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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时代正在到来

VR（虚拟现实）是划时代的革命产品，可以给人们带来真

实的感受，可以让你去一些你无法去的地方，让你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现实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一些体验，比如观看美国大峡谷的

日落，可以360°欣赏景色，还可以听到真实的鸟鸣和瀑布声。

上个世纪90年代曾掀起过VR热，但那时仅仅是昙花一现，

因为当时无论从生态链的内容角度还是从技术角度，都没有达

到一个可以使VR进入到平常百姓家的能力。VR今天已经是时候

爆发了，日本等地已经把2016年看作是VR元年，而且VR很可能

成为继电脑和手机之后的下一个热潮。

移动手机业对于未来最被看好的VR主流形态——一体机VR

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很多做VR设备的人是做手机和平板的

设备厂商，不管从硬件系统架构还是从生态链和供应链上，跟

手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手机拥有很大的体量，拥有大规模

效应，可以极大拉低从芯片到外围器件的成本。手机还有非常

快的迭代周期，大部分厂商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能替代一代产

品。可见，手机和VR打通管道之后，能够被大众接受的难度就

大大降低了。

从设备体验看，需要从三个角度来提供手机的沉浸式体验

的感受（如图1）。首先，视觉方面，需要有超高分辨率的支

持，需要在芯片前端做图像转换的功能；声音侧也会提供真实

的分辨率声音、高清声音以及3D声音的一些算法；在交互上，

高通也会针对目前所提供的用户调查报告以及人体工程学的数

据，从头部运动到画面随动上面，从用户交互、手势跟踪、眼

球跟踪等方面，以及用户头部旋转和运动移动的位置跟踪上，

优化移动VR的体验。

 

视觉

*视觉处理

视觉是体验感最关键的因

素。如果我们把目前的2K手机

插到VR盒子里看，可以明显地

看到三格效应。因为人的视角非

常广阔，有超过180°的视角，

但真正能感受到比较多信息的视

角约在50°~60°（如图2）。

当视角超过100°、120°的情

况下，目前的手机或者电脑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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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个角度提高VR体验 图2   人真正能感受到较多信息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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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也无法达到目前我们对VR的需求。目前手机4K被普遍

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只是额外增加手机功耗。但对于VR来说，

4K、8K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有可能到10K以后才能达到视网膜

屏幕的解析度。

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眼球跟踪技术及产品发布。所谓

眼球跟踪技术，因为人真正能注意到的视角很窄，可能只有

20°、30°，余光看到50°、60°以外是获取不到太多信息

的。根据人体功能学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在画面渲染时增加

眼球跟踪技术，这样就可以知道目前用户的眼睛盯在什么地

方，并在眼睛盯着的范围之内重点做100%的全景渲染，而在周

边区域可以慢慢降低渲染程度，比如只渲染一半的像素，另一

半像素只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算法做一些模糊效果即可。所以当

眼球跟踪技术的时延达到一定程度，人的眼睛是完全感觉不到

的。此技术最大的好处是大大减少了CPU图形渲染的工作量，

同时提高了渲染效果以及CPU运行的效率。

另外，目前VR领域因为镜片的简单造成了图片的畸变。因

为现在的VR眼镜不可能像传统的专业单反相机或专业镜头，可

以用多组镜头实现。现在的VR基本上是一组凸透镜，这是无法

达到中间和边缘都一致的效果。所以如果一个正方形的图像显

示在VR屏幕上，且仅通过一组透镜到达人眼的效果，会发现四

个角会被明显拉长（如图3右上）。所以在CPU侧的前端要做一

些补偿。

CPU怎么补偿？我们会在显示上做一个桶形的图像（如图3

左下），如果你看手机上一些这种类型的VR，看的时候把手机

摘下来，你会发现左右的形状是桶形，但是最后通过凸透镜可

以变成正方形。

还有一点也是目前VR没法改变的情况，就是在边缘处，由

于可见光的不同颜色的光的波长不一样，会通过透镜边缘出现

色散的问题（如图4上），这需要色彩校正。方法是做反向处

理，将原来一个点变成三个点，通过凸透镜折射之后，形成一

个方向的曲线，这样可以看到边缘和中间一样清晰。所有这些

技术都需要在送到显存的时候就要做优化。

 

*360°全景

V R 宣称可以 3 6 0°看

到图像，所以从源端到设备

端都需要整个产业链共同推

进。我们看到源端360°采

集是多种多样的，从大而笨

重的设备去采集，到现在由

于算法升级，所以摄像头的

相 机 数 量 可 以 减 少 到 三 四

个、两个鱼眼镜头，所以我

们可以不断地推进，包括采

集设备、360°全景照片的

编码格式等，都需要整个业

界做促进和统一。

而在VR设备端，需要针对目前没有达到统一的360°视频

形式做各种适应的编/解码，甚至需要左、右眼区别对待。

*3D效果

3D带来景深效果。当我们看3D电影或者玩3D游戏时，可

能需要CPU分辨左、右眼，让大家感受到景深/3D效果。原理

众所周知，因为人的左、右眼之间有距离，不同景深对应人的

左、右眼的图像不一样。当图6中一个红点遮挡汽车时，左、右

眼不仅在视网膜上投影有位移，同时汽车的位置也有位移。所

以我们在很多全景游戏和3D游戏方面，需要在CPU上做左、右

眼的渲染。

听觉

目前VR的听觉虽然没有视觉那么被重视，但是在整个VR的

沉浸式体验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高分辨率的声音以及

基于3D的定位声音。目前如果我们用手机或者电脑来听音乐、

看电影，如果要分辨声音从什么地方传过来，通常是通过声音

的强度来判断的：如果来自左声道，你会发现左声道声音大，

右声道声音小，但是这远远达不到3D的效果。我们还需要声音

图3   镜头校正 图4   色彩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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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左、右耳时有微小的时延，而且不仅是左右，还有上下、

前后，以及斜前方、斜后方等位置。我们还要通过算法，体验

到声音已到我们面前了；我们也可以随时改变这个函数，达到

最真实的效果。

另外，当声源开始移动时，这时也一样可以通过传输的

函数计算出来，在任何一个时刻它传到左、右耳的效果是什么

样。而且还有根据人体工程学和耳道模型做的耳道传输函数，

会考虑人的耳廓、外耳、中耳和内耳的人体工程学结构，考虑

到你的反射，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还有一些声源在不同的室内环境，诸如浴室、卧室、客

厅，或者在展馆、室外，会产生不同的反射和效果，这是游戏

开发者在做游戏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目前PC游戏基本可以

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在VR上要考虑人的头部转动和声源

变动，因此变量复杂得多，计算过程也更复杂。

目前高通领先的手机芯片骁龙820会支持音频的功能，像高

分辨率的音频及噪声技术，以及同时进行音频和视频的处理。

用户交互体验

时延被认为越短越好。关于头部的运动，目前市面上看到

的大部分一体机或者分体机，基本有三个维度的头部运动：X

轴、Y轴和Z轴（如图7），手机陀螺仪就用于此，只不过VR上

把陀螺仪频率提高了一点，提高到1000Hz或者800Hz。

 

但是实际上，当考虑三个维度时，陀螺仪已无法达到准确

控制了，因为会有很多漂移。但是我们

有一种技术——结合摄像头技术，摄像

头可以放在VR前端，这样摄像头再结合

陀螺仪的感应器一起工作，再通过复杂

的算法，就不需要任何外界设施，只需

要安装两个可以发出可见光或者不可见

光的扫描设备做移动的检测，利用周围

静止的物体作为参考，再结合陀螺仪就

达到头部转动、垂直和平移的跟踪。

*延迟

很短暂的延迟是让用户没有任何感

觉的，但是当延迟达到一定程度后，用

户会感觉到有明显的眩晕感觉。时间是

多少比较合适？20ms是目前VR不感到头

晕的时间点。

为此我们主要做三件事情，1.头部

运动旋转一个角度时，需要感应头部的

运动。目前手机是在100Hz，采样周期

10ms，但这么低的频率是没法满足要求

的。我们考虑高频方案，在三个采样上

只浪费了不到1ms。2.图像处理之后，我们需要根据运动随时

产生新的图像，同时需要根据特殊情况产生左右眼分别两幅图

像，然后再进行渲染，以及做到色差的校正。3.送到显存，再通

过TFT显示让用户感觉到图像随着头部在做运动。

如上所述，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做优化，VR显示技

术是用了响应时间较短的屏幕刷新来实现较高的刷新率，例如

90Hz、100Hz，这也是大大减少VR延迟的好办法。所以中间这

部分就留给高通等芯片厂商做GPU或者CPU的处理。

VR对处理器芯片的需求特点

在移动VR设备当中有一个很艰难的挑战，它不像目前的PC

的VR可以通过PC来取电，因而比较轻便。但是移

图5   360°源端采集

图7   三个维度的头部运动图6   3D需要左、右眼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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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不同模型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不同

系统的模型有所不同，但不同的构件之间要进行协作，所以

我们对它们的行为模式可能不是特别地了解，所以我们所要

做的就是去了解到底会有哪些不同类型的行为模式，从而去

得出这一系列的情况。

我们会有一些软件是基于数学的方法来去编码的，然后

来去具体假设一下这会是什么？我们做一些分析，不同情况

下会有什么样的场景。我们有一个非常正式的ASL语言。我

们会定义一下我们做一些什么，允许多少偏离，同时我们使

用自主计算来进行系统编制，这是和云相关，还有我们想要

云有一些适应性。我们使用人的自主神经系统来进行模拟。

我们有一些想法，如图3。一种是处于理性来进行相应

的回应，比如别人问你一个问题，你就举一个手等。另外有

一些神经系统，就是包括要去休息或者是消化的系统。即我

们有一些组件，有点像心跳，如果心在跳动，说明这台电脑

还活着，它就这样模拟人体，它会进行系统自测，也可以了

解健康，看一下这系统运行是正确的还是有一些偏离。另外

有睡眠状态，这时不想被其他电脑干扰，当它们如果行为准

确，我们就在恢复行动。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组件之间的

要求，各个组件决定是不是要合作，那它们会有组件的自主

分析会有信号的发出。首先我们使用硬件来去比拟，就是说

我们去进行一些星球探索，包括像月亮，或者是土星；同时

我们也有软件，如果想要去改变行为模式的话，我们就使用

软件。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来跑软件这种短期行为。同时我们

有一些自主代码生成过程，工程师要有像使用自然语言的使

用能力，有一些使用案例，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希望

软件可以像自然语言来去自主的应用，同时我们也可以进行

一些编码，我们有一些工具进行编码的生成，同时我们可以

把现有的编码提取出来去获得一些模式。

同时也有一些并发的数学原理来描述一下这并发的事

件。我们会根据工程手段和环境来进行编码的分析和改变。

同时我们也会去预测一下系统在未来执行的话会发生一些什

么情况？我们系统未来会有一个主要的编码生成器来主导。

也就是说我们是有这样的虚拟系统和我们物理性事件

进行关联，有社交的系统（例如可以通过GPS告诉大家在哪

里）。所以我们将会有很多的传感器，生成很多的大数据，

我们也使用云来进行储存。同时希望有一些高质量的软件去

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 

小结

回到本文的标题，有什么事是软件不能做的吗？我的回

答是：不，很多事都是由软件主导的。（注：本文根据“第

八届云计算大会”上的讲演整理。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主

办，北京，201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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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VR设备的工作量却没有降低，完全不输于PC

的CPU，而电源功耗要求会比PC的VR严格很多。在系统端，

从CPU到屏幕，整个系统的功耗决定了VR设备的体验。

这两个需求是相悖的，但是又是相互关联的。当芯片显

示技术做到较好的省电技术，这时留给工程师做设计的空间

就大了很多。所以高通立志在芯片端提高电池效率，包括眼

球跟踪技术可以极大提高CPU效率，这样让VR设备厂商在

VR设计时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设计出更加轻便、省电、漂

亮的VR设备。

目前VR对于芯片端的功能模块的需求是非常高的，因此

高通主推高端手机芯片—骁龙820。骁龙820里面有DPU、

DSP、GPU以及CPU等。此外，高通也发布了针对于游戏和

视频开发者的SDK（开发者套件），包含很多东西，有针对

用户交互体验以及视觉、听觉优化出来的用户接口，可以供

开发者去调用，比如有DSP的技术以降低时延，也有色差校

正来提高边缘的效果，还有双眼的渲染，单显存的机制。

小结

视觉、听觉和交互提高了移动式一体机的体验。我们坚

信一体机最终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主流，可以替代目前移动不

便的PC的VR，也可以替代目前为了追求低成本而制造出来

的插卡式手机VR，而达到一个理想的沉浸式体验。高通骁龙

820将把领先的技术集成到VR当中去。

(上接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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