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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R 这把
“钥匙”打开虚拟和现实的大门

亮风台：
造 AR 眼镜的 AI 公司

亮风台的 AR 眼镜将来可满足多种应用场景的需求。
□亮风台 供图

在亮风台创始人廖春元的家乡云南昭
通，有一座名为凉风台的山峰。年少时，他
曾与几个发小相约一起登山，云气未散之
时极目远眺，
可以看到拨云见日的景观。
2012 年 11 月，廖春元和当年的发小再
次在山脚下相聚，并用家乡的那座山给这
次攀登行程命名，一起成立亮风台，要用
AR（增强现实）这把“钥匙”打开虚拟和现
实的大门，再次登上理想世界的山峰。

“AR 从好玩、有趣，变
得有用”
时至今日，从移动互联网互动营销，到
智慧旅游、智慧零售，亮风台的 AR 技术服
务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打开一扇扇连接双
重世界的大门：在美颜相机中获取现实的
人脸检测点、从手机端扫描实体物品领取
虚拟红包、通过电商平台上看到动态的商
品说明书、旅途中从标志建筑物中读取背
后的故事……此外，在张江人工智能岛上，
亮风台 AR 智能眼镜及其软硬件平台落地
为智慧安保、智能管理等服务。
而在廖春元看来，AR 软硬件平台更
大的用武之地则是在制造、家电、汽车、能
源等传统行业的升级迭代。亮风台的产品
应用可以分为两大业务分支，
一方面，
像美
图、电商平台、零售品牌、传媒公司等针对
移动互联网消费者端，提供相应的计算机

视觉、人机交互等基础系统服务；
另一方面
则是为客户提供一种
“云、管、端”一体的技
术解决方案。
“此时的 AR 技术不仅仅是好
玩、有趣，AR 技术进入到传统行业已经变
得非常有价值。”廖春元说。
“一家整车厂有多少家供应商？上千
家。对上千家供应商产品的质量规范管理
是一笔非常大的投入。”谈到制造业的痛
点，廖春元加重了语气，
“供应链进度、质量
检查、售后服务是制造业非常重要的环
节。行业排名前十的企业一年的差旅费就
达到千万级别。”AR 技术的接入将为这些
企业提升供应链检查效率，
降低成本，
并且
实现流程的可追溯。
供应商可使用亮风台 AR 眼镜，以及
AR远程通讯与协作系统HiLeia按照巡检的
规范化流程，让客户及时了解现场制造进
度、生产细节，并且整个通讯过程可以在云
端实时记录，
实现问责溯源，
为制造工厂的
供应商管理节省成本。生产线一旦出现问
题，
一线工人通过AR眼镜与专家相连，
接受
远程辅导维修。更重要的是录像把整个过
程记录下来，
上传后台进行存储管理分析，
今后碰到类似问题可以查询到解决办法。

“AR 实际上是 AI 的一个
分支”
“更进一步，当数据积累到一定阶段，

可不可以训练计算机，将来回答问题的也
求的场景，
快速进行迭代，
产品闭环体系之
可能是个 AI，整个流程可以作为一种知识
间相互促进高效优化，
抢占市场先机。
沉淀。”廖春元介绍，AR 完成巡检、远程维
商业化落地方面，亮风台 2019 年速度
修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教计算机，数据积累
明显加快，
战略合作菲尼克斯电气、海尔智
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更高效的辅助人甚
研院等；
在公共安全方面深入场景，
与广州
至代替人。
公安、云南公安等紧密合作；
而在展示互动
AR 实际上是 AI 的一个分支，
是计算机
方面，
重要案例有奥利奥、
晨光文具、
人民视
视觉和人机交互的交叉学科，
廖春元表示， 频、
南方日报等，
延续优势方向商业化节奏。
亮风台 AR
“云管端”
三大产品体系中，
从物
理世界数据获取、云端数据结构化、智能化
“5G 到 来 让 AR 可 以
传输与处理、人与设备、与环境的自然交互
作为物联网的入口”
等，
都需要用到人工智能的算法。
“亮风台不
是一家 AR 眼镜公司，而是一家可以制造
AR眼镜的人工智能公司。
”
梳理技术发展脉络，AR 行业曾因内
当前 AR 领域国内外竞争已经非常激
容生产、硬件、软件等技术成熟度的影响而
烈。苹果、
Facebook、
微软、
谷歌以及国内百
起起伏伏。如今，5G 基础设施的加速布局
度、腾讯、华为都在纷纷入局。面对巨头林
成为当前 AR 行业发展最大的变量。业内
立的市场竞争形势，
亮风台又有哪些优势？
人士纷纷表示，受 5G 商用的逐步铺开，AR
“国际巨头的加入，恰恰说明了 AR 未
产业的信心在不断上涨，AR 商业模式也
来潜藏的巨大价值。”廖春元说，亮风台自
获得资本认可。
2012 年创立至今已经在软件方面积累了
“5G 需要 AR，AR 也需要 5G。”廖春元
一定的人工智能算法基础，并在产业界和
说，AR/VR 是 5G 商用落地的第一批核心
学术界取得一定地位。另一方面，软硬件
应用。5G 大带宽、
低延时、
多连接的技术特
一体化解决方案支持了机械工程、家电、汽
点，带动了 AR 云、管、端的核心技术突破。
车、电力等传统行业客户。2015 年发布首 “大带宽意味着云端可以传输更多的二维
款 AR 智能眼镜，经过技术更新迭代，亮风
甚至三维数据，云端大脑将更加强大”
“低
台 AR 智能眼镜 HiAR Glasses 先后三次斩
延时让数据处理可以交给边缘计算，体验
获 CES Asia 2019 创新奖，并应用到各领
更流畅”
“多连接可以支持物联网”，在智能
域的企业机构。在软件、硬件方面拥有了
制造领域，5G 的出现让 AR 眼镜可以作为
自主研发能力后，亮风台可以根据用户需
物联网的入口，对云、管、端三层数据进行

可视化反向控制。
亮风台“5G+AR”已经在医疗场景应
用上进行了探索。记者注意到，今年 4 月，
在上海岳阳医院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
医院开展的一场 5G 远程医疗会诊中，亮风
台的 AR 产品和服务就在其中，患者的数
据实时地被传到上海岳阳医院会诊中心，
现场专家在初步诊断后，通过 AR 实时标
注指导习水县中医院佩戴 AR 智能眼镜的
医生，
检查指定穴位反应，
并指导医生按照
步骤进行
“坐位调膝法”治疗。
“不同于自动化 AI 把能力赋予机器，
AR 是把能力赋予人。”廖春元认为，AR 与
医学都是围绕人的需求，这可以作为两个
技术融合的契合点，未来 AR 在远程医疗
上将有很大场景落地空间。不管是 AR 与
医疗结合的远程医疗场景，还是在 AR+制
造领域的远程维修，亮风台提供底层软硬
件结合的平台服务。
在很多关于未来场景的描摹中，AR
眼镜就如同手机一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
具。当前 AR 已经在工业级市场打开了一
个窗口，而未来要消费级应用阶段仍然需
要技术迭代和商业模式的打磨。
“ 技术迭
代、产品价格、内容制作。”廖春元认为，这
是未来 AR 实现消费级应用的关键因素，
同时这三大因素也是相互带动、彼此影
响。
“如果价格和技术不成熟，也就没人买
你的内容。做内容少了，也不会去买终端
产品。”

三维世界的虚实两重境

叠境数字：
以 AI 方法演绎光的世界
2016 年，依托于上海科技大学孵化平
台，叠境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张江
成立，同时在美国硅谷设立研发中心。联
合创始人虞晶怡带领团队将世界顶级的光
场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智能视觉的
开发和应用中，一个个实物变成逼真的 3D
模型，在数字世界里活灵活现，并开启了一
条多领域的三维影像商业化探索之路。目
前叠境是国内唯一一家可实现高精度动态
人物实时三维重建的企业。

三维影像触手可及的虚拟
没有分身术，也可以通过三维实时直
播和全息投影，让“另一个自己”去到其它
城市甚至其它国家的办公室，与同事来一
场面对面的会议。
逛淘宝时，衣物的上身效果不再完全
由卖家通过特定镜头展示。一方面在卖家
360°的三维模特展示中，消费者可以任意
切换展示角度；另一方面，消费者拍一张全
身照，就能实现虚拟试衣。
不用去健身房办理私教课，
也可以在家
里通过AR三维投影，
一个两个慢动作，
学会
教练示范的全套课程……
在叠境数字的实验室里，通过光场技
术、
智能视觉、
深度学习等技术，
实现这些虚

拟场景，叠境数字的研发副总裁张迎梁说，
“我们的工作很酷。
”
通过采集端实时生成用户的三维影
像，经 5G 网络传输到 AR/VR、全息等显
示设备，高逼真的全息影像如同真人面对
面。除了可以实现科幻电影般的全息视频
通话，5G 三维全息会议、全息娱乐、远程教
育等也是其应用领域。
目前，叠境的实时三维直播场景清晰
度极高，人物动作连贯自然，帧率≥30fps，
同时达到毫秒级的低延时。
通过全球顶尖的光场技术、智能视觉、
深度学习的研究成果开发虚拟数字人技
术，采集-建模-渲染创建人物三维数字形
象，达到流畅、自然、低延迟的人体动态捕
捉和重建。
该技术将三维重建、高压缩比算法等
与零售行业结合，让消费者在线上也能享
受实体店般的真实购物服务。同时，为零
售商提供了智能化 AR 营销新模式。据
悉，基于叠境全球领先的虚拟数字人技术，
未来在商场，消费者只需自拍一张全身像
就能通过 AR 试遍所有心仪的服装。
把虚拟数字人接入到 AR 教学、真人
同台互动的场景，
就可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
作”，与虚拟人物互动，或慢放分解视频教
学动作。

三维视频融合技术可以融合海量现有
的二维监控视频，实现城市的三维可视化
管理。具体就是结合前端数据采集、三维
融合计算、无人机航拍等技术，
对城市进行
三维数字化建模，然后将不同视角下的高
点监控视频实时拼接融入三维模型中。
张迎梁表示，该技术不仅重建物品的
几何模型，还可以重现物品光照特性和不
同材质，
包括金属、木质、青铜、瓷等。
从二维的平面触摸，到三维的互动体
验，叠境数字将光场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
合，构建了虚实难辨的三维世界。
“从 80 个
单反相机对人物动态的采集到 6 个视频相
机的动态实时呈现，
最近我们在调试、优化
最新一代的产品。”张迎梁告诉记者，其最
新一代产品将在即将举办的 2019 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以 AI 方法演绎光的世界
叠境实验室的摄影棚内，80 个视频相
机组成阵列，场面震撼。据悉早在 2000
年，世界上第一个光场相机阵列就诞生在
麻省理工学院，彼时虞晶怡正在麻省理工
学院攻读博士。此前，虞晶怡在媒体采访
中表示，其团队已经在光场技术领域深耕
了数十年，2015 年前后，发现数据、算力与

叠境数字搭建的动态光场三维重建系统，
可用于影视、
AR、
VR等三维内容的制作。
□叠境数字 供图
成像系统发展到了可实现场景落地的程
度，
于是创立了叠境数字。
以智能计算机视觉技术、光场技术、深
度学习技术为核心，
目前叠境数字自主研发
了人、
物、
环境三维重建、
独特的动态真人三
维模型拍摄、
实时三维全息直播等技术。
光场是描述光在空间中辐亮度的空间
和方向分布，是对光线在空间传播时的描
述。在虞晶怡及其团队看来，光场技术几
乎满足了所有虚拟现实的要求，代表着虚
拟现实行业的发展方向。通过光场技术，
叠境将人工智能感知、认知、行动的三个部
分融合起来，
模拟人眼看世界。
目前，图像识别是人工智能应用领域
中最为成熟的技术，但 2D 图像所能提供的
数据信息有很大局限性，无法实现从物体

感知到认知的进化。换言之，在 2D 的图像
识别下，例如个性化试穿衣服的场景是无
法实现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图像信息去建
构起一个具有个体特征的三维人体。但光
场技术从光场视觉的角度另辟蹊径，首先
通过多相机阵列采集光线，后期再由软件
算法自动处理完成物体、人物的光场重建，
呈现虚实难辨的 3D 效果。
凭着十余年光场技术与经验的积累，
目前叠境已获国际专利数十项、发表光场
领域权威文章百余篇，在基于深度学习的
三维环境感知、基于人工智能的三维实时
重建等技术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其
研发人员占公司总人员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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