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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虚拟现实”重点专项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本专项以国家战略和广东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围绕虚拟现

实产业发展亟待突破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国内优势团队，

组织优势力量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力争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推

进我省虚拟现实技术及产业创新发展。 

2019 年度指南共设置超大视场高清虚拟现实显示设备研发、

大范围场景跟踪定位与自然人机交互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虚拟

现实核心引擎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专题。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3

年。 

一、竞争择优类 

专题一：超大视场高清虚拟现实显示设备研发 

（一） 研究内容。 

研究用户的三维视觉感知机理以及基于用户感知评价的显示

系统优化方法，提升头戴式显示系统的显示效果与舒适度；研制

匹配用户瞳距、视度差异的沉浸式超大视场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

设备，研究多通道拼接式显示系统显示效果模拟仿真工具，研究

适用于超大视场高分辨率头戴显示拼接、融合、渲染和显示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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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工具；面向虚拟现实头戴式设备，研究融合低功耗处理技术、

高清视频编解码技术、双屏显示技术、环绕音设计技术与专用光

学模块设计技术（反畸变反色散）的专用高性能低功耗虚拟现实

主控专用芯片。 

（二） 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研制基于国产芯片的超大视场高清晰度头戴

式显示装置。显示器光学性能实现双目水平视场角≥150°，双目水

平重叠视场角≥65°，出瞳距离≥13mm，出瞳直径≥10mm。显示器

渲染性能实现显示延时≤25ms，高清视频解码≥8K/60FPS ；实现

双屏高清显示，单眼分辨率≥2.5K/90FPS；实现持续运行≥4h，实

现反畸变、反色散及异步时移，实现虚拟现实设备关键模块动态

电源管理，支持高性能 LPDDR4X 设计。构建基于光线追迹的超

大视场头戴式显示系统显示效果模拟仿真软件，能够在设计阶段

正确模拟多通道拼接头戴式显示设备。项目执行期内新申请发明

专利≥20 项，相关产品或元件在虚拟现实行业获得应用，项目实施

三年内相关产品与服务实现经济产值≥1 亿元。 

（三） 申报要求。 

须企业牵头申报。 

（四） 支持强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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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大范围场景跟踪定位与自然人机交互关键技术和产

品研发 

（一） 研究内容。 

面向虚拟现实中人与物的跟踪定位与交互问题，开展大范围

场景跟踪定位与自然人机交互关键技术研究。研究融合图像特征、

光学、惯性传感的高精度空间定位技术；研究跟踪定位优化算法；

研制跟踪定位专用设备与装置；研究基于三维感知的自然人机交

互技术，包括手势交互感知信息的推理和逻辑演化，以及基于惯

性传感的动作捕捉和自然手势识别关键技术、交互体系与测评系

统；研究手势识别基础模块及相应交互套件，研制具备人体姿态

识别功能的穿戴式惯性全身动作捕捉套件通用产品。 

（二） 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形成多模态交互感知数据自动配准模型、惯

性传感的手势识别和人体姿态识别模型以及沉浸式三维听觉感知

模型；支持视听觉、手势、体感、触觉、生理等多模态信息类型，

多模态交互行为识别率≥90%，触力觉反馈平均单次时延≤10ms，

三维听觉感知误差≤12 度；用户跟踪范围≥1000m2，用户姿态跟踪

误差≤5mm，跟踪数据刷新帧率≥60fps，手部关节点跟踪误差

≤3mm；形成可穿戴式惯性传感自然手势交互产品以及具有空间追

踪功能的通用模块，形成虚拟现实内容人工智能生成工具。产品

的惯性传感数据采集速率≥400FPS，无线通信刷新率≥120FPS，无

线通信平均时延≤10ms；制定虚拟现实动作捕捉和手势识别行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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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广东）1 套，项目执行期内新申请发明专利≥15 项；相

关产品与服务在虚拟现实行业获得广泛应用，用户量≥100 万人次，

项目实施三年内相关产品与服务实现经济收入≥1 亿元。 

（三） 申报要求。 

须企业牵头申报。 

（四） 支持强度。 

（略） 

 

专题三：虚拟现实核心引擎关键技术平台的研发及应用 

（一） 研究内容。 

面向虚拟现实和行业仿真开发需求，以构建满足专业性、易

用性和兼容性的工具引擎为目标，研究支持多领域应用的虚拟现

实核心引擎，基于跨平台运行架构和核心数据层，整合上层应用

系统和操作系统，兼容适配虚拟现实外设，形成虚拟现实生态链。

研究虚拟现实关键核心渲染技术，实现真实感实时场景渲染；研

究智能化自适应场景编辑界面，实现触屏手势和语音交互等多用

户多平台多终端在线协同交互式开发，并在专业领域进行示范应

用。 

（二） 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输出虚拟现实核心跨平台工具引擎，支持常

用三维模型格式；支持光线追踪、动态实时阴影、HDR 技术、物

理引擎以及脚本编辑。脚本编辑器具有自适应功能，可根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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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习惯简化操作，支持移动终端触摸屏交互和语音交互。提供

支持并发≥100 的虚拟现实多人协作交互系统；支持增强现实三维

对象识别数量≥1000，可进行无标签的增强现实三维物体对象识别

及三维姿态分析；可实时传输音视频，支持 H.265 协议；支持手

势识别、动捕设备、语音识别等接口；支持虚拟现实呈现系统的

沉浸式体验，刷新率≥30FPS，动作捕捉精度达到亚毫米级。提供

基于 P2P 协议的分布式虚拟现实云平台系统，支持所见即所得的

操作流程培训编辑；支持从云平台导入导出三维资源；支持内容

数量≥100000；支持用户数≥1000 万。新申请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

权≥20 项。 

（三） 申报要求。 

须企业牵头申报。 

（四） 支持强度。 

（略） 

 

专题四：高真实感虚拟化身生成与智能感知技术与应用研究 

（一） 研究内容。 

面向虚拟环境中多用户同虚拟化身进行交互的需求，研究用

户全身模型高真实感三维重建方法，实现高精度人脸材质和复杂

表情的数字化；研究集成多种视觉感知传感器、视觉成像器件、

神经网络处理芯片等的虚拟现实感知计算平台；研究虚拟现实环

境下用户眼动、面部表情、手势和肢体动作的实时在线智能感知



 
 - 25 -

与虚拟化身情感逼真再现方法，研究虚拟现实环境下用户-虚拟环

境、用户-虚拟化身的三维空间交互技术及手-眼协同交互方法；开

展技术应用验证，提升多用户在虚拟环境中交互的效率以及体验，

并最终在网络社交、老龄陪伴、影视制作等领域进行应用示范。 

（二） 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完成高精度人脸面部表情及皮肤物理特性动

态采集系统，可获得人脸表面的漫反射贴图、高光反射贴图和光

度法线贴图，贴图分辨率≥4K；高精度模型网格数≥500 万面，应

用模型网格数≤100 万面；交互过程中系统可捕获的人脸表情≥72

种，表情捕捉帧率≥30FPS，表情变化时延≤50ms。新一代虚拟现

实感知计算平台，视觉感知计算平均单次时延≤10ms；三维头部姿

态平均误差≤5°，三维视线角度平均误差≤10°，人脸表情重建平均

误差达到毫米级，手势和姿态重建平均误差达到厘米级；整体重

建帧率≥30FPS。三维空间交互行为识别准确率≥90%；喜怒哀乐等

基本情绪感知准确率≥90%。形成虚拟现实智能感知交互行业/地方

/团体标准≥2 套，项目执行期内新申请发明专利≥20 项。相关产品

与服务在虚拟现实行业获得广泛应用，用户量≥100 万人次。 

（三） 支持强度。 

（略） 

 

专题五：面向智能制造关键过程的虚实融合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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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现代工业制造中产品设计、装配、培训等关键过程，以

优化品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为目标，研究基于虚实融合技术

的产品敏捷迭代设计方法，包括人—物高精度动态定位、虚实部

分外观一致性融合、产品半实物部分最优设计制造、产品虚拟部

分叠加验证与快速设计迭代等；研究基于视觉计算与呈现的辅助

装配技术，包括关键部件智能检测与识别、部件参数与装配信息

自动检索、装配过程中视觉场实时感知、视觉场优化的装配辅助

信息智能呈现；研究支持多人协同的制造业虚拟培训技术，包括

多人三维空间联合定位、培训内容跨用户视图一致注册、支持互

动式培训的多通道人机交互、培训内容绘制和交互的便携式平台；

选取现代工业制造中的代表性行业，如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

面向设计、装配、培训等关键过程，开展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研

究。 

（二） 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形成面向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的虚实

叠加敏捷设计平台，虚实对象外观光度属性一致性≥80%；研发智

能装配辅助系统，关键部件自动识别正确率≥80%，装配指导信息

呈现正确率≥80%，视觉场感知精度达到厘米级；研发支持多人（≥3

人）协同交互的虚拟培训系统，多用户视图间配准误差≤5 个像素，

同步误差≤500ms，支持多个（≥2 个）主动交互通道，且多通道联

合交互的识别正确率比单通道显著提高；项目执行期内新申请发

明专利≥15 项，新申请软件著作权≥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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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持强度。 

（略） 

 

专题六：面向粤港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虚拟现实技术研究

与应用 

（一） 研究内容。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数字化采集、保护、活化、传播

等应用需求，以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极富特色和历史底蕴的历史文

化资源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窗口为目

标，研究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历史文化资源高效建模技术，包括

多视角跨尺度影像数据高效建模、多源异构的影像点云混合建模、

基于超高清视频的动态建模、基于智能识别的结构化建模等关键

技术；研究基于虚拟现实的历史文化资源活化技术，包括历史文

化场景空间形态认知、基于深度学习的历史文化虚拟复原、历史

文化场景创意设计虚实叠加等关键技术；研究历史文化虚拟现实

数据资源传播技术，包括虚拟现实与流媒体技术集成与融合、基

于场景实时感知的虚实配准、基于虚拟智能动态光源的色彩还原

等关键技术；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中有代表性的遗产遗迹、

古道、文物、历史人物事件，开展历史文化保护与活化应用示范。 

（二） 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实现面向虚拟现实应用的历史文化高效建模

工具 1 套，支持地空影像的三维解算、多源异构的影像点云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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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建模、智能化 BIM 建模，文化街区、

古村落等重建场景规模≥2000 ㎡，三维重建精度达到厘米级；研发

一个粤港澳历史文化创意设计辅助平台，支持多人（≥3 人）协同

交互，支持 GPU 并行虚拟复原，虚实场景叠加配准误差≤5 个像素；

形成一个粤港澳历史文化遗产互动平台，支持多种虚拟现实交互

设备，平均色彩还原度≥80%，支持在线并发访问人数≥300 人，虚

拟场景切换延迟≤5 秒；构建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虚拟现实

资源库，支持历史文化时空数字资源的存储与管理，支持 PB 级的

数据资源存储与访问，完成历史文化虚拟现实数据资源建设≥2000

处；项目执行期内新申请发明专利≥15 项，新申请软件著作权≥8

项。 

（三） 申报要求。 

须企业牵头申报。 

（四） 支持强度。 

（略） 

 

专题七：虚拟现实显示视觉健康关键技术及风险评价技术体

系研究 

（一） 研究内容。 

面向虚拟现实视觉健康以及风险评价问题，研究视觉健康与

虚拟现实呈现设备光电特性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多生理信号融合

的关联指标建模方法；通过脑电/视光等手段，研究用户在虚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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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基于观察者主观感受和客观测试结果，

建立虚拟现实生理和心理健康度评价理论模型；通过模拟人眼和

视觉健康综合作用机理，建立生理信号分析、光电性能测试、时

域特性分析、感知交互测试平台，形成面向体验、性能的测试评

估标准体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测试设备，构建面向典型

行业应用的验证与测试平台；通过对虚拟现实致害机理进行分析，

形成涵盖触觉、听觉、视觉、舒适性等的多维度风险评估体系，

构建虚拟现实产品质量数据库。 

（二） 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建立三维视觉健康度评价模型，理论分析各

单目生理深度线索呈现度对视觉健康的影响因子，基于自主搭建

的具有单目生理深度线索呈现能力的三维光学引擎，结合视角、

分辨率等显示参数的健康反应，通过客观和主观测试反馈，完善

评价模型因子，完成的三维系统视觉健康度评价反馈≥10 项。搭建

具备近眼显示、感知交互、舒适性测试验证能力的技术服务平台，

形成的涵盖亮度均匀性、色度均匀性、视场角、色散、传递函数、

畸变等近眼显示测试用例≥5 项，使用的标准测试信号≥5 套，覆盖

典型测试场景≥5 种；开发具备时域特性的感知交互设备 1 项；开

发基于生理信号的舒适度评价设备 1 项。形成虚拟现实产品质量

数据库 1 项，包括安全性、电磁兼容性、环境适应性、显示性能、

跟踪性能、舒适度评级等质量数据。形成涵盖环境、触觉、听觉、

视觉、舒适性的多维度虚拟现实产品应用风险评估模型 1 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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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执行期内新申请发明专利≥20 项，其中国际专利≥2 项。向国内

外标准化组织提交标准草案≥5 项（其中完成批准立项的≥1 项）。 

（三） 支持强度。 

（略） 

    （专项业务咨询：文晓芸，020-83163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