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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VR/AR/智能可穿戴交互设备现实袁 源于 VR 渊虚拟现实冤

和 AR 渊增强现实冤 及交互技术以及智能可穿戴交互技术遥
VR 虚拟现实这一名词是由美国 VPL 公司创建人拉尼尔 渊Jaron
Lanier冤 在 80 年代初提出的袁 也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遥 虚

拟现实技术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高新技术遥 它集计算

机技术尧 仿真技术尧 三维立体设计尧 图像处理尧 模式识别尧
计算机图形学尧 人工智能尧 计算机网络尧 多媒体尧 传感器技

术尧 微电子技术以及并行处理为一体遥 利用虚拟现实硬件设

备和计算机系统创建一个逼真虚拟环境袁 用户在虚拟空间体

验与现实世界相同感受袁 如院 视觉尧 听觉尧 触觉尧 嗅觉尧 碰

撞尧 移动和搬运动态交互感遥 AR 增强现实也被称之为混合现

实袁 它通过电脑技术袁 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袁 真实

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到了同一个画面或空间同时

存在遥 增强现实提供了在一般情况下袁 不同于人类可以感知

的信息遥 它不仅展现了真实世界的信息袁 而且将虚拟的信息

同时显示出来袁 两种信息相互补充尧 叠加遥 在视觉化的增强

现实中袁 用户利用头盔显示器袁 把真实世界与计算机图形多

重合成在一起遥 智能可穿戴技术初级阶段是对日常穿戴进行

智能化设计尧 开发出可以穿戴的设备的总称袁 如眼镜尧 手套尧
手表尧 手环尧 服饰及鞋帽等遥 中高级阶段向可穿戴机器人发

展袁 人们穿戴外骨骼机器设备进行各种活动袁 如漫步尧 奔跑尧
飞行等上天入地下海等特殊工作娱乐活动遥

VR (虚拟现实) 和 AR (增强现实) 以及智能可穿戴技术袁
大家并不陌生袁 近年来各种 VR/AR/智能可穿戴头戴式设备的

大量涌现足以表明应用的火爆遥 针对 3D 智能眼镜尧 3D VR/
AR 智能头盔尧 VR/AR 智能 9D 体验馆以及 3D VR/AR 智能全

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的组成原理和现实进行详细的解读

和剖析遥 利用 3D 智能眼镜设备感受 3D 影院的震撼效果袁 利

用 3D VR/AR 智能头盔感受身临身临其境的交互感受袁 利用

VR/AR 智能 9D 体验馆体验在虚拟现实空间 360 全景头盔带来

沉浸式游戏娱乐体验袁 轻轻转动头部前后左右美景一览无余遥
VR/AR 智能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实现集成了复杂的动

作捕捉尧 定位尧 力反馈尧 运算主机等模块袁 为客户提供专业

级体验却又简单易用的虚拟现实沉浸平台遥
2 VR/AR智能眼镜

VR/AR 虚拟/增强现实智能可穿戴立体现实设备涵盖 3D
立体眼镜袁 主要包含红蓝 3D 眼镜尧 偏振 3D 眼镜以及主动快

门 3D 眼镜等遥 红蓝尧 红绿尧 棕蓝等 3D 眼镜袁 主要应用于笔

记本电脑尧 台式机尧 一体机等遥 主动快门式 3D 眼镜主要为家

庭用户提供高品质的 3D 显示效果遥 偏振 3D 眼镜主要应用于

3D 立体影院遥
2.1 VR/AR智能眼镜原理

3D 立体眼镜应用于智能可穿戴领域是虚拟现实技术发展

的必然趋势袁 利用 3D 立体眼镜在显示器或电视机上观看 3D
电影遥

3D 立体眼镜分类主要包括红蓝 3D 眼镜尧 偏振 3D 眼镜以

及主动快门 3D 眼镜等遥
红蓝 3D 眼镜是通过 3D 眼镜与显示器同步的信号来实

现遥 当显示器输出左眼图像时袁 左眼镜片为透光状态袁 而

右眼为不透光状态袁 而在显示器输出右眼图像时袁 右眼镜

片透光而左眼不透光袁 这样两只眼镜就看到了不同的画面袁
以这样的频繁切换来使双眼分别获得有细微差别的图像袁 经

过大脑计算从而生成一幅 3D 立体图像遥 3D 眼镜在设计上采

用了精良的光学部件与被动式眼镜相比袁 可实现每一只眼睛

双倍分辨率以及很宽的视角遥 3D 立体眼镜称为色差式 3D 眼

镜袁 色差式 3D 眼镜也称为分色立体成像技术遥 主要应用于

笔记本电脑尧 一体机尧 台式机以及电视机等袁 适合于家庭使

用遥 3D 立体眼镜包括红蓝尧 红绿尧 棕蓝等 3D 眼镜遥 如图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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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D立体眼镜

偏振式 3D 眼镜分为线偏振和圆偏振两种类型袁 线偏振

3D 眼镜袁 使用 X袁 Y 两个偏转方向袁 也就是通过眼镜上两个

不同偏转方向的偏振镜片袁 让两只眼睛分别只能看到屏幕上

叠加的纵向尧 横向图像中的一个袁 从而显示 3D 立体图像效

果遥 圆偏振是新一代的 3D 偏振技术袁 该镜片偏振方式是圆形

旋转的袁 一个向左旋转袁 一个向右旋转袁 这样两个不同方向

的图像就会被区分开遥 这种偏振方式基本上可以达到全方位

感受 3D 图像遥 偏振 3D 眼镜主要利用了镜片对光线的偏转袁
也被称为 野分光冶 技术遥 偏振 3D 眼镜多用于 3D 影院和剧场

是一种常见的 3D 影院解决方案遥 如图 2 所示遥

主动快门式 3D 眼镜袁 快门式 3D 技术可以为家庭用户提

供高品质的 3D 显示效果袁 这种技术的实现需要一副主动式

LCD 快门眼镜袁 交替左眼和右眼看到的图像以至于你的大脑

将两幅图像融合成一体来实现袁 从而产生了单幅图像的 3D 深

度感遥 根据人眼对影像频率的刷新时间来实现的袁 通过提高

画面的快速刷新率 渊至少要达到 120Hz冤 左眼和右眼各 60Hz
的快速刷新图像才会让人对图像不会产生抖动感袁 并且保持

与 2D 视像相同的帧数袁 观众的两只眼睛看到快速切换的不同

画面袁 并且在大脑中产生错觉袁 便观看到立体影像遥 主动快

门式 3D 眼镜需要放入电池袁 边框比较宽大袁 同时其画面亮度

也比较低袁 如图 3 所示遥

2.2 VR/AR智能眼镜实现

3D 立体眼镜作为可穿戴设备的一员袁 其低廉的价格有利

于推广和普及遥 目前市场销售的 3D 立体眼镜分为红蓝尧 红

绿尧 棕蓝等遥 利用 3D 立体眼镜在笔记本电脑尧 一体机尧 台式

机以及电视机观看 3D 影视节目遥
3D 家庭影院系统由 3D 立体眼镜尧 3D 播放器以及 3D 片

源构成遥 3D 立体眼镜属于可穿戴硬件设备袁 使用红蓝或快门

式 3D 立体眼镜袁 而偏振式 3D 眼镜主要应用于影院和剧场遥
软件支持包含 3D 播放器和 3D 片源遥 如图 4 所示遥

首先要购买一个红蓝 3D 立体眼镜袁 再下载一个左右格式

或红蓝格式的片源遥 安装 3D 暴风影音播放器遥 然后就可以观

看 3D 电影了袁 一个 3D 家庭影院诞生遥 下载暴风影音 3D 版袁
启动 野暴风影音冶 播放器袁 选择左下角 野文件夹冶袁 显示音视

频优化技术袁 如图 5 所示遥

在 野音视频优化技术冶 菜单中袁 包含有 3D 开关尧 添加到

界面尧 3D 设置等遥 选择 野3D 开关冶 --> 野开启 3D冶 功能袁 表

示 野已开启冶 3D 视频功能袁 如图 6 所示遥

选择 野3D 设置冶 功能涵盖输出设置尧 输入设置尧 观看设

置遥 在输出设置中袁 默认为红蓝双色眼镜袁 点击 野下拉按钮冶
显示有红蓝双色尧 红绿双色尧 3D 快门显示器尧 3D 偏光显示

器尧 2D 播放等遥 如图 7 所示遥

图 2 偏振光 3D立体眼镜

图 3 快门式 3D眼镜

图 4 3D家庭影院系统

图 5 暴风音影 3D版播放器

图 6 暴风音影 3D功能设置

3D 家庭影院系统

3D 立体眼镜 3D 播放器 3D 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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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红蓝双色眼镜片源或左右片源到电脑中袁 利用暴风

影音 3D 播放器再加上硬件设备袁 带上 3D 立体红蓝眼镜就可

以观看 3D 电影了遥 一个随时看 3D 家庭影院诞生了袁 如图 8
所示遥

3 VR/AR智能头盔
VR/AR 虚拟/增强现实智能可穿戴立体设备涵盖 3D 立体

眼镜尧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尧 3D 头盔显示器一体机组成遥
3D 立体眼镜属于低端虚拟现实产品曰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适

合于低投入高回报大众虚拟头盔显示设备曰 3D 头盔显示器一

体机隶属于高端虚拟/增强现实智能头盔显示设备遥
3.1 VR/AR智能可穿戴头盔原理

VR/AR 虚拟/增强现实智能可穿戴立体头盔的原理是将小

型二维显示器所产生的影像借由光学系统放大遥 具体而言袁
小型显示器所发射的光线经过凸状透镜使影像因折射产生类

似远方效果遥 利用此效果将近处物体放大至远处观赏而达到

所谓的全像视觉 渊Hologram冤遥 液晶显示器的影像通过一个偏

心自由曲面透镜袁 使影像变成类似大银幕画面遥 由于偏心自

由曲面透镜为一倾斜状凹面透镜袁 因此在光学上它已不单是

透镜功能袁 基本上已成为自由面棱镜遥 当产生的影像进入偏

心自由曲面棱镜面袁 再全反射至观视者眼睛对向侧凹面镜面遥

侧凹面镜面涂有一层镜面涂层袁 反射同时光线再次被放大反

射至偏心自由曲面棱镜面袁 并在该面补正光线倾斜袁 到达观

视者眼睛遥
VR/AR 虚拟/增强现实智能可穿戴光学技术设计和制造

技术日趋完善袁 不仅作为个人应用显示器袁 它还是紧凑型大

屏幕投影系统设计的基础袁 可将小型 LCD 显示器件的影像

透过光学系统做成全像大屏幕遥 除了在现代先进军事电子技

术中得到普遍应用成为单兵作战系统的必备装备外袁 还拓展

到民用电子技术中袁 虚拟现实电子技术系统首先应用了虚拟

现实立体头盔遥 近期新一代家用仿真电子游戏机和步行者

DVD 影视系统的出现就是虚拟现实立体头盔的普及推广应

用的实例遥
VR/AR 智能可穿戴头盔应用袁 无论是要求在现实世界的

视场上看到需要的数据袁 还是要体验视觉图像变化时全身心

投入的临场感袁 模拟训练尧 3D 游戏尧 远程医疗和手术袁 或者

是利用红外尧 显微镜尧 电子显微镜来扩展人眼的视觉能力袁
虚拟现实立体头盔都得到了应用遥 如军事上在车辆尧 飞机驾

驶员以及单兵作战时的命令传达尧 战场观察尧 地形查看尧 夜

视系统显示尧 车辆和飞机的炮瞄系统等需要信息显示的袁 都

可以采用虚拟现实立体头盔遥 在 CAD/CAM 操作上袁 HMD 使

操作者可以远程查看数据袁 比如局部数据清单尧 工程图纸尧
产品规格等遥 波音公司在采用 VR 技术进行波音 777 飞机设计

时袁 虚拟现实立体头盔就得到了应用遥
虚拟现实头盔的使用方法院 虚拟现实头盔既可以单独使

用袁 或者配合以下设备联合使用效果更佳遥
渊1冤 配合 3D 虚拟现实真实场景遥
渊2冤 配合大屏幕立体现实屏幕遥
渊3冤 和数据反馈手套配合使用遥
渊4冤 3D 立体眼镜也是使用起来的黄金搭档遥
虚拟现实头盔价格院 虚拟现实头盔一般都在几万到十几

万美元一副袁 昂贵的价格使国内的使用者望而却步袁 国内

厂家努力生产出国产的虚拟现实游戏头盔袁 那时候才是虚拟

现实游戏头盔和虚拟现实行业真正的繁荣遥
3.2 VR/AR智能可穿戴头盔实现

VR/AR/3D 随身带家庭影院系统由 3D 头盔显示器尧 3D
播放器以及 3D 片源构成遥 3D 头盔显示器分为一体机和组

合机两种袁 一体机 3D 头盔显示器包含 OLED 显示器尧 主机

芯片尧 内存储器尧 定位传感系统尧 电路控制连接系统以及

电池等遥 其中 OLED 显示器包含图像信息显示尧 成像光学

系统遥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由头盔设备和智能手机构成遥 头盔

设备包括头盔盖尧 头盔架尧 镜片以及头带等遥 智能手机使用

范围在 3.5~6.0 英寸之间均可袁 完全兼容苹果和安卓智能手

机系统遥 3D 头盔显示器分为一体机和组合机两种均属于可

穿戴硬件设备袁 软件支持包含 3D 播放器和 3D 片源遥 3D 头

盔显示器组合机袁 如图 9 所示遥

图 7 暴风音影红蓝双色眼镜功能设置

图 8 3D红蓝双色眼镜观看立体影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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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适合大众消费袁 目前智能手机几乎

人手一部袁 只需投入少量资金购买一部虚拟 3D 头盔显示器袁
可有构建一个高效 3D 虚拟现实眼镜 渊头盔冤袁 体验 3D 影院级

震撼观看效果遥 完美体验 3D 图片尧 3D 视频尧 3D 地图尧 3D 游

戏尧 3D 影视大片袁 给您全方位 3D 视听享受遥 如图 10 所示遥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有许多产品袁 如暴风 3D 魔镜尧 滕

浪魔镜尧 VR-CASE尧 真幻魔镜等遥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构

成袁 利用虚拟头盔显示器+智能手机+3D 片源构成一个虚拟现

实 3D 头盔软硬件装置遥

虚拟头盔显示器包含头盔尧 镜片尧 镜盒盖尧 眼罩尧 头带

等遥 头盔采用进口朔料制成袁 精致的外壳舒适的手感遥 光学

镜片采用树脂镜片袁 大幅度提升镜片的透光度袁 减少畸变袁
去除阴影遥 镜盒盖时刻保护您的智能手机袁 双重卡盖开关压

扣方便牢固遥 眼罩采用舒适的材料袁 使其与面部接触时产生

极佳舒适感觉遥 可调节头带帮助调整到最佳位置方便舒适观

看 3D 影院效果的大片遥 如图 11 所示遥
在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中袁 完全兼容苹果及安卓智能手

机遥 安装智能手机袁 打开镜盒盖将 3.5~5.6 英寸的智能手机放

入 3D 头盔显示器遥 如图 12 所示遥

智能手机软件设置院 选择一款苹果及安卓智能手机袁 尺

寸在 3.5~6.0 英寸内遥 在手机上安装暴风 3D 魔镜播放器尧 射

手播放器及爱奇艺播放器等遥 下载左右视频格式的电影尧 电

视节目遥 利用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将其播放后会产生 3D 立

体影院观看效果袁 还可以身临其境体验沉浸式 3D 游戏设计效

果遥 如图 13 所示遥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使用方法院
渊1冤 打开打开镜盒盖袁 播放左右视频格式文件遥
渊2冤 将智能手机放入盒子中袁 使视频左右画面中间分割

线对准盒子左右视线阻挡板遥
渊3冤 带到头上袁 调整头带遥

图 9 VR/AR/3D智能可穿戴头盔显示器组合设备

图 10 3D头盔显示器组合机袁 体验 3D影院级震撼观看效果

图 11 3D头盔显示器组合机硬件正背面产品构成设计

图 12 3D头盔显示器组合机安装智能手机

图 13 3D立体影院观看效果渊左冤及 3D沉浸式游戏体验渊右冤

图 14 3D头盔显示器组合机体验
野IMAX巨幕 3D立体影院冶 观看效果

VR/AR/3D 智能可穿戴头盔显示器

3D 头盔显示器 3D 播放器 3D 片源

3D 头盔 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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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4冤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自动将左右视频图像合成为 3D
视频图像遥 如图 14 所示遥

3D 头盔显示器组合机优点院 价格低廉袁 性能优越遥 主要

表现在 3D VR Glasses 渊3D 眼镜冤 清晰度高达 99%袁 视角

100%袁 图像无色差袁 视场水平袁 镜片双凸弧形聚光镜片袁 模

拟观看距离院 相当于 3 米处观看 1050 英寸巨屏遥 3D 头盔显示

器组合机产品特点院 IMAX 弧形巨屏效果 渊16:9 格式冤遥 感受

全方位 3D 视听享受袁 体验 3D 影院级震撼观看效果遥
3D 头盔显示器一体机有谷歌尧 微软和 Facebook 等公司产

品遥 近年来谷歌尧 微软和 Facebook 控股的 Oculus 都纷纷进军

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领域袁 而 Atheer 是一家制造 AR
眼镜的公司也准备将自己的产品增强现实的设备推向市场遥

过去的几年中袁 谷歌袁 微软和 Facebook 控股的 Oculus 都
纷纷进军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领域遥 来自加州山景

城袁 Atheer 是一家制造 AR 眼镜公司袁 其产品 AiR 眼镜 渊Aug鄄
mented interactive Reality冤 被称为 野工业级 HoloLens冶遥 它支

持语音输入袁 还能检测用户的手势袁 让用户与眼镜显示的画

面进行交互遥 此外袁 Atheer 公司还为第三方提供 SDK袁 不断

丰富产品功能遥 Atheer 公司还未公布定价模式袁 其产品 AiR
将媲美当今市场的同类高端智能眼镜袁 如 HoloLens Develop
Edition尧 Epson Moverio BT 2000 和 DAQRI Smart Helmet袁 故预

计售价将在 3000 到 10000 美元之间遥
Atheer 公司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袁 把 AiR 眼镜引进

消费电子领域遥 在硬件方面袁 AiR 眼镜采用 NVIDIA 的 Tegra
K1 四核处理器袁 内置 2GB RAM尧 3100mAh 锂离子电池袁 配

备 9 轴 IMU尧 两个 400 万像素摄像头尧 支持蓝牙 4.1尧 WiFi
802.11 a/b/g/n/ac尧 支持 USB-C尧 HDMI 接口遥 至于大家关心的

显示方面袁 AiR 眼镜能达到 720p尧 60fps尧 50 度 FOV遥 如图 15
所示遥

作为 AR 技术的开拓者袁 Atheer 公司从专业领域走向普通

消费者是有意义的袁 虽然在商务领域高端增强现实眼镜这样

的价位上袁 市场占有率不会太大遥 但是袁 对于一些需要解放

双手的商务人士袁 大概约有 1.1 亿人袁 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持和

帮助 遥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袁 相比于还处于概念阶段的

HoloLens袁 AiR 眼镜已经走向了消费市场遥 随着科技的发展袁
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遥 智能眼镜作为一

个新兴的领域袁 吸引了许多厂商的关注遥
Atheer 公司的 AiR 渊增强交互式现实冤 眼镜产品基于 An鄄

droid 系统袁 拥有很多功能袁 包括手势识别尧 语音命令和转录尧
2D 和 3D 混合内容的支持尧 个性化的图像优化等遥 兼容 An鄄
droid 应用程序袁 其中 Open AiR SDK 还可以提供丰富的传感

器和交互模块遥 硬件方面袁 显示器清晰度为 720p袁 其上有两

个 400 万像素的摄像头袁 配备 9 轴惯性测量单元袁 如加速计尧
陀螺仪以及磁力计等遥 安装有 NVIDIA 的 Tegra K1 芯片袁 内

存 2GB袁 闪存存储量为 128GB袁 支持蓝牙 4.1 和 WiFi 802.11
A / B / G / N / AC袁 USB-C 和 HDMI 输出遥 此前 Atheer 已经发

布了 SDK 开发包袁 并邀请合作伙伴构建硬件遥 Atheer 眼镜的

使用者将会得到一系列工具袁 包括来自 Zurich尧 Lumus尧
NVIDIA 和 Masimo 的应用遥

Atheer 公司是增强现实的开拓者之一袁 尤其在工作效率和

安全性方面遥 它的目标受众包括修理装配尧 流水线生产尧 测

量师尧 医护人员以及商务人士等遥
3.3 世界首例 VR电影院

世界上第一个 VR 电影院在阿姆斯特丹上映袁 名为 野Per鄄
manent VR Cinema冶 渊永久的 VR 电影院冤 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在阿姆斯特丹开幕袁 世界首个 VR 影院在欧洲开业袁 该影院

采用无银幕设计袁 取而代之的是每人佩戴一部三星 Gear VR
头盔加 S6 手机来提供给观众 VR 立体影院体验遥 而座位也由

普通影院的联排座椅变为旋转座椅袁 让观影者可以 360 度旋

转观看遥 使每个观看者体验身临其境的全新感受遥
阿姆斯特丹 VR 电影院开辟了虚拟影院的先河袁 VR 电影

主要是分享 3D 影视和 3D 游戏娱乐遥 世界首家 VR Cinema 虚

拟现实电影院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业袁 VR Cinema 创始人 Jip
Samhoud 表示袁 当 19 世纪第一家电影院出现时袁 没人意识到

它会彻底改变人们娱乐与交流的方式袁 而他认为现在的 VR 影

院也有这种能力遥 未来 VR Cinema 虚拟现实电影院还将登录

伦敦尧 巴黎尧 柏林尧 马德里尧 巴塞罗那等多个欧洲城市袁 而

现在柏林地区的选址已经基本确定遥 世界首家 VR 电影院在阿

姆斯特丹上映袁 如图 16 所示遥

VR Cinema 虚拟现实电影院袁 有别于传统影院中的一个大

屏幕加上十几排座椅的布局方式遥 VR Cinema 影院中提供很多

图 15 Atheer增强现实眼镜

图 16 世界上首家 VR电影院在阿姆斯特丹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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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的转椅袁 并不需要刻意营造昏暗环境遥 观看者只要戴

上 Galaxy Gear VR 头盔与耳机袁 瞬间就能进入自己的 3D 电影

世界袁 而转椅则可保证自由的虚拟沉浸式体验遥 习惯了传统

而热闹的电影院袁 你或许会觉得 VR Cinema 会有些古怪袁 看

起来有些像一个无声的舞池遥 据了解袁 VR Cinema 影院一天大

概可以接待 400 名观影者袁 单张票价为 12.5 欧元 渊约合人民

币 89 元冤袁 不过约一个小时的观看时间对于很多第一次体验

VR 影院的朋友来说或许会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遥
国内首家 VR 影院诞生袁 即 2016 年初袁 开启了中国第一

家 叶星核曳 电影主题 VR 虚拟乐园袁 在虚拟乐园的基础上诞生

全国第一家 VR 虚拟影院袁 全球首个 VR 虚拟影院系统袁 6 月

正式开张袁 这将被写进世界 VR 影业的历史遥
中国第一家 VR 乐园袁 即星核 VR 乐园于 2016 年年初正

式营业袁 在线预约几乎场场爆满遥 人们在 20 分钟里体验亦真

亦幻世界袁 当戴上头盔尧 手套袁 操纵椅尧 VR 技术助力角色扮

演袁 用 VR 虚拟技术体验一次身临其境的虚拟与现实世界的真

实感受遥 如图 17 所示遥

其中 VR 头盔选用 野Oculus DK2冶袁 由全球顶尖的 VR 设

备设计和生产袁 Oculus DK2 能够实现对佩戴者头部 360 度的

运动跟踪袁 彻底解决移动中体验者的游戏眩晕感遥 如今诞生

的 VR 影院给观看电影者带来革命性的变革遥 在虚拟影院中没

有大屏幕袁 有的是每个人座位前的一副虚拟现实眼镜 渊头盔冤袁
与传统影院最大的不同是袁 每一个座位都能 360 度旋转遥

在 VR 虚拟电影世界里袁 观看电影的传统模式都将发生颠

覆遥 戴上 VR 虚拟眼镜 渊头盔冤 后袁 就置身于电影场景所展现

的环境中袁 特别是 VR 电影可以实现多线式的剧情发展袁 它根

据观众的视线袁 向不一样的剧情方向发展袁 在同一时间尧 同

一部电影中看到不同的版本遥 据了解袁 VR 电影每场能容纳几

十人袁 每部影片时长 3~5 分钟袁 20~60 分钟等遥 如图 18 所示遥
4 VR/AR智能 9D体验馆

VR/AR 智能 9D 体验馆包含 VR/AR 智能 9D 体验馆层次结

构图和 VR/AR 智能 9D 体验馆实现原理袁 真正实现虚拟现实

交互体验设备遥 包含硬件尧 软件设备和产品遥
4.1 VR/AR智能 9D体验馆架构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由一个 360 全景头盔尧 一个动感

特效互动仓尧 周边硬件设备尧 内容平台无缝结合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遥 如图 19 所示遥

4.2 VR/AR智能 9D体验馆现实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由一个 360 全景头盔尧 一个动感

特效互动仓尧 周边硬件设备尧 内容平台无缝结合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遥 360 全景头盔带来沉浸式游

戏娱乐体验袁 轻轻转动头部前后左右美景一览无余遥 多声道

音频区音频系统分割为纵向和横向分区袁 运用离散扬声器将

音乐和声效传到影片所创建的空间袁 将 野环绕立体声冶 提升

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遥 动感特效互动仓控制细腻精准袁 游戏里

图 17 国内首家 叶星核曳 电影主题 VR虚拟乐园

图 18 国内首家 VR影院及 3D游戏体验馆

图 20 9D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

图 19 9D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层次结构图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

360 全景头盔 一个动感特效互 周边硬件设备

3D 头盔 智能手机

76



2016.15

每一次俯冲尧 跳跃尧 旋转尧 爬升都仿佛身临其境遥 智能操作

手柄可以轻松完成人机交互袁 如遇敌作战袁 行走等遥 还可以

轻松实现任意旋转遥 360 度旋转平台运动速度从 10mm/s~
160mm/s 根据影片场景自动调节袁 360 度旋转带来身临其境的

沉浸感受遥 头部体感瞄准只需轻轻转动头部袁 即可精确瞄准袁
配合手柄一键击杀遥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袁 在互动影院和

互动游戏方面不断整合各种娱乐要素袁 使用户在虚拟世界中

的体验更加丰富多彩院 虚拟格斗尧 虚拟射击尧 虚拟过山车尧
虚拟飞行尧 虚拟驾驶等层出不穷的刺激内容令人目不暇接惊

喜连连遥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袁 如图 20 所示遥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独创性地将尖端体感虚拟现实技

术尧 互动仿真数控机械技术和多元化娱乐内容平台巧妙结合

于一体袁 打造出一套空前创新尧 独具特色的一体系化虚拟现

实体验解决方案袁 开启了虚拟互动娱乐新纪元袁 使梦想与现

实的有机结合袁 将虚拟世界变得触手可及遥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袁 其 120 仿生视场角袁 1080P

双眼独立高清分辨率袁 沉浸式 9D 头盔袁 带给用户全方位无

死角畅游虚拟世界的独特享受遥 而动感特效互动仓运动速度

从10mm/秒到 160mm/秒均可任意调节袁 动作控制精准细腻袁
临场感再度提升袁 让用户在虚拟世界中体验身临其境的真实

感受遥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中还配备了头部追踪瞄准系统袁

采用 9 轴传感器袁 360 度头部跟踪袁 让用户彻底和笨拙的互动

仿真枪说再见袁 只需轻轻转动头部袁 即可精确瞄准袁 配合手

柄一键击杀袁 形式新奇独此一家袁 宛如化身神话人物美杜莎袁
随时享受一个回眸秒杀全场的极致快感遥

互动娱乐产业才是虚拟现实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袁
更要深刻了解虚拟现实技术 研发尧 产品以及销售的商业化精

髓袁 通过硬件切入虚拟现实体验市场袁 而通过软件主抓用户

契合度尧 实现用户聚合袁 始终坚持技术与内容双核驱动袁 始

终在 野软件尧 硬件兼备冶 的道路上坚定向前遥 9D 虚拟/增强现

实体验馆袁 着眼于提升用户体验袁 独家实现虚拟现实装置尧
周边硬件外设尧 娱乐软件内容的无缝结合袁 让虚拟互动娱乐

体验更全面尧 更丰富尧 更深刻袁 成为名副其实的虚拟互动娱

乐体验第一现场遥
5 VR/AR智能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

VR/AR 智能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涵盖 VR/AR 智能

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设计与 VR/AR 智能全沉浸式可穿

戴装置体验馆实现原理遥
5.1 VR/AR智能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设计

Pangolin suite 虚拟现实体验馆是一套多人娱乐装置或者主

题公园解决方案袁 该系统构成由多套 Pangolin Pro尧 PLS 空间

定位系统以及 EMS 娱乐管理系统组成遥 其中 Pangolin Pro 虚拟

现实装置是基本的玩家穿戴设备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曰 PLS 空间

定位系统是黑晶自主设计开发的室内定位系统袁 通过红外传

感器阵列捕捉玩家运动位置曰 EMS 娱乐管理系统是整个系统

的管理尧 监控以及调试平台等功能遥
Pangolin pro 穿戴装备包含调试显示器尧 头盔显示器尧

Pangolin 穿戴装甲尧 Pangolin IO 单元尧 UItra-base 底座等遥 9D
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层次结构图袁 如图 21 所示遥

5.2 VR/AR智能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实现

VR/AR 智能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实现袁 即 野VR/
AR 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冶遥 野VR/AR 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冶 将用

户直接待直接带入全新的虚拟世界袁 使用户和虚拟世界进行

互动袁 增加用户更加真实的体验袁 充分享受主题公园带来的

乐趣遥
16 条评论 (代做) 近期美国 TheVoid 公司打造虚拟现实主

题公园尧 澳洲 野Zero Latency冶 两大虚拟现实主题乐园让许多

爱好者兴奋至极袁 门票据说都已经预约到明年 2 月遥 美国

TheVoid 公司打造虚拟现实主题公园 2016 年将在美国犹他州

面世袁 接下来它还会陆续出现在美洲尧 亚洲尧 欧洲和澳大利

亚遥 澳大利亚墨尔本日前开放了一个虚拟现实游戏中心袁 这

个名为 野Zero Latency冶 虚拟现实主题乐园游戏中心可以给玩

家们提供虚拟现实体验遥 在如此巨大的商机面前袁 谁将抢占

国内 野VR/AR 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冶 市场赢得先机遥 国内首家

VR/AR 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免费预约体验袁 黑晶 野Pangolin冶 穿

山甲带您走进虚拟世界袁 如图 22 所示遥

国内老牌 VR 科技公司黑晶打造的 野Pangolin冶 穿山甲 VR
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即将落户北京袁 2015 年 10 月末于中国西安

召开的 AWE 增强现实亚洲博览会上袁 黑晶公司就以国内首套

全沉浸 VR 装置的现场体验引起了业内及各大媒体的强烈关

图 22 黑晶 野Pangolin冶 穿山甲带您走进虚拟世界

图 21 9D虚拟/增强现实体验馆层次结构图

Pangolin suite 全沉浸式可穿戴装置体验馆

Pangolin Pro 穿戴装备 PLS 空间定位系统 EMS 娱乐管理系统

调试显示器 头盔显示器 Pangolin 穿戴装甲 Pangolin IO 单元 UItra-base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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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遥 黑晶公司 野Pangolin冶 穿山甲目前匹配了两套模式院 一种

是 野Pangolin pro冶 虚拟现实装置袁 即一套基本的玩家穿戴装

置袁 Pangolin pro 虚拟现实装置是一套面向个人和企业的虚拟

现实装置遥 集成了复杂的动作捕捉尧 定位尧 力反馈尧 运算主

机等模块袁 为客户提供专业级体验却又简单易用的虚拟现实

沉浸平台遥
Pangolin pro 穿戴装备包含调试显示器尧 头盔显示器尧

Pangolin 穿戴装甲尧 Pangolin IO 单元尧 UItra-base 底座等遥 其

中 Pangolin 穿戴装甲院 集成了电池和计算主机袁 胸前和后背集

成了 4 个力反馈模块袁 4 个动作捕捉单元袁 游戏中可以带给用

户更强的沉浸感遥 Pangolin IO 单元院 由动作捕捉和力反馈组

成袁 并通过舵机控制的夹持器自动安装到身上袁 捕捉玩家动

作并且反馈震动给玩家遥 Ultra-base 底座院 是整个系统的收纳

保护及辅助穿戴设备袁 用户穿戴只需 20 秒袁 同时能为穿戴设

备充电袁 并且设置有显示器用于调试设备遥
野Pangolin pro冶 穿戴装备面向商业用户袁 黑晶提供硬件装

备及定制内容开发袁 后期会开放硬件 SDK 提供给开发者遥 穿

山甲 野Pangolin pro冶 虚拟现实装置袁 如图 23 所示遥

另一种是 野Pangolin suite冶 虚拟现实体验馆玩家穿戴装

置袁 即一套多人虚拟现实主题公园解决方案袁 Pangolin suite
虚拟现实体验馆是一套多人娱乐装置或者主题公园解决方案袁
该系统构成由多套 Pangolin Pro尧 PLS 空间定位系统以及 EMS
娱乐管理系统组成遥 其中 Pangolin Pro 虚拟现实装置是基本的

玩家穿戴设备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曰 PLS 空间定位系统是黑晶自

主设计开发的室内定位系统袁 通过红外传感器阵列捕捉玩家

运动位置曰 EMS 娱乐管理系统是整个系统的管理尧 监控以及

调试平台等功能遥 如图 24 所示遥
野Pangolin冶 穿山甲整套装置采用 野动作捕捉冶 + 野空间定

位冶 + 野力反馈冶 + 野全沉浸式体验冶 系统袁 融合了虚拟现实

与增强现实的全部功能和技术袁 是虚拟/增强现实和可穿戴技

术的典范遥 对于虚拟现实游戏领域无疑是一次大突进袁 同时袁
黑晶还将提供多主题体验内容的开发袁 共同推进 VR 产业发

展遥 如图 25 所示遥

野Pangolin冶 穿山甲整套装置不同于现在市面上单独带个头

盔或者商场里的 9D 单人或 3 人体验馆袁 它支持大场景多人互

动袁 是虚拟现实技术最具沉浸感的体验形式袁 可以拿着 AK47
步枪和朋友们一起组队竞技巷战袁 也可以穿越到远古侏罗纪

和恐龙进行互动等遥 野Pangolin冶 穿山甲整套装置创新的运用

野动作捕捉+空间定位+力反馈+全沉浸式体验冶 高新技术袁 对

于虚拟现实游戏领域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并引领全球虚拟/增
强现实产业进入开拓式发展遥

黑晶虚拟现实穿戴装备 野Pangolin pro冶 的正式对外预售和

VR 虚拟现实主题公园 野Pangolin suite冶 的即将落户不但标志着

中国的虚拟现实技术日趋成熟袁 也清除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游戏领

域应用的最后一道障碍袁 将虚拟现实技术真正带入到大众的日常

生活中来袁 虚拟现实装备在大众消费市场的普及已经指日可待遥
而走在研发前列的黑晶毫无疑问已经在虚拟现实领域占领先机遥

图 23 穿山甲 野Pangolin pro冶 虚拟现实装置

图 24 穿山甲 野Pangolin suite冶 虚拟现实体验馆构成原理

图 25 穿山甲 野Pangolin suite冶 虚拟现实体验馆
玩家可穿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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