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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全套餐點沒有必要全部都點，點太多卻吃不完反而失禮。稍有水准的餐廳都不歡迎
只點前菜的人。前菜、主菜(魚或肉擇其一)加甜點是最恰當的組合。點菜並不是由前菜開始點，
而是先選一樣最想吃的主菜，再配上適合主菜的湯。

2015年1月19日谷歌宣布終止向個人消費

者出售Google Glass，這一做法被外界誤解爲“谷

歌終止”了這一項目，事實上這只是一次重整，核

心改變是2點：

1、徹底消除大衆用戶對Google Glass消費者

版的期待，也說明谷歌認爲Google Glass目前還

不適合推出消費者版本。

2、將這個由谷歌新技術和方向探索的實驗

室Google X培育的項目，劃歸到Nest Labs首席

執行官托尼•法德爾(Tony Fadell)領導的谷歌消

費類硬件部門。

話雖如此，但從2015年整個Google Glass項

目的推進來看，這個被雪藏的項目也和終止差不

多了。有意思的是，在我們認爲Google Glass被認

爲是失敗項目的時候，類Google Glass産品團隊

已經有一些在國內發展起來，不乏大公司的參

與。比如：

1、聯想推出的New Glass項目

這個由聯想2014年7月份首次公布，之後在

2015年的CES上又秀了一把的智能眼鏡産品從

原理和造型上和Google Glass很相近。

從今年和聯想相關負責部門的接觸看，聯想

是確實想把這玩意推向市場的，路線也很明確，

走企業市場，比如和國家博物館、周村旅遊項目

的合作，是一種嘗試，讓智能眼鏡New Glass扮演

一種增強現實的旅遊輔助解說工具。

2、亮亮視野 Glxss

同樣是與谷歌眼鏡相似的産品形態，吳斐團

隊對這款智能眼鏡産品的圖片主要是在三方面，

一是讓其光學模組使用比Google Glass更小的取

景器但能獲得更大的視場角。二是拍照方面具備

更高素質的800萬像素。三是機遇Android系統更

本土化的功能，其核心功能還是手機的輔助和第

一視角拍照；亮亮視野的Glxss曾進行過衆籌，衆

籌價爲1999元。

3、奧圖酷鏡項目

奧圖科技推出的酷鏡是最近國內追隨

Google Glass 路線比較高調的一個項目，公司

2013年創辦，號稱已獲得千萬美元級A輪融資，

最近正式推出了其第一款産品CoolGlass One，5

月份已經進行過一次展示。

從奧圖科技創始人葉晨光的解讀看，酷鏡從

功能到應用場景，都與Google Glass有著不少相

通之處。不過酷鏡在設計、做工、應用場景的本地

化實現做了更多功課，酷鏡的公開售價爲2999

元。

谷歌沒做成的事追隨者能成功嗎？

這裏列舉的是從産品形態到應用場景都和

Google Glass十分相似的例子，也有一些近似又

不同的例子，比如百度曾經宣稱要推出的Baidu-

Eye項目，但這個項目的核心以搜索爲主，是百度

對搜索的一種延伸，不帶顯示功能，離大衆市場

也很遠。

從上面三個類Google Glass項目的情況看，

相比Google Glass幾個都在改進的地方是：

1、價格更便宜，最便宜的亮亮視野Glxss只

有不到2000元，基于元器件市場的成熟和發展，

這些後來者普遍能夠做到比Google Glass更低的

門檻。

2、更加本地化的應用場景，Google Glass和

谷歌智能手表系統Android Wear一樣，是嚴重依

賴谷歌服務體系的，這是Google Glass即使推出

消費者版也基本對中國市場沒影響的一個前提。

3、對光學模組、結構的細節調整，雖然三款

産品都或多或少對産品的結構設計、投影成像、

拍照等模塊進行了優化和參數上的升級，但是基

本原理都離不開Google Glass開創的形態。

4、離消費者更近了，Google Glass一直是少

數開發者手中的玩物，國內這幾個項目讓消費者

能夠體驗到、買到。

那麽基于這樣一個産品形態改造的項目，這

些中國玩家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嗎？目前看，這

個未來仍然是十分不明朗，一個核心問題是，需

求在哪裏？

谷歌眼鏡難以普及，售價過貴和需求不大是

兩個很重要的方面，國內這些項目都解決了首家

過高的問題，但需求在哪裏並沒有逃出谷歌當時

所設想的哪些方面：1、手機輔助工具。2、增強現

實的搜索呈現。3、第一視角拍照功能。4、圖片和

視頻播放功能。

但目前來看，戴在眼睛位置的Glass産品，出

了視覺溝通更加直接意外，這幾項功能還沒有一

項是殺手級需求的項目，手機輔助智能手表具有

更高的可靠性，拍照和音視頻播放，手機的效果

更好，第一視角拍照、錄像的運動攝像機也已經

做得很好，增強現實的搜索呈現成爲一個差異化

的體現，但個人消費市場，這個需求並不那麽強

烈。

聯想的New Glass走企業路線，我認爲是個

靠譜的方向，但是推廣速度很慢，是個吃力不討

好的活。年內，這些項目都已經開始和消費者接

觸，相信過了今年，這一波追隨Google Glass的創

業者會對市場有更理性的認識。

類谷歌眼鏡類穿戴產品
還有未來嗎？

今天聊聊穿戴
智能產品中曾經的
明星之作谷歌 2012
年 推 出 的 Google
Glass。

因為無論在功
能上還是外形上，
Google Glass 所 營
造的極強極強未來
感，2012 年 Google
Glass 一經推出，就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也隨之成為我們
思考穿戴智能設備
未來方向的一個重
要參考和標杆性產
品。但在2015年初，
谷歌重整了這個原
屬于Google X實驗
室培育的項目。

埃隆•馬斯克
你不知道的特斯拉之父

如果在兩三年前提起特斯拉和埃隆·馬斯克，國內知曉的人可能寥寥無
幾。而隨著近年來特斯拉的聲名鵲起，其CEO埃隆·馬斯克也越來越為業內
人士所熟知。實際上，埃隆·馬斯克在美國乃至世界新技術圈內早已名氣遠
揚，並被貼上了“技術狂人”和跨界企業家的標簽。

從南非到美國 創辦全球最大在線支付平台

埃隆· 馬斯克(Elon Musk)1971年6月28日出生

于南非。10歲，馬斯克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台電腦，並

且學會了軟件編程。12歲，他成功設計出一個名叫

“Blastar”的遊戲，並爲這款商業軟件開出了500美元

的價格。

18歲時移民加拿大，但他的最終夢想地是美

國。他說：“那是一個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的地

方。”1992年，他靠獎學金進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

終于站在了美國的土地上。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拿到

了物理學和經濟學的雙學士學位後，他又進入了斯

坦福大學。不過，他在那裏只度過了兩天就退學和

兄弟進入了互聯網領域。

退學之後，他和兄弟共同創建了一家名爲Zip2

的軟件公司，該公司研發的在線內容推薦軟件引起

了很多大公司的關注。最終，馬斯克兄弟接受了康

柏公司開出的3.05億美元的條件，這也讓他有資本

可以進入到更有潛質的領域之中——在線貨款支

付平台。1999年，利用這筆錢，馬斯克成立了一家在

線金融支付公司X.com。也就是在這一年，由Peter

Thiel和Max Levchin共同創辦的Confinity公司推出

了他們的在線支付産品——PayPal。

2001 年，埃隆· 馬斯克的 X.com 公司與 Peter

Thiel和Max Levchin的Confinity公司完成合並，應

發展戰略需要，新公司以“PayPal”命名。

創辦SpaceX 讓更多人實現宇宙夢

2002年1月，在聖誕節的假期期間，埃隆•馬斯

克來到巴西裏約熱內盧度假。巴西的海灘和日光浴

是令人著迷的，與其他前來度假的人一樣，埃隆•

馬斯克也在充分享受著由此帶來的這般惬意。在海

灘上人們能做的事有很多，沙灘排球、沙灘足球都

是巴西人所熱愛的運動項目，當然，也有些人會選

擇打個盹或者跟身旁人聊聊天等等。

埃隆•馬斯克在這期間都幹了什麽？他拿起了

一本名爲《火箭推進基本原理》的書。如果你在這樣

的環境下看到了一個這樣的人你會怎麽想？其實，

在海灘上看書也沒什麽稀奇的，但大多數人通常是

翻翻雜志或者看一些可以讓人有所升華的書，而看

基礎理論類的書籍確實有點怪異，但這在埃隆•馬

斯克看來，他翻開的是自己的夢想。

發射火箭談何容易，更何況在埃隆•馬斯克的設想中，

它希望火箭在完成航天任務後可以折返地球，由此來縮減

航天飛行的開支。果然，在之後的幾年中，埃隆•馬斯克爲

此遭遇了一連串的挫折與失敗。

皇天不負有心人，奇迹出現了。獵鷹1號在第4次發射

試驗中成功進入預設軌道。這一下震驚了整個美國，更加令

人驚訝的是它低廉的發射費用。由于獵鷹1號運載火箭采用

可部分重複使用的發射系統，因此，發射一次的費用僅爲

670萬美元，而在當時，相對便宜些的飛馬座火箭發射（一種

從空中發射的小型運載火箭）一次的費用則要2500萬美元。

首獲成功之後，NASA爲SpaceX公司提供了一紙合同

以幫助SpaceX公司進行火箭發射項目，這張合同書中沒有

明確具體的資金數額，而是根據公司在2010年6月30日至

2012年12月期間的發射項目來提供2億美元至10億美元的

支持。就此，埃隆•馬斯克的火箭公司迎來了新的曙光。

隨後，可重複使用的火箭技術進一步被完善。2010年12

月，SpaceX公司研制的獵鷹9號運載火箭發射升空，與獵鷹

1號運載火箭不同的是，這一次，它將攜帶的“龍飛

船”成功發射到地球軌道並在完成預定工作後順利

返回地球。整個宇宙航天界再一次被震撼。而在兩

年後，在技術上已趨于成熟的獵鷹9號運載火箭迎

來了NASA部署的任務——向國際空間站輸送重

量約500公斤的物資，這也是人類首次由商業飛船

向空間站發送物資。

入主特斯拉搭建電動車“超級充電網絡”

幾乎在 SpaceX 公司建立的同一時期（2003

年），埃隆•馬斯克向特斯拉電動車公司投資630

萬美元，並成爲董事長。

2008年，是馬斯克的最低谷。他的火箭三次發

射都失敗了，數千萬美元的投入化成爆炸後的大火

球，因爲研發成本過高，Tesla也瀕臨破産。這雄心

勃勃的兩個公司只相差400英裏，他心力交瘁，恨

不得分成兩半去分別拯救他們。

然而，在扛住了2008年的困境後，馬斯克開始

觸底反彈。2010年6月，特斯拉成功完成IPO，淨募

集資金約1.84億美元，使它成爲自1956年福特汽車

IPO以來第一家上市的美國汽車制造商，也是唯一

一家在美國上市的純電動汽車獨立制造商。

馬克斯的堅持，帶來了特斯拉的成功。從研發

Roadster開始，埃隆•馬斯克就把特斯拉定位于高

端消費産品，這是一個十分“務實”的戰略部署。之

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以現階段及短期的未來評估，

一款相對實用的電動車的高制造成本與搭載傳統

動力的汽車是無法比擬的，然而，市場對于電動車

的需求依舊存在，有錢人希望可以通過購買和駕駛

電動車來表明自己的環保態度，這部分人群並不會

在乎開一輛電動車會比日常駕駛的法拉利節省多

少費用支出，駕駛體驗才是他們看中的。所以，如果

一輛性能出衆且造型不凡的電動車擺在他們面前

時，即便標價與跑車不相上下，大多數有錢人都會

欣然接受它。埃隆•馬斯克對此拿捏的十分准確，

他就是要讓高端市場來消化它的産品，以此來在新

能源領域謀得發展。

至此，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爲什麽

馬斯克可以在這幾個領域遊刃有余？埃隆•馬斯克

所涉及的這些領域看似毫不相關，但實際上卻有著

高度的戰略部署意義。在互聯網行業賺到的第一桶

金支撐起了他的“航天夢”，也讓埃隆•馬斯克認識

到用戶體驗的重要性；研發火箭項目不僅讓他拿到了NASA

提供的天價合同，而且可複用火箭技術很有可能在未來成

爲探索外太空並推進人類發展的關鍵，埃隆•馬斯克因此

而更具傳奇色彩；在特斯拉品牌的電動車推廣環節，作爲掌

門人，他可以憑借之前積聚的影響力而爲自己的品牌代言；

SolarCity公司則爲解決電動車發展的“七寸”——充電設施

難題提供了保障。這就是埃隆•馬斯克所打造的王國，這或

許也是他玩得起“跨界”的秘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