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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在教育行业耕耘已久，在
K12 与成人教育、通识与专业培训
等领域形成了解决方案。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合作研发的“口腔医学
牙周操作实验教学”模块、重庆医科
大学口腔医学院合作研发的“牙拔
除虚拟仿真系统”先后获批2018国
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威爱教
育、百度VR、网龙华渔等企业的VR
教室、VR实训中心陆续在高校、职
业学院、中小学形成试点。华为
iLab 与 Strategy Analytics 发 布 的
VR教育白皮书指出，教育是VR行
业中发展最快也将最先落地的领
域，随着政策的鼓励和市场的驱动，
VR 教育市场持续增长，运营商在

VR教育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将推动VR教育的持续发展。

威爱教育共同创始人、总裁吕
云向《中国电子报》记者指出，VR与
教育的结合点在于认知和实践。在
认知方面，利用VR学习在专注力、
认知过程、记忆效果方面较传统学
习有显著提升，对于理论型、认知型
教育起到助推作用。在实践类学习
中，VR凭借临场感、沉浸感、风险可
控，适用于精密部件拆装、灾害演练
等高危、高复杂、高成本实训场景，
可结合 AI 打分、轨迹回放等手段，
有针对性地提升实训效果。在微
观、宏观尺度，VR可以将学习视角
具象化，例如以血红细胞的视角观

看人体血液循环等。
“目前，越来越多的实习、实训

已经以虚拟现实、虚拟仿真的形式
进行，例如大型飞机的组装过程、结
构认知等，可以基于虚拟仿真系统，
在多人、远程、异地的情况下开展。
在高校，我们将学校的特色课程VR
化，提升教学效果。在中小学，虚拟
现实教学可用于科学、德育、安全、
心理健康等课程，包括克服演讲恐
惧症等具体场景。”吕云说。

相对VR教育，AR教育仍是蓝
海。亮风台市场总监洪雁菲向《中
国电子报》记者指出，VR/AR 有助
于知识获取效率和训练能力的提
升，AR培训在具体环境进行，例如

在医学培训中，如果只使用VR进行
沉浸式练习，在面对一具真正的生
物躯体时，难免会出现对应不上的
感觉，这时AR将虚拟指导信息融入
具体环境的模式将发挥优势。

VR 教育还有哪些待优化空
间？吕云表示，对于大学教育，VR
教育在认知类部分需要和慕课等互
联网平台结合，如5G+VR+慕课的
精品化教学资源；在实践方面应继
续深化虚拟现实和虚拟仿真实验
室，让实训过程更加安全可控、成本
可控。对于中小学教育，基于5G和
VR普及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均
衡，是VR教育的优势所在，也是后
续的重点任务。

近几年，中国整体企业和消费
者的数字化转型快速发展， 智能
家居产业和生态系统被彻底激
活。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
完善，促使智能音箱在人机交互方
面能够提供更好的体验，为更多家
庭带来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根
据《IDC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季
度跟踪报告》，2019 年第一季度，
智能音箱市场出货量达到1122万
台，同比增长 787.2%。智能音箱
在中国市场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
萌芽阶段，终于如雨后春笋般地兴
起。IDC中国助理副总裁王吉平
认为，智能音箱在中国市场单季度
突破 1000 万台销量，说明其家庭
普及率虽然不及智能手机，但是已
经和PC、智能电视等产品相当，且
未来可展望的空间将更大。随着
社会进入以移动、社交、大数据、云
的第三平台阶段，智能音箱成为家
庭数据的重要入口之一，因而品牌
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市场第一
的位置从前几个季度的阿里巴巴
转变成本季度阿里巴巴与百度并
列第一，就充分说明竞争的激烈程
度。

阿里巴巴的天猫精灵产品涵
盖天猫精灵 X1、方糖和曲奇以及
带屏产品天猫精灵 CC。其中天
猫精灵方糖作为主打产品，以高性
价比和主场优势在天猫渠道赢得
大批流量。尤其在1—2月伴随各
类春节促销活动，与插座等产品搭
配 组 合 的 平 均 价 格 下 调 10% ~
20%，线上渠道支撑起其绝大部分
出货量。此外，天猫精灵智能音箱
能够联动控制多个品牌的家电等
产品，一方面丰富了智能音箱的应
用场景，也促进了天猫与第三方品
牌的广泛合作。

百度的智能音箱产品包含小
度智能音箱，小度智能音箱Pro版
以 及 带 屏 产 品 小 度 在 家 1C 和
1S。其中小度智能音箱以第一季
度平均单价10美元（税前）的高性
价比优势占据了百度旗下智能音
箱产品的大部分出货量。另外，小
度在家通过屏幕交互，大大丰富了
用户的使用体验，成为第一季度中
国市场上出货量最高的带屏智能
音箱产品。此外，在 2019 年央视
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上的营
销活动，包括广告投入、抽奖赠送、
优惠券发放等，为百度在春节期间
导入大量流量并形成有效转化。

小米的智能音箱产品主要包
含小米 AI 音箱、小爱音箱 Mini、
小爱音箱 HD 以及小爱触屏音
箱。其中AI音箱成为小米出货量
最高的智能音箱产品，零售价在
30~40 美元价格段内仍然是势头
最为强劲的产品。而小爱音箱
Mini存在部分缺货情况，且缺乏
用户补贴，因此在入门级产品的
竞争当中略显劣势。小米智能音
箱背后关联的米家生态链为其提
供了 IoT 生态的广泛资源，也是
未来小米智能音箱在竞争中持续

发力的重要筹码。
针对本季度中国智能音箱市

场井喷式发展，IDC认为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

一是第三平台技术促进智能
音箱市场快速增长。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移
动和社交为核心的第三平台技术
快速发展，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
智能终端设备中的方方面面，语
音助手成为人工智能在语音交互
层面的重要应用。智能音箱作为
普及语音助手的重要硬件载体，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优化中迎
来快速增长。

二是用户补贴极大推动了互
联网厂商的发展。

IDC 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
第一季度，互联网厂商阿里巴巴和
百度的智能音箱出货量基本持
平。向用户提供补贴，做出价格让
利是两家在市场出货量上拔得头
筹的共同因素。互联网厂商在智
能音箱市场的大力投入主要源于
对于用户基数和数据量的高度重
视，这与其将智能音箱作为 AI+
IoT 生态的入口产品这一战略布
局密切相关。

用户基数的扩大，一方面能够
带来语音交互的普及率，另一方面
考虑到IoT生态布局，智能音箱将
在语音交互层面带来更多的流量
入口。而语音数据量的有效积累
从长远角度看将有利于优化语音
交互的准确率，提升用户体验。

三是渠道的多元化成为市场
发展的重要推助力。

智能音箱市场的渠道主要包
括自营渠道、电商平台、零售渠道、
代理渠道以及运营商渠道等。
IDC统计发现，2019年第一季度，
阿里巴巴和百度分别以强势的电
商流量和丰富的渠道和营销活动
取胜，在出货量以及销售转化上都
非常接近。

其中，阿里巴巴的渠道结构在
主要以天猫销售为主的同时，通过
多家经销商广泛渗透到运营商、数
码店铺、银行保险、礼品等线下渠
道。百度的渠道种类丰富，除了天
猫和京东等电商平台之外，之前在
运营商渠道积极拓展的努力于本
季度转化出显著的拉动效果，成为
其出货渠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米主要以自营渠道和电商平台
为主。其中线上自营官网和线下
自营门店的出货量为其整体市场
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厂商的渠道策略将呈现
多元化，运营商将成为智能音箱市
场渠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IDC 中国助理副总裁王吉平
认为：智能音箱厂商不仅应关注眼
前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开拓未来潜
力市场，优化自身解决方案。解决
打开中老年市场、4~6 级市场，完
善智能音箱的生态系统等一系列
问题，这样才能避免智能音箱市场
出现昙花一现的现象。

中国中国VR/ARVR/AR市场持续增长市场持续增长
哪些领域最吃香哪些领域最吃香？？

张心怡 刘宇威

VR/AR正通过技术赋能切入各行各业，应用场景逐渐明确，商用落地更加丰富。IDC预测，至2023年，中国AR/VR市场支出规
模将达到652.1亿美元，5年复合年增长率（2018年—2023年）将达84.6%，高于全球市场78.3%的增长率。在商用领域，支出规模
最大的应用场景依次为培训、零售展示和工业维修。在消费领域，VR游戏、AR游戏、VR视频的支出规模预期将于2023年达到
95.9亿美元。重点应用的落地普及，将为VR/AR导入更多行业、更多节点创造契机。

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

音箱市场破千万大关

Gartner指出，到2020年，将有1
亿人使用AR在商店、网络购物，消
费者能够在不同环境下体验产品可
视化。亚马逊、沃尔玛、Tesco、宜
家、阿里巴巴、京东都在基于AR部
署3D产品展现、结合实景的促销活
动等场景，打造完整、灵活的购物体
验。洪雁菲指出，AR零售展示的发
展需要领军企业的带动、优秀工具
的推出、AR硬件的普及。目前手机

是AR的主要载体，手机底层设计、
引擎、摄像头可进一步提升对AR的
支持，一旦AR眼镜进入消费市场，
将推动AR在生活场景的深入。

在观影方面，针对VR视频特
点，爱奇艺推出了4K分辨率VR一
体机，创维推出了8K硬解码VR一
体机。爱奇艺 5G 事业部负责人赵
国栋表示，水平视场角越大，视网
膜接触到的有效信息就越多。对于

人眼，90°到 100°是舒适观影范
围。在显示产品类型当中，VR具
有这样的能力，且不受占地面积的
限制。VR有望成为5G时代的最佳
观影设备。

在游戏方面，近期 AR+LBS 热
力不减，Niantic 和华纳兄弟联合开
发的AR+LBS新游《哈利波特：巫师
联盟》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
的 安 装 数 超 过 十 万 次（Sensor

Tower 数据），腾讯推出的《一起来
捉 妖》也 在 上 线 当 天 登 上 App
Store 免费榜榜首。同时，VR 大空
间游戏、VR车载娱乐，以及《权力的
游戏》等大 IP 的 VR 版本也在引发
玩家的关注。随着5G的普及，VR/
AR设备将走向无线化、轻薄化，内
容渲染时延和派发成本进一步降
低，解锁更多生活、社交场景，开启
感知交互新时代。

近期，VR/AR 在工业领域动
作不断。亮风台与海尔工业智能研
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将在技术研
究、方案研发、产品测评等智能制
造的多个环节展开合作；SAP与悉
见 科 技 联 合 研 发 ， 将 悉 见
XMAN AR眼镜与SAP EWM仓
储管理系统融合，员工根据AR提
示获取并分拣货物，无需寻找货架
及货品位置。PTC 发布的 《State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系列报
告指出，AR技术为前线工作人员
提供更好的教学、指导和培训，实
现必要的劳动力优化，68%的工业
企业正在加速采用AR。

AR 在工业的应用“既长且
深”，贯穿于设计研发、生产制
造、员工培训、维修巡检、售后服
务等智能制造全生命周期。洪雁菲
向记者表示，AR在工业的应用价

值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操作人
员的培养，利用 AR+AI 将操作步
骤、结构认知、参数数据可视化，
增强操作人员的认知、感知、执行
能力；二是提升人和人的交互能
力，基于AR的远程协作，允许供
应商、专家以第一视角观看现场，
为现场交互、实时指导、素材传输
创造便利。

以AR远程协作为基础的检修、

会商、诊断，是 AR+工业较为成熟
的导入场景。洪雁菲指出，AR远程
协作通过接入到客户已有的工业或
数据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工作，应用
场景广泛、部署成本较低，可接入第
三方服务或者扩展性的功能研发，
为企业预留发展空间。

“这对新技术的应用是一个很
好的刺激作用。在公安、医疗场景
同样适用。”洪雁菲说。

教育：VR重塑认知实践，AR教育仍是蓝海
基于5G和VR普及优质教育资

源，推动教育均衡，是 VR 教育接
下来的重点任务。

工业：AR赋能既长且深，远程协作日臻成熟
AR 在 工 业 的 应 用 “ 既 长 且

深”，贯穿于研发、制造、培训、
售后等智能制造全生命周期。

消费：生活场景不断深化，借力5G寻求爆发
随着5G的普及，VR/AR将解

锁更多生活、社交场景，开启感知
交互新时代。

本报讯 杭州易现先进科技有
限公司日前宣布完成逾亿元人民币
首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元禾原点领投，新
湖智脑、头头是道等跟投，网易为原
始股东持股，该公司主打业务是
AR+AI。

易现孵化于网易人工智能事业
部，由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晓燕
自2011年始建于网易杭州研究院，
承担集团全栈 AI 技术的应用和探
索，并通过服务网易系主要互联网
产品触达近10亿用户，峰值期间覆
盖 8000 万人/天。其团队分别在
2015年、2017年进入增强现实（AR）

和数据智能领域，现集聚百余名国
内外顶尖计算机视觉、图形学、数据
智能为主的技术人才和一批携带网
易基因的产品专家，拥有发明专利
超过20项，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国
际顶级学术会议，曾经在AR顶级学
术会议 ISMAR 获得 Best Poster 奖
项，并数次作为课题牵头单位参与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浙江省工程中
心和杭州市重大项目等。

该公司宣布，本轮融资后，易现
将加码AR+AI体验赛道，继续打造
优质、重度的AR内容能力和先进的
数据智能，并希望在与5G技术和商
用环境同步成熟的大背景下走向融

合，用3～5年的时间发展成为全球
领先的“智能化沉浸式AR体验”提
供商。

在增强现实领域，易现认为当前
AR产业在设备端具备产业驱动优
势，既有智能手机这类成熟保有量设
备，又有AR眼镜、Pro-Cam等新兴
硬件形式承载；在应用端既有基于用
户的移动流量，又有基于固定地点的
场景流量；而在体验端，易现秉承分
别植根于网易游戏和人工智能事业
部的3D内容制作和人机交互技术的
累积优势，在开发框架上采用一套偏
向重度、游戏的思路，其制作和应用
在得到全球诸多知名品牌方的商业

价值认可的同时，也将积极参与行业
AR内容标准的制定。

易现认为，如何让这种领先的
内 容 能 力 帮 助 广 大 内 容 开 发 者
（CP）尽可能高效地针对多端流量
开发高质量AR内容，提高其运营效
率以及盈利，将直接影响AR产业的
商业化落地速度。

为此，在拥有业内第一梯队ISV
和游戏工作室合作伙伴、移动端AR
内容分发平台流量已领先市场的基
础之上，融资后的易现将以营销、游
戏和教育为重点应用场景发力，着
眼商业化落地，构建更为全面的AR
应用合作生态。

本报讯 6 月 11 日，“JD-AR
& ARCore by Google 消费应用
创 新 大 赛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
JD-AR & ARCore by Google消
费应用创新大赛是针对 AR 技术
的大规模竞赛，由京东与 Google
联手打造，面向国内外开发者团队
及个人，为全球开发者提供国际一
流水平的开发与交流机会。经过
60 天扣人心弦的海选，15 个极具
前瞻的创新项目从近 500 个报名
的开发团队中脱颖而出，进入决
赛。又历经2轮激烈角逐，最终前
9名团队分享了29万元总奖金。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零售技
术与数据中台负责人黎科峰表示：

“我们已经跨入天工计划3.0时代，
每天有超过 100 万用户在使用我
们的AR功能。使用我们AR产品
和解决方案的用户，平均停留时长
提升超过70%，有效订单转化率在
彩妆品类上提升了 40%、3C 品类
提升了 25%。这些数据都证明，
AR 技术给用户提供了更多身临
其境的购物体验，让用户更加喜爱
我们的平台与合作品牌。”

近日，工信部向国内四家运营

商发放 5G 牌照，关注 AR 领域的
人们奔走相告：AR应用的井喷时
代就要到来！随着5G落地，具有
高带宽、低时延、海量通信等特征
的5G网络，将为侧重图像、视频应
用的 AR 技术扫除最后的限制条
件，使AR有望成为5G时代的“杀
手级应用”。

黎科峰认为，随着消费者端呈
现出场景多元化、需求个性化、沉
浸式体验等特征，在感知数据化、
云端智能化的数据驱动下，无界零
售已成为行业终极趋势。在新的
市场环境下，要为用户提供更具创
新性的体验与服务，AR都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手段。

AR的应用离不开场景，而京
东作为打通供应链、物流、技术、金
融、服务的全生态体系，具有丰富
的场景。这些都给 AR 技术应用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AR+实物
消费领域，京东 AR 视界为荣耀
20 Pro 手机提供了全球 3D 产品
首秀，让消费者可以非常直观地体
验手机产品的外观、操作、性能等
诸多细节，与产品进行互动交互，
如同身临其境。

京东联袂谷歌推AR创新

易现获上亿投资 主打AR+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