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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warehouse manage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link, realize the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of 
warehouse management through realistic virtual environment, and build modules such as warehouse 
organization, order picking, ABC classification, replenishment, shelf storage, etc.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can freely combine the warehousing function modules, allowing students to 
interactively teach the content of logistics practice. Students from traditional passive receiving 
learning to active research learning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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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结合仓储管理的基础理论，在实验教学环节中通过逼真的

虚拟环境实现仓储管理理论演示，构建以仓库组织、订单拣选、ABC 分类、补货、货架存储

等模块，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可以自由组合仓储功能模块，让学生在物流实践内容进行

交互式教学，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学习化为我要学，学以致用的能力训练，能大大提高实验教

学效果。 
 
仓储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

能力，对于提高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日常教学环节，其授课

内容包括仓库选址和布局、仓储设施和设备管理、仓储作业流程管理、库存控制、仓储成本

管理与绩效评估等五个模块。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对这些模块的核心理论进行演示和重

构，针对性解决理论教学的“空心化”问题，有效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 现阶段仓储管理课程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1 理论教学的占比过大，实验教学环节比例偏低 

仓储管理教学过程中理论部分比重过大，部分课程内容跟其他相关物流课程重复率高，讲

授教师采用“教材加课件”的方式进行内容传授，这种以“老师为主、学生为辅、依靠课本、灌

输知识”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抹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

习积极性不高，并且容易导致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特别是综合分析能力、谋划组

织能力、信息获取和知识再加工能力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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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专业深度不够，无法深入引导，缺乏实操 

仓储管理课程是涉及的物流相关实际操作内容覆盖面广、种类多，实践实验教学难度大，

发展还很不成熟，教学手段相对简单，许多实践实验教学内容受限于办学条件也是仅仅流于

形式。而对于具有浓厚的技术与实践色彩的物流专业、尤其是实践性很强的《仓储管理》课

程来说，仅仅局限于课堂讲授和从有限的课本上获取知识，不了解新观念、新方法，不参与

实际的物流活动，必然产生“强理论，弱实践”的现象，使理论与实践脱节，无法圆满实现该

课程的教学目标及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1.3 新技术使用缺乏，教学内容创新太少 

仓储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是培养的主要目标，因此在进行

课程考核时，应突出对实践操作能力的考核，如实训环节、实验环节等。然而由于缺乏新技

术，无法进行复杂理论的展示和模拟，导致学生在进行实验教学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仅

仅是简单的模仿和模拟。 

2. 引入虚拟现实技术提升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 

2.1 虚拟现实技术的技术特点 

1) 感知性。感知性主要通过环境再现来实现，感知性是虚拟现实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2) 交互性。交互性可以通过设定预期操作结果，可以在虚拟现实环境中进行模拟，并通过

对设备的实践应用来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设备的交互操作。 
3) 沉浸性。沉浸性主要是针对体验者的个人感知而言，由于虚拟现实技术所创造的环境与

真实环境相仿，而体验者在潜意识里仍然意识到这是仿真非真实环境。 
4) 客观性。客观性更多的是指仿真环境中的物品或者营造的氛围都按照现实中进行仿造，

其仿造技术与现实大体相似，物品和设备的排列方式和运动方式也与现实大体吻合，其物体

运动也符合现实中的物理定律，从客观角度对现实环境进行模仿。 

2.2 虚拟现实对实验教学的促进意义 

1) 场景的虚拟性。在虚拟实验中操作的所有流程都是依托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模拟，

从而实现教学内容真实感，有助于解决实验项目空洞，解决实验空间和实验成本，改善实验

条件。 
2) 实验内容的多目标、多层次性。根据虚拟实验环境针对具体的实验内容提出针对性的实

验要求，并能满足不同类型实验的需求，因此虚拟实验内容的多目标、多层次性有助于学生

把专业的知识与实验内容结合起来，有效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借助于实验方式更好地理解

理论知识，为后续的专业学习提高应对。 
3) 实验手段的灵活性，主要表现为：在虚拟实验过程中，学生能方便地改变事物的条件以

观察所发生的变化，有利于学生获得第一手资料，便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假设分析实验数据。

实验的体验感更好，更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提出问题与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3.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仓储管理实验教学新模式 

以湖北经济学院仓储管理实验教学为例，我校以 simpliquity 虚拟场景，搭建了仓库组织、

订单拣选、ABC 分类、补货、货架存储等模块，旨在借助虚拟现实来模拟仓储管理理论课程，

对仓储物流系统进行合理系统规划、调度方案以及流程优化等实验模拟工作，有效提升学生

在仓储管理实验教学的兴趣，可以根据学习的效果进行内容的演示和验证，有助于虚实结合。 

3.1 以虚拟现实对 ABC 理论进行模拟，优化库存商品 

实验步骤一：按照课程要求设计仓库布局，结合所做的调研数据分析每种货品出入库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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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二：按照虚拟仿真场景设计 
1) 放置实验页“ABC 分析”，实验系统显示空白仓库； 
2) 在仓库中摆放 14 个货架（每个货架有 9 个托盘位，14 个货架可以达到 14*9=126），1

个办公室和出入库台； 
3) 实验系统判断货架和出入库区域的间距是否符合叉车的通行要求，如果不满足要求，实

验系统会出现红色警报；如果满足叉车通行要求，实验系统显示绿色通行通道；如果货架上

托盘的影像闪烁或者没有托盘显示，说明该货架没有被实验系统识别，需要调整货架位置直

到系统稳定（不能稳定识别的货架，在模拟运行时，系统认为该处不存在货架，会在此处生

产叉车通道）。 
4) 完成仓库布局设计，在实验指导书的模拟“+”上放置黑白按钮，在速度上放置黑白按钮，

并向右侧移动该按钮，调整模拟运行速度为最大值 20x。 
5) 运行模型，记录仓库搬运 1000 个托盘的时间和平均每小时拣选托盘的数量； 
6) 调整仓库布局，重复 3~5 步骤，比较不同仓库布局对出入库效率。 
7) 选择比较好的布局，模拟运行，记录每个 SKU 的拣选数量。 

 
这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仓储管理实验教学模拟对于现有的传统实验教学是一种方式的

提升，有助于打破理论教学和实际操作之间的屏障，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根据以前的教学经

验，学生对于仓储流程这方面的内容大部分处于理论认识阶段，通过课堂学习之后如果缺少

定期强化，则一部分关键知识将会被遗忘；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专业重点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学生能自主对仓储的布局、运输路线、货物的承载量、运输工具的匹配等进行模拟，加深了

对仓储流程知识的理解和印象，从而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有助于促进实验教学与课堂

教学的紧密结合。该项目将积极收集学生对实验操作的体会，并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对实

验内容及实验指导书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从而促进实验教学及课堂教学的紧密结合。  

3.2 围绕虚拟现实技术在实验教学体系的优化 

在虚拟现实技术的课程结构体系的指导下，依据《仓储管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

对课程教学体系进行优化，全面将新技术引入作为实验教学培养的基本能力，不断丰富性技

术的运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验课程教学体系的优化。内容的设计可以依托

物流企业调研和横向课题，把解决题作为教学方式的创新点，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模拟，

保证教学内容能够反映最新理论和应用成果。二是课程实验教学体系的融合。实验课程项目

应与物流的实际发展和社会需求相融合，开发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实验内容项目，形成从

低到高、由浅及深，包括基础验证性、综合设计性和研究创新性等在内的层次多样、系统合

理的实验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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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述 

在实验教学环节中通过逼真的虚拟环境实现仓储管理理论演示，搭建以仓库组织、订单拣

选、ABC 分类、补货、货架存储等模块，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仓储管理专业实验教学

中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可以根据教学需要自由搭建功能模块，让学生在仓储管理实验中

交互式学习，由传统的被动学习转化我要学，学以致用能力学习，能大大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同时也积极与国内外软件公司合作，开发更多的仓储管理模拟模块，增加应用场景，可使虚

拟现实技术在高校物流实践教学发挥更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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