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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R 技术在数字教育出版平台中的
应用及发展策略 *

□文│何国军

[摘     要]			VR/AR 技术具有沉浸性、互动性和情境性特点，与数字教育出版平台的融合应用

具有天然优势。同时，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台也面临着成本压力、内容短缺

和用户体验不佳等问题。为此，可通过资源内容优化、标准体系建设、版权资源

开发和知识服务创新等途径，不断推进 VR/AR 技术在数字教育出版平台中的应

用探索和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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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我国教育出版的数字化集成平台的建构和运营研究”（14YJC860006）研究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数字

教育发展日新月异，在线教学、翻转课堂、MOOC

课、微课等教学形式有效促进数字教育出版产业快速

发展。基于资源积累和专业优势的国内出版集团（社）

建设了多个数字教育平台，凤凰传媒、时代出版、

青岛出版集团等出版企业在数字教育领域抢占了优

势地位。但上述数字平台也面临着教学场景化不足、

教学过程互动化和体验感不充分等发展问题。为此，

出版集团（社）纷纷应用 VR/AR 技术构建和发展

数字教育平台，旨在借助这一现代技术与数字出版

平台应用融合的方式促进持续发展。本文试图探析

VR/AR 技术在数字教育平台中的应用价值和所面

临的问题，并提出 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台的发

展路径。

一、VR/AR 技术在数字教育出版平台中的
应用价值

所谓 VR，即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是

指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产生一个为用户提供视觉、

听觉、触觉等感官模拟的三维空间虚拟世界，用户

借助特殊的输入 / 输出设备，与虚拟世界进行自然

的交互。AR，即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是一种借助计算机图形技术和可视化技术产生物理

世界中不存在的虚拟对象，并将其准确放置在物理

世界中的现代技术，旨在给用户提供一个感知效果

更丰富的现实环境。AR 功能主要通过头戴式设备

实现（如谷歌眼镜），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或者智

能手机等设备实现。

基于自身的情境性、交互性和想象性等新特

性，VR/AR 技术对于教育平台的教学场景构建和

互动教学等学习形式提供有效支持，因而其与数字

教育平台的结合具有天然优势。实际上，VR/AR

技术运用于教育领域起步较早，主要应用在虚拟校

园、虚拟培训、虚拟教学等三个方面。虚拟校园是

VR 技术在教育领域最早的具体应用。虚拟培训目

前以在线教育为代表。虚拟教学方面则主要是应用

VR 进行演示与实验，为课堂教学提供虚拟环境。

而为虚拟教学实践提供配套的教学资源和数字化产

品则来自于出版机构，特别是数字教育出版企业或

平台。

与近年来 VR/AR 技术的快速发展相适应，我

国出版集团（社）大力探索基于 VR/AR 技术应用

的数字教育出版平台建设，并精心研发和推出一系

列具有开创性的 VR/AR 教育产品类型。如安徽时

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豚宝宝”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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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吉林出版集团推出多种少儿科普百科

AR 图书，中文天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着力构建

VR 体验中心 +VR 内容实验室。我国出版集团（社）

积极应用 VR/AR 技术推进和完善数字教育平台建

设，体现出以联合开发为主、产品类型多样化、平

台初具特色等特点。VR/AR 技术在数字教育出版

平台中的应用价值表现如下。

1. 有利于提高数字教育教学效果和互动性

对于数字教育平台而言，VR/AR 技术应用能

够给用户带来高品质的学习体验。VR/AR 的技术

特性可以为学习者创造沉浸环境，充分吸引他们

的注意力，让使用者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同时，

VR/AR 技术可以将化学、地理、生物等各学科抽

象知识进行形象化、直观化展示，不仅能看到外观，

而且能观察到内部结构，听到声音，产生直观化体

验。而且，VR/AR 技术还可以提供实验学习中所

必需的模拟训练，减少现实空间中某些训练或实验

操作的困难和危险，大大降低教学和实训成本。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下属的凤凰创壹软件公司已经开发

涉及机械、电子、设备、模具、汽车等多门学科性

质的 VR 教育产品。该平台利用 VR 技术具有的人

机及多人互动功能有效促进了教育仿真实训平台建

设和用户满意度提升。可见，应用 VR/AR 技术有

利于促进教学场景的构建，改进和提高教学效果，

从而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2. 有利于提升数字教育出版资源利用率

VR/AR 技术在改变数字教育平台教学效果的

同时，也能有效盘活数字教育资源，增强数字平

台服务功能，改进学习用户满意度。作为集成多

种教学资源的数字教育平台一般拥有丰富的数字资

源内容，除了纸质教材及配套音 / 视频、配套 CD-

ROM，还包括数字教材、在线评测系统、微课、线

上图书馆、益智游戏等在线教育类产品或工具。通

过 VR/AR 技术将这些数字资源有效地以链接方式重

组或整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集成化、智

能化和共享性服务平台，以全面满足广大用户的差

异化需求。因此，应用 VR/AR 技术有利于改进数字

教育信息和资源的组织方式和展现形式，从而激活

数字教育平台的资源优势，有效提高其利用效率。

3. 有利于获得数字教育平台用户精准数据

VR/AR 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硬件设备或应用软

件可以随时与用户即时在线交流，获取用户关键信

息，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并获取

用户人群精准数据，从而及时调整产品，实现产品

迭代。VIVE PAPER 是 HTC VIVE 推出的 VR 阅

读平台，该平台不仅为读者带来具有沉浸感的阅读

场景和互动体验，而且能清晰地记录读者的阅读路

径。实际上，当前我国出版集团（社）应用 VR/

AR 技术构建数字教育出版平台的目标并不仅仅在

于拉动教育类图书销售，更在于通过这类新型技术

获取教育用户数据，伏笔未来，从而实现针对性的

服务用户需求。

二、VR/AR 技术在数字教育出版平台中的
应用问题

基于自身的虚拟聚合功能及立体化增强效果，

VR/AR 技术应用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出版平台的数

字化转型进程。但现有的 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

台也面临制作成本高、优质内容缺乏和用户体验不

足等诸多痛点，这是 VR/AR 技术应用未来进一步

发展的现实阻碍。

1.VR/AR 技术应用的成本较高

通常而言，VR/AR 技术对于数字教育出版平

台的硬件和软件配置有较高要求。在硬件配置方

面，目前出版企业主要使用演示性桌面式 V R 系统，

读者具备一般的终端设备即可；但若想开发沉浸式、

增强式、分布式系统，则对于其配套设备有较高要

求，一般读者很难具备相应的使用设备。而在软件

应用方面，应用 VR/AR 技术制作出版物的图形、

场景都需要建模，制作过程相对复杂，需要投入较

多的人力和物力，因而其成本一般比普通图书要高

很多，这无疑为出版企业应用 VR/AR 技术带来了

较大的成本压力。

2.VR/AR 技术应用的优质内容匮乏

目 前，VR/AR 硬 件 设 备 创 业 比 较“ 火 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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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之相伴而生的 VR/AR 内容资源则面临着十分

短缺的现实问题。同样，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

台优质内容资源不仅匮乏，而且呈现出同质化倾向，

存在选题雷同和盲目跟风问题。现今图书市场上的

VR/AR 数字教育产品多数以恐龙类产品作为主推

品种，如：《恐龙来了》《大开眼界恐龙世界大冒险》

《恐龙出没》《探秘恐龙世界》等 AR 图书。当然，

应用 AR 技术开发恐龙类主题图书有利于快速打开

市场，并较易获取儿童读者的好感，这是一种可行

的产品开发和经营思路，但如果多家出版企业同时

集中于同一主题的 VR/AR 产品制作，势必会引起

读者的审美疲劳，从而导致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

最终失去市场和读者的认可。

3.VR/AR 技术应用的用户体验不佳

当前，VR/AR 应用还存在如头显设备易产生

晕眩感、功能不佳等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停留在

“可以用，但体验不好”的阶段。从市面上的 AR

教育类产品来看，很多集中在早教领域，并且比较

初级简单，基本处于试水的阶段。而且，有的教育

图书仅部分页面具有 AR 应用功能，或者其 3D 效

果的音视频不完备，还有的 AR 教育图书的 APP

应用存在下载困难以及不同系统间的兼容性差等问

题，这些无疑导致用户的学习体验和教学满意度不

佳，从而阻碍了 VR/AR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

推广使用。

三、基于 VR/AR 技术应用的数字教育
出版平台发展策略

数字教育出版平台应用 VR/AR 技术不仅有利

于为传统教育出版提供新型载体，同时还有助于促

进内容资源的应用融合和集成化开发，从而拓展数

字教育出版的内容边界和商业模式。随着 VR/AR

技术日益成熟和设备硬件的逐步推广，其应用成本

价格会不断降低，这将为 VR/AR 技术应用和普及

提供有利条件。同时，通过资源内容优化、标准体

系建设、版权资源开发和知识服务创新等策略促进

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台持续发展。

1. 大力优化 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台的内容

资源

在传统教学基础上融入现代技术将使数字教育

平台教学更直观和有效。VR/AR 技术既为教学提

供新的手段。同时，基于 VR/AR 技术的特殊场景

实效更能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果。但是，

基于 VR/AR 技术的优质内容资源仍然是基础条

件，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缺乏正是目前教育出版平

台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在全面保障优质数字

教育内容建设的前提下，通过运用 AR 技术改进

其交互性、场景化和体验性服务才是促进数字教

育平台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为此，数字教育出

版平台要依靠自身的核心资源进行 VR/AR 技术

应用和开发，打造特色品牌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更要紧把内容质量关，提供具备良好体验

的 VR/AR 内容，实现优质内容与现代技术应用

的有机融合。

2. 加快推进 VR/AR 数字教育出版标准体系建设

VR/AR 数字教育出版标准制定的过程，实际

上也是行业规则制定的过程。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

的有效指导下，大力发挥数字教育出版企业的主动

性以及科研院校的智力优势，共同促进行业标准体

系的构建是可行之路。2017 年 4 月 7 日，由广东

省出版集团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牵头，高校和网络

技术企业共同参与建设的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

“AR+ 教育数字出版联合实验室”通过国家立项并

正式运行。该实验室将围绕 AR 技术在教育出版和

教育领域应用的关键技术、标准规范、应用数据模

型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实践。这一产学研共建的举措

无疑将为 AR 数字教育出版标准体系建设提供有力

指导和智力支持。

AR/VR 数字教育平台要重点围绕教育对象、

教学目标和效果评价等教学环节构建科学的数字教

育出版行业标准体系。既积极推进 AR/VR 教育出

版物的制作和生产标准的研究制定，又促进研究制

定其可检测的质量标准和服务标准。在这一过程中，

VR/AR 数字教育出版企业要力争成为企业标准的

领先制定者或者参与者。在此基础上，经过实践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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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完善之后，争取上升为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

从而充分发挥数字教育出版企业在行业标准体系制

定中的积极主导作用。

3. 不断丰富 VR/AR 数字教育版权资源开发的

新形式

面对新一轮内容与技术融合的机遇，VR/AR

教育出版企业在发挥教育核心资源和优势服务用户

需求时，积极探索教育版权资源与 VR/AR 技术

结合的可能性，进一步拓展教育版权价值空间，探

索版权资源数字化的新形式，从而成为新的数字版

权资产提供商。青岛出版集团以自主 VR 虚拟现实

技术开发团队为基础，整合积累多年的教育和内

容资源，开发全新的 VR/AR 教育服务平台，包括

VR 创新课程、VR 教辅图书、VR 学习教具、VR

未来实验室四大板块，大力满足学校从系列课程到

教学服务需求，实现以版权资源融合 VR/AR 技术

切入数字教育行业，从而实现布局未来大教育行业

的目标。

4. 有效创新 VR/AR 数字教育平台知识服务方式

数字时代的教育出版将不再是简单的提供教

材教辅业务，而是向教育服务商转变，通过数字化

产品、服务和其他方式服务于教育和学习，这决定

了 VR/AR 数字教育平台向知识服务方式转变的发

展趋势。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台的知识服务是

指基于课内外教学信息和资源，根据知识结构、学

科结构之间的知识关系架构知识网络，在知识与教

学产品之间建立标引关联，搭建起可实现多维度导

航、在线检索的知识库。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教育

平台借助 VR/AR 技术让知识服务变得更加便捷和

高效，从而给目标用户创造全新的学习和应用体验。

同时，基于 VR/AR 技术应用设备时所产生的

使用数据会被追踪。VR/AR 数字教育出版平台通

过获取并处理这些数据，将不仅仅为用户或机构提

供虚拟或增强现实类的教育内容产品，而且能够

提供适用于他们个性特点的内容服务和学习解决方

案，从而实现真正的个性化教育和精准性知识服务。

例如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北京创图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了两个 AR 系列产品——“e 观地图”和“图

呀会说话”APP，通过融合现代数字出版技术，丰

富了产品形态和用户体验度，不断探索从传统出版

向数字教育平台知识服务的转型发展路径，收到良

好反馈。

四、结语

VR/AR 教 育 和 教 育 出 版 的 未 来 发 展 不 可 限

量。2016 年 11 月 2 日， 美 国 教 育 部 通 过 设 立 68

万美元奖金发起 EdSim 项目。该项目旨在鼓励教

育工作者采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视频游戏等技

术积极开发面向未来的先进教育内容和形式，从而

为美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力储备。如果我国数

字教育或出版行业不能及早尝试和应用 VR/AR 技

术，那么很可能在未来的 VR/AR 时代处于技术落

后的境地。因此，VR/AR 技术在数字教育出版平

台中的应用和探索将有利于助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

展步伐，同时，也将为教育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供新的路径。

（作者单位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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