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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将与文化旅游业实现深度融合

杭州西顾视频科技有限公司CEO尼克·米切尔：

群体VR旅游将带来更强的沉浸体验

传统旅游需要借助飞机、高铁、大巴、
自行车这样的交通工具抵达旅游目的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VR也发展成
为一种“交通工具”，戴上VR头盔，人们就
可以抵达旅游目的地，感受那里的美景。

VR 旅游最大的优点就是沉浸感非常
强，戴上头盔既可以感受到巴厘岛的热带
风情，也可以感受到南极的严寒画面。但
是，很少有人喜欢一个人去旅游，VR旅游
的一个缺点，那就是人们无法互动和交流。
戴上VR头盔，人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画面，
比如五彩斑斓的热带鱼、憨态可掬的南极
小企鹅，但是这种快乐却不能分享，这让人
们在VR旅游中得到的快乐大打折扣。

目前我所在的FXG公司已经研发出一
种新技术，可以让群体旅游成为可能。当你
们约定好一起开启VR旅程，选择一个共同
的目的地，比如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你的伙
伴们走在身边，针对一幅画或者一个艺术
品，你可以和他们交流各自感想，就如同你
们在现实中漫步在一个真实的博物馆一
样。这种新技术，不仅可以应用在 VR+文
旅，还可以应用在 VR 电商直播、VR 演唱
会直播、VR+电影等应用中。

泰豪创意科技集团总裁艾强：

将文旅资源插上VR科技的翅膀

泰豪作为本土VR龙头企业，一直在思
考怎样将“江西风景独好”的文旅资源插上
VR科技的翅膀，赋予“VR+文旅”更强的生
命力。

2016年，泰豪成立了VR数字研究院，开

启探索VR/AR在文旅领域的应用。2018年，
泰豪与南昌县文旅局合作，开发了VR+文旅
的管藏项目，首次应用VR技术来实现《VR
旅游——滕王阁》，项目采用1：1比例制作，以
VR技术制作真实还原中国三大名楼之一
——滕王阁的宏伟景色，让观众可以通过VR
设备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世界任何一
个地方随时身临其境般的体验游览滕王阁的
乐趣；另一VR+文旅馆藏项目——《洪州窑
青瓷——VR移动博物馆》，则打造了江西省
首个VR移动博物馆，采用VR技术挖掘洪州
窑青瓷文化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让体验
者可以打破空间限制，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欣赏到洪州窑青瓷馆藏珍品的魅力，让
中国历史文化走出博物馆，走向世界。

此外，为策应南昌市打造“一城两园”
的VR产业重大布局，由小蓝经开区和泰豪
创意集团共同打造的小蓝VR产业基地，也
在为构建形成以南昌为中心的江西VR产
业生态链而努力。

贝壳如视总经理惠新宸：

VR+看房驱动业务量快速增长

目前，贝壳 APP 上几乎所有的房源都
配备了VR视角，大家可以通过手机自由浏
览并且可以通过佩戴 VR 眼镜或者 VR 头
显的方式，实现沉浸式的房屋漫游。我们在
做VR+看房的过程中，最注意的部分是成
本控制。在过去的两年，贝壳已经将线下
700万套房子实现VR化，得益于从硬件到
软件的自主研发，这一浩大的工程成本并
没有非常高。

为什么当初我们会选择用VR的方式
来赋能房产呢？当时的初衷很简单，因为像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交通拥堵经
常发生，顾客经常抱怨看房的路程浪费时
间，但是又怕房源的照片是经过严重美化

的，与事实不符。因此，买房人、租房人的看
房之路非常痛苦。为解决这种痛苦，VR看
房应运而生。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不能出门
考察房子，但是又有购房和租房的需求，
VR 看房迎来了重大机遇。通过 VR 看房，
用户可以在房屋内自由游走，也可以从上
帝视觉去观察房屋的户型，空间感极佳。此
外，VR讲房因为结合AI技术，可以利用大
数据把用户眼睛看不到的信息，通过AI语
音进行播报。疫情期间，VR+地产经纪带看
的业务得到迅猛发展，VR带看业务量得到
20～30倍的增长。

中国高校虚拟现实VR/AR产学研联盟执行秘书长刘跃军：

VR 4K高清显示为文旅带来更佳体验

显示、交互、计算和传输是VR四大核
心技术。目前，头戴VR设备已经可以达到
4K 分辨率，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今年 11
月，惠普的全新 VR 头显 Reverb G2 将上
市，这是惠普与 Valve、微软三家公司联合
研发的产品。该产品主打 4K 分辨率，单眼
2160×2160，也是业界分辨率最高的 LCD
头显，同时具有114°视野，无论是画面精
细度还是广度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未来在5G通讯技术+云计算两项技术
的赋能下，VR设备的功能甚至可以超过一
台PC电脑。那时，我们的VR设备不再需要
计算模块、图形处理模块，只需要具备显示
和交互功能即可。重量将更轻、功能将更强
大、价格也会更便宜。

VR+旅游的新业态代表了未来的发展
方向。以VR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旅游
产业深度结合之后，新产业的产值甚至有
可能会超过传统的旅游产业，因为VR+旅
游可以侧重不同的内容，定制成2B、2C，甚
至两者结合的第三种呈现方案。

本报记者 王伟

专家观点

5G+VR推进智慧医疗加速落地

专家观点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副研究员范向民：

多通道传感和交互技术或将促进定量
化评测方法的新突破

神经系统疾病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年
人群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这个疾病会造成
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给家庭社会带来很大
的负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
疾病是退行性的，很难逆转，只能尽量控制
疾病发展的速度。在疾病防控的过程中，早
发现和早干预变得非常重要，越早发现越早
采取干预的措施，就可能迅速地控制疾病的
发展。

定量化、日常化的认知运动功能评测
对神经系统这一大类疾病，从疾病的预警
筛查到临床的诊断包括预后的康复和康复
监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科
院策划了一套方案，是将传统量表与先进
感知技术结合，替代或者辅助医生的双眼，
通过笔试、触碰、姿态等多通道传感和交互
技术对认知进行定量化的描述和评价。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方法可以成为临床
上新的标准化方法，实现定量化评测方法
的突破，形成诊断标准和参数的规范。

浙江大学教授李海峰：

虚拟桌面三维显示应用
空间广阔

医疗行业需要大量的诊断设备，医学
诊断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三维数据，这些
三维数据都存在计算机里，给三维医学显
示提供了很大的应用空间。未来医学发展
中，比如虚拟手术等都可以用到虚拟的三
维显示桌面显示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在手
术演练或者远程手术、医学教学中应用。
比如虚拟手术台，医生可以使用VR设备进
行虚拟手术练习。虚拟桌面三维显示在虚

拟手术、医疗培训等方面有非常大的应用
前景，不过依然存在裸眼三维显示图像分
辨率不高的短板，这也是业内尚待攻克的
技术瓶颈。

哥伦比亚伊赛斯大学教授安德烈：

VR技术提效医疗检测分析

帕金森是医学界尚未找到根治方法的
常见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诊断和随访通
常都是基于临床医生的主观意见来做的，
因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医生之间可能会产生
分歧，不同专家对于患者诊断的结果存在
差异，这是引入VR技术一大原因。

帕金森会影响到步态、步速等患者生
活的方方面面，导致患者生活质量降低。
可以预先收集病人不同阶段的步态、摆臂
对称性等参数，通过虚拟人像展现真人步
态来进行检测，将达到更好的分析效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李帅：

个性化手术仿真难点
亟待突破

虚拟手术是多学科交叉的方向，涉及
到生物力学、计算机数据，还有建模、交汇、
绘制等方面。个性化手术仿真存在的技术
难点很多，首先是影像核磁，因为器官和人
体组织是连在一起的，边界不清晰，因此往
往存在结构难辨的问题。其次是从三维到
动态模型的物理仿真问题，要提高交互模
型构建的准确性。医生要训练手眼协调，
模型要做到反馈精确，对不同的术种进行
集成应用，便于二次开发并储存。人体组
织有各种各样的材质，有肌肉、骨头还有黏
液，怎么能够把它这个点跟周围的组织关
联起来，这也是一大难点。

虚拟仿真在高校里的应用前景很广
阔，比如一些现实中难以接近或者有危险
性的场景，就可以通过虚拟场景来模拟。

亮风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仑：

AR技术消费市场普及
任重道远

不管是AR还是VR，都要解决人机交
互的问题。我们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套AR远
程接入系统，实现远程通讯。目前，我们把这
一系统应用在工业、医疗、教育等领域。AR
设备不管是头显还是智能眼镜都属于基础
设备，都是戴在人身上的，用以增强人的基
础能力。在此之上有平台应用，服务于各个
行业，包括工业、医疗、教育等。预计最先落
地的是B端的应用，AR技术向C端拓展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VR 技术落地大致可以总结成三个过
程：一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算法获取场景
当中的数据，对场景进行感知识别。二是
在识别感知基础上形成大量的数据。三是
在数据积累基础上实现各种各样的服务。
通过这些服务形成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也
包括人与虚拟世界的连接。

国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亮：

5G+VR携手助力健康养老

我们正在经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
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进程。健康养老是一个
民生事业，和VR产业一样也是一个朝阳产
业，对惠民生、促消费有着积极意义。老年人
行动能力退化，难以走出家门、走出养老机
构，每天在同样的环境中对心理健康、身体
健康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国投健康基于
VR+5G推出了老人出行的相关应用，比如
预先拍摄画面，再通过VR头盔，让养老院的
老人足不出户也能够领略户外的风景。

医疗行业涉及的分支众多，涉及的学
科复杂程度较高，与VR这门新型技术深入
结合的进程中，将会面临很多挑战，也会有
更多的研究力量投入进去。

10 月 20 日，2020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

峰会医疗健康分论坛在南昌举办。论坛以

“拥抱‘5G+VR’新时代 共创‘智慧+医

疗’新未来”为主题。由北京理工大学、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共同承办，南昌虚拟现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南昌北理工盈创VR产业加速器、南昌

北京理工大学虚拟现实标准检测与评测中心

共同协办。

5G+VR 结合应用在医疗健康领域掀起

浪潮，网络信息传输加快，与超高清视频技

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加速融合。5G+VR正

在推进智慧医疗加速落地，为了更好地聚集

医疗行业的人才，医疗健康分论坛从各个方

向和层面全面展示了5G+VR技术下智慧医疗

的最新发展成果，深入交流探讨智慧医疗的创

新未来。

“2020 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们在

今年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危机与机遇携

手而至，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同时让更

多人意识到 VR/AR 信息技术对我们的影响

和重要性。”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翁冬冬在致

辞时表示。他指出，任何一个行业和技术的融

合都需要双方互相学习。技术方要了解医疗

行业里面具体落地的情景，并挖掘更新的需

求；医疗行业的龙头企业要学习新技术、寻找

更多的合作机会。在这样的愿景下，来自医疗

行业与 VR 行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 VR

技术、产品、应用等带来了一场虚拟+现实的

思想盛宴。

本报记者 张一迪

10 月 20 日下午，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中国动漫集团和泰豪创意科技集团共同

承办的 2020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文化旅

游分论坛在南昌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新文旅、新技术、新业态、新发展”。论坛

吸引了文化和旅游业内的企业代表、高校及

科研机构代表、文化旅游领域的国内外专家

学者、国际组织、设备厂家、投资机构以及

新闻媒体等参与，为参会代表和现场观众带

来了文化旅游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

论坛围绕VR/AR/MR等技术在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中的前景、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

的创新、在数字化体验空间中的应用等主

题，详细分析了产业在全球发展中的趋势，

分享科技赋能下文化旅游发展的新成果，为

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新思想、新动力、新模式。

在主题演讲环节，演讲嘉宾从 VR 技

术、VR 趣味、VR 影视产业、文化、旅

游+科技多个角度展开，深入探讨 VR 与文

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前景。

在圆桌讨论环节，执惠集团董事长

刘照慧、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董事长韩

峰、北京凤凰数字科技副总裁张博、中

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副会长牛涛、北京

全景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马骥、保

利演出数字文旅部负责人史蔚安等嘉宾

围绕“数字化文旅如何成为内循环经济

创新点”展开了深度对话，针对技术发

展带来的产品创新、数字文旅 IP 带来新

场景、如何实现短时间的弯道超车、5G+

VR 打造新文旅应用、开辟新的数字经济

形势、如何实现非连续性的创新、科技

给传统实景演出带来的体验和投资价值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