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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还处于

工业、商业阶段

任何新技术，特别是与 IT 相关的新技

术，似乎都是沿着军事、工业、商业、消费品的

路径发展。计算机的发展路径就是一个典

型，最早的图灵机是为了破译军事情报而产

生的。二战时，德国的U型潜艇在多年的海

战中曾给盟国军舰及商船造成了沉重的打

击。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发明了图灵机，协

助盟军破译恩尼格玛密码，让盟军在海上作

战行动中取得了极大的主动权，从而扭转二

战战局。

后来，世界科技巨头IBM将计算机由军

事领域推广到工业领域。目前，IBM 是全球

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苏波

指出，现在一讲到IBM就觉得它是一家咨询

和服务公司，实际上它是一家以实业为支撑

的咨询和服务公司。“IBM 既不是给你一堆

PPT，也不是给你一堆 Word 文档，而是给你

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够用IT将各种

设 想 落 地 。 而 且 IBM 拥 有 自 己 的 设 备 、

SDK、中间件等，只需要根据需求把应用层开

发出来就行。”

同样，微软 Windows系统的发明则将计

算机带入商业办公阶段，互联网的普及又让

计算机从办公室走进家庭。计算机的每一

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革命性技术的出现，这

些技术推动着计算机不断升级并逐渐实现

普及。

同样，AR 的演进也需要经历这些发展

阶段。目前，AR 还处于军事、工业、商业阶

段，四年前，谷歌曾尝试跳过工业、商业阶段，

直接将 Google Glass推向消费者，但是由于

产品不是十分完美、潜在隐私问题等原因难

以在消费市场进一步推进。苏波认为，谷歌可

能原本想打破常规的发展逻辑，直接切入C

端市场，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苗头不对

只能停掉Google Glass，经过两年调整之后，

新一代谷歌智能眼镜回归，主要面向企业级

用户，又按照正常的发展逻辑升级产品。

无论是国外的AR公司DAQRI、ODG、

HoloLens、Mate、Google Glass，还是国内的

AR 公司枭龙科技、0galss 等，目前它们主要

还是在军事、工业和商业领域寻求应用场

景，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令其AR眼镜直接面

向消费者市场。

AR+工业

走不出试点试用怪圈

国内AR近两三年才蓬勃兴起，而国外

AR起步很早，像DAQRI已经有7～8年的历

史了，ODG更是经历了10年的发展历程，但

是这些企业至今还不能自负盈亏。实际上，

工业场景当中采用 AR 技术的较多，而且

AR+工业已经发展多年，为什么AR一直走

不出试点、试用的怪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

工业企业没有扩大范围使用AR技术呢？

苏波认为，AR 眼镜重量不轻、续航不

久、运算不快，造成 AR+工业不能真正落

地。工业企业在试点试用的时候可以不惜

成本，例如西门子采用 0glass的解决方案时

肯花 10 万元，但是当他们打算大规模采用

的时候发现现在的AR眼镜都太重，不适合

长时间佩戴，不具有落地价值。

而且现在AR眼镜的运算太慢，同样无

法满足工业场景的需求。AR 眼镜主要以

3D视频、模型和图片为主，而且工业企业数

据量很大，比如一辆汽车有几万个零部件，

需要几十万个拆解步骤，运算量很大，如果

AR眼镜运算跟不上，再轻也无法满足工业

应用的需求。而微软HoloLens的运算能力

跟上了，但是体积、重量、视场角又存在缺

憾，很难实现平衡。

此外，续航和价格也是企业大规模采

用 AR 眼镜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按照 8 个

小时工作时长来讲，AR眼镜续航时间一般

至少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的智能眼镜大

多只有两三个小时。如果从笔记本普及价

格来看，一般是在 5000 元到 8000 元左右，

但是现在 AR 眼镜动辄就是上万元的价格，

如果企业要大量使用，价格可能是个拦路虎。

要破除试点试用的怪圈，AR眼镜企业首

先要在重量、运算、续航和价格上下工夫。谁

能够最先做出四个方面平衡的产品谁就有可

能成为 AR领域的一匹黑马。但要做出一款

黑天鹅式的产品并不容易。在功能手机时

代，不少企业尝试做智能手机，但是都没能成

功，直到苹果iPhone4的出现才带动了智能手

机行业的繁荣，革了功能机的命，让我们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 AR应用

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更多的市场验证，企业

级市场爆发至少要到2020年以后。

AR通往C端市场

还差大数据这根导火线

AR 眼镜在重量、运算、续航和价格上实

现了平衡也只能满足 B 端市场的需求，让

AR+工业走出试点试用的怪圈，离 C端市场

仍然有一段距离。AR 在 C 端市场爆发可能

要到2025年，苏波指出，C端产品必须具备两

个特征，一个是需要极高的市场保有量，另一

个是要有一定的黏性。

如果满足第一个特征说明是现象级的产

品，就像2016年大卖的VR眼镜盒子，有的厂

商号称上千万台销量，但是这种产品体验不

佳，不会产生黏性。苏波说，VR眼镜盒子不

是颠覆性的革命性产品，只是满足消费者的

好奇心，而且这种好奇心来自形式，不是由

内容产生的，无法产生黏性，自然也没有持

续性。2017 年市场中基本没有 VR 眼镜盒

子的声音，这说明 VR/AR 产品离 C 端市场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顾计算机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计算

机进入家庭离不开互联网的发展。计算机

如果只有办公软件，没有其它应用，无法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形成不了黏性，就不能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品。有了互联网之

后，PC 产生了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多元

应用、内容，促使计算机成为个人消费品。

苏波指出，就像互联网把 PC 点燃的一样，

AR 要走向 C 端市场还需要一根导火线，不

少人认为这根导火线是 5G 网络，其实不

是。VR 就是媒体，媒体承载大量的内容，

VR 内容需要 5G 网络传输，但是 AR 是平

台，促使AR走向C端市场的导火线不是5G

网络，而是大数据。

未来 AR 眼镜很轻，利用数据传输可以

看到各种数据流，例如，用户到餐馆点菜，一

看菜单 AR 眼镜就会呈现原料的来源、菜品

制作过程等，让用户一目了然。苏波指出，AR

要走向C端市场需要各个环节的数据沉淀，

不然用户无法看到各种信息。无处不在的大

数据才是AR走向C端市场的一根导火线。

深圳增强现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苏波：

大数据是AR
走向C端市场的一根导火线

本报记者 林美炳

中国（南昌）VR产业基地
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事件发布

2017年12月29日，首

届“中国虚拟现实创新创业

大赛南昌赛区颁奖仪式暨中

国 （南昌） 虚拟现实VR产

业基地2017年度盛典”在

南昌红谷滩新区盛大举行。

盛典期间红谷滩新区管委会

发布了由红谷滩新区管委会

发起主办的中国（南昌）虚

拟现实VR产业基地“2017

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事件”。

十大事件是经过社会广

泛征集 16 件中国 （南昌）

虚拟现实VR产业基地发生

的社会反响大、群众关注度

高、影响深远的大事、好事，

并通过累计21万人次的在

线评选，结合专家评审意见，

最终评定而出，展现了一年

来中国（南昌）虚拟现实VR

产业基地如火如荼的建设成

果。十大事件分别是：

2017 年 9 月，中国（南昌）虚拟现实 VR

产业基地，在现有VR创新孵化中心的基础

上，新增 9 万平方米物理空间，正式开启运

营，并同步引进联想集团、清华紫光集团、

欧菲光集团、中国网库集团、北京理工大学

等一批龙头企业和研究机构签约入驻。

2017 年 7 月，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机

智能产业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促进会由

人机智能领域专家共同发起，国家 VR 标

准工作组组长、北京理工大学混合现实与

新型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涌天教

授任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主席，将为南昌

VR 产业提供科研、规划、建设、投融

资、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

通过打造高端人才平台为 VR 产业发展

“招商引智”。

2017 年 7 月 26 日，国内首支 VR 领

域专项天使投资基金——总规模 10 亿元

的红谷盛山 VR/AR 产业天使创投基金

正式获批成立。该基金首期 2 亿元，专

项 用 于 VR/AR 产 业 孵 化 和 投 资 发 展 ，

并力争通过该基金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

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用于虚拟现实创业

风险投资。

国内首个VR专业云平台落户南昌VR产业基地

经过 9 个多月努力，由北京理工大学

建立的 VR 公共平台于 2017 年 4 月在中国

（南昌） 虚拟现实VR产业基地，发布第一

个 VR/AR 领域内的国内企业标准、国内

第一份 《关于 VR 对青少年视力影响的报

告》。此外，该 VR 公共平台还针对广大

VR/AR 开发者建立了国内第一个 VR/AR

开源社区平台。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世界 VR 产业大会

筹备工作会议在南昌市举行。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罗文，江西省常务副省长毛伟

明、副省长李贻煌等领导出席会议并部署筹

备工作。该大会为国家层面组织的第四个

世界性的行业盛会。

2017 年 9 月，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

委会办公室指导下，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国科创

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

虚拟现实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开赛。南昌与

北京、上海、福州共同组成首届大赛的四

大赛区。全国 50余家 VR 企业在南昌展开

角逐。

2017年12月6日至8日，由香港贸发局

主办的“创智营商博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举办。为了充分展现南昌 VR 产业建设

成果，由红谷滩新区管委会牵头组织，基地

运营方江西慧谷互联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中国（南昌）VR 产业基地入驻企业

亮相此次盛会，成功展示了在研项目，分享

VR产业的创新与未来。

2017 年 8 月，全国首个 AR/VR 广场

——南昌建军雕塑广场打造完成。该项目

由南昌 VR 孵化中心入驻企业——江西魅

眸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小裙科技有限公

司承接实施，运用 VR、AR 技术，充分发挥

其虚实结合、实时交互、三维沉浸的特点，

360°向游客和市民展示建军雕塑广场，为

游客和市民带来强烈的在场感和参与感，使

镜头里的“英雄”栩栩如生、英姿飒爽，更加

生动鲜活。

12月29日，深圳增强现实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中国虚拟现实创新创业大赛南昌赛区一等奖。深圳增强现实技术有限

公司（0glass）创始人兼CEO苏波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专访时说，就像当年互联网把PC点燃一样，AR通往C端市场也

需要一根导火线，这根导火线不是很多人认为的5G网络，而是无处不在的大数据。

国内首个VR/AR领域企业标准在南昌发布

中国（南昌）虚拟现实VR产业基地正式运营

南昌VR产业基地智库成立

国内首支VR天使投资基金在南昌获批成立

2017年9月，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投入3

亿元人民币，联合清华紫光打造国内首个

VR 专业云平台，免费为中国 （南昌） 虚

拟现实 VR 产业基地入驻企业提供大容

量、高并发、强运算能力的云服务，预计

于2018年交付使用。

世界VR产业大会筹备工作会议在南昌红谷滩举行

首届中国虚拟现实创新创业大赛南昌赛区开赛

中国（南昌）VR产业基地香港参展 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联想新视界南方总部落户南昌VR基地

本土出品·全国领先——全国首个AR/VR广场在南昌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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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南昌市政府与联想新视界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整合优质资源，组

建联想新视界南昌平台公司暨联想新视界

南方总部公司，落户“中国（南昌）虚拟现实

产业基地”，共同打造 VR/AR 行业应用全

球领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