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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老人、
孩子甚至宠物都有了这类科技装备傍身——
—

“防走失”
产品成消费新宠
随着城市里的道路交通情况越来越复杂，人和车越来越多，老人 、孩子 、宠
物出门，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走失 。近来，随着定位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桂林很多
家庭都出现了各式各样价格不菲的 “防走失” 电子定位设备，用科技产品来为家
中的老人 、孩子 、宠物增添一份安全出行的保障。
制图

周家华

从
“手写卡片”
到
“智能定位”
老人：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数据
显示，我国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
逐年增多，每 100 个老人中就有 5 个
患有不同程度的阿尔兹海默症。时常
见诸报端、朋友圈的老人走失甚至发
生悲剧的信息也让人格外揪心。
如何保证老人们能够安全出门，安
全回家，很多子女、养老机构都想尽了
办法。最初，家人都会在老人身上放上
一张卡片，写上老人的姓名、住址及家
人的联系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
的发展，老人防走失智能产品也多了起
来，防走失定位手环、防走失定位手表、
防走失定位手机成为不少子女、养老机
构最青睐的防走失辅助设备。
“我父亲曾经从家里走出去走失过
两次，每次都是全家人找得焦头烂额。”
在市内一家高新企业工作的曹先生说，
79 岁的父亲虽然意识不太清醒了，
但是
动作却还蛮快，有时候在家里母亲做家
务一个不留意，他就开门自己出去了。
大多数时候，若能及时发现还可以马上
找回来。但有两次他是在午休时候自己

悄悄出去的，发现时已经走丢了一段时
间。全家人从下午找到夜里，才终于把
老人找了回来。从父亲第二次走失后，
他在咨询了很多人并查阅了各种产品
资料后，
花 400 多元给父亲买了一个防
走失定位手环。手环很轻巧，有定位功
能，连接手机后能随时看到老人所在的
位置，定位误差只有几米。尤其对老人
来说，不易摘取，不易弄丢。他父亲戴上
后，有一次又独自出门，母亲通过手机
定位，很快将已经走到两条街之外的父
亲找了回来。
记者从桂林 12349 养老服务防走
失平台了解到，近来老人防走失定位
手表、手机有不少单位和个人购买，
其中价格在六七百元的防走失智能产
品比较受欢迎。该平台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桂林已有数百位老人在使用
该平台的防走失服务和防走失手环、
手表、手机等。对于老人的子女们来
说，倾向于功能相对单一的定位设
备，要求小巧轻便不易丢失，大部分
没有通话功能的需求。

从
“卫星定位”
到
“轨迹追踪”
儿童：
每次有孩子走失，往往能在朋友
圈掀起“全城寻孩子”的行动，但是
对于父母来说，预防永远比亡羊补牢
更为重要。如今儿童使用的防走失智
能产品层出不穷，随着数码大企业的
抢滩进驻，品牌也越来越多，款式、
功能也远在老人防走失产品之上，包
括 GPS 随身定位仪、防走失手环、手
表、迷你报警器等等。
记者在桂林的各个幼儿园、小学、
初中，随处可见手腕上佩戴着防走失定
位手表的孩子，这些手表大多有卫星、
GPS 、
信号、
重力等多重定位功能，
还能
够一键报警、
拨打接听电话、
拍照、
开启
蓝牙安全围栏等模式，款式也都很新颖
可爱。七星区一所小学一年级学生明明
的父亲告诉记者，儿子从幼儿园
开始就已经使用防走失定位
手表，上小学前已经更换
了 功 能 更 齐 全 、更 轻 薄
的新款。记者从明明父
亲的手机上能够清晰
地看到明明当时所
在的位置，全天的行
动轨迹，也能够远程
监听监视孩子周围
的声音和环境，还能
通过远程拍照看到
周边的景物了解孩子
身 处 何 处 。记 者 了 解
到，明明使用的是 360

的儿童防走失定位手表，购买时花了近
千元。
记者登录淘宝、
天猫，
输入
“儿童防
走失手表”
，
立刻出现了几十万款产品，
其中智能定位系统的产品主要是防走
失手表和手环，款式基本是佩戴型，品
牌有华为、小米、小天才、360 、糖猫等
多达几十种，价格则从两三百元到一两
千元不等。
从销量上来看，
价格在 300800 元之间的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记者看到在一家小天才的旗舰店铺里，
一款活动价 398 元的定位手表月销量
超过 1 . 5 万个，而一款活动价 1398 元
的全网定位儿童手表，月销量也达到了
近 4000 个。而在 360 儿童旗舰店内，
记者看到销量最高的是价格 399 元的
防水定位手表，月销量达到 8500 多
个。而一款能够视频通话、九重定位的
儿童手表，因价格较高，达 1499 元，月
销量则只有 30 多个。
除此之外，颇受桂林不少家长青
睐的就是儿童防走失定位智能手环。
手环的功能比手表少很多，但是胜在
价格实惠，百余元左右的产品比比皆
是。对于不少父母来说，只要能定位
就足够了，哪怕定位不是特别精准，
一旦发生走失的情况，也能够大大缩
小寻找的范围。

减少走失和流浪的危险
宠物：
对于现代社会很多家庭
来说，除了老人、孩子之
外，宠物也是家中的小宝
贝。而猫猫狗狗因为一些意
外情况，也比较容易跑丢。
近年来市场上的宠物防走失
产品也多了起来，科技感丝
毫不输给老人、儿童防走失
产品。
家住中隐路附近的蓝女
士家里养了两只小狗，前段
时间晚上出去遛狗的时候，
叫叮叮的小狗因为追老鼠，
挣脱了牵引绳跑丢了。蓝女
士连续几天寻找都没能找到
叮叮，最终在茶饭不思的时
候得到消息，有人捡到了她
的叮叮。后来蓝女士支付了
800 元酬金把自己的爱宠接
回了家。在为叮叮更换了新
的牵引绳的同时，蓝女士还
花了 299 元买了一款陪彼
宠物防走失项圈戴在叮叮的
脖子上。蓝女士告诉记者，
这个定位项圈在连接手机
APP 后，可以精确地看到
狗狗的运动轨迹、身处位
置，定位精确度很高，电池
续航时间长达 30 天，也是
蓝女士选择这款项圈的原
因。“市面上大多狗狗防走
失项圈的电池续航时间只有
一两天，天天要充电，一是
麻烦，二是怕跑丢了还没找
到就没电关机了。”蓝女士
说，有了牵引绳和防走失项
圈的双重安全保障，自己就
没那么担心了。
记者在桂林部分宠物用
品实体店铺和淘宝、天猫店
铺查看了目前市售的宠物防
走失产品，看到基本都是猫
狗项圈的设计，价格则大多
在 200 多元至 300 多元左
右，基本都具备 GPS 定
位、防水防脱的功能，一些
比较高端的产品还有搜索附
近宠友、查看周边宠物活动
等功能，不仅可以防走失，

还能进行狗狗们的社交活
动。在记者随机询问的 20
多位宠物主人中，有超过
80% 的狗主人已经在使用
狗牌之类的被动防走失产
品，有 30% 的狗主人同时
选择了智能定位防走失项
圈，对于桂林的大部分狗主
人来说，两三百元买个狗项
圈仍然是有点“小贵”，购
买的人大多是曾经历过狗狗
跑丢的情况，为了避免再次
出现寻找不易的事情，决定
花钱买个爱宠的出行安全保
障。
眼下防走失产品越来越
多样化，每个家庭都可以根
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与实际使
用情况进行选择，不过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产品虽然能
对防走失有一定的作用，但
不要忘记正确使用这些工
具，同时也不宜过于依赖防
走失工具。就老人来说，家
人更细心的照看，能够减少
老人走失的问题。就儿童来
说，除了佩戴定位手表，也
应多进行一些应急情况教
育，让他们学会能自己处理
一些突发情况，父母也不应
随意让孩子独自活动。就宠
物来说，外出牵好手中的绳
子，在家注意关好门窗，才
能真正做到防走失。
记者阳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