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 第28卷第6期

科技期刊出版中嵌入VR／AR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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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科技期刊出版中嵌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推动科技期刊出版与

VR／AR技术的融合，以提升读者体验，实现科技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方法】结合VR／AR技术的特点，在与传统科技

期-?lj相比较的基础上分析科技期刊出版与VR／AR技术融合的优越性与必要性；从政府政策、VR／AR图书出版经验、制作费

用分配和具体操作方面分析科技期刊与VR／AR技术融合的可行性。【结果】VR／AR技术的场景式还原与立体化重塑、实

时交互性等功能能更好地发挥科技期刊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平台作用；在政策扶持下，借鉴VR／AR图书出版经验，通过作者、

编辑与VR／AR技术人员的跨界合作，可以实现科技期刊出版与VR／AR技术的融合。【结论】科技期刊出版中嵌入VR／AR

技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科技期-?l】出版；VR／AR技术：必要性：可行性

DOI：10．1 1946／cjstp．20170124006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

纸质期刊正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向数字化期刊

转型。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已形成了以网站出版和数

据库出版为主、光盘出版为补充的数字化出版格局．

但是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仍然存在纸质期刊内容

平移、出版形式单一和互动性不强等缺陷[1]。为了

实现科技信息的高效、便捷传播，并为用户提供友好

的体验，我国学者一直在积极探索科技期刊出版与

新媒体融合的办刊之路。陶华等[23在借鉴国外顶

级科技期刊网站应用新媒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综

合运用RSS订阅、E—mail提醒、iPad阅读平台、播

客、微博、期刊App等新媒体，构建立体式科技期刊

的出版传播格局。倪燕燕和寿彩丽[3 3则结合浙江

大学期刊群的办刊实践，提出综合运用微信公众平

台、单篇优先出版、文章二维码、HTML超文本、微博

公众号等新媒体，转变科技期刊的出版与运营模式：

周华清‘41针对移动媒体成为科技期刊受众最常用

媒体的现状，提倡实行科技期刊的移动优先出版模

式。新媒体的加入不仅可以提高科技信息的传播速

度，还可以改善用户的友好体验度，实现科技期刊传

播效果的扩大化，但是关于期刊内容二次加工的研

究鲜有文献报道。传播媒介的发展不仅改变着科技

期刊的物质形态，也为科技期刊内容的充实完善提

供了机遇。方兴未艾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

AR)技术将是互联网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形

态，将VR／AR技术引人编辑的视野，与科技期刊相

融合，势必会引起科技期刊形态和内容的新变化，提

升读者体验，实现科技期刊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1 科技期刊出版嵌入VR／AR技术的必要性

VR是指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利用图形渲染

技术、仿真技术、并行处理技术和定位技术等．生成

能够被人的视觉、听觉、触觉所感知的与真实环境高

度近似的数字化环境。AR是一种实时计算摄影机

影像位置及角度，并结合相应的视频图像、三维模型

等技术，将虚拟世界叠加到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作

为一种主体认知的新技术，VR／AR技术可实现身临

其境的沉浸感，人机界面的互动，以及跨越时空的信

息传播[5。

VR／AR技术实现了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

官能力的综合延伸，并达到了视觉、触觉和听觉的和

谐统一，符合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VR／AR技术

的临场感、实时交互性和可感知性切合了科技期刊

的特点，VR／AR技术创建的虚拟或虚拟与现实相结

合的环境能够被读者直接感知，并能让读者在这种

特殊环境中进行各种操作，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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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R／AR立体重构功能切合科技期刊的特点

目前。无论是纸质期刊还是电子版期刊，科技论

文的内容主要还是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展示。随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文字加图表

的单一传播形式，而是追求文字、图表、声光画影的

综合呈现。与传统纸质期刊或目前的数字化期刊相

比，VR／AR技术在科技论文的仪器设备展示、实验

过程再现、实验结果表达等方面展示出较大的优

越性。

1．1．1仪器、设备的AR展示

科技论文，特别是发明型科技论文，一般会介绍

使用的仪器和设备。由于仪器、设备结构和功能的

复杂性，作者往往很难用语言精确描述，加之介绍性

文字仅限于介绍仪器、设备的组成部分，无法显示仪

器、设备的组合结构，于是作者往往用设备示意图来

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但是由于版面的限制以及黑

白图片的清晰度问题，设备示意图并不能达到预期

的展现效果。

AR技术将原本在现实世界一定时间、空间范

围内很难体验到的实体信息，包括视觉信息、听觉信

息和触觉信息等，通过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电

子技术及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进行模拟仿真后再叠

加．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从而被人类感官

所感知。AR技术的三维立体展示功能，不仅可以

使读者直观地看到设备的构造，而且可以随心所欲

地放大、旋转设备，进行360。观看。图1为北京触

角科技开发的纸质图书中AR设备展示图。

图1触角科技AR设备展示图

读者还可以根据输出设备上的菜单详细考察仪

器设备的构造，甚至可以拆卸、组装。图2为从触角

科技AR设备拆卸演示视频中截取的图片。
1．1．2 实验、测试过程的AR再现

实验、测试过程是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但是目

前的科技论文写作并不要求作者详细地呈现实验、

测试过程。作者一般在介绍实验方法之后，抓住实

验过程中几个要点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列出最终的

http：#www．cjst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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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触角科技All设备拆卸演示图

实验结果。例如Sequeira和Amaral[6]在论文中仅给

出模拟退火在1，4，10，24，96 h五个不同时间点的

金相观察．读者看不到测试过程中金相的渐变过程，

也不清楚作者的具体操作步骤。

科技论文的价值在于传播科学并为新的研究提

供基础。实验操作过程的秘而不宣为下一步的还原

研究带来困难。AR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

世界中．从而使原本在现实世界很难体验到的实体

信息被人类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所感知。AR

技术在作者提供的实验构式的基础上对实验过程进

行聚焦和重构，不仅可以立体地再现实验经过。而且

使一些具有时间、空间跨度的实验不再受时空的限

制，形象而生动地再现出来。

AR技术的实验还原不仅能被读者的五官感

知，便于读者的理解，加深读者的印象，还能够将读

者变成虚拟世界中的一部分．由观察者变成实验的

参与者。通过传感器的布设，AR技术可以实现实

时的情境分析，读者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获

取真实与虚拟叠加环境中的信息，与大脑中已有的

信息进行融合并有所作为。读者可以实际地参与到

实验过程之中，调整实验参数，检验实验结果，实现

人机互动。

1．1．3科研结果的VR／AR表达

一些科技论文，特别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目标

跟踪、自然地理学领域的地质演化方面的论文，科研

结果要么是三维立体结构．要么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动态过程。科技期刊在发表该类论文时一般都是用

平面方式展示科研结果。例如，发表在全球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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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三大顶级会议之一ECCV上的论文“Learning
latent constituents for recognition of group activities in

video”[7]，作者指出论文所提算法在6类数据集上

获得了89．2％的群体行为识别正确率，比现有方法

高3．4％，并给出图3所示的行为识别结果。

圈3行为识别结果。7j

从图3的平面展示结果中．读者看不出论文所

给的识别正确率是如何获得的，误识别在什么情况

下会发生，以及模型参数对算法性能有多大的影响；

图3也体现不出所提算法的优越性。如果采用AR

技术，将该文算法、对比算法以及不同参数下的实验

结果进行逐帧动态展示，便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

题，文章的结论也更具说服力。
1．2 VR／AR技术的受众主导理念切合科技期刊的

特点

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取决于读者的多寡。如何策

划出读者需求的内容、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是未来

科技期刊竞争的核心内容。VR／AR技术的受众主

导理念切合了科技期刊的发展需求。引入VR／AR

技术不仅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现论文内容，达到精确

化表达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提升读者体验、发挥科技

期刊交流平台功能并实现资源共享。

1．2．1 VR／AR的实时交互性切合科技期刊读者需求

VR／AR技术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逼真且能够

被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感知的虚拟或虚拟与真实

叠加的特殊环境。读者可以利用各种交互工具，和

虚拟或虚拟与真实叠加的独特场景中的实体进行交

互，并借助自己对所接触事物的感知和已有的认知

能力．全方位地获取特殊环境中所蕴含的空间信息

和逻辑信息，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科技

期刊中VR／AR技术的引入，改变和丰富了读者的

阅读形式，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沉浸感。读者通

过综合性调动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在多

种感官的刺激下更直接地领悟阅读内容．提高阅读

兴趣，并在这种沉浸式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身心满

足感。同时，借助于VR／AR技术中的特殊硬件设

备，如数据手套、力反馈装置等，读者可以同虚拟与

现实叠加的世界进行自然的交互。他们可以参与到

论文的研究过程之中，调节实验参数，验证实验结

53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28(6)

果。VR／AR技术的引入改变了科技期刊的信息传

播方式，满足了科技期刊读者交互式阅读的需求，提

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1．2．2 VR／AR服务平台助力科技期刊搭建互动交

流平台

科技期刊不仅是科技信息的发布平台，还是学

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这种交流并不局限于编辑与作

者、编辑与审稿专家之间，更应该包括编辑与读者、

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的交流。但是我国科技期

刊，包括期刊网站、数据库，很少为作者、读者以及编

辑搭建一个便捷的互动交流平台，科技信息的传递

以单向传递为主。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多向交流成为人们的

共同需求。VR／AR技术一站式服务可以为科技期

刊搭建一个便捷的互动交流平台。北京触角科技

公司开发了一款VR／AR科技出版应用软件，读者

在利用微信点击“下载App”按钮时，界面会自动
弹出填写个人信息的提示框，具体信息包括姓名、

学校、专业、研究方向、职称等项。VR／AR服务平

台保存并分析读者的阅读历史记录。App后台统

计数据主要包括每个用户主应用、子应用的下载

次数，每个子应用的购买时间、使用时长以及读者

日志等(图4)。期刊编辑可以根据服务平台的统

计数据实时掌握论文的阅读情况，明确论文的受

众，从而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推送论文，增加编辑与

读者的交流。同时，科技期刊还可以根据读者日

志，把握学术前沿问题，拟出栏目标题，有目标地

邀请、组织作者写稿．提前介人论文的创作，加强

与作者的联系。此外，VR／AR服务平台日志栏的

设置，为读者评价论文的质量、提出阅读质疑、交

流阅读心得、转发分享论文提供了可能，实现了读

者与作者、期刊以及其他读者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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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触角科扳读看数话统计圜

1．2．3 VR／AR制作技术可为科技期刊提供信息集 业化。2016年8月30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

成服务平台 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

前期科研成果为后期研究提供基础及客观参 知》，特别提出支持VR／AR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

照。科技论文的作者在选题、实验研究以及论文 化，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沐浴着政策的雨露，VR／

的论证和书写过程中都要参阅、利用已有文献的 AR制作商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目前主要有北

研究成果。由于篇幅和版面的限制，作者不可能 京触角科技、乐相科技、蚁视科技、3Glasses、兰亭数

详尽地重述前人的成果．一般以注释或参考文献 字和锐杨科技等。2016年有VR／AR技术元年之

的形式标注。注释和参考文献是论文的重要组成 称。VR／AR制作商为科技期刊引人VR／AR技术提

部分。传统纸质期刊不能为读者提供相关知识链 供了技术支持。

接，增J11T读者的阅读困难。可视化VR／AR制作 目前VR／AR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我国的军事

技术可以快速生成与论文关联的3D知识。通过与 演练、游戏娱乐、医疗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特别是

论文关联的VR／AR数字信息，自动构建论文与论 VR／AR技术在图书出版领域的运用为科技期刊提

文、论文与图书、论文与在线数据之间的知识关联 供了先期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互联网+

体系，方便读者阅读。同时，VR／AR技术展示的实 创新规划教材》中三维模型就是采用了AR技术。

验设备、实验过程、模型算法和实验结果等可以为 读者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发的巧克力App扫描

其他读者所利用。读者不仅可以再现作者的实验 二维图片，便可立即呈现出三维立体模型。

过程和实验结果，也可以利用VR／AR技术的实时 相较于科普读物和教材，科技期刊涉及领域

交互性参与到作者的科研之中，修改作者的实验 广、实验过程复杂，VR／AR数字内容制作耗时费

设备、实验环境、实验过程，或者给出新的模型算 力，制作成本较高。所以在科技期刊与VR／AR制

法．得出不同的实验结果．从而实现资源共享。 作商合作中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特别是在合

VR／AR技术的知识组织、知识导航和知识评价等 作初期，VR／AR制作商对每个领域的VR／AR制

知识链接服务功能。使期刊数字化出版搭建在良 作都要新起炉灶，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VR／

好的知识链接服务系统之上。基于知识链接的科 AR制作成本高昂。在这个时期，期刊和VR／AR

技期刊数字化集成服务平台，可以推进科技期刊 制作商可以共同分担制作成本，政府给予VR／AR

数字化向高层次、可持续方向发展㈨。 制作商一定的资金补贴，以扶持新型科技传播媒

2 VR／AR技术与科技期刊融合的可行|生分析

VR／AR技术实现了人类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各

种感知能力的延伸，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VR／AR

技术的开发应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大力扶持。2016

年上半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的指导下，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编写了《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白皮书》，通过财政专项基金促进VR技术的产

http：www．cjstp．CB

体的发展。一旦合作成熟，VR／AR制作成本降低，

VR／AR衍生产品开发价值增值，此时期刊不必再

分担制作费用，VR／AR制作商甚至可以给予期刊

一定的报酬．最终实现科技期刊与VR／AR制作商

互利共赢的良性发展。

在科技期刊中嵌入VR／AR技术需要作者、编

辑与VR／AR技术人员的跨界合作。以北京触角

科技公司与期刊社的合作为例．作者或期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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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VR／AR技术人员发出个性化信息服务请求，

VR／AR技术人员使用感知Studio制作VR／AR数

川J_1数据分{=j二

：譬净 St|_udio净

触角感

字内容，读者可通过感知App读取数据，如图5
所示。

⋯户人数据

网qo————J

读嵩

—◆

●

个性化信息服务请求 通过微信推送给读者

崮5 作看、编辑与VR／AR投术人员的跨界合作不薏幽

触角科技公司开发的感知VR／AR移动学习 技期刊不能涵盖的信息量，达到了更好的传播效果。

App，支持主流移动终端、PC与VR／AR硬件。读者 VR／AR的实时交互性满足了互联网环境下读者沉

下载期刊社发布的感知App。以平板电脑、手机等为 浸式阅读的需求，让读者参与到科研之中，对论文内

中介，通过个人微信号登陆，扫描期刊二维码．并下 容进行重构。VR／AR服务平台的信息统计与交流

载关联子应用。将手机摄像框对准纸质期刊或数字 功能，能更好地发挥科技期刊的交流平台作用。

期刊中的图像，经过识别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该图 VR／AR技术与科技期刊的融合必将实现科技期刊

像的三维立体模型，以及立体模型中关键点的标注。 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标注内容包含文本、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便于

读者对模型有更全面的了解。读者还可以在菜单栏 致谢感谢北京触角科技提供的材料支持。

选项中点击“帮助信息”按钮，查看具体操作办法，

与三维立体形象进行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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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玲英．科技期刊出版中嵌入VR／AR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for VR／AR technology embedded in

Sci-Tech periodical publishing

XU Lingying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3 Feixi Road，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I Purposes】This StUdy aim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i．Tech periodical publishing and the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VR／AR)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readers experience and realize maximization of Sci—Tech information

comlnunl‘cation by discussing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1 Method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R／AR

technology．the superior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Sci—Tech periodical and VR／AR technology were analyz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Sci—Tech periodicals．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policy，experience in VR／AR book publishing，production cost alloca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Findings]ne
functions of scene restoring．3D reshaping and real—time interaction make the VR／AR technology help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mnlunication of Sci．Tech periodicals．With the policy support and the reference of WAR
publishing experience．the integration of Sci—Tech periodical publishing and VlVAR technology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of authors，editors and vIvAR technical staffs．I Conclusions It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embed VR／AR

technology into the publication of Sci—Tech periodicals．

Keywords：Sci—Tech periodical publishing；VR／AR technology；necessity；feasibility

http：／／WWW．cjstp．ca

(本文责编：刘晶晶)

中国科技期-r,jz开究，2017，28(6)537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