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539833.X

(22)申请日 2018.12.17

(71)申请人 黎凯俊

地址 中国香港葵芳大连排道172-180号金

龙工业中心三期25楼A6室

(72)发明人 黎凯俊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鼎信专利商标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7245

代理人 彭成

(51)Int.Cl.

A63G 3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

行体验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

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包括底座、平衡转向

装置、安全座椅，底座包括底板、转向座、环形盖

板、转向杆；平衡转向装置包括由两块弧形板组

成的筒体、端盖、第二液压缸配重块、挡板、轴承、

转轴、第三液压缸、控制器；所述的安全座椅包括

背板、横板、保险杠以及VR头盔。本发明所述的一

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

装置，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操纵简单、造

价低、安全可靠、真实感强、智能化程度高等优

点，有效解决现有飞行体验方式存在的体验效果

不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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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底座(1)、平

衡转向装置(2)、安全座椅(3)，所述的底座(1)包括底板(11)、转向座(12)、环形盖板(13)、

转向杆(14)；所述的转向座(12)是具有双向开口的中空结构，转向座(12)朝下一端的开口

与底板(11)相互固定连接，转向座(12)朝上一端的开口与环形盖板(13)相互固定连接；

所述的转向杆(14)具有中空结构，转向杆(14)的下端穿过环形盖板(13)并横向延伸设

置有凸环(141)，凸环(141)、转向座(12)、环形盖板(13)上分别设有半圆形凹槽，半圆形凹

槽上设有滚珠(15)；所述的转向杆(14)内腔中设有转向电机(16)，转向电机(16)的输出轴

与底板(11)相互固定连接；所述的转向杆(14)的上端固定设置有连接板(17)，连接板(17)

上铰接设置有若干第一液压缸(18)；

所述的平衡转向装置(2)包括由两块弧形板(21)组成的筒体(20)，筒体(20)通过第一

液压缸(18)与转向杆(14)相互连接，筒体(20)两端分别固定连接设置端盖(22)；所述筒体

(20)内腔的一端沿筒体(20)的轴线方向设有若干第二液压缸(24)，第二液压缸(24)的输出

端穿过端盖(22)与配重块(23)相互连接；

所述筒体(20)内腔的另一端固定设置有挡板(26)，挡板(26)以及该端的端盖(22)上设

有与转轴(28)相互转动连接的轴承(27)，所述的转轴(28)、挡板(26)之间通过若干呈放射

状设置的第三液压缸(29)相互连接；所述筒体(20)内腔的中部设有控制器(25)；

所述的安全座椅(3)包括背板(31)、横板(32)、保险杠(33)以及VR头盔(34)；所述的背

板(31)与转轴(28)相互固定连接，且背板(31)的下端通过连接轴(311)与横板(32)相互连

接，所述的保险杠(33)是设置在背板(3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其特

征是：所述筒体(20)朝向转向杆(14)一端的外表面是平面，第一液压缸(18)分别与该平面

上沿筒体(20)的两个轴向方向以及两个径向方向上的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其特

征是：所述第三液压缸(29)的两端是分别与转轴(28)、挡板(26)相互铰接，且限制第三液压

缸(29)沿筒体(20)轴向的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其特

征是：所述背板(31)的下端通过连接轴(311)与横板(32)相互滑动连接，连接轴(311)穿过

横板(32)后与压力传感器(312)套接并通过螺母锁紧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其特

征是：所述的配重块(23)上设有检测其与端盖(22)距离的距离传感器(231)，并在配重块

(23)朝向第二液压缸(24)的运动方向的端面上设有红外接近传感器(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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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游乐设施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

空飞行体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已知技术中，驾驶航天器或者航空器是实现人类飞行的两种重要手段，但驾驶

航空航天器需要具备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种要求，此外驾

驶航空航天器还需经过艰苦、严格的训练，而在航空航天器驾驶训练以及实际驾驶中危险

系数过高极易发生危险，即使满足了以上所有需求，航天器和航空器造价昂贵且国家对其

实行管制，大部分人只能通过乘坐飞机或者从游戏中体验飞行，而乘坐飞机和游戏产生的

飞行体验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有必要设计一种操纵简单、安全可靠、体验真实且大部

分人群可以参与的飞行体验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具有离心

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操纵简单、造价低、安

全可靠、真实感强、智能化程度高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飞行体验方式存在的体验效果不佳

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

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包括底座、平衡转向装置、安全座椅，所述的底座包括底板、转向座、环

形盖板、转向杆；所述的转向座是具有双向开口的中空结构，转向座朝下一端的开口与底板

相互固定连接，转向座朝上一端的开口与环形盖板相互固定连接；

[0005] 所述的转向杆具有中空结构，转向杆的下端穿过环形盖板并横向延伸设置有凸

环，凸环、转向座、环形盖板上分别设有半圆形凹槽，半圆形凹槽上设有滚珠；所述的转向杆

内腔中设有转向电机，转向电机的输出轴与底板相互固定连接；所述的转向杆的上端固定

设置有连接板，连接板上铰接设置有若干第一液压缸；

[0006] 所述的平衡转向装置包括由两块弧形板组成的筒体，筒体通过第一液压缸与转向

杆相互连接，筒体两端分别固定连接设置端盖；所述筒体内腔的一端沿筒体的轴线方向设

有若干第二液压缸，第二液压缸的输出端穿过端盖与配重块相互连接；

[0007] 所述筒体内腔的另一端固定设置有挡板，挡板以及该端的端盖上设有与转轴相互

转动连接的轴承，所述的转轴、挡板之间通过若干呈放射状设置的第三液压缸相互连接；所

述筒体内腔的中部设有控制器；

[0008] 所述的安全座椅包括背板、横板、保险杠以及VR头盔；所述的背板与转轴相互固定

连接，且背板的下端通过连接轴与横板相互连接，所述的保险杠是设置在背板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筒体朝向转向杆一端的外表面是平面，第一液压缸分别与该平面

上沿筒体的两个轴向方向以及两个径向方向上的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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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液压缸的两端是分别与转轴、挡板相互铰接，且限制第三液压

缸沿筒体轴向的运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背板的下端通过连接轴与横板相互滑动连接，连接轴穿过横板后

与压力传感器套接并通过螺母锁紧固定。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配重块上设有检测其与端盖距离的距离传感器，并在配重块朝

向第二液压缸的运动方向的端面上设有红外接近传感器。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包

括底座、平衡转向装置、安全座椅，所述的底座为平衡转向装置、安全座椅提供支撑，同时平

衡转向装置、安全座椅可在转向电机的带动下沿水平面转动，第一液压缸带动平衡转向装

置摆动，第三液压缸带动安全座椅在垂直面上转动，且安全座椅在水平面转动过程中结合

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人体体重数据，平衡转向装置上设置的配重块可伸缩改变其外伸的长

度以防止离心现象对底座造成损害而倾覆，VR头盔通过检测使用者的体位同时配合控制器

预设的程序播放相应的画面和声音；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操纵简单、造价

低、安全可靠、真实感强、智能化程度高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飞行体验方式存在的体验效

果不佳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的整体结

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的底座内

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的平衡转

向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的筒体与

底座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的转轴与

第三液压缸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的背板与

横板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标记分述如下：

[0022] 1、底座，11、底板，12、转向座，13、环形盖板，14、转向杆，141、凸环，15、滚珠，16、转

向电机，17、连接板，18、第一液压缸，2、平衡转向装置，20、筒体，21、弧形板，22、端盖，23、配

重块，231、距离传感器，232、红外接近传感器，24、第二液压缸，25、控制器，26、挡板，27、轴

承，28、转轴，29、第三液压缸，3、安全座椅，31、背板，311、连接轴，312、压力传感器，32、横

板，33、保险杠，34、VR头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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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24] 如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包括底座1、

平衡转向装置2、安全座椅3。

[0025] 如图1、图2、图4所示，所述的底座包括底板11、转向座12、环形盖板13、转向杆14；

所述的转向座12是在竖直方向上具有双向开口的中空结构，转向座12朝下一端的开口与底

板11相互固定连接，转向座12朝上一端的开口与环形盖板13相互固定连接；

[0026] 所述的转向杆14具有中空结构，转向杆14的下端穿过环形盖板13中部的圆孔并横

向延伸设置有凸环141，在一种实施例中凸环141与转向杆14是一体式结构，在另一种实施

例中凸环141由圆环与转向杆14焊接制成；所述的转向杆14与环形盖板13间隙配合；

[0027] 所述的凸环141、转向座12、环形盖板13上分别设有半圆形凹槽(图中未示出)，半

圆形凹槽上设有滚珠15，即凸环141上下两个端面以及两个端面竖直方向上所对的转向座

12内腔底面、环形盖板13下端面上分别设有半圆形凹槽，凸环141上端面上的半圆形凹槽与

环形盖板13下端面上的半圆形凹槽对正并在两者之间设置滚珠15，凸环141下端面上的半

圆形凹槽与转向座12内腔底面上的半圆形凹槽对正并在两者之间设置滚珠15；所述的凸环

141环形侧面与转向座12内腔壁面相互间隙配合；

[0028] 所述的转向杆14内腔中设有转向电机16，转向电机16的输出轴与底板11相互固定

连接；所述的转向杆14的上端固定设置有连接板17，连接板17上铰接设置有若干第一液压

缸18。

[0029] 如图1、图3、图4、图5所示，所述的平衡转向装置2包括由两块弧形板21连接组成的

筒体20，筒体20通过第一液压缸18与转向杆14相互连接，筒体20两端分别固定连接设置端

盖22；所述筒体20内腔的一端沿筒体20的轴线方向固定设置有若干第二液压缸24，第二液

压缸24的输出端穿过端盖22与配重块23相互连接，第二液压缸24的非输出端则固定设置在

筒体20的内腔中；

[0030] 所述筒体20内腔的另一端固定设置有挡板26，挡板26以及该端的端盖22上设有与

转轴28相互转动连接的轴承27，即转轴28的一端与轴承27相互连接，转轴28的另一端则伸

出筒体20；所述的转轴28、挡板26之间通过若干以转轴28轴线为中心，沿转轴径向呈放射状

设置的若干第三液压缸29相互连接；所述筒体20内腔的中部设有控制器25。

[0031] 所述的第一液压缸18、第二液压缸24和第三液压缸29是分别与设置在筒体20中的

液压泵等控制液压缸输出的设备相互连接，且相关设备与控制器25连接并受其控制。

[0032] 如图1、图6所示，所述的安全座椅3包括背板31、横板32、保险杠33以及VR头盔34；

所述的背板31与转轴28相互固定连接，且背板31的下端通过连接轴311与横板32相互连接，

所述的保险杠33是设置在背板31上。VR头盔34上应安装有运动传感器用于检测人体体位，

具体的是检测人体头部的运动，结合安装在背板31以及集成在控制器25上的运动传感器所

检测到的安全座椅3目前所处的位置，VR头盔34便可从控制器25中得到并播放使用者观看

位置的画面以及声音。

[0033] 在如图4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筒体20朝向转向杆14一端的外表面是平面，第

一液压缸18分别与该平面上沿筒体20的两个轴向方向以及两个径向方向上的点连接，以此

控制筒体20前后左右的摇摆动作(即分别沿筒体20轴向和径向方向上的摆动)。

[0034] 在如图5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第三液压缸29的两端是分别与转轴28、挡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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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铰接，且限制第三液压缸29沿筒体20轴向的运动，通过第三液压缸29的伸缩运动带动

转轴28的转动，为了避免第三液压缸29无法转动转轴28，第三液压缸29与转轴28连接时第

三液压缸29的中轴线应与转轴28的中心轴线避免有交点，在转轴28转动过程中也避免在将

有交点的位置停留，而这个位置的判断由设置在背板31上的运动传感器所检测到的安全座

椅3旋转角度结合部件的安装数量、尺寸等参数由控制器25中的预设程序计算得出。

[0035] 如图5所示的第三液压缸29的中轴线位于转轴28的中心轴线上方，转轴28需要顺

时针转动时直接伸长第三液压缸29，转轴28需要逆时针转动时收缩第三液压缸29，当转动

到存在交点的位置时利用转动的惯性通过该位置点后伸长第三液压缸即可继续逆时针转

动转轴28。

[0036] 在如图6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背板31的下端通过连接轴311与横板32相互滑

动连接(即接轴311与横板32上的连接孔间隙配合)，连接轴311穿过横板32后与压力传感器

312套接并通过螺母锁紧固定，通过压力传感器312测量作用于其上的压力值，由于不是直

接在人体下方测量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换算得出人体的体重。

[0037] 在如图1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配重块23上设有检测其与端盖22距离的距

离传感器231，由于配重块23的重量是固定的，通过测量其外伸的距离结合人体体重数据即

可平衡平衡转向装置2两端的重量，防止倾覆，同时配重块23的伸缩可以为第一液压缸18控

制平衡转向装置2沿筒体20轴向摆动提供助力；在配重块23朝向第二液压缸24的运动方向

的端面上设有红外接近传感器232，防止配重块23外伸时发生碰撞。

[0038]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具有离心配重系统的虚拟现实高空飞行体验装置，包括底座、

平衡转向装置、安全座椅，所述的底座为平衡转向装置、安全座椅提供支撑，同时平衡转向

装置、安全座椅可在转向电机的带动下沿水平面转动，第一液压缸带动平衡转向装置摆动，

第三液压缸带动安全座椅在垂直面上转动，且安全座椅在水平面转动过程中结合压力传感

器检测到的人体体重数据，平衡转向装置上设置的配重块可伸缩改变其外伸的长度以防止

离心现象对底座造成损害而倾覆，VR头盔通过检测使用者的体位同时配合控制器预设的程

序播放相应的画面和声音；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操纵简单、造价低、安全

可靠、真实感强、智能化程度高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飞行体验方式存在的体验效果不佳的

问题。

[0039]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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