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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昀：

江西打造VR产业

六大高地

近年来，江西省将发展虚拟现实产

业作为培育新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积极谋划，举全省之力加以推进。特别

是 2018 年 世 界 VR 产 业 大 会 的 成 功 举

办，为江西引领虚拟现实产业基础和产

业发展创造了新契机、确立了新起点。

江西省以全国首个省级 VR 产业发

展规划为纲领，编制了《VR 产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计划》等文件，规划了技术路

线图、曲线分布图，构建了形成“四大目

标、四大重点、一大布局、七大工程、五大

保 障 ”的 VR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纲 领 。 到

2023 年，预计实现产值将超过 1000 亿元，

形成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协同推进的

发展格局。打造虚拟现实产业集群高

地、技术创新高地、应用示范高地、人群

集聚高地、政策环境高地、开放合作高地

等六大江西高地。

习国燕：

可视计算

推动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虚拟现实可视计算已经成为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可视计算技术除

涵盖虚拟现实外，还包含大数据、可视大数

据、可互动分析等，其应用领域广泛。

本次论坛以“虚拟现实可视计算产业

发展案例分析”和“海外 20 多年来成熟的

经验分享”为主轴，展开探讨和交流，具有

六大看点：一是中奥和中欧联合重磅办

会；二是全球火热，行业发展势在必行；三

是院士领先，创新蓝海；四是权威对话，精

准应用；五是前沿技术，现场发布；六是推

荐洽谈，力促合作。专家可以在交互分

析、三维可视化、大数据处理、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数字工厂、防灾减灾、应急管

理、预警预报、物联网和现代农业等方面

进行专业探讨。通过探讨该领域的发展

趋势，可以用可视交互分析技术，诊断企

业生产、发展的弊端，优化生产过程，预测

发展前景，推介成功案例和优秀应用成

果，探索国际金融结构性融资模式。

迪特尔·施马尔斯蒂格：

可视化+VR

带来更好体验

虚拟现实可以通过数据打造沉浸感，

增加用户对空间的感知。AR能增强真实

世界当中的数据，增强用户与自然的联系，

尤其是针对智能手机用户。

如何将可视化和VR结合起来？我们

可以使用身体的传感系统，更好地感知数

据。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容易的方法，进行

直接3D交互。这对于我们的设计非常有帮

助。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可视的元素，是虚

拟化、沉浸式的，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体验。

阿尔弗雷德·皮特勒：

可视计算

助力自然资源规划

VR可以帮助我们规划和实施很多方

案。自然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基，

在有规划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可

持续的、多目标的管理手法。在管理中，需

要了解地点、类型、数量、质量等自然资源

的维度。事实上，我们应该关注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采取可持续管理、可持续发

展的模式。自然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我们

必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并实施。

如果我们要管理自然资源，就必须有

自然资源库。为此，我们需要数据，需要

信息中心。整个数据管理系统必须由一

个非常强大的软件来驱动。通过这样的

数据库，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自然资源管

理的整个过程，这对于自然资源管理是非

常重要的，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

要的。我们有了这样的库，就可以开始建

模。也就是说，使用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技

术，可以助力自然资源的总体规划和具体

规划。

刘中一：

可视计算为科学决策和

精准执行提供依据

可视计算技术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技术，AR、VR、MR、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这些都离不开可视计算。

可视计算技术涵盖的内容有很多，如三维

建模渲染重构技术、大数据可视化技术、

大数据可视分析技术、计算机图形及模式

识别技术、交互技术、人工智能 AI（机器

学习、深度学习）技术、云计算技术、优化

算法技术以及软硬件匹配融合技术等。

可视计算技术以计算机图形学、计算

机视觉和可视化为学科基础，主要进行大

规模动静态数据获取与融合、高精度 3D

建模、渲染与编辑、复杂场景重建和分析、

海量信息可视化、大数据可视互动分析处

理、计算机图形识别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

等方面的研究。

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是利用计算机技

术，将事物（工厂、城市等）数字化，再通过

算法将数字图形化，即可完整的克隆出事

物的多维空间模型状态，并进行模拟、推

演、测量、播放、增益、分析和优化，为科学

决策和精准执行提供依据。

Marina Lima Mederiros：

VR为用户提供

丰富体验空间

在虚拟现实中，我们如何感受空间？

对于心理学家来讲，他们都知道人类并不

能平等地感受空间，而对空间有不同感受

的角度。

第一个是个人空间，距离我们的身体有

1.5米，我们自己可以去碰触。在个人空间之

后，我们还有一个行动空间，范围在1.5米到

30米内，包括我们的身体以及社交关系，我们

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进行活动。

第二个是视野空间，也就是你可以看

到的背景，它可以给我们每日的交流活动

带来更大的范围，这个空间是30米开外的

范围。3D的交互设计是非常具体而有赖

于技术的。比如说你的笔记本电脑、鼠

标、键盘等，可以在这个模式的帮助之下

进行3D交互。我们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来进行交互和互动，或是和朋友进行电话

交流，但基本上这些交流跟电脑交流差不

多，能取得类似的效果。

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功能的开

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VR 的体验，比如

让用户有足够的时间在房间里使用我们

的设备进行体验。有时候虚拟的菜单和

虚拟的软件，可以帮助用户获取比硬件更

好的体验。这就是我们的空间，将来人们

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在VR的环境下工作。

于明：

计算机视觉为VR、AR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VR、AR 有广泛的应用，无论是民

用、教育，还是科研、职业化培训等，特别

是AR技术的开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

命性影响。

从 VR、AR 革命化的进程看，它们

对于工业、企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

工程方面，我们研究的是视觉方面，强力

支撑了 VR、AR 系统。在整个 VR 系统

里，如果需要信息采集，它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比如手势识别、语音图像识别、动

作识别，还包括个性化的接口，以及更微

观的，比如说凝视或者是眼球跟踪等，这

些都是我们具体的、有一定应用的 VR 系

统技术。

未来，计算机视觉和虚拟现实将紧紧

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从计算机视觉、

从视觉感知的角度，为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肖永亮：

沉浸性是虚拟现实的

重要特点

VR、AR、MR，也是我们经常讲到的

三个“R”，它们有共同的特点：虚拟性、交

互性、沉浸性，其中沉浸性是非常重要的

特点。

VR头显是帮助我们完成初级体验的

有效工具，体验到的就是虚拟性、沉浸性、

交互性这三性。而如果把沉浸性和交互性

的特点，拿到适合我们人性化的操作环境

中，就不需要把自己的眼睛限制住。那么，

你怎样沉浸？数字时代的到来，给我们带

来很多便利。计算机的发展，其实着重研

究的就是影像像素的表达问题。

通过影像的像素原理，可以做成三维

全景沉浸式地理历史系统。这个系统可

以展现过往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快速增

长、建模等。所以，把这些模拟场景的内

容和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做出一种应用。

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去创新，认识到 VR+

5G 是什么？VR 的特点是什么？在沉浸

和交互方面，未来的可能会是什么方向？

我们不要拿那些理论上行不通的去试错，

我们要试那些可以走得通的，在理论上有

根基的。

司良信：

VR可视计算技术

应用广泛

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技术可以应用在

产业、科研、大脑，包括社会领域、灾害危

机管理、智慧城市等。虚拟现实可视计算

技术在工业4.0（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互

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应用无处不在，它

与各个现代科技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

利用 VR 技术，在虚拟数字世界中进行模

拟、推演、测量、播放、增益和优化现实世

界中不可能得到的体验，从而在现实世界

找到智慧、优化的解决方案。

可视计算技术包含 VR、AR、三维渲

染，有很多技术以大数据作为核心。提起

VR，大家首先想到眼镜。那么没有沉浸

就不是VR？其实不是，我们讲虚拟现实，

就是要实现虚拟和现实之间的互动，互动

不一定要沉浸，还有一些其它场景。

刘越：

VR、AR

已进入爆发前夜

VR 是要营造一个沉浸式的虚拟环

境，而 AR 是作为虚拟现实的一个分支发

展起来，现在已经逐渐被认为是一个独立

的研究方向。增强现实可以为可视计算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呈现手段，可以将可视

计算所获得的各种视觉效果，无缝融合到

周围的环境中，从而在军事、医疗、工业等

许多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AR 与 VR 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用户

能否可以看到周围真实环境。真实环境

有两种方式呈现给用户，一种是摄像机拍

摄的内容，另外一种是用户直接透过观察

系统观察到的真实世界。作为 AR，包括

真实场景、感知与理解、虚拟场景的建模

与对质，这是可视计算的研究领域。2017

年，VR开始应用，很快进入到生产线。而

到2018年，虚拟现实已经具备生产力。现

在，VR/AR都已经不再是新兴技术，都进

入了生产力的平台期。在这样一个角度，

可以说不管是 VR 还是 AR，都已经进入

了爆发前夜。目前，华为、中兴、谷歌、微

软等厂商，都在虚拟现实领域投入了重金

和研发人员，希望能够在未来的 VR 和

AR产业爆发中占有一席之地。

丁承君：

未来将是

万物互联的时代

我们已经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

我们原来接触最多的是互联网，通过电子

邮件、微信、QQ随时联系，而不再像之前

那样写信，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收到。现

在处于物联网的爆发期。但是这个物联

网还不能算是万物互联，只是实现了一些

关键的设备或终端联网。未来的30年，将

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可以说任何东西都可

以联网。大家将看到一棵树会有一个二

维码，我们买的产品也有独一无二的码，

还有一些高级的烟草也有标签。所以，我

们将逐步迈向万物互联时代。人们通过

手机，可以观测自己的健康状态、位置信

息、财务信息、通信信息等。

物联网的三大市场，我们可以从大到

小分成三大类：一是智慧城市，包括民生、

公路安全；二是垂直行业，包括智能制造、

交通；三是个人消费，如单车、智能手环、

血糖仪、智能小家电和智能家居。

魏玮：

人工智能

将引领数字孪生

未来，人工智能将引领数字孪生进

行突破。如果数字孪生的成本占设备总

造价过高的话，恐怕没有哪个设计师会

采用数字孪生。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法还是有的，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我们

可以用人工智能实现数字孪生，进行三

维重建。在 3D 重建的时候，可以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尽可能具体地按照三维重

建的步骤进行自动化。如果在数字孪生

的过程中引用人工智能，减少人工干预

的工作量，数字孪生的成本就会下降。

数字孪生如何诞生出成熟的平台，

或理论、方法？具体路线图构想如下：一

是具体功能自动化。让人工智能在数字

孪生中进行应用，使得数字孪生尽可能

自动化。二是自动化+人机交互。有了

自动化以后，通过人机交互，可能就实现

低人力成本的数字孪生。三是高级自动

化。第二步实现以后，逐步形成高级的

自动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形成一

个数字孪生的平台，或者有公司来做这

个平台和架构，大家会让具体的数字孪

生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最终经过几年甚

至十几年的发展，形成数字孪生高级的

自动化方法、理论和平台。

葛铭：

VR将内容与硬件

更好地结合

在工业 VR 应用层面，我们研究的主

要是培训方面的应用。去年，由于专业度

比较高，市场容量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从

实际应用来看，受众对 VR 现存的一些缺

陷不是那么敏感。比如高逼真度、互动

性，受众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他们反而对

具体的内容非常关注。

目前，在中国，VR、AR、MR都具有非

常大的市场潜力。例如华为这样领先的技

术公司，也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来，这对于以

内容为主的企业来讲非常有利，因为他们

不可能去做纯粹的 VR 硬件设备开发，他

们更加注重这些设备与内容的结合。

做工业的 VR应用，不光要懂 VR，还

必须懂工业。例如能源这类比较危险的

行业，我们要研究怎样通过VR技术，把可

视化的东西与底层深度数据或算法结合

在一起，真正使一线的操作人员提高操作

技能、降低操作隐患。对我们来说，VR就

像一个工具，我们需要思考怎样更好地利

用这个工具，为我们的工业对象服务。

2019世界VR产业大会分论坛 专题

虚拟现实可视计算分论坛：

智能感知助力VR应用

编者按：10月20日，2019世界VR产业大会“虚拟现实可视计算分论坛”在南昌举办。论坛由奧地利VRVis国家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技术研究中心、维尔科宝科技有限公
司、奥地利CKM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论坛以“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为主题，探讨VR/AR可视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各行业中的应用情况。来自
中国、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国家VR领域行业机构的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在论坛上发表了精彩观点。本报特摘编主要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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