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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利用模拟系统来训练从事高危或高成本工作的人是近年来的一大趋势，因为高度逼真的虚拟环境越来越容易实现。

这一发展趋势在飞行员飞行训练领域尤其明显。 

 

本文将介绍飞行模拟行业的现状，探讨加快飞行员训练解决方案开发的趋势，还将介绍相关实例并分享专业人士

对行业正在发生的转变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见解。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介绍构建飞行模拟器的独特方法，而在于了解未来的发展蓝图，探讨利用当前的商业技术、标准

格式、开源解决方案能实现什么。本文的内容基于飞行模拟领域截至2022年春的发展状况和文献资料。 

 

趋势 

近年来，模拟行业见证了全球航空模拟领域的几大趋势，这些趋势也造就了模拟行业的现状。在本节中，我们

将简要介绍一些重大趋势，了解行业领先者对当前和未来技术的看法，尤其是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开发高效、有

效的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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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管线发展 

传统的内容管线需要特定的数据集，例如地形和3D模型，还有高度定制化的软件、硬件、开发环境、存储解决方

案以及交付方法。这些管线的开发和维护一般都非常耗时耗力，而且由于使用专门的产品、服务提供商和协议，

开发的升级路径有限。 
 

汽车设计和创造领域一直以来使用的内容创作管线可以轻松访问各种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在系统和应用之

间流畅输送，现在这种管线也被逐渐引入地理内容创作管线。新的管线模式可以让我们获取高质量的全球数据、

基于云端的大型存储空间以及面向整个模拟行业的开放标准。 
 

开放的数据、硬件和软件催生了用于模拟内容开发的新方法。以往需要开发独立地形数据集或3D模型的传统方法

正在逐渐转变为按需提供全球数据和程序化生成内容。 
 

在元宇宙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技术融合，随着数据和文件格式的传输变得越来越容易，数据流功能正变得越来

越强大。数据的访问越来越开放。例如，模拟应用中的地形创建催生了很多开放、灵活的创新技术，这些技术

也加速了创建过程。很多现成的CAD和可视化软件包都可以读取各种文件格式的3D格式或GIS数据，还可以程

序化生成地形。为了满足具体需求，很多服务提供商都在努力重建现实世界的环境，赋予环境无可比拟的细节，

这些都可以通过开放标准实现。 
 

数字孪生趋势的影响 

数据需求量巨大的创意行业（例如虚拟制片、建筑、制造以及游戏开发）在数据获取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为了

实现相同的目标，这些行业也像模拟行业一样进行了技术融合。 
 

数字孪生行业推动了数据的大众化，并且还会继续推进这一趋势。飞机的数字孪生创建已经成熟，整合数据已经

不再是什么难题；工程师可以专注于系统的智能化设计。 
 

飞机的数字孪生涉及飞机的起飞和落地位置，飞行区域的地形外观、飞机的运动特点。飞机模拟器可以轻松利用

相同的数据获取管线和开发工具，利用实时数据生成驾驶舱的视野。 
 

随着数字孪生在多个行业的兴起，在模拟环境中开发这样的系统就跟混合匹配现有工具和过程一样简单。 
 

从数字孪生转向飞行模拟的下一步是确保这些数字孪生足够逼真，将数据属性及语义和你计划开发的模拟功能联

系起来。 
 

地理空间世界 

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OGC（开放地理空间联盟）、SISO（模拟互操作性标准组织）、USGIF（美国

地理空间智能基金会）、Khronos Group等其他重要组织正在努力确保模拟社区可以继续使用开放的行业标准和

现代化管线模式，并提供模拟所需的GIS源数据这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流程。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组织还将致力于

解决复杂的数据属性问题，确保依赖模拟的各行各业，包括国防、汽车、民用航空航天等行业，都可以依赖虚拟

环境，这种虚拟环境不仅是真实世界的逼真再现，也是语义正确的计算机视觉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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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IUM 
 
 

 
 

Brady Moore 
Cesium的任务支持总监  

 
快速发展的世界和不断激增的传感器数据要求训练

模拟能够用尽可能多的数据来创建环境、反映真实

世界。当代的模拟系统要求我们能融合多个领域，

汇集来自全球合作伙伴的数据。 

 

有关操作环境的数据可以快速收集和分享，无论是数

量，还是分辨率都远胜于从前，开销也前所未有地低。

通过卫星、飞机、小型无人机，甚至手持设备获得的

摄影测绘数据也是3D数据存储的一部分。为了让模拟

训练变得更加高效，必须要快速发送和集成这些数据，

不论用户在何地。 

 

过去，模拟训练往往受限于规模和范围，还需要花很

长的时间来构建。集成到当前的模拟系统中或者在当

前的模拟系统中迭代不仅耗时，还很复杂。训练环境

取决于可靠的数据源能呈现出什么样的场景，而且往

往只适用于一个领域或用例。因此，模拟系统的效率、

生命周期以及训练环境的准确性都是有限的，甚至无

法扩展成更大的模拟系统，覆盖更多的领域和地理区

域。 

借助游戏引擎和开源技术构建的训练与飞行模拟系

统拥有更高的效率、更快的开发速度、更好的成本

效益，因为它们可以重复利用、可以扩展、可以集

成、还可以按需交付。此外，开源工具和开放格式

的使用也能加快新数据的添加与整合，创建出更准

确、更能反映最新情况的训练环境。 

 

此外，商业航空公司还在开发极为复杂的飞行模拟系统。

借助实际飞机的CAD模型、工程数据、实体引擎以及航

空模型，他们构建的飞行模拟系统从计算机角度来讲，

和真实的飞机几乎别无二致。结合地理空间和游戏引擎

技术还可以创建出逼真的虚拟世界，供飞机飞行。这对

飞行模拟器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过去的飞行模拟

器只能在美术师创建的有限地形上飞行， 

飞行员的视野也受限于可视化边界。借助开源技术，例

如Cesium for Unreal插件，飞行员就可以从世界上的

任意一个机场起飞，然后沿着真实的飞行路线飞往目的

地。 

 

这要得益于整个行业广泛采纳的大量新技术。流送3D

地理空间数据，比如3D瓦片开源格式，这类技术能够

为训练与飞行模拟器提供最新的地理空间数据，在数

据传输速度、带宽消耗、运行时性能等方面获得市场

领先的优势。这也使得视觉效果逼真的当前环境能够

在任意设备上模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还能让用

户结合可靠的数据集和动态收集的地理空间数据，在

短时间内创建出最具价值、最逼真的模拟系统。“速

度创造价值”的一个有力证明就是东京大学创作的

CesiumStory，这个项目展示的是乌克兰战场的2D

和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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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sium.com/platform/cesium-for-unreal/
https://cesium.com/why-cesium/3d-tiles/
https://cesium.com/why-cesium/3d-tiles/
https://cesium.com/blog/2022/03/08/cesium-story-depicts-damage-in-ukraine/
https://cesium.com/blog/2022/03/08/cesium-story-depicts-damage-in-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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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ium for Unreal可以将这些数据添加到新的模拟系统或现有的模拟系统中，这是实现全域数据联合策略和在最

大程度上提高生命周期有效性的关键。能体现这一变化的两个早期示例是：Army Game Studio使用陆军的“一

个世界地形”数据创建了尤马试验场航空模拟系统；芬兰的一名游戏开发人员在一小时内就组装好了自己的飞行

模拟器。这两个模拟应用都流送3D瓦片数据，因此可以使用对方的数据，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准确性再现

真实世界环境。过去，这种互操作性受制于专有格式和引擎。现如今，游戏引擎和开源技术使这种互操作性成为

了现实。 

 

 

 

 

 

 

 

 

 

 

 

 

 

 

 

 
 

产品图片由Immersive Display Solutions公司提供 

 

 

有效推进模拟地形和大型环境创建过程变化的两大趋势： 

 

• 摄影测量法。利用无人机或数码相机扫描世界，然后根据这些测量数据自动重建环境。这种方法能够

让我们快速获取地形数据。为此，Reality Capture等公司还帮我们简化了这个过程，他们提供的工具

能让所有用户以及创作者轻松重建3D元素。摄影测量从未如此高效。 

 

• 程序化内容生成。天气模式、热量地图、水流、地面成分以及其他非视觉或非静态数据可以通过机器学习

和人工智能实时收集。如果这些数据是离线的，就可以预先加载，并与提供给操作者或用户的实时数据同

步，还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可视化度量或图形元素。这层额外的语义信息能为操作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实时信

息。 



飞行模拟发展趋势与最佳实践 

7 

 

 

 

BLACKSHARK.AI 

“ 
如果现实中的特定场景会让飞行员
紧张到冒汗，我们希望模拟环境也
能为他们带来同样的感受。足够逼
真才能真正帮助飞行员做好应对关
键时刻的准备。 

USAF Col. Scott Koeckritz 
（测试与训练部门主管）  

 

 
Michael Putz  
Blackshark.ai联合创始人兼CEO  

 
一直以来，图像生成器都在不断发展和改进。但是

大多数虚拟环境的呈现形式仍然很简单，远远不能

准确地描绘出地球表面，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可行

的经济型解决方案能够基于快速变化的战区，在逼

真的环境中满足灵活的任务计划需求。 

 

想象一个端到端管线能够基于任何覆盖整个可用（传

感器）数据范围的输入，例如卫星、飞机、无人机和

其他输入，近乎实时地自动重建关键任务区域。传感

器未提供的细节将由人工智能来提供，这些细节对感

知身临其境般的现实来说至关重要，能够确保重建的

真实世界副本始终如真实世界一般。 

Blackshark.ai开发的一种解决方案加入了机器学习和

大规模云计算，颠覆了大多数图像生成器使用的传统

工具管线。这个解决方案的目标是尽可能实时且准确

地描绘和模拟出地球表面。 
 

其中一个个主要重点是快速周转时间，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输入数据。现在，Blackshark.ai可以在72小

时内重建整个地球表面，生成超过15亿建筑和3000

多万平方千米的植物。这种专利方法基于对现实捕

捉的大规模自动化分析，无论是2D卫星图像还是3D

激光扫描，然后应用深度学习技术来理解指定输入

数据的拓扑结构和语义。结果用地球表面编入索引

的分层描述来分类，形成各类高保真物理模拟的基

础。还有一套用于任务审查或训练场景设计的集成

工具，这套工具可以让我们在需要时进行手动编辑，

或者提供整个重建场景的自动置换，以便在各种变

化的附加条件下对同一战区进行模拟和训练。 

 

存储和处理来自现实描述的海量数据集也需要创新的

解决方案。数据不能只留存在客户端。因此，次世代

飞行模拟器需要根据可用的客户端带宽和延迟灵活地

进行资产管理。基于人工智能预测或其他启发法的预

测下载有助于最大化每个客户端连接和模拟场景的效

用。结合自定义细节层级管理，即使在受限的环境中，

也能以高帧率进行多重投影。 

 

总之，这个集成解决方案致力于实现整个地球表面的

快速重构和近乎实时的模拟，满足众多行业的应用需

求，不止于传统飞行模拟场景。虚幻引擎用户可以通

过定制开发的插件率先尝试这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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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引擎4圣何塞机场自动重建）产品演示由Blackshark.ai提供。 

 
这种技术发展促使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消费市场）的数据越来越多，数据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访问。我们可以看

到，诸如ESRI、Cesium、Luxcarta、Aerometrex等公司都开始向模拟社区提供大型开放世界数据集和详细的

可视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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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I 
 
 

 

 
Rex Hansen  
产品总经理 
Esri的ArcGIS Runtime和Maps SDKs  

 

当今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很多组织都纷纷使用

数字孪生来为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对象、过程和关系创

建虚拟图像。GIS对所有数字孪生解决方案来说都至

关重要，因为它能提供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准确定位

和表示数字孪生，还有数字孪生存在和运行的数字环

境。 

 

Esri是GIS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拥有ArcGIS这一种地

理空间技术，它可以在空间情境中连接数字信息、

环境和资产。我们提供的系统可以捕获、集成、处

理及生成高度准确的数字化自然和建筑环境。 

 

很多行业都想利用数字孪生来改善物理世界，这就需

要精确的地理空间数据和环境信息、来自智能模拟引

擎的特定地理输出和面向行业的模型，还有灵活的开

发工具，用来提供逼真的可视化体验。 

ArcGIS提供的先进地理空间系统能够支持我们创

建出负责任的数字孪生和逼真的虚拟环境，用于以

机器为中心的模拟应用，提供面向行业的模型，用

于训练和测试。例如，模拟引擎可以用于迭代和测

试基于联网的车流量以及油气变化，检查气候变化

的长期影响或优化一个地理区域内的人道主义救援。 

 

虚幻引擎提供的各种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创建出自

定义、沉浸式、交互式以及照片级的视觉体验。你可

以利用这些体验将数字孪生及其环境，还有模拟结果

结合在一起，帮助组织改进流程、加强决策、预测结

果、提高收入、降低风险。 

 

Esri的ArcGIS Maps SDK是一个可以和虚幻引擎集成

的插件，能让开发人员轻松访问地理空间画布以及

ArcGIS服务和数据。我很期待那些想要改善工作流程

的组织基于ArcGIS提供的GIS、不同提供商推出的智

能模拟解决方案以及由虚幻引擎打造的精美视效创造

出无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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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虚幻引擎、ArcGIS Maps SDK和Presagis模拟引擎可视化车辆在城市中的导航， 

城市地形上叠加着代表交通密度的各色单元。 

 

可部署性与沉浸性：一个复杂的平衡 

模拟器的设计一直以来都是限定的、固定的，因而限制了它的升级路径。现如今，它们能输入各种类型的显示

设备，从巨大的穹顶到AR眼镜，甚至是移动设备和市面上的XR设备（Oculus、Vive、HoloLens等）以及其他

可用硬件，这无疑为用户带来了更多选择，有利于他们开发出新的训练系统和改进现有的解决方案。随之而来

的优势包括基于硬件特性自动调整资产质量，为可能的训练解决方案提供“创建一次，部署多次”的能力，让

它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体上运行。 

 

你所选择的工具还要能支持各种各样的显示硬件，以便选择最有效的媒体来开发和交付训练系统，以免因有限

的硬件兼容性受到约束。OpenXR能在设备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消除了在开发应用程序时需要适应任

何一组硬件驱动程序和接口的负担。 

 

同样，虚幻引擎的设计目标之一就是在广泛的硬件和操作系统配置上平稳运行，既能充分利用强大的现代化系统，

又能在廉价或老化的硬件上拥有良好的表现。如果有VR眼镜和电脑，你还可以用现有的硬件创建出一个有效且基

于VR的训练模拟系统。 

 

随着训练系统可部署性的提高，关键训练系统也变得更容易访问，可用性也随之提高，并且还降低了培训系统的

总体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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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提供 

 

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我们可以使用游戏引擎创造体验并将其输出到任何形式的训练中，从传统的PC基础显示器到

大型穹顶，甚至是移动手持设备或XR——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实现沉浸式训练。这样的开发环境还

可以吸收各种标准格式的文件，添加适当的编程工具，用于自定义环境和用户操作/反应以及用户界面。 

 

支持多种平台就不会把开发人员限制在单一的目标中。训练需求和效率可以在课程定义的核心被取代。此外，还

可以根据预算或沉浸需求来选择任意规模（和成本）的目标平台。 

 

因为游戏引擎本就是为消费者硬件系统设计的，所以在各种配置下都可以流畅运行，不需要使用昂贵、先进的硬

件。使用消费者PC和GPU、消费者VR眼镜和游戏引擎，就可以为很多用例开发高效且基于VR的训练解决方案，

无需进一步投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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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JO 
 
 

 
 

John Burwell  
Varjo模拟与训练全球主管  

 
驾驶一架飞机需要足够的精确度、注意力、可靠性以及

空间意识。由于飞行的要求很高，飞行训练一般都依赖

高度逼真的模拟器来模拟实际的飞机操作环境。因此，

今天的高保真模拟器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显示系统，这

些系统使用各种屏幕、穹顶、投影仪、分束器和镜子来

支持场景的可视化，这些对消除虚假感来说至关重要。 

 

这些设备可以生成高分辨率的窗外场景，让飞行员犹

如身临其境般地与驾驶舱自由互动。这些设备从未实

现过如此之高的逼真度，但随之而来的是，获取、维

护、设施成本和缺乏可移植性逐渐成为训练系统开发

人员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航空业和政府机构就已经面临着

成本和操作节奏不断提高的压力。虽然世界正在迅速回

归新常态，但航空训练面临的挑战并没有消失。因此，

航空训练领域正在寻求通过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来

解决飞行员短缺日益严重的问题和预算难题。 

虚拟现实训练（VR）可以让飞行员全方位沉浸在计算

机生成的环境中，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适合训练基础任务，

比如熟悉驾驶舱、核对检查单、训练基本飞行技能等。

保真度更高的混合现实（XR）训练能让飞行员看到自

身周围的实体硬件并与之互动，在实际应用中更适合训

练需要加强肌肉记忆和涉及复杂切换技能及系统的任务。

在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训练中，高质量的视觉保真度非

常重要，可以让飞行员清晰地看到驾驶舱的显示设备和

目标。 

 

混合现实或XR训练可以通过先进的头戴式显示器实现，

该显示器配有数字传输摄像头，可以将外部的视频与计

算机生成的内容无缝混合。混合现实模拟可以提供触觉

反馈，飞行员可以在完全虚拟的环境中飞行，同时还能

够看到自己的手，感受到工作站中的操纵杆、油门、按

钮和开关。与传统显示器不同，XR训练设置可以减少整

整一半的训练设备成本，而且几乎不损失保真度。设备

的实际尺寸也因此大大减小，可以有效节省空间以及电

力和冷却方面的需求。 

 

VR和XR能够减少设备成本和运营成本，同时也意味着

训练工具的可用性更强，学员可以重复相同的操作，鼓

励他们反复练习相同的任务，直到掌握相应的技能，还

能实现更好的可扩展性。鉴于沉浸式解决方案的便携性

和更小的模拟器尺寸，VR和XR还可以用于在无法飞行

的情况下巩固传统的模拟器训练。如果训练机构成功实

施沉浸式解决方案，他们将能以更快的速度训练出更多

的飞行员，提供更大的训练灵活性，大幅降低成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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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jo 

 

体积小巧的VR模拟器可以在更小的空间里训练更多的初级飞行员，帮助他们加强肌肉记忆，巩固基础技能，再进

入更复杂的穹顶体验。VR系统能为大量用例提供高效、沉浸式、可部署的训练能力。还有一些用例的部署要求不

高，所以利用传统的模拟器配置来生成沉浸式体验。我们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在训练应用中，

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于不同的用例和需求。大型视觉投影配置和高端投影仪也在不断创新，越来越成为这个

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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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图像由Immersive Display Solutions公司提供 

 

 

 

 

 

 

 

 

 

 

 

 

 

 

 

 

 
 

George Forbes  
IDSI首席执行官  

 
在飞行模拟领域，虚幻引擎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工具。

随着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s）市场的兴起，飞

行员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不断发展的eVTOL市场推

动了对高质量、低成本VR和直观模拟器的需求。幸运

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虚幻引擎开发者社区正在促进各种

模拟器解决方案的不断开发，以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和

预算。 

 
现代游戏引擎日趋成熟，这要得益于价值超过1000亿美

元的消费者游戏市场庞大的规模经济。游戏引擎现在已

经足够强大，可以为设计和交付灵活、低成本的军用级

模拟器奠定基础。商业模拟器中的渲染引擎必须拥有足

够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以便与一流的分析、实体模拟

（计算机生成和/半自动兵力）以及物理引擎无缝集成。

通过API和插件，客户现在可以获取大量附加解决方案，

这些方案都是由专门解决特定问题的开发人员提供的。

好处就是可以大幅提高视觉效果质量，例如体积云和高

保真地面细节，而且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使用直观沉浸式视觉系统（如穹顶和圆柱体）的模拟应

用有一项影响要求是，渲染引擎必须能够进行分布式渲

染，因为渲染工作量必须分散到计算机和投影仪集群中。

虚幻引擎现在可以进行分布式渲染，并且已经在这些复

杂的模拟环境中得到很好的验证。 

 

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JTAC）训练系统就是模拟器的一

个具体用例。这个训练项目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它将

“狙击手问题”作为训练项目的主题。渲染引擎面临的

挑战是管理子弹或导弹轨迹的物理效果，因为它将跨多

台计算机穿越多个地形网格，同时与模拟系统中的所有

实体保持同步。先进的网络技术和快速的服务器有助于

克服这个长期以来非常困难的训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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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 
 
 

 

 
Neil Wittering  
Barco Simulation模拟业务市场经理  

 

我们认为，所有模拟器的目标都旨在完全复制真实世

界的场景和反馈，消除受训人员的“不真实感”。实

时视觉系统是创建沉浸式训练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

必须选择一款能够与IG的处理能力帧对帧、像素对像

素匹配的投影仪。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如何感知动态视觉环境——像素不

仅仅是一个像素：投影系统如何渲染像素将决定受训人

员所看到的图像质量。高质量的投影系统具有更高的渲

染能力，从而确保飞行员看到的动态环境能够为他们带

来犹如真实世界的体验，独立于飞机或其他可见物体的

运动。 

 

想想飞机倾斜转弯时和加速起飞滑跑时的窗外视野，这

个时候需要观察地面上的标志、指示器还有物体。所以

我们必须以更高的刷新率生成这些图像，让学员可以看

到无损、无瑕疵、无运动模糊的清晰图像，避免学员分

心。 

 
随着IG性能的不断提高，对视觉效果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使得当前标准不断被超越。为了跟上这些变化，

Barco一直在努力开发投影和其他显示技术，致力于

满足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刷新率需求。 

 

 

 

 
如果我们再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一步，就有可

能在模拟领域激发出更多潜能。现代的投影

技术和HMD是从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发展而

来的，很多虚拟体验中的所见所闻都得益于

伟大的视听（AV）技术。 
 

除了音频和视觉输入之外，新的用例还越来越

重视用动觉提示来加强训练转移。运动提示系

统在训练系统中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但是现

在的模拟环境还加入了微触觉设备，这些设备

可以产生热量变化，影响肌肉的印象、压力或

电刺激，以加强受训人员的沉浸感。 

 

这些常见于其他训练领域的触觉和运动提示

系统在模拟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小型振

动系统或运动提示设备到能够支持几十吨重

量的大型六足机器人，运动提示领域以及近

年来源于医疗保健领域的触觉设备发展趋势

变得越来越突出。虚幻引擎架构的开放性使

得这些系统能与虚幻引擎轻松集成，将沉浸

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飞行模拟发展趋势与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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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NER 
 
 

 
 

Roger Klingler, 
CEO, Brunner  

Brunner正在利用自身在触觉和运动反馈领域的专长创

造一个高水平的动觉模拟系统，飞行员和受训人员可

以完全沉浸其中。该系统具有一个高动态、无延迟的

6-DOF运动平台，该平台采用先进的运动提示算法，

并且结合了高分辨率VR/MR模拟软件、高分辨率HMD

以及我们自己的高保真控制加载单元。 

 

该平台提供的动觉提示可以让飞行员感受到他所乘坐

的飞机。飞机提供的反馈不仅能让飞行员有更加沉浸

的体验，还能加强他们的肌肉记忆和对飞机运动和力

量的感知。 

 

逼真的3D音效、与教练员操作站的无线电连接、模拟

飞机引擎的座椅振动器以及结构振动——这些感觉加

在一起可以让你“完全沉浸”在驾驶飞机的体验中，

仿佛在驾驶一架真正的飞机。 

 

要想提供更好的训练效果，就要提供更令人信服的

逼真感，让受训人员完全沉浸其中。为了做到这一

点，必须要刺激受训人员的所有感官，增强他们的

参与度。在普通的模拟器中也能获得很多线索，但

还需要新的发明创造来增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沉浸”一词经常用于描述VR或MR应用。但是“全

方位沉浸”要如何实现呢？我们要如何实现全方位沉

浸或完全真实的目标？当前的VR和MR应用中使用的

大部分线索都是可视化的。高保真图形和拥有360度高

分辨率视野的HMD能人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世界。出色的3D音效也能提供线索，帮助玩家更深

入地沉浸其中。 

 

最后是来自控制器或手套的触觉反馈，这些反馈能够让

用户更深入地沉浸在幻觉之中。 
 

 

 

图片由Brunne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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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提供 

 

 

 

 

 

 

 

 

 

 

 

 

 

 

 

 

 

 

 

 

这些因素的变革价值——现成的商业设备以及开发环境的视觉真实感和快速创新——非常高，也一直是推动飞行

模拟器开发创新的驱动力之一。现在，训练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例如受训人员的家中、空中或者飞行训练学校。 

 

Epic Games虚幻引擎模拟业务总监Sébastien Lozé指出：“为受训人员创造训练体验一直是模拟开发人员秉持的

宗旨。这些技术，无论是与软件集成，还是与硬件结合，只要保持正确的创新精神和正确的方法，一定会在未来

几年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是将基于云端的解决方案纳入训练系统基础设施，这一愿景正在加速模拟解决方案的全面部署。借助谷歌

Cloud、亚马逊Web服务、微软Azure和其他云应用程序解决方案，开发团队不需要再购买存储媒体、计算机设

备，甚至是昂贵的图形处理器。在云端运行模拟意味着只要有电、有高带宽互联网连接，训练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将模拟应用程序部署到云端还可以让训练或分析解决方案变得更容易维护，因为只需更新云端部署的应用程序，

就可以将更新推送给身处任何位置的受训人员。 
 

飞行模拟发展趋势与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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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Christopher Covert 
微软混合现实部门总监  

 
数字生态系统太棒了！在过去短短几年，我们就见

证了模拟系统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数字化：远程办公，

组织利用模拟/物联网生成大量数据以驱动的本体，

以云为中心的操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这些

变化助力微软等平台公司通过开发跨功能、可扩展

的产品，增强了创新的信心。当我们的产品因为这

场数字化转型变得更容易获取时，我感受到了创造

者社区带来的能量。 

 

在微软支持模拟行业的不同方式中，与我们的DNA

联系最紧密的是飞行模拟：在首次发布Windows操

作系统的三年前，我们在MS-DOS和经典Mac OS

上发布了微软飞行模拟器，距今已有大约40年了，

2020年我们又发布了新的FlightSim，推出了更高

的标准。对玩家来说，微软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共

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这个世界包含

37000多个机场、15亿建筑以及超过2万亿其他资产，

例如树木、道路和河流，这些内容都是通过3.5PB的

必应地图和合作伙伴提供的数据程序化生成的。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开发的AirSim—

—一款针对无人机系统（UAS）和自动驾驶地面汽车的

模拟器，它也是一个虚幻引擎插件。AirSim是一个开源

跨平台项目，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从GitHub上把它下载

下来，然后用现成的主流飞行控制器运行自己的软件/

硬件在环模拟，非常适合用于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

强化学习算法训练。 

 

但是这个行业不仅仅是为飞行员提供可以交互的应用，

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地和Epic Games合作，利用创新技

术，比如Azure上的像素流送，为这类体验的可使用性

提供支持，这种技术允许开发人员将虚幻引擎应用储存

在云端，从云端GPU直接将渲染好的画面/音频流送到

桌面/移动平台网页浏览器上，用户设备不一定要有先

进的GPU。而且，为了让虚幻引擎能够创造出世界一流

的混合现实体验，我们还为虚幻引擎开发了各种插件、

代码样本、文档，比如混合现实工具包（MRTK），帮

助开发人员将虚幻引擎环境应用到完美的混合现实应用

中。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

伴将共同致力于为模拟系统开发人员/用户提供合适的

工具，让他们能够获得更深入的洞察，创造出前所未

有的体验。为此，我们正在推动以下进步： 

 

• 实现超大规模的海量数据收集及计算 

• 处理敏感、安全（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保密）

的数据 

• 使用AI/ML简化用户体验，作出快速决策 

• 创建、模拟和可视化3D世界 
• 促进用户之间的协作 
• 从实时和事后分析中生成洞察 

 

这个模拟行业——建立在数十年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和

进步上，以数据驱动的世界创建、人工智能以及沉浸式

3D体验为基础——令我感到十分骄傲，我很荣幸能够

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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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与训练准确性 

图片由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提供 

 

飞行模拟领域对实时3D环境的要求可以说是最苛刻，最具挑战性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基于游戏引擎的解决方案

虽然能够提供无与伦比的照片级图像品量，但在可延展性和准确性方面仍不足为模拟研究人员提供足够的支持。 

 

为了实时生成精美的图像，过去的游戏引擎只能基于核心数学模型中的几个元素提供有限的精度。对于离散和相

对较小的环境来说，这种限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距离和速度的增加，地理位置上的任何细微错误都

有可能成倍加剧。因此，使用游戏引擎创建航空训练应用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这类应用需要精确到数百或数千

英里的虚拟范围。 

 

这个问题主要归结于传统的游戏引擎只支持32位计算。虽然可以用很多方法实时纠正地理位置错误，但这些

方法也可能会产生错误。 

 

值得高兴的是，最新发布的虚幻引擎5支持64位计算。64位精度的集成意味着虚幻引擎现可以模拟更大的范围，在

无需纠错的情况下，精确呈现数千英里的虚拟范围。要确保大范围的精确度，就要考虑地球曲率，像WGS84这样

的椭圆形基准面可以通过本地地理参考插件获得完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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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Nick Giannias  
CAE高级技术与创新总监和首席建筑师  

 

CAE作为全球模拟领域的领导者，数十年来一直致

力于创造沉浸式合成世界。早期，我们主要利用计

算机和操作系统来创建一系列定制软件和定制电子

硬件，以连接真实世界和合成世界。这种技术催生

了更多了不起的创新，改变并改善了我们生活的世

界。D级全动飞行模拟器就是这段创新历史中的一

个例子，旨在提高航空飞行的安全性。 

 

在过去40年的模拟行业发展历程中，我们见证过多个

颠覆性的技术转折点。六自由度电动系统取代了液压

执行器，大幅降低了对操作功率的要求。商用GPU卡

和高级显卡驱动程序取代了图像生成器中的大型印刷

定制设计和建造的电路板。基于LCD、LCOS和激光

的新投影仪技术取代了又大又重的阴极射线管投影仪，

与此同时也减小了视觉显示器解决方案的大小，提高

了分辨率，延长了使用寿命。 

游戏引擎已经陪伴我们20多年了。对游戏创作者来说，

游戏引擎是一个软件工具箱，能够帮助他们减轻工作负

担，更轻松地制作出最终产品——游戏。 

 

它们能提供游戏开发人员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功能特性，

包括低级功能、通信和接口服务、图像渲染服务，以

及地形和3D模型编辑，还包括地形测绘、物理和人

工智能等行为。 

 

模拟行业有一个类似的软件堆栈，可以提供类似的功

能，但重点主要聚焦在真实世界环境和准确的物理效

果上。地球是圆的，力始终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我

们的目标是在这些合成世界中提供令人信服、经得起

考验的可视化内容。我们一直很羡慕游戏和游戏引擎

技术的突飞猛进。从图像渲染的质量和复杂性、构建

完整场景的简便性到开箱即用的交付、广泛的媒体平

台——移动设备、AR/VR头戴设备、高分辨率投影仪

——这些都是游戏领域极为瞩目的成就。 

 

大约五年前，我们开始用游戏引擎来构建和交付真实

世界的训练解决方案。飞机维修培训师、绕机检查培

训师、医务培训师是首批成功完成培训的人员。蓬勃

发展的全球游戏市场推动了对游戏引擎的投资，使引

擎的速度、效率和质量都有了很明显的提升。这是一

个技术转折点，没有回头路。 

 

过去两年，游戏引擎的新功能进一步打破了模拟产业的

状态。云部署和可延展性让我们有机会实现支持多接口

的大规模分布式模拟。开放灵活的API以及源代码可用

性使得我们能够添加自己的组件，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只需要重复使用游戏引擎中的必要组件。游戏开发

社区中的贡献者为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产，这些资

产可以用在各种应用中，创造惊人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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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模拟行业迎来了另一个技术临界点，游戏引擎及其支持的生态系统将会逐渐取代过去多年创建的一些技

术和流程。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变化，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不断创新的行业文化和对更大、更强、更快

的追求始终驱使着行业不断进步。 

 

 

 

 

 

 

 

 

 

 

 

图片由CAE公司提供 

 

 

 

 

 

 

 

 

 

 

 

 

 

 

 
图片由CAE公司提供 

 

CAE Prodigy IG使用的核心技术是虚幻引擎。 

 

飞行模拟器的发展得益于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期待在业界建立更多的合作。遵循适当的证明、验证和认证流

程来开发应用程序非常重要，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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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 
 
 

 
 

Niclas Colliander  
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总经理  

 
在军事模拟和训练中使用游戏引擎时一定要注意，游戏

引擎最初并不是为了支持这些用例而设计的。 

 

例如，军事场景通常涉及远距离的动力学、光学或电磁

相互作用，范围通常覆盖数十公里、数百公里甚至数千

公里。这就需要64位精度的物理系统和适当的代码来

支持电磁传播、传输和接收，还要支持不同材质之间能

以不同速度实现动力学相互作用。 

 

模拟器一般会通过将模拟和可视化分离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就诞生了“图像生成器”这个词。 

 

在游戏世界中，可视化和游戏的其他部分（如物理）变

得越来越接近。当前的很多游戏引擎都能提供物理效果、

渲染（可视化）功能、动画功能以及其他与游戏互动所

需的功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合成精确的物理效果和视觉

效果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了解物理世界，那么你就可以

创建出更好的可视化内容。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精确的视觉系统，就可以依赖与渲

染管道相同的数据和技术进行传感器建模，提高性能和

质量。 

 

借助虚幻引擎，MIS及其NOR平台就可以采取世界级

的渲染技术，创建出正确的应用层，利用模拟系统优

化这个平台。还可以创造出准确度、精度都能与昂贵

的大型专用模拟器匹敌的平台，生成能与最新游戏媲

美的逼真视觉效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航空模拟领域对准确性和精度的要

求主要是指精确的物理效果和系统建模。但是，如果能

加入逼真的视觉效果，就能应用到更多的场景中，实现

综合训练。 

 

在飞行模拟训练中通常不会模拟近距离空中支援

（CAS）。对于军事飞行员来说，这是个很复杂的任务

类型，包括要与地面部队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实现地面

目标。由于大多数飞行模拟器的地面视觉效果、特效以

及其他环境因素都非常有限，所以通常认为不值得在模

拟器中训练这种任务。有了NOR，我们就可以提供高保

真的飞行模拟，同时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提供一个细节

丰富的世界，包括灰尘、天气、声音和其他可能会影响

任务的因素。 

 

加入像CAS这样的新型任务之后，不同类型的模拟器也

将逐渐消除彼此之间的界限。各类任务都将可以在相同

的软件中进行联网训练。在我们看来，现代军队没有理

由不构建这样一个基于云端的沉浸式战斗系统，让各单

位可以随时随地登录系统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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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提供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模拟社区中的利益相关者，还是新加入的成员，所有人都在积极推动飞行训练的创新。

未来我们将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组织从封闭的专有系统转向更有利于协作的开放系统。 

 

这种动态环境促进了飞行模拟解决方案的创新与开发，能为训练中心带来更优质的模拟训练，还能按需提供训练；

而且可以在家中、在办公室进行训练，甚至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在驾驶舱进行训练。 

 

例如Red6开发的空中飞行训练系统。在飞行过程中，飞行员可以看到真实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AR眼镜看到

一架或多架计算机生成的3D立体敌机。飞行员还可以重复运行相同的场景来磨炼自己的技能，不需要花成本和

冒险让其他飞行员假扮敌人。 

 

 

 

 

 

https://www.unrealengine.com/en-US/spotlights/flying-with-ar-in-flight-aviation-training-with-re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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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6 
 
 

 
 

Derek Cedarbaum  
Red 6产品策略 

 
训练飞行员的成本很高。从飞行员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到

完全准备好开启飞行职业生涯的过程中，他们可能要花

费300-1100万美元的成本。此外，飞行员每个月必须训

练几十个小时，只是为了保持他们努力学习获得的技能，

不断巩固他们历经艰辛掌握的技能。 
 

驾驶最新的第五代战斗机，比如F-22，每一小时的飞行
成本大约是F-16等旧型号战斗机的5倍。如果你是一名
驾驶F-22的飞行员，每年要进行数百个小时的训练，那
么每飞行一个小时就要花掉超过6万美元税收！ 

 

更麻烦的是，大多数飞行员接受的训练并不能完全代表

他们在战场上看到的场景。再加上实际飞行时间太少，

飞行员反而在进行所谓的“负面训练”。 

 

在飞行训练中，一名飞行员通常要与一架或多架飞机一

起飞行，或者要与一架或多架飞机对抗，以此模拟将来

可能会遇到的实际情况。但是，一架F-22在战场上遇

到F-16并不代表实战就是这样的，实战中遇到的可能

是第4代或第5代战斗机。 

对第五代F-22来说，最复杂的训练任务是要求飞行员

同时面对10架敌机，这也是设计这种战斗机的意图之

一。但是这种训练不可能频繁地进行，一方面是因为训

练计划非常复杂，另一方面是很难在有限的领空飞行这

么多飞机。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这类战况对飞行员进行训练。 

 

值得高兴的是，随着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硬件技术的进

步以及越来越多基于游戏的软件解决方案，这些飞行训

练限制都将成为过去。 

 

商业游戏引擎，例如Epic的虚幻引擎，结合军事网络

能够实现多人环境，让我们得以创造出完整的元宇宙，

可视化3万英尺高空的虚拟世界。 

 

现在，飞行员可以戴着增强现实头显坐进飞机，模拟

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飞行场景。这也意味着可以针对现

代的威胁和敌人，在可视化范围内进行完整的训练。 

 

此外，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100英里外的地面虚拟现

实模拟器将可以连接到空中的飞机，驾驶出现在飞行

员增强现实头显中的飞机。 

 

这种技术不仅能提供更准确的训练，还能节省数十

亿的税款。 

 

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网络增强现实作为数字世界的新用

户界面。人类难以处理海量数据，大数据分析平台因此

应运而生。但是，为了缩短决策时间和提高决策质量，

数据必须要直观地呈现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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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35033/fighter-pilots-warn-of-lack-of-new-aviators-flying-experience-as-force-remodels-training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lang=zh-CN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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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Red6提供 

 

 
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3D方式覆盖正确的数据，并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可以大大降低高压情况下的工作内存需求（例

如在战斗任务中以1.5马赫的速度驾驶F-22）。在高速5G网络、Starlink等低轨卫星网络和Palantir等人工智能数据

平台的驱动下，我们对这种四维数字化用户体验/用户界面的了解越来越深，现在我们可以设计必要的工具，提高

地面人员的决策能力。 

 

如果有人问元宇宙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答案是元宇宙能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这也是这场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意

义。它将连接物理世界与自晶体管发明以来我们开发和使用的所有数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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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引擎模拟生态系统 

虽然游戏引擎技术能够解决开发过程中的很多核心问题，但它们也只是创造次世代解决方案的一个基础元素。我

们相信很多技术和方法可以共存，然后引领我们共同开发出更先进的飞行模拟技术。模拟器的效率并不是由构建

模拟器的工具决定的，而是由创建模拟器的方法决定的。 

 

本节的重点是介绍与模拟相关的虚幻引擎生态系统模块，这些模块是由我们不断扩大的用户社区为虚幻引擎构建的，

有助于简化模拟系统构建过程，创建出可靠、高性能和引人入胜的模拟解决方案，满足不同的训练需求。我们将探

索内容创建、飞行动力学和部署这三个模拟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 

 

 

图1：模拟器开发的关键组成部分概述 

 

 

开发特色功能 
部署训练系统 

游戏引擎核心组件 

获得课程 
收集性能数据 

第三方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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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使用虚幻引擎开发飞行模拟器的三个阶段 

 

环境内容创建 

开发模拟系统的第一个步骤是构建或获取用于模拟的

3D环境，并用其他3D内容填充这个环境，包括建筑、

机场、道路、植被和其他世界组成部分。 

 

你可以回想一下模拟领域的管线，与虚幻引擎生态系统

有关的关键步骤包括：3D瓦片数据集成、ArcGIS集成、

CDB插件等等。此外，还可以轻松连接Epic Games提

供的其他内容，例如我们的同事在优化Quixel和现实捕

获的摄影测绘管线时创建的内容——他们利用Aerial捕

获视频和手持设备摄影测绘等新技术开发一种内容生成

方式，让你能以更简单的方式将新的内容导入你的虚拟

应用。 

 

世界分区提供了一种自定义机制，可以帮你简化为应用

程序创建大型环境的过程，生成一个持久的世界。 

 

“世界分区是一个可以在编辑器中、在运行时使用的自
动数据管理器和流送系统，不需要手动将世界划分为无
数个子关卡来管理内容流送和减少数据争用。 

 
 

使用世界分区功能可以将整个世界场景作为一个持久
关卡。在编辑器中用2D网格划分世界场景，数据可以
通过世界分区编辑器窗口只加载需要的部分。这样就
可以处理超出内存限制或者加载时间很长的大型世界。
在编辑器中烘焙或运行时，世界场景会被划分成一个
个单元格，优化运行时流送，形成单独的流送关卡。”
详情请参阅虚幻引擎文档世界分区。 

 

Lumen能让虚幻引擎5呈现非常逼真的光照效果。但

是这种全局照明解决方案是否能展现好的效果取决于

虚幻引擎中使用的几何体。Lumen与虚幻引擎5新推

出的虚拟几何体系统Nanite协同工作。很多抢先体验

版用户都表示，Nanite是虚幻引擎5中最具变革性的

一个新功能。 

 

Nanite不仅能让你创建出更好的地形和环境细节，还

能让你加载细节丰富的工程级别设备数据、载具数据

或建筑数据，而且不用降低3D资产的品质。 

 

更令人期待的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将带来更强大的地

理数据，比如Blackshark.ai开发的方案。还有社区提供

的利用3D Tiles Next等大型世界开放标准创作的内容。

3D Tiles Next开放标准不仅包含环境所需的几何体数据

和地理数据，还可以给几何体提供属性，让模拟更加智

能地与环境进行交互。 

 

最近，你可能阅读过关于Megascan树木、体积云和水

体的文章。在虚幻引擎5中实现这些元素将变得更加容

易。例如，将Quixel Bridge集成到虚幻编辑器，就可

以一键获取Megascan资产。虚拟阴影贴图、光照、时

序超分辨率、动画都可以帮助你提高场景逼真度，而你

不一定要精通动画设计。 

 

虚幻引擎模拟生态系统中存在的所有内容创建选项都

可以为用户提供一套工具，大幅加快内容创建过程，

降低性能开销。 

 

环境内容创建 

飞行动力学与场景 部署与基础架构 

https://www.capturingreality.com/introducing-realityscan
https://www.capturingreality.com/introducing-realityscan
https://www.capturingreality.com/introducing-realityscan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world-partition-in-unreal-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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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环境内容创建工作流程 

 
地形/环境创建 

 

地形格式和数据流提供商 

Openflight格式——Presagis: Openflight to Unreal、Simblocks.io: OpenFlight Importer SDK for Unreal 

CDB格式——Simblocks.io: CDB Datasmith Exporter for Unreal和CDB Runtime Publisher SDK for Unreal、

Presagis: VELOCITY 5D 

3D瓦片格式——Cesium: Cesium for Unreal 

ESRI格式——ESRI: ArcGIS Maps SDK for Unreal Engine 

Supermap: SuperMap Scene SDKs for Unreal Engine 

VBS Terrain - BiSim: VBS World Server for Unreal 

Aerometrex: Photogrammetry models 

CAD｜GIS数据源 地形数据库 模型库 

环境内容创建 

地形｜环境生成 模型创建 流送服务 

互操作性标准、网关和协议 

虚幻引擎编辑器 

https://www.presagis.com/en/glossary/detail/openflight/
https://www.presagis.com/en/product/openflight2unre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of7e123ZM
https://www.ogc.org/standards/cdb
https://www.simblocks.io/cdb-datasmith-exporter-for-unreal
https://www.simblocks.io/cdb-runtime-publisher-sdk-unreal
https://www.presagis.com/en/product/velocity5d/
https://www.ogc.org/standards/3DTiles
https://cesium.com/platform/cesium-for-unreal/
https://www.esri.com/
https://developers.arcgis.com/unreal-engine-sdk/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zh-CN/product/supermap-scene-sdks-unreal-engine-basic?lang=zh-CN
https://bisimulations.com/company/news/press-releases/bisim-uses-epic-games-megagrant-extend-vbs-world-server
https://aerometrex.com/?gclid=CjwKCAiAg6yRBhBNEiwAeVyL0NM42sexMxPouuyKJk9gnNKX6tGlk5C8v7dCS9A8P1O05EppF77AEBoCy30QA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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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开放世界创建 

虚幻引擎：开放世界工具 

虚幻引擎：Nanite 

TrianGraphics: Trian3DBuilder 

Presagis: Terra Vista 

Mathworks: Road Runner 

Terraform Pro 
 

模型创建 

模型库 

Quixel: Megascans 

虚幻引擎：虚幻商城 

Vigilante 

Simthetiq 
 

树木库 

Quixel: MegaScans树木 

Speedtree for UE4 

 
角色库 

MetaHumans 

Reallusion iClone for Unreal 

Autodesk Character Generator 

 
模型创建 

虚幻引擎：虚幻引擎建模工具 

虚幻引擎：BIM/CAD支持、导入工具（FBX / Datasmith） 

3DS Max 

Maya 

Blender 

 

加载管线/优化 

虚幻引擎：Datasmith / DataPrep管线（LOD、包壳技术、合并、HLOD）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open-world-tool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RenderingFeatures/Nanite/
https://triangraphics.de/
https://www.presagis.com/en/product/terra-vista/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roadrunner.html
https://www.terraformpro.com/
https://quixel.com/megascans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zh-CN/store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zh-CN/assets?count=20&sortBy=effectiveDate&sortDir=DESC&start=0
https://www.simthetiq.com/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zh-CN/product/megascans-trees-european-black-alder-early-access
https://store.speedtree.com/ue4/
https://metahuman.unrealengine.com/
https://www.reallusion.com/iclone/live-link/unreal-engine/download.html
https://charactergenerator.autodesk.com/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tech-blog/unreal-engine-5-s-modeling-mode-takes-shape?sessionInvalidated=true&lang=zh-CN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fbx-content-pipeline/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datasmith
https://www.autodesk.com/products/3ds-max/overview?mktvar002=4277246|SEM|%7bcampaignid%7d|%7badgroupid%7d|%7bTargetId%7d&amp;ef_id=CjwKCAiAg6yRBhBNEiwAeVyL0PoL6OI_clSqolKTHylX4bZil_lmFEsguzpdMioefvztAUaIDWn0rhoC9ksQAvD_BwE:G:s&amp;s_kwcid=AL!11172!3!580915108459!e!!g!!3ds%20max!15989201446!132985517176&amp;mkwid=s|pcrid|580915108459|pkw|3ds%20max|pmt|e|pdv|c|slid||pgrid|132985517176|ptaid|kwd-13133432|pid|&amp;utm_medium=cpc&amp;utm_source=google&amp;utm_campaign&amp;utm_term=3ds%20max&amp;utm_content=s|pcrid|580915108459|pkw|3ds%20max|pmt|e|pdv|c|slid||pgrid|132985517176|ptaid|kwd-13133432|&amp;gclid=CjwKCAiAg6yRBhBNEiwAeVyL0PoL6OI_clSqolKTHylX4bZil_lmFEsguzpdMioefvztAUaIDWn0rhoC9ksQAvD_BwE&amp;term=1-YEAR&amp;tab=subscription
https://www.autodesk.com/products/maya/overview?mktvar002=3282941|SEM|%7bcampaignid%7d|%7badgroupid%7d|%7bTargetId%7d&amp;gclsrc=aw.ds&amp;&amp;ef_id=CjwKCAiAg6yRBhBNEiwAeVyL0B2hJRf6_AlrKrQpXz1jN3QcZGCn_xkw9n9FkvfLAPxxqfAW52MjJRoCPqsQAvD_BwE:G:s&amp;s_kwcid=AL!11172!3!576638500786!e!!g!!maya%20software!15994942310!134216358122&amp;mkwid=s|pcrid|576638500786|pkw|maya%20software|pmt|e|pdv|c|slid||pgrid|134216358122|ptaid|kwd-13157280|pid|&amp;utm_medium=cpc&amp;utm_source=google&amp;utm_campaign&amp;utm_term=maya%20software&amp;utm_content=s|pcrid|576638500786|pkw|maya%20software|pmt|e|pdv|c|slid||pgrid|134216358122|ptaid|kwd-13157280|&amp;gclid=CjwKCAiAg6yRBhBNEiwAeVyL0B2hJRf6_AlrKrQpXz1jN3QcZGCn_xkw9n9FkvfLAPxxqfAW52MjJRoCPqsQAvD_BwE&amp;term=1-YEAR&amp;tab=subscription
https://www.blender.org/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datasmith-plugins-for-unreal-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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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动力学与场景 

对游戏引擎的一个常见误解是：游戏引擎只是用来制作精美图像的。这只不过是因为“场景图”最为直观，但其

实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Chaos物理系统是一个高度可定制的轻量级物理模拟解决方案，可以在虚幻引擎5中获取，

帮助你从零开始创建能够满足次世代游戏需求的内容。 

 

大型世界坐标（LWC）使得虚幻引擎5能够支持双精度数据变体类型。为了提高浮点精度，引擎中的所有系统都进

行了修改，包括用于建筑可视化、模拟、渲染（Niagara和HLSL代码）以及具有大型世界项目的各种系统。在虚

幻引擎4中，32位浮点精度类型限制了世界的大小。LWC通过为核心数据类型提供64位双精度，极大地释放了对

项目大小的限制。这些新的变化能够让你构建出大型世界，大幅提高Actor的放置准确度度和定位精度。 

 

3D环境创建好之后，你就可以专注于填充环境的实体，设计它们的行为以及如何让它们与周围的世界互动。在飞

行模拟中，准确的飞行动力学建模是保证飞机真实表现的关键。 

 

 

图片由Epic Gam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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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BSIM 
 

Bertrand Coconnier  
JSBSIM主要开发人员  

 

“开源和公开的源代码使得飞行模拟社区能够共同

改善飞行训练和模拟的方式。在这个生态系统中，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正在合作改进软件，并将为飞

行模拟提供更高水平的沉浸感和逼真度。 

 

作为一个开源的飞行动力学模型，JSBSim也不例外，

它的诞生离不开飞行动力学爱好者、学者以及专业人士

的帮助，在此过程中我们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个严格的

开发框架，从而让他们专注于车辆数据集，而不是重新

实现飞行动力学方程。飞行动力学本质上是定义飞机、

火箭、直升机等在各种控制机制和自然力作用下如何运

动的物理学和数学。JSBSim还使用了WGS84旋转地球

模型和国际标准大气来为航空飞行器提供高保真的环境。 

 

20多年来，JSBSim已经从单纯的飞行动力学模型

——FlightGear飞行模拟器变成了一个拥有多个模

拟应用程序的库，可以用于开发无人机自动驾驶仪、

训练神经网络来驾驶飞机。最近，一个虚拟空战模

拟系统就用到了JSBSim。在这个模拟系统中，其

中一个AI要与空军战斗机进行5轮空战模拟并且保

持不败。NASA还拿它与其他6个飞行动力学软件

进行了比较，最终发现JSBSim与其他软件库是一

致的。 

这个库主要利用通过脚本提供的输入或从大型模拟应

用程序发出的输入来传输飞机的模拟状态。输入可以

通过任意的飞行控制规律进行处理，产生的输出 

用来控制飞机。空气动力学、飞机控制和其他系统、

引擎等以编码的XML格式在各种文件中定义。

JSBSim的一个设计目标是在高保真模拟和数据文件

简洁性之间找到平衡，这样就可以用尽可能少的特

定输入模拟任何航空飞行器的飞行任务。JSBSim是

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既适用于简单的小球落地模

型，也适用于复杂的航天飞机模型。 

 

JSBSim是用C++编写的，可以与MATLAB/Simulink

连接，也可以作为Python模块使用。我们的

MATLAB/Simulink接口在行业内应用广泛，还被学

术界用于开发飞行控制系统，而我们的Python模块则

极大地激发了机器学习（ML）社区的兴趣，催生了很

多基于Python的高级ML软件。作为一个C++库，

JSBSim几乎可以与使用任何语言的任何软件连接。 

 

结合一开始由Epic Games创建的虚幻引擎插件，我们

很高兴地看到一个新的社区能够利用JSBSim来创建次

世代飞行模拟器。我很期待看到开源社区用它创作的

内容，也很好奇这个插件的未来发展。” 

 

 
 

图片由Epic Gam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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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要的飞机，模拟应用中通常还会填充其他与飞行员相关的实体，包括其他飞机、地面车辆和潜在的行人。 

 

在虚幻引擎5中，用户可以在独立的物理线程中运行物理模拟，而不是在游戏线程中运行。 

 

你可以利用这种功能对模拟应用进行微调，让它始终能以可预测的方式运行。这种行为也是网络物理系统的基础，

因为它允许服务器和客户端以相同的Tick进行物理模拟，使系统更容易同步结果。 

 

飞行模拟的主要内容是气流运动、轨迹和速度。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我们能够准确地描述和评估你的当前位置和

移动方向。所有飞行员都有地图，所有飞行模拟开发人员都有合成环境。 

 

 

图4：飞行动力学和场景开发的组成部分 

 

 

 

 

 

飞行动力学与场景 

虚幻引擎运行时模式 准备 执行 

互操作性标准、网关和协议 

行为数据集｜模型 
第三方 

模拟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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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场景编辑 

虚幻引擎：工具和编辑器 

 
初始条件（天气、环境、一天的时间） 

虚幻引擎：Lumen 

虚幻引擎：天空大气、太阳天空、体积云、Niagara粒子 

虚幻引擎：水体系统 

Simul: trueSKY for Unreal 

执行 
 

模拟对象的行为/人工智能 

虚幻引擎：行为树（黑板、状态机、任务、环境查询） 

虚幻引擎：Mass Entity 

虚幻引擎：寻路系统（寻路） 

虚幻引擎：智能对象 

虚幻引擎：环境查询系统 

虚幻引擎：AI感知 

Github Plugin: xAPI 

 
培训得分 

事后评估 

虚幻引擎：录制与播放 

异步模拟 

数据导出 

LMS集成 

 
模拟对象的物理效果 

虚幻引擎：Chaos物理系统（刚体约束、破坏、布料、载具） 

虚幻引擎：全身IK 

虚幻引擎：发射物运动 

其他插件可前往虚幻商城获取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tools-and-editor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lumen-global-illumination-and-reflection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sky-atmosphere-component-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geographically-accurate-sun-positioning-tool-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volumetric-cloud-component-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creating-visual-effects-in-niagara-for-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water-system-in-unreal-engine/
https://simul.co/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behavior-tree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mass-entity-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navigation-system-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smart-object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en-US/environment-query-system-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environment-query-system-in-unreal-engine/
https://github.com/adlnet-archive/ue4-xapi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using-the-replay-system-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physic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control-rig-full-body-ik-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4.27/zh-CN/ProgrammingAndScripting/ProgrammingWithCPP/CPPTutorials/FirstPersonShooter/3/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zh-CN/assets?count=20&keywords=ballistic&sortBy=relevancy&sortDir=DESC&star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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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开放世界 

虚幻引擎：双精度数据 

虚幻引擎：地理坐标（WGS84、ECEF、UTM等） 
 

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 

Pitch Technologies: Pitch Unreal Engine Connector 

ds.tools: coreDS Unreal 

RealTime Innovation (RTI): DDS 

MAK: Legion（2020年CFT虚幻引擎40K现场实体展示） 

协同模拟 
 

协同模拟 

CM Labs: Vortex Studio 

Algoryx: AGX Dynamics for Unreal 

Mechanical Simulation: CarSim 

Mathworks: Simulink 

JSBSim 

行为数据集/模型 
 

行为数据集/模型 

虚幻引擎：Mass AI 

虚幻引擎：Mass Entity 

虚幻引擎：Mass Crowds 

 
部署与基础架构 

模拟器制造商在为特定课程设计训练系统时往往会考虑投资回报率。如果不符合特定的训练需求，为了技术而技术

就是一种资源浪费的表现。因此，不同规模的训练模拟器需要同时存在：小型桌面训练器，配备键盘和鼠标等简单

设备，或者实际的HMI副本；使用XR设备的训练器；车辆驾驶舱或飞机驾驶舱，无论是静止的，还是含动力学运

动的全方位飞行模拟器。每种解决方案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可以按最佳的效率/价格比进行选择。 
 

由于目标系统硬件的多样性，单一的训练应用往往是针对特定平台定制的。核心模拟组件缺乏多系统支持使得模拟

应用无法在不同规模的平台上重复利用。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large-world-coordinates-in-unreal-engine-5/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georeferencing-a-level-in-unreal-engine/
https://pitchtechnologies.com/pitch-unreal-engine-connector
https://www.ds.tools/products/hla-dis-unreal-engine-4/
https://www.rti.com/developers/case-code/unrealengine-sim
https://www.mak.com/products/link/mak-legion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zh-CN/product/vortex-studio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en-US/product/agx-dynamics-for-unreal
https://www.carsim.com/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driving/unreal-engine-scenario-simulation.html
https://github.com/JSBSim-Team/jsbsim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artificial-intelligence-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mass-entity-in-unreal-engine/
https://www.unrealengine.com/en-US/w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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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引擎是针对各种潜在目标平台设计的：主机、电脑、XR设备和移动设备。这些平台都有不同的硬件规格，

资产必须根据它们的性能量身定制才能顺利运行。 

 

为了适应各个目标平台，虚幻引擎附带一个可延展性系统，可以自动根据每个目标平台进行资产优化。 

 

这种技术能够让我们实现“创建一次，部署多次”的策略，从单一来源衍生出不同规模的训练体验。 

 

无论规模如何，为学生和受训人员提供最有价值的训练体验始终是我们构建模拟应用的核心。对特定感官的刺激，

包括受训人员在真实情境中可能遇到的提示、触发器和反应，是“训练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虚幻引擎包含用于添加音效，视效和动觉提示的工具，可以让你为受训人员创建出一个“身临其境”的训练体验。 

 

 

图5：感官工具工作流程 

 

 

虚幻引擎编辑器 

互操作性标准、网关和协议 

部署和基础架构 

音效 视效 动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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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结构团队 
 

网络 

虚幻引擎：联网和多人游戏 

Epic在线服务 

Hadean: Aether Engine 

Improbable: Spatial OS 

 
托管 

支持平台：Windows、Linux、MacOS、iOS、Android、AR、VR+游戏设备和内嵌系统 

 
云托管 

虚幻引擎：基于云端的解决方案（Amazon、Azure、Google Cloud，远程或本地） 

虚幻引擎：像素流送 

NVIDIA: Cloud XR 

Unreal Containers by Tensor Works 

渲染 
 

渲染质量 

虚幻引擎：超逼真材质系统及PBR材质 

虚幻引擎：全局光照（直接光照和间接光照，烘焙或动态） 

虚幻引擎：光照和阴影 

虚幻引擎：前向或延迟渲染 

 
性能 

虚幻引擎：集成LOD/HLOD系统 

虚幻引擎：性能和分析工具 

虚幻引擎：多线程C++核心 

虚幻引擎：大型环境创建工具——Nanite、Lumen、大型开放世界 

 
动画 

虚幻引擎：先进动画系统（骨骼网格体和LOD、顶点动画、重定向、动画混合、全身IK） 

 
模式 

虚幻引擎：OTW，通过后期处理效果实现的简单传感器模式 

Presagis: Ondulus for Unreal 

JRM Technologies 

Cornersto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networking-and-multiplayer-in-unreal-engine/
https://dev.epicgames.com/zh-CN/services?utm_source=GoogleSearch&amp;utm_medium=Performance&amp;utm_campaign=an*3Q_pr*EOS_ct*Search_pl*Brand_co*NA&amp;utm_id=15913919002&amp;sub_campaign&amp;utm_content=Route2_GameDev&amp;utm_term=epic%20online%20services&amp;sessionInvalidated=true&lang=zh-CN
https://hadean.com/
https://www.improbable.io/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sharing-and-releasing-projects-for-unreal-engine/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blog/cloud-based-solutions-for-unreal-engine-get-the-white-paper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pixel-streaming-in-unreal-engine/
https://developer.nvidia.com/nvidia-cloudxr-sdk
https://tensorworks.com.au/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unreal-engine-materials/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physically-based-material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global-illumination-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lighting-the-environment-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forward-shading-renderer-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designing-visuals-rendering-and-graphics-with-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hierarchical-level-of-detail-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testing-and-optimizing-your-content/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threaded-rendering-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RenderingFeatures/Nanit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RenderingFeatures/Lumen/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blog/large-worlds-in-ue5-a-whole-new-open-world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animating-characters-and-object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post-process-effects-in-unreal-engine/
https://www.presagis.com/en/product/ondulus-ir/
https://www.jrmtech.com/
https://cssflorida.net/%23/research#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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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穹顶和洞穴 

虚幻引擎：nDisplay（MPCDI、EasyBlend——可缩放显示、VIOSO、穹顶投影） 

 
HMDs 

虚幻引擎：原生支持OpenXR、Oculus VR、SteamVR、Google VR、HoloLens 2、Magic Leap、Windows混合现实工具

包、ARKit、ARCore、Varjo和自定义 
 

显示设备 

虚幻引擎：像素流送（网页浏览器） 

虚幻引擎：高动态范围显示 

力反馈与用户界面 
 

力反馈/动力学设备 

虚幻引擎：Universal MotionCueingInterface on GitHub 

3D系统：TouchX和Phantom 

TeslaSuit 

Leapmotion: UltraLeap 

Bruner：运动平台、NOVASIM VR 

 
输入设备 

虚幻引擎：可扩展输入系统（键盘、鼠标、触摸、游戏手柄和游戏杆） 

虚幻引擎：通用HID设备 

虚幻引擎：力反馈 

 
用户界面 

虚幻引擎：虚幻示意图形UI设计器（UMG） 

虚幻引擎：Slate（用户可以自定义编辑器） 

音频 
 

声音/聊天 

虚幻引擎：Sound Cues 

虚幻引擎：MetaSound 

虚幻引擎：对话 

虚幻引擎：Epic在线服务（游戏内语音聊天）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ndisplay-overview-for-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developing-for-head-mounted-experiences-with-openxr-in-unreal-engine/
https://www.oculus.com/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250820/SteamVR/
https://arvr.googl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hololens/buy
https://www.magicleap.com/en-u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mixed-reality/develop/unreal/unreal-mrtk-introduc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mixed-reality/develop/unreal/unreal-mrtk-introduc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mixed-reality/develop/unreal/unreal-mrtk-introduction
https://developer.apple.com/augmented-reality/arkit/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develping-for-arcore-in-unreal-engine/
https://varjo.com/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pixel-streaming-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high-dynamic-range-display-output-in-unreal-engine/
https://github.com/ue4plugins/MotionCueingInterface
https://www.unrealengine.com/marketplace/zh-CN/product/hapticsdirect-for-unreal
https://teslasuit.io/
https://developer.leapmotion.com/unreal
https://www.brunner-innovation.swiss/novasim-vr-mr/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input/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4.27/zh-CN/InteractiveExperiences/Input/RawInput/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4.27/zh-CN/InteractiveExperiences/ForceFeedback/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umg-ui-designer-for-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slate-user-interface-programming-framework-for-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sound-cue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metasounds-in-unreal-engine/
https://docs.unrealengine.com/5.0/zh-CN/using-dialogue-voices-and-waves-in-unreal-engine/
https://dev.epicgames.com/zh-CN/services?utm_source=GoogleSearch&amp;utm_medium=Performance&amp;utm_campaign=an*3Q_pr*EOS_ct*Search_pl*Brand_co*NA&amp;utm_id=15913919002&amp;sub_campaign&amp;utm_content=Route2_GameDev&amp;utm_term=epic%20online%20services&amp;sessionInvalidated=true&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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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Epic Games提供 

 

实现示例 

自制飞行模拟器教程 

通过本文和Antoinette特项目，你将了解使用实时引擎构建模拟器时可使用的功能和最佳实践。虽然本文也很有

价值，但是你应该也想了解使用虚幻引擎创建模拟器的具体步骤。 

 

我们制作了一个教程，展示了如何简单快速地组合基础飞行模拟器的各个构建模块。详见创作者中心完整教程。 

 

本教程将指导你通过免费的资产和虚幻引擎插件开发飞行模拟器。 
 

本教程将详细介绍： 

 

• 如何为飞行员界面连接各种输入控制设备，例如键盘和鼠标、游戏手柄，游戏摇杆或特定的飞行控制设

备 

• 整合一个来自虚幻商城的飞机模型 

• 添加一个由JSBSim提供的开源飞行动力学插件 

• 利用Cesium的虚幻引擎插件和世界数据模拟飞行 

 

https://dev.epicgames.com/community/learning/tutorials/mmL/a-diy-flight-simulator-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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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提供 

 

Antoinette特项目演示：幕后花絮 

Antoinette项目是由Epic Games创建的一个飞行模拟器演示，作为对概念的验证。飞行模拟器是由一系列技术构

建而成的，以虚幻引擎为核心来驱动视觉效果和数据，还使用了来自Brunner、MIS和Varjo的其他技术。 

 

为了演示飞行模拟应用，我们需要易于部署的内容，以便在沉浸感和可部署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Antoinette项

目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 

 

Epic Games并没有做无谓的重复来展示这些价值，而是与相关领域的知名公司展开了合作，构建了一个便携式演

示程序，来反映当前趋势和为开发者社区提供参考。这个项目于2022年在WATS上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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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一开始的秘密代号就是“Antoinette项目”，旨在致敬法国模拟技术领域先驱La Société Antoinette—

—1906年，他们创造了最早的飞行模拟器Antoinette Barrel。了解到这个名字之后，我们觉得它很适合用于这个

准备公开发布的演示项目。 

 

Antoinette项目演示包含： 

 

• MIS开发的NOR软件框架，允许开发人员利用Meta Aerospace提供的专业知识来构建训练场景和逼真

的飞行模拟应用程序。你可以前往虚幻引擎博客了解更多内容。 

• Brunner的高度可部署6DOF运动平台，它使用了高级运动提示算法和高保真的控制加载单元。由平台提供

的运动提示能让飞行员感受到他坐的飞机。飞机提供的反馈不仅能让飞行员更加沉浸其中，还能训练肌肉

记忆和对飞机运动和力量的感觉。在实现虚幻引擎集成的过程中，Brunner使用了Epic Games开发的开源

运动提示界面，你可以为你想采用的运动提示解决方案开发任意插件。 

• VARJO VR3 HMD，它能以非常便捷的方式制作出高分辨率窗外场景。“OpenXR功能包括全面支持

Varjo的照片级视觉逼真度、视线追踪以及实时色度键控。最终的解决方案旨在将虚幻引擎打造成适用于企

业级混合现实开发的最先进平台。”你可以前往Varjo网站了解更多内容。 

 

 

 

https://insight.ieeeusa.org/articles/history-early-flight-simulation/
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spotlights/affordable-aviation-training-in-a-compact-package-at-i-itsec-2021
https://www.brunner-innovation.swiss/product/6dof_motion_1000/
https://github.com/ue4plugins/MotionCueingInterface
https://github.com/ue4plugins/MotionCueingInterface
https://github.com/ue4plugins/MotionCueingInterface
https://varjo.com/press-release/epic-games-and-varjo-to-bring-enhanced-mixed-reality-solutions-to-enterprise-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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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正如本文所述，内容创建和生产管道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着。不久前，我们注意到模拟社区的很多利益相

关者都问到一个问题：虚幻引擎能创建多大的地形？随着64位精度的引入和多个使用虚幻引擎处理全球数据库环

境的项目应运而生，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 

 

数据对场景执行的准确性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越来越多的社区成员希望能创建出训练和真实操作所需的准确地

形，用高保真的动态内容来填充训练和分析模拟应用程序。 

 

Epic Games正在帮助和引导广泛的模拟社区快速过渡到合成环境，这一点在国际范围内的大型训练项目中可见一

斑。随着摄影测量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重建/增强方面的广泛应用，加速转型对设计过程来

说变得更加重要。 

 

在过去几年中，游戏引擎提供了许多模拟软件功能。随着虚幻引擎及其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它能为模拟供应商

提供所需的基础能力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将虚幻引擎集成到这些环境中可以带来一系列强大的开源技术，让模

拟供应商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核心优势，更快地为最终用户提供高效、逼真、准确的训练解决方案。 

 

如果你想进一步探讨本文提到的技术，或者想了解游戏引擎将如何帮助你创建和部署训练系统，欢迎联系

Epic Games模拟团队。 

 

 

 

 

 

 

 

 

 

 

 

 

 
 

图片由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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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Meta Immersive Synthetic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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