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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过 人类通过计算机模拟

来感知世界 来创造世界：虚拟现实





都广义的称为虚拟现实技术VR

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 混合现实MR

本质都是仿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

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多学科集合。



视觉成像2种方式：传统的平板成像显示vs视网膜扫描显示
              Flat Panel  vs.  Virtual Retinal Displays

像素成像
Matrix Element Display
1千万像素阵列
Matrix of 10M pixels 

视网膜扫描虚拟成像
Virtual Retinal Display
单像素在视网膜上扫描
One Pixel Scan



TOM FURNESS视网膜激光扫描仪——视网膜扫描成像
          

他发明视网膜扫描成像显示器，1994年

The Virtual Retinal Display 
Optical Bench 
                           ——1994



全球VR/AR之父 Tom Furness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

• 50年以前在美国空军设计了第一个头显设备
•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机交互实验室（HIT Lab）主任
• 世界虚拟现实协会会长， 国际虚拟现实研究院院长

2017年3月27日他听取孙伟博士的报告并体验威爱教育VR实训产品



最早的虚拟交互解决方案（50年前美国空军使用的头戴式显示器）

Tom Furness头戴式显示器
Helmet-Mounted Display

1967年

Tom Furness头戴式瞄准器（改进式），美国空军
Helmet-Mounted Sight

1969年



TOM FURNESS申请的个人佩戴的眼镜显示器 美国专利 1992年

Personal Eyewear Display - 1992

Google眼镜的原型显示器， 美国专

利保护17年，2009年过期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习近平，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每10年产生一次IT领域的颠覆性创新

势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

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带来革命性变化。
——习近平，2016年9月4日G20峰会主题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虚拟现实产业联盟理事长
教育部前副部长

从事虚拟现实领域的研究30年。

赵沁平院士， 中国虚拟现实之父



虚拟现实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HTC威爱教育（北京宏达威爱教育科技公司）

新机制联合举办的虚拟现实专业（硕士）

• 今年2017年完成了100个VR专业研究生

的招生，明年将达到千人规模。

• 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品质最高、

美誉度最好的虚拟现实专业。



9月3日HTC VIVE中国区总裁汪丛青先生为同学带了《虚拟现实第一课》



“虚拟现实是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重要手段”- 汪洋副总理

汪洋副总理等在HTC董

事长王雪红、重庆市委

书记陈敏尔、孙伟博士

陪同下于2016年底视察

威爱教育与HTC为贵州

盛华职业学院设立的VR

教育解决方案。



虚拟现实颠覆教育
——威爱VR教育

VR已至，教育先行



HTC全球领军VR硬件显示设备

主机VR 一体机VR 移动VR

HTC VIVE全球领军 HTC VIVE一体机全球领军
Google Pixel 

Powered by HTC全球领军



因为，虚拟现实技术颠覆几乎所有产业

所以，虚拟现实教育覆盖几乎全部学科

风险： 大多数老师校长院长不了解VR，95%没有体验过VR



约2000年前
孔夫子口授讲学

约200年前
爱因斯坦黑板授课

约20年前
教师多媒体教学

今天
VR授课实训



视角Visual 图像、视频、图标、图纸、模型⋯ ⋯

听觉Auditory 演讲、录音、音乐、语音、提问⋯ ⋯

知觉Kinesthetic 表演、操作、体验⋯ ⋯

29%
视觉学习者

34%
听觉学习者

37%
知觉学习者

VR把视觉、听觉、知觉最佳组合起来， 导致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来源：Miller,P.[2001]. Learning Styles: The multimedia of the mind. ED 451340 



VR教学是使学生经历到，是实践型教学的完美体现



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而止矣。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荀子



数据来自LabsterVR组织的一次研究活动，把斯坦福大学和丹麦技术大学的160名学生分
两组量化教学有效性，虚拟实验室教学比传统教学高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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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的教室是虚拟现实教室

%的课程都将采用虚拟现实教学

%的实训都将采用虚拟现实实训
50



VR通识类教育

如何进行VR课堂教学？
如何制作VR教学内容？















全系列介绍：
VIVEDU  VR通识类课程
《美术鉴赏》是威爱教育
利用全世界最顶级的虚拟
现实技术融合传统美术鉴
赏课程内容，携国内顶级
美术学院教授共同研发。

课程总共有16课时（1个
学分），每个课时通过多
个VR应用给学生营造沉浸
式、交互式的学习和体验

通
识
类
课
程
《
美
术
鉴
赏
》
系
列







1 学生戴VR头显在教室中坐姿学习（基本不走动）

2 教师通过管理软件推送VR课件，监视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3 教师通过语音系统等与学生实时互动交流等



学生戴VR 头显, 实训中需要站立和手脚移动

学生可移动使用VR设备及应用进行实操训练

学生头显输出到屏幕上供教师实时指导或他人观摩

1

2

3



1

2

3

教师戴头显授课

教师头显中内容和场景投影到教室大屏上

学生观看大屏，听教师沉浸式讲解



1

2

3

教师戴头显授课

教师本人动作和教师头显中所进入的虚拟场景实时混合，在大屏上播放

学生能实时观看教师身在虚拟场景中的操作和动作











VR-PPT视频1



VR-PPT视频2





复杂静物一键式建模平台



VR云内容库



VR教学管理系统





VR专业类教育

传统设计vs沉浸式设计
如何进行设计类VR教育？



传统设计 沉浸式设计

VS



采用法国达索公司的引擎支持设计者在沉浸方式下完
成专业设计。

法国达索公司的设计引擎师全球唯一能够完成超高复
杂的空客和波音飞机的全数字设计。

威爱教育2017年9月中国校园独家发布。



MakeVR内容展示



针对3D模型进行整体与任意部分减面、后期上色、光
影渲染、快速生产法线和贴图、交互设计、动画设计
等，并支持导出全景图、视频、EXE、单帧图片。

威爱教育2017年9月中国校园独家发布。



3D模型后处理展示平台



基于全球首款AR和VR技术融合的增强式虚拟现实产品
VIVEPAPER，推出的A-VR（增强式虚拟现实）内容展示
与交互工具，可以将自主创作的360°全景照片与视
频、3D模型、2D图文以及音频等内容融入到虚拟世界
中，出版增强现实内容读物









东北大学虚拟现实教室

厦门大学虚拟现实双创基地

清华大学iCenter创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



VR专业类教育

要和真实环境完全一致：

样子一样， 重量一样， 重心一样， 

手感一样，力反馈一样，噪音一样，

其它嗅觉触觉听觉等均一样。

1.危险行业的技能训练

2.成本高昂的技能训练

3.复杂的技能训练

4.宏观、微观情况下的技能训练

学生技能训练的痛点： VR实训解决方案的核心： 



 虚拟现实技能实训(VR喷漆实训室)

突破： 

VR实训工具高度仿真
形状、大小相同
重量相同
重心相同
手感和力反馈相同
噪音相同
温度
嗅觉味道



喷漆视频







突破：

VR实训工具高度仿真
形状、大小相同
重量相同
重心相同
手感和力反馈相同
噪音相同
温度
嗅觉味道

 虚拟现实技能实训(VR电焊实训室)



电焊视频



     虚拟现实技能实训(VR汽车发动机实训室)



引擎视频



对于成本高昂、危险环境、微观/宏观世界

VR技术几乎是唯一解决方案，发展前景非常乐观



VR实训已经全维度超越传统实训 (以焊接为例)

这是一场革命！



UPS全美员工
虚拟现实训练





创新的Inside-Out的定位追踪以及
VR现实设备从ToB到ToC的市场格局可能革命性改变生活

在2017年8月

宣布的Qualcomm美国高通公司—HTC合作的移

动VR一体机上，部署了这样一个创新算法

WorldSense
（Qualcomm硬件芯片加速支持的算法来支持这个6DoF自由度的连续函数的计算）

据了解，

延迟时间达到了15毫秒，技术的进步是永恒的



VR产业发展面临挑战—挑战就是巨大的机会

1. VR头戴显示的输入与交互。

2. 头戴式显示的空间计算与AR虚实融合及其室外化。

3. VR视频的采集、制作与交互式播放。

4. 基于移动终端和互联网的VR。

5. 物理特征的更多表现与新型物理模型。

6. 进化演化模型与虚拟孪生。

7. 智能行为模型。

8. VR内容的智能化生产技术与通力交互的柔韧感与新型自然交互。

9. 用软件开发工具。

10. VR的逼真性度量与VR心理学、VR社会学。



头号挑战： VR头戴显示下的人机输入与交互

当年XEROX PARK发明了鼠标， 导致了一场人—计算机交互的革命。 

这一次，我认为一定是自然语言和自然的人手成为VR系统中的交互。
简单就是美， 而最简单的东西却是最先进复杂的系统。

VR产业发展面临挑战—挑战就是巨大的机会



LP视频



全球VR/AR之父 Tom Furness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

• 50年前在美国空军设计了第一个头戴式显示器
•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机交互实验室（HIT Lab）主任
• 世界虚拟现实协会会长， 国际虚拟现实研究院院长

2017年3月27日他听取孙伟博士报告并体验威爱教育VR实训产品

威爱教育专家委员会



Gus  Gant
哈佛大学视觉研究和教学实
验室主任 
（Director, Visualizati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Lab, Harvard University） 

威爱教育专家委员会



Dr.  Ken Nakayama
哈佛大学视觉科学中心主任 
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Director, Vision 
Science Center , 左2）

共同开发“消费者心理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

威爱教育专家委员会



Dr. Walter Greenleaf
斯坦福大学虚拟现实人机
交互实验室主任

他是虚拟现实医疗领域的
先行者和开拓者

威爱教育专家委员会



Touradj Ebrahimi教授
洛桑科技大学（瑞士）

他是JPEG之发明人和
JPEG国际标准委员会主
席

威爱教育专家委员会



Dr. Scott Greenwald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虚拟现实教育负责人
（MIT Media Lab）

威爱教育专家委员会





孙伟博士

13911163990

weisun@bua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