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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协同创新稳步向好
本报记者

张心怡

今年 3 月，深圳市人民医院进行了一场
“特别”的肝胆外科手术。术前，深圳团队与
北京专家团队通过 5G+MR 技术，共享了基
于核磁及 CT 扫描重建的病变位置及周边组
织模型，制定了手术方案。在手术过程中，
医
生佩戴 AR 眼镜获取辅助手术的多模态数据
信息，2000 公里外的北京专家团队通过 5G
网络实时获取手术影像，实现了远程指导，
共
同完成了国内首次 5G+MR+AR 远程手术。
中国是全球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创业最活
跃、市场接受程度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
之一。产业发展呈现研发制造体系基本形
成、用户体验大幅改善、应用资源不断丰富、
融合创新步伐加快等特点。
2019 年，我国虚拟现实软硬件都取得了
新的进展，内容、服务平台建设加速，产业生
态进一步完善。软件方面，我国企业在网络
架构、算法、开发平台、分发平台等领域都有
了一系列成果，为用户体验优化和内容开发
与分发提供新助力。华为打造云 AR/VR 架
构，研发了基于开源组件以及 API 的 Cloud
VR 连接协议和软件；亮风台提出了鲁棒跟
踪算法；百度大脑推出 3D 体感互动算法；华
为 推 出 AREngine 开 发 工 具 ；商 汤 推 出 了
SenseAR2.0 平台。硬件方面，国内硬件厂商
近年来在硬件产业链的自主开发能力以及整
机整合和二次开发能力上大幅提升，手机厂
商也积极投入 VR/AR 设备研发。华为推出
了墨镜式 VR 眼镜 VRGlass；vivo 推出了支持
移动办公、物体识别的 AR 眼镜；OPPO 推出
了面向教育、游戏等领域的 AR 一体机等。
内容方面，供给不断丰富，产业链不断向下游
延伸。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国庆 70 周
年阅兵进行了 VR 直播，并连续三年通过 VR
对春晚进行实时直播。平台方面，腾讯、爱奇
艺、优酷等互联网视频平台均设有 VR 专区，
大朋、创维、小米等硬件生产商均在构建聚合
平台，
通过打造平台生态吸引用户。
5G 的高带宽、低时延，将助力虚拟现实
的规模化发展。虚拟现实也被视为 5G 时代
最具潜力的应用场景之一，两者将相辅相成，
同步发展。2019 年，虚拟现实结合 5G 的典
型案例不断涌现。例如，南昌公安局联合中
国移动、华为等单位，调通并上线了全国首个
真实场景下 5G+VR 智慧安防应用，为智慧
警务、移动警务等带来更多可能。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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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

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呈现融合发展态势
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有着天然的联
系，已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
势。
人工智能对虚拟现实的赋能作用体现
在三个方面：
一是虚拟对象智能化，
虚拟人
和人的智能行为将更多地出现在各种虚拟
环境和虚拟现实应用中；二是交互方式智
能化，智能交互将综合视觉、听觉、嗅觉等

感知通道，
带来全新的交互体验，
让虚拟现
实真正“化虚为实”；三是虚拟现实内容研
发与生产智能化，人工智能将提升虚拟现
实制作工具、开发平台的智能化及自动化
水平，提升建模效率，提升 VR 内容生产
力。
两种技术的融合发展将开辟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新的增长源泉。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恩东：

虚拟现实需要智慧计算支撑

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情况预测（亿元）

计算力就是生产力，计算会赋能 VR
和 AR。因此计算力变革非常重要，计算
力已经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目
前世界各个国家都加大对数据中心的建设
投入，企业发展的竞争力同样也来自于计
算力的投资。要进一步推动计算力的发
展，需要关注智慧计算在未来的三个发展
方向：
一是融合，
二是开放，
三是敏捷。
数据来源：
赛迪智库
（赛迪智库预测，
2019 年我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将超 500 亿元，
2020 年达到 900 亿元）

江西分公司和江西广电联手打造了首台
5G+VR 春晚，
点击量超过百万。
AI、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涌现与融合，
也将推动虚拟现实快速发展。AI 将提高虚
拟现实的智能化水平和设备效能。例如，
重庆新牌坊加油站为工作人员配置了拥有
人工智能芯片的 AR 眼镜，可快速自动识别
顾客的二维码支付页面并完成支付过程，
大幅提升了结算效率。云计算将云端的音
视频通过编码压缩后传输到用户的终端设
备中，实现 VR 业务的快速处理。

全球虚拟现实产业正从起步培育期迈
向快速成长期。面对机遇，应推动虚拟现实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构建协同创新
体系。会同地方政府共同推进虚拟现实制
造业创新中心等载体建设，加快行业共性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进程。二是完善产业生
态。建设技术服务、测试验证、知识产权保
护、创新孵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拓展与各行
业的融合应用。三是深化开放合作。开展
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技术、人才、
资金等资源互动，
实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

VR、AR 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先行。
VR/AR 的计算需求是非常巨大的。因此
要加大对计算力及计算基础设施的投入。
此外，要先试先用。尤其区域发展要为新
技术提供最早的、
实用的场景，
让这些技术
能够落地，
能够实验，
让技术在这个地方成
熟起来，吸引更多的创新创业者到这个地
方发展。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

虚拟现实是下一代体验革命和计算平台
在国庆 70 周年庆典，观众可以通过
VR 来看阅兵，体验过去不能体验的独特
视角。VR 与教育结合，不光可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也能在一些过去难以实际演
练或互动的工程培训领域发挥作用。未来
观赏型的内容大都可以不必亲临现场，互
动型的体验也将逐步被 VR/AR 所替代。
VR/AR 是下一代体验革命和计算平

台，
是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融合的进阶，
是
算力、联接和显示的革命性升级。VR/AR
将开启沉浸式体验时代，突破平面视觉体
验极限，进入三维空间体验阶段并引入包
括触觉等更多的感官维度。VR/AR 不仅
仅是显示的变革，而是人机交互方式的革
命。VR/AR 占据人的双眼，增强视听感
官，
可能是人类使用的最后一块硬屏。

家电：高端市场成为亮点
本报记者 邱江勇

在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消费增速回落、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等综合因素叠加下，2019 年中国家电行业承压
前行。据中怡康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家电市场全品类零售额为 6527 亿元，同比下跌 6.82%。分品类来看，冰箱、空调、彩
电、厨电集体降速。其中，彩电前三季度量价齐跌，零售额同比下降 12.34%；冰箱、空调分别下滑 1.31%和 9.56%；厨卫
市场同比下滑 4.92%。

虽然 2019 年家电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但
消费升级的趋势没有改变，消费需求正在扩
张，新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不断形成。依靠新
品类的出色表现和传统品类的升级，行业也
呈现出众多的亮点，特别是高端家电成为中
国家电市场突破瓶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抓
手和新蓝海。
根据中怡康数据，今年 1—9 月，线下市
场冰箱和洗衣机品类的高端产品（冰箱 8000
元以上，洗衣机 5000 元以上）零售额同比增
速分别达到 6.1%和 19.1%，远好于线下市场
整体表现。从高端占比来看，冰箱品类线下
市场高端产品的零售额占比达到 28.5%，洗
衣机品类线下市场高端产品的零售额占比则
已突破三成，
达到 33.4%。
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已连续 4 个季度
零售额下滑的彩电品类，在高端产品上同样
有着亮眼表现。今年前三季度，65 英寸及以
上彩电在线上和线下市场中的零售量占比分
别同比大幅增长 56.4%和 28.0%，8K 超高清电
视成为最受用户青睐的高端产品之一。
2019年前三季度家电线下零售额增速对比

2019 年中国家电市场体现出以下几个
重要特点：
第一，消费升级持续拓宽家电需求边
界，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兴起助推了这一趋势。第二，整装、
套购引领“一站式”家电消费新趋势。IoT
的互联生态，将各种家电使用场景串联起
来，促使家电消费从单一硬件走向成套定

制。第三，商企关系被重塑，相互赋能形成
合力。传统厂商与渠道商利益绑定的关系
变得松散，从利益博弈走向以用户为中心的
紧密合作才能在未来实现共赢。第四，精
装、家居、家装渠道的兴起导致大家电销售
前置截流。第五，家电营销方式进一步向社
交化和社区化转型，这也促使企业将服务与
营销绑定，以一线员工为触点，以移动应用

平台为手段，精准触达用户。第六，在经济
转型期，政策红利成为推动家电业发展的重
要外因。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已下发了多
个面向家电产品的国家产业引导政策，短时
间来看这使家电业实现了一定的回暖，长期
来看，
推动了家电行业的消费升级。
中国家电业面临的挑战只是暂时的，
除了外部环境复杂的宏观因素，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内部创新动力不足，同质化竞争
日趋严重。不仅行业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亦未能精准把握消费
者的有效需求。
收视习惯和场景都在发生改变，用户使
用黏性不断下降的黑电陷入的困局就是例
证。怎样整合产业链优势，回归价值本身成
为行业首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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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彭健锋：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煜：

家电行业全面向智能化转型

8K 电视成为新风口

健康需求给家电业带来机遇

我国政府已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
近几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
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已
经走过了萌芽与初步发展阶段，
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并
且向中层方向进一步深入。而芯片作为信息产业和人工智能的
核心技术和主要推动力，
是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同时，
芯片AI
化、
专用化的趋势更加明显。AI 芯片的应用场景细分市场越来
越多，
这也预示着AI芯片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前，
中国家电行业正全面向智能化转型，
智能产品突飞猛
进。从单机联网到场景智能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家电产品变
的更加
“聪明”
，
并为家电产品带来了全新的人机交互体验。
除了产品智能化，
家电智能制造水平也在大力提升。随着
家电全产业链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
智能化正赋予中
国家电更大的升级空间，
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而
这一切离不开人工智能和 AI 芯片等新技术的发展。

今年 8K 电视已经全面来袭，逐渐成为今年彩电市场
的一个新“风口”。8K 的超精细分辨率与超大尺寸显示
产品更“配”，因此，8K 产品属于超大屏，尤其在 80 吋以
及 100 吋以上会有更绝佳的体验。8K 产品将会推动 80
吋及以上的超大尺寸电视进入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
当下彩电市场“惨淡”，主要是由于频繁的价格战和
激烈的竞争环境，导致彩电产品同质、利润下滑。此外，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客厅娱乐影音设备层
出不穷，电视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电视用户被手机、平板
电脑、
智能微投、
OTT 等智能设备分流严重。
中国彩电工业 60 年，经历 CRT 时代的跟随、平板时
代的崛起，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彩电制造大国，
在国际市场
上形成了与日韩企业三足鼎力的格局，在下一代显示技
术到来之际，
中国品牌完全可以借助激光电视实现领跑。

当前，
健康需求渗透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家电也
随之成为人民健康生活的载体。企业正在努力的加快产品结
构升级，
用不断创新的技术为用户打造健康的生活环境。
健康概念正在从现象落地为现实。家电制造业所大力
推崇的绿色健康家电产品，不仅充分反映了大健康产业的
无穷潜力，更是侧面佐证了当前发展大健康产业正当其
时，
除了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还能助力
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怡康时代数据显示，带有高效除菌、健康保鲜、健康
守护等健康功能的波轮免清洗洗衣机、
自清洁空调、
抑菌清
洗电热水器等产品品类占比近年来提升明显。除此之外，
空净一体、儿童空调洗衣机等健康化产品也取得了快速增
长。与此同时，
新兴的健康家电品类快速成长，
多元化健康
需求催生更多个性化品类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