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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计算机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
陈展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东 广州 510060）

摘　要　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数字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得到了技术层面的提升，虚拟现实技术也被

广泛地应用于不同领域中。将计算机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相融合突出二者之间的特点，可提高数字媒体质量、

体现虚拟现实技术价值。本文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优势，深入剖析其在数字媒体中的应用，创新其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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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环境背景下，数字媒体、虚拟现实技术

都在发生质的变化，不断地创新技术手段、优化技术

方法，利用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中的优势特点实

现可视化的视觉传达，以建立三维模型的方式，还原

现场，带来良好的交互体验，二者的结合不仅是技术

上的创新，更是发挥其最大能效的途径。

1 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内涵、特征概述

数字媒体在理论上是指通过计算机或其它设备可

以读取格式编码的媒体，能够在数字化设备中实现建

档、查询、传播、修改、保存等功能，在广义上的定

义是以数据的形式成为信息载体，其中包括文字、图像、

音频、视频等感官数据形式，其表现形式具有多元化、

互动性等特点，视觉冲击力高于传统媒体。在数字媒

体的发展中数字媒体技术应运而生，其主要功能是对

数据信息的整理和归纳，使特殊数据资源被重新整合，

通过数字媒体技术转化传输储存途径，进而使其提升

可操作性。在国家大力发展科技的背景下，数字媒体

广泛应用于各行业、领域中，同时也融入人们的生活中，

数字媒体技术也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譬如以数字化

技术解决复杂的运算推理、应用数字媒体技术优化教

育工作等。

虚拟现实技术是当前较为流行的 VR技术，该项技

术不仅应用于科技领域，更是与社会科学、教育教学、

文化娱乐、建筑工程相融合，发挥了重要的技术作用，

是未来科技的重点研究内容。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

展，虚拟现实技术逐渐被重视，该技术具有超越现实

的虚拟感，因此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能通

过技术的角度生成三维立体虚拟空间，以交互技术、

传感技术等技术手段，提升虚拟空间的真实感受，是

一项综合性的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图像处理、交互体

验处理、传感器技术、数字化技术等多项技术的融合，

提供高分辨率的虚拟现实场景。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

应用与分析，其具有多感知性、浸没感、交互性、构

想性等特征，以技术的角度融合听觉、视觉、触觉、

平衡感、力量感等人体感知功能，构建三维空间，使

体验者在虚拟的空间中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将虚拟

技术与现实环境中的物品产生交互，从而加强用户真

实体验，同时引导体验者在沉浸的虚拟环境中获得启

发，提高认知，在虚拟现实的三维空间中拓展思维 [1]。

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优势可从两个角

度进行分析：一是交互性，二者的结合放大了交互体

验感，虚拟现实技术以技术层面进行分析，其是将集

成图像、数据采集、终端设备聚于一体的技术手段，

是具有多样化、多维度的仿真技术，通过采集数据建

立三维空间，并开发关联空间，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融

合与交互，结合三维虚拟空间的互动需求，完成现实

空间的物品布置，使体验者最大程度地沉浸在虚拟空

间内，通过头盔显示器、数据手套、立体音效等外部

技术与设备加剧三维虚拟空间的真实感。二是创新性，

数字媒体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拓展体验者的思维，使

数字媒体作品更具代入感，同样推动了数字媒体的发

展，使数字媒体更直观，与新时代流行趋势相融合，

体现技术中的创新精神，为数字媒体带来更多的可能

性和自由度。

2 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之间的关系分析

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者的融合放大数字媒体的特征，充分体现了虚拟现

实技术的价值与特点，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在实际

的应用中，数字媒体在设计时会考虑很多因素，包括

项目的整体效果、多个形状、视觉体验、交互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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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数字媒体项目中能够最大化地

实现设计预设效果，以科学技术的角度解决数字媒体

中需要体现的视觉冲突、交互体验等。基于融媒体环

境下，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是突破二维空间的有利技

术，以技术的角度将科学与艺术相融合，数字媒体则

与虚拟现实技术相辅相成、共同共融，超现实的反映

艺术作品，在技术中体现艺术气息，在艺术中渗透科

技元素，将数字媒体作为虚拟现实技术的载体。另外，

在数字媒体发展中，引入该项技术，能够客观地反映

数字媒体的多维度与多样性，更深刻地体现数字媒体

的价值 [2]。

3 计算机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对策

3.1 计算辅助设计应用，对虚拟场景细节化

处理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环境背景下，很多领域会结合

计算机辅助设计，利用计算设备辅助产品设计，通过

计算机程序的运行，提升工作效率，例如 CAD软件就

是通过计算辅助设计的一种途径，在设计过程中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完成虚拟场景的细节化处理。例

如在建筑设计中，应用 CAD完成设计图纸，但很多细

节上的内容体现得不明显，可能会影响到后期的实施

与建设，因此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建立三维建筑模型，

使 CAD设计图纸立体化、细节可视化，在虚拟场景的

处理上更加的细致，以三维立体场景帮助相关工作者

做可行性分析，选择合适的工艺技术，并结合实际的

工作情况调整方案，将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相融

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对虚拟场景有效的细

节化处理同时可以将资源利用最大化，以技术的角度

推动该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3]。

3.2 军事领域的应用，强化感官效果

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应用范围非常广

泛，在军事领域应用该技术，可提升军事演习、军事

互动的真实感和立体感，因此将其应用在军事领域中

可以开展军事训练，既能体现军事活动的真实性，又

能够避免产生危险，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下，模拟

真实的战争环境、车辆、武器等，体验者通过控制器、

头盔等辅助技术设备完成相关活动，在虚拟空间体现

体验者的单兵作战技巧、小型单位战斗机巧等，同时

在虚拟作战中可直观地了解到作战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作战计划中存在的漏洞等，不断地积累经验，提升技

能与军事素养，以技术的方式减少训练成本。另外，

该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还可建立基于现实作战场景

的仿真系统，更新软件、优化硬件，使作战仿真实训

更加的真实，具有冲击力，使军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作战风险，保障军事活动中士兵的安全，为我国国防

科技提供技术支持。

3.3 在航天中的应用，强化交互设备的升级

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在航天中的应用最为广

泛，因航天的特殊性，需要融合更前沿的技术强化交

互设备的升级。在航天工程中，具有成本高、危险系

数高、工程复杂等特征，因此在航天技术的发展中，

需要借助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例如将其应用在

航天训练中，相关人员在训练中通过虚拟现实工具包

以及交互模拟管理器，完成开舱门等动作，并通过声

音识别等功能性发出制动动作声音，使训练者沉浸于

虚拟的航天空间中，极大程度地提升仿真程度，为训

练提供更真实的环境。基于未来发展和技术研究趋势，

该项技术在航天中的应用会取得多方面的突破，其中

包括建立交互通道，进行可靠的功效虚拟试验、强化

虚拟实景生成技术，构造仿真虚拟空间、加强三维图

像处理与现实技术、提升位置感知度等 [4]。

3.4 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增加技术的应用

深度

随着近些年医疗科技的发展，医学研究也在向数

字媒体、虚拟现实技术方面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

提高医疗水平，深入开展医学研究。下面将从医疗领

域的几个模块进行分析该技术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

其一，建立模拟手术室。对于临床医学从业者，

要不断地精进自身实践技术、丰富理论基础，将理论

联系实践，提升医疗水平，对医疗从业者的培训通常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相融

合，引入到医学培训工作中，在三维的仿真虚拟空间

内完成不同临床问题的手术，极大程度地缩短培训周

期，提升手术水平。

其二，急救演练。在医疗领域中会出现非常多的

紧急情况，一些紧急问题是没有办法预设和复刻的，

因此要结合以往急救中存在的问题建立数字化虚拟场

景，以仿真场景开展急救演练，提升医护人员面对突

发情况是的应急反应，规范急救流程，以技术的角度

优化医疗管理 [5]。

其三，制定手术方案。手术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过

程，例如在开颅手术中会因为非常细微的问题而影响

最终的手术结果，因此在手术前，可以应用该项技术，

构建手术模型，在模型中细节化处理，全方面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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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及器官细节，从而制定精确的手术方案，大幅度

提升手术的成功率。

将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应用到医疗

领域中，助力医学科研研究、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加

强医疗流程管理、培养高质量人才，以技术的角度，

增加技术的应用深度。

3.5 在房地产中的应用，提升人性化服务体验

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房地产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为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需要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将数字媒体、虚拟现实技

术应用在房地产行业中，以个性化的角度提升客户体

验，同时进一步地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尤其在新冠疫

情的影响下，人们的出行会受到各地疫情防控的影响，

使得房地产行业中的“带看”受到了阻碍，下面将结

合以下几个角度分析该项技术在房地产行业中的应用

优势。

其一，通过交互技术节约“看房”成本。无论是

买房、租房，在传统的房地产营销工作中，都需要由

房产销售“带看”，让客户更好地了解目标房源的空间、

配套设施、附近环境等，客户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同

时也为房产销售增加工作量，将该项技术应用于房地

产行业中，一方面节约了客户的时间成本，可以足不

出户看到房源的仿真实景，突破空间的限制，在终端

设备上可以随时随地看房，并了解周边的设施及环境。

另一方面提高了房产销售的工作效率，同时拓展了拓

客渠道，应用大数据分析精准的目标客户，提升成交率，

降低营销成本。

其二，提升营销效果。传统的房地产影响包括

投放广告、发放传单等，在新时代背景下，房地产可

结合数字媒体，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策划营销方案，以

技术的角度提升营销效果，譬如房地产营销部门通过

App、小程序等渠道，投放数字化效果图、户型图，以

线上的方式带领客户全景看房，以视觉冲击和虚拟现

实技术的交互性加速客户决定，强化营销效果，提升

成交率 [6]。

3.6 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提高交通管理效率

科技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手机支付到智

能交通，都体现了信息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将数字

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智能交通中，能最大程度

地提升交通管理效率。一方面将该技术应用于测试交

通方案上，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与数字媒体的融合，建

立可视化交通测试方案模型，通过技术的角度解决交

通管理问题，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将资源利用最大化，

并减少在交通测试中的危险性问题，同时可将其应用

于城市轨道交通的仿真系统中，以仿真模拟场景、系

统来完成系统运行、维护等环节，大幅地提升了工作

效率和安全性，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节约了成本。另

一方面可将其应用于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与驾驶培训工

作，助力交通管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数字媒体建

立仿真虚拟交通体验场景，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完成

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和宣传，使体验者身临其境，体验

各种交通行为，并在驾驶培训中心引导体验者掌握交

通安全知识等，使体验者在参与过程中产生如同自然

生活般的真实体验，用科技改变生活，以技术的层面

提升交通管理效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计算机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

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媒体

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与行业，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

为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持、为社会生产节约成本，因

此二者的结合不仅是艺术与技术的融合，更是生活与

技术的融合，推动未来科技发展，重新定义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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