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_Bas eInf o
Table_ Title

行业快报

2015 年 01 月 26 日
电子元器件

证券研究报告

Tabl e_Sum m ar y

互联网专家深度解读虚拟显示
oculus：虚拟显
示的价值有两点，其一，互联网最值钱的服务是社交服务，虚拟显示
提高人和人连接实现社交；其二，目前互联网的最大的问题是碎片化，
无法进行沉浸式的信息过滤、搜索和提取。现在微信解决不了眼神级
别的脸对脸的交流，这是高质量的交流。从教育到社交，信息获取的
下一代是人工智能，目前信息获取还停留在人肉搜索阶段，大量无效
信息。如果上升到人工智能，可以筛选高质量信息。
■虚拟显示未来是基础性技术，用在很多行业，这是它厉害的地方。
他会解决很多基础服务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实现信息最大化的价值
利用。如果有一种技术让你觉得穿越时空的感觉，这种技术是值得投
资的。有两种技术值得投资，一种是现在看起来很像玩具，根本没有
用，还有一种是看起来遥不可及，比如去太空居住这些。这两种技术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最牛的公司在这两极，大多数公司在中间
做正常生意。
■现在大量 sensor 技术已经实现，但 sensor 带来的体验还没能实现。
现在做 sensor 的都是理工男，理工男对应用不敏感。苹果牛在他是文
艺青年领导的科技公司，大多数公司是理工男领导。比如那些新型震
动马达，在很多科技公司，老板会问放这么贵的马达干什么用，老板
只关心多放一块钱的技术能否多卖两块钱。苹果成功在于有跨界能
力，能以供应链的方式使得投入超额回报。这是巨大的门槛，现在深
圳这么强大的制造能力，要抄一个 iphone 做出来比苹果卖的价格还
贵。软的东西是无法抄袭的。专利和内容设臵又是两道防火墙。这不
仅是苹果，而且是 facebook 的 oculus 未来的价值。
■沉浸式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电脑手机都可以看电影，
还要去电影院看，因为手机电脑上很容易被打断，但是去电影院时间、
空间、花费又有限制。因此虚拟显示首先颠覆的是影视行业。移动互
联网把你的时间大量碎片化后，哪个东西像微信一样让你有杀伤力的
用户体验？微信没有取代微博，但微博的时间都被微信拿走了。虚拟
显示在改变你的信息获取方式上易如反掌，它能带来沉浸式的用户体
验，这是碎片化的反面，让你不知不觉沉浸其中达几个小时，这是
oculus 的稀缺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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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电子上周深圳沙龙邀请互联网专家精彩论述虚拟显示和 oculus
虚拟显示的价值有两点，其一，互联网最值钱的服务是社交服务，虚拟显示提高人和人
连接实现社交；其二，目前互联网的最大的问题是碎片化，无法进行沉浸式的信息过滤、
搜索和提取。现在微信解决不了眼神级别的脸对脸的交流，这是高质量的交流。比如虚
拟教育，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几十万几百万个学生都觉得老师在对他讲课。现在
最值钱的教育班是小班上课，这才是真正的虚拟教育，是虚拟显示最值钱的地方。如果
虚拟教育不能互动的话没有意义，他跟电视大学没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就是社交。信息
获取的下一代是人工智能，目前信息获取还停留在人肉搜索阶段，大量无效信息。如果
上升到人工智能，可以筛选高质量信息。微信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信息排名。上一代 99 年
互联网发展，估值排名最高的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要解决信息大量化后如何找到有
用的信息问题。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又分散了，比如你去吃饭就去大众点评，垂直化和分散化。
信息永远是分分合合的过程，后面信息聚焦过程中，虚拟显示作为一种基础技术，去解
决虚拟教育、社交、工作、医疗，以及拓展人的能力。最简单的是证券行业参加券商策
略会和调研，策略会很多人很想去，但一懒就不去了，券商每次举办策略会花很多钱，
但由于没有人过滤信息，参加的人也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虚拟显示未来是基础性技术，用在很多行业，这是它厉害的地方。他会解决很多基础服
务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实现信息最大化的价值利用。如果有一种技术让你觉得穿越时
空的感觉，这种技术是值得投资的。有两种技术值得投资，一种是现在看起来很像玩具，
根本没有用，还有一种是看起来遥不可及，比如去太空居住这些。这两种技术一个在上
面，一个在下面，最牛的公司在这两极，大多数公司在中间做正常生意。比如 oculus，
很多人把他当作游戏附件，但其真正价值是虚拟社交、教育、医疗等。这几年我看到这
么多项目和技术，唯一有兴奋感的就是 oculus。体积大、发热等问题都不是问题，它给
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3d 的跨时空世界，在眼睛上做文章是特别重要的。比如 oculus
提供上海的体验者和纽约体验者交换身体，以他的视角带几万人去体验纽约，体验 ces。
看起来是一个简简单单很小的应用，完全颠覆传媒，颠覆社交。背后商业空间非常大。
比如你会身临其境体验过山车的现场感，让虚拟东西真实化，可想象空间很大，这是投
资人最喜欢的。可以看清楚未来三五年大趋势。北京不少产业人都在做，雷军也在投资。
技术上并不复杂，陀螺仪，带宽，技术能力都不是问题。马上会产生内容产业链，gopro
看起来不应该那么值钱，但 gopro 是极客提供的内容世界，创意和背后的内容产品，是
很难实现和聚合的，
gopro 的估值是背后的探险家们实现的。oculus 带来的身临其境感觉，
会带来内容的无限想象，比如安信电子分析师带你去 ces，带你去硅谷。探险家带你去南
极，去大峡谷，带着你跳伞，这种让人激动的用户体验是可以快速推动的。手机现在弄
来弄去，空间已经不大，大家会转向内容的实现。谁如果把这些没有生命的赋予生命，
赋予内容，赋予可能性，这种社交价值前景很大。
现在大量 sensor 技术已经实现，但 sensor 带来的体验还没能实现。现在做 sensor 的都是
理工男，理工男对应用不敏感。苹果牛在他是文艺青年领导的科技公司，大多数公司是
理工男领导。比如那些新型震动马达，在很多科技公司，老板会问放这么贵的马达干什
么用，老板只关心多放一块钱的技术能否多卖两块钱。苹果成功在于有跨界能力，能以
供应链的方式使得投入超额回报。这是巨大的门槛，现在深圳这么强大的制造能力，要
抄一个 iphone 做出来比苹果卖的价格还贵。软的东西是无法抄袭的。专利和内容设臵又
是两道防火墙。这不仅是苹果，而且是 facebook 的 oculus 未来的价值。
沉浸式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电脑手机都可以看电影，还要去电影院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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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机电脑上很容易被打断，但是去电影院时间、空间、花费又有限制。因此虚拟显示
首先颠覆的是影视行业。移动互联网把你的时间大量碎片化后，哪个东西像微信一样让
你有杀伤力的用户体验？微信没有取代微博，但微博的时间都被微信拿走了。虚拟显示
在改变你的信息获取方式上易如反掌，它能带来沉浸式的用户体验，这是碎片化的反面，
让你不知不觉沉浸其中达几个小时，这是 oculus 的稀缺性和价值。今天我们聚会，大家
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让肉身来到现场，必须通过手势、眼神、表情交流才能达到交流效果，
才能保持专注。为什么互联网大力发展后电影院反而起来了，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比如你
看一个报告，会被各种杂乱信息打断，电影院提供沉浸和专注。一旦沉浸进去，就有大
量想象空间，比如虚拟化社交、娱乐、工作、教育、医疗、购物等等。
以上就是 oculus 和虚拟显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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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分析师声明
赵晓光、邵洁、郑震湘分别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
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
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
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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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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