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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arable technology is a hot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people. Also wearable technology has been used for education, medical,
industrial and other social fields. It brings all aspects of convenience in people’s life, study and
work. At present, in the supermarket sector,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wearable technology is still not mature, and now we’d like to analyze the use of wearable technology in the supermarket briefl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classification of wearable technology to research about the cutting-edge wearable technology are applied in the supermarket
area and the available in the super city areas in recent years. Finally, I hope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forward reference for the wearable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supermarke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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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穿戴技术是当前科技发展及现代人们应用的热点问题，并且已经开始用于教育、医疗、工业等各个社
会领域，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方方面面的便利。目前在超市领域，关于可穿戴技术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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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尚不成熟，现就可穿戴技术在超市领域的应用做简要的研究分析。通过探讨可穿戴技术的应用现状
及其含义，重点阐述近几年可穿戴技术在超市领域的前沿应用研究及该技术在超市领域的可供性。希望
此研究能为未来可穿戴技术在智能超市的发展提供前沿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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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穿戴技术的概述
1.1. 可穿戴技术的背景和发展现状
最早，可穿戴技术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研究和提出的，它是一种使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
能够更加便利化的智慧技术，通过在人们穿戴的衣物、饰品中植入智能技术如无线通信、多媒体等，来
帮助用户实现一定的交互、辅助帮助。可穿戴技术从诞生到现在，不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在医疗中辅
助医生了解病人病况、在旅游中辅助导游工作及游客游玩、在运动中辅助用户获得更佳的体验等[1]。在
军事上可穿戴技术也有比较成功的应用，如可穿戴计算系统的模拟仿真试验在乔治亚洲的成功实验，可
穿戴技术还可以用来侦察、作战指挥、通信等。从 20 世纪末开始，人们就在进行新型传感技术和可穿戴
设备计算方法的研究，希望研制出的可穿戴技术可以直接面向临床来使用。随着智能技术如芯片技术、
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可用于医疗的可穿戴装置。相信
不久的将来，基于可穿戴技术的医疗产品将很快影响医疗服务模式[2]。可穿戴技术，是可穿戴计算不断
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移动计算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穿戴在用户身上，辅助用户进行各种活动。很多研究
者从多种角度来定义可穿戴技术。Barfield 等将可移动计算机定义为穿戴在人体上的具有完全功能性，自
供电，自给自足的计算机，能支持随时随地发生的信息交互。这突显出可穿戴技术的信息交互性，连通
性以及可访问的特征[3]。随着移动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可穿戴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大，人们对其认识也不
断深入和扩展。Bower 等认为，可穿戴技术应用不断扩展，已开始从影响个人行为扩大到影响社会群体
行为。因此，他们主要从技术角度出发，将可穿戴技术定义为出于无缝访问，交互以及交换相关信息等
目的，集成无线网络的可穿戴电子设备[4]。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形式上，与传统的移动
电子设备，如常见的智能手机、相机、电脑等相比，可穿戴设备更加复杂和精细，它已经成为人体功能
的延伸，能无缝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感知、扫描、追踪人体的生理功能并可实时提供
反馈信息[5]。
市场研究机构 Research and Markets 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到 2018 年，全球可穿戴电子产品市场的规
模将达到 83 亿美元，未来 5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高达 17.71%。报告称：“目前，科技行业巨头和小
型创业公司都进军了可穿戴技术市场，足以说明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该机构的报告还显示，2012 年
全球可穿戴技术市场的收入为 27 亿美元，在以后的数年里，这一市场将会成为 TMT 的新蓝海[6]。

1.2. 可穿戴技术的定义
可穿戴技术，顾名思义，是一种移动智能设备的延伸，在保证移动智能设备性能的前提下，增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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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方便携带、可通过用户的配饰如手表、眼镜等穿戴于用户身上的性能的一种新兴技术。可穿戴技术的
优势在于不同于以往的智能设备如手机、电脑等不易携带，他可以更加灵活的被控制，可以通过眨眼、
语音等对穿戴于身体上的智能终端进行各种控制，并能够随时随地并行地采集、分析大量数据，给出合
理规划建议，可以满足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办公、医疗、娱乐等多种需求[7]。

1.3. 可穿戴技术的类型
可穿戴设备具有的移动性、以人为中心、解放双手、智能化、可持续工作、人机交互、无线通讯等
特点，其形态种类多样，应用领域广泛，将其划分、归类如下：即时通讯型可穿戴设备、医疗型可穿戴
设备、娱乐型可穿戴设备、智能型可穿戴设备等。

2. 可穿戴技术在智能超市的应用
随着可穿戴技术的不断发展，给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可穿戴
技术在智能超市的应用范围还比较狭窄，仅限于小范围的物品扫描、手机支付等功能。随着新零售的不
断发展，超市在降低自身成本、提高效率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研究将可穿戴技术如何更好的应用于智
能超市，相信会和可穿戴技术应用于医疗、军事等领域一样，取得巨大的效益。

2.1. 基于可穿戴技术的智能超市管理与服务体系架构
基于可穿戴技术的智能超市管理与服务研究主要基于智能感知的特性，然后结合超市拣选方面的基
本要素，利用可穿戴技术、物联网技术、RFID 技术等各种智能网络技术，对超市范围内的超市环境、设
备设施、超市物品、超市人员等各种信息进行即时传输、分析、监测与管理。通过将其转化为可被传输
和接纳的数据格式，传输到整个超市系统的数据处理中心，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
分析、归纳、处理和监控，实现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相互感知、相互关联。智能超市
建设将为消费者与超市工作人员营造一个“知你”“懂你”的智慧化管理与服务场所，形成无处不在的
主动感知与交流空间，全面发挥超市便利性的主阵地职能。
基于可穿戴技术的智能超市体系架构层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智能感知层、网络层、大数据分析层
与智慧应用服务层。智能感知层是利用 RFID 读写器、可穿戴设备等先进的智能感知设备，来实现对整
个超市的拣选环境、资源、设备、人员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感知；数据处理中心则针对前一环节所采集到
的各方面的信息进行一定的传输和处理、管理，然后利用信息网络来进行数据的即时传输；智慧应用服
务层则根据传输过来的信息进行全方面服务的优化管理，它将充分体现基于可穿戴技术的超市拣选管理
与服务的全方位智能化。

2.2. 基本功能模块
基于可穿戴技术的智能超市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可分解成消费者和工作人员的定位感知、超市物品
定位感知、环境预警感知、超市地图导航、自动顺架与盘点管理、无人值守的安防管理等在内的多个功
能板块，如图 1 所示。
(1) 人员定位感知
人员定位感知是根据消费者或者工作人员随身携带、佩戴的有关可穿戴装置来进行智能感知，从而
完美结合感知与定位双功能。通过对消费者或者正在进行上架、拣选的员工的感知与定位，自动查询获
取超市物品位置信息、优化路径消息；通过室内定位实现基于地理位置、资源状态、服务内容等信息的
智能推送。人员定位感知功能将人员所处地理位置与超市拣选内场景紧密结合，实现场景的 3D 实时监
控以及人员行为的实时追踪与服务智能推送，是智能超市具有感知能力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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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定位感知

物品定位感知

功能模块

环境预警感知

超市拣选地图导航

超市自动顺架与
盘点管理

无人值守管理

Figure 1. Function block
图 1. 功能模块图

(2) 物品定位感知
物品定位感知功能模块的核心技术是 RFID 读写技术。一方面，超市需要在全部货品对象上贴上有
各自功能属性的 RFID 标签，然后在合理位置安装 RFID 读写设备来进行对象属性的读取。另一方面，无
缝对接本超市货品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并通过 3D 架位导航功能将货品位置信息呈现给消费者或处于工
作中的工作人员。换言之，利用 FRID 读写器来获取该货架上所有货品的标识信息，然后将获取的信息
通过网络传输至存储、分析数据的数据库服务器，当消费者在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货品时，即可根据货
品信息得知货品的 3D 物理存放位置。货品定位感知功能可实现对货品准确无误的跟踪，掌握其所在地
理位置情况、流通情况以及是否缺货，利用网络技术实现动态信息共享和发布。
另外一方面，可以给超市补货人员提供货品情况。无须按时巡视、查漏补缺，只需通过数据库里的
信息共享就可以知道哪一层货架上的哪一种货品正处于缺货状态，然后不熟悉大型超市内部结构的工作
人员继续可以根据 3D 货架导航功能来进行补货，或者还可以直接呼叫该层货架附近的工作人员，通知
其进行补货，或者直接让负责管理该层货架的工作人员进行信息的查看，再进行补货。
(3) 环境预警感知
智能超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智慧”二字上，通过超市空调、通风、存包柜、手推车等各种设施设
备嵌入传感器装置，使之具有感知能力与记忆能力，超市拣选的所有状态和信息均可由人员远程实时查
询，包括货品状况、人流量、存包柜、手推车是否还有，并实现设备资源的智慧化监控、统一管理和能
耗控制。
(4) 超市拣选地图导航
为精确确定人员、货品等设备的物理位置，需根据超市拣选的建筑结构按层绘制超市拣选平面图。
并结合超市货品自动化管理系统之公共检索子系统模块，新增感知定位与 3D 显示功能。对于 PC 终端来
说，通过 3D 地图可视化方式提供给人员，让人员能够根据地图导航服务，快速获取物品物理位置以及
达到该处最短路径。而对于可穿戴设备来说，不仅能够感知货品和桌椅等设备位置，而且还能够感知人
员所处地理位置，为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推送和 3D 地图导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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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超市自动顺架与盘点管理
货品自动顺架与盘点功能是通过 RFID 读写装置实现货品的智能盘点，并能获知货架上物品的在架
情况。RFID 读写设备不仅仅能够实现货品自动盘点，也能够实时更新数据库中所有货架上物品的物理存
放位置，帮助工作人员实现业务工作智慧化管理。
(6) 无人值守管理
无人值守管理能够大大降低人力物力的使用，充分利用科技设备对现场事宜进行管理控制。管理内
容主要包括消费者能够实现消费者自助借还手推车、超市工作人员的工作站点设备智能化、超市物品盘
点设备自动化、消费者结算设备自助化、物品标签转化设备自主化、超市门禁匝道智能化等，全超市范
围内全体消费者自助办理货品结算手续、货品查询、安全便捷自助服务，全体员工人数能够降到最低、
工作效率达到最大，对实现无人值守模式的智能超市提供可行性。

3. 发展展望
可穿戴技术的发展当然也面临很多挑战。直到 2015 年 6 月，可穿戴技术在主流市场的应用增长仍然
比较缓慢。主流市场的变化如谷歌眼镜用于技术、隐私方面的原因已退出市场，智能手表仍普遍被看作
是移动电话的附属品而没有新的突破。在这场技术的角逐中，不少参与者仍然一直在为推动可穿戴装置
跻身主流产品而努力。多年来，可穿戴技术一直徘徊在成功边缘，它似乎将永远沦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
标[8]。造成这些挑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可穿戴技术缺乏具体的技术标准，其次可穿戴技术充
电或者电池的续航能力比较低，再次现在的可穿戴技术过于依赖智能手机，最后，可穿戴技术的使用在
法律方面甚至伦理方面的问题也颇为棘手，社会认可度还比较低，部分人认为可穿戴技术会侵犯他们的
隐私。
穿戴设备市场依然蓬勃发展，可穿戴产品设备种类在各个领域一直不断增长。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
研究和顾问公司 Gartner 认为可穿戴装置主要包括九类，即：智能手表、头戴式显示器(HMD)、可穿戴相
机、智能手环、智能服装、心率胸带、运动手表、智能蓝牙耳机及其他穿戴设备。各类可穿戴设备在不
同的市场被接纳的程度以及其自身的成熟度各有千秋。总的来说，Gartner 预计可穿戴设备在未来二至五
年将快速普及，从 2015 年的 2.32 亿台将跃升至 2020 年的 4.77 亿台，并带来 617 亿美元的盈利机会[6]。
可穿戴技术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因此，大力发展可穿戴技术，并将其合理的利用在智慧超市之中或者其
他更加广泛的物流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未来，可穿戴技术等先进的物流信息技
术将会发展迅猛，超市也将因此变成智慧超市，物流也将实现智慧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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