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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头戴显示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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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天津 300304)

摘 要：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在医疗、军事、工业、教育、娱乐和工程等领域都具有非常广

阔的应用前景，是目前可穿戴电子领域的研究热点。从全球及中国角度对AR／VR头戴显示技术

的总体专利态势进行分析，分别从专利申请量、专利申请区域分布、主要申请人等方面对AR／VR

头戴显示技术的专利申请总体情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国内研发主体相对于国外研发主体在技术

发展和专利保护方面存在的差距。通过归纳分析AR／VR头戴显示设备国内外重要申请人的关键

技术，发现AR／VR头戴显示设备的主要技术分支包括图像质量像差修正、人机交互控制、追踪技

术实现图像调节以及佩戴调节，并对其中的光学系统和眼动追踪技术分支的技术发展路线、技术发

展趋势、重要专利节点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AR／VR头戴显示设备在上述技术分支的发

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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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VR has a very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s of medical，military，industrial，education，entertain—

ment and engineering，which is one of the research hot spots in the wearable electronic field at present． The patent trend of

AR／VR on HMD technology is analyzed from 910bal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peci“cally discussing patent application situ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application number，application regional distribution，principal applicants and so on，and analyzing the gap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atent protection between domestic innovation body and foreign innovation body． By concluding

and analyzing the essential technology of important applicant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the main technical branches of AR／VR

on HMD including image quality aberration correction， HMI control，tracking technology for image adjustment and wear

adjustment are summarized，of which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route，technical development trend and important patent node

technology of optical system and eye tracking are studied deeply，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VR on HMD in the aboVe

technical branch is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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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概述

随着AR(augmented reality)／VR(virtual real—

ity)产品的广为使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越来

越为大众所熟知，尤其是AR／VR头戴显示设备。

在201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包括扎克

伯格等演讲者在内的与会人士都佩戴了VR设备，

2016年被业界称为“VR元年”。这一切表明AR／

VR头戴显示技术处于爆发式增长态势。

1．1 技术简介

虚拟现实是一种计算机仿真系统，通过多元信

息融合、交互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

真，使用户沉浸在计算机生成的模拟环境中。虚拟

显示主要包三维计算机图形技术、广角立体显示技

术、用户跟踪技术、触觉／力觉反馈、立体声、语音输

入输出技术等口]。增强现实是在虚拟显示的基础

上，实时地计算摄影机影像的位置及角度并加上相

应的图像、视频、3D模型技术，可以同时显示真实世

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两种信息相互补充、叠加。

增强现实技术包含多媒体、三维建模、实时视频显示

及控制、多传感器融合、实时跟踪及注册、场景融合

等手段‘2|。

1．2 技术发展

AR／VR技术演变发展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

阶段。

第1阶段(1963年以前)，人们提出了虚拟显示

思想。这一思想最早被提及可追溯到1932年，阿道

司·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提到“头戴式设

备可以为观众提供图像、气味、声音等一系列的感官

体验，以便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沉浸在电影的世界

中。”1955年，莫顿·海利希设计出《美丽新世界》书

中所描绘的头戴式设备的原型图，如图1所示。

O睡毛抽睦 Hk哺¨ 删鞠

图1 莫顿·海利希设计的原型图

Fig．1 Prototype drawings designed by Morton Heilig

第2阶段(1963一1972年)，虚拟显示处在萌芽

期。1968年，伊凡·苏泽兰完成第1台真正意义上

的头戴显示设备，名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如图2所

示。伊凡·苏泽兰本人也被称为虚拟现实之父。

第3阶段(1973—1989年)，虚拟显示理论初步

形成，技术得到初步应用。1985年，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创建了虚拟界面环境工作站(view—

virtual interface environment workstation，

VIVED)，VIVED VR头戴显示器投入使用，用来训

练增强宇航员的临场感，这是虚拟头戴显示设备的

最早应用。

第4阶段(1990一2010年)，虚拟显示理论逐步

完善，应用不断扩大。1990年，美国VPL Research

公司首次将VR头戴显示设备推向民用市场，该公

司创始人杰伦·拉尼尔首次将虚拟显示(virtual

reality)的称谓赋予这一技术，当时注解为用立体眼

镜和传感手套等传感辅助设施来实现的三维显示。

这一时期的VR头戴显示设备比较笨重，售价也高。

第5阶段(2011至今)，虚拟显示技术得到了飞

速发展。众多企业投人研发AR／VR产品，极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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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达摩克利斯之剑

F嘻2 Sword of Damocles

表性的产品有如下3类。1)眼镜式产品：谷歌公

司——GO091e Pro；ect Glass，奥林巴斯——

MEG4．o，兄弟株式会社——AiRScouter；2)沉浸式

产品：Oculus公司——Rift，索尼公司——Play—

Staion VR，HTC公司——Vive，微软公司——Ho一

10lens；3)手机显示类产品：谷歌纸板眼镜，三星

Gear VR，暴风魔镜等。

1．3研究内容

专利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内容准确详

实。专利分析能将个别的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孤立信

息转化成系统的、完整的情报。笔者基于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Patent Search and

Service System)中的CNABS数据库及DWPI数据

库，对2016一08—15前公开的AR／VR头戴显示设备

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宏

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对重点技术进行深入定性分

析。定量分析主要包括全球专利申请量分析，各国

家、地区、组织专利申请量分析，全球主要申请人分

析，国内专利申请量分析等，可以帮助创新主体掌握

专利发展趋势、专利区域分布、区域市场关注程度和

主体研发活跃度。定性分析主要包括与图像质量和

人机交互方面的关键技术分析、技术发展路线等，以

帮助创新主体掌握技术研发趋势，寻找技术空白。

2 专利分析

为保证专利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采用了

总一分为主、分一总为辅的检索原则，先获取数据库

中与AR／VR头戴显示设备相关的各级准确分类资

源(包括IPC，CPC，FI／FT等分类)，结合中英文关

键词(HMD、头戴显示设备等)进行检索，然后将检

索结果汇总，从而得到总的文献量，再通过概览的方

式对检索结果进行去噪。

AR／vR头戴显示设备涉及的分类号包括以下

内容。

IPC分类：G02827／01(加盖显示器)，其他分类

号有G02827／02(观看或阅读仪器)、G02827／22(用

于产生立体或其他三维效果)、G06F3／01(用于用户

和计算机之间交互的输入装置或输入和输出组合装

置)。

CPC分类：G02827／017(安装在头部)，

G02827／0172(以光学特征为特点)，G0282027／

0174(全息)，G02827／0176(以机械特征为特点)，

G0282027／0178(眼镜型)，G02827／0093(具有用于

监控使用者数据的装置，如头戴式追踪、眼睛追踪)，

G06F3／011(与人体交互的输入／输出，如虚拟现实

的用户浸入)，G06F3／012(头部轨迹输入装置)，

G06F3／013(视觉轨迹输入装置)，G06F3／014(手戴

的输入／输出装置，如数据手套)，G06F3／015(基于

神经中枢系统活动检测的输入装置，如脑电波

(EEG)检测、肌动电流(EMG)检测、皮肤电活动反

应检测)，G06F3／016(带有作为计算机产生的、输出

给用户的力或触觉反馈的输入装置)，G06F3／017

(基于交互手势，如基于一系列可识别手势)，

G06F2203／011(基于感测的人体参数，如心跳、脉

搏、虹膜、皮肤温度、声音音调)，H04N13／044(具有

安装了与头匹配的左一右显示器)。

FT分类：FT 2H199／CAOo(头戴显示设备

HMD)及其下位组。

2．1全球专利申请分析

2．1．1全球专利申请量分布

由于专利申请从提出申请到公开有时间延后，

导致2015年和2016年的有关分析存在偏差，如图

3所示，AR／VR技术的专利申请总体上分为3个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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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全球专利申请量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910bal patent application

萌芽阶段(1980一1990年)：AR／VR头戴显示

设备的概念刚刚被提出，AR／VR头戴显示设备专

利申请量比较少，决定设备性能的处理器、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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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技术水平仍然不能具备实现设备商业化的

条件。

成长阶段(1991—2009年)：AR／VR头戴显示

设备专利申请量稳步增长，随着计算机、处理器等相

关技术的发展，能够生产实验室级AR／VR产品。

但由于成本高和体验不佳等原因，仍无法开展大规

模商业生产。其中，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

业减少了科研投人，研发活跃度下降，专利申请量出

现阶段性下降。

成熟阶段(2010年至今)：2010年以后，随着计

算机技术和处理器技术以及精密加工技术的快速发

展，市场对于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的需求日渐

强烈，众多市场主体纷纷开始在该领域着手进行技

术研发和专利布局，而从2010年开始专利申请

AR／VR头戴显示设备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2．1．2全球专利申请区域／组织分布

AR／VR头戴显示设备的申请量前5位的国

家、地区或组织分别是美国、日本、wIPO、欧盟和中

国。美国和日本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申请量的1／2。

如图4所示，美国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目标国，占全

球申请量的31％；其次是日本，占全球申请量的

19％；再次是向wIPO提出的PCT申请，占全球申

请量的13％；紧随其后的是向欧盟和中国提交的申

请，均占全球申请量的10％。在国际市场的排名

中，美国、日本仍然占主导地位，中国处于第4位，略

微落后于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卜所处的地位口’6]。

-美国

·日本

_PCT申请

·欧专局

《中国

t韩国

*德国

a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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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

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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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球专利申请区域／组织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910bal patent applicant

2．1．3全球专利申请人分布

图5列出了全球专利申请人的分布情况。从

图5中可以看出，全球专利申请量排名前20位的企

业主要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法国、英国和芬

兰。其中日本企业占据8个席位，美国企业占据6

个席位，韩国企业占据2个席位，其余4个国家各占

1个席位。主要申请人虽然集中在日本和美国，但

索尼—————————————————■——一l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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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952

奥林巴斯蠢■—■■———一823微数囊圈■————■_816
否磊■■——■——一604

评鹊接音圣孬■■■●■——一602

～⋯一、’’；●————一542F菇—●—●●一496戛柯尼毒素；l薹戢
。：2蛩—一305切!罂；—●—一281

向干●一265MAGIC IJEAP——■245
BAE系统公司——■245诺基亚_199

MICROVISl0N秘■蠢1 97夏普_．174．。．．． ．．

O 200 40()600 8()o 1 000 l 200 l 400 1 600 1 800

中请人数

图5 全球专利申请人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global patent applicant

专利申请量差异不大，未明显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企

业类型有所差别，其中日本公司在AR／VR头戴显

示设备领域最为活跃。排在首位的索尼公司是世界

视听、电子游戏、通讯产品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先导

者，其重点研发的是用于电子游戏和个人观影用的

AR／VR头戴显示设备。精工爱普生、奥林巴斯、佳

能和尼康公司是传统的光学影像设备生产商。除了

网络、软件、通信等领域的商业巨头，如微软、谷歌、

三星、诺基亚等，还有高平(KOPIN)、MICROVI—

sION(MVIS)公司等著名头戴显示设备制造商，以

及三维图像投影领域的MAGIC LEAP公司。

2．2 中国专利申请分析[7。1 0]

2．2．1 中国专利申请量分布

中国AR／VR头戴显示专利申请与全球申请趋

势基本一致，但年申请量远低于全球年申请量，申请

量分布如图6所示。2010年以前，国内AR／VR头

戴显示设备市场规模不大，AR／VR头戴显示技术

专利申请量比较低。一方面原因是国内企业没有开

展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原因是国外企业没有关注到

中国市场。随着全球AR／VR头戴显示技术的发展

以及中国市场的崛起，国外申请人逐渐增加了在中

国的专利申请量。从2010年开始，中国申请量呈现

指数级增长，增长速度不断提高，保持高增长的态

势，与国外申请增长速度相当。到2014年，中国

AR／VR头戴显示专利申请量相比2009年增长了

约6倍，表现出中国AR／VR头戴显示专利布局正

在加速进行。

2．2．2中国专利申请区域分布

中国专利申请区域分布情况如图7所示。由图

7可以看出，中国AR／VR头戴显示设备专利申请

中，比较可喜的是半数以上为本国申请，外国申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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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专利申请量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aten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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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专利申请区域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atent application region

要来自日本、美国、韩国3个国家。日本申请量最

多，占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的19％。其次是美国，占中

国专利申请总量的17％，两国占比约为其他国家总

占比的3倍。其一方面原因是AR／VR头戴显示技

术在日本和美国发展最早，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作为

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众多经济体的全球

第一大出口国，倍受两国重视。其余国家／地区中，韩

国申请占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的4％，也不容小觑。

2．2．3 中国专利申请人分布

中国专利申请中，申请量位居前列的仍然以外

国申请人为主，但外国申请人的中国专利申请量排

名与其全球专利申请量排名不完全一致，如图8所

示。其中，索尼公司仍然占据申请量的榜首，而奥林

巴斯公司的申请量相比于其在全球专利布局中的申

请量排名有所降低。日本的兄弟株式会社和美国的

新兴AR／VR头戴显示设备公司甚至排在10名开

外，表明上述公司未开拓中国市场。与外国申请人

相比，本国申请人在申请量上存在差距，但差距在逐

渐缩小。主要申请人中除了联想、京东方、中科院等

传统的知名企业或研究机构外，也有如歌尔、理想境

界、小鸟看看等新生的创新型企业。比较难能可贵

的是，这些新生企业在专利申请量方面表现突出，后

来居上(例如：歌尔公司处于第4位，理想境界公司

歌尔——●—●———一78
三星—————■●■一70
谷歌-_—·—_6l

曙理想境界—_—一59
：W LG——■——_58

高通_—一50奥林巴斯__—_49
联想___47

小鸟看看—_-46
京东方—一44
乐视-—一斗3

O 50 100 150 200 250 300

申请人数

图8 中国专利申请人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atent applicant

处于第7位)，而且分别开展专利的产业运用，产品

已进行市场推广(例如：歌尔公司推出基于手机的

VR头戴显示设备；小鸟看看公司推出VR头戴显

示设备IDEALENS K2，Pico Neo)。

2．2．4中国专利申请类型分析

中国AR／VR头戴显示专利申请的类型主要为

发明和实用新型，如图9所示。从申请总量上看，中

国申请人的申请量与外国申请人的申请量大致相

当，说明在AR／VR头戴显示领域中国申请人的专

利意识有所加强。但从申请类型角度详细比较后不

难发现，二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外国申请人

的申请主要是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

几乎为零；而中国申请人的申请中，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量能够达到发明专利申请半数以上，说明AR／

VR头戴显示领域中国申请人的专利质量以及专利

背后的创新能力和保护意识还略显不足。此外，外

国申请人在2011年以前，通过“巴黎公约”直接在中

国提出的专利申请与通过“PCT条约”提出的专利

申请数量上总体差别不大，但从2011年开始，PCT

申请开始全面超过直接提交的中国专利申请。外国

申请人的专利布局表现说明：随着AR／VR头戴显

示技术的日趋成熟，作为重要国际市场的中国也会

成为专利布局的重要战场。中国申请人对此应给予

足够重视，做好充分准备。

3 技术演进‘12。17]

图像质量的改进与用户的视觉效果以及用户的

体验度具有直接关系，提高图像质量是AR／VR头

戴显示设备领域应重点关注并持续改进的技术。有

关图像质量方面的专利申请占比也很大，约占涉及

图像质量改进专利的20％。交互技术一直引领消

费类电子产品的变革和发展，追踪技术是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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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专利申请类型对比

Fig．9 Comparlson of Chinese patent application types

“沉浸感”、实现人机信息交互的关键保障[11。。手

动、头动、眼动、脑电波等信息均作为人体白携带的

“遥控器”，使交互更为直接、方便。以下就实现图像

质量的光学系统和交互技术中的眼动追踪情况进行

详细分析。

3．1光学系统技术

AR／VR头戴显示设备的光学系统是其实现增

强现实或者虚拟现实功能的基础，是各个企业一直

以来比较关注的一项技术。对于光学系统的改进，

需要综合考虑图像质量、设备体积、设备质量、加工

难度、装配工艺以及产品成本等因素，而且光学系统

的优劣与用户的视觉效果以及用户的体验度具有直

接关系。

如图10所示，在头戴显示设备中，光学系统最

瞳孔成像光

学系统结构

非瞳孔成像

光学系统结

构

初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瞳孔成像的光学系统(us

4961626A)，另一类是非瞳孔成像的光学系统(GB

1537276A)，两类成像系统特点有所不同。瞳孔成

像的光学系统结构成像清晰度高，但光路较长，一般

需要通过反射镜折转光路，以使其能够更好地配置

在使用者的头部。此外，这类光学系统存在中间像

面，可以在中间像面处设置出瞳孑L扩展器等功能性

光学元件，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成像的效果。与之相

比，非瞳孔成像的光学系统在满足日常成像要求的

基础上，结构更简洁紧凑，成本更低廉，易于批量生

产，适用于沉浸式的虚拟显示设备。

在瞳孑L成像的光学系统脉络中，以1990年的传

统瞳孔成像结构(us 4961626A)为起点，进一步发

展分化出2条技术路线，一条是偏心结构技术路线，

另一条是波导结构技术路线。偏心结构技术线路大

致分3个阶段，分别是偏心结构阶段、自由曲面棱镜

阶段和自由曲面反射镜组阶段。偏心结构阶段最有

代表性的是奥林巴斯公司，其在1993年首次将传统

瞳孑L成像的光学系统改进成具有偏心结构的光学系

统(JPH 06294943A)，以获得更为清晰、降低晕眩的

成像效果，以及更大的视场角，还进一步降低了显示

设备的体积和质量，以便更加适合使用者佩戴。随

后奥林巴斯在1994年进一步优化了偏心光学系统

的结构(JPH 07218860A)，将原本成像用的反射面

替换成镀有反射膜的透镜结构。随着光学设计、加

工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具有自由曲面光学系统的设

1990年 1994年 1999年 2005年 2014年

年份

图10 AR／VR头戴显示设备图像质量像差修正的技术演进

F唔．10 Technjcal evolution of image quality aberration correction for AR／VR on HMD

O

O

0

0

O

O

O

O

O

∞∞砌吣鲫∞∞加

替＼螂耀哥

万方数据



第5期 韩旭，等：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头戴显示专利分析

计、加工和制造得以实现，进而出现了将自由曲面应

用到头戴显示设备光学系统中的结构，在此基础上，

结合已有偏心结构的光学系统原理，出现了自由曲

面棱镜，将其应用到头戴显示设备的光学系统中

(JPH 09281431A)，大大降低了光学系统的体积、质

量以及装配难度。此后，研究人员不断进行改进，相

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自由曲面棱镜光学系统(US

6384983Bl，JP 2002258208A，US 2014055867A1)。

随着自由曲面棱镜结构的演进，出现了一类利用多

重反射镜结合自由曲面、实现与自由曲面棱镜结构

效果类似的光学系统(US 6046857A1)，该系统的质

量远轻于自由曲面棱镜结构，而且避免了透射中介

质改变带来的光线方向限制和光量损耗。

在瞳孔成像光学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个

关键的问题，即随着光学系统期望视场的增大，其会

变得越来越重、体积会越来越庞大，并且使用起来非

常复杂，为此产生了另一条技术线路——光波导技

术。AR／VR头戴显示设备中光波导技术的最早尝

试，是通过引入类似波导具有相互平行的平面反射

面的结构(US 5880888A)，该结构使得光学系统无

需在从使用者的头部突出，同时能增大视场并减少

畸变。随后开始出现主要以波导结构为主的头戴显

示设备的光学系统(wO 0195027A2，JP

2002311379A)，此类光学系统结构更加轻便，加工

实现更为容易，而且更利于批量生产。此后，全息元

件被引入波导结构的头戴显示光学系统中

(EPl669792A2)，全息元件的引入使头戴显示设备

的光学系统能实现三维效果，且能更好地校正色差，

系统的复杂度也大为降低。此后，研究人员不断对

其进行改进，相继出现了全色体全息平板波导结构、

表面微结构波导结构、半透膜阵列波导结构等各类

光波导结构光学系统(WO 2007029032A1，JP

2007011057A，JP 2012053379A，US 2014111865A1，

US 2014111865A1，WO 2015001839A1)。

非瞳孔成像的光学系统结构在AR／VR头戴显

示设备中的应用也源自1990年(GB 1537276A)。

为了进一步降低非瞳孔成像光学系统结构的复杂

度、减轻质量，半透半反镜或者分光棱镜被引入该类

光学系统中(JPH 06250114A)，半透半反镜或者分

光棱镜的应用大大简化了非瞳孔成像光学系统的结

构，使系统更加紧凑。另外，为了进一步改善成像效

果，谷歌采用多个半透半反镜或者分光棱镜，扩大光

学系统的视场(US 2013016292A1)。

3．2眼动追踪技术

目前AR／VR头戴显示设备的交互技术主要有

声音控制、手势控制、头部运动追踪以及眼动追踪。

声音控制仅适用于特定场合，但这种控制方式的响

应速度很慢且不准确，在公共场合声音太大还会影

响其他人。手势控制时，手臂和肩膀很快就会感觉

到累，疲惫的手臂会让人们的交互慢下来，并丢失追

踪精度。头部运动追踪现在正作为主要的控制方

式，但不停地转动头部和倾斜脖子也会让人感觉很

累，不实际，并可能会造成脖子损伤。人体头重约5

kg，占人体重量的7％，每只眼重约8 g，占人体重量

的o．002％，相比于头部运动，眼动更为简便，并且

对身体的负担较小，眼球运动的精细肌肉对疲劳免

疫，眼动追踪技术的响应速度很快，追踪很准确，也

不会造成疲劳。这样一种交互方式，可以促进人机

交互领域的技术突破，尤其是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

实领域。

AR／VR头戴显示设备眼动追踪的技术演进见

图11。眼动追踪技术可以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2

个技术分支。接触式眼动追踪技术中常用的是眼电

图法和电磁线圈法。眼电图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

70年代(GB 1492358A)，但直至1981年美国斯坦

福国际研究院研发了一种稳定视觉系统(US

4443075A)才得以完善。1993年电磁线圈法实现

眼动跟踪进入了初步研究阶段，利用电磁信号和预

定义的眼手势，实现眼动跟踪接口的方法及系统

(EP 063403181)。接触法不可避免地使测试装置

与人眼有较为直接的接触，用户体验的安全度和舒

适度不高，因此对非接触式的眼动追踪系统的研究

非常必要。常用的非接触式眼动追踪方法有双普金

野图像法、虹膜巩膜边缘法、虹膜分析法、角膜巩膜

反射法、瞳孔中心反射法等。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双

普金野图像追踪法(US 4836670A)，其尝试使用摄

像机来获取双普金野图像，并对2个普金野图像测

量确定眼睛注视位置。20世纪末，人们开始对虹膜

巩膜边缘法进行研究，该方法根据瞳孔与虹膜和巩

膜之间的反射率进行眼睛定位。进入21世纪后，为

了更准确、迅速地获取眼睛的运动，研究人员展开了

一系列研究，这期间出现了虹膜分析法(JP

2003150942A)、瞳孔一中心一角膜反射法(EP

2236074A1)、角膜巩膜反射法(EP 2309307A1)。

目前，眼动追踪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如何将较为成

熟的眼动追踪技术应用到消费电子产品中，提供更

好的用户体验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眼动追踪最早地应用与人机交互可以追溯到

1989年，法国一家公司提出通过追踪用户视线来适

时调整光学系统(比如显微镜等)的视场和图像清晰

度等。近年来，随着头戴显示设备的发展，眼动追踪

技术在头戴显示设备中的应用逐渐受到重视。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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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l AR／VR头戴显示设备眼动追踪的技术演进

Fig．1 1 Technical evolution of eye tracking for AR／VR on HMD

头戴显示设备中的应用主要分为3类。第1类用于

身份识别，谷歌公司提出了一种利用虹膜特性同时

结合面部和皮肤特征实现身份识别的方法(wO

2006023046A1)。身份识别中还可通过视线追踪实

现解锁，如用户仅需用眼睛追踪移动的小鸟或者阅

读显示屏上的一段文字即可实现解锁。第2类重要

应用是通过视线追踪实现对图像的调节，比如确定

图像的运动速度(US 20130106674A1)、调整进入眼

睛中的外界光线亮度(US 2016109703A1)等。第3

类应用是通过眼睑状态(US 823552981，US

2012242570A1)、 凝视 (US 909692081， JP

2014127968A)、视线(CN 105892631A)、左右眼亮

度(CN 105867605A)以及眨眼过程中闭眼时间(CN

105867607A)等信号来进行控制操作，不需要使用

者的手部操作，在保证图像质量的情况下能大大降

低能耗。

4 研究结论

4．1 中国专利申请增长与国际保持同步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AR／VR头戴显

示设备的市场发展，国家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和人才

引进政策，促使中国企业涉足该领域，积极开展专利

保护。同时外国龙头企业受市场竞争的刺激和国内

巨大市场的吸引，也加快了在中国专利布局的步伐，

抢占技术优势地位。研究表明，中国AR／VR头戴

显示设备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与全球同步，从2009

年开始迅猛增长持续至今。

4．2 中国专利申请质量和策略有待提高

中国的头戴显示设备专利申请还存在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占比高、申请领域分散、对外申请量少等问

题。在创新能力和专利战略意识方面，与处于领先

地位的日本和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企业今后在

保持专利申请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国外专

利的包围战略，同时集中优势研究力量，实现关键技

术突破，开发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提

升竞争实力。

4．3 中国民营企业的专利活跃性表现不俗

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在近几年才刚刚涉足AR／

VR头戴显示设备，但在专利战略方向上把握准确，

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方面表现不俗，如理想境界、

小鸟看看、歌尔等。尽管这些企业在该领域的起步

比较晚，但却抓住了人体工程学、图像质量、人机交

互等AR／VR头戴显示设备的研发热点，从进入该

领域开始就与技术研发同步进行专利布局，为保证

市场竞争力打下了良好基础。

4．4 图像质量方面的技术生命力保持旺盛

在AR／VR头戴显示设备20多年的发展过程

中，图像质量一直占据着市场研发和专利申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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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显示图像实现高亮度、宽视角，以及使用户

在清晰观看影像的同时不产生疲劳感一直是头戴显

示追求的重要目标。从作为图像质量重要技术保障

的光学系统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平均5年就会出现

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且经久不断。

4．5 眼动追踪应用技术浪潮即将到来

用户体验决定AR／VR头戴显示设备的市场价

值，人机交互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眼动的身体负荷

小、耐疲劳性强、追踪响应速度快、准确性高，促使眼

动追踪成为人机交互的技术热点。眼动追踪方法发

展到2011年趋于完善，而眼动追踪应用技术的发展

恰恰从2011年开始拉开帷幕。近几年中国头戴显

示设备企业专利申请表现积极，反映出已开始努力

尝试把握这一技术研发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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