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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启动 

 

1.1 启动 

双击桌面快捷方式： ，或运行 开始\所有程序\V-WE 仓储设备与设施实训系统 3.0，启

动 V-WE，系统弹出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1.1 系统登录界面 

学员输入管理员授权的〖帐号〗和〖密码〗，然后，点击<登录>按钮，系统开始与服务器连

接，获取相关授权信息： 

 

图 1.2 正在登录界面 

如果学员输入的〖帐号〗没有被授权，或〖密码〗错误，系统登录界面右下角会出现相应提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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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登录信息错误提示 

此时，学员应点击<确定>并输入正确的〖帐号〗和〖密码〗，如果还是出现错误提示，请联

系系统管理员，由系统管理员帮助解决。 

如果登录界面右下角提示“用户已在线”，说明已经有学员用该“帐号”登录并使用。 

如果〖帐号〗和〖密码〗正确，系统启动并进入主界面： 

 

图 1.4 系统主界面 

学习与考核区： 

【学习与考核区】在主界面右侧，学员可以在这里选择功能模块、学习任务等，详见后面的

章节。 

如果要关闭【学习与考核区】，直接点击该窗格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如果要调出关闭的【学

习与考核区】，点击右侧上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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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员想退出系统登录，点击【学习与考核区】中的<退出系统>按钮即可。 

 

注意：系统登录的过程可能需要十几秒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是因为客户端需要与服务器

建立连接，获取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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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游览模式 

 

有两种【浏览模式】：<角色漫游>和<镜头漫游>。 

在【游览模式】中，学员将以游客的身份，游览整个工作区。在游览的过程中，学员可以认

识并了解工作区中的所有设施、设备的基本信息。 

2.1 进入【游览模式】 

点击系统主界面右侧【学习与考核区】中的<游览模式>按钮，系统开始调用【游览模式】。

界面底部显示调用进度。 

 

图 2.1 模块调用界面 

调用完毕后，系统开始播放动画。动画播放完毕后，系统进入【游览模式】主界面。在动画

播放界面，学员点击界面左下角的〖>>SKIP〗，则跳过动画播放，直接进入【游览模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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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动画播放界面 

 

图 2.3 【游览模式】主界面 

2.2 操作帮助 

点击【游览模式】主界面右下角的〖操作帮助〗，弹出<漫游帮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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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漫游帮助>界面 

<漫游帮助>界面说明： 

图 2.4 给出了漫游过程中的方向控制的方法，其中： 

W——前进  S——后退  A——左移  D——右移 

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可以控制镜头的移动。 

但是，<角色漫游>和<镜头漫游>中方向控制键的使用有一些差别。 

2.2.1  <角色漫游>中方向的控制 

键盘： 

前进：控制角色前进时，按住 W 键； 

后退：控制角色后退时，按住 S 键； 

左移：控制角色左移时，须同时按住 W 键和 A 键（W + A）； 

右移：控制角色右移时，须同时按住 W 键和 D 键（W + D）； 

鼠标： 

<角色漫游>中，鼠标不会控制镜头的移动。 

2.2.2  <镜头漫游>中方向的控制 

<镜头漫游>中方向控制方法，按照图 2.4 中的说明操作。 

2.3 角色漫游 

学员用方向控制键，控制屏幕中的角色移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学员可以漫游到工作区范围

内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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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角色漫游>界面 

2.3.1  <角色漫游>界面说明 

进入<角色漫游>界面（图 2.5），可以看到扮演学员角色的虚拟工作人员出现在屏幕上，虚拟

工作人员所处的环境就是工作区。屏幕右上方的小方块，是位置导航区；屏幕右下方，是功能选

择区。 

位置导航区： 

位置导航区位于屏幕右上角，显示出工作区的导航示意图。位置导航区中的小红点，代表虚

拟工作人员当前所处的位置。 

功能选择区： 

功能选择区位于屏幕的右下角，学员可以随时点击任何一个功能按钮，以进入相应的功能： 

点击<操作帮助>，获取帮助（见图 2.4）； 

点击<角色漫游>，切换到角色漫游模式； 

点击<镜头漫游>，切换到镜头漫游模式； 

点击<返回>，退出【游览模式】，返回系统主界面（图）。 

2.3.2  <角色漫游>操作说明 

利用方向控制键，学员可以操作虚拟工作人员漫游到工作区内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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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游过程中，学员会看到很多悬浮在控制的、带有“？”的立方块，如图 2.6 所示。 

 

图 2.6 在漫游过程中了解学习任务 

这些立方块一般悬浮在设备、设施的上方，代表着这些设备或设施将是学员在下一个【学习

模式】中需要学习的任务。 

点击立方块，弹出<学习指南>信息框。 

 

图 2.7  <学习指南>信息框 

<学习指南>信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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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指南>信息框给出了该设备的名称，以及与该设备相关的学习任务。 

学员了解信息框中的内容后，点击信息框右上角的“ ”，关闭该信息框，然后继续漫游。

如果学员想加快漫游的速度，可以点击右下角的<镜头漫游>，切换到镜头漫游模式。 

2.3.3  进入仓库 

除了在外面漫游，学员还可以进入工作区的仓库里，了解仓库中的各种设施及相应的学习任

务。 

地面上有闪烁的红色箭头的仓库大门，是可以打开的。没有该标志的大门，是不能进入的。 

 

图 2.8 仓库入口 

虚拟工作人员走到有该标记的仓库门口时，屏幕上弹出对话框供学员选择是否进入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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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进入仓库对话框 

如果不想进入仓库，点击“否”，对话框消失，学员可以继续在工作区内漫游。 

如果想进入仓库，点击“是”，仓库大门打开： 

 

图 2.10 打开仓库大门 

仓库大门打开后，出现图 2.1 所示的模块调用界面，之后，仓库内的场景展现在学员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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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仓库内景之一 

这时，系统自动切换到<镜头漫游>模式。学员可以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角色漫游>按钮，切换

到<角色漫游>模式： 

 

图 2.12 仓库内景之二 

学员可以利用方向控制键在仓库中漫游，并通过点击悬浮在控制的立方块，了解仓库内各种

设备的信息及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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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离开仓库 

学员结束仓库内的漫游，想离开仓库时，同样需要找到地面有闪烁的红色箭头的大门： 

 

图 2.13 仓库出口 

虚拟工作人员走到有该标记的仓库出口时，屏幕上弹出对话框供学员选择是否离开仓库： 

 

图 2.14 离开仓库对话框 

如果不想离开仓库，点击“否”，对话框消失，学员可以继续在仓库内漫游。 

如果想离开仓库，点击“是”，仓库出口大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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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仓库出口正在打开 

仓库出口打开后，同样出现图 2.1 所示的模块调用界面，之后，场景切换到室外工作区。这

时，系统自动切换到<镜头漫游>模式。学员可以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角色漫游>按钮，切换到<角

色漫游>模式继续漫游。 

2.4 镜头漫游 

镜头漫游过程与角色漫游过程的区别在于： 

方向控制键有一些差别（参见 2.2.1 和 2.2.2 中的内容）； 

镜头漫游速度明显快于角色漫游。 

除了这两点区别外，镜头漫游过程中的其他操作方法，以及操作过程中的任务查看、注意事

项等，与角色漫游是一样的，学员可以参照<角色漫游>中的相关说明操作，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2.5 返回 

漫游结束后，学员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学习与考核>按钮，在【学习与考核区】中选择其他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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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学习模式 

 

在【浏览模式】中，学员对仓储工作区内所有的设备、设施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对每一个

设备、设施的学习任务也有了基本的了解，熟悉了各种控制键的使用，为进入【学习模式】学习

并掌握各种设备、设施的操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1 进入【学习模式】 

点击系统主界面右侧【学习与考核区】中的<开始学习>按钮，进入【学习模式】： 

 

图 3.1 【学习模式】主界面 

学员点击准备学习模块前面的(+)，展开该模块，并从中选择要学习的任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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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选择学习任务 

可以看出，基本上每一个任务都可以进行【演示】和【DIY】。 

3.2 学习方式：演示 

演示，就是通过观看三维动画，了解该任务的内容、要点及注意事项。动画模拟真实情景，

结合语音讲解和文字提示，生动有趣。 

在图 3.2 中，点击选定学习任务后面的  按钮，系统给出该任务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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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演示内容说明 

拖拽右侧滑动条，查看完整的演示内容说明。如果要观看演示，则点击上图中的  按

钮，系统开始演示，如下图所示；如果放弃观看，则点击最上面导航栏的  按钮，返回到

【选择学习任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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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演示】界面 

演示画面播放结束时，系统自动弹出提示： 

 

图 3.5 演示结束提示框 

同时显示【学习与考核区】窗口，这表明该学习任务的演示完毕。此时： 

 如果学员希望再看一次演示，点击 ，系统将重新播放这段演示； 

 如果学员希望开始新的学习任务，可以在【学习与考核区】窗口中选择新的任务并开始

学习。 

视角工具使用说明： 

演示界面左上角为学员提供了视角工具。视角工具是为了方便学员从各个不同的视角观看整

个演示过程，从而了解演示过程的细节。 

 

图 3.6 <视角工具>控制面板 

      镜头向左移动                        镜头向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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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向上移动                        镜头向下移动 

      镜头向左旋转                        镜头向右旋转 

      镜头拉近                            镜头拉远 

           镜头还原到开始位置 

学员只需移动鼠标到<视角工具>控制面板相应的控制键，按住鼠标左键，就可以对演示

画面进行移动、旋转、缩放等操作，满足学员从不同角度观察、了解所学内容的需求。控 

3.3 考核方式：DIY 

DIY，就是通过执行任务的形式，考察学员对本学习任务的掌握情况。考察的形式分为两种：

选择题和动手操作，具有很强的互动性。 

在图 3.2 中，点击选定的学习任务后面的  按钮，系统给出 DIY 任务内容。有些 DIY

任务还会给出相关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3.7 DIY 学习任务 

点击  按钮，进入 DIY 考核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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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DIY 学习界面 

学员回答问题正确（或操作正确），系统弹出“正确”提示窗口： 

 

图 3.9 回答正确提示窗口 

点击<下一题>按钮，进入下一道问题。如果学员回答问题错误，系统弹出“错误”提示窗口： 

 

图 3.10 回答错误提示窗口 

这时，学员通过点击<再来一次>按钮，重新回答这个问题，直到回答正确。这一学习任务的

所有问题全部正确完成后，弹出“任务完成”提示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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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任务完成提示窗口 

同时，界面右侧的【学习与考核区】弹出。这时，点击最上面导航栏的  按钮，返回

〖选择学习任务〗界面（参见图 3.2）。 

DIY 界面右下角的【镜头工具】为学员提供了视角工具，学员可以通过点击该按钮，打开或

关闭视角工具。视角工具的定义参见 3.2 节中的内容。 

个别 DIY 界面中，右下角提供的不仅仅是镜头工具，如下图： 

 

图 3.12 [系统菜单]  

该控制包括： 

 视角工具： 

    点击<视角工具>按钮，弹出<视角工具>控制面板， 

 

图 3.13 <视角工具>控制面板 

学员只需移动鼠标到<视角工具>控制面板相应的控制键，按住鼠标左键，就可以对 DIY

画面进行移动、旋转、缩放等操作，满足学员从不同角度观察、了解 DIY 内容。控制面板各

操作键的功能，参见 3.2 节中的相关内容。 

    再次点击<视角工具>按钮，或点击<视角工具>控制面板右上角的 ，即可关闭<视角工

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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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点击<帮助>按钮，打开或关闭 DIY 界面中如下图所示的“帮助”窗口。 

 

图 3.14  DIY 帮助界面之一 

点击图 3.14 中的<下一页>按钮，给出 DIY 帮助界面之二：动手操作类的操控方法，如下图

所示： 

 

图 3.15  DIY 帮助界面之二 

学员在 DIY 过程中，要善于使用“帮助”，以便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 

其实，在 学习与考核 窗格中，也会列出关于该 DIY 任务的帮助信息。 

3.4  DIY 学习方法中的几种方式 

DIY 有两种考察形式：选择题和动手操作题。 

选择题： 

选择题的形式是多样的，有纯文字类、纯图形类、图形&文字类、文字&动画演示类等。下

面给出这几种选择题常见的界面示例。 

 纯文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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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纯文字类问题的 DIY 界面 

对于这类问题，学员只需在〖DIY 任务〗框中，点击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前的方框，方框打勾

表示选中，然后<提交>即可。如果不想回答问题，可点击界面右侧的 ，重新选择

学习任务。 

如果回答正确，会弹出图 3.9 所示的提示框；如果回答错误，则弹出图 3.10 所示的提示框。

学员按照系统提示回答全部问题后，系统弹出 3.11 所示提示框，表示这一学习任务已全部完成。 

 纯图形类 

 

图 3.17 纯图形类问题的 DIY 界面 

学员用鼠标选择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后，点击<提交>。如果回答正确，会弹出图 3.9 所示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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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框；如果回答错误，则弹出图 3.10 所示的提示框。学员按照系统提示回答全部问题后，系统弹

出 3.11 所示提示框，表示这一学习任务已全部完成。 

 图形&文字类 

 

图 3.18 图形&文字类问题的 DIY 界面 

回答问题的方法与纯文字类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文字&动画演示类 

 

图 3.19 文字&动画类问题的 DIY 界面（1） 

学员正确回答问题后，系统会以动画的形式，给出该步骤的实际效果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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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文字&动画类问题的 DIY 界面（3） 

所有问题全部回答完毕后，系统给出完成的示意图，见下图。 

 

图 3.21 文字&动画类问题的 DIY 界面（3） 

这类问题的特点是直观。学员在回答问题的同时，可以看到该类设施的组装过程，加深学员

的印象，强化学习效果。 

动手操作题： 

这类问题需要学员动手操作，在操作过程中考察学员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如“叉车综合

练习”，就是让学员模拟操作叉车完成指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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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动手操作题 DIY 界面（1） 

界面下方给出了操作中的实时数据，如叉车的行驶速度、货叉高度、叉车档位等。如何操纵

叉车，可以点击<帮助>，查看叉车控制键，如下图所示： 

 

图 3-23 操控帮助 

学员了解具体任务及操控键后，点击右下角[系统菜单]中的<帮助>按钮，关闭“帮助”窗口，

然后操控叉车完成本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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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动手操作题 DIY 界面（2） 

动手操作题是对学员的综合考察，学员应该利用学到的所有知识，集中精力完成这类任务。

任务完成后，系统弹出如图 3-11 的提示窗口。 

 

至此，学员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这套系统，学习并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 

如果学员想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请进入【学员进度】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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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学习进度 

 

4.1 进入【学习进度】 

【学习进度】中给出了学员已学和未学的列表，便于学员掌握自己的学习进程。 

点击系统主界面右侧【学习与考核区】窗格中的<学习进度>按钮，系统给出【学习进度】列

表，如下图所示： 

 

图 4.1 【学员进度】主界面 

其中，绿色 表示已经完成的任务，灰色 表示尚未完成。 

可以通过拖拽左侧的滑动条，查看每一个任务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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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退出系统 

 

学员如果需要退出本系统，请直接点击界面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或者点击系统主界面右侧

【学习与考核区】窗格中的<退出系统>按钮，即可退出 V-WE 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