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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VR技术在航空应急救援训练中的应用浅谈VR技术在航空应急救援训练中的应用
	| 张腾			薛傅龙			王新宇

近年来，大力发展航空应急救援已经成为
我国社会的广泛共识，在航空应急救援标准规
范制定、指挥架构建设、装备研发引进等方面
我们都陆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专业救援人才
严重缺乏仍是制约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行业发展
的重要瓶颈。传统的航空应急救援实地训练存
在着运营成本高、安全保障难度大、设备场地
依赖性强等局限性。VR 技术的出现与成熟，
为培养航空应急救援专业人才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训练途径。

航空应急救援培训对VR技术的需求

专业救援人才培养是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国航空救援力量除军
队以外，还有警用航空机队、交通运输部救助
飞行队、森林消防局直升机支队和中国民用航
空应急救援联盟等专业救援力量。然而，军队
的主要职责是国防备战，较少开展航空应急救
援专业训练 ；警用、森林消防、交通运输部等
救援力量虽已初具规模，但其通用性不强 ；民
营通航企业开展应急救援业务的数量不多，且
受到运营成本的限制，很少能够自主组织开展
专业化的航空应急救援训练，导致航空救援专
业队伍数量少、人员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很难
保障救援质量与效率，这已成为制约我国航空
应急救援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传统的基地化实战训练存在着诸多局限性 ：
每次训练不仅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对场地保
障要求高，难以保证救援场景的真实性，且存
在安全隐患 ；常规化训练大多照本宣科，无法

带给救援人员应有的紧迫感，训练效果一般。
随着航空应急救援基地的不断建设与专业救援
人才需求的不断递增，传统的训练模式过于单
一，且弊端明显，满足不了航空应急救援日益
发展的需求，亟需探索补充新的训练方式与途
径，VR 技术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为航空
应急救援人才培训注入新鲜活力，与传统训练
模式相辅相成。

VR 技术，是利用计算机生产一种模拟环
境的仿真技术。目前 VR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
育训练、设计规划等方面。利用 VR 技术搭建
各种不同虚拟救援场景，应用于救援队伍的日
常培训与演练中，其优势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高沉浸而无安全隐患。虚拟训练环境
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高沉浸效果，受训
者可以大胆尝试各种训练方案，不仅可以确保
受训者的安全，还能避免事故隐患 ；二是低成
本且可拓展。3D 建模，无需搭建材料，可重
复使用，对场地要求小，并可根据训练任务需
求灵活配置，快速产出多情景的训练任务，拓
展性强 ；三是自主可协同。受训者可跨越时间、
地域的限制，可在任何时间、地点进入到相同
的训练场景中进行训练，既可支持多单位协同
训练，也支持多单位各自同时开展训练。

VR技术在航空应急救援训练中的具体应用

将 VR 技术应用于航空应急救援训练中，
可覆盖指挥调度、现场指挥、分队 / 个体操作
训练等各类训练需求，有利于提高救援队伍的
综合实战能力。

在专业技能训练方面，可利用 VR 技术对
救援装备、场景进行虚拟化仿真，受训者通过

操作虚拟模型、仪表进行训练，锻炼其操控、
维修装备的技能 ；通过佩戴操作 VR 头盔、手
套等交互设备，进行搜索营救、医疗救助、消
防灭火等专业技能训练。以直升机应急救援智
能虚拟现实训练系统为例，该训练系统是用于
航空医疗过程中机组之间有效的协作和沟通，
安全快速的完成各种紧急救援任务模拟训练系
统。利用 VR 系统不仅可向人们展示简化的直
升机飞行、人员操控模型，让更多人体验直升
机的飞行操控，而且可进行辅助训练与综合演
练，帮助救援人员更直观的学习、掌握救援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应急处理方法，同时构建综
合演练情景任务，拓展多单位配合，仿真模拟
陆空之间多单位配合大型演练的预演与测评。

在非技能能力训练方面，虽然飞行、医护、
救援等专业人员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才能参与救
援挽救生命。然而，即使这样，当他们面临自
然灾害、消防救火、事故灾害等惨烈的救援现
场时，也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如何缓解压力、
保持有效沟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的
决策和判断显得尤为重要。受训者利用仿真系
统、可穿戴的 VR 设备（VR 眼镜、头盔、心
理生理测量仪等设备），进行沉浸式训练，训练
过程中采集分析受训者的心理、生理水平数据，
强化受训者的非技能能力水平。例如，美国佛
罗里达州的消防队曾配备了一件 VR 设备，模
拟救火现场来训练消防队员。这款 VR 设备将
训练设备与配备齐全的实验室连接起来，比如
救援有脉搏、眨眼、呼吸和能回答问题的训练
人体模型。当他们曾经经历过，在救援现场会
更加冷静，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在指挥训练方面，将地震、消防灭火、交

通事故等救援场景进行虚拟化仿真，通过调节
参数设置模拟事故受灾情况，受训者根据所处
场景的情况，自主选择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
有助于锻炼救援人员的决策分析能力与临场应
变处置能力，以提高救援人员的指挥调度水平。

仿真模拟研究对航空应急救援系统的数据
积累与共享具有重要意义，它与通讯系统、基
础设施建设与信息资源库建设等，都是构建航
空应急救援区域指挥中心和各级指挥体系的重
要基础。

以VR技术推进航空应急救援的路径探讨

VR 技术有望突破传统航空应急救援专业
培训的瓶颈而成为人才培养的倍增器，它在专
业技能、心理素质和指挥调度等方面的培训中
都能发挥良好的效果。VR 技术的应用对于推
进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行
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 VR 技术作为传统培
训系统的重要补充和技术升级，可考虑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推广与发展。

第一，将 VR 技术应用于青少年航空应急
救援科普教育活动。寓教于乐，针对大中小学
生开发不同难度的航空应急救援竞赛与游戏 ,
通过创新航空应急救援科普教育形式，以丰富
生动的体验和参与，使青少年建立对航空应急
救援的初步认知，激发其探索热情，为航空应
急救援体系发展进行人才储备。

第二，将 VR 技术应用于航空应急救援的
专业预训与状态保持。以高仿真 VR 模拟航空
应急救援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详细设计航空
救援实施中消防、搜救、医疗和转运中的应对
细节及效果，锻炼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开展

航空应急救援人才的预选培训，对在 VR 培训
中表现优秀的受训人员颁证并允许进入实战演
练或参加救援行动 ；对因某种原因较长一段时
间无法参与体能技术训练的人员，如因任务受
伤等，可通过 VR 进行虚拟训练，保持其应急
救援能力水平。

第三，将 VR 技术应用于航空应急救援的
综合演练与预案推演。预设海上、城市、森林
等不同类型的救援场景，对飞行机组、医疗机组、
搜救机组的救援能力与协同机制进行综合演练 ；
同时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内容，各救援人员各
司其职，完整地执行预案进行救援的全过程。
还可以由系统操作人员设置干预因素，如设置
一次“爆炸”，突然改变天气等，不仅可以训练
救援人员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临场应变指挥能
力，也可以检验应急预案是否合理完善。

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比国外晚了几
十年，VR 技术的应用有望在我国专业航空救援
装备尚不充足、实际运行环境受空域等诸多限
制的情况下，加速国内航空应急救援专业人员
的培养并促进整个体系的建设与完善。VR 技
术依托航空应急救援的场景在青少年科普教育
中发挥的作用，对我国航空事业和产业的长远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目前 VR 技术还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如开发成本偏高、设备舒适性较差、
力反馈缺陷、纱窗效应、眩晕等问题。未来随
着这些制约性技术的进一步研发与成熟，VR+
航空应急救援训练模式将得到大范围的推广与
应用。

（作者单位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
业研究中心）

全日空航空公司计划
2050年实现碳中和航空运营

去年 7 月，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ANA）制
定了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计划到 2050 年将二氧
化碳排放量减少到 2005 年的一半。2021 年 4 月
27 日，ANA 又提出了阶段性目标，到 2030 年使
所有航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 2020 年 3 月之
前的水平。

ANA 减少碳排放的关键性举措是更多地使用
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开发更具燃油效率的飞
机和发动机，优化更有效的飞机运营和维护程序。
ANA 先前的工作包括在 2019 年与碳回收技术公
司 LanzaTech 签署承购协议，以购买可持续航空
燃料。ANA 还在 2020 年与供应商 Neste 签订了
SAF 供应协议，并共同进行了由 SAF 燃料驱动的
首次国际航班。 （纪宇晗）

博姆超声速公司XB-1验证机
或于2022年首飞

近 日， 博 姆 超 声
速公司表示，其 XB-1
超声速验证机可能要
到 2022 年 才 能 首 飞，
此 前 该 公 司 曾 表 示
XB-1 计划于 2021 年
首飞。

该 公 司 将 使 用
XB-1 验证机评估超音
速技术，帮助其开发一
种名为 Overture 的商
用超声速客机。XB-1
验证机目前已经进行
了大量的滑行测试，作
为飞行测试计划的一
部 分。Overture 超 声
速客机则将在 2026 年
首飞。

（羽禾）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
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
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应
对重大事故以及自然灾害时，加快建
设航空应急救援能力体系，具有十分
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从发展
趋势来看，我国的航空应急救援将逐
步走向体系化、现代化、专业化。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目前用
于救援的国外机型主要包括米 -26、
米 -171、H225、AW139、S-76、S-92
等，国产救援直升机包括 AC312E、
AC352、AC311A、AC313 直升机等。
在科技含量更高、未来需求更迫切的
航空救援领域，需要尽快建立航空应
急救援装备的产业化体系。

空中救援方显航空速度

日前，江西省已建成大型直升
机 临 时 起 降 点 107 处， 初 步 形 成

“1+3+100”的航空应急救援基础网
络。为持续推进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该省正在依托靖安机场建设区域
性航空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储备库。

厦门市不断增强海上救援、空中
输送、森林灭火等救援力量，打造高
效、快速的海陆空立体化应急救援体
系， 构建厦门特色的“全灾种、大应
急”格局。据悉，厦门市空中救援中
心将系统管理包括东海第二救助飞行
队、政府应急救援力量和企业应急救
援力量，承担勘察监测、应急巡航、
救援指挥调度、灭火救援、紧急输送、
医疗急救及水上搜救等救援任务。

今年 3 月，宁波已成立了包括医
疗航空救援、危险化学品航空救援、
高速公路突发事件航空救援、森林防
灭火航空救援、社会救援队伍航空救
援、电力电信航空救援、防汛航空救
援等 7 大类别 21 支地面航空应急救
援队伍。这些队伍救援范围广，可以
在全市任何地点实施，不受地面环境
的影响，特别是边远、地形复杂的地
区和远海孤岛。

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三大赛
区之一，北京延庆区围绕科技服务冬
奥及城市运行，为无人机提供了大量
场景应用，开展了应急救援、空中巡

查、森林防火、3D 建模等应用项目。
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无人机创新基地也
将聚焦无人机生产、研发、测试等，
为北京冬奥会提供应急救援等服务。

近年来，航空基地不断加快推进
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在航空体系
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4 月 15 日，
西安市 2021 年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综
合应急演练在蓝田县举行。作为西北
空中应急救援中心的筹建方和发展主
力军，航空基地在航空应急救援场站、
装备、人才及产业环境等方面具备充
分的资源优势，通过汇聚各方资源可
有效疏通空中救援 的“毛细血管”，
以实现航空应急救援服务范围的最大
化，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和完善
提供重要支撑。

水上救援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今年 3 月，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孙文剑就我国海上搜救的有关情
况介绍称，2021 年 2 月份成功救助
482 人，全国海上搜救成功率 97.2%。
据介绍，全国各级海上搜救中心共组
织、协调搜救行动 109 次 ；协调派出
搜救船舶 335 艘次、飞机 33 架次 ；
搜救遇险船舶 70 艘，其中 61 艘船
舶获救 ；搜救遇险人员 496 人，其中
482 人获救，搜救成功率 97.2%。

近期全国各级消防救援队伍积极
开展抗洪抢险水域救援演练，旨在进
一步做好接下来的洪涝、水域灾害事
故抢险救援工作，检验队伍快速反应
和应急救援实力。4 月 26 日至 28 日，
上海市组织沪苏浙皖 4 个消防救援
总队，以及警务航空队、海上搜救中
心、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三一重工
等 12 方应急联动力量，共计 720 人、
163 车、140 艇、6 架直升机，共同
开展长三角跨区域水域应急救援实战
拉动演练。通过演练，各参演单位救
援手段得到了充分施展和交流。水下
声纳搜索快速定位 ；气垫船、全地形
车的浅滩应用 ；无人机搭载喊话、夜
视、照明功能模块等，使得救援效率
得到进一步提高。

近日，深圳市龙岗区消防救援大
队组织开展抗洪抢险救援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融入了通信保障、无人机操
作等科技元素，进一步加强了汛期防
洪防汛抢险救援能力及应急保障。

立体化救援将成常态

空中急救是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的产物，也是地面救护向空中的扩展
和延伸。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
时刻，军队运输航空兵和地方航空公
司、通用航空机队，在开展大批量医
疗人员和物资器材快速转运、大面积
航空喷洒（消毒灭杀）和空中巡查作
业等紧急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启用方舱医院是
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与医疗的一项重大
举措，有效缓解了新冠肺炎患者“收
治难”问题，使轻症患者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治疗。但是也看到，疫情期间
的通航公司的消杀是航空公司面临的
新问题，除了与飞机制造厂家沟通并
获得技术支持外，还应加强航空公司
各部门间的协作以及行业单位间合
作，保证飞机的安全适航。

近期，一些地方医院也在充分建
立海上、空中救治绿色通道，实现“网
络化、常态化”的立体化救援，进一
步提升区域急危重救治能力及应对救
援、救灾等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能
力。4 月 17 日，一架执行捐献器官
转运紧急医疗任务的 SK-76 型直升
机，从深圳直飞珠海，仅 20 多分钟
稳稳降落在中大五院停机坪。至此，
由南航上演“客机 + 直升机” 的“南
宁至珠海之 102 分钟空中生命接力大
片”“杀青”。

近日，深大总医院紧急医学救
援队联合深圳市东部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天津大学灾难医学研究院、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共同开展“5G 大湾区航空救援应
急演练”。演练现场，以陆地急救车、
空中救援直升机为双载体，通过 5G
生命体征监测仪、5G 便携式超声、
车（机）载呼吸机以及车（机）载高
清摄像头、4K 大屏等先进设备，完
成了空地立体化急诊救治场景应用。

（任文）

空客公司正式公布重达319吨的
A350-1000飞机最新型别

近日，空客公司正式公布双发宽
体客机 A350-1000 的最新型别，其
最大起飞重量 319 吨。

A350-1000 改型型号 WV006，
较之前的 WV002 和 WV011 还重 3
吨。

根据空客公司提供数据，A350-
1000 WV006 燃油容量与其他型号相
同，为 156000 升。在最新修订的机
场规划文件中，A350-1000 WV006
飞机最大空重为 223 吨，最大着陆重
量为 236 吨。

空客公司未给出改型客机载重量

范围数据。但空客公司透露，A350-
1000 WV006 最大航程约 8200 海里

（15186.4 千米），可搭乘乘客 366 名。
空客公司曾表示，将向澳航交

付 这 种 重 达 319 吨 的 A350-1000 
WV006 改型客机，以满足澳航“日
出”计划需求。“日出”计划旨在实
现悉尼 / 墨尔本直飞纽约、伦敦不间
断飞行 21 小时的航线需求。受疫情
影响，“日出”计划航班正式部署至
少要推迟至 2024 年。澳航在综合衡
量波音公司 / 空客公司产品后，选择
的意向机型为空客公司配备罗罗公司

遄达 XWB 发动机的 A350-1000 客
机。

目前，空客公司尚未确认澳航“日
出”计划 8700 海里（16112.4 千米）
航程是否超出 A350-1000 客机性能
指标，但并未否认将针对澳航需求进
行客机的“超远程”改进。比如与空
客 A350-900ULR 客 机 类 似， 超 远
程改型型号为 WV013，改型客机的
燃油储量更大，并通过停用飞机前货
舱 / 减少乘客数量等措施，进一步提
高航程。 ( 石峰 )

航空应急救援强势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