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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青碉

经历了过去两年的市场喧嚣后，虚拟现实行业渐趋冷

静，而这种冷静更应看成是市场的理性回归，有利于

整个行业的健康成长。

2017年3月初，曾被小米抢投

专做全景相机的VR硬件公司“完

美幻境”的内部员工爆料称，“完

美幻境”资金链断裂，创始人跑路。

早前有媒体报道过的米多娱乐欠薪

裁员事件和众景视界欠薪裁员事件

以及去年IO月的暴风魔镜大规模

裁员事件因此被再度扒了出来。眼

花缭乱的负面新闻不禁让人们揣

测，曾经红极一时的虚拟现实行业

是否只是个短命“天子”——才刚

登基，就成了“亡国君”?

虚拟现实行业的前世今生

2014年7月，美国的Facehook

宣布以近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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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领头羊0culus。

一时间，新闻媒体纷纷对虚拟现实

技术表达出极大的关注。“VR(指

沉浸式虚拟现实)”这个名词迅速

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仿佛不知道

、『R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属于科技行

业。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不

少上市公司但凡对外宣称自己投资

虚拟现实行业或者与虚拟现实行业

相关，都能在A股市场掀起一浪又

一浪的涨停潮。

虽然到现在为止，“VR”这个

名词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已不新鲜，

但我们发现，哪怕是虚拟现实行业

的业内人士都对虚拟现实行业的前

世今生不甚了解。

从易观智库所绘制虚拟现实应

用成熟度曲线模型(AMc模型)可

以看到，虚拟现实行业划分成四个

阶段：探索期(1968一1995)、市场

启动期(1996—2016)、高速发展期

(2017—2025)和市场成熟期(2026

以后)。

在探索期，虚拟现实的概念

从无到有，不断明确，沉浸式虚拟

现实设备被开发，并被首先应用在

军事、航天领域。这个时候，虚拟

现实还不能称之为一个行业，仅仅

算是一种新兴的技术。因而，它沉

寂了漫漫”年也没被市场所关注，

市场认可度极低。

市场启动期，虚拟现实设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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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3D显示器落地于消费级市场，

此阶段以挖掘用户需求，构建生态

系统为主要特征，产品同质化严重，

技术优势不明显。在这20年里，虚

拟现实技术并不成熟，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和辅助技术也未跟上，因而

并不具备商业化实际操作的可能。

然而，因为全球知名的Facebook付

出极高的价格收购Oculus这样一家

对于消费者来说从未听说的公司，

强烈的反差让新闻媒体为之疯狂。

于是，2014年虚拟现实行业一夜爆

红。企业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注入，

加速了虚拟现实行业的成熟。很遗

憾，尽管很多媒体鼓吹2016年将

会是虚拟现实的元年，但经过一年

的时间验证，实事并非如此。

高速发展期，虚拟现实生态系

统搭建完毕，产品被消费级市场接

受，并广泛应用到行业市场，行业

经过洗牌，市场寡头产生。2016年

已经过去，对于虚拟现实行业为何

并未如预期那样火热，业内人士这

样解释说：内容如今是制约虚拟现

实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不过，我

们仍然不能忽视硬件技术未能满足

人们最佳体验的事实。硬件技术在

解决一直困扰vR头显(头戴显示

器)晕动症的问题同时，正朝着可

穿戴设备“轻、薄、短、小”的方

最易实现、应用最广泛

向发展。特别是随着5G网络的普及，

云计算、云存储以及内容的丰富等，

都将刺激虚拟现实产业在这个时期

蓬勃发展。

市场成熟期，市场发展趋于成

熟，进人门槛提高，竞争加剧。曾

经被誉为朝阳行业的虚拟现实市场

将成为一片“红海”，为了占据更

高的利润高地，高端的精品内容将

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表征。

2017年，起承转合的关键年

2017年对于虚拟现实行业，可

谓最为关键的一年。经历了过去两

年的市场喧嚣后，虚拟现实行业渐

趋冷静，而造成这种冷静的原因主

要源自以下四点：

第一，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发

现单凭一个VR头显还不足以撬动

整个虚拟现实市场。更何况，VR

头显技术本身还存在目前无法解决

的其他问题，比如说晕动症，比如

说实时交互，比如说空间定位等。

甚至，连支撑整个行业的基础网络

设施建设都未成熟。

第二。虚拟现实的行业标准仍

然无法统一。所有的企业都希望自

己的产品能成为行业标准，都希望

自己产品的设计能成为主导设计。

由于主导设计还未出现，无论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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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还是客户，都不会将精力放在

产品的制造、交付、市场化以及使

用的效率上：

第三，市场表现差强人意，超

八成VR公司2016年亏损。有统

计显示，目前全国有大约3000个

VR创业团队，覆盖硬件、软件、内容、

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然而，资本

并不能长久地维持VR产业的繁荣。

2017年2月，由挖贝新三板研究

院发布的《新三板虚拟现实行业报

告》显示，目前在新三板上市的涉

足vR产业的23家公司中，有超过

八成公司2016年全年净利润亏损。

第四，价值规律的回归。上市

公司投资虚拟现实技术是出于拉高

市值的目的，因此在投资时能够接

受高溢价，随后再从二级市场把钱

赚回来。但对于VC来说，它们只

能追求来自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

因此，面对已经完成1—2轮融资

的VR公司，投资机构会更加谨慎，

毕竟它们脱胎于2015年年底的那

一拨非理性VR投资热潮。

冷静地看待虚拟现实行业有利

于它的健康成长，说明这个行业已

真正成为了一个有效的行业。对于

身处其中的企业来说，这种冷静能

让它们着眼于长期战略，从而找准

自己未来在整个虚拟现实产业链中

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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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庆幸的是，2014—2016年

期间市场给予了虚拟现实技术足够

的热情反馈，让我们知道这种技术

的市场想象空间有多大。

特别的，2016年也让资本市场

和企业界不至于在这波狂热中迷失

方向，它拨开了虚拟现实技术的神

秘面纱，看清楚了虚拟现实市场中

的各类投资陷阱，更启迪了未来虚

拟现实行业的发展方向，告诉业界

在2017年及以后应该如何在这个

行业里走得更远更长久。

如何区分真VR和伪VR

人们对未来虚拟现实行业的

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判断。之

所以模糊，是因为时至今日，即便

作为业内人士也很少有人能分得清

VR头显和VR内容的真伪．更何况

那些并不属于这个行业的消费者。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内

心甚至还在犯嘀咕：说“vR行业”

就好了，为何总说“虚拟现实行业”

呢?要知道，虚拟现实的英文虽然

是“Vi rtI】aJ Realifv， 缩写成VR”，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vR”是指虚拟

现实技术中的沉浸式虚拟现实。从

上页图中可以看到，虚拟现实行业

还包括桌面级虚拟现实、增强虚拟

现实(即通常所说的“AR”)和分

布式虚拟现实。

想真正弄清楚什么是vR，就

需要牢牢把握住VR的三个重要技

术特征——沉浸感、交互性和想象

表VR头显真伪辨析

■墨国
想象力

沉浸感

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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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也是辨析市面上众多VR头

显真伪的重要依据二

根据VR的j个技术特征作为

比较维度，从表中可以看出，想象

力之于真VR和伪VR来说并没有

太大的区别，两者所能带给用户的

想象力相差无几。而在沉浸感方面，

真vR和伪vR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毕竟伪VR是定点3600观察，而

真VR可以实现空间内自由360。

观察。观察方式的不同意味着所提

供的内容和制作这些内容的技术与

设备完全不一样：可以说，目前市

面上几乎所有通过全景相机所拍摄

的VR内容都是伪VR内容。这种

伪VR内容无论是真VR头显还是

伪VR头显都是可以观看的，这也

是虚拟现实行业和消费者不分vR

真伪的最大盲点所在。由于目前

市面上真VR内容极为稀少，人们

在体验真vR头显时通常采用的是

伪VR内容，这就使得市面上那些

伪vR头显获得机会宣称自己就是

VR。现在的真VR内容基本上都

是游戏，是通过计算机建模来制作

的。据了解，目前最有可能提供真

VR视频内容的技术就是光场技术。

在2015年底，来自美国的L、r【m公

司推出了世界首款融合光场相机

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产品Lvtm

ImmergPj这款产品造型极具未来

感，观众在欣赏由其所拍摄的影像

时，不仅可以拥有360。的全景体

验，而且还能随时“走位”调整焦距，

有，与伪VR区别不明显

有．可在空间里自由360。观察

有

有．与真VR区别不明显

有．在空间里定点360 6观察

无

犹如置身真实现场一般。

最后，只有交互性是辨析vR

头显真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这种交互性的外在体现就是价格，

真VR头显的价格动辄数千上万元

不等，而伪VR头显的价格却是几

十元到数百元不等。交互性体现在

硬件技术上就是看VR头显的复杂

度，真VR头显里往往都内置有位

置追踪装置、测距装置、加速度

计、陀螺仪和磁强计等元器件，而

伪vR头显里的元器件并不丰富，

只有部分会内置加速度计或陀螺仪

等。市面上大多数伪VR几乎毫无

技术可言，基本都是由“1个塑料

壳+2块玻璃镜片”组合而成。

其实，伪VR头显更应该被看

成是一个能360。全景观看视频内

容的可移动影院。由美国Avegant

公司出品的基于视网膜投射技术的

Glyph在美国都一直自我定位为“家

庭可移动影院”，从未声称自己就

是一款vR头显。只是到了中国，

由于资本和企业的需要，它被塑造

成“全球首款虚拟视网膜VR眼镜”。

毕竟，但凡能与VR搭边就容易成

为资本、市场和媒体关注的热点，

能否赚到“利”姑且不论，至少博

得观众的“眼球”并不难。

辨析VR真伪正当时

不去辨析VR的真伪，对于企

业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情。试想，当

你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打

造出一款真VR头显后，消费者面

对高高在上的产品售价而选择了伪

VR头显，你是不是特别郁闷?明明

自己的产品更好，难道消费者为了

价格而舍弃产品本身的体验吗?答

案是：并非如此!如果消费者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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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VR视频内容的真伪，只是想体

验下360。全景视频内容，而伪VR

头显就能满足他的这种需求，他又

何必花高价买一个真VR头显呢?

寻找上述问题答案背后的逻

辑，辨析VR的真伪就显得十分必

要了。在消费者和企业心中导入正

确的VR概念，让真VR和伪VR

都有其对应的心智位置，最终的结

果就是：

文／陈卫莉

第一，人们对VR技术有了一

个正确的预期，而不至于因为伪

VR而降低对真VR的心理预期；

第二，给予伪VR恰当的市场生存

空间，定位恰当了，人们的接受度

自然也将更高；第三，企业在发展

VR技术时有了针对性，而不至于

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VR技术标

准更容易产生。

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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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行业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

同时存在真VR和伪VR，两者泾渭

分明却又共生共荣。真VR有它所

对应的用户群和市场，伪VR也有

它所对应的用户群和市场；真VR

内容制作有独特的技术和方法，伪

VR内容同样如此。辨析清楚VR的

真伪，资本的介人才能推动虚拟现

实产业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期。■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春江水暖鸭先知——资本贯

穿着每个行业萌芽、发展、繁荣和

衰退的始终，也是行业新兴技术的

孵化器和加速器。如果没有资本的

参与，行业进程将被极大延迟。目

前，中国虚拟现实行业的资本依然

活跃，也凸显了中国关于虚拟现实

行业的投资特色。

中外虚拟现实资本冷思考

根据媒体公开的信息分析发

现，中外资本在虚拟现实行业的投

资角度和选择方向存在重大差异。

国外资本在投资方向选择上更加看

重技术，而国内无论是资本方还是

虚拟现实企业都喜欢谈生态。目前，

国内虚拟现实企业还处于炒概念、

占地盘的阶段。多数企业本身并没

有核心技术，硬件产品基本处于“豪

华版的谷歌Cardhoard”阶段，甚至

还“发明”创新出了所谓的“VR

一体机”。

其实，对于虚拟现实行业来说，

无论是硬件、内容、应用和渠道以

及整个生态都需要技术做支撑。这

么说起来，国外资本方是否目光更

加长远和冷静呢?

相比国内而言，国外的技术本

就领先，但仍然在进行技术积累。

国内资本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技术上

的投资，一方面是因为技术的门槛

过高，很难短期内看到该技术的市

场前景或者技术变现周期过程；另

一方面是因为媒体对技术的关注度

并不高，不利于国内资本方拉抬股

价和迅速套现。

国外资本往往着眼于长远收

益，并且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技术的

孵化，因而能够更加冷静地对待虚

拟现实市场。而当资本方和企业都

开始关注被认为枯燥无味的技术

时，媒体所需要的新颖、新奇以及

其他热点都不复存在，关注度自然

降低。

资本投资虚拟现实行业的技术节点

在经历了2016年的业绩大考

后，整个虚拟现实领域依然没有取

得想象中的进步效果。根据各种市

场调研机构的报告来看，目前整个

虚拟现实设备市场的销售状况要比

预期慢得多。实实在在的市场销售

数据让国内外资本清醒地意识到，

或许以往的投资确实存在问题。峰

瑞资本早期项目负责人朱秫舟表

示：“行业还处于早期阶段，用户

体验不成熟，空谈内容和模式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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