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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技术发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初探
沈知宇

北京156中学

摘要：当前,人们对于VR一词已经不再陌生，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VR）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带领人们进入了技术构建的新

虚拟时代。在生活中各处，VR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并且更多全新的领域将进入探索阶段。本文针对VR虚拟现实的

技术概念，结合当前VR虚拟现实技术研发的现状和应用，展开深层次的分析和展望，希望可以把VR虚拟现实技术相关发展情况进行更为

全面的介绍，从而为VR技术的普及推广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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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people are not stranger to the word ‘VR’.the VR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based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ds the world into the new virtual age of technology,in which the technology develops 

vigorously,and exploration in these fields. In this paper,it focus on the VR technology concepts, combining with statu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this field,analyzes it in deep structure, and looks to the future.This article will more fully 

addres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VR technology,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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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社会，互联网逐渐发达，我们都能够

感受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巨大便利和对产业生

态改造带来的颠覆性的震撼效果，VR技术的

爆发，在电影媒体创作、网络购物、游戏研发、

旅游业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投入应用研发。

目前国内的很多的公司，如华为、小米、暴风科

技等都加大了在VR虚拟现实技术和产业应用

上的投入，在各个行业中如教育、旅游、零售等

诸多领域已出现VR技术的创新性技术应用。

从使用范围和使用的渠道上越来越广，由此，通

过查阅资料，了解VR技术，提出了相关技术应

用初探。

二  VR技术的概述及其当前的应用情况

(一)VR技术相关概述

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是以信息数据处理

为根本，创建虚拟的三维沉浸式交互环境，VR

基本是以虚物实化、实物虚化、高性能计算处理

作为三大主要发展方向，致力于为使用者在视

觉、听觉以及触觉上一体化的更为立体感受。

该技术将在数据平台上借助于硬件控制

模拟一个虚拟的三维空间世界，从而可以为技

术体验者提供视觉、听觉以及触觉等模拟，往

往体验者会恍如身临其境。沉浸感、交互性以

及构想是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可以简单概括

出的三大特征。

1.VR虚拟现实技术给予体验者的沉浸感

VR虚拟现实技术使得体验者可以产生充

分的沉浸感，这种沉浸感体现在基于VR虚拟

现实技术给体验者塑造的三维虚拟环境当中，

视觉、听觉、触觉立体式的体验十分逼真。如

果用于飞行员的训练，那么飞行员会通过VR虚

拟现实技术感受到高空的失重感，以及高空俯

瞰地面的视觉，这会节约训练的成本，并且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

2.VR虚拟现实技术与用户的交互性

VR虚拟现实技术所具有的用户交互性，

即指技术体验者可以在基于虚拟现实技术驱动

的三维虚拟硬件环境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

现环境对于体验者动作的感知反应，从而使得

人们产生真真切切的实际交互感受，比如说，

在VR虚拟现实技术环境下，即使是在技术塑

造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如果体验者做出了抓取

物体的动作，那么该动作下的体验者会产生真

实的把握东西的实际感受，并且可以使得体验

者实际感受到其所握物体的重量。

3.VR虚拟现实技术所实现的技术构想

VR虚拟现实技术所实现的技术构想则是

指技术体验者通过技术塑造的虚拟环境中，通

过交互行为可以获得新的感悟，虽然这样的技

术环境需要技术架构者发挥开放式的丰富想象

力，利用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模式，提高环境中的

感性与理性认识的结合度，再通过技术塑造的

环境，有效地激发技术体验者产生新的灵感。 

（二）当前VR技术的应用

VR虚拟现实技术是由美国首先研发的，世

界上首个虚拟设备是“全传感仿真器”由Morton 

Heiling在1962研发出世。这个仿真器可以在技

术驱动下模拟产生人在骑车穿过纽约大街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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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感，其中有风吹、颠簸还要路边的花香。VR虚

拟现实技术在此后便吸引了很多科研院所的注

意，中国的VR技术研发起步晚于欧美，爆发于

最近几年，但是各个领域的研发应用扩散十分

迅速。VR虚拟现实技术在以电脑程序驱动下，

利用硬件模拟塑造一个虚拟化的三维空间，同

时会给VR技术的体验者提供立体式的视觉、听

觉以及触觉感受，这种创新化的感官模式已引

起众多技术研发公司的积极关注，并且研发应用

渗透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当中，当前以及逐渐走

向成熟的领域有可视化、影音娱乐、医疗技术、

科普教育、仿真等等，并且很多VR硬件设备已经

在国内外出现成功的案例。

 

三、VR技术在未来应用畅想探讨

(一)日常家庭生活上的应用

VR虚拟现实技术塑造的购物环境中，可

以极大改善和丰富顾客的网络购物体验，这对

年轻的网购族而言，无疑是一大喜讯。客户可

以在家中，点选全球任何一个商业集中区，使

得购物者更近距离的与商品接触，身临其境的

同时，辅助挑选瞬移功能,省时省力，带给网购

的全新体验。VR虚拟现实技术在现代网络购

物创新模式上的应用，以淘宝为代表的现代网

络零售业可以补上实体购物商城所具有的三维

立体式体验观感优势，并且可以在环境内容上

进行根本式的娱乐化创新设计。

老年人往往是比较孤独的群体，老年人反

而更适用于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类现实体验。

现在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老人和远方的亲人缺

乏有效的交流沟通手段，未来VR设备可以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加强与远方亲人的沟通和联系，

朋友间相隔千里，甚至相隔数年，可以跨越时

空，面对面聊天，追忆过去美好的时光.从而排

解老人的孤独，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借助VR

等高科技手段将带给老人生活品质的提升。

VR概念的的出现开始让这些原本非常无

聊的健身活动也变得拥有无限可能。利用VR

设备可以在健身等场合利用，通过健身增加生

活的趣味性，使得健身生活能够消除枯燥，在

跑步机上配置VR设备,体验蓝天白云，鸟语花

香，与大自然更加亲密的接触；根据喜好切换

著名景点，沿途景色，置身其中,同时增加健身

的趣味性；足不出户，也能通过VR能够体验爬

山等带来的乐趣。爱好打游戏的宅男通过玩

VR游戏的过程来进行锻炼；未来的跑步机，可

以是一部让你迈开腿儿的虚拟世界体验机。

(二)影音技术上的应用

未来的电影行业在VR的应用之后会发生巨

大的改变，在不断创新的大路之上，从2D、3D到

5D的电影日新月异，电影作为综合性的视听语

言艺术，VR技术在电影类的影音播放领域的天

然技术契合点显而易见。VR电影将采用剧情浸

入式方式，根据观影者的喜好,让剧情按照角色

扮演的参与形式推进,开放式剧情走向,用户的

体验和感觉推动剧情的发展,不再是置身事外,

而是身处其中。一些大的公司开始尝试通过VR

眼镜作为丰富用户影音播放感受的硬件，并且在

内容制作投入巨大。在未来的影音播放领域，硬

件技术成本和内容制作成本不断降低的背景下，

将会形成硬件+内容的VR影音产业生态。

(三)丰富教育科普的模式

VR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塑造立体感观的虚

拟环境，这样的技术特征对于推进现代教育模

式创新进程方面，应用价值在于可以增加为课

堂内容增添更为丰富的教学模式。VR技术打破

了一直以来传统固化的教学模式，通过VR技术

让学生更加贴近实践，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

的理解。沉浸式体验来提升学习的环境，提高

参与度与互动性，人机互动让学习更加有趣，

增加感官的刺激的同时寓教于乐；可以模拟仿

真出课本关联的自然乃至社会情境；让学生穿

越时空，通过与模拟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快

捷地获取相关经验；在安全的环境下亲身体验

惊险刺激如冲浪，飞行等运动体验；在生物实

验等辅助VR场景下，进入到细胞的内部，非常

形象地看到DNA的结构，帮助学生更好的理

解书本内容。VR技术可以实现帮助学生走出校

园、走入自然、实验室、博物馆等，为学生提供

更为开阔的眼界以及丰富的观感体验。VR教育

发展前景十分可期，VR技术公司可以结合各个

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内容制作，或者为教师提

供素材选择的平台，从而可以将VR技术在教育

上的技术设备作为辅助性的教学手段，有着广

阔的市场潜力。

(四)旅游业的创新应用

信息技术时代下的服务产业升级变革，旅

游业可以将高新技术作为基础加以应用，满足

现代人越来越丰富的个性化旅游需求。VR虚

拟旅游模式下，旅游交易的频率会提升，游客

休息的时间间隔较小，游客在虚拟的旅游世界

中能够获得的趣味性会更多。此外，对于腿脚

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旅游群体而言，

VR技术下的旅游业会增加一个更为稳定的用

户群体。虚拟旅游将会为残障人士实现一眼看

世界的愿望以及一些追求极限体验的旅游爱

好群体提供相当丰富、有趣、安全的旅行体验。

旅游产业一直以来追求成为“环保产业”，尤其

是保护自然环境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

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将可以成为现实，这将

会推动旅游产业获得更加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四、结束语 
VR技术是一场不可错过的盛宴，VR的内

容将会进一步的拓宽，VR内容的数量和质量不

断提升，并在各个领域将逐步产业化，VR的价

值会逐渐被人们拓展深化，它难以替代的作用也

会使得VR浸入式体验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在未来获得较好的发展前景以及产业

化应用推广的巨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

需要注意VR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也需要根据

VR技术自身具有的技术发展特性来实现。在技

术上应用过程中要注意内容制作的质量，不能

只是为了塑造环境视觉和感官来进行随意的技

术拼贴，这会极大浪费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的

价值，阻碍VR技术推广和发展的进程。在VR产

业化应用中，注重场景的选择以及技术的可实现

性，要做到VR技术内涵和应用形式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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