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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内资本投资虚拟现实行业的技术节点

有意义的，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关键

技术来形成突破。⋯⋯头显产生的

发布会明显少了很多。毕竟，头显

产品中的光学、算法、屏幕等几大

关键技术都需要大公司的介入才能

形成规范的标准，小的创业公司在

这其中没有话语权。⋯⋯VR是一

个全新的行业，它存在自己的发展

周期。在之前那个野蛮生长的阶段，

各机构该投的也都投了，大家现在

都在观察所投公司的成长情况，这

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无独有偶，和君资本VR基金

投资经理魏绪也表示了对技术投资

的重视：“在VR领域，我们只比美

国稍微晚起跑一点，但如果中国的

VR企业不能够在技术上突破和持

续迭代，将会失去先发优势，最后

变为一个加工厂和消费市场，而不

是一个在技术上能够实现创新的先

锋市场。”我们发现，近来中国资

本在虚拟现实行业的投资方向上确

实更加重视技术了，并体现出一定

的趋势性，即由国内投资转向国外

投资、由关注生态和商业模式转向

关注技术节点、由非理陛的投资行

VR行业里各类型联盟的组建显得十分必要，却又情非得已。不过
即便组建了联盟，又是否真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呢?

乌合之Ⅵ之联盟

为转向理性投资行为、由偏高的估

值转向合理估值以及由伪VR投资

转向真vR投资等。具体说来，其

投资细分的领域包括：手势识别、

图像算法、深度学习、深度感知、

表隋测试、特征点识别、计算机视

觉、光学成像、引擎sDK和视网膜

扫描等。这背后的投资逻辑就像峰

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所言：“投

资技术型的公司从一开始就有了内

生价值．它能够被资本发掘一定是

因为它过去已经有了一定的投入和

积累。而应用层面的投资则随机性

很强，投中了就是1，投不中就是0。”

综上所述，vR行业并没有进

入寒冬。相反，随着VR资本市场

的升温，VR行业正从初春的萌动

进入骄阳似火的盛夏。如果国内能

多一份耐心，不急功近利，而拥有

核心技术的公司又做得足够好，也

许收获胜利果实的秋天很快就会到

来。■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文／向艳

2016年9月29日，在工业和

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指导下，由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歌尔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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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宏达通讯有限公司(HTc)等 指“虚拟现实”)联盟，囊括国内

虚拟现实领域主要企业、研究机构

联合发起的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在北

京宣布成立。这是近两年以来参与

者规模最大的一个VR(本文中泛

外VR领域众多知名企业、研究机

构和产业园区等近180家单位。在

这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结盟进程中，

究竟是什么促使各类型的VR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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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成立，它们的存在究竟会将

VR行业引向何方?

组建VR联盟的行为因由

虚拟现实行业经过轰轰烈烈的

两年之后，资本市场开始明显趋冷。

当资本的“火焰”被市场的“海水”

浇灭时，资本与资本、资本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联

盟，它们寄希望于通过成立所谓的

VR联盟来实现资源和能力的共享。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曼

瑟尔·奥尔森曾根据集体利益“二

分法”将各种各样的集团(等同于

现在vR行业的各类型联盟)相应

地划分成(利益)相容性集团和(利

益)排他性集团两类。其中，排他

性集团的利益类似通常所说的“既

存利益”，这时集团碰到的是“分

蛋糕”问题，集团成员希望分利者

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小越好，因

此这类集团总是排斥他人进入。而

相容性集团碰到的是“做蛋糕”问

题，在“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总

是希望参与的人越多越好，集团规

模越大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欢迎

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

其中。奥尔森教授判断，较之排他

性集团，相容性集团有可能实现集

体的共同利益(相容性集团追求的

共同利益对应为相容性利益)。

在vR行业，所有类型的联盟

都属于相容性集团。它们之所以得

以组建，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

第一，由于vR技术及相关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并未成熟，单个公

司很难在这个领域建立行业标准甚

至成为主导设计。vR行业涉及的

技术除了我们所能看到VR头显里

的光学、算法、屏幕等几大关键技

术外，还包括无线操控手柄、空间

定位基站和诸如万向虚拟跑步机等

外设硬件设备及相关技术。另外，

为了实现无线传输，甚至需要更高

传输速度的5G网络的支持。而这

些技术都不是一家企业能单独完成

的，为了避免技术的重复开发和资

金的浪费，联盟成了VR企业的不

二选择。

第二，VR市场还处于前期的

消费者教育阶段，用户对VR不甚

了解，更多处于通过硬件产品体

验VR内容的层面，单个公司由于

资金和制作技术的限制难以提供足

够的VR内容。随着硬件设备的逐

渐成熟，VR内容已成为行业发展

的瓶颈，而vR内容正是能够被所

有企业共享的相容性集体物品。虽

然VR内容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为开发公司所独有，但没有足够的

VR内容就无法刺激消费者购买VR

硬件，更妄谈后续的内容盈利。

如此看来，VR行业里各类型联

盟的组建显得十分必要，却又情非

得已。不过，即便组建了联盟，又

是否真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呢?

VR联盟集体行动的逻辑

三个和尚的故事告诉我们，不

去增进成员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

亡，最后整个组织难免变成一群乌

合之众。要知道，vR联盟成立的

实质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种不可分

的、普遍的相容性利益。联盟内成

员的努力不会对它的联盟产生显著

的影响，而且不管它是否为联盟付

出过努力，它都能享受到其他人所

带来的这种相容性利益。当然，在

联盟的成员数量很小时，每个成员

都可以得到总利益的相当大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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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结果自然是这种相容性利益可

以由联盟成员自发、主动提供。即

便联盟中存在相当程度的实力不均

衡的情况，这种相容性利益也最有

可能被提供。因为某个成员对利益

的兴趣越大，它为了获得该利益的

动能就越大，最后自然不得不承担

更大比例的成本去提供产生这种利

益的资金和努力。

不过，从附表中我们却发现如

下几种集体行动现象：

第一，联盟的组建规模越来越

大，由最初的数家发展到后来的上

百家；第二，联盟成员的企业实力

越来越强，从一开始的不知名企业

到后来的国际巨头型企业；第三，

联盟成员的类型更多样化，由单一

类型的企业到资本的加入，再到后

来的院校、协会以及政府的介入；

第四，联盟成员并不具有排他性，

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同时加入了其他

一个甚至多个vR联盟。

以上现象有其积极的一面，主

要体现在：联盟成员的多样性能提

供更多的视角、更全面的利益产出

类型和更高的利益产出效率等；联

盟成员实力的增强意味着雄厚的资

金和技术支撑，对更快突破技术瓶

颈，产业尽早爆发意义重大。

当然，这些积极的方面如今看

来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也只是企业的

一个美好愿望罢了，因为随着越来

越多的各类型和实力不均衡企业加

入各种VR联盟，其弊端就此凸显：

第一，在一个大型的联盟中，

没有哪个企业的贡献会对联盟整体

产生很大的影响或对联盟中任何一

个成员的负担或者利益产生很多的

影响。那么，除非存在强制或者外

界因素引导联盟成员为实现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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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而奋斗，不然相容性利益

不会被提供。

第二，联盟越大，增进相容性

利益的人获得这种利益的份额就越

小。这样，即使联盟最后可以获得

一定量的相容性利益，但其数量将

远远低于最优水平。

第三，联盟越大，组织成本就

越高，这样获得任何相容性利益前

所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

第四，联盟越大，任何一个成

员或者多个联盟中的小团体能获得

总的相容性利益中的份额就越小，

并且它们所获得的利益越不足以抵

消它们所支出的成本。

第五，联盟成员实力越不均

衡就越容易出现实力更大的企业

附表近两年来虚拟现实行业主要联盟概览■■■冒霍■■■●■团圆
虚制现实声业联盟 二。J j!；

中国光谷VR，7AR产业联盟

AR，7VR媒体联盟

中国·西安增强现实与

虚拟现实产业联盟

亚太虚拟现实产业联盟

2016 8 7

201 6 5 i 3

201 6 5 1 2

中国VR AR游戏产业联盟 201 6 4 1 5

中国虚拟现实产业联盟

中国VR AR娱乐产业联盟

中国AR VR创投联盟

中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增强现实产业联盟

VR+AR开发者联盟

46 2。1 7年第四期

201 6 3 9

201 6 3 2

201 5 10 28

201 5 10．1 7

201 5 5 23

“耍赖”的行为。这就像股票市场

中，面对由成千上万股东组成的大

公司，实力小的成员往往无法享受

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公司的收入对

股东来说就像是联盟中的相容性利

益，而大股东往往可以享受更多超

额的利益，甚至他们可以决定是否

分配红利以及分配的比例。

另外，不得忽视的一点是：联

盟成员之所以不排他，还隐藏着实

力更强的成员(如HTc vive)希望

籍由技术的扩散来促进技术繁殖，

进而形成一个自增强反馈回路，以

使其成为一种主导设计的图谋。不

过，0culus和HTC这种vR行业

巨头企业也越来越认识到，技术的

扩散可能导致整个技术平台的碎片

化，即众多厂商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改进技术，从而分裂成许多非标准

化的版本。

如今，弊端所带给联盟们的影

响力似乎更大。多数联盟并没有兑

现成立之初的“豪言壮语”，存在

的意义就只是收取会员服务费和提

供些许行业资讯而已。2016年12

月8日由谷歌、HTc、_一星、索尼、

0cmus和宏暮六巨头联手成立了全

球虚拟现实协会(GvRA)，其联盟

数量更小、成员实力更均衡而且都

是VR行业巨头，或许它们也意识

到了过去所谓的VR联盟只是一群

乌合之众罢了。■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专题策划王黎

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宏达通讯有限公司(HTc)等虚拟现实 论、II，蜘

领域主要企业、研究机构联台发起．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在内的虚拟现实领域

主要企业、研究机构，产业园区等近1 80家单位加入

包括37家VR／AR企业．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5家高校、楚商资本等4家 仑、¨，纲

投资机构

超维星球携手联合主流媒体，自媒体，个性写手等80多家全国范围内媒体共 论、¨，拥㈦
同打造

西安文化科技创业城，Rea『m ax集团，可视可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仓、Ip镯

ARinchjna增强现实中国等共同发起参与

H丁c。阿里巴巴，英伟达完美世界．优酷，爱奇艺等1 3家全球顶级企业发

起并组成

爱应用发起，小派科技、幻维世界、天天投、超维星球．DreamVR、蚁视

睿悦等加入

中国3D产业联盟．超维星球．中关村视界裸眼立体信息产业联盟以及中国电

子器材总公司等联合发起其中包括华为、联发科．长虹．利亚德．第二空

间、犀牛数码蚁视科技、北京蓝科互动科技等100余家骨干企业机构

由汉威文化，微软，索尼、三星．NVID忪、EP忆、盛大集团、暴风魔镜、乐

视虚拟现实，米粒影业等十余家国际知名VR，’AR娱乐企业共同发起组建

天天投．腾讯众创，高榕资本，长城会．贝塔斯曼亚洲基金、搜狐畅游等发

起．包括50多家知名投资机构．产业公司和行业组织

中关村核心区管委会和实创公司发起．包括虚拟现实与可视化领域企业、大

专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及投资机构等相关企事业单位

金花投资集团和国际增强现实协会发起．80余家相关企业加八

瑞立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连四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新意动力(北京)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掌上明珠和庞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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