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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推进工作方案 
 

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以下统一简称：虚拟现实（VR）]技

术是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跨界融合了多个领域

的技术，是下一代通用性技术平台和下一代互联网入口，将拓展

人类的感知空间，改变各类产品形态、增强产品功能、丰富服务

内容，撬动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美国、欧盟与韩、日等发达经

济体均将 VR 技术和产业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中国制造 2025》《“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信息

产业发展指南》对 VR 技术和产业发展都做了具体部署。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

意见》（成委发〔2017〕32 号）、《关于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建

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意见》（成委发〔2018〕6 号），为

加快推进全市 VR 技术和产业发展，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思路 

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秉承新发展理念，主动抢

抓发展机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布局前沿、完善生态，为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需求牵引，打造应用场景，

加快提升 VR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设计能力和内容制作与运营的核

心竞争力，促进 VR 技术在生产与生活领域的应用推广；强化标

准引领，鼓励融合创新，积极推动 VR 技术与人工智能、5G、智

能制造、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发展，以新标准、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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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新市场，培育新动能；强化生态发展，做优产业链条，加快

提升与 VR 技术和产品紧密相关的新型显示、核心芯片、传感控

制等关键器件的供给能力，促进其由技术突破向生态延伸。 

二、工作目标 

重点聚焦软件工具/平台、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内容制作与平

台运营三大领域，大力推动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取得突破，积

极支持关键器件及整机研发与产业化，围绕“两高地一核心”，加

快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 VR 产业基地。 

（一）VR 内容制作运营高地。加快 VR 云计算平台建设，

夯实线上线下融合的 VR 体验网络基础，以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

标准规范为抓手，着力突破内容瓶颈，率先促进 VR 技术在文化

旅游、智能制造、教育科普、电商物流、健康养老、军民融合六

大领域推广应用，开展试点示范，加快培育 VR 内容制作运营的

企业集群，打造国际国内领先的 VR 内容制作运营高地。 

（二）VR 软件创新研发高地。着力打造成都品牌，引进一

批 3D 建模、API/SDK、云端渲染、全景拼接缝合等关键软件研

发的领军团队，加快培育根植型、潜力好、成长性强的“独角兽”

企业，推出系列“成都造”VR 软件品牌，打造国际国内领先的

VR 软件创新研发高地。 

（三）VR 硬件研发制造核心。着力打造 VR 终端、系统级

产品及关键器件的龙头及特色企业，围绕头显、洞穴式、车载式

等多样化终端产品、定制化的系统级产品、感知交互及内容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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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以及近眼显示屏幕、传感器及处理器等关键器件等硬件

领域，加快构建产业链协同平台，强化提升上下游配套能力，引

进和培育具有引领带动效应的 VR 终端、系统及核心器件骨干企

业，打造国际国内一流的 VR 硬件研发制造核心区。 

到 2020 年，全市 VR 专业园区超过 3 个，亿元以上企业超过

50 家，公共平台（联合实验室等）超过 10 个，特色体验点超过

100 个，产业规模超过 100 亿元。 

 
成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架构图 

三、工作任务 

（一）突破关键技术 

重点在近眼显示、感知交互、网络传输、渲染处理与内容制

作五大领域争取突破，推出若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责任单

位：市科技局、市经信委，有关区（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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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眼显示。单眼高角分辨率、高刷新率、低功耗、毫秒

级响应时间的新型显示器件及配套驱动芯片技术；适人性光学系

统技术，快速响应 LCD、AMOLED、OLEDoS、Micro LED 等微

显示技术，以及高分辨率、广视角、可变焦深等技术。 

2．感知交互。由内向外、具有鲁棒性、毫米级精度与准确

度的追踪定位设备技术；浸入式声场、语音交互、眼球追踪、触

觉反馈技术，面向场景分割识别等语义理解、高精度图像特征提

取与匹配技术、即时定位及地图构建等几何理解的机器视觉技术；

高性能多轴惯性传感器、3D 摄像头技术。 

3．网络传输。可实现高空口速率的家庭无线网络技术；基

于高速 Wi-Fi 的头显末端通信无线化技术；新一代 5G 无线网络

传输技术；架构简化、智能管道、按需组播、网络隔离等网络技

术；主动拥塞控制技术、低时延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云化技术；

面向 VR 业务的端到端网络传输运维与 QoE 评估技术；多面体投

影、下一代编码技术（H.266）与视场角传输技术。 

4．渲染处理。4K 及以上单眼分辨率、120Hz 刷新率的高性

能 GPU 渲染技术；鲁棒、高效的抗混叠技术；基于视觉特性、

头动交互的渲染优化算法；超高分辨率、120 帧率以上的云端渲

染技术、新一代图形接口、渲染专用硬加速芯片以及光场渲染等

技术。 

5．内容制作。全视角超高分辨率、60 帧/秒以上帧率、HDR、

多摄像机同步与单独曝光、无线实时预览等影像捕捉技术；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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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D 建模、360 度实时拼接技术；开发引擎与软件应用、外设与

头显平台间的通用性技术；光场相机等前瞻技术。 

（二）培育重点产品 

促进 VR 技术与人工智能、5G、物联网、云计算、车联网等

新技术融合创新，重点在关键器件、交互设备、整机终端、网络

设备、软件工具与应用服务六个方面推进“成都造”产品研发及

产业化。[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科技局，有关区（市）县] 

1．关键器件。中小尺寸 AMOLED、快速响应 LCD、OLEDoS、

Micro LED 等新型显示器件；高性能 GPU、惯性传感器与 3D 摄

像头等核心芯片及传感器。 

2．交互设备及软件。高性能由内向外追踪定位、6 DoF 的头

显模组及 6 DoF 手柄设备；图像识别、图像分割、语意理解等图

像处理的硬件设备及软件；自然语音识别及处理的语音交互设备

及软件；眼球追踪、触觉反馈、手势追踪、浸入式声场等多通道

交互设备及软件。 

3．整机终端及系统软件。具备由内向外追踪定位、6 DoF 的

头显终端产品；高性能、低功耗一体机头显终端；满足 VR 高性

能需求的智能手机终端；高沉浸体验、高性能的主机式头显终端；

分体式、车载式、洞穴式等多元化 VR 终端产品；面向主题公园、

行业应用的定制化 VR 系统级产品；具备开放性、安全性、兼容

性和标准接口的 VR 操作系统及软件接口插件。 

4．网络设备及投影编码。高速 Wi-Fi、下一代 PON 以及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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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等接入网产品；符合 VR 内容传输需求的大带宽、低时延的

承载网络；面向 VR 云渲染、内容分发存储的数据中心；多面体

投影、下一代编码技术的编解码芯片及软件产品。 

5．内容制作设备及软件工具。高性能 360 度全景相机、3D

扫描设备、浸入式声场采集设备以及光场相机等内容制作设备；

关键 SDK/API 以及开发引擎等内容软件开发工具。 

6．应用服务。游戏、社交、影视、直播、艺术、文化等生

活性领域的 VR 应用服务软硬件产品；工业、医疗、教育、商贸

等生产性领域的 VR 应用服务软硬件产品。 

（三）打造应用场景 

优先选择文化旅游、智能制造、教育科普、电商物流、健康

养老、军民融合六大领域，推动 VR 技术的行业解决方案落地应

用。 

1．VR+文化旅游。大力推动三国文化、熊猫文化、都江堰水

文化等天府文化经典 IP 与 VR 融合发展，提升 VR 产品附加值。

面向影视、直播、游戏、社交等文化娱乐领域新兴业态需求，重

点打造 IPTV VR 家庭影院、5G+VR，高沉浸体验的 VR+直播、

VR+创意设计、VR+多人游戏/电竞、VR+网络社交、VR 主题乐

园与线下体验店、VR+文博、VR+非遗、VR+艺术品展示微拍等

应用场景。面向体验式、一站式旅游等需求，重点围绕智慧绿道、

虚拟景区旅游、民宿酒店预览等新模式，打造 VR+导览、VR+住

宿等应用场景。[责任单位：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市建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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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委，有关区（市）县] 

2．VR+智能制造。面向研发、设计、测试、生产、营销、培

训、运维、生命周期管理等重要智造环节的现实需求，结合工业

互联网和数字孪生技术，重点在汽车、能源、电力、轨道交通、

电子等工业领域打造 VR+辅助设计、VR+虚拟装配、VR+运维巡

检、VR+远程协作等应用场景。[责任单位：市经信委，有关区（市）

县] 

3．VR+教育科普。面向虚拟课堂、虚拟课件、虚拟实验室、

1 对 1 虚拟培训、远程培训等领域的用户需求，重点打造 VR+科

普教育、VR+红色教育、VR+道德教育、VR+历史教育、VR+巴

蜀文化教育等应用场景。[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有关

区（市）县] 

4．VR+电商物流。面向商业推广、购物体验等需求，支持建

设线上货品 3D 模型库，重点打造 VR+购物等应用场景，促进虚

拟现实与电子商务融合。探索利用 VR 技术在仓容规划、仓储管

理等方面的应用，打造智慧仓储物流体系。[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市口岸物流办，有关区（市）县] 

5．VR+健康养老。探索 VR 在心理治疗、医学培训等医疗卫

生领域的运用，在精神卫生中心等医疗机构打造 VR+心理治疗，

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打造 VR+医学培训等应用场景。探索发展

VR+养老新模式，打造 VR+养老院体验场景，在其中提供 VR 健

身课堂、VR 全景旅游、VR 亲子互动、VR 老年大学等一系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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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促进在学校、未成年人心理成长中心、社区等场所打造

VR+心理健康辅导/咨询。[责任单位：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卫

计委、市司法局、市民政局，有关区（市）县] 

6．VR+军民融合。针对装备操作训练、环境适应训练、作战

任务训练、对抗演练、战略威慑等军事领域需求，积极支持作战

背景、战地场景、武器装备、作战人员等战场环境内容制作，侦

察情报和地理环境信息合成，重点支持战争模拟、作战推演、特

情处置、飞行模拟、反恐战术、应急处置、特种驾驶等应用场景

构建。[责任单位：市经信委，有关区（市）县] 

（四）构建产业生态 

1．科学统筹布局，打造专业载体。结合全市产业发展定位，

在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和郫都区等区（市）县设置 VR 专

业园区及孵化器；支持有关企业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区（市）县

建设特色化 VR+5G 体验场景；汇聚资金、技术、研发、制造、

产品、内容制作与运营、人才等各方面要素资源，促进形成以“两

高地一核心”+“N 个体验场景”为主要载体的 VR 产业生态格局。 

“两高地”。在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成都天府新区科学城

发展 VR 工具/平台软件研发，以及 VR 内容制作与运营，建设技

术创新中心，着力打造 VR 内容制作运营高地和 VR 软件创新研

发高地。 

“一核心”。在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功能区发展关键器件、

交互设备、整机终端以及网络设备等硬件产品，着力打造 VR 硬



 — 10 — 

件研发制造核心区。 

“N 个体验场景”。金牛区依托欢乐谷、竞技世界、金亚科技，

双流区依托 HTC 威爱新经济技术研究院、艺创空间，青羊区依托

少城国际文创硅谷集聚区，都江堰市依托大青城休闲旅游产业园区

和滨江新区文化娱乐集聚区，锦江区依托红星路文化创意集聚区，

武侯区依托人民南路文创金融集聚区、力方视觉体验馆，成华区依

托东郊文化创意集聚区开展 VR+文化旅游应用示范建设；龙泉驿区

依托国际汽车城，成华区依托龙潭新经济集聚区，崇州市依托微软

合作项目联动已落户 VR 企业以及微软生态圈优势资源开展 VR+

智能制造应用示范建设；郫都区依托“成都影视硅谷”，双流区依

托 HTC 威爱新经济技术研究院开展 VR+教育科普应用示范建设；

温江区依托成都医学城、成都健康服务业集聚区、成都都市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展 VR+医学/医药/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建设，成

华区依托“生命绿岛”开展 VR+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建设。[责任单

位：有关区（市）县，有关市级部门] 

2．培养引进人才，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企业、高等院校、高

职学校、科研院所以及行业组织等合作，推动学校招生与企业招工

衔接，构建校企育人“双重主体”，学生学徒“双重身份”的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鼓励建设市场化、专

业化、开放共享的产教融合信息平台，提供区域和行业人才供需、

校企合作、项目研发、技术服务等信息服务；支持一批高等院校、

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加强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技术技能实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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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VR 创新试点，建设 VR 特色实验室；吸引知名大学、企业、

研究机构来蓉设立工程技术中心或培训中心；鼓励引进海外高层次

人才和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实践符合市情、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和协

同创新模式。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一批从事 VR 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

的世界一流大学建立广泛合作，通过多形式早期参与，引进优秀人

才和先进技术。[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人才办、市科技局、市教

育局、市人社局，有关区（市）县] 

3．构建标准体系，引导健康发展。实施标准引领，做好 VR

产业发展有关标准体系架构顶层设计，夯实地方标准体系基础，支

持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职业学校以及行业组织等制定有关

标准，并推动积极融入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行业标准、国

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体系；支持加快制定近眼显示、感知交互、网

络传输、渲染处理等标准，针对沉浸体验、沟通交流、智能辅助、

健康安全、开发环境等 VR 实际需求，探索虚拟现实产品的测试验

证方法，围绕视觉、听觉、触觉、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内容健康、

医疗、养老、开发工具、知识产权、内容设计等方面的产品开发与

应用，构建有关测试评价体系；加强标准应用推广，支持第三方机

构提供标准化服务。[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质监局、市科技局、

市知识产权局，有关市级部门，有关区（市）县] 

4．优化公共服务，营造发展氛围。加快原型产品研发与版本迭

代速度，大力发展关键技术研发服务、测试验证、标准认证、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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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服务、版权交易、创新创业服务、用户信息保护评级及应用软件

认证等第三方专业化服务和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发挥国家级、省级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的资源优势，加强资本、市场、人才等资源整合，优

化完善虚拟现实企业的孵化培育体系，提升创新能力；鼓励VR 着眼

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端、大力推动VR 与公共文化产品融合发展，扩

大VR 影响力，培育市民“VR+文化旅游”消费习惯；强化产业发展

的中介服务配套，大力引进会计评估、法律服务、高端商务、调查咨

询等国际化中介服务机构；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虚拟现实创新创业

大赛、技术和产业论坛、行业展会等专业交流活动，扩大行业影响力；

支持行业组织建设，促进行业间信息互通与业务合作，鼓励探索建立

软硬件研发、设备生产、内容植入、宣传营销等合作共赢模式，开展

跨行业、跨区域协同。[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科技局、市文广新局、

市商务委、市博览局、市民政局等有关市级部门，有关区（市）县]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经信委牵头全市 VR 产业发展推进工作，市政府分管领导

不定期召开 VR 技术和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协商解决推进工作中

的重大事项。建立 VR 技术和产业发展有关工作推进季报制度，

明确载体打造、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体验服务等具体任务及责

任单位，加强工作督导，促进工作落实。设立 VR 产业发展专家

咨询组，科学评估产业发展推进绩效，按年度发布《成都市虚拟

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责任单位：市经信委，有关市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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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区（市）县] 

（二）强化政策支持 

着力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企业创新创造、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产融结合、提升信息基础设施保

障能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链垂直整合、支持企

业“走出去”、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建设等多维度、多要素，积极支

持企业发展；加强高端人才激励，对国际顶尖人才（团队）、“两

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等来蓉创新创业给

予资助；鼓励在蓉企业与高校、职业技术（技工）院校合作开展

人才培养，支持在蓉高校和职业技术（技工）院校根据成都产业

发展需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大力培育高技能人才；支持高

校院所建设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急需的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研发平

台，鼓励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共同建立新兴产业技

术研究院，不断完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各类创新平台，

构建“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推进体系；进一

步强化 VR 内容制作、软件著作权、涉软专利等知识产权，营造

良好知识产权保护氛围。[责任单位：市人才办、市发改委、市经

信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知识产权局、市人社局、市财政

局、市商务委、市文广新局、团市委，有关区（市）县] 

（三）加快企业培育 

立足存量，加强根植型企业培育。基于VR 产业全产业链布局，

制定《VR 企业培育计划》，有针对性地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上培育领军



 — 14 — 

型、骨干型、平台型以及专、精、特、新型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面向海外进行收购、并购和拓展市场；加快培育上市企业、新三板企

业，助力“独角兽”成长。招大引强，补齐缺失的产业链关键环节。

绘制VR 产业链全景图，制定《VR 企业招引计划》，按图索骥，精准

招商，积极引进对补强、壮大VR 产业链有重要作用的企业，实现换

道超车、跨越发展。[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科技局、市金融局、市

商务委、市投促委、市新经济委，有关市级部门，有关区（市）县] 

（四）做好运行监测 

市经信委结合落实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统计制度》，做好 VR 软件、内容及运营等软件服务类业务

统计；市统计局、市经信委在全市智能经济行业分类体系中设置 VR

行业类别目录（含制造、软件服务两大类别），进一步完善统计方法

制度，协同做好全市VR 产业发展运行监测工作，发布行业发展运行

快报，科学评价发展成效。[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统计局，有关区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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