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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

验装置，包括：长方体框架结构，分别安装在所述

长方体框架结构内侧的左立面、前立面、后立面、

右立面、天花面、底面上的六个透明显示模块，设

置在所述底面上的显示模块上的透明玻璃；所述

长方体框架上设置有门；所述透明显示模块包

括：若干拼接的透明显示单元；所述透明显示单

元包括：框架、安装在所述框架上的若干纵向或

横向的LED灯条，相邻的两条LED灯条之间的距离

范围为3mm-10mm。本实用新型的透明显示模块在

显示内容的同时，观众还可以透过LED灯条之间

的间隙看到后面的物体；由于有后方的物体作为

对比，因此观众在观看透明显示模块显示的内容

就如真实的悬浮在前方，可以给观众提供更为真

实的观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8页

CN 211229658 U

2020.08.11

CN
 2
11
22
96
58
 U



1.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长方体框架结构，分别安装在

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内侧的左立面、前立面、后立面、右立面、天花面、底面上的六个透明显

示模块，设置在所述底面上的显示模块上的透明玻璃；所述长方体框架上设置有门，安装在

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内侧相邻的两个面上的透明显示模块的边缘相互接触或具有一定间

隔；所述透明显示模块包括：若干拼接的透明显示单元；所述透明显示单元包括：框架、安装

在所述框架上的若干纵向或横向的LED灯条，相邻的两条LED灯条之间的距离范围为3mm-

1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六个所述透明

显示模块分别为：左立面显示屏、前立面显示屏、后立面显示屏、右立面显示屏、天花面显示

屏、底面显示屏；所述前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分别与左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的边

缘相互接触，所述后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分别与左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的边缘

相互接触，所述天花面显示屏的边缘分别与左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前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右

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后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具有一定间隔，所述底面显示屏的边缘与左立面

显示屏的边缘、前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后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具有一定

间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长方体框

架结构包括：包含六个矩形边框的长方体边框，安装条、支撑条；所述安装条设置在安装有

透明显示模块的矩形边框上，所述安装条连接矩形边框的两条平行的边，所述透明显示单

元通过扣件固定在安装条上；六个矩形边框分别为左边框、前边框、右边框、后边框、天花边

框、底面边框；所述支撑条安装在左边框、前边框、后边框、右边框上，所述左边框、前边框、

后边框、右边框上的透明显示模块放置在支撑条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长方体边

框、安装条、支撑条采用50mm*50mm*3mm镀锌方钢。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扣件设置

有4个第一螺丝孔，所述框架四角设置有第二螺丝孔，所述第一螺丝孔与所述第二螺丝孔匹

配；相邻的两个透明显示单元通过扣件拼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补强

外框、若干连接条，所述补强外框包括：左补强框、前补强框、右补强框、天花补强框，所述左

补强框通过连接条与左边框连接，所述前补强框通过连接条与前边框连接，所述右补强框

通过连接条与右边框连接，所述天花补强框通过连接条与天花边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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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LED显示屏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沉浸式展览项目依靠经惊艳的表现效果和给观众极佳的观感，

从而受到民众的欢迎。但现有的沉浸式展览项目是在封闭的空间内，观众只能看到沉浸式

展览项目的内容，观众观感的真实性较差。

[0003] 因此，现有技术存在缺陷，需要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给观众

提供更为真实的观感。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提供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包括：包括：

长方体框架结构，分别安装在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内侧的左立面、前立面、后立面、右立面、

天花面、底面上的六个透明显示模块，设置在所述底面上的显示模块上的透明玻璃；所述长

方体框架上设置有门，安装在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内侧相邻的两个面上的透明显示模块的

边缘相互接触或具有一定间隔；所述透明显示模块包括：若干拼接的透明显示单元；所述透

明显示单元包括：框架、安装在所述框架上的若干纵向或横向的LED灯条，相邻的两条LED灯

条之间的距离范围为3mm-10mm。所述门用于进入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内部。透明显

示模块在显示内容的同时，观众还可以透过LED灯条之间的间隙看到后面的物体；由于有后

方的物体作为对比，因此观众在观看透明显示模块显示的内容就如真实的悬浮在前方，可

以给观众提供更为真实的观感。

[0006] 进一步地，六个所述透明显示模块分别为：左立面显示屏、前立面显示屏、后立面

显示屏、右立面显示屏、天花面显示屏、底面显示屏；所述前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分别与左立

面显示屏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的边缘相互接触，所述后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分别与左立面

显示屏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的边缘相互接触，所述天花面显示屏的边缘分别与左立面显

示屏的边缘、前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后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具有一定间

隔，该间隔为1mm；所述底面显示屏的边缘与左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前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右

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后立面显示屏的边缘具有一定间隔，该间隔为2mm。设置间隔，避免上方

的显示模块压在下方的显示模块上，减少损坏。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包括：包含六个矩形边框的长方体边框，安装条、

支撑条；所述安装条设置在安装有透明显示模块的矩形边框上，所述安装条连接矩形边框

的两条平行的边，所述透明显示单元通过扣件固定在安装条上；六个矩形边框分别为左边

框、前边框、右边框、后边框、天花边框、底面边框；所述支撑条安装在左边框、前边框、后边

框、右边框上，所述左边框、前边框、后边框、右边框上的透明显示模块放置在支撑条上。所

述支撑条可方便左边框、前边框、后边框、右边框上的显示模块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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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长方体边框、安装条、支撑条采用50mm*50mm*3mm  镀锌方钢。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扣件设置有4个第一螺丝孔，所述框架四角设置有第二螺丝孔，所

述第一螺丝孔与所述第二螺丝孔匹配；相邻的两个透明显示单元通过扣件拼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还包括：补强外框、若干连接条，所述

补强外框包括：左补强框、前补强框、右补强框、天花补强框，所述左补强框通过连接条与左

边框连接，所述前补强框通过连接条与前边框连接，所述右补强框通过连接条与右边框连

接，所述天花补强框通过连接条与天花边框连接。所述补强外框可加强长方体框架结构的

强度，避免长方体框架结构被轻易损坏。

[0011] 采用上述方案，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透明显示模块

在显示内容的同时，观众还可以透过LED灯条之间的间隙看到后面的物体；由于有后方的物

体作为对比，因此观众在观看透明显示模块显示的内容就如真实的悬浮在前方，可以给观

众提供更为真实的观感。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透明显示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底面边框或天花边框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底面显示屏安装在底面边框上的结构示意图或天花面显示屏

安装在天花边框上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边框或右边框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左立面显示屏安装在左边框上的结构示意图或右立面显示屏

安装在右边框上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前边框或后边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为前立面显示屏安装在前边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9为图8中A区域的放大图；

[0021] 图10为图8中B区域的放大图；

[0022] 图11为安装条与透明显示单元的安装示意图；

[0023] 图12为透明显示单元安装在安装条上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5] 请参阅图1-图12，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包括：包括：

长方体框架结构，分别安装在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内侧的左立面、前立面、后立面、右立面、

天花面、底面上的六个透明显示模块，设置在所述底面上的显示模块上的透明玻璃81；所述

长方体框架上设置有门18，安装在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内侧相邻的两个面上的透明显示模

块的边缘相互接触或具有一定间隔；所述透明显示模块包括：若干拼接的透明显示单元；所

述透明显示单元包括：框架91、安装在所述框架91上的若干横向的LED灯条92，相邻的两条

LED灯条92之间的距离范围为4mm。透明显示模块在显示内容的同时，观众还可以透过LED灯

条92之间的间隙看到后面的物体；由于有后方的物体作为对比，因此观众在观看透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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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显示的内容就如真实的悬浮在前方，可以给观众提供更为真实的观感。

[0026] 六个所述透明显示模块分别为：左立面显示屏31、前立面显示屏32、后立面显示屏

36、右立面显示屏33、天花面显示屏34、底面显示屏35；所述前立面显示屏32的边缘分别与

左立面显示屏31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33的边缘相互接触，所述后立面显示屏36的边缘分

别与左立面显示屏  31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33的边缘相互接触，所述天花面显示屏34的边

缘分别与左立面显示屏31的边缘、前立面显示屏32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33的边缘、后立面

显示屏36的边缘具有一定间隔，该间隔为1mm；所述底面显示屏35的边缘与左立面显示屏31

的边缘、前立面显示屏32的边缘、右立面显示屏33的边缘、后立面显示屏36的边缘具有一定

间隔，该间隔为2mm。设置间隔，避免上方的显示模块压在下方的显示模块上，减少损坏。

[0027] 所述长方体框架结构包括：包含六个矩形边框的长方体边框，安装条  22、支撑条

23；所述安装条22设置在安装有透明显示模块的矩形边框上，所述安装条22连接矩形边框

的两条平行的边，所述透明显示单元通过扣件  24固定在安装条22上；六个矩形边框分别为

左边框11、前边框12、右边框13、后边框16、天花边框14、底面边框15；所述支撑条23安装在

左边框11、前边框12、后边框16、右边框13上，所述左边框11、前边框12、后边框16、右边框13

上的透明显示模块放置在支撑条23上。所述支撑条  23可方便左边框11、前边框12、后边框

16、右边框13上的显示模块的组装。

[0028] 所述长方体边框、安装条22、支撑条23采用50mm*50mm*3mm镀锌方钢。

[0029] 所述扣件24设置有4个第一螺丝孔25，所述框架91四角设置有第二螺丝孔41，所述

第一螺丝孔25与所述第二螺丝孔41匹配；相邻的两个透明显示单元通过扣件24拼接。

[0030] 所述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还包括：补强外框、若干连接条51，所述补强外

框包括：左补强框52、前补强框53、右补强框54、天花补强框  55，所述左补强框52通过连接

条51与左边框11连接，所述前补强框53  通过连接条51与前边框12连接，所述右补强框54通

过连接条51与右边框13连接，所述天花补强框55通过连接条51与天花边框14连接。所述补

强外框可加强长方体框架结构的强度，避免长方体框架结构被轻易损坏。

[003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透明沉浸式交互体验装置，透明显示模块在显

示内容的同时，观众还可以透过LED灯条之间的间隙看到后面的物体；由于有后方的物体作

为对比，因此观众在观看透明显示模块显示的内容就如真实的悬浮在前方，可以给观众提

供更为真实的观感。

[0032]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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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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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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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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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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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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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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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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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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