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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AR 辅助维修系统能够支持用户在实际维修过程中进行各种故障识别和操作引导，但该系统需要交

互式电子手册支持。基于此，对交互式电子手册和 AR 辅助维修系统的功能进行重新组合划分，提出新型

交互式电子手册系统架构体系。针对电子手册的编辑与制作，提出在 S1000D 技术文档的基础上添加 AR

数据与交互式电子手册数据耦合内容的实现方法，从而形成一种基于 AR 辅助维修系统的新型电子手册。

将新的手册系统架构及数据组织方法应用于 AR 诱导维修系统中，在吊装车装备的现场维修中进行应用验

证。结果表明新型电子手册具有高效可用性，并可应用于诱导维修类型的 AR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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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 auxiliary service system can support users to carry out various fault identification and operation guidance in actual 

maintenance process, but the system needs interactive electronic manual support. In this paper, the function of interactive electronic manual 

and AR auxiliary maintenance system is reassembled, and a new electronic manual system architecture is proposed. For electronic manual 

editing and production, the interaction AR data and electronic manual data are added on the basis of S1000D technical document Type, 

thus forming a new interactive electronic manual based on AR assisted maintenance system. The new manual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data 

organization method are applied to the AR-induced maintenance system, and verified in the field of maintenance of the lifting equi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electronic manual has high availability, and can be used to induce maintenance type of A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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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交互式电子手册（IETM）是基于现代信息

和电子技术实现的一种装备综合保障技术和手

段 [1]。它将与装备有关的系统、零部件、维修

工具等的资料信息划分为多个信息对象，按照

S1000D 技术标准规定的格式存储到数据库中，

具有良好的交互能力和很强的专家智能。使用者

进行信息检索时，相关的装备信息能够通过文字、

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展现，实现了指引

信息的多样化 [2]。但其只是一个展现在独立界面

或平台上的“手册”[3]，无法实时监控到当前操

作者的操作过程，并给出实时的操作建议和提醒。

导致操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仍需停下来翻看手册，

维修的工作效率并没有显著提升。

AR 辅助维修系统是一种基于增强现实（AR）

技术的用于各种装备维修指导的系统，维修过程

中可以将计算机产生的附加信息叠加到操作者的

视野中，对操作者所看到的场景进行增强，并给

出实时的维修指导 [4]。操作者根据指导可以一次

性完成非常复杂的维修，大大提升了维修工作的

效率，减少作业差错。但对于无法准确判别装备

故障情况的非专业人员而言，仍无法调用该系统

对应的指导模块进行维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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