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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耳机市场达$286百万元中，其中耳内产品是占61％，即＄174百

万元

● 在2014，耳机市场其中＄337百万元中，便有＄206百万元是耳内产品

● 在2014年，总共耳内产品及「可听设备」的市场超过＄264百万

● 比较上，2015 年的平板电脑市场（＄321百万）及桌上电脑（＄262百万

）

● 在2019年，「穿戴设备」及「可听设备」的市场会达到＄300亿美元

耳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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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运动的设备（例如「穿戴设备」）

● 在2012年，其中发货总值＄3000万元

● 在2014年，其总值是＄5800万元，其总值会每年上升40

％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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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Hubs 感应器的微控制器

● 在2014年，其市场是＄658百万元

● 软件及算法是主要的区别

● 直至2017年，这市场是持续上升1300％至发货的1.3 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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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ensor hub shipment forecast (millions of  units). Source IHS Technology, April 2014.



耳机市场 报道

● 「穿戴设备」技术将来会变得很

小，

● 「穿戴设备」会成为无形的，而

且其能量由身体发动。

URLS:

http://www.scmp.com/news/world/article/1782688/wearable-mobile-
devices-will-become-invisible-technology-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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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firm leading the march of ever-smaller wearable 
mobile devices BY SCMP

http://www.scmp.com/news/world/article/1782688/wearable-mobile-devices-will-become-invisible-technology-advance
http://www.scmp.com/news/world/article/1782688/wearable-mobile-devices-will-become-invisible-technology-advance


「穿戴设备」的市场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Fitness Wearables – Hearables 
And Smart Ear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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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consumer adoption of wearables requires
minimising the need for a change in behaviour. In a recent
consumer study conducted by Jacobs, Jenner & Kent
Research, nearly three out of four frequent exercisers wear
an audio headset while working out. Powering these
headsets with biometric wearable technology will open the
door to mass consumers.
URLS:
https://wtvox.com/2014/09/looking-future-fitness-
wearables-hearables-smart-earbuds/

https://wtvox.com/2014/09/looking-future-fitness-wearables-hearables-smart-earbuds/
https://wtvox.com/2014/09/looking-future-fitness-wearables-hearables-smart-earbuds/


「穿戴设备」的市场﹣Apple watch 
What chips are inside Apple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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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is key because sensors alone can only
produce data that is hard to interpret. Algorithms
and software are required to turn that data into
meaningful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acted upon.

URLs:
http://m.eetasia.com/ART_8800713711_1034362_
NT_04a9b4cc.HTM#.VZtDse2qqkp

http://m.eetasia.com/ART_8800713711_1034362_NT_04a9b4cc.HTM
http://m.eetasia.com/ART_8800713711_1034362_NT_04a9b4cc.HTM


我们的期望-人体 IoT

1. 在身体上，装置不同的感应器

● 了解更多身体状况

● 例子：最大摄氧量(VO2max),基础代谢率(BMR),心率变异性

(HRV),呼吸频率

1. 云端服务
● 连接电话後，根据Big Data technology提供假设及谘询

● 我们提供了技术，以避免垃圾数据

1. 手提电话
● 作为集线器来传送数据到云端

● 有更多的感应器帮助数据分析的应用程式，MS＆R作运动（动

作的感应及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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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技术

ActivHearts™ & ActivBeats™



甚麼是ActivHearts™?
● ActivHearts™ 可用于耳机和手表 / 手环，我们的研发重

点恻重于确保心率监测的精准度及可通过蓝牙(Bluetooth
Smart)发送至智能手机。

● 利用最新Cortex M4低功耗芯片，硬件尺寸由客户主导和

可以结合Mogo™技术给用户提供其他资料例如跑步姿态

。

● 算法，无线

● 与第三方APP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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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技术应用

● 我们利用了ActivHearts™算法开发出ActivBeats™解决方
案，目前提供ActivBeats™心率耳机公板，可以在不用开
发费下提供。

● ActivBeats™ 是較低價的耳機公板，不一定无线，只能
用我们独家提供的APP，利用第三代Cortex M3芯片，硬
件尺寸由WBD101主导，没有结合Mogo™技术。

● 此可通过AVNET 代理商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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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技术应用

● ActivHearts™技术适用于耳塞和在腕部。从检测到的心

率信息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算出以下信息：
-热量和能量消耗

-最大摄氧量（VO2max）
-基础代谢率（BMR）

-任务代谢当量（METs）
-心率恢复时间

-呼吸频率

-评估协议

-显示不同的运动心率区，包括消脂训练区、

锻炼肌肉训练区以避免心脏过度的劳累

-心率变异性（HRV）
- R-R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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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测量心跳的重要性

● 避免運動時，心脏过度负荷或甚至引致猝死。
● ActivHearts™ 可以实时监控您的运动量是否在适当的心

率区，并通过智能手机App给于您适当提醒。

● 研究报告显示，经常做有氧运动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更
长的寿命、更健康、更健美的体型，
甚至逆转由于过量饮酒所造成的
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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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Hearts™的优点

● WBD101的技术很可能是全球同类技术，功耗最低的，
体积最小的测量心率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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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Beats™ M3C 模组及我們的技术



个人简介

蒋效 大中华发展总监

● 现任大中华区项目发展，主要研发耳机产品及技术。

● 在过往十年期间，曾任电子硬件设计,运动健康数码产品,技术开发和管理。

期间,更促进WBD101与Parrot, Motorola, 联想中国(Lenovo China）及

TCL Communication Limited等不同品牌的合作。

● 于1998年毕业于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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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Beats™  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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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Beats™ 的功能

· 把用戶运动的记录备份至互联网

· 实时监测心率

· 控制音乐播放器（用于iOS version）

· GPS 追踪

o 跑步距离

o 训练路线

· 选择心率训练区域

o 减肥训练

o 肌肉训练

o 缺氧训练 18



ActivBeats™ 的功能

· 语音提示功能

o 按语音键可提示即时心率数

o 可作定時的语音提示

o 于最佳运动效率方面作语音提示

· 显示运动消耗的卡路里

o 输入个人资料，以增加准确性

· VO2Max 测试

o 浏览运动记录及总结

o 浏览VO2Max 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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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Beats™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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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測方法

专业检测方法：

我们会通过使用心跳带作比较，与心率耳机比对较测量的准确性

●提高设备的专业及准确度

●可靠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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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商业模式：

● ActivBeats™ 不收取开发费, 但需”诚意金”。购买模组5000套可返还。

● 代理商(Avnet)联系电邮：keith.leung@avnet.com
● WBD101 网站 ：http://www.wbd101.com/cn/index.htm
● WBD101 Weibo   :  http://t.qq.com/WBD1014825/mine

22

mailto:keith.leung@avnet.com
http://www.wbd101.com/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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