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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美炳

由全景相机切入VR市场

VR 最大的特点是在视觉上，能
够和影视、直播等娱乐行业相结合，
猫眼视觉通过全景相机切入VR市场。

在涉足虚拟现实领域之前，猫眼视觉团

队主要经营直播平台，目前，很大一部分营

收还是来自直播业务。但是直播行业竞争十

分激烈，已经进入一片红海。就像现在互联

网视频行业一样，做得好的视频网站都被

BAT包养，成为流量入口，开启烧钱模式。

华晨指出，直播平台抱完 BAT 的大腿

之后同样成为流量入口，不少直播平台也开

始进入烧钱阶段，直播行业的成本结构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直播平台利润直线下滑。直

播平台自从开启烧钱模式之后，玩命垄断知

名主播，像 YY主播年薪 500万元的就有 30

多人，同时，利润开始从平台转向了主播和

运营商。“从2015年年底到2016年年初，直播

平台不怎么赚钱了，我们把直播团队做了一

些整合，然后把重心放在虚拟现实业务上。”

其实，虚拟现实概念兴起是在 2014 年。

当时国内不少人谈论虚拟现实，都想尝试进

入虚拟现实领域，2014年下半年国内不少创

业公司推出 VR眼镜方案，之后 PC端 VR头

盔、VR一体机逐渐兴起，猫眼视觉团队当时

也想过进入 VR 头盔领域，但是考察完不少

VR公司之后，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华晨说，虚拟现实头盔很烧钱，他们当

时算了一笔账，做完一代虚拟现实头盔至少

得花500万元到1000万元，如果是做全系列

（包括 VR 眼镜、VR 一体机和 PC 端 VR 头

盔） 产品，至少需要 2000 万元，按照这样

计算，要坚持四五年至少得烧1亿元，所以

VR头盔是一个重资产的项目。而且2015年

国内虚拟现实头盔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已经

一片红海。

2015年猫眼视觉并没有选择进入VR头

盔领域，而是从全景相机切入虚拟现实市

场。华晨认为，虚拟现实最大的特点是在视

觉上，能够和影视、直播等娱乐行业相结

合，而猫眼视觉正好有直播业务，所以可以

结合直播业务做全景相机和3D直播业务。

2D 直播向 3D 直播方向发展是一大趋

势，猫眼视觉2015年首先做3D相机，而不

是全景相机，但是在制作过程中，猫眼视觉

团队发现 3D相机存在视差难题，如果不能

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大规模投入生产，所以

直到现在3D相机还停留在样机阶段。

于是，他们将重心转向了全景相机。

华晨指出：“当我们做好全景相机之后，发

现产业链上下游并不支持全景视频播放，

当时连一些大的平台都不支持全景视频播

放，因为全景视频形态不同于 2D视频，它

的剪裁、编解码、压缩跟传统的 2D视频

不一样。像 Facebook 和谷歌直到 2016 年

才支持全景视频播放。所以从 360 度播

放器到编解码，再到压缩，都要猫眼视

觉团队自己解决。”

VR直播只是补充形式

全景直播的市场份额并不会很
大，因为它只是直播行业的一个补
充形式，不会颠覆直播行业。

其中360度全景视频直播对网络带宽

的要求非常高，为了能够适应不同的网络

环境，猫眼视觉团队做了端到端的解决方

案，让全景相机可以依据不同的网络条件

选择 720p、1080p、4k分辨率的直播，而

且同时支持 H.264、H.265 以及不同平台

播放。

华晨表示，在虚拟现实产业链中最重

要的是硬件和应用，现在虚拟现实硬件还

不太成熟，所以大家都在关注硬件本身，

致力于应用的团队并不多。而猫眼视觉依

托全景相机，沿着传统直播路径做虚拟现

实直播。

但是虚拟现实直播还没有在消费级市

场爆发，目前主要是一些商业级用户。华

晨表示，猫眼视觉全景相机主要客户是游戏

直播平台、网红、媒体等，例如网红利用全

景直播可以帮消费者选购海外商品，记者利

用全景相机进行两会报道。

目前，利用全景相机进行直播的用户

并不会很多。如果按照移动直播发展路径

来看，VR 直播要在消费级市场爆发需要

VR 头盔的普及和网络带宽的升级，但是

现在虚拟现实市场还很初级，用户对全景

视频的认知度并不高，短期内很难看到

VR 直播的爆发式发展。华晨认为，在未

来直播市场上，全景直播的市场份额并不

会很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直播都会转向

3D 直播或者全景直播，只有一部分场景适

合全景直播，所以即便 VR 直播市场成熟

了，它也只是直播行业的一个补充形式，

不会颠覆直播行业。

在军工领域掘金

猫眼视觉正抢占军工市场，因为
军工项目周期比较长，市场相对封
闭，有机会形成一定的商业壁垒。

像VR直播一样的消费级应用短期内很

难爆发，所以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大多VR

企业将重心转向行业应用。

其中VR教育现在成为众多企业追捧的

领域。但是华晨并不看好VR教育市场，因

为VR教育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市场，但凡有

3D 构建的团队都能做 VR 教育，先发者并

不能形成商业壁垒。

而且VR只是教育行业的补充形式，能

够在VR教育市场有所成就的是那些有教育

基因的公司，它们会将VR教育做成在线课

程或者远程课程。所以目前做VR教育的企

业最后大多只会沦为清华同方和联想这类公

司的外包商。而猫眼视觉并没有教育基因，

所以即使目前 VR 教育看起来市场前景不

错，但是未来可能哀鸿遍野，所以猫眼视觉

并没有选择进入VR教育市场。

相反，工业应用门槛太高，因为工业需

求都是定制化的，每一个需求都不一样。华

晨指出，现在AR眼镜市场不像智能手机市

场一样成熟，但是工业对AR眼镜的需求量

并不大，成本较高，所以工业应用属于未来

市场。如果要用AR眼镜做工业维修存在技

术难题，因为现在大多数AR眼镜没有解决

视差问题。

与VR教育、工业应用相比，华晨更看

好安防、军工等商用领域。国内安防领域已

经被浙江大华和海康威视等企业霸占，形成

强大的商业壁垒，作为新企业很难进入。猫

眼视觉正利用软硬件解决方案优势抢占军工

市场，因为军工项目周期比较长，市场相对

封闭，有机会形成一定的商业壁垒。

寻找VR行业先锋

猫眼视觉：

掘金虚拟现实军工领域

本报讯 7 月 6 日 ， 中 国 电 子 商 会

（CECC）、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CESI） 共 同 主 办 的 “2017 年 （第 十 三

届）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

举行。大会发布了 《2017 年 1~6 月中国彩

电消费及下半年市场趋势预测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1~6月

份，中国巿场彩电销量约为 2400万台，全

年预计接近5000万台。

中怡康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彩电零售市场消费整体呈现出萎靡

态势，以“五一”促销季为例，彩电零售

量持续下滑，同比减少14.4%，但在销售额

上却实现了小幅上扬，同比上涨1.72%。中

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分析认为，“五

一”促销季彩电市场量跌价涨的主要原因

是大屏、高端彩电消费需求的攀升，这表

明彩电企业在高端市场的前瞻性布局已奏

效，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靠低价抢市场的

策略将不再有用，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产品

价值，向高端产品要利润才是正道，所以

纷纷将高端市场变为第二战场。

同时，《报告》 也指出，今年前五个

月，55英寸及以上的大尺寸电视份额基本

维持在33%左右，对比去年1月份增幅达到

了 52%。更换大尺寸电视也成为推动上游

面板和整机制造行业最重要的动力。

工信部数字电视标准符合型检测中心

主任张素兵在会上表示，为了紧跟彩电市

场新显示技术发展潮流，中国电子标准化

研究院已将 《智能电视语音识别测试方

法、通用技术要求》 以及 《激光显示技术

规范》 的制定提上日程，以更好地规范彩

电市场的发展。据悉，《激光显示技术规

范》将于今年9月发布。

（鸿 凌）

今年上半年彩电市场销量约为2400万台

本报讯 据报道，日本化工巨头住友

化学公司已成功研制出能降低 OLED 显示

屏生产成本的技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

道，研制出的新材料与新技术可将目前的

OLED 生产成本降低一半。生产成本降低

后，OLED 电视售价也将随之下降，并提

高OLED产品的市场渗透率。

住友化学研制出了用于生产 OLED 面

板发光层的高分子材料。使用新材料后，

可用喷墨印刷法进行生产，效率更高。与

SMOLED 相比，住友化学的 PLED 将红、

绿、蓝发光层集为一层白发光层，简化了

OLED生产过程。

目前，大多数OLED制造商采用的是蒸

镀法，此方法的原理是将红、绿、蓝三种发

光材料蒸发后镀在真空管下的玻璃基底上。

然而，此种方法设备昂贵、成品率低，生产

成本相对较高。OLED 打印法虽然成本较

低，但在给大型OLED面板镀层时也会遇到

技术障碍。

住友的技术则能将单层发光层均匀地

镀在面板上。为了将 PLED 技术投入实际

生产，住友还特意打造了新的印刷设备。

据 称 ， 新 型 OLED 面 板 由 住 友 、

JOLED 与 海 外 显 示 制 造 商 共 同 研 发 。

JOLED 的 21.6 英寸医疗显示屏是第一批使

用新型材料的显示屏，将于今年秋季上

市。住友化学还将新技术推广给 LG 公司，

让其在 2019年进入量产阶段的电视中采用

此新材料。

5 月 26 日，JOLED 发布了 21.6 英寸的

4K OLED 显示屏。JOLED 已开始提供医

疗显示屏样品，并打算将其应用范围扩大

到电视、游戏以及其他应用。

JOLED 已接到了来自索尼的订单。日

本显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Nobuhiro Hi-

gashiiriki称，未来OLED印刷技术将广泛应

用于中型显示屏的生产。

（文 编）

住友化学新材料促使OLED生产成本减半

本报讯 Universal Display Corporation

（UDC）最近宣布正在加速 OVJP（有机气体

喷墨印刷技术）研发，该公司正在寻求合作伙

伴将该技术商业化。UDC 要将 OVJP 技术

用于生产还需要几年时间。为了推广该技

术，UDC 公司发布了相关视频，介绍了该技

术的基本原理和优点。

OVJP代表有机气体喷墨印刷技术，其

基本思想是使用类似于喷墨印刷的气流

工艺，但使用蒸发 OLED 材料的方法优于

可溶性喷墨印刷。在 OVJP 工艺中，OLED

材料被蒸发成载气，将其传送到喷射发动

机，以直接印刷 OLED。UDC 表示，OVJP

适用于大面积 OLED 显示屏，可用到 G10

基板上。

OVJP 是 一 种“ 无 掩 膜 沉 积 技 术 ”

（mask-less deposition technology），可直接印

刷 RGB 发射显示器。UDC 希望 OVJP 能够

实现低成本、高性能、大面积OLED制造工艺

平台。UDC在新泽西州的尤英（Ewing）工厂

中安装了一个OVJP原型工具。

（文 编）

UDC加速研发有机气体喷墨印刷技术

本报讯 LG Display 将在 2020 年首次

推出用于电视机的可卷曲OLED。

据悉，LG Display 决定从 2020 年开始，

全面投产 55 英寸和 75 英寸可卷曲 OLED。

该面板将在 Paju P10生产线上生产，这是一

个 OLED 专业生产基地，LG Display 正在向

该工厂扩大投资 10万亿韩元（590.2372亿人

民币）。

一台可卷曲 55 英寸 OLED 电视预计价

格将超过3000万韩元。LG电子代表说：“价

格具体取决于可卷曲 OLED 电视的外观，例

如是否连接在墙壁或屏幕上。”

当用户不看时，可卷曲 OLED 电视可以

卷起来，这有利于节省家庭空间。除此之外，

消费者可以在会议室中使用可卷曲电视，而

不是常规投影仪。

在显示行业，LG Display 大尺寸可卷曲

OLED的商业化将扩大其在电视市场的竞争

力。预计，可卷曲 OLED 将改变电视市场竞

争方向，因为画质的竞争已经达到极限。

此前，LG Display于 2015 年首次在世界

上开发出了一块曲率半径为 30R（半径为 30

毫米的圆弧曲率）的 18 英寸可卷曲 OLED，

并加速了可卷曲显示器的商业化。

据了解，LG Display 虽然首先解决中小

尺寸可卷曲 OLED 封装难题，但 LG Display

公司认为，用于电视的大尺寸可卷曲 OLED

市场份额很高。 （文 编）

LG计划三年后推出可卷曲OLED电视

本报讯 中国平面面板制造商计划在

中国打造全球最大的 G10.5/11 面板制造

工厂。

包 括 京 东 方 科 技 、 华 星 光 电

（CSOT）、惠科电子 （HKC） 与中国电子

公司 （CEC） 在内的面板制造商正在往这

个方向努力。

京东方科技正在中国合肥建立 10.5G

工厂，计划于 2018年上半年开始生产。据

了解，京东方还计划在武汉建G10.5工厂。

华星光电计划在深圳投资建立 G11 工

厂，计划于 2019 年开始生产。消息指出，

星光科技还计划在深圳成立另一家用于生

产AMOLED电视面板的G11工厂。

另一方面，惠科电子计划在四川建新

厂，具体计划将于 7 月底公布。惠科电子

于今年二月份在中国重庆开启了中国第一

条G8.6生产线。

与此同时，西安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官

网宣布，其正在推进内 G10.5 工厂的建

设。中国电子公司将领导该项目，总投资

达450亿元 （合66.16亿美元）。

除了上面提及的 6 家 G10.5/11 工厂以

外，日本的Sakai显示公司也在广州投资建

G10.5厂，一期工程将于2019年六月完工。

以上工厂开工运转后，全球面板与电

视产业将发生巨大变化。面板制造商间的

竞争也将进入新纪元，三星、友达光电与

群 创 光 电 等 主 流 制 造 商 也 许 不 会 介 入

G10.5/11的竞争。 （文 编)

中国厂商将打造全球最大10.5/11G面板制造工厂

本报讯 大众公司计划使用VR来制造

真实的汽车。公司将会用VR来让位于不同

国家的员工进行实时的交流，提升造车流程

的效率。

尽管手机、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和视频会

议都让今天的跨国交流变得容易，但大众认

为VR将会带来史无前例的便捷性。在经过

测试期之后，大众在德国科隆举行的 Digili-

ty VR／AR大会上宣布正式开始使用VR。

公司宣布，VR 技术能够让员工更好的

分享自己的想法。比如，VR 能够让大众总

部沃尔夫斯堡的员工和位于捷克的物流办公

室的员工在虚拟的空间中见面。

VR 相比传统的交流模式，更加能够模

拟真实的物体。福特和宝马都在实验让员工

事先在3D环境中检测数字渲染的车辆。

大众同时打造自己的“数字现实枢纽”。

这一平台可以调动沟通过程中会使用到的所

有的软件和硬件，所有员工都有权限接触到

上传到VR中的项目。 （文 编）

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全面引入VR技术培训员工

百度利用AR技术复原兵马俑、三星利用AR技术展示S8防水能力、2017年记者利用全景相
机进行两会直播……这一切都离不开猫眼视觉技术或者产品的支持。在虚拟现实行业还未在消费
级市场爆发之时，猫眼视觉已经在商业级市场开始掘金。

“2017年上半年我们在虚拟现实领域已经拥有2000万元的收入，预计今年全年收入将超过
4000万元。”猫眼视觉CEO华晨强调，“核心生存能力不等于核心技术，在虚拟现实领域，除了标
榜核心技术之外，还要强调核心生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