
CES2015，各大巨头已经展露出一整年的

企业策略和产品计划。三星率先由旗下

SmartThings Hub 发布最新的智能家居方案，

智能家居方面后续计划最值得期待的是苹果。

而今年 CES 目前的两大热门分别是可穿戴、智

能汽车。

1.三星 SmartThings Hub
在 三 星 电

子 CES 2015
的发布会上，去

年八月被前者

收购的 Smart原
Things 公布了

其下一代智能家居管理和监控产品、解决方案

的信息。其中包含新产品、传感器、与第三方设

备协同功能，和高级增值服务。根据 Smart原
Things CEO Alex Hawkinson 介 绍 ，新 款

SmartThings Hub 智能管理中心可以与 An原
droid、iOS、Windows Phone 和三星自有智能

家电（比如 Tizen 系统智能电视）等多平台设备

联动。飞利浦 Hue 智能灯泡、Nest 恒温器、

Netgear 路 由 等 第 三 方 设 备 也 支 持 使 用

SmartThings Hub 协同和管理。

2.联想发布电子水墨屏智能手环 VB10

Vibe 智能手环 VB10采用 E-ink 电子墨水

屏幕，续航时间官方宣称长达 7天，并且具备防

水功能。Vibe 智能手环 VB10屏幕是竖直显示，

由于采用 E-ink 电子墨水屏，耗电量极低，屏幕

被设置成始终点亮，与其他智能手表设备需要

手动点亮具有较大不同。表盘材质使用金属，采

用弯曲设计，以更加贴合手腕的曲线，按键位于

侧面，与传统手表设计比较相像。在具体功能

上，这款手环通过蓝牙连接配合智能手机使用

可以实现电话、短信、微信、Twitter 等信息提示

功能，同样拥有运动记录、卡路里消耗量等体感

健康类功能。此外，这款手环的防水登记达到了

IPX7 级别，可以在一米深的水下坚持 30分钟。

3.高通开始玩汽车

高通芯片被应用在逾 15款可穿戴设备，以

及伊莱克斯、夏普等公司的家电产品中。为了在

智能家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高通已经开发

了一个微型模块，使标准灯泡变身为一款支持

WiFi连接的智能灯泡。高通还展示了本田、玛莎

拉蒂、卡迪拉克的数款概念车，演示采用高通技

术的 Android OS、安全功能和无线充电系统。

高通将展示两款全新的技术概念车，整合有高

通最新的车载和连接技术———骁龙汽车解决方

案，其中包括高通骁龙 602A 汽车级处理器、

Gobi 3G/4G LTE 无 线 调 制 解 调 器 、VIVE
QCA6574 WiFi 和蓝牙模块、IZat RGR7640
GNSS 模块。高通概念汽车支持最新版本的

QNX Neutrino OS 和 QNX CAR Platform for
Infotainment，重要功能包括具有速度推荐、碰

撞警告、智能停车助手、3D导航功能的信息娱

乐系统，智能手机整合，后座娱乐系统和语音识

别等。

4.松下交互式虚拟镜

松下交互式虚拟镜子能够自动分析出用户

皮肤类型和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干性或者油性

皮肤），然后会向用户提出建议来如何保养。这

款虚拟镜子并非只是一双“挑剔“的眼睛，它还

能能够预览用户的化妆效果，类似欧莱雅推出

的 Makeup Genius 超真实彩妆 App 应用软

件，它可以让顾客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来

虚拟试用眼线或眼影。

5.索尼金属版 SmartWatch 3
索尼旗下的 SmartWatch 3 大家一定不陌

生，作为最早步入智能手表领域的索尼，旗下

SmartWatch 系列一直是行业先锋，去年柏林

IFA 期间第三代产品发布，同时宣布加入到了

Android Wear 阵营。在拉斯维加斯的 CES 展

会上，索尼带来了这款产品的金属版本。除了升

级到不锈钢

金 属 之 外 ，

Smartwatch
3 的内部没有

任何改变，使

用 了 1.6 英 寸 屏 幕 ， 分 辨 率 为

320X320，1.2GHz 四核 A7 处理器和 512M 内

存，内置 4GB 存储空间和多种感应器，其中

GPS 模块可以帮助用户纪录运动路线，支持

IP68防水防尘。

6.索尼运动相机

索尼在 CES
2015 上正式发布

了 运 动 相 机

FDR-X1000V/W，

采用了蔡司镜头，

具备 4K 高清视频录制能力。索尼 FDR-
X1000V 采用了 1280 万像素，1/2.3义cmos 背

照式传感器，配备蔡司镜头，采用 BIONZ X 图

像处理器。可以使用 WiFi 进行视频文件的传

输、搭载能够消除风噪的立体声麦克风、内置

GPS 模块。

7.索尼 Smart Eye glass

经过数月的努力，在今年的 CES 大展上索

尼推出了第二代版本“SmartEyeglass At原
tach”，配合高分辨率 OLED微型屏幕带来震撼

的视觉体验，除此之外性能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采用了 ARM Cortex A7 架构处理器，第二代原

型重 40g，其中带屏幕的镜架重 22g，另一边镜

架 重 18g。 在 展 会 上 索 尼 第 二 代 原 型

SmartEyeglass Attach已经能够配合索尼旗下

的其他产品产生虚拟现实效果，不过该项目还

需要继续改进，未来有望能够装备在任何矫正

眼镜上。

8. Garmin发布三款智能手表

Garmin 正式发布三款不同定位的智能手

表，分别是全能 GPS 手表 Fenix 3、腕上彩色

移动地图 Epix 和实用的 Vivoactive。三款产

品针对不同的用户，定位由高至低，售价分别

为 499.99美元、549.99美元和 299.99 美元。

9.阿尔卡特发布旗下首款智能手表

TCL 旗下的海外品牌阿尔卡特发布了一款

智能手表产品，这款产品也是阿尔卡特旗下的

首款智能手表。从相关资料来看，阿尔卡特发布

的这款产品定位比较低，属于平民类型的产品。

从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款产

品主要与 Android 系统智能手机扩展应用，支

持手机通知显示/提示、心率监测、运动记录、睡

眠监测等标配功能。

10. 宝马 BMW i3 搭载诺基亚 Here Auto
亮相

诺基亚 Here 的嵌入式导航系统 HERE
Auto 已经得到汽车厂商的青睐，在 CES2015
消费者电子展上，宝马 BMW i3 就已经使用上。

诺基亚最新的 HERE Auto 汽车导航系统变得

更加模块化、社交化，并且与乘客的移动设备进

行更好的交互。汽车世界在报道宝马 i3 上的

HERE Auto 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质量优

秀，车载地图都可以通过 OTA 更新，另外还可

以连接智能手机设备同步数据，与其他人分享

地理位置信息等。

11.联想智能眼镜曝光

很多关注过 Google Glass 产品的消费者，

非常期待在本次的 CES2015 上看到这款 new
glass，众望所归，本次展会上联想神奇工厂

CES 陈旭东亲自带起了 new glass，让媒体朋

友 们 一 睹 为

快。new glass
采用了镜架夹

持式的设计方

式，用户不必

放弃自己原先

佩戴的眼镜，

最大限度的满

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new glass 还采取了主

机分离式的设计，将电池的位置设计在颈部位

置，既增加了待机的时间，也使佩戴在头部的主

机重量更轻。

12.规模空前的自动驾驶和概念车发布

宝马：今年的 CES 可以说是集合众多科技

高手一较高下的时候，据悉宝马将会带来自己

在照明技术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家德国厂商

将会展示基于 OLED 技术的 Organic Light 概
念，以及智能版的激光大灯系统。

奔驰：奔驰在 CES 上发布了一款新的概念

车，名为 F015 Luxury in Motion(行进中的奢侈

品)。这款汽车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即在车体前

后有一块 LED 区域，能够根据汽车当前的驾驶

模式变换颜色: 手动驾驶时为白色，自动驾驶时

为蓝色。这个功能看似无关痛痒，但是仔细考虑

一下，我们可以想见，在自动驾驶更加普及的未

来，道路上的其他人可能想要知道你的汽车是

在人工驾驶还是自动驾驶。

奥迪：奥迪在 CES 2014 上就已经展示过

一个无人驾驶汽车项目，而今年奥迪预计将会

为我们带来这个项目的最新进展。同时奥迪还

会向我们展示包括集成谷歌地图的车载导航系

统在内的多项新技术。此外，无人驾驶技术厂商

Delphi 将在本届 CES 上展示最新的无人驾驶

技术产品。

13. 搭载 Andriod 系统 中兴发智能投影

Spro2
中兴通讯在 CES 大会上发布了新一代智

能投影仪 Spro2 ，这款产品搭载 Andriod 操作

系统，能够实

现媒体数据

流式传输性

能，是集投影

仪、移动热点

及流媒体设

备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微型便携式设备。Spro 系

列投影仪在去年 CES 展上首次面世，此次 2代

Spro2 的全面升级，包括全新设计的用户 UI 界
面等。此外，Spro2 可与谷歌应用商店、微型

SD 卡、USB 记忆棒实现连接进行内容分享，也

可以通过 HDMI 线缆或者 WIFI 与游戏机、平

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实现无缝连接。

14. 华硕 ZenWatch新款将于第三季度发

布

作为 Android Wear 智能手表的一员，虽然

没有 Moto 360 美貌的圆形表盘，但是凭借着

圆滑的金属机身以及皮质表带，华硕推出不久

的 ZenWatch
依 然 足 够 吸

引人。近日，

根 据 国 外 媒

体的报道，华

硕在台湾地区发布 ZenWatch 的同时，还透露

今年还将推出三款全新的可穿戴式设备。而华

硕 CEO 沈振来表示，ZenWatch 的后继机型将

于近年第三季度亮相，并且比现在的 Zen原
Watch 更加独立，和三星 Gear S 一样支持独

立通话。 殷上海 徐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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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强化平台，可穿戴、智能汽车大行其道
—CES2015展智能产品大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