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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VR头盔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VR头盔

行业相关概述、中国VR头盔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VR头盔行业的现状、中国VR头盔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VR头盔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VR头盔产业发展前景与

投资预测。您若想对VR头盔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VR头盔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虚拟现实头盔，即VR头显（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早期也有VR眼镜、VR头盔等称

呼。VR头显是一种利用头戴式显示器将人的对外界的视觉、听觉封闭，引导用户产生一种身

在虚拟环境中的感觉。

     头戴式显示器是最早的虚拟现实显示器，其显示原理是左右眼屏幕分别显示左右眼的图像

，人眼获取这种带有差异的信息后在脑海中产生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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