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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R的核心技术突破
The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of V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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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媒体邀请部分VR/

AR相关厂商，探讨了VR/

AR技术的发展及相关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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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为VR/AR设备提供
高速电缆
实时、高速和稳定的数

据传输是在不同的VR/AR使

用场景中实现沉浸式用户体

验的关键，因此VR电缆产品

仍将是市场上大部分VR设备

的重要组成部分。TE通过高

速电缆产品帮助VR设备生产

商实现出色的性能，并且积

极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灵

活性、紧凑型和耐用性。与

此同时，无线VR是今年CES

展上的一大趋势，知名厂商

纷纷布局无线VR领域，为消

费者展现了类似电影《头号

玩家》的使用前景。TE密切

关注无线连接方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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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领域的领军企业在产品研

发初期就开展密切合作。未来

5G部署也将推动无线传输的进

一步发展。

TE VR/AR技术方案

TE针对下一代VR/AR技术

发展的各项挑战，提供包括

可定制的I/O、屏蔽及微型信

号、电源连接器解决方案以及

板到板、线到板和传感器解决

方案。TE全面的研发工程能力

和应用知识能够帮助设备工程师共同设计定制解决方

案，助力VR设备生产商和初创公司将创新想法变为现

实，实现符合市场需求的沉浸式体验。

TE的VR电缆组件产品提供可靠的平台设计产品方

案，通过简单的定制化，便能够满足VR解决方案提供

商多样化的应用需求，帮助他们的产品以更快的速度上

市。该VR电缆组件支持HDMI 2.0连接器和USB 3.0连

接器，以及可选直流电源，HDMI数据传输速率最高可

达18 Gbps。高速I/O插座也可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

率（高达40 Gbps），从而便于未来产品升级。TE不仅

可以提供整套电缆组件和高速插座，还可以为从其他供

应商处采购电缆的客户，提供插头模块。该组件的紧凑

型插座可节省头戴设备中宝贵的印刷电路板（PCB）空

间，其连接器中使用了均衡放大器，使线径较小的电缆

实现更长的电缆长度，同时减轻电缆重量。

Molex：VR/AR头显的技术动向
目前的VR/AR技术市场主要是面向消费者的头戴式

显示器（HMDs）。HMD的“滑入式”类型功能来自于

智能手机，当它成为传感器数据、摄像系统、显示、电

源、数据存储和主要功能处理单元的单元时，用户就会

进入该单元。

在这种类型的HMD中，智能手机还提供网络通

信，通常在3G和4G标准下，必要时通过Wi-Fi。这些

“滑入式”HMD系统的功能受到智能手机功能的限

制，而互联趋势一般是智能手

机市场的趋势，主要关注的是

小型化。Molex在为小型化超

便携移动设备设计互连解决方

案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而HMD

本身可以非常简单和划算。

智能手机的微型化需求，

尤其是精密设计和制造的天

线，能够在高度紧凑、组件密

集的外壳内，不受EMI/RFI干

扰的情况下，在各种信道和载波频率上工作。Molex同

时提供定制和标准天线，其产品组合包括空间受限环境

的天线。

另外，更强大的VR/AR系统的架构是通过将HMD

单元连接到台式电脑上的高端配置（典型的“玩

家”PC）来实现的，在这种配置中，强大的图形能力

是渲染桌面游戏的高吞吐量计算视频以及在附带的显示

器上显示大量高清视频数据的特别重要的需求。通常，

显示器是通过HDMI连接的，Molex为HDMI连接性提供

了一系列解决方案。HDMI连接器和电缆也提供到HMD

的连接，将这种类型的HMD归入“拴系”类别。

连线HMDs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尤其是当用户想要

的不仅仅是“旋转”运动控制（头部的旋转），而且

还想在VR模式下使用该单元时，根据定义，外部“真

实”世界是看不到的，包括HDMI线的位置。最近，有

人尝试设计“独立”的HMDs，其功能与高端智能手机

类似，后者的通信模式是无线的。

由于VR/AR视频流必须被压缩，因此无线处理负载

很重要，如果用户想要获得最优的VR/AR体验，则必须

将延迟时间保持在最小。在这种情况下，电池寿命非常

有限——可能只有2.5小时。然后再充电几个小时，除

非用户选择佩戴额外的电池组，然后需要电池电源连接

器和电缆。电力完整性是Molex的一个绝对核心问题，

我们将能够提供建议和帮助，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VR/AR中GPU与GUI的应用

TE数据与终端设备

事业部亚太区技术应

用高级经理 徐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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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x 亚太区营销

经理 Jamie 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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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和AR完全不同，绝大多数的VR专注于完全沉

浸，这需要非常快速的响应时间，逼真的渲染和高端的

图形处理（最好由专用主机或桌面系统解决）；我们也

看到了嵌入式解决方案的机会 ，但那些通常是视频VR

（360度环绕视频），其中需要一个低成本、低功耗嵌

入式图形处理器（GPU），

它具有高填充率要求以及优

化的YUV视频流处理（达到

非常高的分辨率），而我们

的PowerVR XE系列完美地实

现了这些性能需求。 我们还

在头戴设备中发现了完成后

期处理这样的机会，这种情

况下渲染则通过专用主机或

PC完成，这意味着时间扭曲

式处理需要在显示器或头戴

设备中完成，其中一个嵌入

式GPU可以处理最后的接近

运动扭曲（as-close-to-the-

motion），以避免延迟并降

低头晕的风险。对于这些需

求，我们的XE / XM系列也

是很好的选择。

在A R方面，我们看到

最大的市场拉动力是信息覆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Power

VR 产品管理与技术营

销高级总监

Kristof Beets

盖和图形化用户接口（GUI）渲染，而不是高端游戏处

理，这里的问题是头戴设备的实体外形因素和对极低功

耗的需求。 因此，在这个市场中我们看到的需求是需

要非常高效的神经网络处理技术，来进行目标识别和极

低功耗的GUI渲染，所以我们的NNA解决方案和XE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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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开关和仿真解决方案

需要详细资料？请现在通过 sales@hkaco.com 联系我们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ongKe
虹科

hkaco.com/ps700 关注测试专家

开关 | 仿真 | 程控电阻 | 定制设计 | 电缆与连接器

您要求的解决方案我们早已备妥

专为今天严苛的电子系统测试与验证而设计

年保修

• 海量产品可供选用：从低电平DC到1000V，射频/微波信号可高达65GHz
• 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应用非常广泛，包括航空航天与国防、汽车、医疗、传感器仿

真、硬件在环(HIL)和半导体等等领域
• 通常有长达15~20年的全面技术支持
• 所有型号均可插入任何PXI或PXIe混合机箱，并且也可插入我们的以太网控制LXI模

块化开关机箱 - 可选用18、7、4、或2槽USB/LXI机箱
• 电缆和连接器解决方案以及全新的在线电缆设计软件提供全面的连接支持
• 在PXI领域耕耘了19+年，拥有庞大的全球用户基础
• 在hkaco.com上可了解更多

北京 010-5781 5040；187 1014 9603 | 上海 021-6728 2707；136 7167 1424
西安 029-8187 3816；152 9185 3139 | 广州 400-999-3848；159 8639 3954
成都 028-6138 2617；136 8841 6951 | 沈阳 024-8376 9335；157 1053 7541
深圳 0755-22677441 | 武汉 027-8193 9100 | 香港 6749 9159

＊以上所有数据由虹科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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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非常适合，但是这个市场需要一场物理外形方面

的革命，其中可能更相关的是显示和光学技术而不是我

们的处理技术。

VR/AR的3D传感和眼球追踪
VR/AR的主要技术趋势是在“边缘”（收集数据的

源头），而不是集中在云中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这对

于要迅速作出关键决策的分布式“边缘”设备（诸如自

动驾驶汽车和物联网连接设备）十分有利。这些新型的

自主或半自动“边缘”设备包

括智能相机、可穿戴设备、机

器人、无人机和VR/AR装置。

集成3D传感功能

通 过 英 特 尔 的 

RealSense™技术，使开发人

员能够将3D传感功能集成到设

计中，可用于机器人和无人机

到AR / VR和客户端应用。就像

双眼视觉使人类能够在三维空

间中看到的世界一样，英特尔

RealSense技术的目标就是使智能、交互式和自动化机

器具有人类的3D感知能力。

儒卓力提供各种型号的紧凑型英特尔RealSense摄

像头，例如结合三个摄像头来作为一个1080p高清摄像

头的型款，另外还有一个红外摄像头和一个红外激光投

影仪，结合起来允许人眼感知深度并跟踪人体运动。

在集成3D感测中，儒卓力提供英特尔D400系列

RealSense摄像头，这些摄像头的核心是突破性D4和

Dm处理器，它们使用半全局匹配算法的定制型款，可

以实现超过3600万深点/秒的计算速度，提供超过90 

fps的帧率，而且芯片封装尺寸只有6.3 mm×6.3 mm 

(这远远小于英特尔酷睿i7处理器)，功耗低于22 nW /深

度点，并可搜索128个不同点。其目标是使计算机立体

视觉达到嵌入小型消费电子设备如手机、无人机、机器

人和VR/AR应用等所需的性能水平(包括功率、散热、

分辨率、帧速率、尺寸、成本等)。

带有多个LED的眼动追踪

另一个技术趋势是眼动追踪系统，它带有多个用来

照射用户眼睛的红外LED，并通过传感器捕获反射回来

的光，从而计算用户瞳孔的位置和凝视的方向，将这项

技术融入VR/AR头戴式装置需要非常紧凑的红外LED，

足够小以嵌入目镜周围的部份。

例如，儒卓力产品组合中包括欧司朗光电半导体的

SFH4055，它基于成熟的Firefly平台，广泛用于可见光

谱的LED，其占位面积仅为1.0 mm×0.325 mm×0.55 

mm，而发射器的波长为850 nm，主要针对VR/AR装置

中的眼动追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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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数据由中鼎泰克公司提供

动的摄像头，美光的DDR4和LPDDR4技

术适用于高速神经网络实施。系统级芯片和存储之间的

数据移动占据神经网络实施工作量的很大一部分。美光

先进的基于3D-NAND的eMMC技术使客户能够存储大

量代码和关联数据库，而基于3D-NAND的高密度工业

级uSD卡使客户能够以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在摄像头中

实现边缘存储以及边缘处理。对于智能摄像头，网络安

全也是我们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光科技为此专门推

出了Authenta™系列非易失性存储解决方案，可解决

智能摄像头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除强大的产品组合和

遍布全球的分销网络之外，美光科技还拥有全球技术专

家，能够帮助客户针对不断发展的AI使用

情形设计自己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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