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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R成熟还需多年，大量机
会将会涌现
VR and AR will take years to grow up, and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will emerge

作者 / 迎九  《电子产品世界》编辑

 

摘要：当下VR/AR发展火热，但是技术要真正成熟起来还需要将近十年。本文介绍了VR/AR的技术及市场发

展，并就其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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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研究副总裁 Brian Blau认为，预计2017年

AR、VR的HMD（头戴显示器）将售出9百万件。

VR/AR成熟还需要十年
 AR、VR是一种变革性的技术，它会改变人们使用

计算机的方式，包括人们互相交往、交互的方式。直到

十年之后，VR、AR才会变得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成

熟的终结。因为很多技术从诞生到逐步完善，都是需

要花时间的。我们可以认为2016年是VR、AR的元年，

我们也可以把2016年称之为沉浸式技术的元年。尽管

如此，但是这些技术的发展速度并不会像很多媒体上

所报道的那样

快。一方面，

该技术本身虽

然 不 是 新 技

术，但是也确

实发展得没有

那么快；另一

方面，APP开

发人员开发出更加有浸入感的APP也需要时间，虽然他

们在一直不断地积累经验和实践。还有一方面是来自于

9

201706.indd   20 2017/5/27   15:05:22

万方数据



责任编辑：王莹

21www.eepw.com.cn    2017.6

消费者、公司和业界等，这方面的技术还是有待成熟。

当然，我们还会碰到很多关于技术方面、商业方面的挑

战，这些都需要时间让市场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因此，十年之后，整个市场，包括头戴设备市场都

会成熟起来。

VR最先适合消费类，
AR适合商业应用

VR适合消费类市场，

AR适合商业市场。

目前，中国很多地方

政府正投入大量的资金到

V R 领 域，很 多 高 校 在 这

个领域加强人才培养和培

训，这种趋势是全世界都

有的。有了这样的资金投

入，再加上人们对于VR知

识的掌握和政府的鼓励措

施的刺激，在可预见的未

来，VR在消费类市场上的

发展速度会超过商业类市

场，这从我们现在的智能

手机及耳机等头戴设备可

以看出来，纯数字就可以

充分说明这一点。

而VR技术真正融入商

务领域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企业、公司必须要了

解这个技术到底有什么样

的功能、用途以及如何使

用。这个融入的过程是要

用“年”来计的。有了这

些技术之后，我们还要进

一步做实验，做技术的改

进。

至于AR，现在很多技

术提供商都锁定在商业领域，或者说是公司。因为对于

AR来说，当前市场还远远不够成熟，我们需要更多时

间来开发市场，发展硬件、软件和整个生态系统。可

见，现在的头戴设备和AR还远不够成熟，需要再过很

多年才能看到它真正成为消费者市场中的东西。所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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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这个阶段，AR还需要公司的不断研发和技术提供商

的买单来得到进一步的成长。现在很多应用案例也只是

用在商业领域。

AR、VR厂商在设备和生态上竞争
世界上很多大公司，像苹果、Facebook、谷歌、

微软、亚马逊、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都在竭力发展

AR和VR技术，有的技术是公开的，有的技术还没有公

开。

它们的技术竞争，主要体现在设备本身和生态

系统。从设备本身来说，所有公司都在做自己的设

备，或者通过第三方在做自己的设备。比如微软有

Holographic（全息图像），Facebook也在做自己的硬

件。生态系统的竞争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用户方面和

开发者方面。用户方面是指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平台；

开发者方面是谁能够带来最新的APP和其它相关的技

术，例如光学、通讯、传感器等。此外，还有很多商业

上的挑战。例如，从业务模式上，围绕着新的AR或VR

技术应该怎样调整业务模式。所以，未来这些年竞争将

会是非常激烈的。

实际上，英特尔、微软这样的国际公司在技术孵化

中非常积极和居于领先地位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这些

技术的话，他们就会输。第一，在新技术发明创造的道

路上，一旦这个技术成功，该公司就可以成为一系列专

利的拥有者。所以各大公司都在加速开发与VR、AR相

关的核心技术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对他们来说，创造

这个技术、使用这个技术并拥有这个技术，对其整个生

态系统大有裨益。第二，如果该公司成为了这样的技术

提供者，不管是在企业面前，还是在普通用户面前，都

将处于“赢”的位置。因为对用户来说，新技术的提供

可以吸引其参与，而对于整个大的生态系统，新技术的

提供就是所有的未来。因为所有的APP和各种服务都融

入在这个大系统中，所以这些大公司要投，它也想打造

自己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还包括APP的开发者、商业

伙伴等各种伙伴。这些伙伴和开发者的参与，也会极大

提升公司的整个生态系统，对公司有益。

百舸争流是个好现象
目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做VR和AR技术的公司

很多，不管是针对商业市场还是消费市场，这种数量多

凸显了人们对于VR和AR的兴趣、热情和想法，这正是

整个行业现在发展所需要的。但是，这些公司中的很多

有可能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不是所有公司都能真正

掌握这项技术，有的公司可能倒闭了，有的公司可能被

收购或并购了等。如果看得更远一些，未来5-10年，随

着VR、AR技术的成熟，会有更多这样的公司。他们中

有做APP、服务、特殊产品的，也会跨越不同行业，如

医疗、建筑、卫生等。如今智能手机APP Store里面有

很多应用，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同样多针对AR、VR的

应用。

对中国VR、AR企业的建议
对于中国的VR、AR企业来说，建议一定要注重用

户的体验。比如针对头戴设备，一定要考虑到其内置

式的或者本能式的品质和互动的体系。现在大家一提

到VR，想到的可能就是戴一个2D眼镜去看电影等，其

实这样没有充分利用VR技术。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使用

3D、立体3D，或者互动性技术。总而言之，我们要充

分发挥VR和AR技术的优势，充分利用沉浸式技术的长

处，这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具体地，Brian Blau副总裁看好消费类市场。中国

市场现在有2D耳机和设备。在中国，VR耳机会是特别

主流的一块。消费类市场是VR技术最主要的一个应用

市场，还有以后你要看有什么样的APP，这些APP到底

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你再界定除了在娱乐领域以外，

VR技术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谈到中国创业群体的竞争优势，中国市场对于各大

跨国公司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多年以来，很多公

司都想方设法地进入中国市场。实际上，通过寻找创业

者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新的角度。用这种方式进

入可能不会违背法律法规，尤其是贸易方面的法规。要

想了解中国的技术人员到底在做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

找到这样的人员，把公司或者办事处落在这儿。

11

201706.indd   22 2017/5/27   15:05:24

万方数据



责任编辑：王莹

23www.eepw.com.cn    2017.6

海外企业对中国创业群体的“兴趣”源于中国市

场对沉浸式技术的兴趣。这可能归因于中国独特的文

化——中国人乐于接受新技术，而且中国社会的发展变

化非常快。美国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新技术，在美国我们

更关注的还是那些传统技术。中国人非常开放，眼界也

非常宽广。这也就是为什

么那些大公司特别看重中

国人的想法并特别关注中

国消费者的兴趣。

VR、AR的技术挑战
未来会有很多困难和

挑战，多到数不清。但是

在发展道路上最为重要的

技术进步应该围绕着光学

和显示，最主要就是头戴

设备和智能手机上的增强

现实。传感器和显示是用

来解析周围的环境，然后

把它虚拟化的最核心的元

件。此外，透明镜头、透

明显示系统也是巨大的挑

战。如果这些重要技术点

不突破，整个技术就无法

进步。再比如眼球追踪，

现 在 只 有 很 少 几 家 能 做

到，但是未来它必须要做

到商业化才能实现技术的

普及和整个行业的进一步

发展。

VR、AR标准将水到
渠成

至于标准，一直以来

都不太清晰，到现在依然

是一片混乱。例如，Brian 

Blau副总裁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标准的制定，当

时参与的标准制定是关于3D web的。到目前为止，该

标准已经推出了20稿，但是依然没有最终确定。Brian 

Blau副总裁认为，标准肯定是会有的，但是针对现在的

情形，建议确定那些必须要有的标准就

全面的开关和仿真解决方案

灵活搭建您的测试和测量系统
• 海量产品可供选用，从直流小信号到

1000V，射频/微波信号可高达6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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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生产与技术支持周期可达15~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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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2槽 USB/LXI 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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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航天、国防、汽车、医疗、半导体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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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PIM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为人所知也有段时间

了。近年来，业界的两种不同变化又把它拉回人们的

视野：

第一，高级算法现在可通过一种智能方式来检测

和定位PIM，并且能酌情予以补偿。以前的无线电设

计人员必须选择能够满足特定PIM性能要求的器件，

但在PIM抵消算法的帮助下，他们现在有了更大的选

择自由。他们能够选择企及更高的性能，或者用成本

较低且尺寸较小的器件实现相同的性能水平。抵消算

法通过数字化方式辅助硬件元件。

第二，随着基站塔的密度和多样性爆炸式增长，

我们面临着特殊系统设置（例如天线共享）带来的全

新挑战。算法抵消取决于对主要传输信号的了解。在

塔上空间宝贵的情况下，不同发射机可能共享单根天

线，导致出现不良PIM效应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

情况下，算法可能知道发射机路径某些部分的信息，

并且可以有效工作。而在发射路径某些部分信息未知

的情况下，第一代高级PIM抵消算法的性能或实现可

能会受限。

随着基站设备领域的挑战难度不断加大，PIM检

测和抵消算法在短期内预计能给无线电

设计人员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和优势，但

要求开发工作跟上未来挑战的步伐。

够了，如互操作性——即所有设备上

显示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以及用户的

互动。除此之外，制定其它标准是一件费时的事情。

现在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创新。如果市场成熟了，标准

自然就会出现。

VR、AR的主驱动力是市场
VR成为社会主流产品肯定是以市场为驱动的。当

然也有以技术为驱动的应用。但是对于VR、AR，他

们不会是以技术为驱动。因为VR发展的历史已经比较

长了，因此不太可能称VR在市场上是纯技术驱动。一

般地，我们卖的是硬件，但是还得加上好的软件或者

好的服务才会推动销售，所以它们还是以市场为驱动

的。

至于什么时候它会变成一个主流的技术，这要分

技术来看。对于AR，包括头戴显示设备，Brian Blau

副总裁认为至少要5年。对于智能手机上的AR，比如

3D传感器等，可能稍微快一点，3-5年时间。VR其

实已经比较主流了，但是这种主流只是停留在设备占

有方面，大家没有真正在用。目前VR设备的数量是

800~1000万台，虽然规模不小，但是大家没有实实

在在地在用它。虽然有一些视频用到VR技术，但还不

是VR技术的真正体现。在VR的规模量级达到5千万或

是1亿台的时候，才能被称为主流技术，或者说主流

的开端。如果把主流市场的概念稍微扩大一下，作为

一个主流，应该至少是几亿量级。

关于游戏机，SONY Play Station搭载的VR，在

wired VR上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但是让一个VR产

品一经推出就很快有一个显著的影响是不太现实的。

到目前为止，它上市也才六七个月。如果真正产生影

响的话，应该要几年的时间。因为技术本身还需要再

提升，Play Station也还没有达到PC级，它的头戴设

备、显示、内部的跟踪系统等都还有待再完善。因

此，VR对Play Station和X-Box会有影响，但是目前这

种影响还不能真正体现出来。

小结
体验的质量对技术来说是最重要的。这其中必然

有很多机会。VR、AR公司也会通过加速技术的发展

催生出一些新技术，所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

它地方，都有很多机会涌现出来。大部分的机会应该

会在今年下半年出现。

(上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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