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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户和计算机间的人机交互（ＨＣＩ）不再仅仅局限于通过键盘和屏幕实现，而是在被虚拟现实 ＶＲ（Ｖｉｒ-
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所逐步取代。 ＶＲ的影响跨越 ＨＣＩ，使得整个计算机系统发生了变化。 但是，众多词汇和概念困扰着
大家，诸如虚拟环境、虚拟世界、虚拟现实 ＶＲ、增强现实 ＡＲ（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和混合现实 ＭＲ（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等。 因此急需辨清，以便促进虚拟现实的发展与应用。 分析虚拟现实的由来和内涵，对 ＶＲ／ＡＲ／ＭＲ给以清晰的
定义和界定。 对 ＶＲ／ＡＲ／ＭＲ的特点和用途、关键技术支持、相关的建模技术、软件设计与工程及若干应用等进行
深入的剖析，并对虚拟现实的发展趋势、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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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ＣＩ）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ｋｅｙｂｏ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ｏ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ＶＲ）．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Ｖ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ＨＣＩ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ａｎ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ｐｌａｇｕ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Ｒ）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Ｍ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Ｒ ／ＡＲ ／ＭＲ．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Ｒ ／ＡＲ ／ＭＲ，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

Keywords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Ｒ）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Ｍ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0 引 言

数字化的巨浪把数字革命从我们的真实世界活动

引入到了虚拟世界。 除了通信、购物、学习、生产、游
戏、交友外，人们发微信、玩网游、看 ３Ｄ 影视等，消耗
在虚拟世界的时间在逐步超过在真实世界的时间。
ＶＲ技术依靠其沉浸感把人类推高到虚拟环境的一个
高境界。 ＨＭＤ（Ｈｅａｄ Ｍｏｕｎｔｅｄ Ｄｉｓｐｌａｙ），即头戴式显示

器（俗称头盔），结合跟踪系统使得沉浸容易实现，大
大推动了虚拟现实的发展，应用纷纷涌现，令人眼花缭
乱。 随 着 发 展， ＡＲ 和 ＭＲ 成 了 虚 拟 现 实 的
新宠［１ －２，１０］ 。

１） ＶＲ：关于 ＶＲ，有不同的定义：虚拟现实技术是
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
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
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
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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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 ＶＲ 一般指一种技术，它仿真真实和虚
拟世界，使人类沉浸地融入一个三维空间，产生有立体
感的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在一个确定范围内非
常类似于真实世界。 它有三个特征（３Ｒ）：实时渲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真实空间（Ｒｅａｌ ｓｐａｃｅ）和真实交互（Ｒｅ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几十年来，ＶＲ在游戏、影视、专业学习与训练、旅

游、制造、军事等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人类。 近年
来，随着 ＨＭＤ的普及和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距离已
经不成问题，在真实环境中融入虚拟现实获得了人们
的青睐，从而诞生了增强现实（ＡＲ）。 进一步，技术的
发展使得真实环境和虚拟环境可以更好地融合，人类
可以灵活地游走于虚、实环境，从而混合现实（ＭＲ）大
大发展，以至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号称其 Ｈｏｌｏｌｅｎｓ 系统只聚焦
于混合现实。

２） ＡＲ：什么是增强现实（ＡＲ），百度百科和维基
百科说：增强现实技术是一种实时地计算摄影机影像
的位置及角度并加上相应图像、视频、３Ｄ模型的技术，
这种技术的目标是在屏幕上把虚拟世界套在现实世界

并进行互动。
增强现实技术 ＡＲ，以一种鲜活的直接或间接视点

交互物理真实环境，其中的成分已获“增强”，增强效
果借助于计算机生成或真实世界传感输入，诸如声音、
视频、图形或 ＧＰＳ数据等。
显然，ＶＲ本身是基于个人计算机诞生的，而增强

现实和参与者的现实环境相关，因此可以说是面向移
动计算的。

３） 混合现实 ＭＲ，有时也称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它把真
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合成在一起，产生一个新的环境，使
之形象化，物理和数字对象共存，实时的交互。 混合现
实不仅仅发生在真实世界或虚拟世界，而且把现实和
虚拟现实融合到了一起，借助于沉浸技术包容了增强
现实和增强虚拟。
借用文献［８］的一张图说明 ＶＲ、ＡＲ 和 ＭＲ，以及

它们之间的差别。 见图 １。

图 １ 从现实到虚拟和从虚拟到现实

如图 １所示，横向两端分别是真实（环境）和虚拟
（环境），从左往右，对真实世界略有修改的状态称为
放大现实（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放大现实意味着借用
计算手段将物理对象的性质予以充实。 ＡＲ 是关于如

何让用户感知真实，放大现实则是影响用户感知真实。
这里，出现了新的中间状态———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姑且
称为“间接现实”）。 这里还出现了增强虚拟 ＡＶ（Ａｕｇ-
ｍｅｎｔｅ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ｔｙ），指的是从一个虚拟世界看真实世
界。 因这两个已不常用，我们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关注的是其中的 ３ 点：ＶＲ、ＡＲ 和 ＭＲ。 我们

在广义上把 ＶＲ、ＡＲ和ＭＲ统称为虚拟现实（ＶＲ）。 下
面就以 ＶＲ统称它们。

４） 虚拟现实的历史与由来：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这个词
是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工作者 Ｊａｒｏｎ Ｌａｎｉｅｒ 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引入的。 但是，追溯起来，虚拟现实的历史要悠
久得多。 借用文献［３］，我们列出一张表，见表 １。

表 1 虚拟现实发展历史

年度 作者／开发者 主要贡献

１８３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ｈｅａｔｓｔｏｎｅ

提出三维立体图 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ｅ
概念

１８４９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ｅｗｅｓｔｅｒ 开发出透镜式立体镜，能感知深
度和获得沉浸感

１９２９ <Ｅｄｗｉｎ Ａ．Ｌｉｎｋ

创造出一种飞行模拟器 “Ｌｉｎｋ
Ｔｒａｉｎｅｒ”，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
国使用 １０ ０００多个 Ｌｉｎｋ ｔｒａｉｎｅｒｓ
用于 ５００ 万个飞行员的启蒙训
练和技能改进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Ｍｏｒｔｏｎ Ｈｅｉｌｅｇ

开发了一个多传感器模拟器

Ｓｅｎｓｏｒａｍａ．一台能够正常运转
的３Ｄ视频机器。 它能让人沉浸
于虚拟摩托车上的骑行体验，感
受声响、风吹、震动和布鲁克林
马路的味道。

１９６１ <Ｃｏｍｅｏ ＆ Ｂｒｙａｎ 开发了设备“Ｈｅａｄｓ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ＭＤ”．

１９６５ <Ｄｒ．Ｉｖａ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在其短文“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提出了虚拟世界创建概念

１９６６ <Ｄｒ．Ｉｖａ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构建了一个 ＨＭＤ “ Ｓｗｏｒｄ ｏｆ
Ｄａｍｏｃｌｅｓ”（达摩克利斯剑）

１９７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实现了第一个力反馈设备原

型， ＧＲＯＰＥ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５ <Ｍｙｒｏ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 开发了人工现实系统“ＶＩＤＥＯ-

ＰＬＡＣＥ”
１９８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ｕｒｎｅｓｓ 开发了一个高级飞行模拟器

ＶＣＡＳＳ．

１９８３ <美国 ＤＡＲＰＡ
实现了一个实时仿真系统 ＳＩＭ-
ＮＥＴ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
开发多用户交互仿真

１９８４ <美国 ＮＡＳＡ Ａｍ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构建了一个虚拟显示环境

ＶｉＶＥＤ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 ）， 使 用 单 色 立
体 ＨＭＤ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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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年度 作者／开发者 主要贡献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Ｊａｒｏｎ Ｌａｎｉｅｒ

使用 数 据 手 套 Ｄａｔａ Ｇｌｏｖｅｓ
（１９８５）和 ＥｙｅＰｈｏｎｅ ＨＭＤ 使得
虚拟现实这个词获得商业化

认可

１９８９ ®Ｆａｋｅ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ｂｓ
开发了 ＶＲ设备 ＢＯＯＭ， 一个有
两个 ＣＲＴ监视器的通过两个眼
筒观看的小盒子 ｈｏｌｅｓ．

１９９０ ®Ｎａｓａ Ａｍ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开发了一个虚拟风洞（ＶＷＴ），
使用 ＢＯＯＭ 和 Ｄａｔａ Ｇｌｏｖｅ 分析
流场

１９９２ ®
伊利诺斯大学电

子可视实验室的

Ｄｒ．Ｃａｒｏｌｌｉｎａ Ｃｒｕｚ
及研究生小组

开发了 ３Ｄ 投影系统，取名为
Ｃａｖ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ＣＡＶＥ）

１９９３ ®Ｈｅｉｍ
描述 ＶＲ 的 ７ 个核心：沉浸、仿
真、人工现实交互、临场感、一般
沉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网络
通信

１９９４ ®日内瓦

ＷＷＷ会议 首次引入 ＶＲＭＬ概念

到了 ２１世纪， 计算设施和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
高清晰度显示和 ３Ｄ图像能力剧增，ＶＲ迅速发展。 各
种头盔（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Ｓａｍｓｕｎｇ ｇａｌａｘｙ Ｇｅａｒ， Ｏｃ-
ｕｌｕｓ Ｒｉｆｔ， ＨＴＣ ｖｉｖｅ）的问世，大幅推动了 ＶＲ 的发展。
云计算又使得基于云端的 ＶＲ 应用纷纷涌现，ＡＲ 和
ＭＲ成了主流。 一些 ＩＴ尤其是软件界巨头，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Ａｐｐｌｅ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开始竞相大力布局 ＡＲ 和 ＭＲ，构建
自己的 ＶＲ生态系统。
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为例，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微软对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ＨｏｌｏＬｅｎｓ 混合现实设备的能力进行了发布和展示。 它
可以无缝地把全息对象集成到用户世界，有时难以区
分自己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 微软在做一个大
布局，就像当年 Ａｐｐｌｅ开发智能手机 ｉＰｈｏｎｅ一样，开放
接口，让基于 ＨｏｌｏＬｅｎｓ平台的新应用不停地由独立开
发者开发出来，共享这个大饼。

1 若干关键技术支持

本节讨论 ＶＲ涉及的技术问题。 虚拟现实涉及技
术很多，限于篇幅，这里聚焦于其中的一部分。 首先讨
论 ＶＲ 建模方法与技术，因为建模是虚拟现实的关键
核心之一。

1．1 虚拟现实建模
虚拟现实建模即 ３Ｄ 对象建模，这些对象将在真

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里交互。 建模是 ＶＲ 的基础之一，
它包括一系列方法。
1．1．1 场景展现建模方法

虚拟现实系统首先需要一个场景及其展现，需要
建立一个虚拟与真实融通的场景，并有效地展现。 相
关的建模问题包括：

１） 基于深度区域图像的建模：
（１） 区域图像获取与登录；
（２） ３Ｄ模型表面重构；
（３） ３Ｄ模型修补。
２） 基于图像的建模方法：
（１） 基于单个图像的几何模型重构；
（２） 采用立体视觉和结构光照方法几何模型

重构；
（３） 使用先验知识重构风景；
（４） 基于轮廓线的几何模型重构。
３） 材质光照建模方法：
（１） 体光照建模方法（Ｖｏｌｕｍ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２） 活性变化建模（Ａｃ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３） 变密度传播模型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４） 材质分类与混合模型（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４） 领域建模方法（Ｆｉｌｅ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１） 矢量场（Ｖｅｃｔｏｒ ｆｉｅｌｄ）；
（２） 标量场（Ｓｃａｌａｒ ｆｉｅｌｄ）。

1．1．2 行为建模方法
虚拟现实环境中活动对象（如人、车）建模尤其是

其行为建模也是 ＶＲ的关键，其中，常用的方法有：
（１） 自主对象的主要类型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方法；
（２） 基于有限状态自动机的建模方法；
（３） 面向建模方法的专家系统；
（４） 基于智能代理的建模方法；
（５） 聚合与分解模型（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

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1．1．3 虚实结合建模

ＡＲ和 ＭＲ需要虚实结合的场景，虚实结合建模是
一个大挑战。 涉及的建模问题包括：

（１） 虚实合成场景中真实环境信息的获取与
表示；

（２） 虚实间 ３Ｄ登录和存储方法；
（３） 虚实间耦合处理方法；
（４） 虚实合成方法。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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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基于物理的建模方法
１） 刚体建模方法：
（１） 刚体运动仿真；
（２） 碰撞检测；
（３） 连接性和限制性建模。
２） 柔性物体建模方法：
（１） 离散颗粒建模；
（２） 连续性建模方法；
（３） 柔性物体碰撞检测。
３） 虚拟人体运动建模方法：
（１） 运动数据采集（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２） 运动数据处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３） 运动控制（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1．2 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动画
视觉是人感知世界的第一感觉，因此虚拟现实中涉

及的一个关键技术是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动画技术 。
这里涉及的技术有数学问题、３ 维建模和影像渲

染问题等。 数学指的是坐标系统、向量和转换矩阵，用
于表示可视化、３Ｄ对象动画、特征描述等。 ３Ｄ建模是
借助于几何描述为实际物体对象构建一个特定的 ３Ｄ
形象；渲染借助于光照模型、灯光、色彩和纹理演绎 ３Ｄ
模型。
大部分虚拟世界是动态的，随时间变化的，物件在

其中运动、旋转和变化，因此需要计算机动画技术的支
持。 计算机动画的主要目标是合成期望的运动效果。

1．3 虚拟现实系统的体系结构
虚拟现实系统的体系结构也是一个技术难点。
目前常用的体系结构大多数由本地部署的，陆续

地往基于云计算的发展。
引用文献［１１］的图，一个模拟驾驶虚拟现实系统

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一个模拟驾驶系统 ［１１］

文献［８］讨论基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的 ＨｏｌｏＬｅｎｓ 开发 ＭＲ
系统，给出开发一个混合现实系统的必要软、硬件要

求：一台 ＰＣ，参数要求是：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ｂｉｔ （Ｗｉｎ-
ｄｏｗｓ， Ｍａｃ ＯＳ， ｏｒ Ｌｉｎｕｘ）； ３０ ＧＢ 可用硬盘空间；
ＲＡＭ≥６ ＧＢ；ＣＰＵ处理能力。 文献［９］中推荐的是 Ｉｎ-
ｔｅｌ Ｃｏｒｅ ｉ５ 或 Ｃｏｒｅ ｉ７ 处理器 （或类似性能）； ＧＰＵ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或图形卡。
如果使用 ＨｏｌｏＬｅｎｓ仿真器，文献［８］ 推荐的最小

系统要求是：操作系统 ６４-ｂｉ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Ｐｒｏ／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ＰＵ 至少 ４ 核；８ ＧＢ ＲＡＭ；ＢＩ-
ＯＳ 必须支持和能够基于硬件的虚拟化；二级地址转换
技术 （ＳＬＡＴ）和基于硬件的数据执行保护 （ＤＥＰ）；Ｄｉ-
ｒｅｃｔＸ １１．０ 及以上的 ＧＰＵ， ＷＤＤＭ １．２ 或更高版的驱
动。 其他还有专用硬件要求：ＨｏｌｏＬｅｎｓ， Ｅｍｕｌａｔｏｒ 或其
他类似硬件。 建模则可以使用一些 ３Ｄ 建模软件，如
Ｕｎ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公司的 Ｕｎｉｔｙ。
1．4 感知技术
1．4．1 视 觉

计算机的显示技术经历了显像管 ＣＲＴ、液晶 ＬＣＤ
等时代，期间，等离子显示也曾流行，但目前基本上有
ＬＣＤ占据主流。
虚拟现实的显示目前有 ＨＭＤ 头盔、投影和桌面

显示三种主要方式，最受青睐的是 ＨＭＤ。
大部分 ＨＭＤ 有一个或两个带透镜的小显示器，

显示单元可以使用 ＣＲＴ、ＬＣＤ、ＬＣｏｓ或 ＯＬＥＤ技术。 显
示器有镜头和半透明反光镜，封装在一起。 许多 ＨＭＤ
配有耳机（或喇叭），以便视频和音频一起输出。 有的
ＨＭＤ是一个复杂的感知和计算系统，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的
ＨｏｌｏＬｅｎｓ为例：它拥有 ３个处理器———ＣＰＵ、ＧＰＵ、ＨＰＵ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
（ＩＭＵ）———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磁力计；摄像
机———５个可见波长摄像机、一个远红外摄像机； 一个
远红外激光投影器；麦克风；等等。
为了发挥自己潜力，ＨＭＤ 和跟踪器配合在一起，

探测角度、方向甚至是位置的变化，以便在计算机里控
制 ＶＲ应用，按特定实践渲染成虚拟场景。
在医疗外科应用中，还使用了 Ｘ 射线视像，和传

统视像合成在一起。 传统的 ＨＭＤ 可以提供大多数沉
浸感，但还有不足，主要如显示粒度、视角大小等。
1．4．2 听 觉

声音是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一部分，从中获取大
量信息。 声音来自不同空间位置，我们生活中感知的
是空间声音。 如何在虚拟环境里构建空间声音一个重
要挑战。
声音在虚拟显示系统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如：
１） 补充信息： 声音可以提供较仅有视觉外补充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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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丰富的信息。 少许的回声和反响都可使人的大
脑对关注对象的方位和距离，以及环境大小和背景有
新的认识。

２） 可供选择的反馈：声音反馈可以提升用户接口
（例如可以用声音指示用户命令的确认或选择的对
象）。

３） 可供选择的交互模式： 声音是一种有效的通
信通道。 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可以有效地提升 ＶＲ
效果。
涉及的问题如空间声音的记录与再生和空间声音

合成等。 空间声音合成包括处理声音信号以生成逼真
的声音，描述真实声音场景：声源的位置、方位，室内还
是旷野，等等。 还有的问题如声音渲染。 声音渲染大
多用于为动画生成同步声道， 为场景里的每个对象通
过创建有特征音色的空间声音。 声源可以通过采样或
合成实现。

ＶＲ里的声音系统需要满足如下需求：
１） ３Ｄ定位： 精确地定位虚拟声源。
２） 音响仿真： 音响空间仿真是再现真实环境的

基本要素，要能反映出房间的大小，墙面的特点等。
３） 速度和效能： 在空间声音的物理性质的精确

仿真和声音实时有效生成间往往存在矛盾，因此一般
需要有个折衷。 同时，实现虚拟环境还需要一定数目
的虚拟声源。 大多数重要的声音现象可以用计算机引
擎仿真。 值得注意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任意虚拟位置
将声源映射到一定数目的喇叭，而其实际位置又受到
ＶＲ系统安装时的物理设置所限制。
1．4．3 触 觉

目前的大多数 ＶＲ 应用提供视觉和听觉反馈，较
少涉及力反馈。 但是，很多 ＶＲ应用，迫切需要涉及触
觉和肌肉运动知觉，给人“接触”虚拟物体的能力。 触
摸是人的一种重要感觉， 其中包括皮肤接触和肌肉运
动触觉等。 典型的触觉感知设备和技术如：

１） 数据手套（Ｄａｔａ Ｇｌｏｖｅｓ） 手是人触摸的一个主
要输入通道，是通过触摸感知和操纵外部环境的主要
接口。 因此，手套形式的 ＶＲ 设备被大量设计和开发
出来。 这类手套里纳入了大量的传感器，用于获取手
指弯曲等身体数据。 内置磁性或惯性的运动跟踪器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ｅｒ）用于获取全方位的手套位置与旋转数
据。 有的还有响应激励设施，用于反映用户在虚拟现
实应用中的反应，例如在手指关节处内置可充气气囊，
在用户接触虚拟物体时，弯曲手指或握拳时适时将小
气囊充气，用户感知气囊压力，虚拟环境逼真仿真出握
到虚拟物体的感觉。 市场上已有丰富的数据手套产

品，如 ＣｙｂｅｒＧｌｏｖｅ®，５ＤＴ Ｄａｔａ Ｇｌｏｖｅ。 它们拥有丰富的
传感功能，蓝牙接口，开发 ＳＤＫ等。

２） 触觉演绎和渲染 触觉演绎和渲染指的是通过
用户和虚拟物体的交互，计算和产生出响应力的过程。
一般有 ２类渲染算法：

（１） ３-ＤＯＦ触觉演绎： 这类算法考虑和虚拟物体
的单个接触点场景，只有 ３ 个自由度（３ ＤＯＦ），只能在
３Ｄ空间里变化位置。

（２） ６-ＤＯＦ触觉演绎： 这类算法以 ６ 自由度抓住
的物体：解决位置和转动问题，触觉的反馈既有位置还
有力矩。 触觉渲染接口也值得一提，触觉渲染接口负
责产生机械信号刺激人的肌肉和触摸通道，让人理解
感知和在现实环境里作出响应动作。 触觉接口的目标
是通过再生虚拟物体的物理特征便于操纵虚拟物体。
一般可将这类接口分为被动触觉接口、主动触觉接口
和混合触觉接口三类。 被动触觉接口只能针对用户运
动施加阻力。 主导触觉接口使用激励器，有提供能量
的能力，这类激励器可以是电动马达、水力系统、压电
装置等。 混合触觉接口则同时使用主动和被动激
励器。

2 虚拟现实系统工程与软件框架

2．1 如何构建一个 VR系统［11］

开发和运维一个 ＶＲ 系统并不容易，需要许多领
域的深度知识，涵盖传感和跟踪技术、立体显示、多模
态交互和处理、计算机图形学和几何建模、动态和物理
仿真、性能调节等。 和其他软件系统比较，新的特点
是：（１） 实时性性能要求；（２） 对象外观和物理性质建
模问题，还要包括其行为特征；（３） 根据不同任务和输
入／输出设备，不同风格和形态的交互技术。 同时 ＶＲ
面临的是一个多目标决策的复杂问题，这些目标还很
可能是矛盾的。
构建一个 ＶＲ系统往往需要分步和迭代实现。 第

一步需要分析对虚拟体验的需求，初略描述完整的流
程和情景结构，包括时间和交互条件。 还需要估算基
本的输入／输出设施或必要的计算能力。 在需求分析
基础上，需要对主要虚拟对象建模。 要使用 ＣＡＤ软件
常常还需要建立几何形态，开发人员使用图形／ＶＲ 库
函数（例程）对行为特征进行编程。 虚拟对象和其他
成分要组织起来构成一幕幕场景，编程后的场景要渲
染，以高帧率（如 ２０ Ｈｚ）显示给用户，保证对象动画的
平滑性。 系统中常用特定的 ＶＲ传感器和显示设备作
为接口。 通过一步一步的精细化，系统逐步到达用户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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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ＶＲ软件应当迭代方式分步开发。 最初的迭代应

聚焦于常规视图，如需求分析，描述对象和特征，定义
分层、全局系统行为、用户任务建模和总体系统体系。
下一步更多涉及 ＶＲ相关的视野，对性能目标、计算模
块逐步细化。 我们可以简述如下：
算法 1 ＶＲ软件开发算法
（１） 脚本设计／需求分析
（２） 对象／全局行为／系统结构“场景”建模
① 系统概要设计／修改需求
② 系统设计
③ 系统仿真与验证，性能调节，过程分配
（３） 性能／任务分解／交互模型／信息、功能、行为

模型精细化

（４） 实现呈现／特效

2．2 虚拟现实系统工程
ＶＲ／ＡＲ／ＭＲ开发是一种特殊的系统工程，我们这

里称为虚拟现实系统工程，对此，文献［６］从 ３ 个方面
讨论： 交互设计、软件设计和实现、虚拟现实应用。
2．2．1 交互设计

学者提出了一个基于混合对象的集成框架［６］ ：将
ＭＲ中出现的对象称为（虚／实）混合对象，分析混合对
象的内涵特征和外延特征，从而给出了一些方法，如：

（１） 一种迭代的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
（２） 嵌入式 ＭＲ环境。
针对虚拟现实系统工程，文献［６］还讨论了若干

特殊设计问题，如提出一个面向工程的软硬件协调设
计方法；在设计结构中，讨论了基于模型的方法，使用
传统的基于模型转换方法，从概念模型逐步演化和求
精，最后实现软件的方法。
2．2．2 生命周期

和所有软件系统一样，ＶＲ系统也有其生命周期。
ＶＲ系统的生命周期管理也是一个挑战［６］ 。

3 应 用

ＶＲ不只是在游戏娱乐中找到用武之地，其应用
的领域很广，主要应用在健康、教育、娱乐、文化、工业
和军事等领域。

3．1 健康科学
虚拟现实技术广泛应用在健康领域，如外科、康

复等。
3．1．1 虚拟外科

虚拟外科是虚拟现实应用的一个热门课题，很多

系统被开发出来。 手术前的准备往往可以用一个 ＶＲ
系统来实现。 这样的系统让外科医生在一个虚拟环境
里熟悉和改进技能，大大有利于真实手术过程。
3．1．2 虚拟康复和治疗

虚拟现实也可用来基于物理治疗的康复处理。 用
于康复的 ＶＲ 系统集成触觉和先进传感技术，识别运
动模式、开发仿真任务（治疗练习）和诊断。 一般通过
立体显示、力反馈设备、现代传感技术实现的。 诊断则
通过收集数据、导入医院检测和基于人工智能模型实
现的。
3．1．3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中使用虚拟现实也很有用。 例如，对于
孤独症儿童而言，直接将其置于人群中可能儿童会不
适应。 使用 ＶＲ技术，让他／她在虚拟人群中先熟悉起
来，在逐步让其真正融入人群会更有利。
3．1．4 虚拟解剖

虚拟解剖也是 ＶＲ的典型应用，借助于 ＶＲ技术，
医学学生可以很直观地掌握解剖技术、了解人体结构，
很好解决解剖对象短缺困境的问题。

3．2 工业制造业应用
计算机在产品开发中广泛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ＡＤ）、计算机辅助制造（ＣＡＭ）、计算机辅助装配规
划（ＣＡＡＰ）等是产品生命周期里广泛使用的计算机系
统。 ＶＲ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 ＣＡＤ／ＣＡＭ 处理能力。
图 ３展示 ＶＲ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图 ３ 产品设计中的 ＶＲ系统［１，１３］

在装配和运维中虚拟现实技术也广泛应用。 １９９０
年，波音公司启动 ７７７ 飞机的研制工作，生产过程采用
了大量全新的航电、飞控、起落架等设计，需要在飞机
上安装大量的长捆航空线束。 这些航空线束仅担负着
传统的输配电功能，还担负这各类系统的信息传输功
能。 线束的安装位置必须准确快速，一方面保证各类
线束之间彼此不产生干扰，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被外界
的信号干扰或者干扰外界的信号。 为了准确地安装这
些复杂的线束，１９９０ 年，波音的两位工程师，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ｕｄｅｌｌ 和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ｚｅｌｌ，提出了使用一种抬头透视装
置。 利用这个装置，安装工人在工作过程中，按照他们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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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头部朝向，系统依据数字 ＣＡＤ
图，自动生成虚拟图像，叠加到工人们视野中的真实场
景里。 工人们可以方便地按照透视的虚拟线路指导，
进行各类航空线束的安装。 通过这么一个装置，可以
轻而易举地提高安装线束的效率同时减少安装线束的

错误。 增强现实这个词也产生于此，描述这种在真实
场景下，按照用户看到的物体以及他们的位置和头部
朝向，自动叠加虚拟内容的这种技术。 Ｔｈｏｍａｓ和Ｄａｖｉｄ
把他们的设想写成论文，发表在 １９９２ 年的第 ２５ 届系
统科学国际会议上。

3．3 军事应用
虚拟现实在军事上的应用由来已久。 表 １中例举

的 Ｉｖａ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的项目支持就来自美国国防部
ＤＡＲＰＡ。 战场的态势感知（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是军
事上的重要问题。 大量侦察到的信息，无论来自卫星、
雷达、传感设备，还是飞机侦察等，需要收集起来、融合
到一起，借助于 ３Ｄ 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就可以把战
场环境虚拟地再现出来， 有利于指挥和作战。
培训也是虚拟现实技术在军事上的重要应用。 飞

机驾驶、导弹操控、军舰操作往往可以借助于 ＶＲ 技术
部分实现，从而减少成本，避免新手初操作时容易发生
的事故。 其他还有：战士的单兵作战系统、飞行员的驾
驶系统等。

ＶＲ的其他应用，如教育、文化、旅游、ＢＩＭ等，读者
可能已很熟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4 趋势、发展和挑战

虚拟现实发展迅速，从资本市场看：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９
日-蜜蜂网发布《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 ＶＲ／ＡＲ 投融资报告》
称：全球 ＶＲ／ＡＲ行业投资总额超过 ２１．６３亿美元。 其
中，国内 ＶＲ／ＡＲ行业投资总额超过 ５．２亿美元； 国外
投资总额超过 １６．４ 亿美元。 半年里，发生投资事件
１２６起，其中国内为 ６０ 起，国外为 ８４ 起。 这些投资主
要集中在技术、硬件、游戏、平台、教育、建筑和行业应
用等领域。 其中，技术、硬件、游戏是投资热点。 腾讯
２０１６ 发布年全球首份 ＡＲ行业报告：到 ２０１７年，ＡＲ市
场将增长至 ５２ 亿美元。 ＩＤＣ 发布报告：全球范围内
ＡＲ和 ＶＲ市场的收入预计将在接下来四年内翻倍，甚
至更多。 所有在 ＡＲ／ＶＲ产品和服务上的花费预计会
从 ２０１７年的 １１４ 亿美元上涨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１５０ 亿美
元，年增长率达到 １１３．２％。 面临大好机会，我们也面
临新的挑战。
首先，鉴于虚拟现实的 ３Ｒ要求，对处理器的要求

很高。 芯片（ＣＰＵ，ＧＰＵ和 ＨＰＵ）及其集成能力的需求
十分迫切。 感知技术／激励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需要
进一步的发展。 这里，我们仅从软件角度看，我们的机
遇和挑战包括：

（１） ＶＲ 建模技术。 前面描述了 ＶＲ 建模技术的
需求，目前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２） ＶＲ开发方法。 和大家习惯的软件开发有很
大不同的是，ＶＲ是一个软硬件融合对策系统，需要软
硬件协同设计和开发，相应的开发方法有待研究和
深化。

（３） 大数据处理能力。 ＶＲ系统中涉及大量感知
数据，实时采集、融合、处理和分析这些数据需要专门
的算法。

（４） 人工智能。 传统的 ＶＲ演化为 ＡＲ和 ＭＲ，其
关键在于大数据处理与 ＡＩ 技术，而面向 ＡＲ和 ＭＲ的
算法与技术研究尚在初级阶段。

（５） 情景感知计算能力。 作为一种计算形态，情
景感知计算具有适应性、反应性、相应性、就位性、情景
敏感性和环境导向性的特征［１２］ ，这就是 ＶＲ 系统所必
须的，更是需要突破的。

5 结 语

本文给出了关于 ＶＲ、ＡＲ 和 ＭＲ 的概述，其关键技
术、应用和展望。 可以预计，未来几年里，虚拟现实技术
会更快地发展，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在中国
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支持下成立的中国 ＶＲ 虚拟现实产
业创新联盟将会致力于协助国内企业为此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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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１， ０．１）。 其中，第一列分类号不包含在计算之
内。 最终生成的聚类中心为：（５．０１， ３．４２， １．４６，
０．２４）、（６．８７， ３．０９， ５．７５， ２．０９）、（５．９， ２．７５， ４．４１，
１．４３）。 对比本文改进算法确定的第一个初始中心点
和最终生成的聚类中心点可以看出二者相差很小。 多
次测试后的准确率平均值为：８８．６７％。
针对系统用户日志的标记数据进行聚类并统计其

准确率同样得到了较高的提升，其中运用 Ｋ-ｍｅａｎｓ 随机
确定初始中心的方式平均准确率为：６４．５０％，运用本文
提出的改的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平均正确率为 ８３．４３％。 可以
看出准确率在采用改进后的算法后有了较大的提升。
此外，为了验证本文中提出的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集群的

大数据处理平台集群环境相对于单机环境效率的提

升。 在同等大小的数据集用户行为日志的基础上针对
不同 ＭＡＣ地址各自操作次数的统计功能编写了在单
机环境下和 Ｈａｄｏｏｐ集群环境下不同的实现方式，并测
试了五组不同数据集的情况下的运行时间。
由实验数据得知，单机处理情况下，分别处理

２５０ ＭＢ、５００ ＭＢ、１ ＧＢ、２ ＧＢ、４ ＧＢ数据的时间随着数
据量的突增呈指数级增长的趋势，用时分别为：５．４５ ｓ、
７．５ ｓ、１３．９４ ｓ、４２．１８ ｓ、１５８．７５ ｓ。 而使用Ｈａｄｏｏｐ分布
式集群环境处理任务的情况下，分别用时为 １７．０１ ｓ、
２０．９９ ｓ、２１．３０ ｓ、２２．４２ ｓ、３０．０４ ｓ。 单机与集群环境下
运行时间对比如图 １０ 所示。 从图 １０中可以看出单机
情况下随着数据量的剧增处理时间也随之剧增，在
１ ＧＢ范围内的数据量表现较好，但是当数据量继续增
长，执行时间随之集合呈现指数增长的趋势。 而集群
环境下，从 ２５０ ＭＢ数据剧增到 ４ ＧＢ的数据量的过程
中，运行时间变化不大，变化趋势较为平稳。 可见，基
于Ｈａｄｏｏｐ 的分布式集群环境在大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
很显著，而且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大其优势将越明显。

图 １０ 单机与集群执行时间对比图

5 结 语

本文针对用户喜好与互联网企业产品之间的矛

盾，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集群的用户画像系统。
首先，通过接口调用、网络爬虫等数据采集方式，获取

到完善的数据集。 然后，用户的行为日志经过统计分
析和数据挖掘等方式的分析与处理，把用户抽象成标
签的集合，从而达到为用户“画像”的目的。 最后，可
视化系统将用户画像系统的分析结果展示出来，为企
业决策人员提供决策依据以及为后续向用户进行精准

推送铺平道路。 此外，本文对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依赖初始
中心的缺陷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算法更趋近于最终
聚类中心，且准确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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