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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虚拟现实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包括

平台终端，平台终端上电性连接有储存模块，平

台终端电性连接有电源模块，电源模块为存储电

能的电池块，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教学资源模

块，教学资源模块为动画模式或实景模式或动画

与实景结合模式视频，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检索

模块，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音频转化模块，平台

终端电性连接有个人模块，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

认证模块，认证模块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平

台终端电性连接有网络连接端口模块，网络连接

端口模块是和外部的用户端进行连接，网络连接

端口模块无线连接有移动端，移动端电线连接有

VR设备。本发明结构简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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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包括平台终端(1)，其特征在于，所

述平台终端(1)上电性连接有储存模块(2)，所述储存模块(2)是存储教学资源视频信息，所

述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电源模块(3)，所述电源模块(3)为存储电能的电池块，在外部电

源失效时，所述电源模块(3)可以及时为所述平台终端(1)提供电能，避免断电时造成数据

丢失，所述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教学资源模块(4)，所述教学资源模块(4)为动画模式或

实景模式或动画与实景结合模式视频，所述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检索模块(5)，所述检

索模块(5)是方便使用者快速寻找教学资源，节省时间，所述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音频

转化模块(6)，所述音频转化模块(6)可对不同语种之间进行转换，所述平台终端(1)电性连

接有个人模块(7)，所述个人模块(7)是对使用者个人信息的储存，所述平台终端(1)电性连

接有认证模块(8)，所述认证模块(8)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在查询个人的学习情况时，需

要进行登入认证，所述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所述网络连接端口

模块(9)是和外部的用户端进行连接，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无线连接有移动端(10)，

所述移动端(10)电线连接有VR设备(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存模块(2)为永久性记忆存储器，在断电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不会导致信息丢失，确

保信息的完整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教学资源模块(4)与互联网连接，互联网上的教学信息经过后台处理后，将最新的教学

视频信息导入所述教学资源模块(4)内，完成对所述教学资源模块(4)内教学资源的更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索模块(5)为关键字和关键词组搜索系统，通过输入关键字或者关键词组，搜索系统

会检索出所述平台终端(1)内所有与关键字相关的教学视频资源信息，检索效率快，信息全

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个人模块(7)包块个人信息单元(71)、学习科目单元(72)、学习记录单元(73)和学习统

计单元(74)，所述个人信息单元(71)是显示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方便教学系统

对登入系统的人员进行统计，所述学习科目单元(72)是将学习的科目生成列表，在进入个

人学习页面时，可以在所述学习科目单元(72)内快速找到所要学习的科目，避免盲目寻找，

让费时间，所述学习统计单元(74)为统计学习过的科目，对学习过的科目进行记录。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设有多个，每个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可与多个所述移动端

(10)进行连接，多个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将所述移动端(10)分散，避免在登入高峰期

时造成卡顿，影响教学的效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端(10)通过无线wife与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端(10)为手机或PC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VR设备(11)包块存储单元(111)、USB接口单元(112)、音量调节单元(113)、触控单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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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114)和电池块(115)，所述存储单元(111)为存储器，所述存储单元(111)是在设备工作

的过程中，对放映视频进行存储，在结束后，可以进行重复播放，所述USB接口单元(112)可

以插接移动硬盘，也可以与所述移动端(10)进行有线连接，所述音量调节单元(113)可调节

影像视频的音量大小，所述触控单元模块(114)通过触控启动设备，启动过程快捷方便，所

述电池块(115)为可充电的电池块，在设备电量结束时，通过连接数据线，对设备进行充电，

电池无需更换，可以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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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虚拟现实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

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虚拟现实，从应用上它是一种综合了计算机图形技术、多媒体技术、人机交互技

术、网络技术、3D显示技术及仿真技术等多种科学技术综合发展起来的计算机领域的最新

技术。

[0003]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村

教育资源与城市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西部偏远山区与东部沿海城市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状况

相当严重，这种不平衡状况制约着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的缺点，而提出的一

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设计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包括平台终端，所述平台终

端上电性连接有储存模块，所述储存模块是存储教学资源视频信息，所述平台终端电性连

接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为存储电能的电池块，在外部电源失效时，所述电源模块可以

及时为所述平台终端提供电能，避免断电时造成数据丢失，所述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教学

资源模块，所述教学资源模块为动画模式或实景模式或动画与实景结合模式视频，所述平

台终端电性连接有检索模块，所述检索模块是方便使用者快速寻找教学资源，节省时间，所

述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音频转化模块，所述音频转化模块可对不同语种之间进行转换，所

述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个人模块，所述个人模块是对使用者个人信息的储存，所述平台终

端电性连接有认证模块，所述认证模块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在查询个人的学习情况时，

需要进行登入认证，所述平台终端电性连接有网络连接端口模块，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

是和外部的用户端进行连接，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无线连接有移动端，所述移动端电线

连接有VR设备。

[0007] 优选的，所述储存模块为永久性记忆存储器，在断电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不会导

致信息丢失，确保信息的完整性。

[0008] 优选的，所述教学资源模块与互联网连接，互联网上的教学信息经过后台处理后，

将最新的教学视频信息导入所述教学资源模块内，完成对所述教学资源模块内教学资源的

更新。

[0009] 优选的，所述检索模块为关键字和关键词组搜索系统，通过输入关键字或者关键

词组，搜索系统会检索出所述平台终端内所有与关键字相关的教学视频资源信息，检索效

率快，信息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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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个人模块包块个人信息单元、学习科目单元、学习记录单元和学习统

计单元，所述个人信息单元是显示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方便教学系统对登入系

统的人员进行统计，所述学习科目单元是将学习的科目生成列表，在进入个人学习页面时，

可以在所述学习科目单元内快速找到所要学习的科目，避免盲目寻找，让费时间，所述学习

统计单元为统计学习过的科目，对学习过的科目进行记录。

[0011] 优选的，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设有多个，每个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可与多个

所述移动端进行连接，多个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将所述移动端分散，避免在登入高峰期

时造成卡顿，影响教学的效果。

[0012] 优选的，所述移动端通过无线wife与所述网络连接端口模块相连。

[0013] 优选的，所述移动端为手机或PC端。

[0014] 优选的，所述VR设备包块存储单元、USB接口单元、音量调节单元、触控单元模块和

电池块，所述存储单元为存储器，所述存储单元是在设备工作的过程中，对放映视频进行存

储，在结束后，可以进行重复播放，所述USB接口单元可以插接移动硬盘，也可以与所述移动

端进行有线连接，所述音量调节单元可调节影像视频的音量大小，所述触控单元模块通过

触控启动设备，启动过程快捷方便，所述电池块为可充电的电池块，在设备电量结束时，通

过连接数据线，对设备进行充电，电池无需更换，可以反复使用。

[001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有益效果在于：本

发明通过手机连接教学系统，VR设备与手机相连，使得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在三维

场景中进行直观、形象的学习，使得不同地域的人群可以享受到相同的教育资源，有效解决

了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差异化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的系统框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中个人模块的系统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中VR设备的系统框图。

[0019] 图中：平台终端1、储存模块2、电源模块3、教学资源模块4、检索模块5、音频转化模

块6、个人模块7、认证模块8、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移动端10、VR设备11、个人信息单元71、学

习科目单元72、学习记录单元73、学习统计单元74、存储单元111、USB接口单元112、音量调

节单元113、触控单元模块114、电池块115。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1] 参照图1-3，一种基于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教学系统，包括平台终端1，平台

终端1上电性连接有储存模块2，储存模块2为永久性记忆存储器，在断电或者系统出现故障

时不会导致信息丢失，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储存模块2是存储教学资源视频信息，平台终端1

电性连接有电源模块3，电源模块3为存储电能的电池块，在外部电源失效时，电源模块3可

以及时为平台终端1提供电能，避免断电时造成数据丢失，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教学资源

模块4，教学资源模块4为动画模式或实景模式或动画与实景结合模式视频，教学资源模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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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联网连接，互联网上的教学信息经过后台处理后，将最新的教学视频信息导入教学资

源模块4内，完成对教学资源模块4内教学资源的更新。

[0022] 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检索模块5，检索模块5是方便使用者快速寻找教学资源，节

省时间，检索模块5为关键字和关键词组搜索系统，通过输入关键字或者关键词组，搜索系

统会检索出平台终端1内所有与关键字相关的教学视频资源信息，检索效率快，信息全面，

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音频转化模块6，音频转化模块6可对不同语种之间进行转换。

[0023] 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个人模块7，个人模块7是对使用者个人信息的储存，个人模

块7包块个人信息单元71、学习科目单元72、学习记录单元73和学习统计单元74，个人信息

单元71是显示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方便教学系统对登入系统的人员进行统计，

学习科目单元72是将学习的科目生成列表，在进入个人学习页面时，可以在学习科目单元

72内快速找到所要学习的科目，避免盲目寻找，让费时间，学习统计单元74为统计学习过的

科目，对学习过的科目进行记录。

[0024] 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认证模块8，认证模块8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在查询个人

的学习情况时，需要进行登入认证，平台终端1电性连接有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网络连接端

口模块9是和外部的用户端进行连接，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设有多个，每个网络连接端口模

块9可与多个移动端10进行连接，多个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将移动端10分散，避免在登入高

峰期时造成卡顿，影响教学的效果，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无线连接有移动端10，移动端10通

过无线wife与网络连接端口模块9相连，移动端10为手机或PC端。

[0025] 移动端10电线连接有VR设备11，VR设备11包块存储单元111、USB接口单元112、音

量调节单元113、触控单元模块114和电池块115，存储单元111为存储器，存储单元111是在

设备工作的过程中，对放映视频进行存储，在结束后，可以进行重复播放，USB接口单元112

可以插接移动硬盘，也可以与移动端10进行有线连接，音量调节单元113可调节影像视频的

音量大小，触控单元模块114通过触控启动设备，启动过程快捷方便，电池块115为可充电的

电池块，在设备电量结束时，通过连接数据线，对设备进行充电，电池无需更换，可以反复使

用。

[002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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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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