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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心渊：

高校有望

开设虚拟现实专业

成立虚拟现实专业一直是业
界讨论的热点，从业者在虚拟现
实的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多尝
试。回头看一下数字媒体专业的
发展历程，最早有人提出数字媒
体艺术专业的时候，中国传媒大
学认为培养一个全面的艺术人才
很难，数字媒体技术和艺术应该
分开培养。目前来看，数字媒体
艺 术 专 业 的 开 设 还 是 成 功 的 ，
2017 年数字媒体艺术和数字媒体
技术两个专业的就业率在本科排
名分别为第十和第十一。

同理，开设虚拟现实专业，把
技术和艺术问题都解决是很难的，
毕竟创作和艺术都是很关键的课
题。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原
本虚拟现实在数字媒体技术或者艺
术板块。随着虚拟现实越来越重
要，对于单独开设专业的内部讨论
很多，需要政府、高校等有关方面
合力规划。

郭宰到：

VR+5G赋能车载

娱乐系统研发

VR 和 AR 应用是怎样的呢？
大多数人会认为是游戏体验，或者
更进一步——游戏体验中的杀手级
应用。

四五年前，VR刚刚投入市场
的时候，大多数应用都侧重于游
戏，现在市场完全不同了。芬兰
Digital Media统计数据显示，VR
设备在工业上的应用占比高达
34%，超过游戏应用占比，位居第
一，在农业、医疗和教育领域均
有覆盖。AR、VR 体验的“不便
性”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 着 5G 商 用 ， VR、 AR 等
“R技术”在汽车行业也有更多的
施展空间。未来汽车将会注重如何
为人们带来愉悦的车内空间，这也
是5G带来的游戏规则的改变。

现在的汽车有着更多的车内娱
乐内容和互动体验。目前大多数韩
国车企都具备车内显示业务，也就
是信息娱乐系统，头顶显示器、新
型车窗等都成为可能。

凯恩·李：

动漫为想象力

插上翅膀

很多人喜欢动漫，因为它带我们
进入新的世界，给想象力插上翅膀。
我们工作室的使命，是鼓励大家做
梦，给大家灵感，让大家更有想象力。

现在所有的动作都能用动漫来
实现，并且可以创造非常好的体验。
比如说观众有一个很有共鸣的角色，
我们可以基于 VR 技术让它变得非
常动态，与观众实时响应，成为主要
角色并且有很好的互动性。对于我
们的工作室来说，我们有一个“生活
喜剧”的概念，有一个故事线，会按照
不同的时间线一帧一帧组织故事，根
据使用者的行为进行更好的组织。
使用者的所有互动都非常重要，将成
为提升体验的基础，VR设备让体验
更佳。

孙书玉：

AR、VR助力

航天文化推广

近年来我们全力推广航天梦、中
国梦，工程里面要应用到传媒方面的
各种技术，AR、VR是文化技术的一
项。航天人讲究专业人做专业的事

儿，我们是航天人，推广航天文化，
追求科学性+专业性的统一。

航天科工正在打造航天科普基
地，把基地的航天精神、航天文化和
当地的旅游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
独具特色的航天研学。科普研学基
地、研学行这几年非常火，作为国家
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本身可以形成
一个产业。但研学行产业的研学成
分一直没有被重视起来，需要重新
打造，从政策上、制度上加以规范，
融入到航天文化的推广。

周旭东：

VR营造超越屏幕

的故事空间

在 VR 体验中，如果只是单纯
观看，很难让参与者产生第一人称
视角的沉浸感，所以VR的交互是
很重要的需求。

观看动画时，你的眼神看哪个
位置、要不要更换角度，虽然没有
产生很直接的互动，但也属于交互
的一部分。VR 媒介在输入方式上
有很大的变化，从鼠标键盘到滑屏
再到 VR，很多输入方式都在 VR
上有所尝试，将来大家的输入方式
会越来越便捷。

VR 是调用故事的一个空间，
而不仅仅是一块屏幕。沉浸式戏
剧、互动话剧、多媒体舞台剧、密
实逃脱、角色扮演等都可以作为
VR的现场体验形式。

萧富仁：

5G让XR释放

无限潜能

5G的低延时可以为XR产业带
来大的发展，做到装置无线化、计算
云端化、体验高质量，设备也可以更
加轻量化，今年各个XR展会都有轻
量化的 AR/VR 眼镜推出。台湾最
大的电信运营商是中华电信，成立
了中华电信领航队，将台湾最重要
的40多家产学研机构集中起来，选
定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运用5G技
术对演唱会进行低延时、360度、8K
清晰度的高质量实时转播，在今年4
月完成了初步测试。

台湾推进 VR 产业的龙头企业
HTC为5G做了很多的准备。HTC
发布了新形态的设备和无线内容下
载平台。我们相信5G与XR技术结
合，可以用在非常多的领域，医
疗、教育、制造商、智慧城市大空
间等都是开发应用的平台。

郭夏方：

5G将拓展VR影视

市场空间

5G是未来很多VR产业的发展
方向。5G 带来的是带宽和速度，

VR内容可以直接运用云端渲染。以
前的VR游戏，是眼睛看到哪里计算
机就实时计算到哪里，很考验计算机
的能力和速度。现在有云端处理，当
我们看过去的时候，云端服务器已经
对这一部分画面进行了内容渲染。
因为5G速度足够快，所以能够大幅
度降低VR终端设备成本，这是推动
整个VR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方式。

VR的特性，不是拿来看电影。产
业界要更多地研究未来影片怎么跟
观众产生互动，比如我们看到一个情
节的时候，可以选择到底跟男主走还
是跟女主走，然后产生不同的结局，
这个在电影院很难实现。通过5G，我
们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个功能。今天我
们看到 5G 的推动，相信 VR 产业会
有更好的发展。但目前VR应用还是
游戏占主流，我希望通过5G的助力，
VR影视内容会拥有更大的市场。

杉山浩一：

VR设备需要降低

使用门槛

在游戏方面，如何推动VR眼镜
设备普及到每个家庭、每一个人，是值
得讨论的课题。另外，VR技术能不能
进入社交领域、如何进入社交领域，都
属于瓶颈状态。如何打破瓶颈、随时随
地进行体验，是VR普及所面对的重
要问题。现在的VR设备可以做到画
面炫目，具有沉浸性，但是真正做到大
众化、走进生活，还是需要简单好用、

随时可用，降低使用门槛。

斯蒂芬·迪布勒伊：

电影节促进VR

产业发展

VR 内容非常优质，但在加拿
大，我们并没有这么多场所来观赏
VR 内容，VR 的设备也较为稀缺，
人们对 VR 的了解非常有限。怎样
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让 VR 媒介
发挥更多潜力，是我们面临的主要
问题，举办电影节是解决方法之一。

在商业模型方面，传统的电影发
行商也在进入VR市场，收购VR体
验供应商、参与VR内容发行，深度
参与VR行业的细分市场。

从设备来讲，我们要吸引人们
去购买 VR 设备，鼓励厂商去销售
VR设备，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去营销推广 VR 的同时，
也要考虑 VR 可以应用在哪些领
域。目前多伦多大学、蒙特利尔大
学、皇后大学，都在推出VR相关的
专业，去培养VR人才。

尹政元：

韩国网络漫画技术

助力动画发展

韩国的动画市场正在萎缩，以
幼儿市场和玩具市场为主的动画市
场非常局限。韩国动画市场6600亿
韩元的规模是非常小的，动画产业
还不够完善、产品种类不够丰富，这
样的市场想要增长，关键在于市场
投资。

纵观韩国网络漫画的发展过
程，首先建立在以技术为基础的服
务上。大量创作者加入，带来了内容
的爆增，市场规模从2013年的1500
亿韩元增长到2018年接近1万亿韩
元。想要解决韩国动画问题，可以尝
试将网络漫画引入动漫生态圈。

为了让消费者更轻松地参与创
作活动，应该制作简单的程序并在
门户网站提供相关的服务，大幅增
加内容量。门户网站除了运用好现
有的技术，拓展AI技术、3D技术
的市场也很重要。

给注重消费活动和创作活动的
时代创造更加活跃的市场空间——
可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为此
应该充分利用门户网站连接规模较
大的用户渠道，通过数据网络的消
费者需求来扩大市场，提供更加多
元的内容。

2019世界VR产业大会分论坛 专题

大动漫分论坛：新技术 新动漫

编者按：10月21日，2019世界VR产业大会动漫分论坛在南昌拉开帷幕。本次论坛以“新时代，新技术，新动漫”为主题，汇集国内外动漫VR行业大咖，围绕产业发展趋势、优秀技术案例、先进试点经验进行深入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院长黄心渊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
文化产业室文化科技
专管主任郭宰到

Baobab Studios
执行制片人凯恩·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航科文化文旅项目
总经理孙书玉

Sandman Studios
创始人周旭东

台湾XR产业白皮书
总编辑萧富仁

香港动漫画协会
会长郭夏方

日本Nihon株式会社
常务主管杉山浩一

本报记者 张一迪

加拿大数字艺术家及
VR动画大师
斯蒂芬·迪布勒伊

韩国祥明大学
教授尹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