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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

的VR体感设备，包括VR一体机，所述VR一体机内

部设有显示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和发音装

置，且显示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发音装置

和VR一体机电连接，通过设置雾化装置、发热装

置和发音装置来模仿自然界中的温度，湿度和声

音，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将自然

界环境中的多项环境指标还原，形成视觉/听觉/

体感多项环境体验，实现了元宇宙的沉浸式体验

和使用交互，解决了现有的VR装置缺乏自然界的

真实感受比如温度和湿度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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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包括VR一体机(1)，其特征在于：所述VR

一体机(1)内部设有显示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和发音装置，且显示装置、雾化装置、发

热装置、发音装置分别和VR一体机(1)电连接；

所述雾化装置包括湿度传感器和雾化器(8)，所述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附近的

环境湿度，所述雾化器(8)用于产生水雾，且水雾朝向使用者传输；

所述发热装置包括发热器和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附近的环境

温度，所述发热器与风扇对应设置，所述发热器用于产生热量，所述风扇用于吹风，且发热

器产生热量用于调节风扇吹出风的温度，所述风扇吹出的风吹向使用者；

所述VR一体机(1)内部还设有气味发生装置和风力风向装置，且气味发生装置、风力风

向装置和VR一体机(1)电连接，所述风力风向装置包括风力传感器、陀螺仪和所述风扇，所

述风力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风速，所述陀螺仪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风

向；

所述VR一体机(1)包括壳体(2)，所述壳体(2)的上侧外部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喇叭(11)，

所述壳体(2)的下侧中部从上到下依次设有气味输出孔(12)、马达(13)和若干水雾输出口

(15)，所述壳体(2)的下侧左右两部对称设有若干空气输出口(14)，所述喇叭(11)与所述发

音装置电连接，所述气味输出孔(12)与所述气味发生装置对应设置，所述若干水雾输出口

(15)与所述雾化装置对应设置，所述若干空气输出口(14)与所述风力风向装置中的风扇对

应设置，所述壳体(2)的左右两侧连接有头带垫(4)，所述头带垫(4)与头带(3)连接，所述头

带(3)与电池盒(5)连接；

还包括加湿吹风一体装置，所述加湿吹风一体装置的前端与所述壳体(2)的下侧连接，

所述加湿吹风一体装置包括：

外壳(6)，所述外壳(6)的内部设有第一空腔(601)，所述第一空腔(601)的左右两侧对

称设有调温盖(602)，所述调温盖(602)和第一空腔(601)的侧壁构成调温壳，所述调温壳内

部设有进风腔(604)，所述进风腔(604)的左右两端对称设有加热块(9)，所述第一空腔

(601)的中部设有储水壳(603)，所述储水壳(603)的内部设有储水腔(607)，所述外壳(6)的

前端左右两侧对称设有若干出风口(605)，所述出风口(605)与所述进风腔(604)前后连通，

且出风口(605)与所述空气输出口(14)对应设置且连通，所述储水壳(603)的前端中部设有

凹槽一(636)，所述凹槽一(636)与所述马达(13)配合，所述凹槽一(636)的下侧设有雾化口

(608)，所述雾化口(608)与所述储水腔(607)前后连通，且雾化口(608)与所述水雾输出口

(15)对应设置且连通；

电机一(610)，所述电机一(610)固定设置在所述第一空腔(601)的后端，所述电机一

(610)与伸缩杆一(611)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杆一(611)的固定端与锥齿轮一(612)固定连

接，且伸缩杆一(611)的活动端贯穿所述储水壳(603)的后端进入储水腔(607)内部，所述储

水腔(607)内部滑动设有挤压块(633)，所述挤压块(633)与螺纹杆(606)螺纹连接，所述螺

纹杆(606)设有凹槽二(6061)，所述凹槽二(6061)与所述伸缩杆一(611)的活动端配合；

雾化器(8)，所述雾化器(8)设置在所述储水腔(607)的前端，且雾化器(8)与所述雾化

口(608)连通，

两个锥齿轮二(613)，所述两个锥齿轮二(613)对称设置在所述锥齿轮一(612)的左右

两侧，所述锥齿轮二(613)与伸缩杆三(614)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杆三(614)与锥齿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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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三(615)与锥齿轮四(616)啮合，所述锥齿轮四(616)与转动轴

二(617)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轴二(617)贯穿调温壳的后端进入所述进风腔(604)内部与叶

片(10)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四(616)与锥齿轮五(618)啮合，所述锥齿轮五(618)与转动轴

三(619)固定连接；

四个凹槽三(626)，所述四个凹槽三(626)两两分别对称设置在左右两侧的调温壳的左

右两端，所述凹槽三(626)的内部设有电磁块(628)，所述电磁块(628)与磁块(627)磁极相

反，所述磁块(627)与L型杆(623)的竖直端固定连接，且L型杆(623)的竖直端与所述凹槽三

(626)滑动连接，所述L型杆(623)的水平端与导向块(622)滑动连接，所述导向块(622)与连

接块(621)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621)远离所述导向块(62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弹簧

(625)，所述弹簧(625)固定设置在凹槽四(624)的内部，所述凹槽四(624)对称设置在调温

壳的后端左右两侧；

四个连接套(620)，所述四个连接套(620)分别贯穿所述连接块(621)与所述伸缩杆三

(614)、转动轴三(619)滑动连接，所述连接套(620)与锥齿轮六(629)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

六(618)与所述伸缩杆三(614)滑动连接，且锥齿轮六(629)与锥齿轮七(630)啮合，所述锥

齿轮七(630)通过转动轴一(631)与齿轮一(634)固定连接，且转动轴一(631)转动设置在所

述第一空腔(601)的上下两端之间，所述齿轮一(634)与齿条(632)啮合，所述齿条(632)贯

穿调温壳的后端进入所述进风腔(604)中连接有制冷器(635)；

两个进风口(606)，所述两个进风口(606)对称设置在所述外壳(6)的左右两端，且进风

口(606)与所述进风腔(604)连通，所述进风腔(604)的内部设有过滤网(60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发音装置包括音频播放器，所述显示装置包括主板和显示屏幕，所述主板与显示屏幕电连

接，所述主板通过网络传输模块与全景摄像模块连接，所述全景摄像模块包括双广角摄像，

所述网络传输模块为5G+WIFI网络传输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气味发生装置包括气味发生器和环境图像识别单元，所述环境图像识别单元用于识别显示

装置的播放画面中的图像信息并同时将所述图像信息进行分类产生分类结果，所述气味发

生器根据环境图像识别单元产生的分类结果发出与图像信息相对应的气味，且气味朝向使

用者传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VR一体机(1)内部还设有力反馈震动装置、气压模块、海拔模块和光照模块，且力反馈震动

装置、气压模块、海拔模块、光照模块和VR一体机(1)电连接，所述光照模块包括光照传感

器，所述光照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光照度，所述海拔模块包括海拔传感器，所

述海拔传感器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海拔，所述气压模块包括气压传感器，所述气压传感

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气压，所述力反馈震动装置包括马达(13)和芯片，所述芯片

将接收到的VR一体机(1)发出的力反馈指令转换成对应的一组波形数据并发送给马达控制

芯片，所述马达控制芯片根据相应波形数据控制马达(13)产生振动作用力，马达(13)产生

的作用力传送到使用者身体，对使用者实现力反馈效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减负装置，所述减负装置包括减负壳(724)和U型壳(7)，所述减负壳(724)的形状与所述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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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壳(7)相同，所述减负壳(724)的左右两端转动设有伸缩杆二(726)，所述伸缩杆二(726)

分别与所述VR一体机(1)的左右侧端转动连接，所述减负壳(724)的下端连接有所述U型壳

(7)，所述U型壳(7)的前端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弹性垫(705)，所述U型壳(7)用于套设在脖子

上；

所述U型壳(7)的内部设有：

调节腔(701)，所述调节腔(701)的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弧形调节块(702)，所述弧形调节

块(702)的一侧间隔均布设有若干齿块(718)，所述调节腔(701)的中部固定设有电机二

(706)，所述电机二(706)与固定轴一(711)固定连接，所述固定轴一(711)贯穿固定板(707)

与椭圆块(712)固定连接，且固定板(707)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腔(701)的上下两端之间，所

述椭圆块(712)的左右两端滑动设有滑块(713)；

两个开口(709)，所述两个开口(709)对称设置在所述调节腔(701)的前端中部左右两

侧，且开口(709)和调节腔(701)前后连通；

两个连接板(708)，所述两个连接板(708)对称设置在所述固定板(707)的前端左右两

侧，所述连接板(708)左右贯通设有滑槽(710)，所述滑块(713)穿过所述滑槽(710)与支铰

杆一(714)转动连接，所述支铰杆一(714)穿过所述开口(709)与按摩块(715)转动连接，所

述按摩块(715)与支铰杆二(716)转动连接，所述支铰杆二(716)穿过所述开口(709)与连接

杆(717)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杆(717)与所述连接板(708)固定连接；

所述减负壳(724)内部设有：

两个齿轮二(703)，所述两个齿轮二(703)分别与所述弧形调节块(702)上的齿块(718)

啮合，所述齿轮二(703)与固定轴二(722)固定连接，且所述固定轴二(722)对称设置在所述

减负壳(724)内的左右两部，所述固定轴二(722)与带轮一(704)固定连接，所述带轮一

(704)通过皮带(720)与带轮二(719)连接，所述带轮二(719)与固定轴三(725)固定连接，所

述固定轴三(725)对称设置在所述减负壳(724)的中部左右两侧，所述固定轴三(725)与齿

轮三(721)固定连接，左右两侧的所述齿轮三(721)啮合；

操作块(723)，所述操作块(723)与右侧的贯穿所述减负壳(724)上端的固定轴二(722)

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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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VR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虚拟现实技术(VR)是借助计算机系统及传感器技术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

新的人机交互方式，通过调动用户各种感官来享受更加真实的、身临其境的体验。随着硬件

性能的提升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近年来VR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目前，VR技术在多个领域

得到应用，如在观影、房地产虚拟环境展示、旅游及游戏娱乐等行业都有较为成熟的应用；

但现有的VR装置缺乏自然界的真实感受比如温度和湿度等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用以解决现有的VR装置缺

乏自然界的真实感受比如温度和湿度的技术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

包括VR一体机，所述VR一体机内部设有显示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和发音装置，且显示

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发音装置和VR一体机电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雾化装置包括湿度传感器和雾化器，所述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

者附近的环境湿度，所述雾化器用于产生水雾，且水雾朝向使用者传输。

[0006] 优选的，所述发热装置包括发热器和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

者附近的环境温度，所述发热器与风扇对应设置，所述发热器用于产生热量，所述风扇用于

吹风，且发热器产生热量用于调节风扇吹出风的温度，所述风扇吹出的风吹向使用者。

[0007] 优选的，所述发音装置包括音频播放器，所述显示装置包括主板和显示屏幕，所述

主板与显示屏幕电连接，所述主板通过网络传输模块与全景摄像模块连接，所述全景摄像

模块包括双广角摄像，所述网络传输模块为5G+WIFI网络传输模块。

[0008] 优选的，所述VR一体机内部还设有气味发生装置和风力风向装置，且气味发生装

置、风力风向装置和VR一体机电连接，所述风力风向装置包括风力传感器、陀螺仪和所述风

扇，所述风力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风速，所述陀螺仪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

境的风向。

[0009] 优选的，所述气味发生装置包括气味发生器和环境图像识别单元，所述环境图像

识别单元用于识别显示装置的播放画面中的图像信息并同时将所述图像信息进行分类产

生分类结果，所述气味发生器根据环境图像识别单元产生的分类结果发出与图像信息相对

应的气味，且气味朝向使用者传输。

[0010] 优选的，所述VR一体机内部还设有力反馈震动装置、气压模块、海拔模块和光照模

块，且力反馈震动装置、气压模块、海拔模块、光照模块和VR一体机电连接，所述光照模块包

括光照传感器，所述光照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光照度，所述海拔模块包括海

拔传感器，所述海拔传感器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海拔，所述气压模块包括气压传感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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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气压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气压，所述力反馈震动装置包括马达和芯片，所

述芯片将接收到的VR一体机发出的力反馈指令转换成对应的一组波形数据并发送给马达

控制芯片，所述马达控制芯片根据相应波形数据控制马达产生振动作用力，马达产生的作

用力传送到使用者身体，对使用者实现力反馈效果。

[0011] 优选的，所述VR一体机包括壳体，所述壳体的上侧外部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喇叭，所

述壳体的下侧中部从上到下依次设有气味输出孔、马达和若干水雾输出口，所述壳体的下

侧左右两部对称设有若干空气输出口，所述喇叭与所述发音装置电连接，所述气味输出孔

与所述气味发生装置对应设置，所述若干水雾输出口与所述雾化装置对应设置，所述若干

空气输出口与所述风力风向装置中的风扇对应设置，所述壳体的左右两侧连接有头带垫，

所述头带垫与头带连接，所述头带与电池盒连接。

[0012] 优选的，还包括加湿吹风一体装置，所述加湿吹风一体装置的前端与所述壳体的

下侧连接，所述加湿吹风一体装置包括：

[0013] 外壳，所述外壳的内部设有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的左右两侧对称设有调温盖，

所述调温盖和第一空腔的侧壁构成调温壳，所述调温壳内部设有进风腔，所述进风腔的左

右两端对称设有加热块，所述第一空腔的中部设有储水壳，所述储水壳的内部设有储水腔，

所述外壳的前端左右两侧对称设有若干出风口，所述出风口与所述进风腔前后连通，且出

风口与所述空气输出口对应设置且连通，所述储水壳的前端中部设有凹槽一，所述凹槽一

与所述马达配合，所述凹槽一的下侧设有雾化口，所述雾化口与所述储水腔前后连通，且雾

化口与所述水雾输出口对应设置且连通；

[0014] 电机一，所述电机一固定设置在所述第一空腔的后端，所述电机一与伸缩杆一固

定连接，所述伸缩杆一的固定端与锥齿轮一固定连接，且伸缩杆一的活动端贯穿所述储水

壳的后端进入储水腔内部，所述储水腔内部滑动设有挤压块，所述挤压块与螺纹杆螺纹连

接，所述螺纹杆设有凹槽二，所述凹槽二与所述伸缩杆一的活动端配合；

[0015] 雾化器，所述雾化器设置在所述储水腔的前端，且雾化器与所述雾化口连通，

[0016] 两个锥齿轮二，所述两个锥齿轮二对称设置在所述锥齿轮一的左右两侧，所述锥

齿轮二与伸缩杆三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杆三与锥齿轮三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三与锥齿轮

四啮合，所述锥齿轮四与转动轴二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轴二贯穿调温壳的后端进入所述进

风腔内部与叶片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四与锥齿轮五啮合，所述锥齿轮五与转动轴三固定

连接；

[0017] 四个凹槽三，所述四个凹槽三两两分别对称设置在左右两侧的调温壳的左右两

端，所述凹槽三的内部设有电磁块，所述电磁块与磁块磁极相反，所述磁块与L型杆的竖直

端固定连接，且L型杆的竖直端与所述凹槽三滑动连接，所述L型杆的水平端与导向块滑动

连接，所述导向块与连接块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远离所述导向块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弹簧，

所述弹簧固定设置在凹槽四的内部，所述凹槽四对称设置在调温壳的后端左右两侧；

[0018] 四个连接套，所述四个连接套分别贯穿所述连接块与所述伸缩杆三、转动轴三滑

动连接，所述连接套与锥齿轮六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六与所述伸缩杆三滑动连接，且锥齿

轮六与锥齿轮七啮合，所述锥齿轮七通过转动轴一与齿轮一固定连接，且转动轴一转动设

置在所述第一空腔的上下两端之间，所述齿轮一与齿条啮合，所述齿条贯穿调温壳的后端

进入所述进风腔中连接有制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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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两个进风口，所述两个进风口对称设置在所述外壳的左右两端，且进风口与所述

进风腔连通，所述进风腔的内部设有过滤网。

[0020] 优选的，还包括减负装置，所述减负装置包括减负壳和U型壳，所述减负壳的形状

与所述U型壳相同，所述减负壳的左右两端转动设有伸缩杆二，所述伸缩杆二分别与所述VR

一体机的左右侧端转动连接，所述减负壳的下端连接有所述U型壳，所述U型壳的前端左右

两侧对称设有弹性垫，所述U型壳用于套设在脖子上。

[0021] 优选的，所述U型壳的内部设有；

[0022] 调节腔，所述调节腔的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弧形调节块，所述弧形调节块的一侧间

隔均布设有若干齿块，所述调节腔的中部固定设有电机二，所述电机二与固定轴一固定连

接，所述固定轴一贯穿固定板与椭圆块固定连接，且固定板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腔的上下

两端之间，所述椭圆块的左右两端滑动设有滑块；

[0023] 两个开口，所述两个开口对称设置在所述调节腔的前端中部左右两侧，且开口和

调节腔前后连通；

[0024] 两个连接板，所述两个连接板对称设置在所述固定板的前端左右两侧，所述连接

板左右贯通设有滑槽，所述滑块穿过所述滑槽与支铰杆一转动连接，所述支铰杆一穿过所

述开口与按摩块转动连接，所述按摩块与支铰杆二转动连接，所述支铰杆二穿过所述开口

与连接杆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杆与所述连接板固定连接；

[0025] 所述减负壳内部设有：

[0026] 两个齿轮二，所述两个齿轮二分别与所述弧形调节块上的齿块啮合，所述齿轮二

与固定轴二固定连接，且所述固定轴二对称设置在所述减负壳内的左右两部，所述固定轴

二与带轮一固定连接，所述带轮一通过皮带与带轮二连接，所述带轮二与固定轴三固定连

接，所述固定轴三对称设置在所述减负壳的中部左右两侧，所述固定轴三与齿轮三固定连

接，左右两侧的所述齿轮三啮合；

[0027] 操作块，所述操作块与右侧的贯穿所述减负壳上端的固定轴二固定连接。

[0028]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29]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3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爆炸图；

[0031] 图2为图1中的A区域放大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的加湿吹风一体装置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的齿轮一与齿条侧视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为本发明外壳前端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发明的U型壳内部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7为本发明的减负壳内部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7] 图8为本发明的减负装置与VR一体机正视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中：1、VR一体机；2、壳体；3、头带；4、头带垫；5、电池盒；6、外壳；601、第一空腔；

602、调温盖；603、储水壳；604、进风腔；605、出风口；606、螺纹杆；6061、凹槽二；607、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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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608、雾化口；609、过滤网；610、电机一；611、伸缩杆一；612、锥齿轮一；613、锥齿轮二；

614、伸缩杆三；615、锥齿轮三；616、锥齿轮四；617、转动轴二；618、锥齿轮五；619、转动轴

三；620、连接套；621、连接块；622、导向块；623、L型杆；624、凹槽四；625、弹簧；626、凹槽三；

627、磁块；628、电磁块；629、锥齿轮六；630、锥齿轮七；631、转动轴一；632、齿条；633、挤压

块；634、齿轮一；635、制冷器；636、凹槽一；7、U型壳；701、调节腔；702、弧形调节块；703、齿

轮二；704、带轮一；705、弹性垫；706、电机二；707、固定板；708、连接板；709、开口；710、滑

槽；711、固定轴一；712、椭圆块；713、滑块；714、支铰杆一；715、按摩块；716、支铰杆二；717、

连接杆；718、齿块；719、带轮二；720、皮带；721、齿轮三；722、固定轴二；723、操作块；724、减

负壳；725、伸缩杆二；726、伸缩杆二；8、雾化器；9、加热块；10、叶片；11、喇叭；12、气味输出

孔；13、马达；14、空气输出口；15、水雾输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0] 另外，在本发明中如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并非特别指称

次序或顺位的意思，亦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其仅仅是为了区别以相同技术用语描述的组件

或操作而已，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

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另外，各

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以及技术特征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能够实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案的

结合不存在，也不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1] 本发明提供如下实施例

[0042] 实施例1

[004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如图1‑图2所示，

包括VR一体机1，所述VR一体机1内部设有显示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和发音装置，且显

示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发音装置和VR一体机1电连接。

[0044] 所述雾化装置包括湿度传感器和雾化器8，所述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附近

的环境湿度，所述雾化器8用于产生水雾，且水雾朝向使用者传输；

[0045] 所述发热装置包括发热器和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附近的

环境温度，所述发热器与风扇对应设置，所述发热器用于产生热量，所述风扇用于吹风，且

发热器产生热量用于调节风扇吹出风的温度，所述风扇吹出的风吹向使用者；

[0046] 所述发音装置包括音频播放器，所述显示装置包括主板和显示屏幕，所述主板与

显示屏幕电连接，所述主板通过网络传输模块与全景摄像模块连接，所述全景摄像模块包

括双广角摄像，所述网络传输模块为5G+WIFI网络传输模块；

[0047] 所述VR一体机1内部还设有气味发生装置和风力风向装置，且气味发生装置、风力

风向装置和VR一体机1电连接，所述风力风向装置包括风力传感器、陀螺仪和所述风扇，所

述风力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风速，所述陀螺仪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风

向；

[0048] 所述气味发生装置包括气味发生器和环境图像识别单元，所述环境图像识别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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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识别显示装置的播放画面中的图像信息并同时将所述图像信息进行分类产生分类结

果，所述气味发生器根据环境图像识别单元产生的分类结果发出与图像信息相对应的气

味，且气味朝向使用者传输。

[0049] 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为：

[0050] 雾化装置中设置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附近的环境湿度并反馈给VR一体机

1的主控单元，发热装置中设置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附近的环境温度并反馈给VR一

体机1的主控单元，VR一体机1的主控单元根据湿度传感器的检测值，温度传感器的检测值

和显示屏幕播放画面匹配出相应的湿度控制信号和温度控制信号来控制雾化器8的雾化量

和发热器的发热量，雾化器8用于产生水雾朝向使用者传输，从而改变使用者的湿度感知，

风力风向装置通过设置风力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风速并反馈给VR一体机1的

主控单元，陀螺仪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风向并反馈给VR一体机1的主控单元，VR一体

机1的主控单元根据陀螺仪，风力传感器的检测值和显示屏幕播放画面匹配出相应的风速

风向控制信号来控制风扇工作，模拟显示屏幕画面中的风速风向，发热器与风扇对应设置，

发热器的发热量可以改变风扇吹出风的温度，风扇吹出的风吹向使用者，从而改变使用者

的温度感知和风力风向感知，使使用者实现体感的环境体验；

[0051] 通过音频播放器使使用者实现听觉的环境体验；所述环境图像识别单元用于识别

显示装置的播放画面中的图像信息并同时将所述图像信息进行分类产生分类结果，且将分

类结构反馈到VR一体机1的主控单元，VR一体机1的主控单元根据环境图像识别单元产生的

分类结果控制气味发生器发出与图像信息相对应的气味，且气味朝向使用者传输，用于改

变使用者的味觉感知，使使用者实现味觉的环境体验；通过设置全景摄像模块，全景摄像模

块中的双广角摄像与主板通过5G+WIFI网络传输模块连接，双广角摄像将采集到的全景视

频通过5G+WIFI网络传输到主板，使得与主板连接的显示屏幕可以形成画面，使使用者实现

了视觉的环境体验；

[0052] 在使用者使用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进行观影或游戏体验时，通过

设置气味发生装置、雾化装置、发热装置、发音装置来模仿自然界中的气味，温度，湿度，声

音，身临其境还原自然环境的VR体感设备将自然界环境中的多项环境指标还原，形成视觉/

味觉/听觉/体感多项环境体验，具备真实还原自然界环境的功能，有利于提高使用者更身

临其境的感受环境的气息，使使用者具有好的观影与游戏体验，解决了现有的VR装置缺乏

自然界的真实感受比如温度和湿度的技术问题。

[0053] 实施例2

[0054] 在上述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VR一体机1内部还设有力反馈震动装置、气压模块、

海拔模块和光照模块，且力反馈震动装置、气压模块、海拔模块、光照模块和VR一体机1电连

接，所述光照模块包括光照传感器，所述光照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光照度，所

述海拔模块包括海拔传感器，所述海拔传感器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海拔，所述气压模块

包括气压传感器，所述气压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气压，所述力反馈震动装置

包括马达13和芯片，所述芯片将接收到的VR一体机1发出的力反馈指令转换成对应的一组

波形数据并发送给马达控制芯片，所述马达控制芯片根据相应波形数据控制马达13产生振

动作用力，马达13产生的作用力传送到使用者身体，对使用者实现力反馈效果。

[0055] 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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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芯片(力反馈芯片)将接收到的VR一体机1发出的力反馈指令转换成对应的一组波

形数据并发送给马达控制芯片，马达控制芯片根据相应波形数据控制马达13(力反馈马达)

产生振动作用力，马达13(力反馈马达)产生的作用力传送到使用者身体，对使用者实现力

反馈效果，用于改变使用者的触觉感知，使使用者实现触觉的环境体验；通过设置光照模

块，光照模块中的光照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光照度并反馈给VR一体机1的主

控单元，通过设置海拔模块，海拔模块中的海拔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所处环境的海拔并

反馈给VR一体机1的主控单元，通过设置气压模块，气压模块中的气压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

者所处环境的气压并反馈给VR一体机1的主控单元，VR一体机1的主控单元根据光照传感器

的检测值，海拔传感器的检测值，气压传感器的检测值和显示屏幕播放画面匹配出相应的

光照度控制信号来控制显示屏幕中播放画面的光照度变化，用于改变使用者的视觉感知，

给使用者更真实的视觉效果。

[0057] 实施例3

[0058] 在上述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1‑图2所示，

[0059] 所述VR一体机1包括壳体2，所述壳体2的上侧外部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喇叭11，所述

壳体2的下侧中部从上到下依次设有气味输出孔12、马达13和若干水雾输出口15，所述壳体

2的下侧左右两部对称设有若干空气输出口14，所述喇叭11与所述发音装置电连接，所述气

味输出孔12与所述气味发生装置对应设置，所述若干水雾输出口15与所述雾化装置对应设

置，所述若干空气输出口14与所述风力风向装置中的风扇对应设置，所述壳体2的左右两侧

连接有头带垫4，所述头带垫4与头带3连接，所述头带3与电池盒5连接。

[0060] 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为：

[0061] 喇叭11与发音装置中的音频播放器电连接，用于播放音频播放器发出的声音，有

利于实现使用者听觉的环境体验，空气输出口14用于传送风扇吹出的风，风扇与发热器对

应设置，可以调节风扇吹出风的温度，水雾输出口15用于传输雾化器8产生的雾化液，气味

输出孔12用于传输气味发生器产生的气味，通过头带3用于将VR一体机1与使用者的头部进

行固定，头带垫4可以提高使用者的舒适感。

[0062] 实施例4

[0063] 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如图3‑图5所示，还包括加湿吹风一体装置，所述加湿吹风一

体装置的前端与所述壳体2的下侧连接，所述加湿吹风一体装置包括：

[0064] 外壳6，所述外壳6的内部设有第一空腔601，所述第一空腔601的左右两侧对称设

有调温盖602，所述调温盖602和第一空腔601的侧壁构成调温壳，所述调温壳内部设有进风

腔604，所述进风腔604的左右两端对称设有加热块9，所述第一空腔601的中部设有储水壳

603，所述储水壳603的内部设有储水腔607，所述外壳6的前端左右两侧对称设有若干出风

口605，所述出风口605与所述进风腔604前后连通，且出风口605与所述空气输出口14对应

设置且连通，所述储水壳603的前端中部设有凹槽一636，所述凹槽一636与所述马达13配

合，所述凹槽一636的下侧设有雾化口608，所述雾化口608与所述储水腔607前后连通，且雾

化口608与所述水雾输出口15对应设置且连通；

[0065] 电机一610，所述电机一610固定设置在所述第一空腔601的后端，所述电机一610

与伸缩杆一611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杆一611的固定端与锥齿轮一612固定连接，且伸缩杆一

611的活动端贯穿所述储水壳603的后端进入储水腔607内部，所述储水腔607内部滑动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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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块633，所述挤压块633与螺纹杆606螺纹连接，所述螺纹杆606设有凹槽二6061，所述凹

槽二6061与所述伸缩杆一611的活动端配合；

[0066] 雾化器8，所述雾化器8设置在所述储水腔607的前端，且雾化器8与所述雾化口608

连通，

[0067] 两个锥齿轮二613，所述两个锥齿轮二613对称设置在所述锥齿轮一612的左右两

侧，所述锥齿轮二613与伸缩杆三614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杆三614与锥齿轮三615固定连接，

所述锥齿轮三615与锥齿轮四616啮合，所述锥齿轮四616与转动轴二617固定连接，所述转

动轴二617贯穿调温壳的后端进入所述进风腔604内部与叶片10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四

616与锥齿轮五618啮合，所述锥齿轮五618与转动轴三619固定连接；

[0068] 四个凹槽三626，所述四个凹槽三626两两分别对称设置在左右两侧的调温壳的左

右两端，所述凹槽三626的内部设有电磁块628，所述电磁块628与磁块627磁极相反，所述磁

块627与L型杆623的竖直端固定连接，且L型杆623的竖直端与所述凹槽三626滑动连接，所

述L型杆623的水平端与导向块622滑动连接，所述导向块622与连接块621固定连接，所述连

接块621远离所述导向块62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弹簧625，所述弹簧625固定设置在凹槽四

624的内部，所述凹槽四624对称设置在调温壳的后端左右两侧；

[0069] 四个连接套620，所述四个连接套620分别贯穿所述连接块621与所述伸缩杆三

614、转动轴三619滑动连接，所述连接套620与锥齿轮六629固定连接，所述锥齿轮六618与

所述伸缩杆三614滑动连接，且锥齿轮六629与锥齿轮七630啮合，所述锥齿轮七630通过转

动轴一631与齿轮一634固定连接，且转动轴一631转动设置在所述第一空腔601的上下两端

之间，所述齿轮一634与齿条632啮合，所述齿条632贯穿调温壳的后端进入所述进风腔604

中连接有制冷器635；

[0070] 两个进风口606，所述两个进风口606对称设置在所述外壳6的左右两端，且进风口

606与所述进风腔604连通，所述进风腔604的内部设有过滤网609。

[0071] 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为：

[0072] 通过设置凹槽一636，使得加湿吹风一体装置不影响马达13的正常工作，在VR一体

机1进行加湿工作时，控制伸缩杆一611伸长，使得伸缩杆一611与凹槽二6061配合，启动电

机一610，电机一610带动伸缩杆一611转动，伸缩杆一611带动螺纹杆606转动，使得挤压块

633向前推进，将储水腔607中的水缓慢推入雾化器8中，使得雾化器8工作时始终保持加湿

功能，避免水量不足导致雾化器8无法正常工作，雾化器8的雾化液通过雾化口608吹出，雾

化口608吹出的雾化液最终从水雾输出口15吹出，实现了加湿功能，可在储水腔607的上端

设置一翻盖，方便进行加水功能，电机一610反转可使得挤压块633回复原位；在VR一体机1

进行吹风功能时，首先使伸缩杆一611与凹槽二6061脱离配合，控制伸缩杆三614伸长，使得

锥齿轮二613与锥齿轮一612啮合，启动电机一610，伸缩杆一611转动带动锥齿轮一612转

动，使得锥齿轮二613转动，带动伸缩杆三614转动，伸缩杆三614带动锥齿轮四616转动，锥

齿轮四616带动转动轴二617转动，转动轴二617带动叶片10工作，叶片10转动可替代风力风

向装置中风扇实现吹风功能，叶片10将进风腔604中的空气从出风口605中吹出，吹风口605

吹出的空气最终由空气输出口14吹出，从而实现了吹风功能，通过设置过滤网609，用于去

除进入进风腔604的空气中的灰尘等杂质，降低灰尘等杂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通过设置加

热块9，对进风腔604中的空气进行加热，可以提高叶片10吹出空气的温度，在需要降低叶片

说　明　书 7/11 页

11

CN 113640995 B

11



10吹出空气的温度时，对电磁块628通电，电磁块628吸引磁块627，磁块627带动L型杆627向

下移动，从而带动连接块621移动，连接套620沿着伸缩杆三614、转动轴三619滑动，使得锥

齿轮六629与锥齿轮七630啮合，锥齿轮七630通过转动轴一631带动齿轮一634转动，齿轮一

634带动齿条632转动，齿条632带动制冷器635向进风腔604的中部靠近，提高对进风腔604

中空气的冷却效果，电机一610反转可使得齿轮一634反转，制冷器635复位，通过设置弹簧

625，在电磁块628断电时可保证连接块621复位，使得锥齿轮六629与锥齿轮七630脱离啮

合，保证叶片10的转动时制冷器635不在移动，达到降低叶片10吹出空气温度的目的，在制

冷器635和加热块9的作用，达到了空气输出口14吹出的空气可以调节温度的目的，同时通

过控制伸缩杆一611和伸缩杆三614还可使得加湿功能和吹风功能同时工作，通过设置加湿

吹风一体装置，可以将VR一体机1中的加湿功能和吹风功能结合到一个装置，有利于节省VR

一体机1的空间，方便VR一体机1实现更多的功能。

[0073] 实施例5

[0074]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6‑图8所示，还包括减负装置，所述减负装置包括减负壳

724和U型壳7，所述减负壳724的形状与所述U型壳7相同，所述减负壳724的左右两端转动设

有伸缩杆二726，所述伸缩杆二726分别与所述VR一体机1的左右侧端转动连接，所述减负壳

724的下端连接有所述U型壳7，所述U型壳7的前端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弹性垫705，所述U型壳

7用于套设在脖子上。

[0075] 所述U型壳7的内部设有；

[0076] 调节腔701，所述调节腔701的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弧形调节块702，所述弧形调节块

702的一侧间隔均布设有若干齿块718，所述调节腔701的中部固定设有电机二706，所述电

机二706与固定轴一711固定连接，所述固定轴一711贯穿固定板707与椭圆块712固定连接，

且固定板707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腔701的上下两端之间，所述椭圆块712的左右两端滑动

设有滑块713；

[0077] 两个开口709，所述两个开口709对称设置在所述调节腔701的前端中部左右两侧，

且开口709和调节腔701前后连通；

[0078] 两个连接板708，所述两个连接板708对称设置在所述固定板707的前端左右两侧，

所述连接板708左右贯通设有滑槽710，所述滑块713穿过所述滑槽710与支铰杆一714转动

连接，所述支铰杆一714穿过所述开口709与按摩块715转动连接，所述按摩块715与支铰杆

二716转动连接，所述支铰杆二716穿过所述开口709与连接杆717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杆717

与所述连接板708固定连接；

[0079] 所述减负壳724内部设有：

[0080] 两个齿轮二703，所述两个齿轮二703分别与所述弧形调节块702上的齿块718啮

合，所述齿轮二703与固定轴二722固定连接，且所述固定轴二722对称设置在所述减负壳

724内的左右两部，所述固定轴二722与带轮一704固定连接，所述带轮一704通过皮带720与

带轮二719连接，所述带轮二719与固定轴三725固定连接，所述固定轴三725对称设置在所

述减负壳724的中部左右两侧，所述固定轴三725与齿轮三721固定连接，左右两侧的所述齿

轮三721啮合；

[0081] 操作块723，所述操作块723与右侧的贯穿所述减负壳724上端的固定轴二722固定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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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为：

[0083] 使用减负装置时，使用者首先将U型壳7套在脖子上，然后旋转操作块723，使得操

作块723通过右侧的固定轴二722带动右侧的齿轮二703和右侧的带轮一704转动，右侧的带

轮一704通过右侧的皮带720带动右侧的带轮二719转动，右侧的带轮二719带动右侧的固定

轴三725转动，右侧的固定轴三725带动右侧的齿轮三721转动，右侧的齿轮三721带动左侧

的齿轮三721转动，左侧的齿轮三721通过左侧的固定轴三725带动左侧的带轮二719转动，

左侧的带轮二719通过左侧的皮带720带动左侧的左侧的带轮一704转动，左侧的带轮一704

通过左侧的固定轴二722带动左侧的齿轮二703转动，通过左右两侧的齿轮三721可以使得

左右两侧的固定轴三725转动方向相反，从而使得左右两侧的齿轮二703转动方向相反，从

而使得左右两侧的齿轮二703转动时弧形调节块702从调节腔701中伸出，方便U型壳7与使

用者的脖子进行限位固定，防止U型壳7脱落，在调节块702远离齿块718的一端设置缓冲垫，

在U型壳7的前端左右两侧对称设有弹性垫705，提高了使用者的舒适感，同时可通过启动电

机二706，通过固定轴一711带动椭圆块712转动，椭圆块712带动滑块713沿着滑槽710滑动，

固定板707对滑块713的滑动起到导向作用，滑块713滑动时带动支铰杆一714转动，支铰杆

一714推动按摩块715往复运动，通过设置支铰杆二716对按摩块715起到支撑导向作用，通

过按模块715的往复运动可以进一步提高使用者的舒适感，缓解使用者脖子的疲劳，通过设

置减负装置，将VR一体机1的部分重量分散到使用者的肩部，避免VR一体机1的重量全部作

用在使用者头部，容易使使用者产生疲劳感，给予使用者不好的体验感，在长时间作用下甚

至对使用者的颈椎造成不好的影响。

[0084] 实施例6

[0085]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还包括：

[0086] 风力传感器一：所述风力传感器一设置在任一所述空气输出口14的出口处，用于

检测该空气输出口14的空气流速；

[0087] 风力传感器二：所述风力传感器二设置在所述VR一体机1的外部，用于检测VR一体

机1所处环境的空气流速；

[0088] 变频器：所述变频器与风扇的电机电连接；

[0089]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所述风力传感器一、风力传感器二和变频器电性连接；

[0090] 所述控制器基于所述风力传感器一和风力传感器二控制所述变频器工作，包括以

下步骤：

[0091] 步骤1：控制器根据风力传感器二检测出的VR一体机1所处环境的空气流速和公式

(1)计算出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下风扇的诱导速度；

[0092]

[0093] 其中，S为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下风扇的诱导速度，n为空气输出口14的个数，

V1为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V2为风力传感器二的检测值，b为风扇叶片沿半径方向的翼型

断面个数，la为第a个翼型断面到风扇叶片轴中心的距离，la+1为第a+1个翼型断面到风扇叶

片轴中心的距离；

[0094] 步骤2：然后根据步骤1计算出的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下风扇的诱导速度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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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计算出变频器的预设频率，控制器根据计算出的变频器的预设频率控制变频器工作，

进而控制风扇的转速来达到调整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

[0095]

[0096] 其中，B为变频器的预设频率，tan为正切，β为风扇叶片的安装角，γ为风扇叶片的

翼型攻角，d为风扇叶片的旋转半径，h为风扇叶片的翼型弦长，K为风扇叶片的升力系数，J

为风扇叶片的阻力系数，cos为余弦，sin为正弦，T为风扇电机的磁场极对数；

[0097] 公式(1)中π*|la‑la+1|
2为风扇叶片的旋转平面中第a个翼型断面到第a+1个翼型断

面的流道面积，取b为3，|l1‑l2|为15mm，|l2‑l3|为17mm，计算得出π*|la‑la+1|
2为1614mm2，n*

A*(V1‑V2)为风扇的出风量，n取6，A取700mm2，V2取0.3m/s，V1取2.83m/s，计算得出S为6.58m/

s；

[0098] 公式(2)中 为风扇叶片的预设转

速，其中 为风扇叶片转速和诱导转速的差值，其中β取41.6°，γ取12°，d取60mm，

得出 为1.94s‑1； 为风扇叶片的诱导转速，其中，h取

44 .9mm，K取1 .1，J取0 .25，计算得出 为15 .5s‑1，计算得出

为17.45s‑1，取T为2，则B计算得出34.9HZ，

控制器根据计算出的34.9HZ控制变频器工作。

[0099] 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

[0100] 将风力传感器一设置在任一空气输出口14的出口处，用于检测该空气输出口14的

空气流速；将风力传感器二设置在VR一体机1的外部，用于检测VR一体机1所处环境的空气

流速；将变频器与风扇的电机电连接，控制器根据风力传感器二检测出的VR一体机1所处环

境的空气流速和公式(1)计算出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下风扇的诱导速度，然后根据步骤

1计算出的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下风扇的诱导速度和公式(2)计算出变频器的预设频

率，控制器根据计算出的变频器的预设频率控制变频器工作，进而控制风扇的转速来达到

调整VR一体机1预设出风速度，有利于提高使用者受到VR体感设备的风力感知，增加使用者

的真实体验感。

[0101]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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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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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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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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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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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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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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