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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抢抓VR产业机遇

虚拟现实技术被称为“下一代互联
网”，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
算机仿真系统，是通往多个产业制高点的
重要渠道。

崂山区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有
众多国家和省一级重点实验室，海尔的总
部和海信的全球研发中心，还有歌尔未来
全球研发中心都布局在崂山区域，VR 虚
拟现实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有这些产业基
础和科研创新优势。

崂山区明确提出打造“中国虚拟现实
产业之都”的构想，是全国最早抓住VR产
业机遇并制定清晰的发展路径的地区，这
在国内VR产业领域已经产生了富有磁力
的“名片效应”。

自2016年起，国内虚拟现实产业一直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中国已成为全球虚拟现实
产业创新创业最活跃、市场接受度最高、市
场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崂山区无疑
站在了风口上。从一开始，崂山区就围绕
VR产业布局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营造了一
流的虚拟现实产业生态环境。崂山区还构
筑起VR产业创业创新生态高地，围绕VR
产业发展要素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建立虚拟
现实产业之都建设协调推进机制，形成举全
区之力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良好局
面。在全省率先出台直接股权投资办法，建
立总规模2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

从此，崂山VR产业一路高歌猛进，自
2017年获批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
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以来，VR
产业年营业收入当年即达20亿元，2018年
突破40亿元，利润达到2.55亿元。

从 2017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在崂
山成功举办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崂山区已
经新引进了中国信通院、微软人工智能及
虚拟现实公共服务平台等24个重点VR项
目。2019 年，《崂山区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发布，根据
计划，崂山区将紧抓5G与人工智能时代机
遇窗口期，打造虚拟现实产业之都2.0。

从2021年开始，“元宇宙”一词频频出
圈，被视为“下一个浪潮之巅”的虚拟现实
产业，成为多地竞逐的数字经济新赛道。

抢滩“元宇宙”，虚拟现实无疑是一块
“必争之地”。今年，崂山区抢抓元宇宙发
展的新机遇，发挥虚拟现实产业优势，围绕
数字文旅转型升级，委托歌尔创客开发了
元宇宙青岛国际啤酒节（即“i 上啤酒节”
App 应用），这是青岛国际啤酒节的首个

“元宇宙”线上数字体验平台。7 月 19 日，
崂山区和壹森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正式签订
战略框架协议，双方拟在元宇宙公园项目
中开展精诚合作，在崂山区合力打造中国
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公园。

如今，领先“半个身位”的青岛已然形成
了一片虚拟现实产业的“生态雨林”。据统
计，青岛已汇聚虚拟现实相关企业110余家，
约为全省总量的一半。处于这片“雨林”中
心隆起带上的崂山区富集了虚拟现实相关

企业 90 余家，年
营业收入超过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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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虚拟现实”照进现实

当前，虚拟现实及可穿戴智能设备等
“元宇宙”入口在逐渐被开启。国家“十四
五”规划纲要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列入
重点发展方向；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化虚拟现
实技术融合，拓展社交、购物、娱乐、展览等
领域的应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
等也都相继出台了指导政策支持虚拟现实
产业发展；赛迪顾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虚
拟（增强）现实产业市场规模达到 413.5亿
元，同比增长46.2%，预计未来3—5年仍将
保持年均30%—40%的高增长率。

与此同时，虚拟现实产业也为山东找
寻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提供了有力臂助，
正成为山东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的一块重
要拼图。《山东省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对青
岛的定位进一步明确——打造全球领先的
虚拟现实研发高地；充分发挥歌尔全球研
发中心创新引领作用，加快创建国家虚拟
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依托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高校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重点围绕近眼显示、感知交互、空
间定位、人机协同等核心技术开展研究，确
立虚拟现实关键技术领域的龙头地位，加
快虚拟现实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山东省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此前
已“安家”青岛，目前，该中心正积极争创首
家虚拟现实领域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该中心汇聚了歌尔、PICO、爱奇艺、利

亚德等行业龙头
企业作为股东，打造贯穿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虚拟现
实生态系统，加快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文
旅、教育等多领域的赋能，进一步夯实了青
岛市在虚拟现实领域的国内龙头地位。

在科技研发领域的厚实储备，是青岛
担纲“头部阵营”的底气。目前，山东拥有
13家虚拟现实领域的高端专业研发机构，
其中的 11 家入驻青岛。崂山目前汇聚了
全国约 70%的虚拟现实科研力量，特别是
近年来，依托北航青岛研究院，青岛搭建起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青岛分室等国内VR领域顶尖科研机
构、国字号实验室，与国内顶尖高校、产业
联盟、智库等合作共建了山东大学青岛虚
拟现实研究院、青岛山景虚拟现实研究院
等11家科研机构。

虚拟现实产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
的“磁吸力”。近年来，崂山区依托区内高
校、科研机构和骨干企业，吸引了包括北航
歌尔虚拟现实研究院副院长严小天、北京大
学教授汪国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涌天等
多位高层次人才团队扎根落户。此外，北航
青岛研究院、青岛科技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
虚拟现实相关专业，5年来培养了虚拟现实
专业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近200
人。在人才汇聚产生的“磁石效应”下，崂山
区形成了“引、聚、留、用”的良好人才生态循
环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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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终端到技术、平台的连接桥梁，
虚拟现实是元宇宙最重要的拼图之一。这
一赛道上高手云集，但提到立于金字塔尖
的头部阵营，名单里必然少不了歌尔。业
界曾有这样的比喻：拿下歌尔，就等于坐拥

“半个VR产业链”。歌尔股份8月29日晚
发布的 2022 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歌尔
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436.03 亿元，同比增长
43.96%。其中，VR 虚拟现实、智能游戏主
机等产品销售收入成为主要的业绩增长
点。

歌尔与青岛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2016
年5月——歌尔集团投资21亿元建设歌尔
科技产业项目。依托于崂山天然的地理优
势和崂山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歌尔在这里
重磅布局开展多项合作。2020年底，歌尔
将全球研发中心落子青岛崂山，并先后在
这里参与或主导建立了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汇聚虚
拟现实领域前沿技术与高端人才，为青岛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搭建起绝佳发展平台。
今年 5 月，歌尔在崂山设立了一家新的全

2016年被认定为“虚拟现实元年”，这一年，崂山区提出了打造“中
国虚拟现实产业之都”的目标。7年来，崂山区虚拟现实产业年营业收
入从0元起步，现已超越90亿元。青岛市已汇聚虚拟现实相关企业
110余家，占到了全省虚拟现实产业的半壁江山。

从2017年起，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已在青岛举办四届。作为全
球虚拟现实产业最专业、最权威的国际性行业盛会之一，国际虚拟现实
创新大会已成为青岛的一张新名片。9月22日，主题为“发展虚拟现
实，助力数字经济”的2022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将在青岛正式启幕。

本届论坛将有哪些亮点？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将走向何方？……带
着这些话题，21日，早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2022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今在青开幕
青岛成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生态雨林”

资子公司——青岛歌尔视界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经营范围包括虚
拟现实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
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等。

凭借诸多先发优势，歌尔成功上榜
“2021中国VR50强企业”名单，位列第三，
同样出现在这个榜单中的，还有位列第八
位的青岛小鸟看看，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如今已成长为中国本土最具竞争力的
VR设备研发商之一。

从2017年到2021年，国际虚拟现实创
新大会已在青岛举办四届。历届大会的举
办，向国内外全面推介了青岛崂山区“中国
虚拟现实产业之都”产业成果和领先优势，
强化了VR产业的国际技术交流和合作共
享，提升了崂山区乃至青岛的虚拟现实产
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厚植虚拟现实产业的“生态雨林”，不
仅需要优良的“种子”，肥沃的土壤和精心
呵护也必不可少。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山东省推动虚拟现
实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 年）》，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基本形成
以青岛为中心，济南、潍坊、烟台、威海四市
联动，其他地市协同的“1+4+N”虚拟现实
产业区域布局。这份《行动计划》为青岛
VR 产业的未来指明了打法：要培育壮大
市场主体，激发市场内在活力，加快培育行
业龙头企业、分类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促
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青岛应充分发挥
歌尔股份、小鸟看看等龙头企业引领带动
作用，培育虚拟现实领域“专精特新”、单项
冠军、瞪羚、独角兽等优质企业，形成大企
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大企业
注入活力的融通发展新格局。

今年以来，崂山区以打造“全球VR第
一园”为目标，正加快打造占地约 1710 亩
的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围绕虚拟现实
产业，在歌尔等龙头企业引领下，产业园将
吸引和集聚虚拟现实产业链配套企业，增
强产业配套能力，提高智能制造水平，完善
智能产业链，打球全球VR第一园，成为青
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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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书写虚实之间的精彩故事？今天，
全球目光将再次聚焦青岛。本届大会以“高
格局、高站位、实落地”为产业发展搭建合作
平台，加快推动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为
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虚拟现实
产业研发制造基地提供重要支撑。

本届大会聚焦打造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生态，拟成立省级虚拟现实产业联盟、揭牌
推介青岛虚拟现实产业专业园区、匹配产
业发展基金、组建行业专家队伍、签约重点
招商项目，旨在为产业发展打通“平台、服
务、资金、人才、项目”等关键环节，集聚虚
拟现实硬件、软件、应用、内容制作等相关
领域重点企业，推动快速形成覆盖虚拟现
实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竞争优势。

此次大会将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
山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刘韵洁，中国工
程院院士、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赵沁平以及来自浙江大学等的专

家学者，业内骨干企业
为主体的虚拟现实产业带头人，围

绕元宇宙、虚拟现实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典
型场景应用等分享真知灼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将集中发布
省、市、区三级产业规划、政策措施。特别
是大会将发布的“支持青岛市虚拟现实产
业园发展的若干政策”，是全国首个市、区
两级一体化支持虚拟现实产业园发展的专
项政策，系统集成了园区建设、企业培育、
项目招引、技术攻关、平台搭建、体验应用、
人才集聚、要素保障、行业交流等“一揽子”
支持措施。

大会期间，歌尔股份、山东省虚拟现实
制造业创新中心、山东省虚拟现实产业链
人才联盟和青岛星鲨虚拟现实技术研究院
等单位，将围绕终端制造技术、虚拟现实与
数智体育、通信技术等主题举办平行分论
坛，发布最新前沿发展趋势，共享行业最新
科技成果，激发更多创新活力，吸引资金、
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集聚青岛。

此外，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省级虚拟现
实领域优秀解决方案，展示虚拟现实技术在
工业制造、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多领域的
应用普及。同时，还将设置虚拟现实产业科
技成果展区，以多载体展示多元化硬件，多
样化呈现多类别内容，推动虚拟现实技术赋
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市民体验虚
拟现实产品。

资料图片

展出中的虚拟现实设备展出中的虚拟现实设备。。观海新闻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陈勇 摄摄

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园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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