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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第二届中国虚拟现
实创新创业大赛“业达杯”全国总决
赛暨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
在烟台召开。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营
销副总裁常刚在会上作了《虚拟现
实与增强现实产业发展与展望》主
题演讲。他指出，2019 年 VR 发展
形势相对乐观，头显出货量有望回
暖，AI、5G将为VR/AR带来无限算
力，促进VR/AR的成本下降和体验
提升。

常刚表示，相对于2017年，VR
头盔出货量有所下降。一方面，VR
产业的成熟度、应用系统的吸引力
需要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生态系
统的繁荣需要培育，只有这样才能
持续拉动C端需求。另一方面，VR
产品的用户体验还有提升空间，重
量在500克及以上的头盔，无法满足
用户长时间使用的需求，用户体验

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019 年，VR 发展形势相对乐

观，预计 VR 头显出货量将回升到
2017 年的水平，这源于 VR 产品技
术能力的提升，使得用户体验越来
越好。今年，主流头盔重量将降至
400克以下，部分一体机头显会小于
300 克。头盔本身的轻薄化，加上
4K高清配置，将推动VR眼镜进步
步伐的加快，对用户体验提升有显
著的作用。

在B端市场，如科普、文教、旅
游等领域，“VR+”的行业应用越来
越多。“VR+”应用正在各个行业渗

透，B端、C端的叠加也是推动2019
年VR产业回暖的重要因素。

VR产品形态有三种，移动VR
（手机盒子）、一体机和主机VR。移
动VR促进了VR对市场的普及教
育，之后其比重在VR头显市场会越
来越少。一体机在2019年的出货量
有望超过主机 VR。受益于 5G，一
体机能力会有更快的提升，在VR版
图里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AR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近
两年，AR 设备出货量接近百万水
平。今年微软、谷歌都在发布AR相
关产品，有了VR、5G的加持，AR将

进入快速增长通道。AR还有很多
限制因素需要突破，例如光学技术
成熟度还需提升，设备及关键零组
件成本居高不下，AR产品在消费端
的普及面临价格障碍。

常刚表示，未来两三年，VR/
AR的主导力量将集中在两个领域：
首先，AI赋能。当AI成为一个超级
大脑，不管是语音识别还是视频图
象识别、物体识别等，都可以通过无
处不在的5G连接，将计算能力分发
到VR/AR头显。目前最主流的VR
产品形态需要连接到所谓的主机
（PC机或游戏机），5G商用之后，基
于无处不在的网络和人工智能，AR、
VR在头显侧的计算负担完全解放出
来，转移到云上。其次，当5G和人工
智能无处不在时，AR、VR头显成本
会有大幅度下降，加快用户接受速
度。歌尔将加强自身研发，基于一站
式的光学解决方案，推动 AR、VR
头显产品更快进入迭代发展期。

3 月 29 日，微软亚洲研究院副
院长张益肇在第二届中国虚拟现
实创新创业大赛“业达杯”全国总
决赛暨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指出，
人工智能和混合现实将共同促进行
业数字化转型。

从个人电脑到智能手机，混合
现实是计算的第三次浪潮。个人
电脑具有计算能力，但缺乏智能
性，且不便携；智能手机拥有计算
能力，可以实现移动访问，部分具
备情景感知的能力。而混合现实
通过边缘计算实现物理世界和数
字世界的全面融合，用户在不脱离
真实世界的情况下与数字信息或
全息影像交互。

微软混合现实技术框架包括
Microsoft Dynamics 365、Micro-
soft Partner等混合现实应用，Azure
认知服务，Azure混合现实服务，以
及边缘设备。

混合现实技术的使用场景包括
设计与原型、培训与发展、物理空间
规划、销售助手、远程协助和提升协
作效率等，并通过远程协助、培训及
任务指引、可视化协作和感知场景
的数据助力解决业务挑战，并促进
员工技能的提升，提升生产效率与
生产质量，将带来巨大的商业机遇。

未来，混合现实会改变人们工
作、学习、交流和做事的方式。针对
消费者，可以切身提升其社交与娱

乐体验；针对企业客户，则可以促进
生产与协作，改进企业项目与流
程。混合现实通过融入各行业场
景，促进行业数字化转型。

HOLOLENS 2 是微软发布的
新一代混合现实设备，根据不同人
的需求匹配其他设备，通过手势识
别，把现实和虚拟结合在一起，广泛
应用于制造、医疗、舞台设计等众多
领域，在为用户带来更舒适的佩戴体
验和更具沉浸感的混合现实体验的
同时，其生态系统可提供多种第一
方和第三方混合现实解决方案，能
够在可靠性、安全性、云的可扩展性
以及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深层次挖掘。

Dynamics 365 混合现实应用
可以赋能员工，优化业务流程。支
持远程快速解决问题、空间规划、边
学边做以及产品展示功能，助力商
业机构和开发人员在构建解决方案
时实现环境感知、多人跨平台协作，
以及企业级智能安全。

Azure Kinect是可帮助企业构
建 AI 视觉解决方案的一款深度感
应摄像头，可应用于制造业智能测
量、智能卸垛、工作场所安全、培训、
监控，以及医疗、零售行业和机器人
等领域。

通过智能终端感知世界，并通
过 AI 方法来理解世界。“我相信真
的有办法把人工智能和混合现实能
力释放出来，让各行各业应用这个
能力。微软希望未来能找寻更多合
作伙伴，做出更多垂直领域的应
用。”张益肇说。

3月29日，浪潮AI首席架构师
张清在第二届中国虚拟现实创新创
业大赛“业达杯”全国总决赛暨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上表示，
计算推动了AI的巨大发展，AI计算
架构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但与此
同时，AI 计算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高效AI计算系统设计将尤为重要。

综观整个AI产业，其发展势头
和投资势头皆处于增长态势。AI整
个产业链中包含芯片提供商、AI服务
提供商、最终用户和AI计算力提供
商等多个环节，其中AI计算作为整
个AI产业的“基础设施”，投资比重
几乎占到一半以上且将持续增长。
可以说，AI计算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为应对大规模生产挑战，张清
提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AI 计

算系统设计与优化。
一是通过计算平台与算法、应

用场景的共同设计。张清表示，要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针对不同
计算模型的特点和应用场景，从数
据的处理、标注到整个训练推理上线
来构建合理的计算系统平台，实现整
体资源的管理、调度和监控。AI计算
平台主要分为训练端和推理端两部
分。训练平台需要应对包括视觉、
语音处理等复杂的业务场景和不同
模型的特点进行差异化定制；推理

平台形态则比较丰富，除了数据中
心端之外，还有端侧、终端和边缘
端，其计算架构也逐步从通用计算
架构形态发展到定制化架构。

二是可以通过计算平台管理优
化，提升计算吞吐与并发。从系统管
理角度来讲，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
软件管理平台需要从数据处理到模
型的开发、训练、推理以及上线应
用等每一个环节的配合，来统筹构
建整条 AI 产业链。在此过程中，
首先，将分散资源集中利用成为关

键，这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其
次，针对不同用户需求，将不同资源
的配额进行优化，有助于实行资源
共享或独享等分类管理措施；最后，
适时实施调度策略有利于提升整体
计算效率。

三是通过计算框架的并行优
化，提升扩展效率与性能。开元框
架能够满足基本实验。若应用到实
际生产环节中，则需要更高性能的计
算框架，以串联起更大规模的系统。

四是设计自动AI工具，实现AI
应用快速开发，从精度与性能两个
方面提升应用效果。目前，许多传
统行业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例如
科研单位和石油企业）已经展开与
AI计算力供应商的深度合作，将AI
技术引入相应的生产和制造环节
中，来实现生产效率、产品性能和精
度和性能等全方位的提升。

3 月 29 日，百度创新中心负责
人庞东华在第二届中国虚拟现实
创新创业大赛“业达杯”全国总决
赛暨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
会上发表了题为《百度 ABC 助力
双创升级发展》的演讲。他指出，
百度 AI 的“ABC”战略将有效助力
创新创业升级发展。

百度人工智能布局包括终端服
务和云端服务，其中终端服务包括
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DuerOS、自动
驾驶系统 Apollo 等 AI 赋能的新业
务和手机百度、爱奇艺、百度地图等
新移动业务，云端业务包括百度智
能云和百度大脑。

2016年，百度发布百度智能云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三位
一体的发展战略，即“ABC”布局战
略，致力于打造最完备的人工智能
平台（AI），最开放的大数据服务
（Big Data），最先进的云计算技术
（Cloud）。

百度设立双创服务体系，打造
技术平台、服务平台、融资平台、资
源平台、业务平台和品宣平台，为
创业团队和开发者、中小企业提供
全方位的赋能和支持。“遇到一些
应用场景较好的优秀项目，百度愿
意依托双创布局内容为其提供平
台和资源支持，更会从人才培养角
度助推成长。”庞东华表示。

资源平台中的百度 AI 加速器
为学员企业提供顶级导师定制课

程、AI生态高级人脉资源和技术资
源、百度投资入股和定向量身定制
四大核心资源，全方位助推创新创
业发展。

百度云智学院和百度技术学
院提供专业的人才体系培养和课
程分享方式，设置包含大数据、
Web 技术、人工智能、百度方法+、
云计算和工程师进阶等课程，通过
线上课程、百度技术万里行、技术
沙龙开放日等多样化互动形式传
达给学员企业，助力AI人才培养。

百度对于“ABC”布局战略的
理解和定义随着行业发展不断升
级。从 2016 年“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
ABC1.0时代，发展到2017年“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赋能交通、
金融、物流、工业、医疗等行业的
ABC2.0 时代，再到现在的“ABC+
边缘计算、IoT、Apollo”赋能零售、
保险、农业、政务、银行等更多领域
的ABC3.0时代。

随着 ABC 概念的升级，ABC
对于双创服务的推进作用逐渐升
级。目前百度大力推进各行业应
用场景落地项目，在促进业务发展
的同时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案例。

“我们希望把这些跟大企业合作的
经验和案例分享给中小企业、开发
者和一些创业团队，成为其技术开
发、企业发展很好的支撑，帮助其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是百度做
AI 开放合作、ABC 双创的初衷和
目的。”庞东华表示。

3 月 29 日，知盛数据 CEO 王
晓梅在第二届中国虚拟现实创新
创业大赛“业达杯”全国总决赛暨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上
表示，在全球白热化的人工智能
竞争业态中，人工智能的落地不
仅使人机交互成为可能，更赋能
各个产业。

什么是人工智能？王晓梅用
“URL”三个字母简要概括。U 即
理解——互动，AI作为一个不知疲
倦的代理人向人类用户提供“专家
帮助”，在互动中，AI通过理解人类
文本（包括人类语言、语音和意识）
的方式进行互动。它能理解客户的
历史行为，并将上下文及以证据为
基础的推理引入交互过程。R即推
理——发现，人工智能用假设、论断

以及各种推理的算法来实现对人类
思考方式的真实模拟，这些推理的
算法实施和移植在AI系统中，帮助
人类发现以前无法想象的新洞察。
L 即学习——决策，AI 提供基于证
据的推荐，基于新的信息、结果及动
作，不断进化并提供更准确的答案，
并对决策历史提供审计跟踪。这一
过程可被归纳为“自主学习”的行
为，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最大
动力。

王晓梅表示，“AI+”已经成为

一种元素化的技术，出现在各种各
样的应用场景中，正在重构各行各
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传媒领域，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将
赋能传媒行业的内容生产，对用户
和媒介内容进行双向、全方位认知
来构建精准的个性化内容定制平
台，进而实现传媒行业高效、精准
化管理。在健康医疗领域，人工智
能通过医疗级智能可穿戴设备和
终端采集用户健康状态，链接个
人、医疗机构和医生，帮助实现慢

病管理一体化。在能源领域，人工
智能不仅帮助人们预测预警灾害
天气，还成为能源机构进行有效节
能减排的重要推手。

此外，王晓梅强调，AI 的灵魂
是数据价值链。大数据时代往往容
易出现无意义数据的堆积而难以捕
捉到高品质或强相关性的数据，近
两三年人工智能的前沿学术领域悄
然崛起了小数据的概念，其优点是
应用场景明确、功能简单明了，搜寻
符合要求的小数据成本明显低于大
数据。目前，人工智能产业界开始
借助小数据的前沿算法来实施人工
智能算法的推进。但不管是小数据
还是大数据，有价值就是好数据，他
们在本质上和 AI 都是同一价值链
中的要素，而这一价值链的激活需
要通过行业场景的注入，形成良性
循环的运营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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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三年，VR/AR的主导力量将集中在两个领域：首
先，AI赋能。当AI成为一个超级大脑，不管是语音识别还是
视频图像识别、物体识别等，都可以通过无处不在的 5G 连
接，将计算能力分发到VR/AR头显。

整个AI产业发展势头和投资势头皆处于增长态势。AI
整个产业链中包含芯片提供商、AI服务提供商、最终用户和
AI计算力提供商等多个环节，其中AI计算作为整个AI产业的

“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几乎占到一半以上且将持续增长。

大数据时代往往容易出现无意义数据的堆积而难以捕
捉到高品质或强相关性的数据，近两三年AI的前沿学术领
域悄然崛起了小数据的概念，其优点是应用场景明确、功能
简单明了，搜寻符合要求的小数据成本明显低于大数据。

未来，混合现实会改变人们工作、学习、交流和做事的方
式。针对消费者，可以切实提升其社交与娱乐体验；针对企
业客户，则可以促进生产与协作，改进企业项目与流程。混
合现实通过融入各行业场景，促进行业数字化转型。

百度希望把跟大企业合作的经验和案例分享给中小企
业、开发者和一些创业团队，成为其技术开发、企业发展的很
好支撑，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是百度做AI开放合
作、ABC双创的初衷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