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7 年 11 月第 26 卷第 11 期摇 摇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26 No. 11摇 November,2017

· 49·

·信息组织与信息服务·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982. 2017. 11. 009

可穿戴设备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乔摇 静,胡红濮
[ 摘要] 目的:探讨可穿戴设备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态势。 方法:用文献调研法与文献计量法分析可穿戴设备的研究热点及趋
势。 结果: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前景依然广阔,美国、韩国等电子科技强国是可穿戴设备新技术的主要发源
地,我国可穿戴设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配套产业链、生产主体及应用程度等方面与美国、韩国有较大差距。 共词分析和聚类
分析发现,当前可穿戴设备的研究热点是产品的设计理念、传感器新技术以及能源储存装置技术。 文献调研发现,今后可穿
戴设备的发展趋势主要分布在系统的独立性、低耗续航高集成技术、人机交互技术以及大数据以及云计算技术等方面。 结
论:可穿戴设备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其设计、功能和管理等方面的许多问题需待解决,但其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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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hotspots and trend in research of wearable device. Method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 of wearable device were analyzed by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bibliometrics. Results The pros鄄

pect of wearable device is broad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powerful electronic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s such as
USA and South Korea were the major original places of new technologies for wearable device. The core competitive鄄

ness, complete industry chain, main manufacture system and application of wearable device in our country still had
a long way to go compared with those in USA and South Korea. Co-word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of wearable device were its design concept, new sensor technology and energy store device

technology.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independence, low endurance high integration technology,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cloud technology were the main trend of future wearable device.

Conclusion Wearable device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with a lot of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its design,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is broad.

[ Key words] Wearable device; Research hotspot; Development trend; Bibliometrics
1摇 研究背景

可穿戴设备是指能够延续性地穿戴在个人用户

[ 作者单位] 北京协和医学院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北
京摇 100020

[ 作者简介] 乔摇 静(1993-) ,女,北京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 通讯作者] 胡红濮(1968-) ,女,河南濮阳人,博士,研究员,发表论
文 60 余篇,研究方向为卫生信息管理。

身体上,或能整合到个人用户的衣服、饰件中,并具
备数据 采 集、 处 理、 交 互 等 能 力 的 便 携 式 电 子 设
备 [1] 。 与传统电子设备相比,可穿戴设备的便携性

和交互性更好,可以实时监测、收集数据和与平台软
件相结合,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
2012 年谷歌公司发布智能眼镜原型,引起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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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关注,此后可穿戴设备开始不断更新和完善 [2] ,

则。 根据该法则,两词间的联系可以用同时感知到

女皇冶 玛丽·米克尔( Mary Meeker) 将 2013 年定为

析,可得到各国间的联系程度及影响力。

消费者对可穿戴设备的认知也由此开始。 “ 互联网

两词的相对频率衡量 [8] 。 通过国家之间的共现分

可穿戴设备元年,国际 IT 巨头将可穿戴设备视为未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主要指标之一,

来竞争的制高点,纷纷涉足可穿戴设备研究领域。

它既可反映行动者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又可在一

如谷歌在开发出谷歌眼镜后又推出了 Android Wear

定程度上反映行动者的地位和权利。 中心度值越

操作系统,以健全可穿戴设备开发体系;苹果公司推

高,与该行动者相关联的人越多,在网络中所处的位

出了 Apple Watch 系列产品;三星公司也推出了智

置就越核心 [9] 。

能手表 Galaxy Gear 等备受瞩目的可穿戴设备,率先
抢占市场

[3]

。 业内分析师预计,到 2017 年,可穿戴

计算设备的出货量将从 2013 年的 1 500 万部增长

利用 Ucinet 软件进行中心度分析, 结果显示,

美国、中国和韩国的中心度值都比较高,均处于网络
中心地带的核心地位,带动着整个研究网络的交流

到7 000万部。 从发展趋势来看,可穿戴计算设备或

合作。

2摇 可穿戴设备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发文数量高,且彼此间联系紧密,与其他国家都存在

将颠覆智能手机应用,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4]

。

选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通过关键词( TS =

“ Wearable device 冶 ) 检 索 相 关 文 献 ( 检 索 时 间 为

美国、中国和韩国呈三角位于网络图的核心,其
合作关系,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是可穿戴设备思想的发源国,早在 20 世纪

2017 年 6 月 1 日,数据限定年限是 2008 -2016 年) ,

60 年就提出了可穿戴设备的雏形,其最具代表性的

戴设备的研究热点及趋势。 相关数据导入 Thomson

Glass、Apple Watch 等 [10] 。 在可穿戴设备研发方面,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结合文献调研方法探讨可穿
Data Analyzer( TDA) 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和分析,再
用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 TDA 是美国

可穿戴设备当属谷歌与苹果公司的产品,如 Google
美国强调个性化 [11] 。

韩国电子产业作为韩国的支柱产业,可穿戴设

Thomson 公司开发的具有强大分析功能的文本挖掘

备的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注重可穿戴技术研发创新,

软件,可对文本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数据挖掘和可视

其代表性的可穿戴设备为三星公司旗下的智能手表

。 VOSviewer 是一款用来构建和查看

Galaxy Gear 2 / Fit / Neo 及自主研发的曲面屏智能手

引和共被引原理的绘制各知识领域科学图谱、分析功

储、屏幕等核心竞争力技术方面的研发能力和垂直

化全景分析

[5]

文献计量图谱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是基于文献的共
能全面、可视化效果优于其他同类的分析软件
2. 1摇 可穿戴设备研究论文的年代累计分布

[6]

。

表 Gear S。 韩国正致力于提升可穿戴设备芯片、存
整合能力 [12] 。

我国也在积极推动可穿戴设备产业发展,加大

自 2008 年以来,可穿戴医疗设备研究论文数量

资金支持和项目研发 [13] 。 小米、华为等企业通过推

领域累计发表 2 556 篇论文,说明可穿戴设备作为

领域,其产品功能主要分布在运动健身、医疗健康领

新的研究热点已经引起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重视。

域。 但在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配套产业链、生产主体

作为未来的新兴技术,可穿戴设备必将成为下一个

及应用程度等方面,与美国、韩国有较大差距 [14] 。

呈持续上升趋势。 截至 2016 年底,全球可穿戴设备

物联网的发展趋势 [7] 。

2. 2摇 可穿戴设备研究论文的地区分布

从全球分布来看,可穿戴设备研究主要集中于

美洲、亚洲及欧洲 3 个地区。 这 3 个地区属于全球
可穿戴设备基础研究的核心地区,以美国、韩国、中
国、日本及英国为主要代表。 共现分析的方法论基
础是心理学的邻近联系法则和知识结构及映射原

出智能手表、健康配件等产品逐步加入可穿戴设备

2. 3摇 当前可穿戴设备领域研究热点

共词分析是文献计量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可以

发现科学领域的学科结构 [15] 。 首先将待研究文献

导入 TDA,选择 TDA 中“ Keywords冶 字段进行分析,
得到可穿戴设备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 ( 部分) ( 表

1) ;然后利用 TDA 形成共词矩阵后导入 Ucinet 软件
进行初步可视化处理;最后将初步生成的可视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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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导入 VOSviewer 软件中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研究
热点可视化图。

Oxide

77

简约、美观的设计是每个电子产业公司的必要考虑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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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able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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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able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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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t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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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erformance
Technology
Fibers

Thin-Films

Electrochemical Capacitors
Nanocomposite
Validation

摇 摇

242
235
232
205
168
164
161
154
152
148
144
143
135
135
130
114
114
105
105
104
100
100
93
88
87
84
81
80
79

等关键词为主的聚类群,代表可穿戴设备的设计理
念。 一个电子产品的成功与其外形设计密不可分,

频次 高频关键词

Wearable Devices

研究热点。

频次

高频关键词

339

及解读,初步发现目前可穿戴设备领域主要有 3 个
一是以“ Design冶 ( 设计) 和“ Fabrication冶 ( 制造)

表 1摇 可穿戴设备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 部分)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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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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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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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Effect Transi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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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Recognition
Large-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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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able Computing

77
74
73
73
71
70

条件。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及人们需求的
转变,可穿戴设备在未来的发展形态将会朝着更加
轻便快捷的方向转变 [16] 。

二是以“ Sensors冶 ( 传感器) 和“ Performance冶 ( 性

能) 等关键词为主的聚类群,代表可穿戴设备的技
术性能。 目前用于可穿戴式设备的传感器主要有运

70

动感知类、 环 境 感 知 类 和 生 理 参 数 检 测 类 传 感 器

69

设备中去,是后续数据处理、反馈的前提。 当前大多

70

等 [17] 。 传感器的主要功能是将数据输入到可穿戴

67

数可穿戴设备的主要发展思路是集成化设计,多种

67
66
65
65
63

功能堆砌到一起,但功能较为单一。 若应用于医疗
健康领域,传统的、单一的传感器技术及其功能分析
并不能使用户得到专业的医疗诊断,因此研究复合
新型传感器和提高可穿戴设备的性能是未来的发展

62

方向。

62

纳米管) 、 “ Graphene 冶 ( 石 墨 烯 ) 、 “ electrodes 冶 ( 电

62
61
60
59
58
57
56

三是以“ Films( 薄膜) 冶 、“ carbon nanotubes冶 ( 碳

极) 等关键词为主的聚类群,代表可穿戴设备的能
源储存装置。 可穿戴设备作为可随身携带的电子产
品,能源储存装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超级电容器
具有寿命长、高功率密度等特点,在现有的储能装置
中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基于碳纳米管 / MnO2 纳

55

米管的混合多孔膜柔性超级电容器 [18] 、石墨烯和石

54

2. 4摇 可穿戴设备发展趋势

54

从目前消费者对可穿戴设备的期许和需求来看,未

55
54
54

墨烯泡沫( GF) 已应用于超级电容器领域 [19] 。

尽管目前可穿戴设备功能及技术有待完善,但

来的可穿戴设备将会拥有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可
穿戴设备技术无疑会快速发展。 文献调研等方法发

在进行 实 际 聚 类 分 析 的 时 侯, 删 除 “ Devices冶

“ System冶 “ Wearable Devices冶 等部分不能表示聚类

现,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独立运行系统。 当前大多数可穿戴设备都

结果的词,并严格地按照软件给予的 3 类关键词簇

以智能手机作为载体进行数据分析整合和反馈,存

综合考虑各个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和对每一簇的归纳

现真正的便携性,必须要有独立的运行系统。

进行解读。 结合表 1 和生成的研究热点可视化图,

在较大的局限性和不便捷性。 未来可穿戴设备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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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低耗续航高集成技术。 主要包括低耗高集
成的传感器技术和低耗高续航的高性能电池技术。
未来可穿戴设备的高度便携性的设计理念将决定其
低功耗、高集成、高续航的特点,是未来可穿戴设备

[2] 摇 毛摇 彤,周开宇. 可穿戴设备综合分析及建议[ J] . 电信科学,
2014 (10) : 134-142.

[3] 摇 刘思言. 可穿戴智能设备市场和技术发展研究[ J] . 现代电信
科技,2014 (6) : 20-23,28.

[4] 摇 甘摇 芳. 可穿戴设备的创意革命[ J] . 上海信息化,2013 (10 ) :
70-73

的研究重点之一。
三是人机交互技术。 当前人机交互技术所采用
的交互方式有触觉交互、语音交互、动作交互以及新
型交互模式———脑交互方式、眼球交互方式等 [20] ,
可以更快捷更准确地传递人们的信息,不存在文化

和地区之间的差异。 随着可穿戴设备技术的不断发
展,人们对可穿戴设备领域涉及的人机交互方式提
出了人性化、智能化的需求。
四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 可穿戴设备不仅要

[5] 摇 郑摇 斐,郭彦宏. TDA 分析工具的发展与应用[ J] . 山西科技,
2013,28(4) :103-104.

[6] 摇 高摇 凯.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 VOSviewer 的应用研究[ J] . 科技情
报开发与经济,2015,25(12) :95-98.

[7] 摇 戴摇 婷. 可穿戴设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 J] . 企业导报,
2015(8) :69-69.

[8] 摇 王曰芬,宋摇 爽,苗摇 露. 共现分析在知识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 J] .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6(4) :29-34.

[9] 摇 丁善敏.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合著网络中的应用[ D] .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2012.

实时监测采集数据,还要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给

[10] 摇 张阿维,王摇 浩. 可穿戴设备的应用现状分析和发展趋势的

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1] 。 当前大多数可穿戴设

[11] 摇 宋向东. 可穿戴设备发展迅猛美国和日本共执牛耳[ J] . 通信

备仍处在用户数据的简单收集和显示阶段,缺少大
数据分析和专业深度分析

[22]

。 利用大数据及云计

算技术可以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深度分

析,更有效地挖掘用户有价值的信息,提供个性化服
务

[23]

。

3摇 小结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前景

依然广阔。 美国、韩国等电子科技强国将是可穿戴
设备新技术的主要发源地,我国可穿戴设备产品的
核心竞争力、配套产业链、生产主体及应用程度等方
面与美国、韩国有较大差距。 当前可穿戴设备的研
究热点是产品的设计理念、传感器新技术以及能源
储存装置技术,今后可穿戴设备的发展趋势主要是
系统的独立性、低耗续航高集成技术、人机交互技术
以及大数据以及云计算技术等。
可穿戴设备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其设
计、功能和管理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作
为一种新兴技术,它必将成为下一个物联网的发展
趋势,发展前景很好。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可
穿戴设备会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提供更为优质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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