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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整体规模可达 790.2 亿元

2021 年我国将成全球最大 VR 市场
本报记者 刘 成

随着我国VR（虚拟现实）产业应用广度不断扩展，一个良性VR产业生态圈

初步建立。我国VR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市场规模也

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21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VR市场，行业整体规模

将达到790.2亿元

“中国VR（虚拟现实）技术和应用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有一些
领域正在从‘跟跑’到‘并跑’。”11月9日
在青岛市举行的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虚拟现实产业联盟
理事长赵沁平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经
过近 30 年追赶，我国 VR 技术迫近世界
先进水平，已广泛应用于大众娱乐、文
化、旅游、教育、智慧城市、装备研发、医
疗等多个领域，在医疗和教育娱乐领域
甚至已处于‘并跑’地位。”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了众多创新型
VR 产品：只需一个小盒子就可以虚拟
键盘和屏幕的VR电脑，用机械臂模拟
过山车的VR游戏，还有VR书店、VR
飞机驾驶等。在歌尔公司展厅里，记者

通过VR产品体验了“海底巡游”，发现
与一年前同类产品不同的是，画面特别
清晰，没有了眩晕感。“这是我们公司
自主研发制造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
体验感受。”歌尔公司高级产品经理翟
庆告诉记者，这得益于硬件和软件都实
现了技术进步，屏幕技术和芯片处理能
力提高，使画面延时大幅降低、分辨率
大幅提升，软件制作实现高清化，动态
编排更加成熟，使得VR体验更加接近
真实感觉。

但专家们也普遍认为，我国VR产业
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一些明显差距。赵沁
平认为，我国VR产业在CPU、芯片等核
心硬件上存在着差距。工信部电子信息
司副司长乔跃山认为，差距还体现在优

质的虚拟现实内容应用不足，以及产业
生态尚未成形、产业链协同不足等方面。

“我国 VR 应用的广度走在世界前
列，为我国在VR领域全面实现‘并跑’提
供了基础，也是实现从‘并跑’到‘领跑’
的优势所在。”赵沁平对记者说：“只要政
府政策持续支持，企业强力持续投入，形
成实验室、大学、尖端人才、企业投入的
生态圈，我国VR产业前景会非常好。”

目前，我国将虚拟现实产业发展上
升到国家高度，列入“十三五”信息化规
划等多项重大文件中，我国近 20 个省、
市、地区布局虚拟现实产业。青岛崂山
区集聚了国内60%的VR领域高层次人
才资源。区内企业歌尔公司的高端 VR
头显产品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80%左

右，成为上游VR/AR设备软件硬件整体
集成商；同时，全区集聚了金东、黑晶科
技、海信医疗等 36 家具有较强实力的
VR企业，应用涉及健康医疗、旅游体验、
科普教育、建筑等诸多领域。崂山区还
成功创建全国首个国家级虚拟现实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

专家们认为，随着应用广度不断扩
展，我国VR产业正由用户、技术、硬件、
内容、开发者、渠道、资本等力量共同推
进，一个良性VR产业生态圈初步建立，
形成一条集工具设备、行业应用、内容制
作、分发平台及相关服务在内的全产业
链。VR产业市场规模增长速度非常快，
预计2018年中国VR市场将突破百亿元
大关。未来5年，VR市场年复合增长率
将超过80%。预计到2021年，中国会成
为全球最大的VR市场，行业整体规模将
达到790.2亿元。

乔跃山说：“我国已经在人工智能、
5G 通信、高端芯片、新型显示等领域取
得了一定进展，通过协同创新，以虚拟现
实为产业抓手，能够推动不同领域的跨
界融合，进而定义新标准与新技术，乃至
裂变出颠覆式的新产品和新市场。”

加大自主创新 满足客户需求

浙江崇福纺织业走向个性化定制
本报记者 于 泳 通讯员 潘晓琴

作为浙江崇福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纺织产业近年来
发展迅速。企业加快转型升级，逐步构建以质量为主导、
创新为支撑、国际化为特色的纺织产业体系。

在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里，《经济日报》记者看
到欧美客户正与研发人员探讨新一年的流行色。过去的订
货习惯是由企业提供产品样板，客户直接下单。现在新澳
纺织更加注重个性化定制服务。“客户可以自主选择的空间
更大了，无论纺纱技术还是面料，我们都要和客户共同设
计、共同参与。”该公司董事长沈建华说。

前不久，新澳纺织研发出一种新型羊毛产品，该产品
能起到吸湿排汗的作用，特别适合夏天穿着，打破了穿着
羊毛产品的季节限制，一举获得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
技进步二等奖”。在技术创新引领下，新澳纺织赋予羊毛产
品更多功能性和时尚感，不仅实现了从单一羊毛服饰到袜
子、鞋面、家纺等多品类产品的华丽转身，更加速了企业
发展。三季报显示，新澳股份三季度净利润达1.59亿元，
同比增长12.34%。

新澳纺织是崇福纺织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生动案例。
崇福镇党委书记王群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过去10多年
来，大量纺织企业习惯了走模仿或代工生产的老路。当遭
遇原材料上涨压力后，一大批企业面临着订单下滑的困
境。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推动纺织企业技术革
新，鼓励企业大胆走出去，实现了逆势增长。前三季度，
崇福镇规上纺织业产值达60.7亿元，同比增长16.5%；利
润总额实缴税金2.27亿元，同比增长10.7%。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30届上海SPINEXPO国际流行纱
线展上，崇福纺织企业携新品亮相。“今年我们推出了

‘2018- 2019’ 新 色 卡 ， 其 中 100% 山 羊 绒 ‘ELE-
GANCE’色囊括了180个颜色，是世界最流行最丰富的
色系，可以让客户随心选择。”中鼎纺织主推秋冬10大产
品17种不同系列参加展会，收获颇丰。1月份至9月份，
中鼎纺织完成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21.9%；实缴税金
3437.7万元，同比增长36.8%。

外销占50%的同辉纺织通过参加国内外展览会不断扩
大客源，足迹遍及欧美。“每年我们都会去德国法兰克福等
地参展。”该公司董事长沈明虎表示。

“接下来，崇福将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
动‘互联网+’战略，不断完善产业链，积极打造区域品
牌影响力，使崇福纺织业发展水平、质量和效益提升到一
个更高层次。”崇福镇副镇长沈璐说。

本版编辑 杜 铭

数 据 流 量 转 化 为 商 业 价 值

“超级入口”催生互联网新生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拥有巨大用户数且用户拥有巨大用户数且用户

黏性极高的手机应用程序黏性极高的手机应用程序，，形形

成了互联网生态圈的成了互联网生态圈的““超级入超级入

口口””。。““超级入口超级入口””能够提供高能够提供高

效率的传播效率的传播，，以更低成本获得以更低成本获得

客户资源和技术支持客户资源和技术支持；；凭借凭借

““千人千面千人千面””的精准推送的精准推送，，商家商家

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客户群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客户群，，

将数据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将数据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商业价值的商业价值

所谓“超级入口”，是指拥有巨大
用户数且用户黏性极高的手机应用程
序，比如微信和支付宝。互联网巨头们
喜欢言必称“生态”；现在，围绕“超
级入口”，“生态系统”真的来了。

围绕“超级入口”，互联网新生态
究竟如何形成？在“百亿”支持之外，
创业者和服务商们还需要什么？对于互
联网巨头们来说，在开放之余，又该如
何守住“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的
边界？在近日举办的腾讯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上，记者尝试着寻找答案。

“超级入口”意味着巨大商机

以腾讯的“超级入口”微信为例，
微信用户平均每天发送的消息数达到
380亿次，每天仅在朋友圈发布的视频
就高达 6800 万次。截至 2017 年 9 月
份，微信月线下支付交易次数比去年增
长了 280%。它们不仅具有巨大的流
量，也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超级入口”背后的则是互联网
巨头，阿里巴巴手握支付宝和手机淘
宝，腾讯则拥有微信和手机QQ。它们
的打法不约而同，通过开放平台扩大自
己的合作伙伴，投入流量和资源，通过
这些生态系统中长出的树木，来扩大自
己的“版图”。在上周举办的“2017腾
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仅仅针对内
容创业者，腾讯就拿出了100亿次浏览
量、100亿元资金和价值100亿元的产
业资源，在手机QQ方面，也宣布将投
入60亿元资金支持100万创业者。

“超级入口”的巨大诱惑，对于创
业者和服务商们似乎难以抵挡。蘑菇街
联合创始人魏一搏说得颇为坦白，“半
年前，我们曾犹豫要不要入驻微信小程
序，因为觉得这是在人家的地盘里，未
必安全。但后来还是决定放手一搏，毕

竟未来就是社交电商”。

“打通”带来高效率

“我最近生了一个女儿，如何向大
家报喜呢？通过我们‘用星说’的产
品，你可以购买咖啡兑换券或者礼品
卡，生成一些电子贺卡，并把这些卡片
发送给微信好友或者发到微信群里，大
家点开就能获得咖啡券。”星巴克数字
部门副总裁刘文娟表示，这样的产品创
新，基础其实就是微信的社交链。

“超级入口”对社交关系的汇集，
为开发者们提升了传播的效率。腾讯
QQ支付联合产品部总经理贺飏向记者
讲述了一个试验：“我们有一个在 QQ
窗口中能直接玩的游戏功能‘厘米
秀’，其中有一款《有喵气大冒险》游
戏，我们只放了一个种子，也就是说只
有1个用户能看到这个游戏，但他可以
分享给自己的好友。结果一天之后，这
款游戏日均活跃人数达到了4 万人次，
两天后达到了200万人次。依靠打通的
社交链，能够实现去中心化的传播。”

“超级入口”对用户产生的强大黏
性，也让服务商们能够以更低成本换来
用户的活跃度。成都地铁运营公司总经
理章扬告诉记者，今年4月份，成都地
铁将自己的移动办公系统迁到企业微
信。“我们和传统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做
了对比，以前有 60%的覆盖率就算不
错，但活跃度无法保证；现在的活跃人
数是 9500 人，全员覆盖，全员活跃，
这其实就是因为在迁徙之前，我们的员
工早已习惯了使用微信。”

对于互联网巨头而言，开放不仅意
味着手中的资源可以得到最大效率应
用，也意味着可以不断探索未来发展新
方向。在今年的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上，腾讯发布两个重量级的开放战略，

聚焦于人工智能和内容，就正是基于这
样的理由：人工智能创造着新的服务形
态，为未来提供更多可能，内容开始与
商业模式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直
播带火了游戏《绝地求生》，这在以往
很难想象。

被“打通”的资源，还有互联网巨
头手中的基础技术能力，比如增强现实
和人工智能。腾讯社交网络事业群即通
综合部总经理冼业成说：“拿增强现实
来说，我们除了能提供图片识别的能
力，还将开放手势扫描和物品识别的能
力。这对开发者来说，几乎意味着‘零
技术门槛’。开发者只要有创意和玩法
就能做出产品，这样创新成本就会大大
降低。”

腾讯公司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张潼
也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腾讯公司

“针对中小从业者，共享AI基础能力，
将算法、数据到模型等AI 基础能力开
放，并为从业者提供方便易用的接口和
开发包”。

精准推荐“千人千面”

你知道什么是“白鬼院凛凛蝶”
吗？这个读起来颇为拗口的名字出现在
今年“QQ 看点”的关键词排行榜上，
它其实是一部少女动画片中的女主角。

“这说明用户的阅读兴趣已经相当
细分化。如果让我看这些关键词，有一
半多我都不认识。可想而知，如果将这
些内容推送给我，我几乎不会打开。内
容分发模式未来必然需要创新，要通过
数据来分析用户画像，判断他们关注的
内容，甚至判断他们什么时候有空闲时
间阅读。”腾讯社交网络事业群内容平
台部总经理杨达志说。

记者实地选择了5部手机，打开它
们手机QQ上的“QQ看点”，首屏推送

的10条内容中，的确只有一两条重合。
对于开发者来说，这种数据分析的

能力，显然意味着内容和服务的“多元
化”，凭借精准推送，它们依靠“小众
人群”，同样可以获得足够的生命力。
魏一搏对此颇为感慨：“过去商家来问
我，都是问把他们的货架放在活动页面
上的什么位置、能不能再调高一点，这
就是流量的价值。但现在社交电商的主
播们都是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供数据分
析的工具，让他们知道‘粉丝’们都是
什么性别、来自哪里？这就是数据的力
量。”

在内容之外，精准推荐也在改变应
用分发场景。腾讯移动应用平台部总经
理周涛表示：“比如用户在应用宝上搜
索 Yelp，这是一个主要在海外提供服
务的美食推荐应用，那我们就可以判
断，也许用户可能要到海外旅行。于是
我们就会把其他海外旅行需要的应用推
荐给用户，如果不依靠数据挖掘来识别
人，这种分发形式就无法实现。”

但是，精准推荐的“硬币另一
面”，就是用户隐私保护难以得到有效
保障。实际上，有大量用户在社交网络
上表示，过于精准的推荐令人“害怕”。

腾讯副总裁林松涛表示，这正是未
来精准推荐需要解决的难点。“其实这
是精准推荐没做到位，导致误把用户的
突发行为挖掘出来。之所以会出现问
题，还是因为对用户画像不够理解。精
准推荐是要判断用户的普遍偏好，而不
是根据他的突发行为来判断。同时，还
要对用户的爱好进一步加以理解、归
纳。比如，都是《王者荣耀》玩家，如
果你一直向一个老用户推荐新手入门知
识；或者你判断一个人是足球迷，就向
一个米兰球迷推送曼联的新闻，这显然
不会受到欢迎。如何归纳用户的兴趣，
如何对兴趣分级，这是需要技术去进一
步解决的问题。”

加强产品设计 参与项目合作

铝制家具要找准市场切入点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如今，铝应用领域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几乎遍布人们
的衣食住行。”在日前举办的“扩大铝制家具应用高层论
坛”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陈全训说，推广铝的
应用不仅有着扎实的工业基础和广阔的消费前景，而且是
化解电解铝产能过剩的有力抓手。

统计显示，在我国现有的124个产业中，与铝相关的
产业有113个。铝的轻质与优良循环使用性能给许多行业
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环境效益。目前，很多行业都逐步向

“绿色化”方向转型，家居行业也不例外。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家居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中国家具协会秘书长张冰冰表示，随着近两年木材成
本显著提高和人们对室内环保越来越重视，用铝合金替代
木材制造家具将是家居行业转型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家庭装修中，环保与实用是近六成消费者首要关心
的问题。”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副会长钱小瑜公布的数据显
示，在选购家装产品时，近一半消费者首先考虑的是材质
及环保性。与板式家具、实木家具相比，铝合金家具具有
用材环保、防水防蛀、阻燃防潮、零甲醛等优势，十分适
合制作家庭厨卫、医用器具，特别适合在潮湿的南方地区
使用。同时，铝合金家具在工艺上也有很大提升。山东全
铝家居有限公司营销经理韩义告诉记者，铝制家具不仅可
做颜色丰富的表面处理，还可以满足智能化、个性化的搭
配需求。

近年来，一些嗅觉敏锐的家居企业、铝型材企业纷纷
组建研发中心，积极转型。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已有200
多家铝型材加工企业主动进入铝制家具生产服务领域。

以广东佛山为例，从事铝门窗、铝型材家装及五金件
的商家超过2000家，这几年纷纷转型发展铝制家具。不
过，真正能生产铝制家具的企业只有几十家，而且多数规
模很小，企业总体实力一般，导致市场上铝制家具产品样
式非常单一；同时，生产效率偏低，难以批量化生产。

经过多年发展，板式家具已形成根据消费者需求标准
化、批量化生产工艺，可大规模加工生产；但铝制家具受
加工工艺所限，目前难以规模化生产。此外，作为新兴的
家居品类，铝制家具生产企业多是由经营门窗型材的经销
商转型而来，专业化程度较低，缺乏领军企业和突出的
品牌。

专家建议，一方面铝制家具生产企业要加强产品设计
创意，风格上要积极寻求多样化、个性化；另一方面可通
过与房地产开发商的精装项目合作等方式，在传统板式家
具与实木家具之间找准合适的市场切入点。

在今年的腾讯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上，用户在尝试由

人工智能图像识别

能力支持的“变脸”

功能。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