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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近年来，VR（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在国内大热，业内的投资者们一拥而上，企图从中分一杯羹的大军如过江

之卿，浩浩荡荡。而历经 16年这个“VR年”之后，国内的 VR行业又缓慢的降温，关于 VR的否定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称 2017

年进入了 VR 的寒冬，在这种大起大落的背景下，对 VR 的未来进行冷静的预判，端正对 VR 的态度，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显得无

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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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Reality is the Light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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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VR (virtual reality) as a new concept in China, the set of investors, in an attempt to have a piece of army as the 

river-crossing qing, majestic. But after 16 years after the “VR”, domestic VR industry and slow cooling, negative comments about VR, even 

some say 2017 entered the VR winter, under this big background, to calm the anticipation of the future of VR,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VR, 

give him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is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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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自身和外物的发展，一直是人类世界的推动力，我们改

造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改造自我，对内创造了哲学，美学，

对外创造了科学，神学。千百年来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在苦于无

法向他人展示内心的绚烂，而科学家也在苦于一些超脱实际的设

想无法加以实践，验证成效。在这个莫比乌斯环一样双面而又一

体的世界，VR 的出现给我们画了一条线使之两面相连，要我说，

VR 正是未来之光。 

1  VR技术的基本原理 

VR 全名是 Virtual Reality,中文名称是灵境技术或虚拟现实

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是仿

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多媒体，传感技术等多种技

术的集合，主要包括模拟环境，感知，自然技能和传感设备等方

面。模拟环境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实时动态的三维立体逼真图像。

感知是指理想的 VR 应该具有一切人所具有的感知，包括视觉，

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自然技能是指人的头部转动，眼睛，

手势或其他人体行为动作，由计算机处理与参与者动作相适应的

数据并实时响应，再反馈回用户五官，传感设备是指三维交互设

备。 

这正像是外界同人体的整个感官和神经系统的结合，自然创

造出的人类本就是最优秀的作品。我们已经熟悉的电脑和手机，

已经是最简单的动物仿生学作品了，它们所为不过是给你特定的

触摸和声音做出回应而已，已经使低头族难以割舍，而 VR，是

全方位的反馈，不但具有呼之欲出的视觉效果，更是给人浸入式

的感官盛宴和立体响应。 

2  关于 VR 的可能性 

VR 会给被现实拘束的人更多的自由，使之到达本不能到达

的世界，创造本不能创造的物体。为什么会给 VR 那么高的评价

呢？基于以下几点： 

（1）VR 可以给于人们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展示方式。身为一

个独立的个体，人们经常会感受到动物所感受不到的孤独感，因

为人类是如此多样，精彩。每时每刻在世界上，都有不同的感受

在促成个体的变幻成长，我们经历过的，想象过的一切或许藏在

我们的气质里，却不可避免的很可能只在自己的意识里。人，很

难单纯通过文字，音乐，绘画，甚至电影去做到与他人感同身受。 

VR 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便是再现人的内心世界与观感。

人们的感受时常在一些小的细节上发生共鸣，因为它营造出了所

谓的气氛。例如，本来听到朋友失恋的消息你无动于衷，但你的

朋友因为哭泣而耸动的肩膀（视觉），变调的声音（听觉），你

们同坐的桌椅因为他的抽泣而晃动（触觉）时，你真切的感受到

了心酸，自己也开始为他鼻酸。本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这样表现

感性，可是当 VR 出现时，在作品中传递情绪变得可行了。 

同样的，VR 还原现实场景的能力也比现有任何载体都强，

我们在图片中观看到的峡谷和在 VR 之中看到的峡谷有天壤之

别，在图片中我们赞叹峡谷的鬼斧神工，而在 VR 里，我们仿佛

置身于峡谷，为偶然飞过的飞鸟而躲避，为了虚拟的高度而恐高。 

 在《刀剑神域》中，描述出的虚拟现实游戏被无数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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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子游戏的最终形态，其中用于游戏的头显名为 NERvGear，

和三星 Gear VR有类似的名字。作为 VR对普通民众的启蒙之作，

《刀剑神域》中的 VR 初代机设计者茅场晶彦的一句话，深深地

打动了我：“我不过是想去看向往的那个世界”。 

他创造出的艾因格朗特是拥有一百层高度，高度还原现实

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 

（2）VR 是一个能实现人们高效运作的愿望的工具，省时省

力也省财。 

围棋，象棋，是以物体代替人来演练军事的最早应用了。目

前市面上的射击游戏，例如《使命召唤》，便是转换于军用的模

拟作战系统。这些演练当然比不过实战操作，但一场军事演习下

来要耗费的财力物力必定是难以忽略的大数字。如果能够将 VR

应用于模拟战场环境，士兵们就可以在高度还原的战场环境下进

行集体训练，在信息更加复杂，局势更加多样的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虚拟的战场上，子弹，火药，硝烟弥漫的空气都只是一串可重

复使用的代码而已，于人无害，于己有用。 

以此类推，任何一种极度危险的绝境，在 VR 的世界里你都

可以亲身去观测，体验。譬如我这等普通人，即使只是让我去坐

过山车，也会担心轨道中途断掉，如果此时有一个高空或者深海

的工程需要我去实施设计，我希望我能在地面用 VR 来模拟所有

的状况，而不是为此亲力亲为。 

3  VR的发展与局限 

现实中，VR 仍然深受误解，在我身边仍然有不少同学将 VR

简单的归为 4D 电影一类，许多人对 VR 的认知也还停留于几十

元就可买到的 VR BOX 层面。 

其实，早在 1970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 VR 的技术原理，

1968年，美国计算机图形学之父 Ivan Sutherlan在哈佛大学组织

开发了第一个计算机图形驱动的头盔显示器 HMD 及头部位置跟

踪系统，是 VR 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90 年代，VR 掀起过一次如火如荼的商业化热潮，1989

年 Jaron Lanier首次提出 Virtual Reality的概念，被称为“虚拟现

实之父”。1991年，一款名为“Virtuality 1000CS”的设备出现

在消费市场中，由于其笨重的外形，单一的功能和昂贵的价格，

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但此次商业化热潮之后，企业对 VR 的商业化尝试一直没有

停止。 

于是迎来第三次热潮，2014年 Facebook以 20 亿美元收购

Oculus，微软，苹果，三星，HTC等等科技巨头在我们还未听说

过 VR 的时候，就已经在 VR 行业展开布局。市场之上，Oculus 

VR，Gear VR，HTC Vive，PS VR等等硬件已经逐渐走进人们的

视野。甚至是时尚界的元老 Givenchy 也刚刚发布了 VR 眼镜的

样机 Gicency VR。虚拟现实技术开始被用于各种领域，如教育，

医疗，科研，影视，游戏等等许多方面。今年的 6.26 国际禁毒

日活动中，广州南沙，梅州等地就用 VR 技术让青少年体验吸毒，

使青少年对其感受到不适。医疗与科研方面的应用就更多了，通

过VR模拟出外科手术场景用于培养医生可以解决诸如标本不够

之类的问题。得到 963万美元投资的 Surgical Theater为神经外科

手术术前计划与演练开发了专门的 VR 应用平台 Surgery 

Rehearsal Platform。而这家企业的投资方正是 Vive 虚拟现实头显

背后的 HTC。 

虽然在科技界，VR 大有可为，但 VR 创业者的面前却不是

一片坦途，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它仍存在许多桎梏。主要有四个

大的问题： 

（1）限制活动范围 

“当我们渴望融入虚拟世界时，就要毫不顾忌的在那个世界

中行走，活动，可是我们一戴上 VR 头盔，拿起手柄，就站在原

地不敢动作了。”这是大部分使用者会面临的困扰，因为 VR 自

身的线缆会限制我们的移动，而且视野与外界的隔绝使我们担心

自身受到伤害。 

（2）人机如何互动 

目前的传感设备和运动捕捉系统都不够灵敏，无法完美识别

出人们日常手势代表的指令，而数据手套，动作手柄等人机交互

设备要操作起来也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是常用者，使用起来

会很不习惯。 

（3）缺乏统一的标准 

VR 体验经常只能兼容特定的一些设备，只有你拥有同它配

置同样精良的 PC 时才能进行体验，这种问题通常被称为“API

碎片”，VR 系统只有建立了通用的标准才能使 VR 软件跨过不

同的硬件组合进行合作。一些组织已经开始尝试建立 VR 行业的

标准，设立统一的设备接口和应用程序接口。 

（4）易产生眩晕，疲劳等不舒适感 

在平面结构的屏幕上构筑三维空间，本身需要景深虚化效果

辅助，但这种传统的辅助构建模式本身与我们的双眼视性相悖，

现实与虚拟的视差会导致我们的不适应。同时，视讯信号从采样，

到完成呈现的过程是有延迟的，延迟过程中我们会感受到画面的

虚化，由于没有焦点，大脑会重新寻找焦点，多次反复重新聚焦

就会引发眩晕。且当我们在 VR 场景中运动时，现实中的身体可

能与之速度不一致也会造成晕动症。 

4  结束语 

以上这些问题国内外有诸多实验室正在着手解决，其中不乏

优秀的解决方案，不可否认的是，在未来，VR 会越来越接近于

现实生活。 

每一种事物的成长都伴随着波动，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都

不会改变虚拟现实技术会是未来信息技术的中流砥柱这个事实。

VR 最终会成功，而且会以人们想象不到的规模主宰人类文明，

它需要一些时间，也仅仅需要一些时间而已，让我们拭目以待，

迎接数字和现实混合交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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