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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3d虚拟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基

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包

括外部呈现平台与内部仿真事件系统，外部呈现

平台包括计算机主机、VR眼镜、显示设备，所述的

主机通过视频输出接口分别与显示设备及专用

VR眼镜连接，所述的内部仿真事件系统包括基于

场景漫游的废钢加工配送技术模型构建方法、仿

真场景参数以及仿真事件，所述的外部呈现平台

采用计算机作为程序载体，VR眼镜作为虚拟现实

的显示终端和手势操作的输入终端，显示器或投

影机作为展示、培训或教学的显示终端。本发明

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利用3d虚拟技术来构建仿

真系统，既能使人近距离地学习、体会废钢加工

配送的工艺、技术和流程，又能避免实地参观产

生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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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外部呈现平台与

内部仿真事件系统，所述的外部呈现平台包括计算机主机、VR眼镜、显示设备，所述的主机

通过视频输出接口分别与显示设备及专用VR眼镜连接，所述的内部仿真事件系统包括基于

场景漫游的废钢加工配送技术模型构建方法、仿真场景参数以及仿真事件，所述的基于场

景漫游的废钢加工配送技术模型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集废钢加工配送现场数据和现象，根据计算得到现场各场地、办公楼、仓库、车间、

设备、物料等的数据。

B：基于采集计算得到的数据，建立废钢加工配送场地、车间、设备、物料的可视化模型，

在计算机中绘制废钢加工配送的3d虚拟场景。

C：通过自动方式识别废钢加工配送仿真场景实时交互漫游过程中的仿真事件，确定仿

真事件的标识和类型，并根据仿真事件设计模型动画。

D：实时获取仿真事件的仿真场景参数，包括用户视点位置、设备位置、人工动作、设备

动作所产生的参数变化信息，确定场景视距区间的比对和联动方式，完成动态化虚拟场景

的绘制。

E：利用虚拟3d场景，根据废钢加工配送的技术工艺要求，建立场景漫游和互动的操作

模型。

F：在虚拟3d模型与仿真场景中，加入语音解说、字幕显示、现场音效、指引路线等。

G：运行3d仿真漫游模型，通过输入输出设备，基于人机交互界面进行虚拟操作，对操作

结果进行观察和记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外部呈现平台采用计算机作为程序载体，VR眼镜作为虚拟现实的显示终端和手势操

作的输入终端，显示器或投影机作为展示、培训或教学的显示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VR眼镜包括外壳、透镜、佩戴固定装置，其中集成有HDMI液晶屏驱动电路、姿态模块

电路、数码摄像头模块电路、力反馈振动电机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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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3d虚拟技术领域，具体指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废钢加工配送技术与基地的展示、教学和培训领域，现有的方式多为展示图片、视

频以及文字介绍，展示方式具有局限性，难以让受众有感官认识，尤其是对于废钢加工配送

来说，不同来源、种类、规格的废钢需要的加工方式不同，现场使用的装载、运输、剪切、破

碎、压块等加工设备操作复杂，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而且加工流程是动态可变的，对于实地

参观、培训和教学来说，废钢加工配送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声、粉尘，装载、加工过程中也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是克服以上技术缺陷，提供一种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

中心仿真系统。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

送中心仿真系统，包括外部呈现平台与内部仿真事件系统，所述的外部呈现平台包括计算

机主机、VR眼镜、显示设备，所述的主机通过视频输出接口分别与显示设备及专用VR眼镜连

接，所述的内部仿真事件系统包括基于场景漫游的废钢加工配送技术模型构建方法、仿真

场景参数以及仿真事件，所述的基于场景漫游的废钢分拣加工技术模型构建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5] A：采集废钢加工配送现场数据和现象，根据计算得到现场各场地、办公楼、仓库、

车间、设备、物料等的数据。

[0006] B：基于采集计算得到的数据，建立废钢加工配送场地、车间、设备、物料的可视化

模型，在计算机中绘制废钢加工配送的3d虚拟场景。

[0007] C：通过自动方式识别废钢加工配送仿真场景实时交互漫游过程中的仿真事件，确

定仿真事件的标识和类型，并根据仿真事件设计模型动画。

[0008] D：实时获取仿真事件的仿真场景参数，包括用户视点位置、设备位置、人工动作、

设备动作所产生的参数变化信息，确定场景视距区间的比对和联动方式，完成动态化虚拟

场景的绘制。

[0009] E：利用虚拟3d场景，根据废钢加工配送的技术工艺要求，建立场景漫游和互动的

操作模型。

[0010] F：在虚拟3d模型与仿真场景中，加入语音解说、字幕显示、现场音效、指引路线等。

[0011] G：运行3d仿真漫游模型，通过输入输出设备，基于人机交互界面进行虚拟操作，对

操作结果进行观察和记录。

[0012] 所述的外部呈现平台采用计算机作为程序载体，VR眼镜作为虚拟现实的显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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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势操作的输入终端，显示器或投影机作为展示、培训或教学的显示终端。

[0013] 所述的VR眼镜包括外壳、透镜、佩戴固定装置，其中集成有HDMI液晶屏驱动电路、

姿态模块电路、数码摄像头模块电路、力反馈振动电机控制模块。

[0014] 采用以上结构后，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根据废钢加工配送基地的真实数

据和事件，通过3d虚拟技术构建仿真模型，虚拟还原工厂漫游中的事件，建立起1:1虚拟仿

真废钢加工配送基地，其先进程度和直观感受远远优于图片、视频以及文字介绍等带来的

体验，本发明为废钢加工配送技术展示、培训、教学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使体验者身临

其境地感受废钢加工配送现场的技术特点和加工环境，提高了感性认识，加深了切身体验，

同时，能够减少体验者赴实地参观、学习的时间、精力和费用，显著降低体验成本。而且，还

避免了废钢加工配送现场的噪声、粉尘等对人体的影响，以及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的构建流程图。

[0017] 图3a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中废钢加工配送基

地a点模拟状态图。

[0018] 图3b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b点模拟状态图。

[0019] 图3c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c点模拟状态图。

[0020] 图3d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d点模拟状态图。

[0021] 图3e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e点模拟状态图。

[0022] 图3f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f点模拟状态图。

[0023] 图3g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g点模拟状态图。

[0024] 图3h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h点模拟状态图。

[0025] 图3i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对中废钢加工配送

基地i点模拟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结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

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出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的详

细结构图，包括外部呈现平台与内部仿真事件系统，所述的外部呈现平台包括计算机主机、

VR眼镜、显示设备，所述的主机通过视频输出接口分别与显示设备及专用VR眼镜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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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仿真事件系统包括基于场景漫游的废钢加工配送技术模型构建方法、仿真场景参数

以及仿真事件。

[0028] 图2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的构建流程图，具体

步骤包括：

[0029] 第一步：基于现场采集的废钢加工配送的数据和现象，根据计算得到现场各场地、

车间、设备、物料的数据。具体包括：场景包括：废钢基地门口、办公楼、仓库、车间、棚子、堆

场、危废间，设备包括：地磅、辐射检测仪、门式剪切机、鳄鱼剪切机、整套废钢加工破碎设

备、龙门式吊车、抓钢机等。

[0030] 第二步：基于所采集的数据，建立废钢加工配送的场地、办公楼、仓库、车间、设备、

物料的可视化模型和3d虚拟场景。

[0031] 第三步：废钢加工配送仿真场景实时交互漫游过程中的仿真事件及动画。仿真事

件和动画包括：1.废钢由卡车运送入厂，经过地磅称重和辐射测试仪，进入厂区内卸货；2.

龙门式吊车进行废钢磁吸和运送；3.抓钢机抓取废钢，投入废钢破碎分选设备进料口；4.废

钢破碎分选设备运转；5.鳄鱼剪剪切废钢；6.压块机对废钢进行挤压成型。

[0032] 第四步：确认仿真场景参数，包括用户视点位置、设备位置、人工动作、设备动作所

产生的参数变化信息，根据场景视距区间的联动方式，绘制动态化虚拟场景。

[0033] 第五步：利用虚拟3d场景，根据废钢加工配送的技术工艺要求，建立场景漫游和互

动的操作模型。

[0034] 第六步：在虚拟3d模型与仿真场景中，加入语音解说、字幕显示、现场音效、指引路

线等，并对场景效果进行渲染。

[0035] 第七步：运行3d仿真漫游模型，通过输入输出设备，基于人机交互界面进行虚拟操

作，对操作结果进行观察和记录。

[0036] 最后，将废钢加工配送漫游系统与外部虚拟仿真呈现体验平台进行集成，输出废

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

[0037] 图3a-图3i是本发明基于3d虚拟技术的废钢加工配送中心仿真系统中废钢加工配

送基地的各个点的模拟状态图，本发明采用计算机作为程序载体，VR眼镜作为虚拟现实的

显示终端和手势操作的输入终端，显示器或投影机作为展示、培训或教学的显示终端，VR眼

镜包括外壳、透镜、佩戴固定装置，其中集成有HDMI液晶屏驱动电路、姿态模块电路、数码摄

像头模块电路、力反馈振动电机控制模块。

[0038] 具体使用时，废钢加工配送基地的各个场景通过3d虚拟技术呈现在计算机上，培

训人员佩戴上VR眼镜，计算机主机中的虚拟仿真软件通过显示器或投影机立体呈现出废钢

加工配送基地的各个设备以及相应工作环境，当培训人员操作废钢加工配送基地设备模拟

操作组件时，信号通过数据通信线将指令发送至计算机主机，计算机主机经过处理，将信号

发送至投影机，在显示器立体显示出相应设备运转，在设备的运转过程中，伴随着设备运转

过程的声音及环境音效均由音响设备发出的声音，产生逼真的效果，达到教学的目的。

[0039] 以上所述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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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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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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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图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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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f

图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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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h

图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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