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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全球科技巨头 Facebook 宣布其业

务布局转向元宇宙，甚至将自己的公司名字更

改为 Meta，引发了各界对元宇宙的强烈关注。

而这，仅是资本市场掀起的元宇宙热潮中的一

个缩影。

今年 3月，被誉为最能体现元宇宙概念的游

戏《罗布乐思》获得了 5.2 亿美元融资，该游戏的

开发商 Roblox 上市首日市值突破 400 亿美元，

比一年前估值涨了 10 倍；字节跳动也以近百亿

的价格收购了 VR 创业公司 Pico，彰显其布局元

宇宙的决心……国内外各大科技巨头纷纷开启

了探索元宇宙的步伐，但是同一个元宇宙赛道，

“飙车”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大科技企业主要还是

依托其既有优势来布局元宇宙领域，主要可以分

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聚焦核心元器件和基础性平台领

域，加快布局元宇宙硬件入口和操作系统，以英伟

达、Meta、微软等国际数字科技巨头为主，字节跳动

等国内企业也在加快推进元宇宙相关硬件的研发。

第二种是聚焦商业模式与内容场景，探索元

宇宙相关应用场景落地，以国内数字科技巨头为

主，如腾讯表示将在游戏、社交等领域加快对于

元宇宙的研究开发。

第三种是政府推动企业入局模式，以韩国企

业为主。韩国是全球推进元宇宙产业发展最为

积极的国家之一，其首都首尔在今年 11 月宣布

成为首个加入元宇宙的城市政府；同时，韩国元

宇宙产业的发展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牵头，引导

和推动三星、现代汽车、LG 等企业组成“元宇宙

联盟”，形成企业在元宇宙领域的发展合力，以此

推动实现更大范围的虚拟现实连接，并建立韩国

国家级元宇宙发展平台。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外元宇宙领域的争夺战

已经如火如荼，元宇宙产业的全球不均衡发展态

势正在逐步形成，在此情景下，我国企业应强化

元宇宙产业发展的科技硬实力。

同一个赛道入局模式不同

技术局限性是当前元宇宙发展所面临的最大

瓶颈。相关技术的成熟度，距离元宇宙落地应用的

需求仍有一定差距，因此现有元宇宙技术展示场景

多为实验性、局部性以及有限性的应用，并且展示

成本非常高昂。如今年4月英伟达在其发布会上

展示的15秒“数字黄仁勋”，就投入了近50位研发

人员，共制作了21个版本。

作为一种多项数字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元

宇宙场景从概念到真正落地需要实现两个技术

突破：第一个是 XR、数字孪生、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单项技术的突破，从不同维度实现立体视

觉、深度沉浸、虚拟分身等元宇宙应用的基础功

能；第二个突破是多项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突

破，通过多技术的叠加兼容、交互融合，凝聚形成

技术合力推动元宇宙稳定有序发展。

另外，数据也在元宇宙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

作用。一方面，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场景落

地，对数据体量和维度将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收

集用户更多的个人信息；另一方面，数据安全是

元宇宙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为平衡好数

据使用和数据安全，需要前瞻性构建元宇宙相关

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规范。

落地需要实现两个技术突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元宇宙是我们探索内心世界需求

的一种可能路径，寄托着我们对智慧社会生活的一种向

往。针对当前元宇宙热潮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以

积极审慎的态度，稳步推动元宇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今年以来，由于全球主要投资机构纷纷加码

布局元宇宙领域，推动元宇宙的关注度和热度持

续升高。这股热潮一方面推动了 XR、数字孪

生、人工智能等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发展，增强了

元宇宙相关行业的发展动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另一方面，这股热潮也已经产生了一些消极

影响，甚至会误导元宇宙产业的发展方向，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企业扎堆涌入元宇宙领域，纷纷打造

“元宇宙人设”。由于元宇宙应用场景的实现需

要多种数字技术综合集成，因此部分技术相关企

业趁着元宇宙概念大火的时候，迅速将自己包装

成一家元宇宙企业，或者将企业原业务改成与元

宇宙相关。这种过分迎合概念热潮、偏离原有技

术发展路径的行为，对企业实际帮助可能不会很

大，甚至适得其反。

其二，增加了一些科技泡沫，甚至由此催生

出一些新的套路和骗局。科技巨头、风险投资对

于元宇宙的青睐，带来相关概念股的大涨，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元宇宙泡沫。如当前市场上爆

发的抢注元宇宙相关商标现象，其中部分企业的

业务与元宇宙几乎毫无关联。甚至有不法公司

和个人打着元宇宙的幌子，做着“钻空子”的事

情，并由此催生出一些套路和骗局。

其 三 ，贩 卖 焦 虑 和 暴 富 大 饼 ，收 割“智 商

税”。部分机构和个人动辄以“终极”“最后一次”

“未来通道”等夸张性字眼来形容元宇宙，通过贩

卖焦虑和暴富大饼，以付费课程、新知培训等形

式分“流量羹”、收“智商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元宇宙是我们探索内心

世界需求的一种可能路径，寄托着我们对智慧社

会生活的一种向往。针对当前元宇宙热潮产生

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以积极审慎的态度，稳

步推动元宇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局限性是元宇宙

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切围绕元宇宙相关模

式的探讨或者布局，只有在技术真正突破后才

能实现。扎实推进基础数字技术研究是布局元

宇宙赛道的最有效策略，只有不断增强技术创

新能力，稳步提高技术成熟度，才能在元宇宙

产业发展中赢得制高点，并真正推动元宇宙产

业走向成熟。

其次，目前元宇宙产业仍在萌芽阶段，其商

业价值的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实践早已证

明，技术创新不能偏离商业价值，商业价值更不

能脱离技术创新而独立存在。面对元宇宙热潮，

要保持理性的行为认知和正确的市场导向，谨防

借技术和概念的名义催生科技泡沫。

最后，从用户个体来说，对待元宇宙这样一

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生事物，既要有好奇心，更

要有务实心，对市场上出现的元宇宙相关炒作行

为保持冷静和警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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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以“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携手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的首

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互联网企业

和网络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和网民代表通过这一网络文明的理

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深

入研讨互鉴，分享经验成果，加强合作交流。

大会期间，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等环节内容丰富、各具特色，主旨

发言、圆桌对话等议程紧扣热点、精彩不断。

思想在这里激荡——面对新形势，与会人士共同为网络文明建设建

言献策。

“互联网核心技术创新是网络空间治理的支撑，自主可控将赋能网络

空间行为规范、生态治理和文明创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网络科

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吴建平表示。

“以主流价值融入企业灵魂，以综合治理营造良好生态，以核心技术

助推文明建设。”快手科技董事长宿华说。

成果在这里展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十件大事发布，全面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共建网络文明行动倡议发起，号

召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凝聚向上向善力量，营造清朗文明环境。

“在推进网络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网民等都需

要继续探索如何履行好各方责任，并找到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中国传

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认为，此次大会为今后的工

作实践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将有助于大家以更大的热情、更明确的责

任、更具体的行动投入到网络文明建设当中。

合力在这里积聚——围绕网上内容建设、数据与算法、网络生态治理

的挑战与应对、网络法治、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网络公益慈善发展与挑战

应对、平台经济诚信建设等网络文明热点话题举办的7场分论坛精彩纷呈。

“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传播效能，避免一味迎合、简

单生硬”“推动算法向上向善，为网络文明建设赋能助力”“共同抵制和打

击平台经济的失信行为，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让诚实守信的理念

在网络空间蔚然成风”“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要将网络素养教育贯穿到

学生思想启蒙、认知深化、行为养成的全过程”……

一次次头脑风暴碰撞火花，一场场观点交锋凝聚共识。

大会落下帷幕，精彩仍将继续。

人们看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法治

保障更加有力，生态环境更加清朗，文明风尚更加彰显，全社会共建共享

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聚向善之力，享文明之风。

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这场网络文明领

域的盛会，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聚向善之力，享文明之风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落幕

某公司推出数字人美妆博主，一条短视频收

获百万粉丝；新华社推出数字记者，“TA”也是全

球首个数字航天员，吸引众多视线……如今虚拟

数字人概念火热，但要打造真正高逼真、超写实

的数字人，还有大量技术问题要解决。

近日，“数字梅兰芳”大师复现项目启动仪式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由北京理工大学参

与研制的全国首个高精度京剧数字人“梅兰芳孪

生数字人”在仪式现场亮相。

该项目以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 26岁时的模

样为原型，对其进行复现。项目由中央戏剧学

院、北京理工大学共同发起，腾讯公司提供技术

支持，受到“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资

助，并得到了多家单位和梅兰芳先生家人及弟子

的大力支持。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研究员翁冬冬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未来他们将不断进行模型实时化

升级，并在多个场景应用落地，力争打造国内第

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可实时交互的“京剧数字人”。

扫描，分解，构建
做数字人表情有讲究

虚拟数字人是存在于数字世界的“人”，利用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将人全身及肢体动作

全方位地进行数字化、可视化复制，最终将现实

生活中的人精确地在数字世界中模拟构建出来。

做虚拟数字人，本身就是啃一块硬骨头。因

为人天然就对人的面部特别敏感，虚拟数字人做

得稍有不到位，就会让人觉得怪异。

所以虚拟数字人的一大考验，就是表情。

研究课题组找到和年轻时梅兰芳先生长相

相似的演员，让他模仿梅先生的表情神态，然

后利用光场采集技术，采集真实演员毫米级精

度的三维数据，并以计算光学为基础构建物理

属性皮肤纹理，从而实现对真实演员的高复原

度重建。

“其实一个人的表情神态是很难复现的。我

们要扫描演员肌肉的走向、脸部的皱褶等。”翁冬

冬说。他们需要将演员做出的表情，编码成几百

个基础表情元素。比如完全闭上左眼、左眼半睁

开、完全闭上右眼、嘴角向上微微扬起……但人

在做表情时，脸上很多部位是联动的。所以，先

要将已扫描出的表情拆分成单个的表情元素，再

根据实际需要，重新将这些元素组合起来，构成

新的表情。

获取了这些表情之后，课题组还需要将演员

脸上的表情，迁移到数字人梅兰芳先生的脸上。

“京剧数字人，对眼神和表情的要求非常高。”翁

冬冬说。

由于已经无法采集到梅兰芳先生的真人三

维数据源，在收集了大量梅先生的照片作为数字

资产构建的参照后，研究团队邀请中央美术学院

的师生以历史照片为依据完成了梅兰芳先生的

实体肖像。在技术团队与雕塑团队的反复磨合

后，完成了以三维数字化为目标的真人雕像数字

人制作。

接下来，他们还需要完善数字人的声音能

力，完善数字人的实时语音交互能力，让数字人

真正“活起来”。

消失的布料，失传的手艺
数字化也是一种抢救性保护

难题，不仅在于技术。

这一次，他们这帮技术出身的科研人员，切

实感受到了科技和传统艺术的碰撞。“学京剧的

人，对传统是很敬畏的，也是相当讲究的。”翁冬

冬说。

梅兰芳先生服装的数字化，就颇费一番周折。

“现在的布料，和民国时期的布料是不一样

的。”翁冬冬说，为了做出接近的衣服质感，项目

的另一合作方、中央戏剧学院传统戏剧数字化高

精尖中心主任宋震团队，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民

间收藏的民国留存布样，以其为基础进行逼真服

饰材质模拟。

梅先生戏服上用到的线，叫金线，是用棉绳

绕着金箔做出来的。团队被告知，这线现在没法

做，因为工艺没有了，手艺失传了，而且当年的棉

和现在的棉，根本就不一样。

有此问题的还有头冠。团队找到专门做盔

头的老师傅，来复现京剧《穆桂英出征》中的头

冠。但老师傅说，制作这东西，没有图纸，手艺都

是口口相传的，靠的是自行领悟。

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给数字化扫描

带来了难度。

在困难中，翁冬冬也更深刻体会到这一项目

的意义——它其实也是在数字化保存那些正在

消失的东西。

“做梅兰芳先生的孪生数字人，不仅是一个

技术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科技和传统文化融合

的过程。”翁冬冬说，亲身实践，才会碰到纸上谈

兵时不曾想过的问题。融合没那么简单，确实需

要双方的磨合、互相倾听和耐心沟通。

目前，最为人熟知的数字人，当属虚拟偶

像。一些主要采用 AI 换脸技术的数字人，也活

跃在市场上。翁冬冬说，从长远来看，三维化的

数字人数字资产价值会更高。特别是元宇宙，天

然就需要以三维为基础，所以数字人是构成元宇

宙的重要基础元素。

“未来数字人可以成为人机交互的界面，成

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入口。毕竟人还是更容易接

受和‘人’沟通交互。”翁冬冬说，但要让高逼真的

数字人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不出戏，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还是要冷静看待数字人的火热。”

打造梅兰芳先生的孪生数字人有多难

从技术本质来看，元宇宙是一种让我们能够

与所处环境更好相融的技术手段。因此，元宇宙

相关应用的落地将与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密切

相关，主要包括四种形式：一是工作“元化”，即大

量工作场景如会议、设计、监控等将在元宇宙中

发生；二是生活“元化”，即大量的生活场景如购

物、休闲、娱乐等将转移到元宇宙中；三是研发

“元化”，虚拟世界将打破我们所习惯的现实世界

物理规则，从全新视角推动研发创新，元宇宙有

可能成为研发的新型实验室；四是社会治理“元

化”，元宇宙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促进社会治理效率和水平的提升。

未来应用与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目前，已有普华永道等多个国际知名咨询机

构，对元宇宙未来发展前景持乐观预期，同时业内

人士也普遍认为元宇宙很大可能是未来互联网发

展的新方向。从现在互联网细分产业规模可知，

伴随元宇宙的发展演化，不同类型的企业只要能

抓住“元化”机遇，与元宇宙发展做到良好衔接，就

能在未来元宇宙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虽然元宇宙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从目

前元宇宙发展相关的算力条件、网络技术和虚拟

现实技术发展现状来看，其基本场景的实现大概

需要 10—20 年的时间。元宇宙目前仍处于萌芽

发展时期，围绕其产生的相关应用场景几乎都在

纸面上，现阶段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充满不确

定性。

新华社讯 （记者张辛欣）记者 11 月 22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发布

第二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行业实践。厂区智能理

货、全域物流监测……这些正作为典型应用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生产、制

造环节推广。“5G+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入，为智能制造提质增效。

5G 和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的

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加快 5G 基站建设和行业虚拟专网规模化发展，

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进企业、进园区、进产业集群。“5G+工业互联网”融

合应用在很多领域展开实践。

生产制造领域，通过独立 5G专网，浪潮 5G产品支撑东风商用车有限

公司实现整车生产线自动化配件运送系统的智能化升级，生产线整体产

能提升了 26%；在用能服务上，将无人机巡检大数据和图像视频大数据结

合，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对输电杆塔进行隐患精细化排查，确保区域可靠供

电；在设备检测方面，泉州水务集团与百度智能云合作，实现设备运行检

测的智能识别与管理，有效降低生产风险……

据悉，“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已在采矿、电力、钢铁等 22个

重点行业深度应用，快速推广。工信部总工程师韩夏说，5G、工业互联网

支撑实体经济降成本、提质增效、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显现。

在工信部发布的第二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行业

实践中，包括利用边缘云平台实现生产制造状态实时透明化、可视化，通

过内置 5G 模块的仪器仪表实现企业生产能效状态检测等推进制造业智

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场景。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将聚焦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大力推行

“揭榜挂帅”机制，实现工业模组、传感器、关键软件等领域的快速研发和

产业化。全面推进 5G、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通过抓示范、树标杆、建园区，遴选一批专业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建设一批

5G 全连接工厂，做优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复合型专家人才队

伍，带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升级。

工信部发布第二批

“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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