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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苹果 Apple Watch 之后，智能手
表层出不穷，功能也愈发多样。谷歌母
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
Verily 近 日 正 式 推 出 了 一 款 Verily
Study智能手表。这一健康跟踪可穿戴设
备旨在收集临床研究中的复杂健康数
据，并将其用于纵向观察研究帕金森综
合征在内的疾病。

Verily 团队表示，这款手表在传统
腕表基础上加入新设计，具有多种生理
和环境传感器，用于监测心血管、心
率、惯性运动、运动障碍等领域的身体
相关信号，收集到的数据将进行加密并
存储于设备内，直至其被同步至数据平
台。Verily Study 智能手表外观简单时
尚、电池持久耐用，适用于研究人员、
护理提供者以及对健身有兴趣的人士，
同 时 支 持 Health Kit 及 Research Kit
软件。

在国内，智能手表也有新突破。人
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公司“出门问问”即
将推出两款结合联通eSIM技术的智能手
表 TicwatchS/E，引领可穿戴设备全面
升级。与一般的智能手表必须要配合手
机使用不同，Ticwatch S 和 Ticwatch
E 均内置 eSIM 卡，采用 3G 独立通讯模
块，即使不带手机，手表也能独立接打
电话、接收短信、微信、QQ消息并通过
语音回复。此外，这两款手表都内置了
麦克风和扬声器，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手
表通话。两款手表的区别在于，Tic-
watch S 主打运动概念，Ticwatch E 主
打时尚概念。

这两款手表均支持 NFC 芯片，可以
当作公交卡使用，其目前已经支持北京
市政一卡通、深圳通，之后还将陆续支
持其他城市的公共交通卡。此外，它还
可以用作移动支付，支持支付宝离线扫
码支付和银联闪付。另外，当手表脱离
手腕时，手表可以自动锁屏，防止个人
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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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是应用穿戴式技术对日可穿戴设备是应用穿戴式技术对日
常穿戴进行智能化配置的设备常穿戴进行智能化配置的设备，，将各类将各类
传感传感、、识别识别、、连接和云服务等技术综合连接和云服务等技术综合
嵌入到人们的眼镜嵌入到人们的眼镜、、手表手表、、手环手环、、服饰服饰
等日常穿戴设备中等日常穿戴设备中。。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得益于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和普及的发展和普及，，以及传感器等相关技术以及传感器等相关技术
的日趋成熟的日趋成熟，，可穿戴设备从概念走入人可穿戴设备从概念走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们的日常生活，，产品形态不断突破产品形态不断突破，，元元
器件器件、、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开发平台等方面都得开发平台等方面都得
到了较快发展到了较快发展。。目前目前，，消费类和医疗类消费类和医疗类
成为可穿戴设备的两个重要分支成为可穿戴设备的两个重要分支。。随着随着
全球人口老龄化全球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不断攀升医疗成本不断攀升，，
智能穿戴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可能是智能穿戴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可能是
下一个风口下一个风口。。

可穿戴设备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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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信息传递方式和效率——

AR：虚实交织的“神奇”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打开谷歌翻译的即时翻译功能，将手
机摄像头对准日文指示牌或者英文菜单，
在屏幕中看到的画面，文字就已经被直接
替换成中文，这就是AR。

AR 存在的终极意义，不仅在于抢个
红包或者在博物馆的展品旁附加一段简
介，更在于它在改变现实世界传递信息的
方式和效率。想象一下，如果迎面走过的
熟人，AR 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清晰准确
地告诉你对方是谁，你们上一次见面是在
哪里，或者扫描一件家具店里的书架，就
可以即时告诉你能否放进房间的空位，是
否塞得下你现在的藏书，那人们的生活将
因 为 新 技 术 的 加 入 ， 出 现 截 然 不 同 的
面貌。

不过，新技术虽然已初现端倪，畅想

虽然颇为美好，但真正过渡到这样宛如科
幻的场景中生活，依然需要一段耗时颇长
的准备期，从终端硬件到软件应用，AR
技术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在硬件方面，尽管目前绝大部分 AR
应用都通过智能手机实现，但想要与现实
世界无缝衔接，未来依然要依靠诸如 AR
眼镜这样的专业设备，AR 眼镜也被视为
取代智能手机的下一代移动终端。但 AR
眼镜要想普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体
验与续航时间的平衡，拿即时翻译这样的
应用来说，它意味着高效的即时计算和图
像渲染能力，这对 AR 眼镜内置的芯片性
能有更高要求，但考虑到日常应用，其电
池需要在确保产品轻薄的同时足够强大，
这就要期待目前的电池技术进一步突破。

二是设备的价格，目前包括微软 HoloLens
眼镜等成熟的头戴产品在内，一套 AR 眼
镜的价格多在万元以上，这个门槛对普通
消费者来说实在太高，如果想要向大众普
及，显然并不现实。

在软件和应用方面，AR 技术的提升
同样需要时间，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对周
围现实世界的识别能力和识别速度。AR
技术的卖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打通现实和
虚拟世界，因此必须先准确识别现实世
界，判断出使用者目前的位置、行进的方
向与速度等一系列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精
准地选择能附加在现实世界上的虚拟信
息。不过，人工智能在自我学习的深度和
算法优化上的大步前进，有望在这些问题
上获得突破，让 AR 技术能够打通智能设

备上的各种传感器，让 AR 技术真正从
“时髦”到“实用”。

然而，即使硬件和软件都不再成为障
碍，AR 技术的推广也还要看商业模式是
否能随之成熟，这也是现在最集中的应用
依然停留在商家出钱做 AR 营销的根本原
因。消费者对 AR 应用目前尚未形成足够
的消费习惯，依然需要有体验更好、更无
法取代的 AR 应用出现。在好玩有趣之
外，真正能通过 AR 技术提供实用的功
能，无论是直接收费服务，还是依靠互联
网盈利的老模式以流量变现，最终决定
AR 应用本身能否独立成长的，依然是其
商业模式能否成立。这也要求 AR 开发团
队开拓思路，寻找新的“蓝海”，共同将
蛋糕做大，从目前来看，诸如培训、设备
维护、仓储管理的企业级应用市场，“钱
途”更为远大。

AR 技术将改变人们认识世界、与世
界相处的方法，但这条通往未来的路并非
能 一 蹴 而 就 ， 与 今 天 截 然 不 同 的 “ 明
天”，其真正到来的时间点，仍需“希
望，并且等待”。

希 望 ， 并 且 等 待
安 之

AR技术将改变人们认识世界、与世界相处的方法，人们的生活也将因为新技术而出现截

然不同的面貌。但真正过渡到宛如科幻的场景中生活，依然需要一段耗时颇长的准备期。从

终端硬件到软件应用，再到商业模式，AR技术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手指在空中勾画，空气中随之出现虚
拟屏幕，点击这个屏幕就可以像使用平板
电脑或手机一样实现各种功能，这本是科
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场面，但增强现实

（AR） 技术正在让畅想成为现实。
从万人空巷“捉精灵”的 AR 社交游戏

《精灵宝可梦 GO》到“扫福字”的 AR 红包，
再到春晚舞台上的AR特效，打通了现实和
虚拟世界的AR技术正在全速“飞入寻常百
姓家”。来自第三方的数据显示，到 2024
年，AR 产品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 1650 亿
美元，并以80%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

所谓增强现实，就是在展示真实世界
的同时，将虚拟信息同时显示出来，通过
虚实世界的结合来彻底改变信息传递的方
式和效率。企业巨头们在这一市场频频发
力，充分表明看好这一新技术的前景。谷
歌正在大力推广其 AR 平台 Tango，苹果
CEO 库克表示，AR 代表着智能手机的未
来。有消息显示，苹果正在开发多款 AR
产品，甚至有分析师坦言，AR 未来将会
取代iPhone，苹果已别无选择。

增强现实技术为何会在眼下这个时间
点集中爆发？有哪些实际应用场景？它又
将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高技术的“低门槛”

AR 红包正是 AR 技术已被用户广泛
接受的一个例证。来自腾讯的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期间，AR 天降红包参与用户数
高达2.57亿，用户领取卡券和现金红包的
次数达到 20.5 亿次，个人 AR 红包的发送
次数达 1520 万次。支付宝公司介绍，今
年通过扫描线下福字，共有超过 1.6 亿人
集齐五福。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即通产品部
高级工程师刘天成告诉记者，AR 应用的
爆发，来自于硬件设备性能的提升。“移
动设备性能的提升是关键，比如说 AR 应
用要将虚拟信息叠加在实景上，就要用到
三维图像渲染，这需要智能 CPU 的计算
能力能够支撑，同时还需要摄像头的清晰
度足够高，并有高精度的陀螺仪和 GPS。
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现在大概有
80%以上的智能手机能够提供不错的 AR
体验。”刘天成说。

支付宝 AR 实景红包产品负责人零龙
则表示，AR 应用的百花齐放，也来自于
技术本身的突破。“AR应用的关键就是要
能够识别现实环境，比如扫‘福’字，就
要手机能认出这是一个福字。人工智能在
过去一年水平的提升和算法的优化，提高
了识别效率和精度。与此同时，与位置服
务、骨骼动画、3D 渲染等一系列技术的
打通，也让 AR 技术能够被广泛地应用到
更多场景。”零龙说。

AR技术往往和VR （虚拟现实） 技术
相提并论，这二者又有怎样的差异？从硬
件来看，能够实现良好体验效果的 VR 设
备硬件门槛更高，多数需要专门的 VR 头
盔和高性能终端设备，售价相当昂贵，
HTC Vive 头盔消费者版售价将近 7000
元，但智能手机就能完成大部分 AR 应
用。从使用场景来说，由于隔绝了现实世
界，VR使用起来只能“专心致志”，虚实
结合的 AR 应用则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因

此有市场研究机构表示，到 2020 年，AR
的市场价值将是 VR 的 4 倍。不过，刘天
成也表示，这些差异也和现在的 AR 应用
都还是“简化版本”有关，“无论更精确
地识别现实场景、感知环境，还是通过手
势识别等方式加入用户互动，AR 应用同
样会对专业设备有需求”。

互动打开的新格局

在厦门最繁华的中山路上，扫一扫
“防骗宣传海报”，就能得到一个红包，这
是厦门警方开展防骗宣传的新模式。和厦
门警方一样，包括可口可乐、肯德基、优
衣库等大量商家在内也在开展种类繁多的
AR营销。

在 AR 应用的诸多领域内，AR 营销可
谓目前最为成熟的应用。原因相当简单，
在 AR 这片“蓝海”里，营销是最容易获得

“金主”支持的商业模式。
品牌商热衷 AR 营销，原因之一是虚

实世界结合带来更多信息。在传统线下展
示中，无论是海报还是产品包装，都有尺
寸大小的限制，信息必须精简。但加入
AR 技术后，附加的数字化内容不仅丰
富，而且还可以涵盖包括声音、动画、视
频等多种形式。亨氏公司曾尝试对其番茄
酱展开 AR 营销，消费者用手机扫描瓶子
上的番茄酱标签，就会出现一个数字食
谱，展现各种用番茄酱制作的美食，其中
还包括烹饪视频。最终，17万消费者参与
了这一活动，AR 应用打开了 47 万次。刘
天成坦言：“AR 应用跳出了二维码的限
制，产生了更多信息流，让手机真正成为
从线上到线下的连接器，也因此成为品牌
商商业化探索的方向。”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消费升级的大趋
势下，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他们更
看重互动和参与。AR 技术的加入，让营
销变得更好玩。拿喜力啤酒的案例来看，
扫描啤酒瓶后，消费者可以与种植啤酒花
的农民合影留念并分享到社交网络。市场
研究机构德勤数字分析师杰·萨米特表
示，“消费者总是喜欢选择购物环境，与

品牌互动正是环境的一部分，AR 技术将
打开市场营销新格局”。来自 AR 平台
Blippar 公司的数据也显示，Blippar 上的
年互动总数在6500万以上，AR用户使用
平均停留时间为 75 秒，平均互动率在 1%
至15%之间。

“许多商家想用 AR 这种新的方式来
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支付宝也在进一步开
发 AR 技术，尽管红包是成熟的产品，但未
来扫描的图片和弹出的动画，甚至小游戏，
都可以由商家自己定制，商家们的‘脑洞’
会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应用。”零龙说。

“玩法”之外的“用法”

“对着空房间扫描，讲解程序就会弹
出当年里面的家具和陈设，对着屋顶花园
的玻璃马赛克墙扫描，就会弹出马赛克的
制作工艺，真是一目了然。”今年春天，
成都白领雷小雪去西班牙旅行，巴塞罗那
巴特略之家的AR讲解程序令她印象深刻。

与雷小雪见识到的AR讲解一样，AR
营销的商业逻辑固然直白，但打通了虚拟
与现实，其意义远不止于营销。来自资本
市 场 的 反 应 也 证 明 了 这 一 判 断 ， 2016
年，全球对 AR 公司的风投达到 10.8 亿美
元，是2015年的4倍。在软件领域，医疗
保健、教育和工业应用成为主要的投资

方向。
在医疗领域，AR可以为医生精准定位

手术位置，同时将各种检查结果实时显示
在微创手术显示屏上，医生可以由此进行
更精密的手术。在教育领域，AR 能够将
课堂内容变得栩栩如生，扫描书本，静态
的文字就可以转换为数字化和可视化的形
象。AR 服务开发商端美传媒科技副总经
理郑铭浚表示，AR 技术提供了人与场景
新的互动方式，在智能交通、智能医疗、
智能教育、智能家居、智能旅游等领域都
有用武之地。

在个人应用之外，AR也将为制造业带
来新的能量。在《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
域技术路线图中，AR技术就被列为智能制
造核心信息设备领域的关键技术之一，其
核心内容主要研究三维空间 RFID 注册定
位技术，工业物联网信息三维空间，搜索、
显示与交互技术。拿设备维修来说，借助
AR技术，维修软件可以感知当前设备的状
况，在维修过程中实时显示出维修流程和
操作规范，这显然有助于提升效率。

不过，这些应用仍然不是 AR 的“最终
形态”。“AR 和 VR 将成为下一代计算平
台，融合现实与虚拟世界。”联想创投集团
总裁贺志强表示，“未来5年至10年，AR眼
镜之类的设备有可能替代手机，可以提供
即时翻译，语言不再是障碍，也可以准确地
告诉你，和你打招呼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 工作人员展示支付宝工作人员展示支付宝““ARAR实景红包实景红包””页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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