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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丰富景区文化的展介形式，增加景点的娱乐新项目，将 ＶＲ、ＡＲ、ＭＲ技术应用到景区中，能够给
游客提供更加趣味化、交互式的全新体验．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无人机、３Ｄ打
印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ＶＲ、ＡＲ、ＭＲ技术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相融合，在景区中的应
用前景将会更加广阔．随着人联网和物联网的整合，当 ＶＲ发展到 ＥＲ阶段时，现实和虚拟的边界有可能被抹
去．未来 ＥＲ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前景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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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景区作为游客认知文明的场所，景区内各主要景点文化的展
介方式备受关注．传统的景点文化展介模式大多采用物品陈列和导游解说方式，几乎所有展品都是以静
态方式摆放，再辅以有限的文字介绍，这种展介方式单调乏味，缺乏交互式体验，且很难观测到展品的细
节特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ＶＲ（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虚拟现实）、ＡＲ（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增强
现实）、ＭＲ（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混合现实）的虚实结合和交互式展示方式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国内外众多
学者对这些技术应用开展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工作［１-２］．但是，针对 ＶＲ、ＡＲ、ＭＲ 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
研究和实践甚少．有鉴于此，本文将对 ＶＲ、ＡＲ、ＭＲ 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展望未来
的发展前景，以期能够丰富景点文化的展示方式，并通过增加景点的 ＶＲ、ＡＲ、ＭＲ娱乐项目，给游客提
供更加趣味化、交互式的全新体验．

1 VR、AR、MR技术概述
ＶＲ即“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能够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技术，它利用计算

机生成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其实体行为的仿真系统能够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例如，淘宝的
造物神计划“Ｂｕｙ＋”，便是运用 ＶＲ技术，利用计算机图形系统和辅助传感器，生成可交互的三维购物
环境［３］．ＶＲ具有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等特点，一般的 ＶＲ系统主要由专业图形处理计算机、应用软
件系统、输入输出设备和数据库组成（如图 １ 所示）．ＶＲ系统可分成四大类：桌面虚拟现实系统、沉浸式
虚拟现实系统、增强虚拟现实系统和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4］．当下，ＶＲ技术应用风生水起，２０１６ 年被业
界称为“虚拟现实元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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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R系统结构图
Fig．1 VR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ＡＲ即“增强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基于计算机的显示与交互、网络的跟踪与定位等技术，将虚拟的
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并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物体、场景或系统提示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从而实现
对现实的增强．ＡＲ具有虚实结合、实时交互和三维注册三大特点．一个典型的 ＡＲ系统由虚拟场景发生
器、透视式头盔显示器、实现用户观察视线跟踪的头部方位跟踪设备、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对准的方位
跟踪定位设备和各种交互设备构成（如图 ２所示）［６］．

图 2 AR系统结构图
Fig．2 AR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ＭＲ即“混合现实”，混合现实技术通过在现实场景呈现虚拟场景信息，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和用
户之间搭起一个交互反馈的信息回路，以增强用户体验的真实感．ＭＲ的特点是：结合了虚拟和现实、在
虚拟的三维（３Ｄ注册）、实时运行［７-８］．

ＶＲ、ＡＲ、ＭＲ三者之间的区别是：ＶＲ是“虚拟世界”，是假的；ＡＲ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结
合，真真假假，真假难辨；ＭＲ 被视为 ＡＲ 的增强版，也是真真假假结合在一起，ＭＲ 和 ＡＲ 的区别在于
ＭＲ通过一个摄像头让你看到裸眼都看不到的现实，ＡＲ只管叠加虚拟环境而不管现实本身．ＭＲ的概念
提出相对较晚，目前的发展较为缓慢［９-１０］．《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大力推进⋯⋯虚拟现实与互动影视等新兴前沿领域创新和产业化，形成一批新增长点［１１］．”这为 ＶＲ、
ＡＲ、ＭＲ技术的广泛应用指明了方向．有学者把 ＶＲ、ＡＲ技术划入 ２０２０年最“时尚”的八大核心科技（如
图 ３所示）［７］．ＶＲ、ＡＲ、ＭＲ 在教育培训［７］ 、文化艺术、娱乐［１２］ 、军事、医疗、科学研究、旅游、广告宣传等
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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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八大新兴核心科技
Fig．3 Eight emerging core technology

2 VR、AR、MR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

2．1 VR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
景区在保护、修缮、对外教育、开放旅游及文化延续等方面给管理者带来了较高的技术难度和要求．

因为景区里的名胜古迹具有稀缺性，同时又有非常强的文化历史教育意义，既要保护它的完整性，又要
对外展示宣传．而采用 ＶＲ技术就可以解决这一现实难题．通过虚拟的古迹模型，展现名胜古迹的景观，
不仅形象逼真，而且通过结合网络技术，还可以将艺术创作、文物展示和保护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使
得那些因自身条件限制的人足不出户就能通过互联网选择任意路径遨游各个景点，其乐无穷．例如，人
们可以通过网络，浏览虚拟的长城、故宫及其它著名的名胜古迹，可以极大地增强普通百姓的爱国精神，
和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使用 ｉＰＩＸ、ＰｉｘＭａｋｅｒ等软件制作的三维全景图（即 ３６０°全景图），能够给人们带来全新的真实现场

感和交互式体验，它是旅游景区和旅游产品宣传推广的好方法．在利用全景技术制作旅游景点虚拟导览
时，为了更好地引导观众游览，还可对景区不同季节的美景进行全方位的图片拍摄，并以四季中景区最
有代表性的景色命名，使观众通过网络浏览美景后难抑心中的向往，纷至沓来．在博物馆、展览馆等三维
全景虚拟展示应用方面，运用三维全景技术可以将文物、展品的信息全方位地供观众浏览．网上世博会
是中国上海世博会（２０１０年举行）的亮点之一，它是 ＶＲ 技术成功运用的典范，给全球网民提供了 ３６０°
空间游历和 ３Ｄ互动体验方式，创新性地向全世界观众展示各国文化与生活风采，例如，法国馆将“感性
城市”的主题在虚拟空间中展现无疑．参观者只需单击鼠标就能在虚拟展馆中 ３６０°漫游参观．沿着华丽
的法国馆走廊行进，既可以欣赏奥赛博物馆的经典名画和馆中美丽的法式园林，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不可
思议的 ３Ｄ互动体验．由此，上海世博会也被网民称为“永不落幕”的世博会［4］．

ＶＲ在景区中应用的关键技术方面，系统强调实物虚化、虚物实化和高性能的计算机处理．实物虚
化是指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来生成具有真实感的虚拟世界，并且在虚拟环境中，对用户的操作进行检测
和准确获取用户的操作数据．要实现该目标应该包括的关键技术有：

（１）三维建模技术；
（２）空间跟踪技术；
（３）声音跟踪技术；
（4）视觉跟踪与视点感应技术．听觉感知、视觉感知、力觉和触觉感知等技术应用是虚物实化的核

心内容．
高性能的计算机处理技术主要包括的关键技术有：
（１）立体高清显示技术；
（２）多种声音的合成技术；
（３）模式识别；
（4）信息数据的融合、转换、压缩及生成数据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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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高级计算模型的研究，如专家系统、自组织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
（６）分布式与并行计算，高速、大规模的远程网络技术［4］．

2．2 AR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
人们在景区里参观和浏览时，途经景点的相关资料等信息能够运用 ＡＲ技术而获得到，展品的相关

数据资料很容易观看到．例如，可以在景点安全位置设置识别图案，用手机“扫一扫”功能便可以知道景
点的历史文化及故事，将景点信息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在游客面前．此外，在景区特定位置拍照，便
能够和景区的文化名人合影留念．ＡＲ游戏《口袋妖怪 ＧＯ》刚一上线便火爆全球，各类 ＡＲ 涂涂乐产品
火遍书店．运用 ＡＲ技术可以在景区内划一块安全区域，以动漫 ＩＰ形象为主角开发一款类似《口袋妖怪
ＧＯ》的 ＡＲ游戏，游客可以在景区内寻找动漫形象，对于收集最多动漫形象的游客，景区给予奖励，这样
能够增加景区的 ＡＲ游乐项目．
一些景区内的名胜古迹遗址的保护可以通过 ＡＲ技术来实现，该技术应用的主要思路是：跨越时间

和空间，把名胜古迹遗址的数字化的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巧妙地融成一体，从而实现名胜古迹遗址的原
地保护．利用 ＡＲ技术也能够实现对古迹的复原，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运用 ＡＲ技术将昔日圆
明园辉煌的景观叠加到目前的遗址上，利用虚实场景融合，在现场直观地恢复昔日的盛世景象，以固定
式和移动式两种方式实时展现．它既可以精致地再现圆明园举世无双、精彩绝伦的园林艺术，彰显中华
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又可以使观众对现代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状况有所了解，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极
好手段，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６］．另外一种 ＡＲ技术应用实例是：Ｍａｇｉｃ Ｌｅａｐ公司展现的鲸
鱼视频，能够给观众展示融合现实世界场景的全息影像（如图 4所示）．

图 4 一种 AR技术应用实例
Fig．4 An application example of AR technology

ＡＲ在景区中应用的关键技术有三维建模、场景融合、实时视频显示及控制、交互、多传感器融合、
实时跟踪及注册等技术．ＡＲ提供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同于人类可以感知的信息．ＡＲ技术在景区中的应
用除了与 ＶＲ技术面临共同的难点，诸如真实感虚拟场景绘制、传感设备和交互设备等以外，ＡＲ技术具
有挑战性的难点在于：能够将虚拟物体和景区真实环境精确对准的定位手段；能够将虚拟场景与景区真
实环境融为一体的显示设备．

２００4年，希腊科研小组设计开发了基于 ＡＲ的文化古迹导游系统 Ａｒｃｈｅｏｇｕｉｄｅ．该系统利用 ＧＰＳ实
现粗定位，然后采用图像匹配的方式实现精确的无标识跟踪注册．该系统采用 ２Ｄ图像匹配算法获得真
实场景与用户间的相对位姿信息，需要保证真实场景中的待跟踪物体或景物与用户间的距离应在 ５ ｍ
以外．采用图像匹配的方法计算出用户相对于场景的位姿信息后，将计算机产生的 ３Ｄ模型叠加在遗址
废墟上［６］．这种无标识跟踪实现过程难度较大，精度不高，实时性不强．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数字
化博物馆存在的缺乏交互式体验或体验效果不佳等问题，余日季［１３］等设计了一种基于移动终端和 ＡＲ
技术的博物馆文化教育体验系统（系统架构图如图 ５ 所示）．该系统基于 Ｕｎｉｔｙ ３Ｄ 平台，服务器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１２ Ｒ２ 标准版的操作系统，通过安装配置 Ｗｅｂ 服务器、搭建 ＭｙＳｑｌ（５．６．２4）数据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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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 Ｖｕｆｏｒｉａ ＳＤＫ插件，主要应用位置跟踪注册技术、交互技术和视频模拟等信息叠加技术，可以在移动
终端实现无缝切换虚实融合的效果．

图 5 一种 AR系统架构图
Fig．5 A AR system architecture diagram

2．3 MR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
ＭＲ技术结合了 ＶＲ技术和 ＡＲ技术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体现 ＡＲ技术．一种基于ＭＲ技术的博物馆

展览互动系统便是将 ＶＲ技术和 ＡＲ技术相结合，利用 ＶＲ技术的沉浸性和 ＡＲ技术的交互性提升游客
参观博物馆的交流互动体验．该系统共有两个模块：基于 ＶＲ技术的虚拟漫游模块；基于 ＡＲ技术的增
强交互模块．系统结构图如图 ６所示［１］．

图 6 一种MR系统结构图
Fig．6 A MR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该系统中的虚拟漫游模块开发基于 Ｕｎｉｔｙ ３Ｄ 平台，通过 Ｍａｙａ 或 ３ｄｓ Ｍａｘ 软件完成三维建模和贴
图，发布为．ｆｂｘ格式文件并导入 Ｕｎｉｔｙ ３Ｄ中构建虚拟博物馆场景，为游客的虚拟漫游加入交互指令，并
管理场景．其中，实现虚拟漫游交互功能的核心代码如下［１］ ：

ｖｏｉ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ｆｌｏａｔ ｍｏｖｅｘ＝０；
ｆｌｏａｔ ｍｏｖｅｙ＝０；
ｉｆ（ ｉｎｐｕｔ．ＧｅｔＫｅｙ（ＫｅｙＣｏｄｅ．ＵｐＡｒｒｏ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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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ｆ（ Ｉｎｐｕｔ．ＧｅｔＫｅｙ（ＫｅｙＣｏｄｅ．ＬｅｆｔＡｒｒｏｗ））
｛
Ｍｏｖｅｙ＋＝ｍ_ｓｐｅｅｄ*Ｔｉｍｅ．ｄｅｌｔａＴｉｍｅ；
｝
ｉｆ（ Ｉｎｐｕｔ．ＧｅｔＫｅｙ（ＫｅｙＣｏｄｅ．ＲｉｇｈｔＡｒｒｏｗ））
｛
Ｍｏｖｅｙ-＝ｍ_ｓｐｅｅｄ*Ｔｉｍｅ．ｄｅｌｔａＴｉｍｅ；
｝
ｔｈ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ｎｅｗ Ｖｅｃｔｏｒ３（ｍｏｖｅｙ，０，ｍｏｖｅｘ））；
｝

该系统中的增强交互模块开发通过摄像头对真实场景视频图像进行采集，再将检测到的标志进行
跟踪注册，并在真实的场景中叠加虚拟信息，从而丰富博物馆中各展品的信息显示方式．

3 VR、AR、MR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前瞻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物联网、云计算［１4］ 、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无人机、３Ｄ打印
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ＶＲ、ＡＲ、ＭＲ技术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相融合，将会让 ＶＲ、ＡＲ、
ＭＲ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如虎添翼．另外，随着 ＶＲ、ＡＲ、ＭＲ软件及硬件设备性能的不断提升和费用降
低，可喜可贺的是将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资源被业内公司陆续开发出来［７］ ，将会让
ＶＲ、ＡＲ、ＭＲ技术快速融进景区中的景点，在各大景区中大面积应用普及．
当下 ＶＲ、ＡＲ、ＭＲ产业领域存在技术储备、数据库建设和技术应用皆不足的突出问题，尚且处于产

业发展的起始阶段，各种问题亟待解决．ＶＲ技术只能模拟视觉和听觉，还不能模拟嗅觉、触觉和味觉，
ＶＲ设备很容易导致眩晕．ＶＲ、ＡＲ、ＭＲ技术的短板是软件和内容，需要建设庞大的虚拟现实数据库和开
发工具，需要大幅提升 ＧＰＵ的性能［１５］．未来 ＶＲ、ＡＲ、ＭＲ领域将要迈过内容、关键技术、融合创新三大
门槛．预计在 ２０２０年后，ＶＲ技术有望成熟，但是因人的生理结构所导致的眩晕问题仍将是最大的挑战．
在内容方面，诸如全景拍摄、缝合、压缩等 ＶＲ特有的问题亟待解决；在关键技术方面，追踪交互、新型显
示、异构计算和无线传输等技术亟待提高；在融合创新方面，行业将探索适用于 ＶＲ、ＡＲ、ＭＲ的光学／认
知科学等领域的方案［１６］．

图 7 ER技术及应用
Fig．7 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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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Ｅｘｐａｎｄｅ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即“扩展现实”，它是人联网和物联网的整合，是 ＶＲ发展的高级阶段，当 ＶＲ

发展到 ＥＲ阶段，现实和虚拟的边界将有可能被抹去，人们将很难分辨自己是生活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
世界（如图 ７所示）［１７］．预计在不远的将来，ＥＲ 技术在景区中的应用前景更值得期待．ＥＲ 将会比人工
智能更加真实地颠覆我们的世界，那种“无缝穿越虚拟现实”的梦想将会照亮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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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VR／AR／MR Technology in Scen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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