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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年人虚拟旅游交互产品设计
胡中艳 1，曹 阳 2，兰海龙 1
（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郑州 450015；2. 郑州轻工业学院，郑州 450012）
摘要：描述了城市老年人有旅游愿望，但受生理及其他客观因素限制难以成行的矛盾。分析了城市老年人利用网
络虚拟旅游研究成果实现旅游愿望的优越性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虚拟旅
游交互产品设计思路和原则。重点分析了现有健身器材与电子设备的交互设计原理，为老年人设计了融健身与虚
拟旅游于一体的交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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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of Virtual Tourism Interactive for Senior Citizens
HU Zhong-yan1，CAO Yang2，LAN Hai-long1
（1.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Zhengzhou 450015，China；2.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Zhengzhou 450012，China）
Abstract：Senior citizens have the expectation of enjoying a tour, but with many movement function limitations because
of physical and other factors. It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restrictions of the virtual tourism net work for them.
According to that, it put forward design ideas, principles, which mee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mands of senior citizens.
It emphasized the interaction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existing fitness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devices, the interactive
virtual tour product for senior citizens, and designed the interactive products combining fitness with virtu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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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 21 世纪中国人口

供的资料，城市老年人慢性病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

增长的重要特点，老年产品设计将成为老龄人口社会

增加，慢性病患病率与 2003 年国家卫生服务统计调

服务的重点和难点。旅游作为城市老年人强身健体，

查资料相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大城市甚至更高），

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寻找生活新寄托的一个项目，无

见表 1。可见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旅游的重要因

疑为丰富老人晚年生活提供了一种选择。但受生理、

表 1 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

心理和客观条件等诸多因素制约，许多老年人都将旅

Tab.1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in different ages of

游意愿深埋心底，甚至从自己晚年生活的字典中删

senior citizen

除。究其原因，不是老年人没有旅游的欲望和诉求，
而是受制因素太多，不敢奢求。

1 城市老年人出游的生理与心理分析

%

年龄

2008 年

2003 年

60~69 岁

46.8

44.5

70~79 岁

58.8

55.4

80 岁以上

60.9

52.2

素之一。
1.1 生理因素
据 2008 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提

1.2 心理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与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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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逐渐减少，产生智力、记忆力方面一定程度的衰

1.9% [6]，实际参与网上虚拟旅游的老年人更是微乎其

退。为延缓这一倾向，老年人有渴望与外界多接触，

微。主要原因是：大多数老年人对电脑、网络不熟悉，

接收新鲜事物的愿望，以利于延缓智力与体力的衰

对虚拟旅游不了解，重新学习又有一定困难，即目前

退。从内心而言，他们有旅游的意愿。

这种网络旅游对老年人不太适宜。其次长时间操作

1.3 其他客观因素

电脑也会诱发老年慢性病的发病几率，不适合老年人

受目前经济、交通、安全、住宿、饮食等其他因素

的生理需求。因此改变目前虚拟旅游的操作方式，将

影响，加之大多旅游景区在规划设计和基础环境设施

老年人熟悉喜爱的健身器材与网络虚拟旅游场景相

建设中，几乎都没有考虑老年旅游者——这一群体的

结合，并通过健身器材控制旅游场景变换，是虚拟旅

特殊需求，更不要说专门针对老年游客的特殊设计了

游交互产品设计的关键。

[2]

。因此市场上真正符合老年心理和生理需求的旅游

产品不多，大多是中青年旅游产品或其附属产品，对

3 老年人虚拟旅游交互产品设计思路及原则

老年人缺乏相应的吸引力。导致老年旅游产品缺乏
的主要原因是：旅游服务成本高和旅游操作难度大。

3.1 交互产品设计思路

如旅游保险费用高，必须配备随团的保健医生和设备

虚拟旅游交互产品设计的总体思路是借用现有

等。风险大，收费低，利润少，因此在众多旅游市场

虚拟旅游模拟三维旅游场景的成果，重点研究适合

中，还没有一家专门从事老年旅游服务的旅行社 。

老年群体使用的虚拟场景控制方式。虚拟旅游自 20

这些客观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年人的出游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至今，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对

愿望。

虚拟旅游的研究和探索，现已在虚拟旅游系统组成、

[3]

虚拟旅游系统网站建设、虚拟实境仿真等方面取得

2 老年人虚拟旅游的优越性及局限性

了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三维虚拟场景的模拟研
究 方 面 ，无 论 是 技 术 上 还 是 应 用 上 都 有 不 少 新 突

受上述客观因素的影响，城市老年人旅游会随着

破。借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制约老年人参与

年龄的增加，需求逐渐衰退。而建立在现实旅游景观

虚拟旅游的控制部分加以改进，设计出适合老年人

基础上的虚拟旅游，借助虚拟技术、网络技术，模拟三

生理和心理需求，融健身与旅游为一体的交互产品，

维仿真旅游场景，让旅游者获得身临其境的旅行方

让老年人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参与虚拟旅游，享受现

式，无疑将成为城市老年人实现旅游梦想的最好替代

代科技带来的便利。

方式。尤其是虚拟旅游低成本、无边界、高安全、无障

3.2 老年交互产品设计原则

碍的优越性及自主性、超时空性、交互性、多感知性的

老年交互产品设计原则是：满足产品设计的功能

，决定了其必将成为老年旅游的发展方向之

特征、使用特征、安全特征和审美特征。功能是产品

一。概括起来，针对老年群体，虚拟旅游有以下几点

赖以生存的根本。老年人一生大多勤俭执家，求新求

优势：
（1）放宽了旅游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要求；
（2）

异，追逐虚荣的成份相对较少。功能需求是他们购买

降低了旅游成本，经济实惠更符合老年人消费心理；

产品的主要目的。他们希望借助产品功能或是弥补

特征

[4-5]

（3）消除了老年人参加户外活动的心理负担，规避了

生理上的不足，或是心理上的缺乏，帮助他们解决日

旅游风险；
（4）拓宽了老年活动的内涵和外延，满足了

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因此老年人产品设计的功能

老年人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特征尤为重要。此外考虑老年人特有的生理和心理

综上所述，虚拟旅游既能满足老年人的旅游需

特点，操作界面简洁明确，易学易用，安全可靠，避免

求，又能克服目前旅游市场存在的种种不足，无疑是

复杂操作，增加老年人的记忆负担（老年人记忆力下

老年人实现旅游愿望的最好选择。

降，经常有间断性易忘的生理现象，过多的操作步骤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1 年发布的第 27 次

会无形中增添许多不便利，给他们造成一种心理压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 60 岁及

力）。常用操作尽量不改变老年人固有的生活习惯，

以上老年人使用网络的比例仅占全国网民总数的

减少使用产品需要学习的新内容（生理器官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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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年人吸收新知识比较困难）。设计中多融入他们
普遍认可的熟悉元素，有助于激发移情外射的审美情
趣，博得老年人对产品的认同[7]。

4 老年人虚拟旅游交互产品设计原理及效果图
4.1 设计原理

图 1 方案 1

健身器材与其他电子设备的交互设计已有比较

Fig.1 Project 1

成功的例子。如跳舞毯与电视机连接，跳舞机与电子
显示控制设备连接等。研究其工作原理，就是将目前
电子设备的手动控制转化为由脚部运动感应控制。
沿用这一思路，通过研究电脑鼠标与工作面相对运动
的工作原理，将健身器材的运动面作为鼠标工作面，
脚部运动替代手移鼠标的动作，借用现有鼠标工作原
理，通过光电装置，捕捉健身器材工作面运动快慢及
运动方向，实现健身器材与电脑虚拟场景的交互运

图 2 方案 2

动。该产品的主要创新之处有：

Fig.2 Project 2

1）拓展了老年人户外运动的外延。户外运动与
室内运动相比，周围环境更丰富，不易产生疲劳和厌

时，首先启动手柄上的开关按钮，通过批处理程度，

倦感。虚拟旅游交互产品利用高科技将户外运动的

自动调出已有虚拟旅游程序。人在跑步带上运动，

环境、场景真实呈现，老年人在室内运动时也能体验

带动跑步带传动，模拟鼠标前后移动的相对运动，实

到户外运动的快乐与感受。这种运动方式既能满足

现虚拟场景前后方向的图像变换。安置在手柄中的

老年人强身健体的生理需求，又能通过虚拟场景感知

支撑杆插入固定轴套内,模拟自行车手把变换行驶方

社会变迁，满足老年人与社会发展同步，人老心不老

向的工作原理，用连杆传动机构，通过控制装置在工

的心理需求。

作面下方自由转动，实现虚拟场景左右方向的图像

2）增加趣味性，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虚拟

变换。上述活动均通过安置在底座上的光信号传递

旅游交互产品的视频展示与传统视频的最大区别是

给光电鼠标芯片，并通过标准 USB 接口与电脑连接，

与运动同步。运动速度快，视频虚拟场景的变化也相

实现虚拟场景与运动的互动。这种活动方式，既增

对快；运动停止，视频显示的虚拟场景也静止。现有

加了老年运动的趣味性，又满足了老年人的旅游愿

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实现虚拟场景与运动速度的同

望。

步变化，简言之，视频展示场景变化的快慢与老年人

上述 2 款外形设计，图 1a 的曲面外形更为时尚，

真实旅游周围环境变化的快慢相同，是老年人真实旅

但从生产角度，非规则曲面加工需要模具，生产工艺

游中环境变化的虚拟再现。交互产品同步变化的特

更复杂一些。图 1b 的杆式外形比较简洁，工艺相对简

征完全符合老年人的生理条件。同时视频呈现的三

单，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2 款产品在

维旅游场景，不仅增强了老年人户外运动真实感的体

功能原理及操作方法上无任何区别。

验，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而且开拓视野，增长知识，

为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参与运动的受众面，方案

满足了老年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2 从更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了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

4.2 人机交互界面效果图

求，提供了模块化设计方案。该机型可单独使用或 2

按照上述设计思路，设计了 2 款老年人虚拟旅游

组组合供老年夫妻共同使用，也可根据需要和运动空

交互产品，见图 1 和 2。图 1b 为图 1a 的另一种外形设

间大小进行多组组合。产品设计借鉴了老年健身车

计方案。图 1 和图 2 两款产品的控制方式相同，使用

的设计理念，在交互产品中增加了座椅，以便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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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方便或体力不支的老年人，坐在座椅上进行锻炼
（如轻微半身偏瘫的老人可以借助座椅做有限度的康
复训练）。此款设计的座椅可折叠，老人可视自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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