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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提供用于用现实世界人物的虚拟形象来增

强视频游戏的方法和系统。一种方法提供：执行

用户经由头戴式显示器(HMD)玩的视频游戏。所

述方法包括用于标识所述视频游戏内的普通观

众并且确定与所述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

的操作。所述方法还提供：接收与现实世界人物

的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所述数据能够用于在

所述视频游戏内以三维(3D)形式显示所述虚拟

形象。所述方法提供：从所述视频游戏内的视图

中移除所述普通观众，并且在与所述普通观众相

关联的所述虚拟坐标处将所述虚拟形象插入所

述视频游戏中。所述方法还提供：为所述用户渲

染所述视频游戏的具有所述虚拟形象的视图的

虚拟现实(VR)呈现，并且将所述VR呈现发送至所

述用户的HMD以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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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现实世界人物的虚拟形象来增强视频游戏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在服务器处执行所述视频游戏，所述视频游戏由用户经由HMD来玩；

标识所述视频游戏内的普通观众；

确定与所述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

在所述服务器处接收与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所述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所述数据能

够用于在所述视频游戏内显示所述虚拟形象；

从所述视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所述普通观众；

使用与所述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所述数据，在与所述普通观众相关联的所述虚拟坐标处

将所述虚拟形象插入所述视频游戏中，所述插入所述虚拟形象致使所述虚拟形象在所述视

频游戏内可视，所述虚拟形象以三维(3D)形式呈现；

为所述用户渲染所述视频游戏的虚拟现实(VR)呈现，所述VR呈现包括所述虚拟形象的

视图；以及

将所述VR呈现发送至所述用户的所述HMD以进行显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标识所述普通观众包括基于所述普通观众相对

于所述用户的视角的可见度或突出度的水平，从多个普通观众中选择所述普通观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还包括：

标识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

确定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的相应的虚拟坐标；

从所述游戏内的视图中移除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以及

在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相关联的所述相应的虚拟坐标处将所述虚拟形

象插入所述视频游戏中，所述插入所述虚拟形象致使所述虚拟形象在所述视频游戏内以3D

形式可视，其中所述VR呈现包括在所述视频游戏内的不同位置处的所述虚拟形象的一个或

多个附加的视图。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虚拟形象对所述用户可视时，减慢所述视频游戏的呈现速度；以及

当所述虚拟形象不再对所述用户可视时，加快所述视频游戏的所述呈现速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还包括：

标识所述视频游戏内的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

确定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中的每一个相关联的虚拟坐标；

在所述服务器处接收与一个或多个现实世界人物的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相关

联的数据，所述数据能够用于在所述视频游戏内显示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所

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以3D形式呈现；

从所述视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

在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中的所述每一个相关联的所述虚拟坐标处分别

将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插入所述视频游戏中，其中所述VR呈现包括所述一个或

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呈3D形式。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还包括：

为所述现实世界人物渲染所述视频游戏的附加的VR呈现，所述附加的VR呈现具有与所

述虚拟形象相关联的视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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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视频游戏的所述附加的VR呈现发送至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设备以进行显示，其

中所述附加的VR呈现包括所述用户在所述视频游戏内控制的角色或对象的视图。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基于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图像捕获数据来构造所述

现实世界人物的所述虚拟形象。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所述虚拟形象包括基于所述现

实世界人物的所述图像捕获数据的面部特征。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虚拟形象的外观基于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所述

图像捕获数据而实时变化。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虚拟形象插入所述视频游戏中，使得所述虚

拟形象的正面在所述视频游戏的所述VR呈现中对所述用户可视。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普通观众是假的观众、非玩家角色(NPC)、非人

物角色或与现实世界人物无关的其他角色中的一个或多个。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虚拟形象包括至少类似于从社交媒体网络标识

的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面部的虚拟面部。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视频游戏内可视的所述虚拟形象进一步使所

述虚拟形象的面部能够在所述用户移动靠近所述虚拟形象时沿所述用户的方向看。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沿所述用户的所述方向看致使所述虚拟形象

的眼睛跟随所述用户，使得当所述用户看向所述虚拟形象时，所述虚拟形象看起来与所述

用户进行眼神接触。

15.一种服务器系统，所述服务器系统包括：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以及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被设置成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通信，并且存储处理器可执行

指令，所述处理器可执行指令用于：

执行视频游戏以供用户经由HMD玩；

标识所述视频游戏内的普通观众；

确定与所述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

接收与现实世界人物的所述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所述数据能够用于在所述视频游

戏内显示所述虚拟形象；

从所述视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所述普通观众；

使用与所述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所述数据在与所述普通观众相关联的所述虚拟坐标处

将所述虚拟形象插入所述视频游戏中，以致使所述虚拟形象在所述视频游戏内以3D形式可

视；

为所述用户渲染所述视频游戏的VR呈现，所述VR呈现包括所述3D形式的所述虚拟形象

的视图；以及

将所述VR呈现发送至所述用户的所述HMD以进行显示。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其中用于在所述视频游戏内标识所述普通观众的所述

处理器可执行指令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指令：基于相对于所述用户的视角的与所述普通观

众相关联的可见度或突出度的水平，从多个普通观众中选择所述普通观众。

17.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还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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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述虚拟形象对所述用户可视时，减慢所述视频的呈现速度；以及

当所述虚拟形象不再对所述用户可视时，加快所述视频游戏的所述呈现速度。

18.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还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指令：

标识所述视频游戏内的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

确定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中的每一个相关联的虚拟坐标；

接收与一个或多个现实世界人物的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与所述

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所述数据能够用于在所述视频游戏内显示所述一个

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

从所述视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以及

在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普通观众中的所述每一个相关联的所述虚拟坐标处分别

将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形象插入所述视频游戏中，以致使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

拟形象在所述视频游戏内以3D形式可视，其中所述VR呈现包括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的虚拟

形象。

19.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还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指令：

为所述现实世界人物渲染所述视频游戏的附加的VR呈现，所述附加的VR呈现具有与所

述虚拟形象相关联的视角；以及

将所述视频游戏的所述附加的VR呈现发送至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设备以进行显示，其

中所述附加的VR呈现包括所述用户在所述视频游戏内控制的角色或对象的视图。

20.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所述虚拟形象包括至少类似

于从社交媒体网络标识的所述现实世界人物的面部的虚拟面部。

21.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可视的虚拟形象使所述虚拟形象的面部能够

在所述用户移动靠近所述虚拟形象时沿所述用户的方向看。

22.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沿所述用户的所述方向看致使所述虚拟形象

的眼睛跟随所述用户，使得当所述用户看向所述虚拟形象时，所述虚拟形象看起来与所述

用户进行眼神接触。

23.一种存储处理器可执行指令的非暂态介质，所述指令包括用于以下各项的指令：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以及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被设置成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通信，并且存储处理器可执行

指令，所述处理器可执行指令用于：

执行视频游戏以供用户经由HMD玩；

标识所述视频游戏内的普通观众；

确定与所述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

接收与现实世界人物的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所述数据能够用于在所述视频游戏内

显示所述虚拟形象；

从所述视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所述普通观众；

使用与所述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所述数据在与所述普通观众相关联的所述虚拟坐标处

将所述虚拟形象插入所述视频游戏中，以致使所述虚拟形象在所述视频游戏内以3D形式可

视；

为所述用户渲染所述视频游戏的VR呈现，所述VR呈现包括所述3D形式的所述虚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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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图；以及

将所述VR呈现发送至所述用户的所述HMD以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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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友虚拟形象增强虚拟现实视频游戏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整体涉及虚拟现实(VR)视频游戏的呈现，更具体地涉及用于用好友的虚拟

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并且生成好友增强型视频游戏的视图以在与玩家相关联的头戴式

显示器(HMD)上显示的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许多视频游戏被编程为包括普通的或“假的”观众。当视频游戏场景与期望观众的

现实世界环境相关联时，普通观众可以使视频游戏场景更加逼真。然而，随着视频游戏变得

越来越逼真且栩栩如生，在视频游戏内显示的普通观众的方面已经跟不上步伐。当前的普

通观众可能使逼真且栩栩如生的视频游戏内容逊色。

[0003] 在该上下文中提供了实施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本公开的实施方案涉及用现实世界人物的虚拟形象来增强视频游戏的方法和系

统。在一个实施方案中，一种方法包括用于在服务器处执行视频游戏的操作，该视频游戏由

用户经由头戴式显示器(HMD)来玩。该方法还包括用于标识视频游戏内的普通观众并且用

于确定与该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的操作。该方法提供了用于在服务器处接收与虚拟

形象相关联的数据的操作，该数据能够用于在视频游戏内显示虚拟形象。此外，该方法提供

了用于以下的操作：从视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普通观众，并且使用与虚拟形象相关联的

数据，在与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处将现实世界人物的虚拟形象插入视频游戏中。插

入虚拟形象致使该虚拟形象在视频游戏内以三维(3D)形式可视。此外，该方法包括用于为

用户渲染视频游戏的VR呈现并且用于将该VR呈现发送至用户的HMD以进行显示的操作。根

据该实施方案和其他实施方案，VR呈现包括虚拟形象的视图。

[0005]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提供了一种服务器系统或具有一个或多个服务器系统的数

据中心，该服务器系统或数据中心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以及与该一个或多个处理器通信

的存储器。该存储器存储用于执行视频游戏以供用户经由HMD玩的处理器可执行指令。该存

储器进一步存储用于标识视频游戏内的普通观众并且用于确定与该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

拟坐标的指令。该存储器还包括用于接收与现实世界人物的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的指

令，该数据能够用于在视频游戏内显示该虚拟形象并且从视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普通观

众。该存储器还包括用于使用与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在与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处

将虚拟形象插入视频游戏中以致使虚拟形象在视频游戏内以3D形式可视的指令。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与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包括可用于绘制和渲染虚拟形象的3D顶点数据。系统

还提供该存储器包括用于为用户渲染视频游戏的包括3D形式的虚拟形象的视图的虚拟现

实(VR)呈现并且用于将该VR呈现发送至用户的HMD以进行显示的指令。

[0006] 在又一个实施方案中，提供了一种存储在非暂态介质中的用于存储处理器可执行

指令的计算机程序。该计算机程序包括用于执行视频游戏以供用户经由HMD玩的指令。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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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计算机程序还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指令：标识视频游戏内的普通观众，确定与普通观

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并且接收与现实世界人物的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该数据能够用

于在视频游戏内显示该虚拟形象。所提供的计算机程序还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指令：从视

频游戏中的视图中移除普通观众，并且使用与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在与普通观众相关联

的虚拟坐标处将虚拟形象插入视频游戏中以致使虚拟形象在视频游戏内以3D形式可视。此

外，该计算机程序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指令：为用户渲染视频游戏的包括3D形式的虚拟形

象的视图的VR呈现，并且将该VR呈现发送至用户的HMD以进行显示。

[0007] 从下面结合附图进行的、通过举例的方式说明本公开的原理的详细描述中，本公

开的其他方面将变得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08] 通过参考下面结合附图进行的描述可以充分理解本公开，在附图中：

[0009] 图1为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虚拟现实(VR)视频游戏的实施方案的概念性图示，

其中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包括用好友虚拟形象来替换现有的普通观众。

[0010] 图2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用于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的方法的总

体流程。

[0011] 图3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用于用好友的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并且向好

友提供视频游戏的观众视图的方法的总体流程。

[0012] 图4示出用于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为玩家渲染具有好友虚拟形象

的视图的第一VR呈现并且为好友渲染具有玩家的视图的第二VR呈现的方法的另一个实施

方案。

[0013] 图5示出用于用与现实世界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的方法的总

体流程，该虚拟形象基于现实世界观众的现实世界状态实时地改变外观。

[0014] 图6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能够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视频游戏的服务器的概

念图。

[0015] 图7A至图7E示出根据各种实施方案的好友虚拟形象插入逻辑和普通观众替换逻

辑的概念性图示。

[0016] 图8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概念图，示出了使观众能够与玩家连接的方式。

[0017] 图9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用于使用所捕获的好友的图像数据来增强好友虚拟

形象的方法的概念性图示。

[0018] 图10示出使现实世界中的好友能够虚拟化为虚拟形象的虚拟形象引擎的实施方

案。

[0019] 图11示出用于用好友的虚拟形象来增强玩家的视频游戏并且向玩家和好友两者

提供视频的VR呈现的概念性图示。

[0020] 图12示出界面的实施方案，该界面可以被观众用来作为虚拟形象插入各种视频游

戏中。

[0021] 图13示出在观众已经在同时被增强到多个视频游戏中之后实现观众体验的实施

方案。

[0022] 图14示出在观众已经在同时被增强到多个视频游戏中之后实现观众体验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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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实施方案描述了用于代替现有的普通的“假的”观众或除了现有的普通的“假

的”观众之外，用好友的虚拟形象来增强玩家的视频游戏的方法、计算机程序和装置。然而，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讲将显而易见是，本公开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中的一些或全

部的情况下实践。在其他情况下，没有详细地描述所熟知的过程操作，以便避免不必要地使

本公开模糊。

[0024] 许多类型的视频游戏被编程为显示“假的”观众，以加强游戏的真实性和可玩性。

例如，对于一些玩家，与全是空座位的观众席相比，在坐满观众的观众席前打篮球会更加自

然且更具吸引力。对于某些竞速游戏、团队运动、格斗运动和其他类别的视频游戏，也是如

此。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期望有观众的情况下，通过渲染普通的或“假的观众”可以给游戏体

验带来真实感。

[0025] 然而，随着视频游戏变得越来越逼真且栩栩如生，普通观众已经跟不上步伐。当前

的普通观众的存在可能使将以其他方式逼真且栩栩如生的视频游戏场景逊色。例如，当前

的普通观众通常被渲染为无法描述且无法识别(例如，普通观众经常被渲染为具有模糊的

面部特征)。此外，当前的普通观众不表示玩家在与视频游戏互动时可能希望见到的来自现

实世界的人物或好友。例如，与“假的”观众的欢呼相比，听到好友的欢呼将更有影响且更具

吸引力。因此，存在通过代替假的观众或除了假的观众之外，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某些视

频游戏以提供更具吸引力且逼真的游戏体验的机会和优势，因为能够看到您的好友为您欢

呼或对您的操作做出反应提供更有趣且引人入胜的游戏体验。

[0026] 此外，有机会向已经将其好友虚拟形象插入视频游戏中的好友提供正在玩的视频

游戏的观众视图。这些观众视图可以在玩家导航视频游戏时实时提供，或者可以被存储以

用于随后的视图。因此，由于在此提出的方法和系统，可以提供一层社交连接，最终为玩家

和玩家的好友提供更高水平的参与度和娱乐性。

[0027] 如本文所用，“普通观众”是指“假的”观众、非玩家角色、非人物角色或与现实世界

人物无关的任何其他角色。

[0028] 图1是用于使用观众替换逻辑108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虚拟现实(VR)视频游戏

的实施方案的概念性图示。VR游戏的第一VR场景100被示出为包括具有许多普通观众的竞

速游戏，许多普通观众包括第一普通观众102、第二普通观众104和第三普通观众106。在同

一VR游戏的第二VR场景110中，观众替换逻辑108被示出已经用第一好友虚拟形象112替换

了第一普通观众102，并且已经用第二好友虚拟形象114替换了第二普通观众104。第三普通

虚拟形象106被示出为保持不变。

[002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是在玩家玩VR游戏时正

在观看VR游戏的好友的实时表示。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

114可以是与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相关联的好友的预编程片段，这些预编

程片段然后在VR游戏的执行期间被渲染。在图1的实施方案中，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

拟形象114被示出为相关联的好友的栩栩如生的表示。也就是说，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

虚拟形象114看起来像现实世界中相关联的好友那样。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好友虚拟形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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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类似于相关联的好友，而是可以采用相关联的好友选择的任何形式。例如，相关联的好友

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角色作为其好友虚拟形象，或者可以渲染他们自己的好友虚拟形象。

在任一种情况下，通过将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插入VR游戏中来增加VR游戏

的生产价值和吸引力，因为VR游戏变得更加的人性化、逼真且引人入胜。因此，用现实世界

人物诸如好友的虚拟形象来增强视频游戏，表示通过使VR游戏的场景能够具有用户识别并

且希望看到的观众来对视频游戏技术进行改进。

[0030] 在视频游戏的某些实施方案中，玩家在虚拟地形、虚拟世界或虚拟场景中的移动

可以足够快速地发生，使得可能难以分辨或识别静止的观众。例如，玩家在竞速游戏中经常

达到足够高的速度，从而使玩家难以识别或辨别单个观众(例如，当玩家快速经过观众时，

观众对玩家而言可能变得“模糊”)。因此，根据所示的实施方案，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

拟形象114对玩家可能仅出现0.1秒至2秒的时间段，这对于竞速游戏的玩家可能不足以识

别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

[0031] 在此设想了许多使玩家能够更好地查看和鉴别插入玩家的视频游戏中的好友虚

拟形象的实施方案。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可以指示执行视频游戏的游戏引擎或游戏模块，以

允许玩家查看已经插入视频游戏中的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的方式来暂时

减慢游戏内的“虚拟时间”。也就是说，视频游戏可以调制视频游戏内“虚拟时间”的流逝，从

而致使与视频游戏相关联的场景以慢动作的形式出现。可以设想，某些实施方案能够将虚

拟时间的流逝减慢2X至5X之间或1.1X至100x之间的任何因数。因此，在减慢的虚拟时间的

时间段期间，玩家可能能够查看好友虚拟形象和普通观众较长的“实际时间”时间段(例如，

介于1秒至10秒之间，或介于0.5秒至20秒之间的任何时间，具体取决于各种实施方式)。在

一段时间之后，虚拟时间将恢复正常。

[0032]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虚拟形象对用户可视时，可以减慢视频游戏的呈现速度。然

后，当虚拟形象不再对用户可视时，可以加快视频游戏的呈现速度。在其他实施方案中，虚

拟形象的大小可以被放大，使得用户可以结合减慢/加快视频游戏的呈现速度来更好地查

看虚拟形象。

[0033] 图2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用于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的方法的总

体流程。该方法开始于操作200，该操作在服务器处为HMD的用户执行视频游戏，该视频游戏

包括普通观众。在操作210处，该方法标识普通观众和与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位置。然后，

该方法流向操作220，该操作用于接收与好友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该数据能够用于在视

频游戏内显示虚拟形象。

[0034] 在操作230中，该方法在执行视频游戏期间将所标识的普通观众从可视状态中移

除。然后，操作240用于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视频游戏，该增强包括在与普通观众相关联

的虚拟位置处插入虚拟形象。

[0035] 然后，该方法流向操作250和操作260，这些操作分别用于为用户呈现视频游戏的

VR呈现(该VR呈现包括虚拟形象的视图)，以及发送该VR呈现以在用户的HMD上进行显示。

[0036] 根据一些实施方案，操作210可以随机地标识普通观众。在其他实施方案中，操作

210可以根据普通观众在视频游戏内出现的可见度或突出度来标识普通观众。因此，根据这

些实施方案，操作210可以标识在视频游戏内更突出地出现的普通观众，使得好友虚拟形象

也可以对视频游戏的玩家突出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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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此外，根据一些实施方案，可以重复操作210至操作240，使得可以标识多个普通观

众并且用相同的好友虚拟形象替换。在这些实施方案中，当玩家玩视频游戏时，将赋予玩家

查看好友虚拟形象的多个机会。

[0038] 还可以设想，可以基于普通观众相对于用户的视角的可见度或突出度来进行操作

210中的对普通观众的标识。例如，操作210可以选择对用户更可能可见的普通观众用于用

好友的虚拟形象替换。因此，如图1所示，可以选择普通观众102和普通观众104而非普通观

众106，因为普通观众102和普通观众104在第一VR场景100内更加可见。因此，一旦普通观众

102和普通观众104被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替换，后者就将对用户更加可

见。

[0039] 还可以设想，可以将虚拟形象插入视频游戏中，使得虚拟形象面向用户的视野的

大体方向。例如，面向用户视角的虚拟形象比不面向用户视角的虚拟形象更易于识别。因

此，操作240例如可以以使得好友虚拟形象面向用户视野的取向插入好友虚拟形象。图1示

出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被取向成使得它们面向用户的视野。此外，虚拟形

象还可以改变或更新其取向，使得当用户相对于虚拟形象移动时它们始终面向用户。例如，

在图1中，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两者可以被配置为当用户经过它们时将其

头部和/或身体向右转动。

[004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与虚拟形象相关联的数据可以包括面部数据，使得虚拟形象

包括至少类似于从社交媒体网络标识的现实世界人物(例如，好友)的面部的虚拟面部。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虚拟形象的虚拟面部可以使用本领域中公知的技术从现实世界人物的2

维照片以3D构造。在其他实施方案中，虚拟形象的虚拟面部可以使用本领域中同样公知的

3D成像技术来构造。

[0041] 进一步设想，在视频游戏内可以按使虚拟形象的面部能够在用户移动靠近该虚拟

形象时沿用户的方向看的方式来对虚拟形象进行处理。例如，在第二VR场景110中，好友虚

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被示出为具有当用户朝向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

114行驶时沿用户的方向看的面部。此外，好友虚拟形象112和好友虚拟形象114看起来正在

与用户进行眼神接触，从而使它们的存在更具吸引力且逼真。因此，可以设想，可以使在此

讨论的虚拟形象用他们的眼睛跟随用户，使得当用户看向虚拟形象时，虚拟形象看起来与

用户进行眼神接触。

[0042]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好友虚拟形象可以被设想成视频游戏内的三维(3D)虚拟对

象。因此，例如，所插入的虚拟形象可能看起来占据了游戏内的3D空间并且以三维方式移

动。

[0043] 图3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用于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并且向与好

友虚拟形象相关联的好友提供视频游戏的观众视图的方法的总体流程。在操作300中，该方

法在服务器处为HMD的用户执行视频游戏。在操作310中，该方法从观众的设备接收观看的

请求。然后，在操作320中，该方法标识视频游戏内的虚拟位置，用于放置与观众相关联的虚

拟形象。然后，在操作330中，该方法在操作320中标识的虚拟位置处将与观众相关联的虚拟

形象插入视频游戏内。

[0044] 然后，图3中所示的方法流向操作340和操作350，这些操作分别用于从用户的视角

渲染视频游戏的第一VR呈现(该第一VR呈现包括与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形象的视图)，以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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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第一VR呈现发送至HMD以进行显示。此外，该方法还提供了操作360和操作370，这些操作

用于从虚拟形象的视角渲染视频游戏的第二VR呈现(该第二VR呈现包括视频游戏内用户的

视图)，以及将该第二VR呈现发送至与观众相关联的HMD以进行显示。因此，图3的方法能够

从与虚拟形象(该虚拟形象与观众相关联)相关联的有利位置向观众提供观众视野。当用户

导航视频游戏时，用户能够看到虚拟形象，并且观众在视频游戏内也相应地实时地看到用

户。

[0045] 图3还展示了将虚拟形象增强到视频游戏不需要移除现有的普通观众。因此可以

设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虚拟形象可以被插入先前不存在普通观众的视频游戏以及不包

括普通观众的视频游戏中。因此，在此提供的方法和系统可以被实现为用于具有现有的普

通观众和不具有现有的普通观众的视频游戏。

[0046] 图4示出用于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为玩家渲染具有好友虚拟形象

的视图的第一VR呈现并且为好友渲染具有玩家的视图的第二VR呈现的方法的另一个实施

方案。该方法通过在操作400处在服务器处为HMD的用户执行VR游戏来进行。然后，在操作

410中，该方法经由社交网络或游戏网络获得好友虚拟形象。在操作420中，该方法为视频游

戏中的普通观众标识与普通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坐标。然后，该方法在操作430和操作440中

分别从视图中移除普通观众，以及在普通观众的虚拟坐标处代替普通观众将好友虚拟形象

插入。然后，该方法被配置为从用户的视角渲染视频游戏的第一VR呈现(该第一VR呈现包括

好友虚拟形象的视图)，以及发送该第一VR呈现以在用户的HMD上进行显示。

[0047] 图4的方法还能够在操作460中向与好友虚拟形象相关联的好友发送通知，该通知

指示该好友作为观众被插入用户的视频游戏内。然后，在操作470中，该方法能够接收来自

好友的从好友虚拟形象的视角查看视频游戏的请求。此外，在操作480中，该方法被配置为

从好友虚拟形象的视角渲染视频游戏的第二VR呈现，其中该第二VR呈现包括视频游戏内用

户的视图。操作480被进一步配置为将第二VR呈现发送至好友的设备以进行显示。因此，在

通知好友该好友先前已经被插入视频游戏中之后，与被插入视频游戏中的好友虚拟形象相

关联的好友可以选择查看视频游戏内玩家的VR呈现。

[0048] 图5示出用于用与现实世界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形象来增强VR视频游戏的方法的总

体流程，该虚拟形象基于现实世界观众的现实世界状态实时地改变外观。该方法在操作500

中通过在服务器处为HMD的用户执行视频游戏来进行，其中执行视频游戏包括用观众的虚

拟形象来增强视频游戏。在操作510中，该方法经由与观众相关联的多个传感器来接收与观

众的面部表情和身体位置相关的实时传感器数据。该方法流向操作520，该操作用于将实时

传感器数据映射到虚拟形象的与虚拟形象的面部表情和身体位置相关的虚拟状态。在操作

530中，该方法然后根据虚拟形象的与虚拟形象的面部表情和身体位置相关的虚拟状态来

实时修改观众的虚拟形象的外观。

[0049] 然后，图5中所示的方法流向操作540和操作550，这些操作分别用于从用户的第一

人物视角渲染视频游戏的第一VR呈现(该第一VR呈现包括虚拟形象的视图)，以及发送该第

一VR呈现以在用户的HMD上进行显示。该方法还包括操作560和操作570，这些操作用于从虚

拟形象的视角渲染视频游戏的第二VR呈现(该第二VR呈现包括用户在视频游戏内扮演的角

色的视图)，以及发送该第二VR呈现以在观众的HMD上进行显示。因此，图5中所示的方法能

够通过使用与面部表情和身体位置相关的实时传感器数据，用观众的实时表示来增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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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视频游戏。例如，如果观众在现实世界中举起手来欢呼，则该方法能够实现与举起手来

欢呼的观众相关联的虚拟形象的视图。

[0050] 图6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能够用好友虚拟形象来增强视频游戏的服务器600

的概念图。服务器600被示出与一个或多个社交网络602和一个或多个游戏网络604通信。服

务器600包括虚拟形象引擎606，该虚拟形象引擎使得能够绘制来自一个或多个社交网络

602和/或一个或多个游戏网络604的好友的虚拟形象。作为非限制性实例，虚拟形象引擎

606被示出为包括经由一个或多个社交网络602获得的社交好友列表610、好友图像数据

612、好友反应数据614、好友偏好616、虚拟形象生成器618、虚拟形象面部表情逻辑620、经

由一个或多个游戏网络604获得的游戏好友列表622、好友移动数据624、好友生物力学数据

626、好友到虚拟形象映射逻辑628、虚拟形象身体位置逻辑630、虚拟形象动画制作器632，

以及虚拟形象状态634。

[0051]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好友图像数据612可以包括针对给定好友捕获的能够用于映

射到虚拟形象的多个图像。好友图像数据612可以包括好友的面部以及好友的整个人的图

像。好友图像数据612还可以包括用于将好友的现实世界状态实时映射到好友虚拟形象的

虚拟状态的实时捕获的图像。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可以设想，好友图像数据612可以用于将

现实世界状态动态映射到好友虚拟形象虚拟状态，但不一定实时进行。例如，包括在好友图

像数据612中的图像可以用于构造一组虚拟状态，该组虚拟状态对应于好友的多种类型的

反应或行为。然后可以根据视频游戏的情况在一个或多个视频游戏内对该组虚拟状态进行

动画处理和渲染。

[0052]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好友反应数据614还可以包括对应于给定好友在玩或观看视

频游戏时的反应的图像数据。例如，好友反应数据614可以包括关于当好友为同伴玩家欢呼

时特定好友看起来如何的数据。好友反应数据614还可以包括与当好友被震惊、被打动、未

被打动、镇定、兴奋、鼓励、沮丧等时好友看起来如何相关的数据。

[0053]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好友偏好616可以包括与好友希望其虚拟形象如何被感知相

关的好友的偏好设置。好友偏好616可以允许好友在不同的虚拟形象与虚拟形象同好友的

相似度接近程度之间进行选择，以及修改虚拟形象的特征以进行显示。在一些实施方案中，

好友可能想要尽可能类似于好友的逼真的虚拟形象。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好友可以改为选

择好友希望出现的角色，因为该角色不一定类似于好友。好友可以进一步修改虚拟形象的

任何外部特征以根据需要出现。

[0054] 基于好友图像数据612、好友反应数据614和好友偏好数据616，虚拟形象生成器

618可能能够生成特定于好友的好友虚拟形象。例如，可以设想，虚拟形象生成器618能够使

用本领域中公知的3维建模技术，基于好友图像数据612、好友反应数据614和好友偏好616

来绘制虚拟形象。

[0055]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好友移动数据624和好友生物力学数据626包括与好友在现实

世界中倾向于如何移动相关的数据。好友到虚拟形象映射逻辑628可以使用好友移动数据

624和生物力学数据626，该好友到虚拟形象映射逻辑用于将现实世界中的好友的移动映射

到好友虚拟形象的虚拟移动。例如，如果好友以某种方式挥舞拳头，则好友到虚拟形象映射

逻辑628将能够使该移动映射到虚拟形象，使得虚拟形象同样以类似的方式挥舞他们的拳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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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虚拟形象面部表情逻辑620用于在虚拟形象中生成与从好友

图像数据612和好友反应数据614提取的好友的面部表情对应的面部表情。例如，虚拟形象

面部表情逻辑620可能能够将好友的鼓励表达映射到虚拟形象，使得虚拟形象表现出类似

的鼓励表达。此外，虚拟形象身体位置逻辑630用于向虚拟形象提供身体位置坐标。例如，如

果好友摆出姿势，则虚拟形象身体位置逻辑630可能能够生成或修改虚拟形象，使得虚拟形

象同样看起来正在摆出类似的姿势。

[0057]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可以设想，好友的虚拟形象可以是视频游戏内具有变化的身

体位置和变化的面部表情的动态对象。虚拟形象动画制作器632被示出为使好友的虚拟形

象动画化或动态化的一种方式。虚拟形象状态634被示出为作为虚拟形象引擎606的结果产

生。虚拟形象状态634包括用于绘制和渲染好友的虚拟形象以及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的对应的虚拟形象身体定位和面部表情的3维数据。

[0058] 服务器600还被示出为包括游戏服务器模块608，该游戏服务器模块负责为远程用

户执行视频游戏。尽管游戏服务器模块608和虚拟形象引擎606被示出为在相同的服务器

600上执行，但是应当理解，游戏服务器模块608和虚拟形象引擎606可以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执行，或者虚拟形象引擎606的某些部件可以在与游戏服务器模块608相同的服务器600上

执行。游戏服务器模块608被示出为包括用于执行给定视频游戏的各种指令的游戏引擎

636、用于标识视频游戏内的普通的或“假的”观众的普通观众标识符638、观众替换逻辑

640、虚拟形象插入逻辑642、用于在视频游戏内渲染好友的虚拟形象的虚拟形象渲染逻辑

644、游戏状态646，以及用于生成可在HMD上显示的游戏状态的VR呈现的VR渲染系统648。

[0059]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设想普通观众标识符638能够为观众替换逻辑640选择性地标

识普通观众。根据一些实施方案，在视频游戏内可以存在被预先确定随后将被替换的普通

观众。在其他实施方案中，普通观众标识符638负责标识最适合替换的一个或多个普通观

众。例如，可以预期，普通观众标识符638可以被启用以基于普通观众在视频游戏内的位置、

普通观众与视频游戏玩家之间的相对距离、从玩家的视角普通观众将占据的像素数量、普

通观众将所处的玩家视野内的区域等来标识具有更大突出度的观众。基于上述一些或全部

因素，普通观众标识符638能够标识当被替换为好友虚拟形象时将导致从视频游戏玩家的

视角该好友虚拟形象具有更大的可见度和突出度的普通观众。

[0060] 根据各种实施方案，观众替换逻辑640和虚拟形象插入逻辑642用于从视图中移除

普通观众以及将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其位置。此外，当游戏服务器模块608执行视频游戏时，

虚拟形象渲染逻辑644用于渲染虚拟形象644。通过VR渲染系统648将所得的游戏状态646渲

染到VR呈现中，然后将其传输至玩家的HMD以显示VR呈现。应当注意，服务器600中所示的部

件和过程的至少一部分可以在玩家的本地计算设备上执行。

[0061] 图7A示出好友虚拟形象插入逻辑的概念性图示，该好友虚拟形象插入逻辑能够将

多个好友F1、F2…Fn插入竞速游戏内的各种位置。在各种实施方案中，好友虚拟形象可以被

插入任何给定视频游戏的多个位置。例如，好友虚拟形象F1被示出为在三个不同的位置处

插入竞速游戏中。此外，如图7A所示，可以在类似的位置处插入多个好友虚拟形象。例如，好

友F1、F2…Fn中的每一个都被示出为插入竞速游戏内与终点线相对应的位置处。

[0062] 图7B示出设想如何实现观众替换逻辑和好友虚拟形象插入逻辑的另一实施方案。

图7B示出好友虚拟形象F1和F2被插入在篮球场的边线上的非常突出的位置处。因此，可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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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众替换逻辑和好友插入逻辑能够标识视频游戏内的好友虚拟形象在被插入时对于视

频游戏的玩家突出出现的区域。此外，可以设想，好友虚拟形象将以被其替换的普通观众以

及在好友虚拟形象附近的附加的普通观众成比例的大小出现。例如，好友虚拟形象F1和F2被

示出为以与该区域中的其他普通观众大致成比例的大小进行渲染。然而，不必一定如此。例

如，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好友虚拟形象可以被“膨胀”或放大为看起来比被替换的普通观众

更大。

[0063] 图7C和图7D示出如果不一定存在任何普通观众则如何插入好友虚拟形象的实施

方案。具体地，图7C和图7D示出由阴影区域表示的区域，其中可以插入好友虚拟形象而不必

替换现有的普通观众。在图7C中，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区域700(例如，由阴影区域表示)考虑

玩家702和玩家704在视频游戏内执行动作时所需的空间。因此，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区域700

被示出为不延伸到具有玩家702的半径706或玩家704的半径708的区域中。此外，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区域700被示出为考虑虚拟对象710，并且不将好友虚拟形象

插入由虚拟对象占据的空间中。

[0064] 图7D示出可以由虚拟形象插入逻辑用于第一人物动作游戏的好友虚拟形象插入

区域718(例如，阴影区域)。玩家712被示出为与边界714相关联，该边界描绘出不应该插入

好友虚拟形象的区域。此外，边界716被描绘在期望玩家712执行第一人物动作(例如，瞄准

或射击)的动作区域与不期望玩家712执行第一人物动作的非动作区域之间。因此，好友虚

拟形象插入区域718被示出为以边界714和边界716为界，以便不在会干扰或分散玩家712对

第一人物动作的执行的位置处插入好友虚拟形象。在许多情况下，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区域

718可以随着玩家712在游戏内的进程而改变。同样地，可以设想，边界714和边界716还可以

根据游戏内的进程并且还根据用户的偏好而改变。例如，根据对边界714和边界716的变化，

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区域718可以增加或减小大小，可以改变位置，并且可以采用不同的形

状。此外，当玩家712在视频游戏内移动时，好友插入区域718可以“紧随”玩家712(例如，跟

随玩家四处移动)。

[0065] 图7E示出好友虚拟形象插入逻辑的附加的实施方案，该好友虚拟形象插入逻辑使

得能够实现动态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区域以及用户放置。如上所述，玩家在虚拟地形、虚拟世

界或虚拟场景中的移动可以足够快速地发生，使得可能难以分辨或识别静止的观众。例如，

在竞速游戏中，玩家经常达到很高的速度，这使得玩家难以识别或辨别单个观众。根据另一

个实施方案，可以设想，好友虚拟形象插入区域可以被执行为动态区域，该动态区域在玩家

移动经过视频游戏时与玩家同步移动。例如，在图7E中所示的实施方案中，第一魔术毯730

和第二魔术毯732被示出为动态插入区域。因此，当玩家720在视频游戏内驾驶汽车734时，

魔术毯730和魔术毯732可以以允许玩家720具有所示出的好友虚拟形象的一致视图的方式

与汽车734的移动同步移动。

[0066] 此外，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玩家720能够选择如何放置好友虚拟形象。例如，玩家

720被示出为将好友虚拟形象728放置在场景722中的魔术毯730上。在所得的场景726中，好

友虚拟形象728被示出为正骑坐在魔术毯730上，如果玩家720选择如此，则允许玩家在他们

的整个视频游戏体验中保持好友虚拟形象728的一致视图。

[0067] 图8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概念图，示出了使观众能够与玩家连接的方式。玩家

设备800和好友设备801被示出为经由社交网络836和/或游戏服务器838通信。在一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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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玩家设备800包括玩家界面802，该玩家界面允许玩家发送邀请804至好友设备801。

邀请804被显示在观众界面820上作为对观众822的邀请，这允许好友加入玩家的游戏。对观

众的邀请822可以以多种方式显示，诸如当好友正在浏览互联网、与社交网络进行交互或玩

游戏时的弹出通知。玩家界面802还可以显示源自好友在好友设备801上选择的观看824的

请求的请求806。

[0068] 玩家设备800还可以包括自动广播808，该自动广播包括A.I.模块810、好友列表

812、偏好/过滤器814，以及邀请生成器816。可以设想，对好友的邀请可以以选择性的方式

基于A.I.模块810、好友列表812、偏好/过滤器814以及邀请生成器816自动生成，该方式考

虑了玩家可能想要插入谁以及好友可能想要观看谁。邀请生成器814可以通知好友设备801

生成观看824的请求、新游戏预览828(例如如果玩家要玩新发行的游戏)、直接通知830或发

送至邀请收件箱832的消息。观众界面820还被示出为包括帮助确定好友可能有兴趣观看的

玩家和/或游戏的设置/偏好/历史记录826。此外，如果好友在过去被自动插入玩家的视频

游戏中，则可以发送通知818至好友设备801，该好友设备允许好友回放该好友被插入的视

频游戏的片段。应当注意，自动广播808的一些或全部操作或部件可以在社交网络836或游

戏服务器838或其他合适的服务器上执行。

[0069] 图9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用于使用所捕获的好友的图像数据来增强好友虚拟

形象的方法的概念性图示。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服务器900包括游戏引擎902和用于好友

924的虚拟形象引擎904，以及用于好友928的虚拟形象引擎906。图像捕获设备926和图像捕

获设备930被示出为分别捕获好友924和好友928的图像数据。图像捕获数据被示出为与虚

拟形象引擎904和虚拟形象引擎906通信，这些虚拟形象引擎被配置为生成实时好友虚拟形

象916和/或所存储的好友虚拟形象918。实时好友虚拟形象916是好友924或好友928的实时

表示，当好友924或好友928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对他们外观的改变时，实时好友虚拟形象

916的外观也发生改变。所存储的好友虚拟形象918可以是由一组虚拟形象状态和移动限定

的动态虚拟对象，并且可以在好友的实时图像捕获数据不可用时使用。因此，可以设想虚拟

形象引擎904能够构造具有“虚拟形象空间”的所存储的好友虚拟形象，该虚拟形象空间由

从图像捕获数据映射的面部表情和身体位置的各种状态限定。例如，“虚拟形象空间”可以

包括面部表情和身体位置方面的一组所有虚拟形象状态，如图像捕获数据所告知的。因此，

可以通过捕获好友的附加的现实世界状态来扩展给定的所存储的好友虚拟形象的“虚拟形

象空间”。实时好友虚拟形象916所传递的虚拟形象状态可以被添加到所存储的好友虚拟形

象918的总体虚拟形象状态。

[0070] 虚拟形象引擎904被示出为将实时好友虚拟形象916或所存储的好友虚拟形象918

传送至游戏引擎902的虚拟形象插入逻辑910。如上文所述，虚拟形象插入逻辑910可以标识

普通观众并且将实时好友虚拟形象916或所存储的好友虚拟形象918插入其位置。游戏引擎

902进一步接收来自玩家922的输入908。VR引擎914使用所得的游戏状态912来渲染包括好

友虚拟形象924'和好友虚拟形象928'的VR呈现920。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设想，所插入

的好友虚拟形象的一部分可以是实时好友虚拟形象，而另一部分可以是所存储的好友虚拟

形象。

[0071] 图10示出根据一个实施方案的虚拟形象引擎的可以用于使现实世界中的好友能

够虚拟化的附加部件。虚拟形象引擎被示出为包括面部特征检测逻辑和身体位置检测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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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面部特征检测逻辑被示出为能够捕获眼睛形状、鼻子形状、脸颊轮廓、眉毛形状、嘴唇形

状、瞳孔扩张、嘴部形状、牙齿成像、注视、眨眼频率、眼球弯曲度，以及其他附加的面部特

征。身体位置检测逻辑被示出为能够检测肢体位置、脚部位置、躯干位置、颈部位置、手部位

置、手指位置、姿势、生物力学、头部取向，以及附加的身体特征。

[0072] 面部特征映射逻辑被示出为将来自面部特征检测逻辑的数据映射到虚拟形象状

态。面部特征映射逻辑包括与确定好友的情绪状态、标识和分类面部特征、量化面部特征以

及增加和/或放大各种面部特征相关的操作和部件。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乘法器/放大器可

以加强好友的面部特征，以使其相对于所得的虚拟形象在外观上更加明显。面部特征映射

逻辑还包括与确定各种面部特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布(例如，好友微笑的频率以及

好友微笑的平均时长)相关的部件。此外，面部特征映射逻辑包括默认的面部表情状态，该

默认的面部表情状态可以定义好友的基线或静止的面部表情。

[0073] 身体位置映射逻辑被示出为将从身体位置检测逻辑获得的数据映射到虚拟形象

状态。身体位置映射逻辑包括与虚拟形象身体力学、手部信号映射、虚拟形象默认身体位置

状态、身体位置镜像逻辑、生物力学镜像逻辑以及骨骼动画相关的部件和操作。面部特征映

射逻辑和身体位置映射逻辑产生相对于面部特征、身体位置和移动方面可以在很多方面类

似于好友的虚拟形象状态。

[0074] 根据一些实施方案，作为虚拟形象被插入玩家的游戏中的好友可能希望具有玩家

的视频游戏的观众视图。图11示出用于用虚拟形象来增强玩家的视频游戏并且为与虚拟形

象相关联的好友提供视频游戏的观众视图的概念性图示。因此，服务器1100被示出为包括

游戏引擎1102、虚拟形象引擎1104，以及VR引擎1112。虚拟形象引擎从观众捕获1138接收观

众捕获数据，除了观众1132的图像捕获数据之外，该观众捕获数据还包括HMD  1130捕获数

据。HMD  1130捕获数据可以包括图10的面部特征检测逻辑的一些或全部数据部件。

[0075] 游戏引擎1102被示出为在与竞速游戏的VR呈现1124交互期间接收来自玩家1126

的玩家输入1106，以及用于虚拟形象插入逻辑1108的虚拟形象数据。所得的游戏状态1110

由VR引擎1112处理，该VR引擎包括玩家视图变换逻辑1114、玩家视图VR场景生成器1116、观

众视图变换逻辑1118，以及观众视图VR场景生成器1120。玩家视图变换逻辑1114和玩家视

图VR场景生成器1116产生被显示给玩家1126的VR呈现1124。VR呈现1124被示出为包括观众

1132的虚拟形象1128。此外，观众视图变换逻辑1118和观众视图VR场景生成器1120被示出

为产生观众VR呈现1134，该观众VR呈现经由网络1101被递送至HMD  1130。观众VR呈现1134

被示出为包括从虚拟形象1128的视角观看的玩家1126正在驾驶的赛车的视图。

[0076] 如上所述，VR引擎1122的一些或所有部件可以跨一个或多个不同的服务器或用户

设备定位或分布。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玩家视图变换逻辑1114和玩家视图VR场景生成

器1116可以在玩家1126本地的用户设备上执行，诸如游戏控制台、计算设备或玩家1126所

佩戴的用于显示VR呈现1124的相关联的HMD。同样，观众视图变换逻辑1118和观众视图VR场

景生成器1120可以在观众1132本地的设备上执行，诸如游戏控制台或HMD  1130。

[0077] 还应当注意，图11的图示实现实时观众视图以及回放观众视图两者，诸如与图8的

通知818相关联的观众回放场景。

[0078] 图12示出观众用户界面的实施方案，该观众用户界面可以用于在待插入观众视图

中的各种视频游戏之间进行选择。观众用户界面被示出为包括正在被各种用户玩的视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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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的缩略图或视频图像，包括好友和关注者所玩的视频游戏、观众喜欢的视频游戏，以及热

门的视频游戏。

[0079] 根据一些实施方案，观众可能希望同时被增强到多个游戏中，并且从多个游戏中

的每一个中获得观众视图。图13示出展示观众在同时被增强到四个游戏之后的体验的概念

性图示。观众1300被示出为已经被增强到游戏1、游戏2、游戏3和游戏4。根据一些实施方案，

观众1300能够通过在各个方向上指引注视场1302来在查看四个进行中的视频游戏之间导

航。例如，当注视场1302指向区域1306时，向观众1300呈现游戏1，当注视场1302指向区域

1308时呈现游戏2，当注视场1302指向区域1304时呈现游戏3，当注视场1302指向区域1310

时呈现游戏4。所得的VR呈现1312被示出为来自四个视频游戏的片段序列。

[0080] 图14示出用于基于视频游戏的游戏状态、用户偏好和用户历史记录以及其他指示

符自动生成在多个视频游戏之间切换的观众视图的另一实施方案。观众视图生成器被示出

为包括游戏选择，该游戏选择包括观众已经被增强到的视频游戏(例如，游戏1、游戏2、游戏

3和游戏4)、A.I./机器学习模块、好友活动、游戏受欢迎程度、推广引擎(例如，可以推广新

发布的游戏)，以及玩召唤(例如，玩家可以“召集”观众以针对特定分段“呈现”)。观众视图

生成器还包括观众历史记录，该观众历史记录包括各种指示符，诸如感兴趣的分段、感兴趣

的游戏、感兴趣的游戏风格、玩家偏好，以及观众在不同游戏的观众视图之间的切换/转变

速率。另外，游戏历史记录包括各种指示符，诸如游戏成就、游戏问题分段、游戏目标、游戏

趋势、所使用的游戏技巧。

[0081] 观众视图生成器还获得游戏1至4的游戏状态。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每个游戏状

态中的实线可以表示游戏强度、阶段、级别、分段等。每个游戏状态中的虚线可以表示游戏

受欢迎度、当前观看者的数量等。然后示出分类器/兴趣预测器以生成第一观众呈现和第二

观众呈现，这两者均包括来自游戏1至4的分段的序列。第一观众视图和第二观众视图被示

出为分别被递送至第一观众和第二观众。观众呈现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观众和与

其相关联的指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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