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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基亞的未來不在於手機

而在於 OZO
Vesa Rantanen 直直地凝視著我的眼睛。這個在諾基亞科技從
事研發工作的人，在盯著我的同時，也在向我講述他所在的團隊是
如何在 VR 部門完成任務的。可惜我無法集中注意力。當他在跟我講
話的時候，旁邊也有一群人也在奇怪地看著我——我能聽到他們在我左邊竊竊私語——於是我迅
速看了他們一眼。結果，我看到“我”在遠處，帶著一個 Gear VR 設備。我揮揮手，結果那個“我”也同
時在向我揮手。
事實上，Rantanen 根本沒有在凝視我的眼睛，他只是在盯著諾基亞那款圓形的虛擬現實相機
——OZO 的矩陣鏡頭看。OZO 內置的麥克風可以傳輸 Rantanen 的話和他周圍的那些耳語。通過我
的頭戴式 VR 耳機和聽筒，我可以迅速看到並且聽到 OZO 所能看到和聽
到的一切；這種感覺就像是 OZO 變成了我的眼睛和耳朵。

與衆不同的 OZO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嘗試 VR 設備，但卻
是第一次擁有如此獨特的體驗。與通過電腦
預先構建 3D 場景所帶來的刺激不同，諾基
亞的下一代球形相機內將我實時帶入了一
個新的場景。任何看似微小的不同在體驗上
的改變卻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尤其是對於諾
基亞在 OZO 上的計劃來說，更是如此。
諾基亞的 VR 相機是在芬蘭設計和制造
的；機身材質爲金屬鋁，大小與人的頭部相
當，重量不到 10 磅。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河豚
的設備配有 8 個 2K x 2k 分辨率的攝像頭；
每兩個攝像頭之間的間隔與人的兩只眼睛
之間的間隔相同。這些都有助於 OZO 在人頭
部向前移動的過程中，能夠從任何視角去重
新構造現實；與此同時，圖像之間的匹配和
整合也在進行，以便創造出最好的立體空間
效果。
同時四周還有麥克風，正如 Rantanen 所
說：
“正因爲聲音的存在至少占據了虛擬現
實體驗一半的分量，所以我們在 OZO 中配置
了八個麥克風來捕捉 3D 的音頻。”每個攝像
頭擁有 195 度的可視角，足以捕捉周圍的全
部環境，包括 OZO 的頭部背面——這裏可以
安裝 SSD 存儲卡和電池——也沒有問題。在
設備的頂部和底部各有一個開口，用來作爲
空氣冷卻系統；這樣一來就能夠避免對風扇

的需求以及由此帶來的風扇噪聲對音頻的
影響。
OZO 相機將於 11 月 30 日在洛杉矶上
市，價格可能在 50000 美元左右；這個價格大
約是 GoProOdyssey 的三倍。然而，GoPro 相機
的素材必須通過複雜的後期制作才能夠呈
現出來，而 OZO 卻能夠在同步時間內産生一
個 360 度全方位無死角的立體視頻。由於機
身內置了一個 HD-SDI 連接器，OZO 可以將
從 8 個鏡頭的數據流以 1.5Gbps 的速度存儲
起來，然後産生全景視頻，同時也會産生一
個低分辨率的數據流以供投影。同時，這個
相機還可以連接 WiFI，從而使得拍攝者能夠
在拍攝時實時遠程控制整個系統。

諾基亞的轉型
諾基亞向虛擬現實領域的強勢轉型是
一種毫不含糊的宣告：芬蘭人依然活著，而
且與智能手機行業相比，它們對擁有 1500 億
美元市場的 VR 行業更感興趣。
而且，在諾基亞的舊事業和新事業之間
也存在著一種擴展性的關系。事實上，此前
當在我芬蘭最大的創業者大會——Slush 峰
會——與 OZO 團隊見面的時候，我就清楚地
意識到：諾基亞在當年主導手機行業時所使
用的口號“Connecting People”
（科技以人爲
本）
，已經在 VR 領域得到了全新的闡釋。
能夠在沒有明顯延遲的情況下實時看

到並聽到攝像
機看到並聽到
的 一 切，是 一
個巨大進步。如此真實，以至於我傻傻分不
清楚地在 demo 中想要跟周圍的環境互動。
不僅如此，當後來播放的時候，也沒有必要
再下載和整合多媒體文件。OZO 的內置軟件
能夠不可思議地將所有的內容天衣無縫地
整合在一起。
（在視角切換時可能會感受到
一個小小的抖動。）如果需要的話，諾基亞的
編輯系統能夠允許我們像以往那樣對素材
進行編輯，而且呈現出來的結果絕對能夠與
現 有 的 VR 設 備 —— 比 如 說 HTC Vive、與
Oculus 合 作 的 Samsung Gear VR—— 相 媲
美。
不過遺憾的是，低分辨率的預覽不能通
過無線傳輸，所以還需要通過數據線連接。
這可能會限制你走動的自由，但無論如何，
你的動作都不可能跟你看到的場景互動；所
以實際上你只需要坐在那兒不動，然而環顧
四周，而已。但是試想一下：沈浸式 360 度無
死角的視角是如此完美，就像是站在賽道邊
觀看比賽，或者在舞台上觀看音樂會。你可
以站在前排觀看任何內容——而且不必離
開沙發。

產品格局的變革者

收購時，這個 200 人的諾基亞科技部門在芬
蘭的赫爾辛基成立。肩負著
“通過新方式實
現科技與人文交流”的使命，一大批工程師
想到了虛擬現實相機的概念，並且找到資金
將概念向産品推進。當然，OZO 並不是第一
個能夠拍攝 360 度立體視頻的解決方案；但
與 其 他 方 案 —— 比 如 說 Ricoh 的 Theta S、
360fly 運動相機以及柯達的 SP360-4K 立體
拍攝運動相機等——不同，OZO 是第一款能
夠對素材添加立體 3D 效果的，而且效果還
很不錯。然而，OZO 顯然並不是專門爲消費
者而生的；相反，它是爲專業的內容生産者
和傳播者而生的；然後才是那些處於數據流
終端的消費者。
（諾基亞今年曾經將該相機
展示給好萊塢的一些制作團隊。）
諾基亞在光學、傳感器和聲學方面都有
著深厚的專業功底，它把虛擬現實看作是開
拓上述功底的最佳事業，並想用它重塑媒體
和娛樂。這就是 OZO 對諾基亞的意義：産品
格局的變革者。可能一開始，OZO 能夠讓人
們處在不同的地方，重新回顧過去，或者通
過不同的方式經曆一段故事。但是任何一個
在 VR 領域工作的人都會告訴你：VR 不僅僅
是遊戲，它的內涵更加豐富。最近紐約時報
通過 Google Cardboard 進行的試驗也說明了
這一點。所有的進步，或大或小，都將會讓我
們離終極意義上的
“同感機器（Empathy Machine）”越來越近。

大約 18 個月前，當微軟完成對諾基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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