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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mong 

which, most people expect, is the use of VR technology. VR used in people's daily life is also used in learning 

life.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application of VR in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VR technology in real life, compare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interview mode,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VR technology,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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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一轮的技术革新产生，其中，最为人们所期待的，便是VR技术的运用。VR运用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运用在学习生活中。本文将以VR在大学图书馆的运用为例，反应VR技术在现实生

活中的运用现状，对比传统的图书馆采访模式，分析VR技术运用的优点和不足，并分析改技术在运用

过程产生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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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R技术的使用现状研究 

作为当今世界的前沿科技之一，世界各国都纷纷

对VR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各大公司先后加入VR产

品的研发当中去，例如三星、亚马逊、索尼、华为等

公司，都想通过研发率先抢占市场。VR技术的运用领

域广泛，就目前而言，主要是在现场直播、房地产展

示以及电子游戏等领域运用，身临其境的感觉，给使

用者带来了良好的使用体验。除此之外，VR技术还有

可以运用于远程医疗、工程仿真等领域。VR技术在这

些领域的运用不仅可以解决了这些领域之前存在的一

些问题而且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2018年VR技术在昌

平冬奥会上的使用效果良好，让人们看到了VR技术的

价值，推动了VR产业的发展。 
除了各大企业发现VR技术未来的巨大运用潜力外，

国内外的各大图书馆也瞄上了VR技术，纷纷决定在各

自的图书馆中使用该项技术。例如美国某实验室，推

出了VR使用技术的客户端程序。不甘落后的其他图书

馆也开始纷纷将VR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图书馆中，开展

虚拟图书馆业务。当人们走进这样一所图书馆中，不

仅能够感受到书墨的芬香，还能够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以及身临其境的体验。尽管如此，VR技术仍然未被充

分挖掘，还有巨大的挖掘空间，目前VR技术的主要运

用也只在信息检索服务、漫游服务、虚拟空间等领域。 

2. VR技术运用于图书采访中 

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VR技术可以运用在图

书采访的众多方面，这其中就包括中标书目挑选和VR

技术实现虚拟现场采购。在这两个方面，VR技术能都

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同时通过在这两方面的讲价分析，

也能多众多运用VR技术方面提供帮助，以下就是具体

说明，希望通过这种构想，应在在图书采访中能有有

积极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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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ＶＲ技术运用于图书采访中 

荐购信息收

集 

中标书目挑

选 

VR技术实现

虚拟现场采

购 

新书预读预

热 

使用VR技术

可以帮助采

访者更全面

且迅速地抓

住读者的需

求，利用 R

技术构建虚

拟图书馆，

并构建一个

虚拟教师会

议室、读者

讨论区、主

题讨论、学

科 前 沿 领

域、本书推

荐区等等，

让更多读者

畅所欲言 ,

积极参与热

门课题、特

色资源、科

研前沿、图

书荐购等话

题的讨论 

读者可以根

据自身的选

择，进行书

籍地阅读，

其阅读的体

验感与真实

的读书场景

体 验 感 无

差，并且通

过 VR 技 术

采，访人员

还可以随时

的与读者进

行交流，这

便增加了读

书互动感，

使读者有更

好的阅读体

验。 

VR技术运用

于采购主要

是通过模拟

虚拟的采购

场景，设置

虚拟货架，

将每本书的

信息通过VR

技术同步到

体 验 者 那

里，就像现

场 选 书 一

样，体验者

能够直观的

感受到书籍

的外观以及

主 要 简 介

等。 

使 用 VR 技

术，供应商

在签订购买

协议时，需

要将图书的

VR资源提前

送 到 图 书

馆。在纸质

书籍处理之

前，图书馆

将书籍的虚

拟现实资源

发布到虚拟

现实虚拟社

区，方便读

者找到自己

感兴趣的书

籍。 

2.1 荐购信息收集 

读者需求是文献采购的重要依据，但读者需求是

最难把握的。在传统的采访模式下，采访者通过对各

高校的实地调研，掌握教师教学和科研文献的需求。

然而，由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

能参与，收集的信息往往不够充分。采访者利用互联

网通过读者的网上留言、微信、电子邮件、图书荐购

系统等收集读者信息，因而无法与读者直接互动、及

时反馈，导致读者荐购热情不高，只能收到零星的购

书建议，无法充分把握读者的真实需求。 

使用VR技术可以帮助采访者更全面且迅速地抓住

读者的需求，利用R技术构建虚拟图书馆，并构建一个

虚拟教师会议室、读者讨论区、主题讨论、学科前沿

领域、本书推荐区等等，让更多读者畅所欲言,积极参

与热门课题、特色资源、科研前沿、图书荐购等话题

的讨论，将相关评论呈现在VR虚拟社区场景中，采访

人员可随时查看并参与讨论，快速掌握学科、科研信

息和读者需求，进而完善馆藏资源的配置。 

 

 

2.2 中标书目挑选 

VR技术在图书馆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实现在选书过

程中读者与书有较高的交互性。当读者进入图书馆的

VR场景中，便如同置身于真实的商店中，但是书籍的

搜索又比真实的商店便捷。同时每本书除了有基本信

息外，还附带着音频等资源。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选

择，进行书籍地阅读，其阅读的体验感与真实的读书

场景体验感无差，并且通过VR技术采，访人员还可以

随时的与读者进行交流，这便增加了读书互动感，使

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 

2.3 VR 技术实现虚拟现场采购 

利用VR技术实现虚拟现场采购。VR技术运用于采

购主要是通过模拟虚拟的采购场景，设置虚拟货架，

将每本书的信息通过VR技术同步到体验者那里，就像

现场选书一样，体验者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书籍的外观

以及主要简介等。这项技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方便了人们的远距离挑选，同时还可以直接与销售人

员互动，并且通过互联网直接对信息的采集与录入，

这样不仅降低了人们采购所需的时间，也减少了为去

采购而花费的时间，到达减少采购成本的目的。与此

同时，此项技术还能提高在图书购买过程中效率。 

2.4 新书预读预热 

使用VR技术，供应商在签订购买协议时，需要将

图书的VR资源提前送到图书馆。在纸质书籍处理之前，

图书馆将书籍的虚拟现实资源发布到虚拟现实虚拟社

区，方便读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首次阅读新书

时，读者还可以在VR虚拟社区中撰写新书评论并进行

展示，引起各网友的注意，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促

进新书的推广，提高新书的利用率。 

3. 在运用ＶＲ技术于图书馆图书采访中存在

的问题 

因为是新兴技术，其运用在图书馆采访中的过程

中，一定会出现多种问题，以下就是相关问题： 

3.1 人员的关注不够 

虽然国家发布了许多关于布局前沿技术的政策，

但是普通民众对这些前沿性的科学技术了解并不多，

甚至一点了解都没有，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并且相对

于人工智能等领域，知道VR技术的人们反而更少。就

此而言，人们难以认识到图书馆运用VR技术的好处。

其次，VR技术虽然是相对成熟，但是却不是一个完美

的技术，它还存在许多的创新进步空间，以便能运用

到更多领域，同时也应该实现这项技术的工业化，做

到白菜价。但是由于对这些技术的关注不够，研发投

入也相对较少，目前VR技术还要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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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R 发展缺乏资源 

虽然VR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也到了一定的阶段，

但是VR在图书中的运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就目前

来说，VR图书和书目业并没有形成很好的行业标准体

系，制作成本过高是导致VR发展资源极度匮乏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形成一个完善的体

系，就无法满足批量的采访。一方面，没有书商制作

商等提供书目，也没有行业标准，VR选书虚拟现场采

购难以开展。另一方面，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

金投入、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2D资源的3D资源的转换。

出于盈利考虑，很多出版商，制作商都不愿意投入。

在没有行业标准又缺乏投资的情况下，VR图书是无法

批量生产的。 

3.3 用户接受程度不高 

目前VR技术正在完善中，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

很多问题：性能差、舒适度低、用户体验不好，设备

价格昂贵。因此，大部分人无法接受。通过VR，用户

可以身临其境，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

段为载体，自然地和虚拟世界中的对象进行互动。这

一过程通常需要VR眼镜来实现，但是性能高、舒适度

高的VR眼镜价格很高。此外，VR眼镜的使用也不是很

舒服，有眩晕感基于以上原因，会导致用户体验不佳，

从而导致接受程度不高。 

4. ＶＲ技术在图书采访中的应用对策 

VR技术如何应用在图书采访过程中呢？最主要有

以下几种对策，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总结出

“ＶＲ＋采访”准确定位，需求驱动行业技术革新，

模式推广，三种对策，具体描述如下： 

表2 VR技术在图书采访中的应用对策 

“ＶＲ＋采

访”准确定

位 

完善标准化

体系 

需求驱动行

业技术革新 

VR模式推广 

“ＶＲ＋采

访”不仅是

一种新的采

访形式，应

该意味着有

更高的采访

质量，更好

的配置资源

以及更好地

掌握读者的

需求，然后

最大限度的

配置图书资

源在采访中

的应用，是

图书馆应用

中 的 一 部

图书馆应与

相关部门共

同努力，积

极推动VR图

书和VR书目

标准体系的

制定，这必

将推动整个

VR行业的快

速发展。VR

行业标准体

系的建立，

将 使 VR 厂

商、出版商

和书商按照

统一标准进

行生产，资

通过需求促

进供给，让

VR资源逐渐

多起来，资

源体系逐渐

完善，VR的

门槛降低，

读者所能接

触的资源就

会更多，接

受程度也会

慢慢变高。 

组建科研团

队 进 行 研

究，然后加

以完善；在

设备方面，

要不断增加

VR设备设施

资 源 的 购

置；要加强

图书管理员

的 技 术 培

训，让他们

掌握软硬件

的 使 用 方

法；为方便

读者，要更

好地打造虚

分。 源和技术的

交流，加强

合作，增强

VR图书和VR

书目在各种

收购平台上

的适用性。 

拟社区，打

造读者交互

平台。 

4.1 “ＶＲ＋采访”准确定位 

“ＶＲ＋采访”不仅是一种新的采访形式，应该

意味着有更高的采访质量，更好的配置资源以及更好

地掌握读者的需求，然后最大限度的配置图书资源在

采访中的应用，是图书馆应用中的一部分。图书馆要

重视VR技术的发展，可以加大这个模式的投入，从而

更好地运用好VR技术。 

4.2 完善标准化体系 

图书馆应与相关部门共同努力，积极推动VR图书

和VR书目标准体系的制定，这必将推动整个VR行业的

快速发展。VR行业标准体系的建立，将使VR厂商、出

版商和书商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生产，资源和技术的交

流，加强合作，增强VR图书和VR书目在各种收购平台

上的适用性。该标准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制造商、出

版商和书商解决VR应用中存在的问题。VR标准体系的

建立将降低VR应用成本，降低VR图书、VR书目等产品

的生产成本。实现标准化生产将大大提高图书市场VR

图书资源的供给。同时可以要求书商提供标准化的VR

书目，为图书采集提供VR图书资源和VR书目数据支持。

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图书消费市场，也应该拥有一

定的话语权，参与VR行业标准的制定，使图书VR数据

和VR产品更适合高校图书馆的需要。 

4.3 需求驱动行业技术革新 

图书馆应该将虚拟资源的建设重视起来，作为此

项资源技术的需求方，可以通过提高经费占比，也可

以在招标文件中也可以明确指出优先选择VR资源，通

过需求促进供给，让VR资源逐渐多起来，资源体系逐

渐完善，VR的门槛降低，读者所能接触的资源就会更

多，接受程度也会慢慢变高。 

4.4 VR 模式推广 

图书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行宏观布局，改

善构建“ＶＲ＋采访”的环境和条件。首先，组建科

研团队进行研究，然后加以完善。其次，在设备方面，

要不断增加VR设备设施资源的购置。再有，要加强图

书管理员的技术培训，让他们掌握软硬件的使用方法。

以及，图书馆界要和书商达成一致，或者要求他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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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虚拟书目等。最后，为方便读者，要更好地打造虚

拟社区，打造读者交互平台。 

5.结语 

作为一种当今社会的新兴技术，VR技术的产生在

当代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在大学图书馆的图

书采访活动中，一样有非常重要以及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VR技术在大学图书馆图书采访中的构想，

深刻分析了VR的应用可能性以及应用情况。希望以此

能给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或者相关从事图书采访的

人员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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