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落幕的 2015 CES 吸引了全球电子爱好者的眼球遥 可是对于不

能前往现场袁只能靠媒体获取一些现场信息的厂商及发烧友们来说袁未免

觉得有些许的遗憾遥 不过袁中国的从业者及爱好者们或许有机会可以解解

馋了遥
2015 年 5 月 25 日-27 日，由美国消费电子协会(CEA)主办，并与上

海国际展览中心合作举办的 2015 年亚洲消费电子展（2015 International
CES Asia）将在中国上海全新亮相。此展会将搭建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创新

展示平台，吸引全球众多知名企业和行业领袖参与，并向高速发展的亚洲

市场推出创新产品和技术。而地点则是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
CE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瑞·夏培罗先生表示：中国是促进全球科技

行业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消费电子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加速

了创新产品的推陈出新。而在这次的亚洲消费电子展上，与会者将可以近

距离接触和体验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知名品牌，同时见证消费电子行

业的创新产品及技术。

据悉，首届亚洲消费电子展净展览面积将达到 8500 平方米（总面积

20000平方米）。此次展会将为领先技术型企业和新兴创新型企业搭建完

整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展会及其会议论坛上，将全面展示以下技术和产

品类别：3D打印、机器人产品、传感设备、物联网产品及可穿戴设备等。

2015年亚洲消费电子展的参展商、赞助商或参与者将至少包含：

Amazon（亚马逊）；Best Buy（百思买）；Ford Motor Company（福特

汽车）；Fry’s Electronics（美国超级家电连锁店）；Gibson Brands（吉布

森品牌）；Hisense（海信）；IBM；Intel（英特尔）；com（京东）；Monster（魔声

公司）；Newegg（新蛋网）；Radio Shack（美国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睿

侠）；Starpower；TCL；Woox（沃科声）。

此外，CEA 还将在同期召开董事会会议。届时，45 位来自全球知名科

技企业的高层领导将亲临上海，共同见证亚洲消费电子展的正式揭幕。

关于国际消费电子展（International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International CES）是全球闻名遐迩的创新盛会，也

是致力于消费科技产业的专业人士聚集地。CES 作为超过 40 年的创新产

品和突破性技术的体验馆，俨然成为创新技术和产品进入消费市场的全

球性舞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创新产品体验展览会，CES 全方位诠释了全

球消费科技行业的现在和未来发展。CES 由美国消费电子协会（CEA）主

办、管理并所有。该协会代表着总额为 2080亿美元的美国消费电子行业，

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商业领袖和思想先驱者们来参与消费电子行业论

坛。 殷钟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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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和汽车两个行业之间的合作日益

加强。在本届 CES 主题演讲的企业名单显著地

体现出了这一点。继去年的奥迪主题演讲后，本

届展会再次由汽车企业戴姆勒和福特发表主题

演讲。戴姆勒公司董事长蔡澈（Dieter Zetsche）
在本月 5 日晚上，福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rk
Fields 在 6 日登台演讲。在本届 CES 上，与汽

车同样备受关注的话题是可穿戴终端等互联网

终端的多样化。以手表（智能手表）及腕带型产

品为代表，眼镜型、戒指型等多种可穿戴终端纷

纷亮相。除此以外，将家庭中及外出地点的多种

设备连接至互联网的动向也在加速。至少在本

届 CES 上，这一领域的主角还不是大型厂商。

估计以欧美为中心诞生的多如繁星初创企业提

出的新生活方式将会备受关注。起到重要作用

的因素是，利用互联网云环境的“集线器”———

智能手机来逐步普及，传感器及无线通信技术

的价格下降，能让很多初创企业发起挑战的大

环境已趋于成熟。

在美国家电协会（CEA）于 CES 开幕前的

1 月 4 日举办的记者说明会上，该协会的首席

经济师 Shawn DuBravac 表示，2015年的一大

趋势是“物理空间的数字化”。也就是包括汽车

领域在内的广泛意义上的“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人的动作、身体信息、温度与

湿度等环境数据、表示物体状态的信息———在

云上使这些数据和信息联动，可以形成新的数

字社会。DuBravac表示，“以前一直处于‘技术

上可以实现’的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可以考虑具

体用例的阶段”。与物理空间的数字化相反的动

向也开始浮出水面。利用数字数据制造出物理

性三维形状的 3D 打印机也比 2014 年的 CES

更加丰富。这种旨在为连接现实与云端的真正

智能生活提出方案的双向动向成为了本届

CES 的一大焦点。

实现自动驾驶的动向十分活跃

汽车行业最为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是传感

器及电子控制等电子技术。其典型例子是这些技

术起到重要作用的自动驾驶。2014年的 CES也

以汽车厂商为主发布了很多技术，本届展会上与

自动驾驶相关的内容进一步增加，展现出技术的

进步情况。自动驾驶方面，除了会场内的展区展

示之外，各企业还在包括拉斯维加斯公路在内的

户外进行行驶演示。旨在实现自动驾驶实用化的

路线图、关键技术及各公司的战略将会被公开。

除了该领域之外，以具备通信功能的车载设备为

主的汽车用信息娱乐系统、与智能手机的联动等

领域也发布了新的技术和服务。

新的可穿戴终端方案将纷纷亮相

IoT 开辟的数字社会的代表性构成要素是

可穿戴终端，众多以手表型及腕带型为中心，很

多商品及服务方案都在本届 CES 上出现。与智

能手机联动的通知功能、使用内置传感器的心

率计等医疗健康领域健康管理服务、健身等多

种用途备受期待。2014年微软推出了腕带型终

端“Microsoft Band”。2015 年苹果预定上市智

能手“Apple Watch”。CEA 预测称，2015 年智

能手表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1080 万块。据该协

会介绍，本届 CES 上智能手表的相关展示将会

达到以前的 4 倍。自行车的踏板也成了 IoT 终

端。法国 CONNECTED CYCLE 公司开发的自

行车踏板具备可获取位置信息的功能，可经由

智能手机，将自行车的骑行路线、速度、卡路里

消耗量等自动保存在云上。该产品已在 1 月 4

日举行的展前发布会“CES Unveiled（揭幕仪

式）”上展出。不仅是智能手表和腕带，眼镜型可

穿戴终端也颇受关注。具体产品就是智能眼镜。

其中，展会上能够戴着传统眼镜、太阳镜及护目

镜等使用的显示器提案有所增加。参观者可以

亲身试用，并比较其易用性。索尼展出了采用有

机 EL 面板的单眼用显示模块。该模块可以安

装在眼镜的挂耳部位使用。特点是对比度高达

1万比 1，可完全覆盖 sRGB 色域。据该公司介

绍，此次在其展区参考展出使用该模块的概念

机型“SmartEyeglass Attach! ”。Telepathy
Japan 的可穿戴显示器的特点是，亮度高达

5000cd/m2 以上，晴天时也可在光线较强的室

外观看影像。该公司将在 2015 年 3 月推出该

产品之前先在 CES 上进行展示。将多种“物品”

连接至云环境的提案估计会超过可穿戴产品的

势头。以管理家庭内信息的智能住宅领域为代

表，此前无法设想联网的很多领域都会接连实

现 IoT 终端的产品化。

4K电视将开始全面普及

备受关注的是 4K 电视和智能电视的动

向。据 CEA 调查，被称为“UHD（ultra high
definition）”的美国 4K 电视的出货量增速似乎

高于 2014年同一时期发布的预测值。2014年

的推测出货量为 130 万台，预计 2015 年将会

增至约 3倍，达到 400 万台。2015 年之后还会

继续增长，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1400 万台。

2015 年的全球出货量为 2300 万台，中国市场

占 57豫，达到 1330 万台。美国亚马逊（Ama原
zon.com）和 Netflix 等公司也积极地推出了 4K
数字内容发送服务，4K 电视有望掀起热潮。

智能电视方面，估计新软件平台将备受关

注。韩国三星电子 2014 年底宣布，将为所有

2015 年款智能电视配备行业团体 Tizen As原
sociation推进的软件平台“Tizen”。

数码相机的新应用备受关注

数码相机方面，风险企业的动向将会备受

关注。在户外运动等情况下拍摄影像及照片的

小型轻量式“运动相机”及可进行 360 度拍

摄的“全景相机”将会纷纷亮相。出现了可与

无人机 （小型无人直升机） 结合在一起轻松进

行航拍的产品。通过自由发挥创意提出数码相

机新方案的风险企业有“追随 GoPro”的决

心。过去被视为异端的运动相机“GoPro”已

逐步成为数码相机行业的主流。GoPro 诞生之

父 Nicolas Woodman在本届 CES 的第二天（1
月 7 日）举行的大会“Leaders in Technology
dinner”上，面对 500 多名电子企业一把手发表

主题演讲。

采用 USB Type-C标准的产品将会亮相

连接产品的高速接口方面，采用新的 USB
小型连接器标准“Tyep-C”的产品备受关注。

Type-C是 2014 年夏季制定出来的最新规格，

特点是“支持正反面均可插入的‘Reversible’
标准”、“虽然开口部尺寸与原来的‘Micro 标

准’同等，但支持最大速率为 10Gbit/秒的高速

USB3.1”。芬兰诺基亚已宣布预定 2015年 2月

推出的平板电脑“N1”将会采用这种规格。因为

要追随 N1，所以大型设备厂商在 CES 上展出

多种配备 Type-C 的产品。不过，N1 配备的

Type-C 只支持最大数据传输速度为 480Mbit/
秒的 USB 2.0。

殷上海 徐惠民

CES2015 物联网将一跃成为数字社会的主角

前言院智能家居的安装商正在不断增加遥 通过

国际消费展主办方 CEA 的调查袁 发现 63%的建造

者觉得相较于 2 年前来说袁智能家居技术在他们现

在和未来的整个市场计划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遥
这份调查报告同样告诉我们院

1. 在家庭中袁最常被用到的三类科技分别是结

构布线尧安全监控和家庭影院遥
2. 1/10 的消费者拥有一个可以扩展到多室的

无线音频产品袁但是只有 44%的人表示他们想拥有

一个这样的产品遥
3. 28%的消费者有计划在未来的两年内购买

一个便携式的无线扬声器或者类似的产品遥
4. 人们通常把无线音频设备安装在客厅或者

书房袁其次是卧室遥
5. 消费电子类产品在住宅能源消费中之占到

12%,相比 2010 年下降了 9 个百分点遥
而今年 CEA 关心的不仅仅是智能家居的这些

数据遥 他们更是从美国众多装置精良的房屋中选择

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安装遥 并让他们中的一些成为

了 2014 最具代表的优秀系统集成项目中的一部

分遥
2014 年是智能家居初露锋芒的一年。一个知

名的科技博主甚至觉得智能家居是在 2015 年的美

国 CES 展上最值得关注的板块。许多的参观者也

都期待着到智能家居产品的展区“WOW”一下！

然而在开展之前被业界预测将在 CES 2015 上

爆发的智能家居产品，却意外地被家电类以及汽车

电子压过了风头。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此次

CES 看到智能家居在未来的发展趋势。首先，智能

家居平台依旧平稳发展，包括苹果的 HomeKit 智能

家居平台和 LG 的 HomeChat 智能家居平台等。其

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智能家居呈现出去手机化

的趋势。手机控制尽管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方式，却

也被定义为低端的智能控制。而此次的 CES 上，我

们可以看到许多去手机化的智能家居产品。比如：

松下的交互式虚拟镜，它能够自动分析出你是干性

或者油性皮肤，能够监测出皮肤目前所存在的一些

问题，并向用户提出建议来如何保养，跟手机没有

任何关系;Snap 智能灯泡中的手机和平板应用也由

简单控制，发展成为了实时提醒、监控;而三星发布

的全新 Powerbot VR9000 扫地机器人则更是将重

点放在了吸力和全景扫描上。

智能家居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个过

程可能是漫长并且多变的。

放眼国内，许多业内人士则认为尽管智能家居

的市场前景广阔，市场却是不温不火的。联发科蔡

守仁则表示国内的智能家居将在 2017 年才全面爆

发。不过，中国家电巨头美的集团 1 月 7 日宣布将

与中国第二大网售零售商京东集团加强合作，主要

在智能家居和扩展销售渠道方面相互协助。家电巨

头对智能家居的重视是不是说明了 2015 年会迎来

智能家居新的发展。而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的厂商

和安装商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也是不争的事实。2015
会不会成为智能家居年呢？国内的智能家居又将怎

样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你对智能家居感兴趣吗钥 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你

在智能家居方面的看法或者是经验吗钥 欢迎投稿一

起交流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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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智能家居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