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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erse是什么？

Metaverse=Meta+Universe
（超越） （宇宙）

元宇宙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元宇宙？

互联网三大规律

新冠疫情加速

社会虚拟化

现有技术能力1年增长10倍

基础通讯网络10年一代

互联网平台平均3-4年更换一次 疫情期间人均上网时长超8小时，
意味着主从世界的变化
线上生活从原来的例外状态变成
了常态，由现实世界的补充，变
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平行



为什么需要元宇宙？



元宇宙构建的四个阶段

由虚补实

以故宫场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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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技术底座-5G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

5G的高速率、低时延、
低能耗、大规模设备连
接等特性，能够支持元
宇宙所 需要的大量应用
创新。

要降低用户门槛、扩大市
场，就需要将运算和显示 
分离，在云端GPU上完成
渲染。因此，动态分配算
力云计算系统将是元宇宙 
的一项基础设施。

为了在元宇宙中实现最大
限度的自由，AI技术 需要
从传统的决策树和 状态机
向更高级的深度 学习、强
化学习发展， 从而营造随
机生成、从不重复的游戏
体验，摆 脱人工脚本的限
制，允 许玩家自由探索、
创造。



元宇宙技术底座-数字孪生技术

照片建模
数字呈现
自动建模
3D 打印

通过三维可视化技术对场景内的主要设施设备进行三维建模，可基于三维化的设备查看场景内信息。



元宇宙技术底座-VR／AR

VR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不限制人数
的条件下，实时进
入场景。

AR

AR可以将数字
信息覆盖并叠
加到物理环境



 VR元年后的第五年，其应用仍然局限于极客人群和专业应用领域

 目前的两个瓶颈：价格高，内容少

 元宇宙的发展会极大激活VR内容生态

数据来源：IDC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数据来源：三胜产业研究中心数据来源：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VR

智能手机

无人机

可穿戴

元宇宙激活VR内容生态



应 用 场 景

基于去中心化网络的虚拟货
币，使得元宇宙中的价值归
属、流通、变现和虚拟身份
的认证成为可能。具有稳定、
高效、规则透明、确定的优
点。
此外，NFT（非同质化代币）
由于其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不可拆的特性，天然具有收
藏属性，因此可以用于记录
和交易一些数字资产，如游
戏道具、艺术品等。

发 展 趋 势

虚拟货币元宇宙拥有属
于自己的经济系统以及
数字资产，但是这些的
构建需要靠区块链技术
为其提供“去中心化”
的技术，来保证这个世
界规则的公平。区块链
技术将与前沿技术不断
融合。

元宇宙技术底座-区块链



元宇宙行业布局

腾讯 字节跳动

Roblox Facebook EPIC 微软
兼容虚拟世界、休闲
游戏和自建内容的游
戏，游戏中的大多数
作品都是用户自行建
立的。2020年在纽
交所上市。

2021年7月27日，
Facebook宣布将成 立元
宇宙团队，在五年内转型
为元宇宙公司。
收购Oculus，虚拟现实头
戴设备制造商。

2021年4月13日，Epic 
Games宣布投资10 亿美
元打造元宇宙。Epic 
Games《堡垒之夜》 是
游戏行业首个可信的
“元宇宙” 虚拟世界。

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及，
着手布局元宇宙赛道，
“元宇宙”这一概念在
公司财报出现。

Roblox上市前便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
soul-社交元宇宙 腾讯持
股49.9%
微信、QQ本身社交生态
腾讯拥有Epic 40%股份

字节跳动投资的公司代码乾坤
发行了 《重启世界》，概念与
Roblox相似。
2021年8 月，字节跳动收购 中
国VR设备公司PICO。
抖音、TIKTOK拥有用户基础、
活跃的UGC生态、智能推荐。

网易
推出《河狸计划》原创游戏社
区，提供低门槛游戏开发工具。
投资社交平台Imvu，专注于利
用VR和3D技术创造虚拟世界的
“现实社交”体验。
线上会议系统：瑶台

米哈游、莉莉丝
莉莉丝投资AI团队“启元
世界”，研发用于在线游
戏的认知决策智能技术
米哈游出资8900万美元参
与“社交元宇宙”Soul的
私募配售



元宇宙的系统架构



虚拟KOL、虚拟偶像、明星虚拟形象、虚拟模特、虚拟主播...

虚拟VUP洛天依
国内最早的虚拟歌手，连
续几年登上央视

虚拟KOL翎Ling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台网互动少年成
团选秀节目《上线吧！华彩少年》
中的虚拟学员

明星虚拟形象千喵
天猫首位品牌代言人易烊千玺的虚
拟人物

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的关键要素



虚拟KOL：AYAYI 小红书种草达人 虚拟学生：“华智冰”高颜值学霸 

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的关键要素



✱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和语义理解技
术的进步，3D成像传感器和VR技术的
成熟。
✱在物联网时代下，算力的提高，通讯
的加速，都为虚拟数字人的发展提供技
术保障。

✱用户偏好重塑产业形态：Z世代成为消费主
力，他们对虚拟数字人需求较大。
✱超级IP品牌效应扩大，虚拟数字人提供了新
的产业模式。
✱虚 拟 现 实 日 益 成 为 人 的 一 种 生 存 境 遇
和 发 展 条 件 。

 

2021：虚拟数字人发展利好环境

政策环境 技术环境

经
济
环
境

社
会
环
境

 ✱从2017年的“加快人工智能等技术
研发和转化”，到2018年“加强新一代
人工智能应用”，到2020年“深化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这一系列关
键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
经从初步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大力扶持极大地促进
虚拟数字人的发展。

   

✱国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
✱信息成本的指数级降低&设备和网络普及率
提升



 虚拟数字人2030预测国内规模：2703亿人民币 

 替代真人服务：840.2亿元

 多模态AI助手：115.2亿元
  虚拟主播电商为其主要应用场景之一，概算30%约：

（840+115）*0.3=286.5亿（2030年）

 当下为未来的1%约2.8亿

来自：

《量子位硬科技深度产业报告-虚拟数字人》     



虚拟数字人应用场景

金融行业

智能理财顾问、智

能客服，提供以客

户为中心的、智能

高效的个性化服务，

优化完善服务流程。

医疗行业

家庭陪护、家庭医

生、心理咨询，减

少前往医院、排队

挂号的不便，避免

隐私顾虑。

游戏行业

定制化智能二次元偶

像/虚拟主播，根据

个人审核偏好、兴趣

爱好等，创造多维体

验，创造营销业务。

广电行业

虚拟主持人、娱乐主

播，支持音频、文本

内容一键生成，节目

内容快速高效生成，

优化观看体验。

教育行业

虚拟教师构建个性化

学习环境，VR/AR

提供场景式教育环境，

相比传统教学方式效

率更高，互动性更强。



社交环境下的数字虚拟人主要用
于虚拟IP，虚拟数字人服务，虚
拟数字人游戏身体替代，虚拟IP
明星与其他人互动等

电商环境下的虚拟数字人可以用来
用户的虚拟数字人试衣效果展示，
虚拟数字人的直播营销，虚拟IP人
设创造，虚拟助手场景化购物等

可视化生活：
智慧家庭中的
“虚拟数字人”

智慧家庭中的虚拟数字人可以
定制亲密角色，构建完整的虚
拟生活场景，逐步完善虚拟可
视化的家庭生活社区。

数字化娱乐：
社交媒体下的
“虚拟数字人”

数字化体验：
电商环境下的
“虚拟数字人”

虚拟数字人应用场景：社交、购物、家居、公益



定制形象制作周期30天 90天

平 台 自 媒 体 运 营 品 牌 线 上 营 销 推 广 公 关 活 动 虚 拟 直 播

影视 游戏 短视频 虚拟主播 虚拟偶像 虚拟主持

品 牌 虚 拟 社 区 运 营

虚拟 I P

创意服务

二次元虚拟形象 明星名人虚拟化 品牌定制虚拟人 高仿真虚拟人

品牌营销



虚拟主播SaaS平台

虚拟数字人SAAS平台，为品牌提供一站式的虚拟数字人服务。



仿真人机器人
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虚拟数字人和高仿真机器人双向布局的公司。

0.1版本：2021年4月 0.2版本：2021年6月
0.1版本：2021年4月 0.2版本：2021年6月 0.3版本：2021年8月 0.4版本：...

敬请期待



元宇宙产业发展风险

资本操纵

雏形期的元宇宙仍存在
诸多不确定性，产业和
市场都亟需回归理性。

舆论泡沫

非理性的舆论泡沫呼应
着非理性的股市震荡。

伦理制约

如何在去中心化的框架
中构建元宇宙的伦理框
架共识，仍需从多视角

去进行探索。

算力压力

如何保障云计算稳定性、
低成本算力资源等诸多

问题都有待解决。

经济风险

这种跨越虚实边界
的改编应用很可能
会引发知识产权纠

纷

经济风险可能会从
虚拟世界传导至现

实世界。

沉迷风险

过度沉浸虚拟世界亦有
可能加剧社交恐惧、社
会疏离等心理问题。

垄断张力

各家巨头间的竞争态势
决定了其生态的相对封
闭性，完全的开放和去

中心化很难实现。

产业内卷

概念上的突破并未从本
质上改变产业内卷的现

状。

隐私风险

个体隐私数据作为支撑
元宇宙持续运转的底层
资源需要不断更新和扩

张，数据资源合规收集、
储存与管理尚待探讨。

知识产权

这种跨越虚实边界
的改编应用很可能
会引发知识产权纠

纷

多主体协作与跨越
虚实边界的改编应
用很可能会引发产

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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