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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年开始，著名设

计师尼古拉斯 · 费尔顿 
(Nicholas Felton) 的手机

会经常向他询问一些个人

问题。一款名为 Reporter 
的定制应用会不定时地提醒他填写调查问

卷。他每次需要填写的信息包括所在地

点、所做事务、同行人员、所穿服装，以

及其他四项详细信息。同时，该应用还

会从他的手机中获取更多其他信息：经纬

度、当地天气、噪音的峰值和平均值等。

在一年的时间里，费尔顿填写了 4739 份调

查问卷，平均每天近 13 份。

2012 年年底，他使用这些数据作为依

据，创建了一份年度报告：由这些定期更

新总结的有关他本人过去 12 个月的完整记

录。智能手机记录了他生活的一点一滴。

携带设备浪潮

当人们携带互联设备时，他们自身也“互

联”到一起，成为万物互联中的一份子。

智能手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十分普及，为

人们提供了通往虚拟世界的双向通道。我

们不仅从虚拟世界获取信息，也向虚拟世

界提供各种数据：从我们的位置到我们对

餐厅的评论。我们为手机提供的信息越

多，手机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谷歌公

司的移动“个人助理”Google Now 可以

交叉引用当前位置和过去行为，并添加从

用户的电邮帐户中获取的信息。苹果公

83.245.192.1

当健康出现问题时，时间

变得分秒必争，联接性也

就显得更为至关重要。通

过联接，急救人员可以迅

速访问医疗数据，进行远

程会诊，并让医院做好接

收患者的准备。

在实现互联的医院中，

每位患者、每名医护人员

以及每台设备都能随时报

告其状态和位置。这样一

来，医生可以了解患者所

在位置，医护人员可以随

时找到合适的医生，所 
需资源也可以得到有效 
调度。

医院网络必须具有良

好的安全性，以确保机密

性，防止数据被盗，并抵

御恶意入侵。借助基于思

科 TX 系列融入式网真系

统网络会议功能的高清远

程医疗解决方案，可以通

过“医疗级”网络将世界

各地的专家聚集到一起即

时共享病例。

然而，无论一家医院的

先进程度和互联程度有多

高，医院仍就是一个人满

为患的超大型建筑。当每

位患者和访客都持有移动

设备，就可以通过定位服

务随时接受到最新信息。

思科互联移动体验可以联

接各种移动设备，帮助医

院了解并满足患者和访客

有关方位指示、医疗建议

或其它信息方面的需求：

从通往礼品店的路线，到

处方已准备好的提醒。同

时，分析功能可跟踪人们

如何在空间中移动穿梭，

报告并帮助改善物流及管

理情况。

设备 2

互联
医疗

司的 Siri 以及微软公司即将推出的名

为 Cortana 的数字助理，也提供同类 
服务。

谷歌执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表示，谷歌的策略是“尽量

挑战极限，但绝不过火”。如今，在一

些情况下，手机所展示出对机主的了解

也在冲击极限。您本人可能会忘记一场

会议，但您的手机不会。不仅如此，

它还能检查交通状况，让您按时出席 
会议。

随着传感器变得更小巧、更完善，

手机了解我们的方式也成倍增加：三

星公司的新款 S5 手机包含专用的心率

监视器，旨在与新推出的健身应用相

呼应。

健康意识、移动性和连接性结合

在一起，可创造出突破传统且具有

启发性的全新个人健康管理方法。

Massive Health 公司（已于 2013 年
被 Jawbone 公司收购）曾推出一款

名为 The Eatery 的应用。用户可以为

他们的食物拍照，然后上传照片，并

根据自己的想法对食物的健康程度打

分。其他用户随后也可以对照片做出

评分。事实很快表明，人们往往会认

为自己比其他人吃的更健康，即使吃

的食物完全相同。以一片比萨为例，

食客给出的健康程度评分比评客平均

高出 2.5 倍。

健身也推动了承诺将掀起新一轮

网络联接浪潮的可穿戴式技术的发

展， 该技术领域首先获得成功的不过

是智能计步器。如今，该领域已发展

成为竞争激烈的智能健身产品市场，

热门产品包括 Fitbit Flex 智能手环和 

Jawbone UP 智能腕带等。

同时，就像客户需求推动手机飞速

发展一样，新一代多功能可穿戴式设

备也在争奇斗艳。尽管谷歌眼镜仍是

喜欢尝新的人士的珍藏品，但更时尚

的新产品正在纷纷登场，不断从滑稽

变为时尚。

手机的出现使手表几乎退出历史舞

台，但目前手表正借助智能手机组件

卷土重来。Pebble Technology 公司

在公众筹资网站 Kickstarter 上筹得 
1000 万美元（600 万英镑），制造

了其电子墨水“智能手表”，不仅能

与手表本身的应用同步，而且能与手

机同步。三星和索尼都已推出自己的

互联手表产品，而苹果公司计划进军

该市场的传言也一直沸沸扬扬。

据消费者分析机构 
Canalys 称，2014 
年，智能手表和其他

可穿戴式设备会成为

主要的消费者技术，预计销售额将达

到 800 万美元；此数字到 2015 年和 
2017 年将分别增长到 2300 万美元和 
4500 万美元。

智能手机将电话、日记、手表、照

相机等多种设备集成到单个实体中。

随着联接变得越来越简单和直观，将

专业可穿戴式设备，如领口摄像头、

录音机、心脏监控器、手表或镜片联

接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所形成的网

络枢纽和控制中心即可在每人身上创

建出一个网络。设计者可以不再局限

于带屏幕的平板外形，而是尝试使用

新应用和新设计。例如，Bionym 的 
Nymi 腕带可将穿戴者的特有心跳作为

解锁其他设备的钥匙，类似的还有摩

托罗拉公司已申请专利的电子纹身。

改革医疗

医疗专业人员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治

疗患者时缺乏准确的数据：患者常

会误报或记错自身的情况。就像 The 
Eatery 发现人们在自己吃比萨时会认

为它更健康一样，患者可能会不太准

确地记住自己的症状，或者根本没有

记住。

收集患者信息最有效的方法是进

行检查。但是，让患者前往医院或让

他们长时间住院可能苦难重重，并非

易事。同时，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资源压力与日俱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老龄

化程度不断加剧、资源压

力与日俱增，医疗行业的

重点也转移到最大限度地

减少前往医院就诊所需的

时间和次数上。在实现互

联的城市中，身体状况长

期需要调理的居民可以在

任何地点使用互联网与医

生联系，看病就诊。护

理人员可以通过“患者门

户”使用语音和视频，实

现安全保密的远程会诊，

从而确认护理对象情况良

好，并提前发现真正的 
问题。

医疗信息系统不仅支

持通过直接输入来主动收

集数据，而且还可以通过

监控一举一动和其他活动

来被动收集数据。健身爱

好者用来检查脉搏和动

作的互联设备也可用于为

思科扩展医疗 (Extended 
Care) 或 uMotif 等平台提

供信息，这两种平台都可

以在门诊患者与医护人员

讨论病情时提供真实可靠

的数据。

同时，硬件也在不断

发展，以满足人口老龄化

的需要。GlowCap 是一

种连接到互联网的药瓶

盖，每到患者需要服药的

时间，它就会发光。如果

患者未在两小时内打开瓶

盖，自动系统会发出声音

提醒。从 Owlet 婴儿监测

仪（一款可以向 iPhone 
应用发送报告的“智能

袜”）到帮助老年人保持

独处的不明显的监控设

备，各种借助万物互联来

照顾老年人、婴幼儿和其

他护理对象的巧妙方法正

在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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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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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医院也需要找到既可减少住

院次数和住院时间，又不危及患

者安全的良策。

面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当前的医疗体系不堪重负：

2012 年美国的医疗卫生费用总

额为  2.6 万亿美元，其中浪费

的金额预计有 7500 亿美元。

平均而言，老年患者看病会经

过 7 位采用 4 种不同诊断方法的

医生，让人疲惫不堪，无所适

从。不仅如此，20% 的老年患者

会由于病症复发，而在 30 天内

重新住院。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旨在让

患者了解自身的健康信息，并让

医生掌握所需信息，以尽可能提

供最佳的医疗服务。然而，这需

要有新的方法，尤其是医疗行业

还面临着需要想方设法节省成本

的压力。

就支持人们拍摄食物或监测

心率的技术而言，它们已经十

分接近为医生提供做出医疗决

策所需的数据这一目标。诸如

用于监控血糖水平的 Glooko 等
应用可以与传统病例相结合，

用来为临床决策提供信息。

对于老年人、偏

远地区居民或犯人

等不便使用交通工

具的群体，前往医

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

今，人们可以轻松地在机构和家

中装设远程医疗系统，用于与医

疗专家建立连接。此类系统可将远程会

诊功能和用于监控及注册健康信息的工

具集于一身。

让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或坚持独居

的老年人独处可能会存在危险。在网络

化程度日益加强的当今世界，使用不明

显的轻量级监控即可让家人及护理人员

感到放心。互联技术可以检查冰箱的打

开频率、服药是否准时、室内温度状

况，以及其他危险信号。思科扩展医疗 
(Extended Care) 解决方案旨在利用当

今网络化世界的优势，使护理人员和护

理对象之间即使在定期联络时间之外也

能始终保持联系。

为保证互联医疗正常运作，医生、

护理人员和患者之间的通信应具有安全

保护，以保持隐私性；同时也应足够稳

健，以确保网络能及时向工作人员发出

警告来应对突发情况。

生活播送 (Lifecasting) 相
当于通过超链接方式记录日

记，但是人们无需亲手书

写，生活播送软硬件会自动

记录、存储并播送发生的事

件。目前，最有名的生活播

送记录可能是菲利克斯•鲍姆

加特纳 (Felix Baumgartner) 
的 39 千米高空跳伞。该播

送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吸引了 
800 万名 YouTube 观众。

微软公司最初开发了 
SenseCam 来帮助老年

痴呆症患者记录他们的

生活，帮助他们进行回

忆。设计师林赛•威廉姆斯 
(Lyndsay Williams) 开发的 
Autographer 采用了类似的

技术：当可穿戴式小型照相

机的传感器检测到光、热或

动作变化时，照相机即会拍

摄照片。Narrative Clip 是
另一款微型照相机，它会每

隔 30 秒拍摄一张照片，并

通过云计算系统从大量图像

中挑选出具有保存价值的 
照片。

利用公众筹资开发的 
Kapture 腕带旨在对声音实

现同样的功能，该设备会连

续记录周围环境最后 60 秒
的声音。60 秒的记录会被

循环覆盖，直到穿戴者轻击

其表面，所记录音频随即会

被保存并下载到智能手机应

用中，以供查看和共享。

各种可穿戴式设备，例

如具有内置摄像头和录音设

备的三星 Galaxy Gear 智能

手表和谷歌眼镜，将使生活

播送发生彻底变革。不过，

用于记录现代生活的最常见

设备还是智能手机：通过 
Facebook、Instagram 和 
Foursquare 等服务，用户可

以与比以往更多的人和设备

实时共享生活信息。

设备 4

生活播送 
和个人数据

“三录仪”这一名称来自于科幻电

影《星际迷航》，但这项技术是真实

存在的。在 2014 年消费者电子展上，

Scanadu 公司展示了其 Scout 原型机 - 
一种约冰球大小、带传感器的设备。将

该原型机按压在太阳穴上，它就可以读

取原本需要在医院获取的主要指标：体

温、血压、血氧水平和心率。

监控技术不仅让患者能保留个人记

录，还可帮助他们在管理自身健康方面

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监控设备可以与思

科扩展医疗等门户集成，此类门户能通

过简单的基于互联网浏览器的解决方案

将患者与医疗团队联系在一起。无论患

者身在何处，只要可以访问互联网，他

们就能与护理人员进行定期或非定期的

视频对话、使用高度安全的通信方式共

享敏感信息，并跟踪血压监测仪等各种

设备的读数，从而以互联和协作的方式

保持身体和精神健康。

未来展望

当一个实体连接到万物互联后，它生成

了多少数据以及通常会丢失多少数据都

将显而易见。对一些人而言，此类信息

可能是就餐地点或跑步距离等无关紧要

的数据。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可能是

长期治疗过程中的救命数据。

经过汇总和匿名处理的“大医疗数

据”可能会推动医疗领域实现突破。谷

歌公司已能通过分析搜索行为来预测流

感爆发。一些超级计算机已接受了识别

癌症的“培训”，而且可通过云来查询

患者数据。

当数十亿人都能生成、获取并共享

自身身体状况的信息时，在了解人体

机能和寻找治疗方法方面将出现新的

可能性。智能手机和健身腕带仅仅是

一个开端，它们将推动大数据分析、

定制治疗，以及由数据驱动的人体健

康新方法。

联所未连 

思科 – 联天下，启未来

万物互联 (IoE) 是实现积极变革的推动力，

您的网络是否已经为万物互联做好准备？ 
思科致力于确保人员、流程、事物和数据

能够快速、安全、稳定地连接到有史以来

最繁忙的网络。思科的网络架构、无线接

入点和云解决方案可帮助人们联接并通向

未来科技。思科网络安全服务可保护智能

网络远离恶意软件、漏洞和受感染设备的

侵害。

有关万物互联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rnetofeverything.cisco.com/en-gb
有关思科如何实现万物互联的详情， 
请访问：cisco.co.uk/tomorrow
有关互联自我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bit.ly/1fyhNXZ

07.254.115

设备 3

互联健身
健身市场目前正在蓬勃发
展，各种多功能及专用软
硬件正在推动一场革命。

耐克公司的 FuelBand 
智能手环可监测穿戴者的
身体运动，提醒他们进行
锻炼并做出鼓励。Fitbit 
公司的 Aria 智能磅秤可
将体重、身体脂肪和体重
指数 (BMI) 读数上传到网
站，以便减肥者跟踪自己
的体重进展。

随着可穿戴式设备记
录的数据不断增多，健
身记录和医疗数据之间
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例如，Basis Health 

Tracker（健康跟踪手
表）可监测心率、体温、
出汗情况，以及速度和
步伐。

移动应用和网络服务
也可融入互联健身领域，
提供丰富的激励方式。例
如，Endomondo 让人们
可以通过手机的 GPS 功
能与朋友相互追踪、提供
支持或互动。

RaceYourself 承诺为
谷歌眼镜的使用者提供健
身路线和距离，并通过各
种吸引人的游戏（包括与
您过去跑步的“虚拟影
像”赛跑）来进行健身锻

炼。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
数据存储到云服务，思科
等网络提供商正在努力确
保我们的信息始终受到安
全保护。

三录仪和其他设备

提到 X 奖基金会 (XPRIZE Foundation)，
人们谈论最多的可能是其对低成本太空

飞行的支持。不过，该组织也鼓励对另

一项前沿领域 - 对人体的科学探索。目

前，有 34 个团队正在研制能够有效工

作的“三录仪”，角逐 1000 万美元的

奖金。此项竞赛旨在创造出可以记录血

压、呼吸、体温和其他医疗数据，且无

需大量培训即可使用的“一体式”消费

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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