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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生活

未来五年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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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正在见证互联移动设备的普及所带来的重大技术转变。随着移动设备的日益低廉和3G、4G技术的广泛
部署，以M2M技术支撑的互联生活自然成为发展和创新的下一个前沿。

我们相信，无处不在的互联生活将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常常与传统的方式一起交替发展。在
本报告中，我们试图探索未来五年有可能让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受益的对这四个国家有高度影响的“
移动展展”方案。

我们探索了这些国家显露出来的趋势和需求，以及移动技术怎样才能有助于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得出的总
体结论是：在一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大洲，这些技术对人类福祉有直接和积极的影响。无论移动技术是否降
低了老年人医疗或教育的成本，是否缓解了交通拥堵，或者是否防止了电力被盗，它们都有助于我们走向
更美好、更人性化和更有效的社会。

GSMA及全球各利益相关者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我们还查阅了大量数据源，请教了学科专家。我们
的目标是帮助政府决策者、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围绕互联生活的意义和可能性开展对话。

我们希望本报告能让读者一瞥未来五年的互联世界。

Foreword by GSMA

本报告受GSMA委托撰写，结合了来自GSMA互联生活计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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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纲要 – 互联生活的影响。

2020年，亚洲将成为互联程度最高的地区。

据GSMA首席营销官Michael O’Hara 说，“移动行业继续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亚洲的发展最显著，亚洲将继续经历巨大
的增长，到2020年，将在设备数量和营收两方面引领互联设备和M2M市场。”

在 亚洲，这波移动增长大潮将支持社会经济大发展。到2017年，移动有望：

降低交通拥堵，为中国增加高达22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 车辆移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可以报告位置、驾车速度和行驶方向等重要数据，有望大幅降低交通流量，帮助中国上班
族每周节省近两小时上下班时间。

• 降低交通流量带来的时间节省有助于增加高达22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 减少拥堵对中国十个最大城市的1.06亿人口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挑战，他们每天花在上下班的时间超过80分钟。

通过减少电力盗窃，提高效率，帮助印度1000万个家庭用上电

• 在印度，到2017年，安装智能电表节省的电能足够1000万家庭使用。

• 印度的电力损耗占发电量的24%，每年造成1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电力盗窃大约占电力损耗的一半。

• 采用移动技术的智能电表能提供无线连接，可以让供电公司监测和记录电力盗窃并帮助用户优化用电情况。

通过移动医疗，为日本节省100亿美元医疗经费

• 将移动技术用于老年人的远程监测、疾病管理和预防医学，2017年可以为日本节省100亿美元医疗支出。

• 到2017年，预计日本人口的近28%将超过65岁。 

• 针对老年人的移动医疗服务每年节省的费用足以负担100万老年人的医疗开支。

为韩国学生节省高达12000美元教育费用

• 用技术强化的学习（包括移动技术做出的贡献）补充传统课后私人补习，可以在子女的整个中小学教育阶段为韩国家
庭节省8000到12000美元。

• 2012年，韩国父母在子女课后补习上大约花费175亿美元，约合GDP的1.5%。

• 用技术强化的学习每周代替两天的英语和数学补习，可以帮助韩国学生及他们的家庭节省足够支付大学一半的学费。

• GSMA互联生活负责人Ana Tavares表示：“除了提供连接，移动运营商还将同医疗、汽车、教育、智慧城市及一系列
垂直行业的合作伙伴合作在加快推出有价值的互联服务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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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上下班通勤
的人节省两个小时

中国 

印度

日本

亚洲-互联生活网络在五年内可以达成的变化

韩国

足够一千万家庭使用
的电量

每年10亿美元

通过减少交通堵塞为上下班通勤节
省的时间

通过减少偷电损失和提高使用效率而节省
470亿千瓦时的电力

节省的支出相当于一百万老龄人的医
疗支出

8,000到12,000
美元

一个学生的全部课外教育的潜在可节约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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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可能突破2亿辆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强劲增长和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汽车产生了极大的
需求。中国汽车市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中国的
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2亿辆。

基础设施的发展很难赶上城市迁移和消费者财富增长的步伐。尽管过去五年
中国建成639000公里的新公路，但基础设施仍难以遏制交通堵塞。2010年110
国道发生的交通大堵塞便是一个实例。交通堵塞绵延100多公里，持续十余
天，被认为是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交通堵塞。这是一条交通量每年增长40%的
公路，而道路本身只能进行有限的拓宽。

今天，在中国一些最大的城市，上班族（上下班）平均每天需要的通勤时间
为80分钟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从现在到2030年，还将
有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导致基础设施需求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将此视为
严峻的挑战，表示政府将支持发展生态友好型城市交通网络，为公共交通提
供大范围减税和燃油补贴。

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有助于解决中国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

据估计，在中国，20%到25%的上下班时间被浪费在交通拥堵造成的耽搁上。
据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9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由交通拥堵造成的人均经济损失每月在54美元左右。IBM 2011年进行的另一
项研究显示，在北京和深圳，超过85%的受访者表示交通是影响工作学习的关
键因素。而这些城市还属于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以缓解上下班负
担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注入更多的智能，如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和智
能交通管理，才能使上班族受益最大化。

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减轻交通拥堵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该技术
能让每一辆车成为交通探针，匿名报告位置、行驶速度和行进方向等重要数
据。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支持数据聚合，并提供实时和预测性的交通
解决方案。这些智能导航系统将超越普通GPS系统，能够判断行车路线中各点
的实时路况并随时调整行车路线。我们估计，如果在中国十个最大的城市实
施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每天有可能为驾车人节省多达20分钟时间 。到
2017年，如果考虑到这些城市居住着超过7600万劳动年龄人口，节省的时间
有可能转化为大约22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

China
Chapter 1

交通远程信息处理技术有助于中国上班族每周节省近两个小时

据估计，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创造的经济效益可以给中国的GDP每年
增加超过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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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试点已在全球出现  

在中国，宝马、福特、通用和丰田等全球汽车厂商已经提供车辆远程信息通信
服务。多数本土汽车厂商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这类服务。此外，还有大量
第三方厂商进入这个市场，为现有车主提供远程通信附加设备。

思科估计，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可以把交通拥堵时间缩短7.5%，把车辆燃油
成本和保险费降低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中南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和奥地利国家技术研究院2012年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个街区如
果根据从手机收集的数据挑选1%的驾车人取消出行，可以为其他驾车人缩短多
达18%的出行时间。

大量欧洲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试点表明，中国可以实现这个潜力： 

• 都灵（意大利）：私家车出行时间缩短20%，公交运行时间缩短19%。 

• 巴黎（法国）：一个采用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的预测工具提供准确率高达
94%的城市交通预测。

• 赫尔辛基（芬兰）、哥德堡（瑞典）、苏格兰（英国）、Eurodelta（荷
兰）、巴黎和法兰西岛（法国）、巴伐利亚（德国）：70%的试验用户对车
辆远程通信设备表示满意，这些设备通过出行和交通信息为他们提供帮助，
使他们能够轻松获取信息并更好的决策。 

1.在计算上下班时间的总体影响时已经考虑了城市里的互联汽车的影响。策略性减少重要街区的驾车人和汽车合
乘等，预计也会相应缩短乘公共交通上下班的时间。2017年，对缩短上下班时间的总体影响的估计值可能介于
25%至33%

2. 对经济效益的估计用每个城市有20%到25%的上班族乘铁路和公交上下班这一因素进行了向下调整。估计值不
包括燃油消耗和维护费用的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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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万辆
汽车在使用中

一年卖出1,360
万辆汽车车

+ =

现今共有1.2亿辆
汽车在使用中

预计会有1.65
亿辆汽车

7.18亿 

1.07 亿最大的10个中国城
市...

汽车信息技术将会帮助人们交通更方便

每天超过80分钟

8.05 亿 8,700 万 
如今人们生活在城市
中心 

人们将会生活在上述10个大城
市中

是每人的花在交通上的时间

通过减少交通
时间的方法

另加年度经济生
产效率

截止2017年的城市居民郊区居民将会移居至
城市中心地带

2003 2009 2012 2017

在 1,550 万之内

私家车

元每周2小时
乘以7,600
万用户

220 
亿=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汽车移动信息技术在中国

南京

广州

重

太原
天津

杭州

上海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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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印度的输配电损耗高达24%，属全球最高。大部分损耗可直接归因于电力
被盗

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电力需求激增，现有供电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就在2011
年，15%能用上电的地区还在遭受定期停电之苦。考虑到过去五年GDP以平均8%的
速度增长，而每年供电容量增幅只有6.8%，电力供需矛盾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这种状况给现有电力设施带来的巨大压力从以下事实可见一斑：2012年7月，印
度的灯火管制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影响超过6.2亿人口（全球人口的近十
分之一），波及22个邦。

据印度电力部说，印度输配电损耗高达24%，据估计，这些损耗每年给国家造成
的损失超过17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GDP的1.5%。幸运的是，输配电中的技术性损
耗只占印度全国电力损耗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损耗大部分是电力被盗造
成的，而这部分损耗不必对电力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就可以解决。

采用移动技术的智能电表有助于减少电力被盗且不必大动现有基础设
施。

电力被盗是一个不幸的习惯，印度电力被盗现象非常普遍，就连警察都有被抓住
盗窃电力的。虽然电力被盗有多种方式，如搭接输电线、破坏或改动电表，还有
贿赂，但共同的因素都是人。

通过让消费者知道供电公司有侦测和记录电力被盗的工具，采用移动技术的智能
电表能吓阻他们电力被盗。在分析工具的配合下，不正常的活动，比如绕过电表
或搭接电线，都能被记录下来，采用移动技术的智能电表为分析工具提供了用电
点和配电点的大范围实时可见性。智能电表有极强的防拆性能，当有非授权侵入
时，它们几乎能同时向供电公司发出警报。此外，它们内置有移动连接，不需要
人工抄表，因而消除了贿赂和威胁等问题。

采用移动技术的智能电表作为独立模块安装在现有电表上，价格便宜且容易安
装。除了有助于供电公司减少电力被盗外，还可以帮助消费者优化他们的用电状
况，定期提供用电结构和相关费用。印度政府计划2017年之前在所有新建供电线
路上部署智能电表。基于政府宣称的目标和预期发展，我们估计，通过减少电力
被盗和用电，智能电表可以节省总用电量的4.5% 。

India

利用采用移动技术的智能电表减少电力被盗并提高用电效率，节省的电
能可以供印度1000万家庭使用

仅电力被盗一项就占印度电力损耗的一半以上，每年给国家造成80亿到
90亿美元的损失。未来五年，智能电表有望成为减少这些损耗的最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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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私营企业正在推动采用移动技术的智能电表的使用

• 2010年5月，印度电力部发布了“印度智能电网论坛”路线图，描绘了在全
国部署智能电网的发展蓝图。它将14个试点智能电网项目列入候选名单，覆
盖近30万用电量大的工业和家庭用户，占印度总用电量的2%。项目的重点包
括减少技术性和电力被盗造成的损耗。

• 印度政府启动了改组的加速电力发展与改革计划（The Restructured 
Accelerated Power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Programme (R-APDRP)），
目标是将网络损耗降低15%（这个数字至少需要把电力被盗减少一半）。印
度电信服务提供商巴蒂电信（Bharti Airtel）正在配合R-APDRP计划，采用
M2M技术，在印度三个邦部署SIM卡智能电表。

• 北德里电力公司（The North Delhi Power Ltd (NDPL)）和通用电气合作，
启动了一个在德里的500个家庭安装智能电表的试点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
帮助供电公司减少停电，提高可靠性。

3. 对2017年电力供需的预估是基于以下假设计算的：预计全国人均用电量按政府公布的估计速度增长。输配电
损耗成分保持不变，未来五年，所有邦/联邦属地的实际损耗按计划委员会的预估减少。未来五年，各州的平均
家庭规模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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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年损失的电力 i是上述损失的经
济成本

偷电造成损失

偷电是如何发生的？

直接接入电源线

移动技术下的智能电表可以
减少偷电行为并且提高能量
效率

• 防止篡改

• 对用电量的实时监控

• 对用户的使用习惯进行
教育

• 不需要读表员工

篡改仪表

贿赂

24% 

1千万 

170 亿美元 1/2 

在2017年，智能电表节省的能量可对上述数字的印
度居民进行供电

印度移动技术下的智能电表

备注：数字是指每个州拥有的家庭数量

$

喀拉拉邦
2 31,000

2, 800

马哈拉施特拉邦
1 ,057,000

卡纳塔克邦
5 00,00

泰米尔纳德邦
845,000

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
9 00,000

奥里萨邦
1 75,200

贾坎德邦
94,000

比哈尔
7 20,000

北方邦
1 ,500,000

喀什米尔查谟
1 10,000

古吉拉特邦
4 31,500

中央邦
745,000

拉贾斯坦邦
3 58,800

恰蒂斯加尔邦
41,500

阿
178,000

—尼科巴群岛

果阿
2 0,850

孟加拉邦
436,00

北阿坎德邦
3 1,000

喜马恰尔－布拉代什
2 2,500旁遮普省

410,675

哈里亚纳邦
3 85,000

德里
1 64,000

阿鲁纳恰尔邦
4, 100

米佐拉姆

曼尼普尔区
15 ,000

特里普拉邦
6, 800

梅加拉亚邦
1 3,100

锡金
1 ,700

那加兰邦
16 ,600

安达曼
4,000

拉克沙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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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预计日本近28%的人口超过65岁。 

据日本统计年鉴显示，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从2005年的2560万增长到了
2011年的近2980万。到2025年，日本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将超过65岁。

造成这种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人口出生率创新低，且预期寿命
（男79岁，女84.2岁）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

尽管日本老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老人，但他们仍然给可持续发展的日本医疗
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日本每年5400亿美元的医疗经费超过一半被用于老
年人。预计这个数字还以每年4%到5%的速度增长。

高额经费大部分用在了频繁去医院看病和长时间住院治疗上。住院治疗的平
均天数为32天（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到三倍），老年人更是高达45天左右。
此外，日本人一般每年要去十三四次医院，成为老年人后去医院的次数更是
大大增加。结果，75岁以上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通常是年轻人的4.6倍。

远程病人管理可能是老年病人在家控制慢性疾病的一个高成本效益的
选择。

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的花费占日本医疗经费总额的77%，慢性疾病是造成80%
死亡的原因。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0年，老年病人占门诊病人的46%，
占住院病人的68%。此外，长期治疗病人每次住院的平均天数接近176天。

移动医疗可以为缓解日本医疗经费压力发挥重要作用，它能带来独特的效
益。以移动医疗为基础的服务，如远程病人监测与管理，可以在进行治疗后
减轻住院的需求，缩短住院的时间。移动疾病管理工具实施起来比较简单，
而且对处理长期疾病特别有效，因为它们有助于病人遵守医嘱和更准确地评
估自己的身体状况。这尤其适合老年人口，如果很好地遵从医嘱，慢性疾病
往往容易发现、跟踪和治疗。

除了显而易见的效益外，移动医疗还在优化病例的存储和使用方面有重要应
用，有助于缩短处理时间，降低管理成本。在连续监测和早期诊断方面，移
动医疗能大幅度降低再入院率。即使到2017年移动医疗的普及率仅为20%，
每年节省的费用就可能高达100亿美元 。足以支付每年治疗100万老年人的费
用。

Japan
Chapter 3

日本将移动医疗用于老年人医疗，每年节省的费用相当于100万老年人的
医疗开支 

将移动技术用于针对老年人的远程监测、疾病管理和预防医学，到2007
年，可以把日本的医疗支出减少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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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和试点证明移动医疗的好处    

• Meyers, Kobb and Ryan所做的被最广泛引用的一项移动医疗研究称，采用以
技术支撑的远程医疗可以减少40%的急诊量、63%的住院率和60%的住院天数。

• 自2012年以来，NTT Docomo和欧姆龙健康医疗公司一直合作，为各种欧姆龙
设备提供无线连接。包括支持远程医疗管理的血压计、睡眠监测仪和身体成
分测量器等。此前，NTT Docomo还和富士通合作，为老年人开发了可以和欧
姆龙医疗设备通信的2009款“RakuRaku”手机。

• 高通和亚洲医疗平台（Medical Platform Asia (MedPA)）在他们的Wireless 
Reach™行动计划中提供了300部支持3G的医疗设备，可以让住得较远的日本当
地居民通过3G无线网络向医生发送重要的健康信息。这些设备跟踪血压、体
重和行走距离等信息，并和相关医生分享信息。

• 英国苏格兰正在目睹类似日本出现的人口结构改变，现在有超过20%的人口属
于老年人。对远程医疗发展计划（the Telecare Development Plan (TDP)）
在全苏格兰资助的32个试点进行的评估表明，由于住养老院减少、意外住院
减少、出院较快和家庭出诊较少，试点项目节省了1780万美元。研究发现，
远程医疗服务可以为老年人节省大约25%的医疗费用。

• 挪威电信集团开展的一项全球性研究表明，移动医疗有望将老年人的医疗成
本降低25%。

4. 为了得出移动医疗的预估影响，我们做了以下假设：过去五年，老年人的人均支出在全国平均支出中所占的
比重保持不变。过去五年，从疾病和用途看，医疗支出的比例变化不大。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开展的试
点工作对医疗费用的减少可以在日本复制。考虑到各试点的证据强弱，我们将费用减少的估计值按比例缩小25%
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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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截止2025年，在日本65岁以上
的老人

老年人的平均医疗支出几乎5倍于年轻人

每三人中有
一个

100  
亿美元

78%

84.2 岁

平均寿命 

79 岁

美元 x 4.6 美元 

日本51%健康保险支
出是针对老年人的 

是2017年之前移动
健康能为老龄人医
疗节省的金额

是花费在住院和门诊的老龄人医疗
支出比例

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部

67 亿美元

27 亿美元

充血性心力衰
竭：心脏 糖尿病 慢性创伤 消化系统 肌肉和骨骼 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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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 
据韩国统计局称，2012年，韩国父母花在子女私人补习教育上的钱约合
175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

在一个以培养全球最优秀学生著称的国家，教育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学生的
竞争非常激烈。在课堂外，绝大多数（大约70%）的学生参加私人补习。这些
补习学校一年收费在2550美元左右，通常一周要上六天课，每天三到四个小
时。

韩国家庭的教育支出一般占家庭收入的9%到17%，往往超过食品饮料等生活必
需品（约占家庭收入的12%到13%）的支出。高昂的教育成本有可能产生一个连
锁反应：被认为是韩国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韩国女性
的平均生育数为1.2，到2050年，老年人有可能占到总人口的近45%。政府已经
意识到这个问题，已采取措施提供课外项目，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堂和课外活
动，并已拨款150亿美元，为父母提供子女五岁之前的免费儿童保育。

技术强化的学习可以为这些家庭每名儿童的私人补习节省8000到12000
美元

英语和数学是父母花钱最多的两门功课，在私人补习总支出中的占比高达65%
。每年相当于在正规学校之外大约花费1700美元。尽管有政府行动计划，但课
外补习需求似乎一直在增长。过去五年，课外补习费用的上涨幅度高于韩国的
平均通胀率（低于3%）（每年英语补习费上涨超过3%，数学补习费上涨6%）。

我们于2013年2月发表的“未来五年互联生活的影响”报告显示，采用技术强
化的学习（在线和移动方式）可以降低教育成本高达80%。在某些情况下，如
果我们计入因出行减少所节省的费用，这个数字有可能会更高。考虑到2012年
12岁至29岁的韩国人近90%拥有智能手机，在学生中推广主流数码学习是韩国
独一无二的优势。智能手机的使用率非常高，每五个智能手机用户就有三个每
天使用超过两小时。另外，平板电脑的普及率比2011年扩大了近一倍，仅一年
时间就达到了7.5%，预计不久的将来，这个数字还将急剧增长。

如果学生能用技术强化的学习替代六天补习学校中的两天 ，整个学生时代就
能节省8000到12000美元 。如果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服兵役，就能节省高达
14000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韩国的大学学费是第三高的，
年平均学费高达7000美元。采用技术强化的学习省下的钱可以负担一半的大学
学费。

Chapter 4

技术强化的学习（包括移动）可以将韩国家庭用在子女补习上的花费节省
8000到12000美元

利用技术强化的学习（包括 移动）补充传统课后私人补习，可以帮助韩国
学生节省相当于一半大学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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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行动已在全球推出，提供技术强化的学习机会。

• 2011年，SK Telecom启动了T Smart Learning Service，这是一个提供互
动教育的移动教育平台，帮助学生创造“智慧学习”环境。此外，该服务
还支持下载和分享教育内容，并让父母追踪子女的学业表现。

• 印度运营商巴蒂电信启动了“3 Pack Education Portal”，这是一个面向
印度用户的移动学习平台。巴蒂电信的“备考服务”帮助学生用移动设备
准备GMAT和GRE等各种入学考试。此外，它还为用户提供英语学习和校园搜
索工具。

• 2009年，移动运营商Turkcell启动了Mobil Egitim（移动教育）行动计
划，能让用户通过移动工具获取播客或文本教育课程。

• 2009年，诺基亚推出了诺基亚生活通（Life Tools）应用，用有趣的方式
发布农业、教育、娱乐和健康内容。用户可以通过打包（包含手机价格）
或付费方式获取内容。目前这个应用已有超过4800万用户。

• 高通的Wireless Reach™计划“WE Learn”正在帮助新加坡南侨小学的三年
级学生使用3G智能手机，将学习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模式转向以学生为
中心的探究式合作模式。

• 据研究公司Ambient Insight称，到2015年，全球移动学习产品与服务市场
有望增长到91亿美元。

• 为了减轻教材负担，使传统教育更实惠，韩国政府正在执行到2015年向全
体学生提供数字化教材的计划。

4. 根据和教育专家、移动教育服务提供商的初步访谈和讨论

  平均节省的费用是根据学生每年可以节省450-600美元估计的。平均学校教育年限是12年。节省的总费用是用
5. 5%的名义年利率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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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的GDP被用于私立的课
后教育

学生参与课外课程

每个学生在这些课程上的年
度支出是

大概1,550美金被用于英语和数
学课程的支出

3 小时

93%

90%

8000 to 
12000 
美金

1-2 
年

7.5% 60%

一小时

#2

=

17.5 亿美元  
70% 

2,550 美元 
67%  

The average 
Korean student...

相比于其他OECD国家
的学生，每天多学习
的时间

希望子女可以接受高等
教育的韩国家长的比例

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学
生，韩国学生每天少睡的
时间

在其求学生
涯中

本科或以上程度
的教育支出

培生国际（Pearson’s 
Global）认知技能和教育
程度指数中的排名

19-29 岁拥有智能手机的韩国
学生的比例

上述学生中的7.5%
拥有平板电脑

每天花费2小时以上在移动
设备上的人数比例

通过高科技提升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节约

在韩国通过高科技实现提升的教育（包括移动技术）



将各国的具体介入领域及其关键影响领域纳入初步候选名单

本研究报告旨在捕捉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的互联生活服务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我们考察了互联生活计划中的四项服务：移动医
疗、移动教育、移动汽车和智慧城市。 

我们基于以下筛选条件，将各国的一系列可能的介入领域纳入候选名单：

• 解决对该国有大范围影响的关键的紧迫的需求

• 到2017年有可以衡量的影响

• 现有市场有一定的接受度 

• 不过，在韩国研究中，我们没有使用人口普及率，只是估计了每个学生的节
省情况

基于我们的筛选条件，我们为四个国家得出了四个介入领域。

捕获数据并建立影响评价模型

我们创建了一个主数据池，从四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库（如日本厚生劳动省、印度
中央电力管理局、印度电力部、韩国教育部）和全球认可的知识源（如国际卫生
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每个国家捕获相关数据点。然后我们确定了一系列
案例研究、研究成果和试点项目，从中得出有关移动介入对各国影响的可量化的
结论。

我们以产生影响的证据为基础，将各国研究分类归并（日本：疾病类型，印度：
全国电力损耗），并提出具体的影响数据度量法。基于当前状况和移动普及水
平，把有相同影响水平的族群调整到有相似的影响水平。将这些族群和这些介入
的影响进行整合，得出第一组结论。然后通过改变影响度量法得出乐观和悲观情
况，测试这些结论。我们进行的另一系列测试引入了误差变量，用以判断这些模
型的敏感性。

得出预测

模型是这样设计的，以现有的对影响方面的预测，评估各介入的影响。例如，在
智慧城市——印度研究中，我们以印度计划委员会的报告为基础，分析我们对预
测的电力损耗的影响。基于这种影响，我们得出了四个研究课题的结论。

主数据 需要移动介入 微观分析 影响证据 方案分析 输出

确定相关数据点 通过数据分析确立
现实

确定分类归并准则 完成案例研究及带来
的影响

完成案例研究及带来
的影响 改变参数以
确定适应各种方案 

例如

电力被盗是印度的一个老
大难问题，这个问题可以
用智能电表技术加以解
决，智能电表技术还有助
于节省足够供1000万个家
庭使用的电

国家统计数据和全球
知识源 

确定移动介入可以
创造积极影响的领
域。

国别研究首先确定分类
归并研究方法，然后据
此安排影响证据。

确定使用移动技术的
相关案例研究和试点
计划。 

依据案例研究和试
点，开发影响参数。
开发影响模型并确定
输出结果的影响。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为每个互联生活服务确定社会经济影响



移动医疗  

• 日本统计年鉴（2012）
• 日本厚生劳动省
• 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 “老龄化对日本卫生保健开支有怎样的影响？” - Takashi Ando
• 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透视日本 - Yoshihisa Hirakawa 
• 日本长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和未来方向
• 用INAHSIM 预测日本老年人的社会负担 - Tetsuo Fukawa 
• 用微观模拟模型研究日本老年人的健康和长期医疗开支 - Tetsuo Fukawa 
• 从银变金：日本老龄化人口的启示 - 通用电气（和EIU合作）
• 透过宽带的生命迹象：远程医疗监测节省费用，提高生活质量 - Robert Litan 
• 家庭监测对充血性心衰病人治疗的影响 – Myers等人
• 英特尔健康指南与慢性病 - Medd/Rowell

移动汽车

• 中国科学院交通拥堵报告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指标数据 
• 世界银行人均汽车指标数据 
• 思科城市交通拥堵研究
• 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通拥堵研究
• QUARTET PLUS计划：缩短小汽车和公交车行车时间
• PROMISE计划：改善信息获取
• CAPITALS计划：改善交通预测与交通信息

移动教育

• 韩国统计局民办教育指标
• 全球移动学习产品与服务市场：2010-2015年预测与分析 - Ambient Insight 
• WEF移动教育报告
• 用移动教育改造学习（2010）- McKinsey和GSMA 
• 移动教育状况报告（2011）- GSMA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诺基亚：开启移动学习>例证性行动计划与政策启示（2012）
• 威瑞森基金会美国学生使用移动教育试验（2012） 
• 高通Wireless Reach计划——三年级学生用3G学习（2012）
• 将技术集成到课堂（2012）- 沃达丰南非行动计划 

智慧城市

• 国家电力公司与电力部门工作：年度报告（2011-12）
• 2012能源统计年鉴 – 印度中央统计局
• 印度中央电力管理局：2011-12年度报告
• 印度输配电损耗，对配电私有化和监管的影响 - V Ranganathan 
• “2008-09至2010-11年度国家电力公司运行情况”- Power Finance Corporation Ltd
• “家庭用电量反馈：一个节能工具”- Corinna Fischer
• 最新实时反馈研究成果 - Ben Foster和Susan Mazur-Stommen 
• 家用市场智能电表推广 - DECC（英国） 
• 降低电力部门的技术和非技术损耗 – 世界银行集团能源部门战略 
• “配电损耗及对能量流动的影响：喀拉拉邦一个主要部门之案例研究”- P R Suresh, Shanavas Elachola

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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