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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 2014 到 2016 年的爆发

式增长后，VR行业在此后的一年半

时间内逐步归于理性。丁文华表

示，4K 时代到来后，人们对画面的

追求已经发生质的变化，VR被赋予

了创造出与真实世界一样的“虚拟

场景”的使命。如何缩小用户对于

VR 产品的高预期和实际体验感受

之间的落差，成为消费级VR发展的

关键任务。

与此同时，VR在垂直行业的应

用正平稳地“驶向深海”。VR 早已

不是“发烧友”的小圈子，当前，5G

与 VR 结合，将在 2B 市场释放更多

使用场景。

工信部在《指导意见》阐述了

“推动重点行业应用”的必要性。虚

拟现实技术产品在医疗、教育、文化

等行业领域的应用，将开发创新融

合的发展路径，培育新模式、新业

态，拓展虚拟现实应用空间。

文娱领域的应用是 VR/AR 产

业的“第一战场”。2019年江西卫视

推出首个基于5G网络的超高清全景

VR春晚。春晚借助江西联通的5G

技术支持，采用VR全景视频解决方

案，在场馆内外部署多台8K超高清

全景摄影机同步拍摄，经过拼接和视

频编解码处理后，再通过5G网络实

时急速回传，对 VR 眼镜、手机等不

同的终端实现视频转码。第52届美

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超级碗”的比

赛中，爱立信和美国电信业巨头Ve-

rizon为运动员们打造了一款特殊的

橄榄球头盔，在头盔上加装了VR摄

像头，运动员带上头盔后可完全通过

VR装置进行橄榄球运动。

VR/AR 不仅是影音视听的进

一步拓展，更作为一种新型信息展

示载体，与各行各业进行承载性对

接。其中，VR/AR已经在赋能医学

治疗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王涌

天表示，AR已经可以辅助医生进行

手术模拟、医疗规划引导、人体器官

模拟等操作，特别是手术导航技术

已经规模应用。目前的医疗手术正

从传统的开放式手术向微创和介入

式手术发展。在微创手术中，以AR

技术为核心的手术导航系统将“虚

拟”物体和“真实”场景相融合，深入

探寻并直达病灶，摆脱了传统图像

设备不清晰、低维度等局限性。

VR/AR 在工业领域也动作不

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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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方面，

谭建荣强调，数字孪生和虚拟现实

的结合应用将大幅推动产品在设

计、生产、维护及维修等环节的变

革。数字孪生利用物理模型，使用

传感器获取数据的仿真过程，在虚

拟空间中完成映射。数字孪生并不

仅仅复制外形，还会把内部构造复

制出来。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产生的

汽车 3D 模型，可以看到内部零件、

接头在车子运行中的变化。

在员工培训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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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维修巡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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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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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VR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

还较处在早期阶段，需要尽快利用

先进技术来解决建模和传输两方面

的难题。赵沁平表示，建模是VR行

业永恒的主题，不同于在娱乐行业

中基于图形图像维度的模型创建，

VR 在战略性行业中的建模对象更

加复杂和多维，对模型精准度的要

求也会更高，例如军事领域中，VR

是基于运动学、动力学来精准建模，

在医疗领域是基于物理特征、生理

特征和材料学进行建模。此外，算

力和数据传输速率成为提升 VR 设

备性能的关键因素，5G网络技术将

对VR行业，特别是为数据传输和移

动终端的边缘计算能力带来显著的

推动作用。

本报讯 近日，一年一度的消

费电子盛会 CES Asia 2019 如期

于上海拉开帷幕，Pico携旗下产品

亮相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带来

4K 级 VR 体验和 3D Sensing 交互

展示。

本次展会上，Pico展示了旗下

最新 VR 一体机 Pico G2 4K。作

为旗舰级一体机产品，Pico G2

4K 配备了标准 RGB 排列的 4K

VR 定制屏幕和骁龙 835 驱动平

台。相较于前代产品，G2 4K 在

屏幕分辨率和屏幕晶格感上均有

显著提升，VR屏幕颗粒感大大降

低，图像更加细腻清晰，更好地满

足大众对于视频体验清晰度的要

求。在 CES Asia 现场，Pico 呈现

了多部4K/8K超清VR视频，如韩

国优质内容方 Vision VR 提供的

《Saturday》、《StarDate》等。在近期

6.18 电商大促期间，Pico 也凭借

G2 4K 的优异表现，在活动首日

赢 得 京 东 VR 眼 镜 品 类 销 售 额

TOP1品牌席位。

Pico还展示了与Visbit合作的

8K/12K VR 视频内容，以及基于

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投

影 灯 Pico Air Light。 Pico Air

Light集合了投影、深度信息检测、

音响及照明功能，能识别物体并基

于识别的物体或轮廓展示相关信

息，甚至完成三维空间交互。该产

品也获得了 CES Asia 2019 创新

奖获奖产品。同时，Pico展台也展

出了旗下基于高通平台的3D智能

摄像头产品 Pico Air Camera，可

以通过面部识别、手势识别，结合

深度数据和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技

术，具体呈现 3D 感知能力在实际

生活场景中的应用。 （文 编）

55GG时代时代
VRVR如何为行业转型赋能如何为行业转型赋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旭齐旭

凭借凭借 55GG、、AIAI、、44KK等等
新兴技术的持续赋能新兴技术的持续赋能，，
VRVR不仅在内容开发不仅在内容开发、、数数
据传输据传输、、画面显示等方画面显示等方
面不断提升面不断提升，，还将打通还将打通
文娱文娱、、医疗医疗、、教育等垂直教育等垂直
行业行业，，成为战略性行业成为战略性行业
的重要使能技术的重要使能技术，，使虚使虚
拟与现实拟与现实““无缝对接无缝对接”。”。
在近日召开的在近日召开的““20192019国国
际际VR/ARVR/AR暨三维显示大暨三维显示大
会会””上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沁平赵沁平、、谭建荣谭建荣、、丁文丁文
华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王涌天等围绕王涌天等围绕““55GG时代时代
VR/ARVR/AR技术赋能全行业技术赋能全行业
智能智能、、高效发展高效发展””展开讨展开讨
论论，，共同探讨共同探讨55GG环境下环境下
VR/ARVR/AR的发展趋势和应的发展趋势和应
用前景用前景。。

对于虚拟现实技术，人们最大

的感受在于其对传统信息传达方式

的颠覆，提供了新型的人机交互方

式。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

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指出，虚拟现实融合应用了多媒

体、传感器、新型显示、互联网和

人工智能等多领域技术，能够拓展

人类感知能力，改变产品形态和服

务模式，给经济、科技、文化、军

事、生活等领域带来深刻影响。

《指导意见》还强调，大力推动VR

产业发展主要从“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丰富产品有效供给、推进重点

行业应用、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构

建标准规范体系、增强安全保障能

力”六方面入手。其中，实现核心

技术的突破是发展 VR 产业的核心

手段。

高质量、大流量的内容是 VR

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通信网络

的带宽和时延提出了更高要求。丁

文华指出，VR/AR 终端内容的呈

现依托于数据传输、存储和计算能

力，5G 的大带宽和低时延能提供

良好的通信基础，满足了实时观看

超高清 VR 内容和实现顺畅人机交

互体验的需要。

谭 建 荣 表 示 ， 5G 时 代 ， 计

算、存储、渲染将转移至云端，

更轻量、更便携、性价比更高的

VR 终端将会出现，带动 VR 市场

的全面爆发。芯片是提升 VR 终

端性能的关键一环，其提供的强

大 算 力 ， 可 帮 助 头 显 实 现 纤 薄

化、轻量化和深入式沉浸体验。

芯片厂商高通在 VR 领域早有布局

并投入巨大。其在 MWC2019 上宣

布与 OEM 厂商、运营商、平台供

应商合作，打造可连接至 5G 智能

手 机 的 扩 展 现 实 头 显 （XR

viewers） 的下一代沉浸式移动计

算体验。该头显不仅可以提供视

觉效果丰富且交互式的 AR/VR 体

验，还支持高分辨率显示器和先

进 的 “inside-out” 六 自 由 度

（6DoF） 追踪。

借5G技术东风，VR/AR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高质量、大流量的内容是 VR

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通信网络
的带宽和时延提出了更高要求。

推动行业转型，“VR+”催生新业态
人们对画面的追求发生质的变

化，VR 被赋予创造与真实世界一
样的“虚拟场景”的使命。

本报讯 近日，OPPO 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高级研究总监全书学博

士在中国增强现实核心技术产业联

盟（CARA）成立仪式上指出，随着

AR平台、内容、用户需求场景三方

条件的逐渐成熟，AR生态将进一步

丰富与发展。当前AR的挑战主要

集中在光学引擎、3D交互、续航重

量，应用开发与生态几方面。OP-

PO将持续研发探索，构建以用户体

验为核心的AR软硬件平台。

OPPO 自 2014 年 开 始 投 入

AR领域的研发，并于2018年正式

建立团队，致力于将数字世界与现

实世界结合，以丰富的AR应用体

验为消费者创造更多实用价值，并

通过开放平台赋能开发者，推动

AR的应用和普及化。

OPPO 自建的 AR 开发平台

ARunit 包括 AR 底层驱动引擎、

AR 内容创作工具链、软件 SDK、

开发者应用工具模块等，能够帮助

开发者快捷高效地打造具有突破

性用户体验的AR应用。目前，基

于ARunit已有导航、购物、游戏等

行业的应用落地，为用户带来了丰

富有趣的 AR 体验。未来 OPPO

将不断改善硬件与算法，通过软硬

件结合，提升 AR 体验的互动感、

真实性以及精确度。同时，OPPO

将充分探索 AR 与其他前沿技术

的融合应用，挖掘 AR 价值，为消

费者在 5G+时代带来更加优质的

AR体验。 （文 编）

本 报 讯 在 近 日 举 行 的

“JD-AR & ARCore by Google

消费应用创新大赛”上，京东集团

副总裁、京东零售技术与数据中台

负责人黎科表示，京东已经跨入天

工计划 3.0 时代，每天有超过 100

万用户使用京东 AR 功能。使用

京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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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C品类提升了25%。

京东自 2016 年就开始 AR 电

商布局。2017年5月，京东正式开

启天工计划 1.0，同年 12月推出天

工计划 2.0，2018 年 5 月则进一步

升级成为天工计划 3.0，以每半年

迭代升级一次的速度推进。

从发展阶段来看，天工计划

1.0 阶段主要是打造全品类的 3D

模型数据库，完善 3D 引擎。天工

计划 2.0 阶段，京东推出了京东

AR 视界、京东试试等产品，并对

合作伙伴开放赋能。到 3.0 阶段，

京东AR开放平台正式发布，将能

力向合作伙伴全面输出，用积木式

的开发模式赋能合作伙伴,目前已

构建起面向零售消费场景的全面

技术能力与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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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或

缺的手段。 （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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