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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R发展前沿
及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主要内容

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及其发展

二、VR/AR给职业技术教育带来的变化

三、VR/AR研究及在教学中的应用：广东工贸的案例



➢ 概念

➢ 特征

➢ 发展史

一、VR/AR及其发展



2014年（2015，2016年）虚拟现实元年

Facebook 以20亿美元收购虚拟现实设备制造商Oculus

索尼，宣布VR project Morpheus

三星：和Oculus合作，开发Gear设备

谷歌：Google Eye，Magic Leap

因特尔：

微软：

APPLE:

1.  2014年：VR火热
2016年：持续火热



奇妙的VR/AR：几个案例

钢铁侠

钢铁侠.wmv


虚拟设备安装

奇妙的VR/AR：几个案例

Manufacturing lines Development by GABLER - Virtual Assembly - Disassembly validation with IC.IDO.mp4


2.  何谓虚拟现实 ？

有关术语

Virtual Reality（VR）

(J.Lanier,1989)

译为: 灵境、幻真、虚拟真实、虚拟现实...

其他： Virtual Environment

Artificial Reality  (M.W.Krueger,1970s)  

Cyberspace  (W.Gibson,1984)

虚拟现实 = virtual  + reality



Immersion

Imagination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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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虚拟现实的三个特征

• 沉浸感(immersion): 参与者全身

心地沉浸于计算机所生成的三维虚

拟环境，并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 交互性(interaction): 参与者可以

利用各种感官功能及人类自然技能

虚拟环境进行交互考察与操作。

• 构想性(imagination): 参与者借

助VR系统给出的逼真视听触觉信

号而产生的对虚拟空间的想象



4.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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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Virtual Reality） AR(Augmented Reality)

6. 从VR到AR

004-IKEA宜家新版增强现实APP.mp4


增强现实(AR; Augmented Reality) 可看作是介于真实环

境 (Real Environment)和虚拟环境(Virtual Environment)

之间的一种场景表达。

6. 从VR到AR

VR、AR、MR(Mixed Reality)



二、VR/AR给职业教育带来的变化



2016年《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

预测的六大技术分别是：

 一年内广泛采用的近期技术：自带设备（BYOD）；学习分

析与自适应学习；

 二到三年采用的中期技术：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创客空间

 四到五年后才进入主流教育的远期技术：情感计算；机器人。

1. 影响学校教育的关键技术

《地平线报告》 未来五年影响学校教育的关键技术

（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简称NMC）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实现核心技术系统性突破。加紧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微机电系统等新兴移动互联网关键技术布局，尽快

实现部分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全球率先取得突破。”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要强化战略性前沿技术超前布局，包括加强量子通信、未

来网络、类脑计算、人工智能、全息显示、虚拟现实、大数

据认知分析、新型非易失性存储、无人驾驶交通工具、区块

链、基因编辑等。”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到2018年，我国智能硬件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30%，产业

规模超过5000亿元。在低功耗轻量级系统设计、低功耗广域

智能物联、虚拟现实、智能人机交互、高性能运动与姿态控

制等关键技术环节取得明显突破，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上市企

业。”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着力点，通过建立和完善‘互联网+’领域的

技术创新平台，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用结合，突破一批关键共性

技术并实现产业化，促进‘互联网+’产业以及人工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动力支撑”，并将AR/VR技术纳入专项建设

内容。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发展自然人机交互技术，重点是智能感知与认知、虚实融合与自然交互、语义

理解和智慧决策”。设立人工智能及智能交互专项，要求“重点发展大数据驱动

的类人智能技术方法；突破以人为中心的人机物融合理论方法和关键技术，研制

相关设备、工具和平台；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类人智能方向取得重要突破，实现

类人视觉、类人听觉、类人语言和类人思维，支撑智能产业的发展，并在教育、

办公、医疗等关键行业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未来应该提前谋划布局做好顶层设计,通过财政专项支持

虚拟现实技术产业化,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加强文化和品牌建

设。以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文化、教育、娱乐和医疗等领

域带来的广阔前景为契机，建议行业主管部门明确产业政策

支持的方向，顶层设计虚拟现实与各领域融合发展的路线图，

为产业发展明确思路并提供政策引导，统筹相关资源，发挥

虚拟现实对各行业的变革和支撑作用”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时间 部门 政策文件

2017.1.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6.12.27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6.9.19 工信部、发改委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2016.8.26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

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2016.8.8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5.18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中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4.20 工信部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7.2.3 教育部 《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在推动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建设中，启动基于VR的实验

实训平台建设，完成互联网+智慧教育示范基地建设。”

2. 国家政策: VR 产业，VR+



➢ (1)VR/AR+教材与教学资源

3. VR/AR技术的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基于移动增强现实的辅助学习系统 AR教材

ARVolcano_LAN.wmv


3. VR/AR技术的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 (2)VR/AR 构建新的教学环境



➢ (3) VR/AR的人机交互方式：变革教与学的方式

3. VR/AR技术的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 (3) VR/AR的人机交互方式：变革教与学的方式

3. VR/AR技术的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 (3) VR/AR的人机交互方式：变革教与学的方式

3. VR/AR技术的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实物实验（实训）

 必须：能实不虚

 不足：

 单一，变更成本高

 开课不足

 危险、污染情况下难开设

 周期长（生物实验），开设成
本高

仿真实验（实训）

优点：很多

特征：通过观察

获 得体验

缺点：缺乏交互

性感知

VR/AR实验（实训）

特征：融合计

算机仿真系统和

VR，交互性、

沉浸感、逼真性

➢（4）构建虚拟实验（实训）环境

3. VR/AR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实践教学手段的丰富与发展



3. VR/AR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4）构建虚拟实验（实训）环境

演示2_面向大空间的车间布局系统.wmv


未来的汽车维修：宝马车的案例

虚拟操作与设备维护训练平台

3. VR/AR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owners_augmented_reality_video.wmv
owners_augmented_reality_video.wmv


汽车结构展示、汽车设计

3. VR/AR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Range Rover Evoque Virtual reality Cave.mp4


增强现实的装配训练平台

3. VR/AR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ARToolKit for Vizard assembly application by ISU VRAC.mp4


增强现实的学习与训练

3. VR/AR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MeronGribetz_2016-480p.mp4


三、VR/AR研究及在教学中的应用：

广东工贸的案例



➢省属高职院校

➢(1957年建校：广东省矿冶学校，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

➢广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2年）

➢广东省一流高职建设院校（全省18所，2016）

1、学校基本情况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

白云校区

天河校区

1、学校基本情况

➢两个校区，占地面积约1038亩

➢全日制在校生15000人



5 工商管理系

1 机械工程系 6 经济贸易系

2 电气自动化系 7 应用外语系

3 计算机工程系 8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4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系 9 体育艺术教学部

9个教学系部

广东工贸职业教育集团

 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信息安全产业学院

 VR/AR产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

 工程测量产业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与广东省计算机集成制造重点实验室（广东工业大学）合作

成立了VR/AR+职业教育信息化工程中心

•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 三维立体显示

• 数字资源开发

• 仿真实验开发

• 职业教育应用开发
– 数控、模具、机器人

– 电梯

– 汽车

– 医疗教育

2、VR/AR应用研究

合作研究



科研及应用平台

➢ 广东省虚拟现实及可视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科技厅） 主任

➢ 广东省现代制造及智能装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教育厅） 主任

➢ 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走进虚拟现实》

2、VR/AR应用研究



合作伙伴

2、VR/AR应用研究



硬件条件

立体显示系统

位置跟踪系统

力反馈跟踪系统

数据手套

立体眼镜等

2、VR/AR应用研究



VR实验室

2、VR/AR应用研究



VR实验室

2、VR/AR应用研究

IMG_3310.mp4


自行主开发的虚拟
医疗训练平台

2、VR/AR应用研究

虚拟医疗.MOV
9.13膝关节镜手术模拟装置.mpg
虚拟医疗.MOV
虚拟医疗.MOV


自主研制的AR 头盔

2、VR/AR应用研究



自主研制的AR 头盔

2、VR/AR应用研究



虚拟医疗训练平台

2、VR/AR应用研究

Abnormalabor.wmv


虚拟数控机床操作训练系统

2、VR/AR应用研究

车床录像.avi
铣床视频.avi


虚拟PLC实验平台

2、VR/AR应用研究

PLC.avi


PLC 虚拟实验室

2、VR/AR应用研究



增强现实的生产线布局、机构拆装

2、VR/AR应用研究

手动装配发动机.wmv


汽车驾驶训练与驾驶行为评价

2、VR/AR应用研究

drive.wmv


复杂工业设备结构与功能可视化技术

2、VR/AR应用研究



复杂工业设备结构与功能可视化技术

2、VR/AR应用研究



复杂工业设备结构与功能可视化技术

2、VR/AR应用研究



发展历程

2012年学院和广州众

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研发“GZC注

塑机操作仿真系统”

计算机仿真

2015年学院与曼恒数

字联合共建了虚拟现实

技术与仿真实训中心

VR实训中心

基于移动增强现

实的辅助学习系

统

AR应用

2017年我院申报的

广东省VR/AR+职

业教育信息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VR/AR省级工程中心

3、广东工贸案例



计算机仿真

• “GZC注塑机操作仿真系统”（ 2012年，广州众承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 双曲轴连杆注塑机

– 运动结构及其原理展示

– 注射温度、注射压力，开合模压力等主要的工艺参数进行设置与调节

。

系统登陆界面 注塑机系统选择 模具安装与调试

3、广东工贸案例



VR实训中心

➢ 与企业合作共建

➢视觉追踪交互VR系统

➢裸眼VR系统

➢G-float和G-PowerWall立体投影的CAVE系统

➢其他VR交互设备。

3、广东工贸案例



VR实训中心系统结构 G-FLOAT系统结构图

3、广东工贸案例



VR实训中心系统结构 G-POWALL系统结构图

3、广东工贸案例



➢ 课程：

➢《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数字化测图》《地理信息系统
应用》

➢ 实验项目：

➢发动机拆装虚拟展示、汽车发动机虚拟展示、物流仓储系
统、虚拟校园漫游展示等。

VR实训开设的课程与实验项目

虚拟现实技术与仿真实训中心 汽车拆装操作演示

3、广东工贸案例



➢ 南方都市报（2017.6.12）

3、广东工贸案例



➢ 广州电视台花城频道（2107.6.23）

3、广东工贸案例

广州电视台报道广东工贸VR教学.mp4


VR/AR产业学院

双创中心

应用技术
研究

卓越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

行业标准制定
技能鉴定

VR/AR
产业学院

3、广东工贸案例

面向职业教育开发：
AR数字教材
AR教学资源库
VA教学设备与系统
VR/AR虚拟仿真实验

实训项目



➢ VR/AR/MR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改变教
育教学方式

➢职业技术教育要积极迎接、应对这种变革

➢新教材与资源库
➢新课堂教学环境
➢新实践教学环境与手段
➢新教学模式

➢不是唯一，应该是有效的补充

总 结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www.gdgm.edu.cn

VR/AR+职业教育信息化工程中心

http://www.gdgm.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