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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汽 车 制 造 商 大

众集团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HTC Vive 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全

球首家全面接受 VR 技术的汽车制

造商。而就在年初，沃尔玛也使用

了 VR 对超市员工进行情景训练。

随着企业巨头们纷纷引入 VR，一

时间 VR 培训异常火热。

一、VR培训的产生与优势
企业培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培训方法的选择。传统培训方

法实施简便，但互动性差，实战性

不足，对于一些操作性强的工作岗

位，效果有限。

为突出实战性，近年来，一些

企业基于“沉浸式学习”理念，尝

试将 VR 技术“嫁接” 到员工培训

中。VR 技术即虚拟现实技术，它

模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

器官功能，使人沉浸在计算机生成

的虚拟境界中，直接观察、操作、

触摸、检测周围环境及事物的内在

变化，并能与之发生“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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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操作中，理解、掌握相关岗

位知识与工作技能，既增加了趣味

性，又达到了提升培训效果的目的。

相对于传统培训方式，VR 培训的

优势（如图所示）主要体现在 ：

1.规模化应用，降低培训成本

VR 建模虽一次投入较大，但

可长期使用，对于需要持续、大规

模培训员工的企业来说，其培训成

本随着培训量的增加逐步递减，并

最终显现出相对于传统培训方式的

成本优势。

2.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方便灵活

VR 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受训

者可以在任意地理环境中进行集中

演练，并快速取得演练结果，进行

评估和改进。受训者即使身处异地，

只要通过相关网络通信设备即可同

步参与演练。受训者亦可利用个人

的碎片化时间，自发地进行多次重

复演练，大大增加了演练时间。

3.高度仿真，激发参与者主动性

虚拟演练环境是以现实演练环

境为基础进行搭建的，操作规则

同样立足于现实中实际的操作规

范，理想的虚拟环境甚至可以达

到使受训者难辨真假的程度。演

练 现 场 的 高 度 仿 真， 双 向 互 动，

增加了培训的趣味性，激发了员

用 VR 技术提升培训

灵活性自主性

低成本

安全性

图 VR培训的优势

随
时
随
地
方
便
灵
活

一次投入多次使用

模拟高危作业，避
免现场演练风险

VR
培训

激
发
员
工
主
动
参
与
、

高
度
仿
真

万方数据



Methodology 方  法

88 2017年第十二期 892017年第十二期

工参与培训的兴致和热情，尤为

新生代员工所欢迎。

4.规避现场风险，确保培训安全

现代社会中一些重要或高危行

业，如煤炭采掘、电力工程、轨道

交通等，操作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巨

大风险，贸然带领新员工进行现场

实战培训，稍有不慎，即可能造成

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运用

VR 技术进行培训，则可有效规避

上述风险。受训人员可以卸去事故

隐患的包袱，尽可能充分地进行演

练，从而快速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

二、VR开发与培训的一般流程
1.VR技术与设备开发

VR 是多种技术的综合，包括

实时三维计算机图形技术，对观察

者头、眼和手的跟踪技术，广角立

体显示技术，以及触觉 / 力觉反馈、

立体声、网络传输、语音输入输出

技术等。基于上述技术，需要开发

的设备主要有 ：建模设备、三维视

觉显示设备、大型投影系统、头戴

式立体显示器、声音设备以及交互

设备等，其中交互设备又包括位置

追踪仪、数据手套、3D 输入设备、

动作捕捉设备、眼动仪、力反馈设

备等。

VR 技术的开发有两种形式 ：

一是委托专业公司开发，企业配合。

VR 技术目前已形成产业联盟，其

技术储备可根据企业的不同培训需

求，量身定制。这种开发形式为大

多数企业所采用。二是企业独立研

发。一些电子科技类的规模企业，

如三星集团，就是凭借自身电子科

研产品的优势，独立研发了一款虚

拟 现 实 产 品 ——Oculus Rift 设 备，

专供企业质量管理人员和一线生产

员工进行空调生产工艺

培训。

2.仿真室建设

仿真室是企业运用

VR 技术与设备培训员

工的场地。VR 设备价

值巨大，前期只能是固

定场所，后期随着技术

与设备进步，培训场所

可趋于灵活。

仿真室是一个完整

的虚拟现实系统，企业

开发的 VR 技术与设备

将在这里展现。仿真室

一般包含以下内容 ：（1）

立体展示部分，如 ：立

体投影系统、头盔显示

器、立体显示器等。（2）

虚拟现实交互部分，如：

力反馈设备、数据手套、位置跟踪

器、3D 鼠标等。（3）软件开发平台，

它是整个虚拟现实系统的核心部分，

负责整个 VR 场景的开发、运算、

生成 , 是整个虚拟现实系统最基本

的物理平台，同时连接和协调整个

系统的其他各个子系统的工作和运

转。（4）员工座椅与操作平台。

目前，VR 技术更新迅速，相

关设备的过渡性特征明显，仿真室

前期建设规模不宜过大。对新员工

可采用多批次轮流培训办法，提高

设备利用率。

3.讲师配备与受训者预教育

作为一种全新的培训方式，VR

培训对讲师的操作技能、适应能力

都有更高的要求。首先，讲师必须

了解 VR 技术原理，熟练操作相关

设备，并对培训内容有充分了解，

最好由企业内部参与 VR 技术开发

的相关人员担任。其次，课前准备

要细致。讲师要提前熟悉拟展示给

学员的任务情景，最好亲自佩戴

VR 设备预演几遍，看是否能达到

培训的预期目标。要提前准备好备

用方案，尽量避免培训教学过程中

信号传输、设备故障等问题，以免

影响受训者人机交互体验。

对于受训者而言，多数企业的

员工没有 VR 培训的经验，会存在

心理恐惧，部分老员工甚至会排斥

VR 培训。为此，在授课之前，企

业可以先安排员工学习 VR 技术的

相关知识，提前预热，培养兴趣和

好奇心，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消除

排斥心理，增加参与热情。

4.现场演示与员工实际操作 

讲师现场演示可以让受训者快

速掌握 VR 培训的相关技术，增强

培训效果。现场演示的要点一般包

括 ：（1）VR 设备的使用方法，如

设备启动，立体眼镜、操作杆、数

近日，山西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举办了“关注
消防，平安你我”系列消防宣传活动。职工通过VR技
术体验高层楼房着火现场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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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手套、头盔、上衣的正确穿戴及

使用方式，以及设备关闭、收纳方

式等。（2）相关生产工艺及原理展

示。讲师首先通过高配置的计算机

端口展示生产的全部流程，让受训

者形成整体概念 ；接着通过 VR 发

出端，向受训者展示各分流程的工

作原理。（3）具体操作演示。以空

调组装为例，讲师佩戴数据手套，

先将虚拟情景中的一台完整的空调

拆卸成底盘、水盘、水泵组件、冷

凝器、散热下风道组件、中隔板、

接水盘、蒸发器、出上风道组件、

电器盒等零部件，再按照正确的顺

序将以上部件组装成一台成品，其

动作可以细致到拧、拆一颗螺丝钉。

在拆装的过程中，导师一边演示，

一边为受训者讲解细节与难点。

讲师演示完毕后，受训者需要

佩戴立体眼镜、数据头盔和数据手

套，在虚拟场景中接触各种零部件，

根据之前所学以及自己大脑中构建

的知识体系，独自进行设备的制造、

拆解与组装。前期的实际操作，讲

师与受训者要沉浸在同一虚拟现实

场景中，根据需要实时指导。 

5.培训效果评估

VR 培训结束后，需要对受训

者群体进行整体效果评估。评估可

采用“前测后测——对照组设计”

方法，即将拟培训员工随机分成两

组，分别记为培训组和对照组。培

训组采用 VR 培训方法，对照组采

用传统培训方法。在培训前、后分

别对两组员工的操作技能进行测

试，得到四组测试结果 ：培训前实

验组平均成绩（记为 A）、培训后实

验组平均成绩（记为 B）、培训前对

照组平均成绩（记为 C）和培训后

对照组平均成绩（记为 D）。若数据

A 与 B 没有显著差异，而数据 C 与

D 有显著差异，则可认为这种差异

是由不同培训方法所致，从而评估

此次培训的效果，见表。

三、VR培训的适用
将 VR 技术运用于员工培训是

一次开创性尝试，企业需要结合自

身规模、行业特点和培训预算等要

素，综合考量引进与否。就目前而

言，VR 培训主要适用于以下行业

和领域 ：

1. 高危行业。VR 技术可虚拟

现实场景，有效规避现场操作风险，

广泛适用于高危行业，如煤炭井下

采掘、航天器驾驶、轨道交通、水

泥生产、电力系统操作、深海作业、

消防员火场救灾等。

2. 医疗行业。VR 技术的高度

仿真性，可以将人体器官生动形象

地呈现出来，供受训者反复练习，

快速提升临床操作水平。

3. 大规模加工制造业。加工制

造企业工艺复杂，操作性强，对员

工的动手能力要求高。VR 技术的

引入，可有效解决传统培训方式实

操性不足的缺陷，且培训过程无材

料耗损，特别适用于一线员工技能

培训，如空调组装、汽车制造等。

4.建筑业与城市交通规划行业。

VR 技术不受时空限制，将之应用

于建筑设计和交通规划设计，项目

尚未建设即可领略建成后的效果，

便于事前做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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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前测后测——对照组设计

A

B

培训实验组

对照组

培训前操作能力

测试平均成绩

C

D

培训后操作能力

测试平均成绩

一群大雁列队从天空飞过，秩序井然。乌鸦看了，非常羡慕。一只老

乌鸦说：“看人家大雁，飞得多整齐，哪像咱们这么乱糟糟的，怪不得别人

说咱们是乌合之众。从今以后，咱们也要像大雁一样列队飞行！”

大家一致同意。飞到天空中，老乌鸦刚要编队，一只年富力强的乌鸦说：

“大叔，这事用不着您操心，交给我吧 !”老乌鸦只好退到一边去。这只乌

鸦刚要编队，一只比它更年轻的乌鸦说：“老兄，你准备编个什么队形呢？

编个像大雁那样的‘一’字队形或是‘人’字队形吗 ?那太老套了。要编，

就编一个‘s’形。”另一只羽毛未长全的乌鸦则说：“现在最新式的是 ‘x’型，

‘x’从所有的方向看都是一样，准会万人瞩目的！”

于是所有的乌鸦都参与了这场讨论，争论很激烈，一直到现在它们还

是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队形。（太平）

·点滴· 乌鸦的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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