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藍牙市場 
趨勢報告 

執行長的話 
 

每年藍牙技術聯盟會員社群都致力透過創新改良藍牙技術的功

能，並引導新的市場趨勢。橫跨無線音訊、可穿戴式裝置、資產追

蹤到網路照明控制，藍牙技術聯盟企業會員不斷推出創新解決方

案，以滿足消費性、商業、工業使用案例的需求。 
 
由於每位成員的努力，LE Audio 標準即將發布。這可能是藍牙技術

聯盟有史以來最複雜的專案項目，涉及多個工作組和委員會成員，

共計多達數百位會員的努力。我們期待著在今年完成該項目，並迎

來未來 20 年的音訊創新。 
 
即將發布的 LE Audio 標準將是對無線通訊市場，帶來一系列藍牙

技術增強功能中最新的一項專案。我們很高興能在今年的市場趨

勢報告中，點出藍牙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及影響力。2022 年藍牙

市場趨勢報告的預測內容，顯示許多藍牙技術聯盟企業會員都在

努力不懈地開發創新產品，以期能打造出更緊密連結的世界。 
 
能夠成為這傑出社群的一份子，我倍感榮幸。 
 
 

 
 
Mark Powell | 執行長 | 藍牙技術聯盟 
 

 

 

 
根據 ABI Research 的最新預測，以及數個分析機構的洞察分析，《藍牙市場趨勢報告》旨在幫助全球物聯網 (IoT) 

決策者即時了解藍牙技術在其技術藍圖和市場中可以帶來的創新應用。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未指定來源之統計資訊均來自 ABI Research。引用自 ABI Research 的資料檔案包括藍牙資料集 (2021 年第四季)、無線連接 (2021 年第四

季)、行動配件和可穿戴式裝置 (2021 年第四季)、室內定位和即時定位系統 (RTLS) (2021 年第四季)、連網汽車 (2021 年第二季)、商業建築自動化 (2021 年第

四季)、智慧家庭 (2021 年第四季)、萬物聯網 (2021 年第四季)。本文之預測並不代表出貨之承諾。 



 

 

 

 

 

 

 

藍牙裝置總出貨量 
 

 

 

 

 

裝置年度出貨量 
 
 

2026 年藍牙裝置年度出貨量將首度突破 70 億 
20 多年來在會員社群的支持下，藍牙技術滿足日漸成長的無線通訊需求。儘管 2020 年對全球許多市場來說，都是動盪不安的一年，但到

了 2021 年，藍牙市場已開始快速反彈，恢復到疫情發生前的狀態。事實上，分析師認為 2022 年市場從疫情衝擊恢復的速度，將高於最初

預期，並且預測支援藍牙技術的裝置年度出貨量，將成長 1.5 倍，年複合成長率將達到 9%。 
 

 下載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藍牙裝置年度總出貨量 
單位：十億 

70 億 
年度出貨量 

9% 年複合成長率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總出貨量 

無線電藍牙裝置出貨量 
藍牙技術支持多種無線電版本，使開發者能夠打造出滿足其客戶不同連接需求的產品。 
 
現在，從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再到筆記型電腦，所有的關鍵平台裝置都包含了傳統藍牙、低功耗藍牙無線電。正因為如此，在過去五年中，

大多數藍牙裝置的出貨都是雙模式 (傳統經典 + 低功耗藍牙） 裝置。此外，許多音訊裝置，如無線耳機，也正在轉向支援雙模式。 
 
由於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需求維持強勁成長，再加上即將發布的低功耗藍牙音訊標準，讓低功耗藍牙單模式裝置的年出貨量，在未來五年內幾

乎與雙模式裝置維持相當。 
 

 下載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2022 至 2026 年低功耗藍牙單模式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 

 

3 倍 

周邊裝置推動低功耗藍牙單模式裝置成長 
在周邊裝置維持強勁成長推動下，低功耗藍牙單模式裝置的出貨量

預計將在未來五年內成長兩倍以上。此外，如果考慮到低功耗藍牙

單模式裝置和雙模式 (傳統藍牙 + 低功耗藍牙) 裝置，到 2026 年，

有 95% 的藍牙裝置將支援低功耗藍牙技術，年複合成長率高達 

25%。 

 
 下載 

 
 
  

成長 

各無線電版本藍牙裝置出貨量 
單位：十億 

目前 

 傳統藍牙  傳統藍牙 + 低功耗藍牙  低功耗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的主要平台裝置將支援雙模式 

(傳統藍牙 + 低功耗藍牙) 

所有平台裝置都將支援傳統藍牙與低功耗藍牙技術 
開發人員可以預期所有的平台裝置都將支援低功耗藍牙與傳統藍牙

技術。且隨著低功耗藍牙與傳統藍牙技術在所有手機、平板電腦及

個人電腦中採用率達 100%。支援藍牙技術的雙模式裝置數量，正以 

2021 至 2026 年 1% 的年複合成長率達到完全的市場飽和。 

至 2026 年周邊裝置在藍牙裝置出貨量中的占比將達到 

 
 

周邊裝置將繼續推動藍牙裝置出貨量的成長 
幾乎所有的手機、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都支援低功耗藍牙技術。因

此，藍牙技術在周邊裝置中的成長率將持續超越平台裝置的成長率。

分析師預測，從 2021 至 2026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為 13%。 
 

 
 
 
  

藍牙平台裝置 & 周邊裝置出貨量 
單位：十億 

目前 

 平台裝置  周邊裝置 



 

 
總出貨量 

未來成長驅動力 
藍牙技術社群持續致力於擴充藍牙的功能以支援各式創新、開發新興市場，並重新定義全球通訊。會員社群之間的相互協作是推動創新的動

力。一般而言，會有逾 50 多個專案項目處於開發當中，以下分享數個正在進行中的專案。 
 

 
 

低功耗藍牙音訊 

在 20 年的創新基礎上，低功耗藍牙音訊不

僅再度提升藍牙音訊傳輸的效能，增強對助

聽裝置的支援，並實現廣播音訊的全新藍牙

功能。這是一項創新的藍牙功能，有可能再

次改變我們的音訊體驗，以及與世界連接的

方式。 
 

高精準度的距離測量 

藍牙無線技術的裝置定位功能越來越豐富，

包括定位 (廣播)、藍牙接收訊號強度指示 

(RSSI)、尋向技術 (AoA/AoD) 等，目前我們也

正在開發一個新的專案項目，以實現在兩個

藍牙裝置之間，進行高精準度的距離測量。

預計將能強化定位系統和數位鑰匙解決方案

的性能。 
 

更高的數據吞吐量 

如今，越來越多的應用案例正在尋找更高性

能的資料傳輸技術。並有可能轉向採用擁有

更高數據速率的低功耗藍牙技術，以及獲得

更可觀的數據吞吐量。目前我們也正規畫展

開該專案項目，來迎接不斷成長的市場機會。 
 

 
 

 

 
 
  



 

 

 

 

 

 

 

藍牙解決方案領域 
 

 

 

 

 

符合市場需求的解決方案 
 
 
 

藍牙技術提供了完整且適合各種用途的解決方案，去滿足持續成長的無線連接需求。在解決音訊傳輸問題之後，

藍牙技術開始發展低功耗資料傳輸技術、室內定位服務及可靠的大規模設備網路等市場需求。 
 
 
 

 
 

音訊傳輸 
更多資訊  

資料傳輸 
更多資訊  

位置服務 
更多資訊  

設備網路 
更多資訊  

 
  



 

 
 

音訊傳輸 
 
 

音源線是藍牙技術最早切斷的線之一。藍牙技術不僅消除了耳機、喇叭裝置等實體音源線帶來的困擾，也徹底改

變了音訊傳輸模式；並永遠改變了我們享受音訊媒體和體驗世界的方式。 
 

主要應用案例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無線耳機 
最先開發出的無線音訊裝置， 

從耳罩式耳機到真正的 

無線藍牙耳機。 

如今藍牙耳機已經成為 

手機裝置的必備配件。 

無線音響 
無論是家庭中的環繞音響設備， 

還是在海灘、公園等場域 

使用的輕便型產品， 

都有各種不同形狀、 

尺寸的藍牙音響可供選擇。 

車載系統 
藍牙車載系統可以與駕駛的手機 

進行配對，實現了無線音訊傳輸和 

免持通話的願景， 

讓駕駛能夠將注意力放在 

最重要的事情上。 

藍牙音訊傳輸裝置年出貨量 
單位：十億 

18 億 
年度出貨量 

7% 年複合成長率 



 

2022 年藍牙音訊傳輸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2022 至 2026 年藍牙音訊傳輸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 

  

 

 

1.4 倍 
 

 
 
 
 
 
音訊傳輸 

驅動當下 
 

目前，幾乎所有無線耳機都採用了藍牙技術 
隨著整體市場發展，以及對於高靈活性、移動性的產品性能需求增

加，藍牙技術將持續拓展在無線音響的應用規模。今年藍牙無線音

響出貨量預期將達 3.74 億。至 2026 年，裝置年出貨量將會成長到 

4.25 億。 
 
 

耳道式耳機將成為無線耳機的主要成長動能 
今年，藍牙耳道式耳機的年出貨量將達到 2.63 億，為所有無線耳機

出貨量的 39%。至 2026 年，藍牙耳道式耳機的年出貨量將增加三

倍，攀升至 6.19 億，佔所有無線耳機出貨量的 66%。 

  

2022 年藍牙無線音響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2022 年藍牙無線耳機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14 億 成長 

3.74 億 6.75 億 



 

 
音訊傳輸 

驅動未來 
在 20 年的創新基礎上，低功耗藍牙音訊不僅將提升藍牙音訊傳輸的效能，也將增強對助聽裝置的體驗，並推出令人振奮的新功能，從而創

造新的產品和使用案例。 
 
低功耗藍牙音訊還將添加對廣播音訊功能的支援，讓一個音訊來源的裝置 (如智慧型手機) 能夠將一個或多個音訊廣播到不限數量的音訊接

收裝置上 (如耳道式耳機、無線音響、助聽器)。廣播音訊創造了巨大的契機，實現個人裝置或與場域間音訊共享的可能。 
 

低功耗藍牙音訊將強化音訊表現 
低功耗藍牙音訊能支援更高的音訊品質和廣播音訊等新體驗，且功率消耗較低，因此可協助音訊開發人員滿足無線音響、頭戴式裝置、藍牙

無線耳機等音訊周邊裝置，日益高漲的消費性產品效能需求。到了 2026 年，藍牙耳道式耳機的年度出貨量將攀升至 6.19 億，佔據所有無

線耳機裝置出貨量的 66%。 
 
 

至 2026 年藍牙耳道式耳機年出貨量預期將 

 

3 倍 

 2026 年耳道式耳機在藍牙無線耳機年出貨量中的占比為 

 
 
 

低功耗藍牙音訊技術將驅動新的周邊裝置成長 
低功耗藍牙音訊可以支援新型音訊周邊裝置的開發，例如更多元的藍牙功能助聽器工作組，並強化生產製作時的作業彈性，以便視需求打造

出更合適的裝置尺寸。並帶來體積更小、干擾更少，同時更舒適的助聽裝置，改善聽力損失者的生活品質。 
 
 

 

2026 年藍牙無線耳機年出貨量將 

 

2.6 倍  
的人目前有聽力輔助裝置需求 的人到 2050 年將有不同程度的聽力損失 

 

  

成長 

5 億 成長 25 億 

低功耗藍牙音訊將支援廣播音訊體驗 
一種創新的廣播音訊功能將為消費者帶來獨特的音訊體

驗，不僅強化大眾彼此、與世界之間的互動，讓人們能夠

獲得更高品質的聽覺體驗。且隨著廣播音訊的導入，藍牙

技術將能被部屬在公共場所，為人們創造在各種公共場

所、環境中與音訊互動的創新可能。將有超過 6,000 萬個

地點，可能從部署藍牙廣播音訊技術中受益。 



 

 
 

資料傳輸 
 
 

每天都有數十億創新的藍牙低功率資料傳輸設備，如健身追蹤器、健康監測工具等，將消費者從實體線路中解放

出來。 
 

主要應用案例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運動與健身 
藍牙技術為健身追蹤器和 

智慧型手錶等可穿戴式裝置 

提供支援， 

人們長期仰賴這些裝置， 

用以監測行走步數、運動狀態、 

活動情況和睡眠品質。 

電腦周邊裝置與配件 
藍牙技術最主要的發展驅動力 

便是如何擺脫實體線路的束縛。 

無論是鍵盤、觸控板還是滑鼠， 

期望所有周邊裝置不再需要 

透過電線來與主系統保持連接。 

健康與健身 
從血壓計到輕便型的 

超音波、X 光系統， 

藍牙技術幫助人們追蹤， 

並進一步改善使用者的健康狀況， 

同時方便醫療人員提供高品質的 

護理服務。 

藍牙資料傳輸裝置年出貨量 
單位：十億 

16.9 億 
年度出貨量 

12% 年複合成長率 



 

2026 年藍牙資料傳輸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 

 

1.75 倍 

 

 
 

的物聯網連接裝置仰賴藍牙技術支援 

 
 

 
 
 
 
資料傳輸 

驅動當下 
 

2022 年藍牙消費性電子產品年出貨量 

預期將達 

 2022 年藍牙無線遙控器將年出貨量 

預期將達 

 2022 年藍牙電腦配件年出貨量 

預期將達 

     

 
     

物聯網裝置滿足針對個人生活習慣

數據監測的需求 
隨著越來越多人對於自身健康、運動、活動

狀態的關注度日益提升，推升了生活習慣數

據監測的需求。這種對數據需求的提升，以

及對裝置便利性的追求，讓支援藍牙技術的

消費性電子產品出貨量攀升，不論是可穿戴

式裝置、智慧型手錶，或是工具、玩具、牙

刷，再到健康和健身裝置等等。分析師預估 

2026 年，個人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年出貨量將

成長一倍。 
 

 消費者對家庭娛樂裝置的需求激增 
越來越多人追求更高的生活便利性，推升電

視、風扇、音響、遊戲機等產品的遠端遙控

需求。至 2026 年，藍牙無線遙控器的年出

貨量將達到 3.59 億。 
 

 居家辦公型態的轉變推動電腦周邊

裝置需求 
隨著越來越多人將居家空間與辦公空間結

合，推動大眾對於藍牙周邊裝置的需求，特

別是針對藍牙電腦配件。分析師預測，2022 

至 2026 年，將有 7% 的年複合成長率。 

至 2026 年電腦配件的年出貨量將增加到 

2.34 億。 
 

 
  

成長 

4.32 億 2.63 億 1.82 億 



 

 
資料傳輸 

驅動未來 
 

 
 

2026 年藍牙健身和健康追蹤器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2026 年藍牙智慧型手錶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藍牙健身和健康可穿戴式裝置邁向成長強勁階段 
藍牙健身和健康追蹤器將在未來五年內成長  1.2 倍，從今年的 

8,700 萬部增加到 2026 年的 1 億部年出貨量。儘管大量智慧型手

錶正在導入相關功能，但健身追蹤器仍維持成長趨勢。 

 智慧型手錶持續引領可穿戴式裝置類別成長 
隨著智慧型手錶產品設計越來越複雜，採用了更多功能，不僅承擔

人們聯繫的腳色 (例如電話、電子郵件、訊息、音樂等)，還能作為

健身和健康追蹤器使用。這兩種功能應用，持續推動智慧型手錶銷

量保持強勁。預計今年藍牙智慧型手錶的年出貨量將達到 1.01 億。

2026 年出貨量將成長 2.5 倍，達到 2.1 億。 

 

藍牙 AR/VR 裝置將迎來顯著的成長 
 

2022 至 2026 年在藍牙 VR 耳機的年複合成長率將  2022 至 2026 年藍牙智慧眼鏡的年複合成長率將 

   

 

51% 
 

 

68% 
   

可穿戴式裝置的定義不斷延伸，並具備許多不同的外型設計與功能，

以提供多元使用體驗；其中包括用於遊戲和虛擬訓練的 VR 耳機，

以及用於工業製造、倉儲和資產追蹤的可穿戴式掃描器和相機。2026 

年，每年將有 4,400 萬部藍牙 VR 耳機出貨。 

 智慧眼鏡能被用於導航，並提供方向路徑，或是補充其他訊息供用

戶參考。智慧眼鏡也能被運用在培訓目的上，記錄下訓練過程有助

於教育學習，並在完成任務後提供確認。作為成長最快速的類別之

一，2026 年智慧眼鏡的年出貨量將達到 2,700 萬部。 
  

成長 成長 

在未來，藍牙可穿戴式裝置持續推動資料傳輸

領域成長 
對藍牙健身追蹤和健康監測裝置所提供的個人健康分析洞

察，持續強化各年齡層的消費者對於可穿戴式裝置的需求。

至 2026 年，每年有 29% 的藍牙資料傳輸裝置出貨量將會

是可穿戴式裝置。 
 
 

2026 年藍牙可穿戴式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4.91 億 

1 億 2.1 億 



 

 
 

位置服務 
 
 

藍牙技術現在被廣泛應用於定位服務上，以滿足對高精準度室內定位服務的快速成長需求。透過藍牙追蹤器便能

夠感測到對應裝置的存在、距離和方向。此外，藍牙技術與其他無線電定位技術相比，具備不同的靈活性，方便

建築管理者和業主擴展室內定位解決方案，用以配合不同建築間的需求變化。 
 

主要應用案例 
 

 
 
  

資產追蹤 
藍牙技術為即時定位系統 (RTLS) 解決方案帶來快速成長， 

能協助追蹤資產和人員，包括在倉庫中定位工具和工作者，

或是在醫院中定位醫療裝置和病患。 

室內定位系統 
無論是機場、火車站，或是商場、博物館和體育場等場域，

藍牙室內定位系統 (IPS) 已迅速成為 

克服 GPS 室內覆蓋難題， 

幫助遊客在複雜的場域中獲得精準定位的導航服務。 

數位鑰匙 
智慧型手機已融入大眾日常生活中。 

藍牙技術能讓手機裝置作為數字鑰匙使用， 

且擁有更高的便利性與安全性。 

在您接近車輛、住家、辦公大樓等地點， 

解鎖大門和各種空間。 

個人物品尋向 
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在鑰匙、錢包、皮包和 

其他個人財產上配載藍牙追蹤器。 

當該物品遺失時， 

只需在與藍牙追蹤器配對的裝置上啟動搜尋， 

便可以找回個人物品。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藍牙位置服務裝置將在未來五年內維持成長趨勢 
藍牙位置服務解決方案的應用將有助於疫情爆發前的預測。此外，市場對於 

藍牙位置服務優勢的認識不斷攀升，都將進一步推動市場成長。 

2022 至 2026 年藍牙位置服務裝置的

年複合成長率將 

 

25% 
 
 

 
 
  

成長 

藍牙位置服務裝置年出貨量 
單位：十億 

5.68 億 
年度出貨量 

25% 年複合成長率 



 

位置服務 

驅動當下 
商用即時定位系統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藍牙定位服務成為重點發展項目，資產追蹤效率是解決供應鏈斷鏈難題

的關鍵 
近期倉儲與物流挑戰正在逐步推動對高效運輸和倉儲解決方案的需求。因此有更多的商業

和工業設施正在轉向採用藍牙資產追蹤解決方案，以改善資源和庫存的控管。分析師預估，

在藍牙定位服務解決方案中，資產追蹤 (RTLS) 和藍牙追蹤器將是保持成長的主要動能。 

而商業 RTLS 系統 (包含健康照護領域)，在今年的位置服務裝置出貨量佔比中，更是高居

首位。 
 

 2022 年藍牙資產追蹤裝置年出貨量 

預期將達 

 

 
 

 下載 

 
 
  

1.28 億 

2022 年藍牙即時定位系統部屬 
依據使用案例 

室內導航 

接近服務 

人員追蹤、人員安全與 

訪問權控管 

工具與裝置追蹤 

資產、材料、產品線追蹤 

車輛與車隊追蹤控制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醫院和醫療機構導入藍牙即時定位系統解決方案來優化流程 
研究指出，醫院 58% 的醫療裝置可能處於閒置狀態，10% 的產品在醫院貨架上過期。藍牙技術可以協助優化裝置追蹤和庫存控制，提高運

營效率並減少成本浪費。此外，在最近的一項案例研究中，Riverside Healthcare 分享了他們如何使用藍牙資產追蹤系統來快速定位醫療裝置，

從而每週為員工節省多達 40 個小時。 
 

 
醫護人員一周花費 40 小時以尋找醫療裝置 
 

2022 年醫療保健領域部屬藍牙即時定位系統數量預期將達 

 
 

消費性產品尋向功能 
 

更高的精準度正在推升藍牙物品追蹤解決方案的廣泛應用 
個人物品追蹤解決方案，是藍牙即時定位裝置出貨量成長最主要的應用領域。去年推出的三星 Galaxy SmartTag 和 Apple AirTag 都進一步推

動了人們對個人物品追蹤應用的接受度。 
 

 
 
  

2022 年藍牙即時定位系統部屬 
依據產業 

倉儲及物流 10% 

智慧辦公室 9% 

醫療 8% 

製造 4% 

其他 3% 

餐旅 1% 

公共場所 1% 

零售及服務 62% 

40 小時 

2.5 萬 

“到 2026 年，ABI Research 預測藍牙個人追蹤裝置的年出貨量將超過 1.4 億，這得益於創新使用體驗、新形態因素、更高服務

精準度，以及來自產業領導供應商在物品追蹤服務領域的發展。同時，高精準度距離測量的到來，也將使藍牙技術能夠更好地服務

不斷成長的數位鑰匙應用，像是安全訪問智慧家庭的數位門鎖。” 

 
ABI Research, 2022 

 

https://www.bluetooth.com/bluetooth-resources/optimizing-healthcare-facilities-using-wireless-technology-a-case-study/


 

車輛訪問控制系統 
 
 

藍牙技術在車輛解鎖控制中發揮著重要影響力 
大眾對於數位鑰匙的認知與接受度日益提升，推動智慧型手機搭載更多訪問和控制

功能的需求。基於藍牙技術的數位鑰匙不僅可以鎖定或是解鎖車門，還能為司機帶

來更多元的便利服務。 

 2022 年藍牙數位鑰匙與配件年出貨量 

預期將達 

 
 
 

汽車供應商領導品牌已開始支援數位鑰匙功能服務 
在數位鑰匙的成功基礎上，藍牙技術逐步整合數位工具裝置，開始將智慧型手機應用於解鎖車輛。此外，也因為藍牙技術已在智慧型手機上

實現了 100% 的普及率，在數位鑰匙發展上，佔據獨特的市場優勢。 
  

2,400 萬 



 

 
位置服務 

驅動未來 
 

藍牙技術藍圖正在推動具備更高性能的創新解決方案 
藍牙接收訊號強度指示 (RSSI)、尋向技術，以及即將推出的高準度距離測量功能，能夠支援各種強

大、靈活的解決方案。從提高精準度，並以更低的成本進行精確定位，讓藍牙技術能提供開發人員

所需的穩定性和彈性，藉此打造出各式各樣準確度更高的位置服務解決方案。 

 未來五年藍牙定位服務裝置年

出貨量預期將 

 

3 倍 
 

 
 

高精準度將有助於加速藍牙資產追蹤系統的採用 
透過結合尋向功能，藍牙 RTLS 解決方案追蹤精準度，從原本的公尺水平，提升到公分級。這將強化現有應用案例的表現，並啟發更多需要

高精準度、低延遲性能的應用創新。藍牙尋向功能現在已經能夠使用公分、毫秒為測量單位。並可以應用於全球的體育館、娛樂場所來追蹤

比賽期間運動員、冰球、球和裝置的移動。 

 

2026 年藍牙資產追蹤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未來五年藍牙資產追蹤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 

  

 

 

4 倍 
 
  

成長 

3.5 億 成長 

高精準度的距離測量將提升物品追蹤與數位鑰匙

解決方案的表現 
透過提升距離測量的精準度，物品追蹤解決方案的性能也將

獲得改善，在用戶接近被追蹤的物品時，提供更高的精準度。

此外，高精準度的距離測量，也有助於優化使用數位鑰匙解鎖

車輛的用戶體驗。 
 
 

2026 年藍牙追蹤器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1.4 億 



 

 
 

設備網路 
 
 

不論是在住家、商務場所或其他場域當中，藍牙設備網路解決方案可以更穩定且安全地連接數十、數百甚至是數

千個的裝置。 
 

主要應用案例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控制系統 

藍牙 mesh 網路正在迅速 

被市場採用，成為許多控制系統 

率先導入的無線通訊平台， 

包括智慧建築和智慧工業市場的 

進階照明解決方案。 

監測系統 

藍牙無線感應器網路 (WSN)  

能夠監測光線、溫度、濕度和 

使用情況，以提高員工的生產力， 

並降低大樓運營成本。 

或是可以更好地滿足裝置的 

生產和維護需求， 

以減少意外停機造成的時間成本。 

自動化系統 

藍牙技術支援建築物管理解決方案的

自動化服務， 

包括 HVAC (暖氣、通風與空調)、 

照明與安全需求。 

並進一步節約能源、降低運營成本，

以及延長核心系統的使用壽命。 

藍牙設備網路裝置年出貨量 
單位：十億 

12 億 
年度出貨量 

20% 年複合成長率 



 

藍牙設備網路的年出貨量預期將在 2026 年達到 10 億以上 
在藍牙網路照明控制和智慧家庭解決方案的部署數量持續成長趨勢下，分析師預測在未來五年，藍牙設備網路的年出貨量將急速上升，2026 

年將達到 10 億以上的年出貨量。 
 
 

2022 年藍牙設備網路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2022 至 2026 年藍牙設備網路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 

  

 

 

2.5 倍 
 
 

 
  

12 億 成長 



 

設備網路 

驅動當下 
 

藍牙技術是實現智慧家庭藍圖的關鍵之一 
藍牙技術已經成為許多智慧家庭解決方案中的首選技術，現在也正在擴展於家庭物聯網中

的可能性。分析師預測，到 2026 年，智慧家庭設備的年出貨量將成長一倍以上，並在短

短五年內達到 11 億。主要的成長是來自於智慧家庭的控制裝置、智慧照明和智慧電器等。 
 

 2022 年藍牙智慧家庭裝置年出貨量 

預期將達 

 
 
 

 下載 

 

 
 

資料來源: ABI Research, 2022 年 

  

5.52 億 

2022 年藍牙智慧家庭裝置出貨量 
其他 2% 

智慧家電 34% 

智慧照明 33% 

鑰匙 2% 
門鎖 2% 
室內智慧插頭 2% 
恆溫器 3% 

動作感應器 4% 

接觸式感應器 5% 

煙霧與空氣品質感應器 6% 

智慧百葉窗 6%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https://www.bluetooth.com/2022-market-update/


 

 
設備網路 

驅動未來 
智慧家庭 
 

藍牙技術將被應用於所有智慧家庭裝置當中 
藍牙技術已經成為所有智慧家庭解決方案的基本要求，並可以不需

仰賴其他底層的無線技術支援 (如藍牙、Wi-Fi、802.15.4、Zigbee、

Thread、Matter)，所有的智慧家庭解決方案都採用藍牙技術作為無

線連接方案。 

 2026 年藍牙智慧家庭裝置年出貨量預期將達 

 
 
 

藍牙連網照明控制系統 
 

藍牙連網照明控制系統正逐漸成為主流 
LED 的普及、對高能源效率、快速部屬能力和高品質居助體驗的期

望，正在持續推升藍牙商用連網照明控制解決方案的需求。 
 

 2022 至 2029 年全球連照明控制系統的年複合成長率 

預期將 

 

14.2% 
資料來源: Guidehouse Insights, 2020 年 

 

 
  

11 億 

成長 

"樓宇自動化預計將成為 2021 至 2026 年期間，藍

牙技術在物連網市場中成長最快速的應用領域之

一，實現 76% 年複合成長率，並增加到近 5,000 萬

的年出貨量。藍牙商用照明、開關和控制器的出貨

量預計至 2026 年，將達到近 800 萬的年出貨量，

其中許多裝置有助於拓展其他建築案例採用的可

能，如環境感應器，預計 2021 至 2026 年間，將成

長 13 倍，屆時年出貨量將超過 1,350 萬。" 

 

 
ABI Research, 2022 
 
 
 



 

藍牙連網照明的商業投資回報將更加顯著 
藍牙商用網路照明控制系統能被應用於辦公室、倉庫、零售環境和其

他大型商業空間中，為大樓管理者提供進階控制功能，同時提高節能

和效率。 
 

 連網照明也將帶來更多應用優勢 
大樓管理者需要深入掌控建築物，連網照明系統提供可運用感測

器支援建築物管理解決方案的基礎設施，並提供資料提高 HVAC 

等其他系統的效率，更妥善地管理居住體驗，並延長核心系統的

使用壽命。 
 
 

透過連網照明與進階照明控制將降低的能源成本高達 

 
資料來源: Enterprise IoT Insights, 2020 年 

 

 
 

的商用連網照明控制裝置在 2029 年， 

將被用於樓宇自動化應用 

資料來源: Guidehouse Insights，2020 年 

 
 
 

藍牙市場研究社群 
取得最新的藍牙市場趨勢和預測，並探討所收集和共享的資料，以獲得對您和您的事業最有價值的研究。 
 

 

 

70%-75% 

歡迎加入 
 

https://www.bluetooth.com/market-research-community/?utm_source=internal&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bmu&utm_content=2022bmu-docl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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