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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虚拟现实(VR)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趋势+

■ 高红波

【内容摘要】 2016年，中国虚拟现实(VR)产业风生水起，消费级产品频出，相关产业链各方纷纷

发布vR发展计划和相关战略，“VR产业元年”拉开帷幕。目前，全球VR产业仍处初级阶段，产业

价值链建构、VR技术研发及内容生产等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国内资本市场VR投资热潮涌动，

vR头盔等消费应用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VR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相关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引领。科技

争先、以人为本、丰富内容、跨界应用，将成为中国VR产业未来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VR产业；VR元年；技术研发；内容生产

2016年被称为“VR元年”。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经多年酝酿，在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厚

积薄发，VR技术的消费级应用产品频频出现，VR产

业价值受到广泛关注。全球范围内，Google、Face·

book、微软、索尼、三星、HTC、腾讯、阿里巴巴等

都加入了VR产业市场角逐，美国高盛集团(Gold·

man Sachs)、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Touche)、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纷纷发布VR产业投资

研报，消费市场VR头盔数量飙升，股票市场VR概

念热潮涌动。

一、虚拟现实(VR)技术、设备及其应用形态

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技术是一种计

算机仿真系统，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

新的交互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是一种

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系统

仿真，并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④VR工作原理是用

头盔或眼罩等设备阻断人眼与现实世界的连接，同时

通过实时渲染的画面，营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的世

界。这种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使用户沉浸在特定的视

听空间内，将传统的平面显示方式全息化、立体化，

提升用户视听体验。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编撰的《虚拟现实产

业白皮书》认为：虚拟现实工具与设备、内容制作、

分发平台、行业应用和相关服务等共同构成虚拟现实

产业链。②其中，工具和设备类可细分为输入设备、

输出设备、显示设备、拍摄设备及相关软件等；内容

制作可细分为影视、游戏等内容；分发平台可细分为

应用商店、社交影院、实体体验店、网店、播放器等

内容；行业应用可细分为工业、军事、医疗、教育、

房地产、旅游、会展等内容；相关服务可细分为平

台、媒体和孵化器等内容。由于虚拟现实产业涉及到

基础硬件生产、软件开发、核心部件制造、实体以及

网络分发平台、营销与服务等众多军事、民用领域，

需要在国家统一协调和管理下，通过技术标准体系以

及关键标准的制定、标准符合性检测和相应的质量验

证系统的支撑，才可以使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虚拟现实(VR)主要工具与设备构成及代表性

产品，如表1所示。

当前，虚拟现实(VR)技术的应用形式多种多

样，主要有“VR游戏”“VR影视”“VR演艺”“VR

直播⋯‘VR旅游”“VR教育”“VR社交”等。虚拟
现实(VR)具体应用场景及其特征，详见(表2)。

二、国内外VR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中国虚拟现实(VR)行

业研究报告》中对VR行业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④

(1)概念萌芽期(1935—1961)。1935年，小说家

Stanley．Weinbaum在其小说中描述了一款VR眼镜，以

眼镜为基础，包括视觉、嗅觉、触觉等全方位沉浸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3D电视发展规制的国际借鉴”(项目编号：13CXW01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互联网

+’视域下电视融媒体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YJCZH02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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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虚拟现实(VR)主要硬件设备构成一览表

外接式 依靠外接电脑、主机等设备为运行系统的VR显示头

VR头盔 盔。平台内容的技术含量最高。代表产品：Oculus，
HTC VIVE等。

一体式 将内容平台与显示设备融合制作在一起的VR独立平

VR头盔 台。平台兼顾了便携性与功能性。代表产品：小黑灵

镜等。

智能手机 以智能眼镜为运行系统的显示设备。平台的便携性相

VR眼镜 对最高但内容技术含量偏低。代表产品：Gear VR，暴

风魔镜等。

拍摄设备 多个摄像头组成可无缝链接的360度全景虚拟现实

(VR)摄像机。代表产品：GoPro，Jaunt VR NEO等。

操作设备 游戏手柄、方向盘、模拟枪等平台操作输入设备。

行为监测 红外监测摄像头、万向跑步机、手势捕捉手套等用于监

设备 测用户行为动作的设备。

其他 耳机、话筒等配套设备。

资料来源：根据艾瑞咨询(2016中国虚拟现实(VR)行业研究报

告》及相关资料整理。

表2虚拟现实I VR)产品应用场景及其特征一览表

VR主要的运用场景；有极强的游戏沉浸感；

VR游戏 市场玩家基数大，潜在用户群大；目前已开发

内容相对丰富，用户选择面广。

VR最主要的运用场景；能提高观影整体沉浸

VR影视 感；全景观看技术实现对观影形式的创新；目
游戏 前已开发内容相对丰富，用户选择面广。
娱乐

场景 通过VR技术提高演出直播展示效果；弥补

VR演艺 无法去现场观看的遗憾；观看视角更多变，

可以选择不同视角全景跟踪观看。

通过VR技术带给观众更强的现场体验感；

VR直播 弥补无法去现场观看的遗憾；观看视角更多

变，可以选择不同视角全景跟踪观看。

VR社交内容产品尚未成型，但一直是人类

对“虚拟现实”的最终幻想；用户可以以虚拟

的或是拟真的形象与身份在完全虚拟的世
VR社交

界中学习、逛街、交际；可以在平行世界中尝

试改变自己的性格，更新自己的交际圈，挑

战平时不太会做的事。

生活 VR教育在技术操作类教学案例上更受欢

服务 迎；在VR技术的支持下，实验操作摆脱了

场景
VR教育

空间、材料、工具的束缚；用户能够随时随地

进人教学环境参与教学。

VR旅游无法完全代替真实旅游的体验感

受；VR旅游可以带用户体验南北极等极端
VR旅游

地区；不受时间限制，可以作为13常生活放

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目前主要运用于汽车销售、房屋展示；借助

VR技术还原现实的能力，有效节约了销售

VR交易 方的人力物力以及消费者的时间与精力；

VR交易的主要价值将体现在精简传统交易
商业 模式，而非完全替代传统交易方法。
服务

场景 专业技能训练是VR技术最早被应用的领

域；VR训练将主要用于军事训练、驾驶训

VR训练 练、手术训练等技术含量与操作风险较高的

领域；VR训练在保证训练强度与训练效果

的同时能够很好得规避训练风险。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2016中国虚拟现实(VR)行业研究报告》

体验的虚拟现实概念，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率先提出虚

拟现实概念的作品。(2)研发与军用阶段(1962—

1993)。1962年，名为Sensorama的虚拟现实原型机被

Morion Heilig研发出来，后来被用以虚拟现实的方式

模拟飞行训练。这一阶段的VR技术仍仅限于研究阶

段，并没有生产出能交付到使用者手上的产品。(3)

产品迭代初期(1994—2015)。从1994年起，日本游戏

公司Sega和任天堂分别针对游戏产业陆续推出Sega

VR一1和Virtual Boy等产品，当时在业内引起不小的

轰动。但因为设备成本高、内容应用水平一般，最终普

及率不高。(4)产品成型爆发期(2016起)。随着Oc—

ulus、HTC、索尼等一线大厂多年的付出和努力，VR产

品在2016年迎来了一次大爆发。这一阶段的产品拥

有更亲民的定价、更强大的内容体验与交互手段，辅以

强大的资本支持与市场推广。整个VR行业正式进入

爆发成长期。

新一轮全球资本市场的“VR投资热”始于2014年

Facebook花费20亿美元买下Oculus这一标志性事件。

以此为起点，VR领域融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国

内的乐相科技、蚁视ANTVR、暴风魔镜、小鸟看看等，

也都融到了巨额资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涉及

VR的上市公司已达60多家，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

在VR行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歌尔声学目前

是Oculus独家ODM供应商，还有参投了诺亦腾、时光

机、互动视界等虚拟现实公司的奥飞娱乐，都在全球

VR产业链上占有一席之地。@资本市场的跨界VR投

资热潮引发连锁反应，2016年5月11日，中国证监会

叫停上市公司跨界定增，涉及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

VR这四个行业。同时，这四个行业的并购重组和再融

资也被叫停。中国“VR概念”融资热潮的巨大影响由

此可见一斑。

除资本市场融资热潮涌动外，中国VR产业的爆

发式成长还体现在硬件设备市场的火爆。2016年4

月，“暴风科技”发布上市公司年报，称其VR设备“暴

风魔镜”用户规模突破100万台，“市场规模在中国乃

至世界已经达到绝对领先”，目前正在加紧国际化，争

做“世界VR第一平台”。@国内消费市场的VR设备现

况如何?笔者于2016年11月20 13登陆京东商城官

网，以“VR”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如下：“VR眼镜”

约5719件，“VR头盔”约2923件，“VR游戏”约5089

件，“VR一体机”约1288件。其中，价格最高的VR眼

镜售价29998元，最低的只有几十元。打开这些VR眼

镜和头盔产品的商品介绍可以看到，其主要功能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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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3D影院随时看”“巨幕荧幕痛快看⋯‘海量资源

免费看”“全景视频身临其境”“360度全景更刺激”

“沉浸式游戏体验”等。目前，京东商城所经营的VR

眼镜品牌多达283个，由此可以管窥虚拟现实(VR)设

备在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爆程度。

放眼全球，C,oogle、Facebook、微软、索尼、三星、HTC、

腾讯、阿里巴巴等纷纷加入了VR产业市场角逐。有研究

者根据各种公开报道资料，整理国内外VR产业相关情

况，如表3所示。

表3国内外VR产业相关情况一览表

国

内

互联网公司

腾讯：宣布计划推出VR头盔、眼镜、一体机。

百度：公开VR计划，推广VR内容。

阿里：成立VR实验室，推出VR购物。

360：与暴风魔镜合作“360奇酷魔镜”，为OS VR打造平台。

暴风科技：推出暴风魔镜、暴风魔眼、魔镜一体机等。

硬件公司

乐视：推出乐视VR平台和乐视VR头盔。

小米：筹建VR实验室，投资乐相科技。

华为：公布VR战略，为VR体验提高网速。

资本

华闻传媒：投资乐相科技、3Glasses、华庭数字、上海青颜，形

成全产业链。

歌尔声学：Facebook、SonY的上游厂商。

利达光电：与布局了VR产业的SonY、Cannon、Nikon等日本

企业深度合作。

奥飞娱乐：以并购、入股等方式布局VR产业链上多家龙头

公司。

国

外

Oculus：被Facebook以20亿美金收购，陆续发布Oculus Rift

系列VR头盔。

HTC：发布HTC Vive，包含Vive、手柄和light house等VR

设备。

SonY：发布PlayStation VR头盔。

三星：发布三星Gear VR系列，是VR硬件OLED屏幕主要提供方。

资料来源：吴燕雨：《中国VR严业扫描：硬件和内容的蛮荒时

代》，《2I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4月14 13，第003版。

从表3可知，目前国内外VR产业的竞争日趋激

烈，市场竞争的主体也较为多样化，有互联网公司、

硬件公司的市场角逐，也有资本市场的融资助力。在

VR产业这一崭新的领域内，中国与世界同步，全球

企业共舞，共同迎接和拥抱新兴科技时代的到来。

三、中国VR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巾国VR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

点：(1)VR技术标准问题；(2)VR内容短板问题；

(3)VR用户体验问题；(4)VR设备同质化问题。

如前所述，《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认为：

技术标准问题是虚拟现实(VR)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的规范性引导，目前已经引起国际各方关注。国际标

准化组织、英国数字媒体技术革新合作中心、中国

AVS标准工作组等，都已启动虚拟现实技术标准的制

定。同时，“虚拟现实内容稀缺、制作成本过高，内

容呈现方式多样，虚拟现实内容没有统一标准，各类

虚拟现实设备之间还无法实现互联互通，成为制约虚

拟现实大规模产业应用的关键因素”蚓。一方面，VR

产业价值链条的顺畅衔接，需要业内统一规范的技术

标准；另一方面，VR技术带来与影视内容生产迥异

的“无边框、无剪辑、无景别”的作业也极具创新

挑战性，需要对VR影视作品创作规范进行研发和探

索。前者解决的是VR产业统一的技术标准问题；后

者解决的是VR内容生产创作规范和制作标准问题，

这两个层面技术标准确定与否，直接关系到VR产业

未来发展之路是否通畅。

关于内容短板问题。当前，VR内容生产与创作，

主要集中在“VR游戏”和“VR影视”这两个方面，

基本形成“前期制作一后期制作一发行放映”的VR

内容产业链。从内容生产与创作的角度来看，在

“VR影视”产生之前，人类从绘画艺术创作，到摄

影艺术创作，再到影视艺术创作，都受到“画幅”

和“边框”的限制。“VR影视”的360度沉浸式拍

摄和呈现，打破了“画幅”“边框”的限制，从视觉

上更加接近人在社会生活中观察事物的本真，为VR

内容的生产与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为VR

内容短板埋下了伏笔。目前，国内相关企业纷纷发布

其VR发展计划：④(1)优酷发布VR平台战略，宣

称要“从内容切入，力推产业前行”，将发布三大

VR产品线，为5．8亿多屏用户提供触手可的VR体

验，与80％国内顶级VR内容制作团队签约，预计年

产1000条优质海外自制合制视频。(2)微鲸科技将

凭借自主研发的VR摄像机及VR头显，成立10亿元

VR创新产业基金，创建千人极客创新团队，打造包

含游戏、综艺、直播、全景短片、纪录片以及微电影

的1万小时VR精品内容。(3)“VR+广电”生态模

式在国内启动。广电上市公司东方明珠发布BesTV

APP启航版，表示要做“VR视频的领跑者”；佳创

视讯与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等机构合作签订

《“虚拟现实+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探索我国VR产业的标准化制定。

VR用户体验问题，目前也较为突出。笔者在wi

—Fi环境下，体验了多款手机VR眼镜，除了亲身体

验到360度沉浸感带来的新奇之外，最大的体会是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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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眼罩设备后的一阵阵眩晕和不舒适感。2016年7

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与北京青联学院在西北师范大

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VR虚拟现实技术与高校影

视教学实战研修及研讨会”上，行业一线制作专家从

立体影像的成像原理和观赏情境人手，专门分析了

VR用户体验中“为何会‘晕”’的问题，认为：⑧(1)

VR拍摄由于是多个镜头的无缝拼接拍摄，人和物、远

和近，大小比例要适合，否则会出现比例失调，在观赏

时容易产生头晕现象。(2)观赏VR视频的360度沉

浸体验，给入的空间感受类似乘坐过山车看景物，使用

者容易出现头晕的感觉。(3)用手机观赏VR视频时，

由于手机反应速度有快有慢，当延时超过20毫秒时，

使用者就会有不舒适的感觉出现。简言之，VR用户体

验方面存在着位置信息错误、头晕不适、立体视觉错

误、声音不匹配等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市场上

的VR产品和内容作品都不同程度存在用户体验问

题，VR设备在技术改进和用户体验改良方面任重而

道远。

VR设备同质化问题同样突出。据统计，目前国内

VR创业公司有上百家，但大多是中小企业，产业还处

于启动期，这些企业多数生产头戴眼镜盒子、外接式头

戴显示器等VR设备向消费级市场拓展，“同质化竞

争，低水平重复”，需要龙头企业带头示范，早日形成

“产业雁阵”。@这种同质化竞争的状况，从目前国内消

费市场200多种功能类似的VR头盔“混战”中可见一

斑。中国虚拟现实(VR)技术研发和设备生产领域，呼

唤出现Facebook、微软、三星之类的技术攻关和内容研

发的领军企业。

四、虚拟现实(VR)产业发展趋势

关于虚拟现实(VR)产业的未来发展，国内外投资

银行及相关研究机构陆续发布研究报告，预测VR产

业未来的发展规模。详见表4。

表4国内外研究机构对VR产业发展预测一览表

研究机构 主要内容和观点

2020年中国虚拟现实行业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
艾瑞咨询

550亿元。

知萌咨询 中国VR的潜在用户规模达2．86亿人。

德勤集团 2016年全球VR市场将有望突破10亿美元。

2017年移动VR销量或将达到5000万部，并在未
德意志银行

来几年赶超台式机VR。

全球VR市场规模有望在2025年达到1820亿
高盛集团

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报道及相关研究资料整理。

众所周知，中国消费市场人口基数庞大，虚拟现

实(VR)产业一旦进入消费级应用发展阶段，在全

球范围内中国VR产业经济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区

域。受科技研发、内容生产、龙头企业、政府引导等

各方面因素影响，未来的中国VR产业发展趋势也日

益浮出水面。

趋势一：科技争先，以人为本。荷兰哲学人类学

教授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认为，虚拟现实

的体验主要有三个因素：∞(1)电脑生成的数据中的

沉迷(Immersion)，即“沉浸感”。在虚拟现实系统

里，最能引起这种沉迷体验的是使用头盔显示器。这

种头盔显示器通过双眼视差显示孔、立体声耳机创造

出一种三维的视觉效果和音响。“鉴于带着这样的头

盔漫步～点儿都不好玩，因此虚拟现实研究的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要想方设法使该设计摆脱物质形式的束

缚，能够接受感官输入。”(2)在电脑计算的虚拟现

实中的穿梭航行(Navigation)，即“在电脑生成环境

中来来往往的能力”。在虚拟现实的情况下，“造访

者”能够凭借(机械的、超声波的、磁力的或者视

觉的)位置／方向跟踪器，相对自由地穿越虚拟环境

而航行，并且从不同的视角观景。(3)用户与虚拟

环境进行互动(Interact)。这意味着，由于有了诸如

数据手套或者数据服之类的输入设备，用户能够操纵

虚拟环境中的对象，或者与虚拟人物互动，如VR游

戏等。以上这三种对于虚拟现实体验的描述，勾勒出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的特性，这些特性的现实呈现和用

户体验，离不开核心科学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具体应

用。结合前文所述的VR用户体验现存的种种问题，

笔者认为，科技争先、以人为本，将成为未来中国虚

拟现实(VR)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

趋势二：龙头带动，产业整合。目前在虚拟现实

(VR)产业的全球市场竞争主体中，Facebook、微

软、三星等龙头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带动作用。业内

人士认为，中国VR产业现存的“同质化竞争、低水

平重复”问题，亟需“龙头企业”以雄厚的研发实

力和产业资本进行资源整合，引导其他中小企业围绕

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进行研发攻关和内容制作，最终

形成“产业雁阵”，促使VR产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

道。。目前国内VR产业的龙头企业有暴风、奥飞等，

但在全产业链条的建构中，仍需更多“龙头企业”

的出现。具体而言，由VR硬件设备研发商、VR内

容研发商、VR拍摄及动作捕捉技术商、VR平台门户

企业等共同构成的国内VR产业价值链条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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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越多，VR产业生态发展越好。同时，

VR产业的投资热潮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2016

年2月，江西省南昌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相继提出要打

造“国家级VR产业基地”。其中，江西南昌出台相

关配套措施，计划“在未来3—5年内，培养1万名

专业技术人才、发起1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虚拟现实

天使创投基金、落实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虚拟现实

产业投资基金、聚集1000家以上的虚拟现实产业链

上F游企业、实现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产值”。凹此

外，山东青岛、四川成都、广东深圳等地，也在加快

VR产业发展布局。由此可见，在地方政府引导下，

中国VR产业已有产业集聚发展的动向，但其未来发

展的实际效果还需拭目以待。

趋势三：丰富内容，跨界融合。中国VR产业未

来的发展内在要求VR内容的丰富和多样，尤其是虚

拟现实技术可以跨越行业限制，进行“VR+”。比如

现在阿里巴巴已经开始实行的“BUY+”VR电商战

略、乐视的VR平台生态战略等。北京真实觉影视制

作公司总经理张承恩认为：吵VR节目创新和领域拓

展，应该以“美食、教育、科普、旅游、航天、房地

产、体育、电影、电视、娱乐、主体乐园”等领域为

横轴，以“画中画、过渡、跟踪、抠像、三维字幕、

3D角色、拼接”等节目创新手段为纵轴，进行融合

创新。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张锐撰文评论

国内VR产业发展认为：婵目前国内VR企业在硬件产

品技术构造和把控能力上与国外对手没有太大差距，

12

决定中外VR企业与行业落差的最重要因素，是VR

内容丰满度与内容体系的成熟度。国内VR内容可以

在直播、会议、体育以及演唱会等地带大胆试水，同

时在家装、旅游、房产等一些垂直应用领域聚力推

造，待经验与技术成熟后再辐射到游戏与影视地带，

最终构筑起我国VR产_k的内容高地。

五、结语

世界著名科技杂志《连线》创始主编凯文·凯

利(Kevin Kelly)在其新著的《必然》一书中预言：

“在人类短短几十年的寿命期限中就能‘扰乱’社会

发展的第一个技术平台是个人电脑。移动电话是第二

个平台，它们都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引发了社会中一

切事物的变革。下一代颠覆性的平台就是虚拟现实，

而它已经到来了。”@在凯文·凯利看来，虚拟现实技

术快速发展的亮点是“现场感”和“互动效果”，以

虚拟现实为代表的“互动(Interacting)”也必将成为

“未来三十年中产品和服务的总趋势”之一。@由此可

见，虚拟现实(VR)技术在这位互联网领域的“预

言帝”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

2016年，虚拟现实(VR)产业裹挟着资本市场

的投资热潮，伴随着百万级销量的各式VR头盔走向

普罗大众，开启了虚拟现实技术最为广泛的应用场

景。在人类信息传播的茫茫大海上，虚拟现实(VR)

产业未来发展也许并不能就此一帆风顺，但其或将掀

开人类传播史册崭新的一页。

注释：

①②⑥《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5．0》，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2016年6月。

③{{2016中国虚拟现实(VR)行业研究报告》，艾瑞咨询，2016年3月。

④谢若琳：《61家上市公司贴“虚拟现实”标签》，《证券日报》，2016年2月25日，第C01版。

⑤《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暴风科技，2016年4月。

⑦高红波：《“VR影视”：中国电视融媒体产业新的增长空间》，《声屏世界》，2016年第7期。

⑧⑩根据笔者2016年7月24日至27日参加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与北京青联学院在甘肃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VR虚拟

现实与高校影视教学实战研修及研讨会”的课堂笔录整理。

⑨⑧陈燕楠：《爆发前夜，国内VR产业陷同质化竞争》，《人民邮电》，2016年3月9日，第7版。

⑩[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

—141页。

⑥赵丹、吴恩勇：《全球首个城市级VR产业基地落户南昌》，《南昌日报》，2016年2月23日，第001版。

⑩张锐：《优化我国VR产业链的市场与政策逻辑》，《上海证券报》，2016年4月20日，第8版。

⑩⑩[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版，第268、X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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