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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千行百业

工信部整顿“网盘限速”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普及，人

们逐渐习惯使用网盘存储个人数据资产。 然
而，不少网盘平台上出现了“网盘限速”，降低
了用户使用的体验感，损害了用户权益。

前不久，工信部部署行动，明确提出相关
企业应优化网盘类服务提供方式， 确保上传
下载最低速率满足免费用户的基本下载需
求。 为进一步保障用户权益，11 月 17 日，在
工信部指导下，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通院
组织国内主要网盘企业制定并签署 《个人网
盘服务业务用户体验保障自律公约》（以下简
称《自律公约》），包括百度网盘、腾讯微云、天

翼云盘、和彩云、阿里云盘、迅雷云盘、360 安
全云盘和网易网盘等在内的首批 8 家网盘企
业承诺推出“无差别速率”产品。

根据《自律公约》倡议，在同等网络接入
条件下， 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经营者为各类用
户提供无差别的上传 /下载速率服务。 所谓
“无差别速率”， 就是指个人网盘服务商为用
户提供相关业务时， 无论是免费还是付费用
户， 网络资源供给和速率配置的机制都应保
持一致，不区别对待，取消各类限制，使各类
用户享受到的上传/下载速率体验无差别。

那么， 为什么网盘企业要对用户进行限

速呢？归根到底，是盈利模式使然。多年来，不
断增加的网盘用户量带来的人力、服务器、带
宽等成本大幅增长，免费模式造成盈利困局。
摆在网盘企业面前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在吸引
海量用户后，找到成功的商业模式。在此背景
下，一些网盘服务商开始回收免费存储空间，
并对下载速率进行限制，尝试付费会员模式。
然而， 这便犯了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的大忌。长此以往，网盘业务的信用基础受到
伤害，行业发展会陷入更深的泥潭。 所以，解
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个性化服务进行差异化
定价，进而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

《自律公约 》的出台 ，为推出 “无差别速
率”产品划定了时间表，也为网盘企业创新发
展划定了起跑线。 一方面，无论对免费用户，
还是对付费用户， 网络资源供给和速率配置
的机制都应保持一致，不区别对待，使各类用
户享受到的上传/下载速率体验无差别。 另一
方面，《自律公约》 鼓励各市场主体突破现有
相对单一的发展模式，加强技术、产品和商业
模式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和产业价值。也就
是说， 网盘企业需要探索在不触碰行业规则
的前提下，吸引用户主动使用网盘，并降低综
合成本压力，增加盈利机会，实现多元发展。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整理）

你被 App
“自动续费”了吗?

■ 何珂

近日，有网友爆料，偶然清算支付账单，发现有多种“自动续
费”，包括视频会员、网盘会员、修图软件会员等。 虽然一些 App
早已被弃用，可用户荷包仍在“跑冒滴漏”，可谓是“开通一时爽，
续费套路深”。

听歌、看剧、拍照、记录……眼下，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入大家
的生活，诸多场景都要用到各种手机 App。 不少 App 服务商推出
付费会员制，宣称提供更多优质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
商家为吸引消费者目光，会设置新用户优惠或者首月免费，而这
样的活动往往和“自动续费”关联。 当你点击充值时，会发现自动
续费成了必选项，如果不勾选就无法享受优惠。 有的 App 自动续
费界面设计得很隐蔽，用户须知也不明显，导致一些人开通了自
动续费却毫无察觉。 由于自动续费每次的扣款额度都不大，有时
候较难引起用户注意。 长此以往，难免有些人已经忘记了自动续
费的事情，甚至 App 都卸载了还在扣费。 在相关消费者投诉平台
上，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的投诉有 6 万余条。

今年 5 月 1 日，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
“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
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以
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法律既有规定，
为何一些商家还抱着侥幸心理为消费者埋下消费陷阱？一方面是
当前治理强度和惩治力度难以让商家“却步”；另一方面，一些商
家看似尽到了相应义务，实际上却通过人为设置繁琐步骤、故意
使用小字号提示等手段，给消费者制造知情或者退出障碍。对此，
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依法清理整治，把主动选择权
还给消费者，维护市场公平正义。

同时，企业也要明白，吸引用户付费无可厚非，但要做得堂堂
正正、光明正大。 毕竟，要用户付费，必须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通过具有高附加值的内容满足用户需求，利用更新的技术手
段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进而提高用户黏性。 如果只是玩
套路，一时遂了心愿，用户不会第二次上当。 少一点套路，多一分
真诚，才能真正赢得用户的信赖和支持。此外，消费者也要提高警
惕，要仔细查看付费会员的“附加条款”，也要自查第三方支付软
件中是否已潜伏“自动续费”，若遭遇被“自动续费”，不仅要及时
取消，而且该投诉维权时别怕“麻烦”，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

张雨秋/绘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近年来，VR（虚拟现实）技术不断进步，已经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随着
VR 技术日益成熟，VR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加速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 VR 还存在哪些痛点？ 如何进一步推进 VR 产业发展？

“身体随着虚拟的滑雪场景不断晃
动，体验到了滑雪的乐趣。虚拟的视觉效
果，加上机器的震动，让人觉得像在实地
滑雪一样，太刺激了！ ”11 月 20 日，在世
界制造业大会的展馆内， 参观者刘女士
戴着 VR 眼镜， 正在体验一款 VR 滑雪
项目。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款“5G+
VR”滑雪机，模拟真实的滑雪场景，给消
费者带来亦真亦幻的体验。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 VR），
是一种运用计算机仿真系统创建多源
信息融合的交互式三维动态实景以及
动作仿真，使用户产生身临其境体验的
技术。 VR 融合了计算机、电子信息、仿
真技术 、动态环境建模技术 、实时三维
图形生成技术 、 立体显示和传感器技
术 、系统集成技术等技术 ，被视为新一
代互联网入口。

在“十四五”规划中，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被列入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具体
内容包括推动三维图形生成、 动态环境
建模、实时动作捕捉、快速渲染处理等技
术创新，发展虚拟现实整机、感知交互、
内容采集制作等设备和开发工具软件、
行业解决方案。

目前，VR 在多项技术上取得了长足
进步。近日，2021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
会发布了虚拟现实产业重要成果。 在关
键技术领域，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在近眼
显示技术、多感官协同技术、全景摄录技
术、虚拟仿真技术、内容处理技术等方面
取得重要突破。

随着技术进步，VR 产业迎来增长爆
发期，催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日前，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和虚拟现实
产业联盟等联合发布的 《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白皮书（2021 年）》指出，今年，全球
虚拟现实产业进入新一轮爆发期， 前 9
月虚拟现实产业累计投融资金额已达到
207.09 亿元。 根据预测，2021 年全年 VR
头显出货量同比增长 28.9%，2025 年 VR
头显出货量达到 2860 万台，五年复合增
长率为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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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突破了空间限制，在 5G 的支撑
下，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有望成为数字经
济领域的重要产业。 VR 的应用领域不
断拓展，在教育、医疗、游戏、交通管理、
文化旅游、 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表现突
出，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期间，云端
看展成了时尚。大会官网开设展览展示专
栏，将实体展馆通过 VR、3D、图片、视频等
形式整体搬迁至线上，社会公众可通过官
网 24小时线上观展。

在文化旅游领域，VR 凭借其优势，
成为网络参观的新方式。 安徽博物院运
用 VR、AR（增强现实）、三维影像制作等
技术，打造《烽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
列》《江淮撷珍》《安徽古生物阵列》 等数
十个数字展览。 观众打开电脑， 点点鼠
标，进行 360 度全方位的旋转和缩放，就
可以“移步换景”，参观展览的各个细节，
仿佛置身展览现场。 黄山利用 5G 和 VR
技术， 进行全景直播， 实时传输景区画
面，让用户远程 360 度纵览黄山美景，带
来沉浸式的体验 。 安徽艺术学院利用
VR 技术，上线红色景点虚拟体验馆。 师
生戴上 VR 眼镜，足不出户就能“参观”
红色景点，犹如身临其境。

在教育领域，VR 也派上了用场。 在
VR 实验室里，学生们借助虚拟实验教学
硬件设备就可以完成各类实验，VR 技术
与课本内容深度结合，起到直观、立体、
高效的人机互动效果。

在医疗领域，VR 在心血管手术、脊
柱手术等多个手术领域得到了应用。 疫
情期间，“5G+VR” 远程观察和指导系统
在部分医院上线。通过该系统，医护人员
可以进行 360 度全方位高清远程诊疗指
导，减少和病患的直接接触，同时患者家
属也可以利用该系统进行实时探视。

得益于技术发展，VR 终端设备更加
轻薄，舒适度也有所提升，加速融入百姓
生活。据了解，今年以来，VR 线下体验店
增长迅速 ，VR 游戏 、VR 电影等成为消
费者青睐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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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在政策支持、5G 加速商用
等因素的推动下，VR 产业加快发展，应
用场景日益丰富。不过，目前，VR 产业仍
存在诸多痛点，面临很多挑战。

核心技术有待突破。 我国 VR 企业
主要在 VR 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进行布
局， 而在芯片等核心技术研发方面投入
不足。

缺乏现象级应用。VR 内容缺乏也是
制约 VR 发展的重要因素。 VR 设备如果
缺乏配套内容， 那么就很难吸引消费者
买单。 完善 VR 生态系统，创作 VR 配套
内容， 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 且成本较
高。 目前，VR 公司为了抢占市场， 主攻
短、平、快的设备项目，对于耗时费力、收
益较低的内容则敬而远之，这不利于 VR
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产业生态不够完善。 当前，VR 产业
链还不够成熟，产业协同发展严重不足。
VR 产业缺乏相对成熟的盈利模式，缺乏
领军企业和规模化应用， 行业呈现小、
微、散特点。 在科技展会上，人们经常能
看到 VR 应用演示， 但真正落地的应用
并不多。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摆几台 VR
设备，供顾客体验，这样的应用程度总体
来说还比较初级。

在 2021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采取有效措施， 着力推
动应用创新、生态建设、技术突破，推动
虚拟现实技术更好赋能实体、服务社会、
造福人民。 一是深化融合应用。 编制《虚
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深挖具备潜在商业推广价值的创新应
用，培育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二是
加强生态建设。 健全虚拟现实标准和评
价体系，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培育具
有引领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 支持创新
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三是加快技术突
破。提升基础技术能力，支持产业链各方
建立产学研用协同机制， 促进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发展。四是扩大开放合作。加强
技术、人才、生态、市场等方面的国际交
流合作， 共享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应
用市场，打造合作共赢发展新局面。

专家表示， 破除 VR 产业的发展瓶
颈，要出台支持政策，加强人才培养，在
“卡脖子”技术方面加快突破，加强跨领
域技术储备，推动 VR 基础技术发展，夯
实 VR 的技术基底，弥补技术短板。 要强
化软件建设，增加 VR 内容供给。 要加速
推进 VR 生态布局，完善产业链条，打造
产业基地，形成产业集群，为 VR 产业发
展增添腾飞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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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