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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应用

摘要：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同时也从侧面反映着现代计算机技术对社会大众生活的影响愈发深入，在计
算机技术的普及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无规矩不成方圆，这
就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对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相关新事物进行约束和规范， 这给传统的法律工作带来了新的
挑战。 本文以 VR 虚拟现实技术为例，简要分析了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定义和特点，并总结了计算机技术对于法律发
展的影响，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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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R虚拟现实技术为例浅析计算机技术
对于法律发展的影响

文 /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余垚翰

1、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互联网的普及， 人们的

生活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改变， 计算机技术正逐步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影响这些领域地发展。

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机交互体验技术，VR 虚拟现实技术集
合了仿真技术、多媒体、传感技术等多项技术于一身，通过计算
机系统内部算法模拟出一个三维的动态虚拟环境， 并通过使用
相应的感官设备给用户带来逼真的感官体验。 近年来世界多个
科技巨头公司都在发展该技术抢占市场，VR 虚拟现实技术逐
渐成为社会大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为了给社会大众能提供一个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 各国政
府都形成了针对新兴的网络环境完善传统法律的意识， 法律作
为社会行为的准则，应当与社会的发展共同进步，应当能适应社
会的要求并促进社会的发展。其中，以 VR 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
的计算机计算对于法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VR 虚拟现实技术的概念和特点

（1）VR 虚拟现实技术的概念
虚拟现实技术是指通过专业的眼镜或者手套等一系列辅助

设备来实现的三维技术， 使用者通过头部或者肢体的运动将行
为信息发送给计算机， 计算机再通过辅助设备向使用者反馈出
三维的即视觉、听觉、触觉的感官世界。

目前来说，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在航空、建筑、军事等方面有
诸多应用，而将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媒体，这一应
用无疑会改变物理学的实验和研究过程。

（2）VR 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
虚拟现实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多感知性。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具备视觉，听觉，运动三

维的立体感知系统。 理想状态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应该具备人所
有的感知功能。目前受限制于相关技术还未成熟，传感技术有待
突破等，虚拟现实技术仅具有的感知功能主要包括视觉、听觉、
触觉和运动等等。

沉浸性。虚拟显示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环境应当是，当操作者
处于计算机所创造的虚拟环境中时， 他的各方面体验都应当与
现实环境中的感觉大致相同。 理想状态的虚拟环境应当时使用
者难以辨别真假。

交互性。 这一特性是反映操作者在虚拟环境中对各种物体
的操作程度以及在环境中得到反馈的实时性大小， 用户可以通
过特定的辅助设备来直接操纵虚拟环境中的对象， 虚拟环境中
的对象也能够根据用户的操作来实时地做出相关反应。

构想性。通过在虚拟环境中的实际操作。体验者可以得到心
理上的认知，加深对某种概念的理解，进而将其运用到现实中解

决实际问题。
3、计算机技术对于法律发展的影响———以 VR 虚拟现实技术为
例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多个领域的进步，其在法律
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以 VR 虚拟现实技术为例，其主要影响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法律的保护范围
法律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实际环境制定的，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出现了一类与电子数据处理相关的一系列违法犯罪行
为，被称为计算机犯罪。 计算机犯罪的行为通常具有较强的隐
蔽性，一般是在虚拟的计算机空间上进行，可以实现较大的地理
位置跨越并且持续时间短。 能够进行计算机犯罪的非法分子往
往受过专业化的培训，思想水平较高，能够避开计算机的安全系
统并且巧妙的消除作案痕迹。

想要预防此类犯罪行为，首先就要从法律上明确这一行为
的本质，按照传统的法律解释通常将其归类于计算机技术，对计
算机犯罪产生了误解。当犯罪分子运用计算机攻击银行系统时，
侵犯了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财产权利；当犯罪分子黑入电脑系统
监控用户行为时，侵犯了社会大众的隐私权；当犯罪分子发布网
络病毒使整个网络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时，打乱了计算机网络的
安全秩序。 计算机犯罪行为的出现使传统法律的保护范围由人
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向数字化的网络行为拓展，提成了法律的
适用范围，在 VR 虚拟现实技术中，法律就可以对相关技术行为
的合理性规范，避免使用者在 VR 体验中的不合理行为。可以预
见，当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影响更加深入时，将会促使社会产生一
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而法律的功能就是保护这一社会关系并促
进其良性发展。

（2）促进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营造共同推进法律的发展氛
围

目前来说，人们对于法律的理解主要来自于对法律条款的
解读和对已经发生的实际案例的分析，这一过程学者所处的位
置始终是“局外人”，难以设身处地对一些法律行为进行理解学
习。 而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加入则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
的方法，通过 VR 可以逼真地模拟出各种法律行为的发生，并给
学习者仿佛亲身经历的体验，使其更能深刻地体会到某一行为
背后的法律意义。

VR 技术的使用同样也可以促进民众对自身隐私保护意识
的提高。 通过 VR 设备模拟出侵犯隐私权的某一行为发生的全
过程不仅使民众了解到个人隐私受侵犯的严重后果，还能够向
民众展现保护隐私措施的细节内容。 向人们模拟出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的过程不仅让人们了解到盗版， 山寨（下转第 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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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为的危害，也提醒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
以身作则不传播盗版产品。 这些现象将使法律的发展有更好的
民众基础。

（3）提升法律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法律服务的方式和

内容。 首先，它使律师的工作环境更加自由，摆脱办公室这一固
定场所的限制， 通过 VR 技术进行虚拟成像可以实现让律师在
任何情形下都能为求助者提供法律援助。 在法律纠纷的相关案
例审理过程中， 律师不用亲自会见当事人就能够与当事人面对
面交流，在庭审现场，法官、原告、被告等工作人员通过 VR 技术
可以不用到现场就能开庭审理案件。 这些都是 VR 技术提高法
律工作效率的表现。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法律的创作、公布和执行过程。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立法工作的效率， 从立法准备阶段来
看，立法机构可以通过网络轻易的收集社会舆情资料，通过问卷
调查或者设立专门的网络反应渠道广泛收集民意， 并且运用计
算机的后台运算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工作人员的统计工作，高
效省时且精确。从立法表决工作来看，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表决
不但节省了对投票统计的时间和人力投入， 而且也保证了投票
过程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从法律的推广来看，政府机构可以通过
VR 技术模拟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不是通过枯燥的文字讲解，使
民众更好的知法懂法用法，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使法律的传播更为便捷， 民众获取法
律相关信息的渠道更为广泛， 这从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法律在

社会上的普及力度。 通过设立专门的网络渠道，民众可以对事
件纠纷在网上进行咨询了解甚至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维权，
通过“市长信箱”等形式就可以直接和政府相关机构对话，传统
的维权程序和手段正逐渐发展创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
保障。
4、结语

近年来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已经对法律领域的研究和社
会治理带来机遇并提出了挑战。 以 VR 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超出了传统
法律规定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智能
技术与法律的深度融合？ 笔者认为，法律界和科技界应当未雨
绸缪，合理协调法律的确定性与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良性
的社会环境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制，无论何种技术革新以
及由此引发的效率变革，都不应背离法律所肩负的正义准则，司
法个案正义应优于司法效率，因此在法律与智能技术的变革融
合中，我们也应同时注意智能技术算法存在的不足和弊端，避免
技术盲信，进而在使用新技术的过程中更好的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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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识别中涉及到的技术非常的多， 可以说上文介绍的车
牌识别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了一定的技术点， 但最关
键的技术还是车牌定位、字符分割，它们是车牌识别的核心。

3.1 车牌定位技术
我国车辆牌照的特点。 目前我国的车牌的颜色组合比较丰

富，按颜色来分大体可以分成四类：白底黑字、黑底白字、蓝底白
字、黄底黑字。除颜色特征外，我国的车牌还具有其它的特征：车
辆牌照都是由省份的简称、 地市代码加上五个由阿拉伯数字或
字母组成的序列；车牌的背景色和车牌号的颜色差异大，边缘丰
富；在固定角度拍的车牌照图像上车牌的长度和宽度是一定的，
且长宽比也保持一定。根据车辆牌照的特点，车牌的定位方法也
多种多样，但如上文所说，车牌定位的常用方法有三个：基于边
缘检测的方法；基于颜色特征的方法；基于纹理分析的方法。

（1）基于边缘检测的方法依据是车牌的字符区域灰度变化
频率十分稳定，而在车牌的边缘区域灰度级会发生急剧变化，因
此可以利用边缘检测法精确定位车牌边缘从而进行车牌定位，
该方法准确率高，反应时间短，它的特点是可以定位一幅图像中
的多个车牌， 且定位速度也很快， 但是对于车牌严重褪色的情
况，由于字符边缘模糊可能会出现定位错误的情况。

（2）基于颜色特征的方法是利用车牌的颜色信息的固有特
征进行车牌定位的，车牌的背景颜色一般是蓝白黄黑四种，因此
利用颜色定位车牌的话第一步就是确定这四种颜色的区域，一
般在图像预处理时会将彩色图像转变为灰度图像， 在判断四种
颜色的区域时，一般是灰度指 255 代表蓝色区域，灰度值 150 代
表白色区域，灰度值 200 代表黄色区域，以及灰度值 100 代表黑
色区域。该算法效率高、适应性强，实现简单。但若车牌周围颜色
与车牌背景色相近似，出现车牌定位错误的概率会增大。

（3）基于纹理分析的方法是根据车牌的纹理具有一定的特
点进行设计的，一般先给定的车牌线段的定义，对灰度级的车牌
图像分别进行横向扫描和纵向扫描， 若有连续若干行或列都存

在不少于一个的车牌线段，并且行数和列数都达到一定的阈值，
则能够分别确定车牌的起始行、高度，起始列、宽度，综合这些几
何信息就能够精确地判断出车牌在图像中的具体位置。 利用该
方法车牌定位精度受环境影响较小，在光照不足或过强，车牌倾
斜等情况下均有较好的定位效果，但是如果车牌的背景区域纹
理也比较丰富的话，在进行纹理检测时很容易把这一部分也当
作车牌区域，造成定位的车牌区域偏大的情况。

3.2 字符分割技术
在分割字符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标准车牌中字符的分布

特点。 我国的标准车牌都是由汉字和字符组成的，字符总长度
为 409mm，单个字符的宽度都为 45mm，高度都为 90mm，最重
要的是第二个字符和第三个字符之间间隔为 34mm， 这个间隔
把车牌分成两个部分。

字符分割的方法主要有模板匹配和垂直投影法两种。 模板
匹配法它利用的是车牌字符之间等宽、排列规则等特点，与字符
识别中的模式识别原理相类似，取得了较好的分割效果，但这种
方法处理过程复杂，处理时间也较长，因此实时性不是很高。 垂
直投影法利用的是字符在垂直方向的投影在两个字符之间必然
取得像素值的最小值，在理想情况下车牌字符间的像素值为零，
但在有干扰的情况下就要选取合理的阈值，而不能直接取零，依
据这点即可判断字符左右的位置从而实现字符的分割。

参考文献：
[1]李志强,李永斌.车牌识别技术的发展及研究现状[J].科技信息,
2012,(05):110,125.
[2]孟涛.车牌识别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实现[D].华中科技大学,2006.
[3]刘国峰,辛晓辉.车牌定位常见技术介绍与分析[J].电脑知识与
技术,2006,(08):105-107.
[4]马婉婕.车牌识别系统中字符分割的研究与实现[D].复旦大学,
2009.

（上接第 288页）

287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