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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

验课程设备。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包括：VR主机

和耳机；VR主机包括机体、双目镜、显示屏、操作

按键、第一传声器和第二传声器；耳机的前端与

机体后侧连接，耳机贴合使用者的耳朵；双目镜

固定于机体的内部，双目镜对准使用者的眼睛；

显示屏固定于机体的内壁上，显示屏位于双目镜

与机体之间的空腔中；操作按键、第一传声器和

第二传声器均设置于主机的外壁上；VR主机还包

括中央处理器和VR音视频处理模组，中央处理器

和VR音视频处理模组均位于机体的内部；耳机、

显示屏均与VR音视频处理模组连接；操作按键、

第一传声器和第二传声器均与中央处理器连接。

本发明实现了智能语音对话下的沉浸式实验教

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10675673 A

2020.01.10

CN
 1
10
67
56
73
 A



1.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

包括：VR主机和耳机；

所述VR主机包括机体、双目镜、显示屏、操作按键、第一传声器和第二传声器；所述耳机

的左耳的前端和所述耳机的右耳的前端均与所述机体连接，所述耳机的左耳和所述耳机的

右耳位于所述机体后侧的两端，所述耳机贴合使用者的耳朵；所述双目镜固定于所述机体

的内部，所述双目镜对准使用者的眼睛；所述显示屏固定于所述机体的内壁上，所述显示屏

位于所述双目镜与所述机体之间的空腔中；所述操作按键、所述第一传声器和所述第二传

声器均设置于所述主机的外壁上；

所述VR主机还包括中央处理器和VR音视频处理模组，所述中央处理器和所述VR音视频

处理模组均位于所述机体的内部；所述耳机、所述显示屏均与所述VR音视频处理模组连接；

所述操作按键、所述第一传声器和所述第二传声器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

还包括：第一无线收发器、电路存储芯片、PC端和第二无线收发器；

所述第一无线收发器和所述电路存储芯片均位于所述机体的内部，所述第一无线收发

器和所述电路存储芯片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

所述第二无线收发器位于所述PC端的内部；所述第二无线收发器与所述第一无线收发

器无线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

还包括：VR手套；

所述VR手套包括惯性传感器和无线发射器；所述惯性传感器与所述无线发射器连接；

所述无线发射器与所述第一无线收发器无线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

还包括：头带、调节带、第一基座和第二基座；

所述第一基座设置于所述耳机的左耳上；所述第二基座设置于所述耳机的右耳上；所

述头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一基座上，所述头带的另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基座上；所述调

节带的一端固定于所述耳机的左耳的背部，所述调节带的另一端固定于所述耳机的右耳的

背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头带包括：第一连接

带、第二连接带和第一调节扣；

所述第一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一基座上，所述第一连接带的另一端固定在所述

第一调节扣上；所述第二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基座上；所述第二连接带设置在所

述第一调节扣上，所述第二连接带可在所述第一调节扣上自由伸缩。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带包括：第三连

接带、第四连接带和第二调节扣；

所述第三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机体的左侧，所述第三连接带的另一端固定在所述

第二调节扣上；所述第四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机体的右侧；所述第四连接带设置在所

述第二调节扣上，所述第四连接带可在所述第二调节扣上自由伸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

还包括：电量显示灯、开关、HDMI接口、USB接口和充电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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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量显示灯、所述开关、所述HDMI接口、所述USB接口和所述充电接口均设置于所

述主机的外壁上；所述电量显示灯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所述HDMI接口、所述USB接口均

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所述充电接口与所述主机的电池组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

还包括：软垫；

所述软垫固定在所述主机的内壁上，所述软垫位于所述双目镜的外侧，所述软垫贴合

使用者的眼睛周围的面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按键包括：音量

降低按键和音量升高按键；

所述音量降低按键和所述音量升高按键并排镶嵌在所述主机的外壁上；所述音量降低

按键和所述音量升高按键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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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虚拟现实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小学、中学的实验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其中化学实验课具有一定的

危险性(如强酸强碱)；物理、生物课程中有些仪器设备成本较高，且容易被损坏(如显微镜

与灵敏电流计)。为解决上述问题，目前采用虚拟现实技术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验课

程的教学。现有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实验课程的教学一般为以下两种：第一种，采用识别

动作进行交互体验：该方法交互式体验有限，且学生使用该设备容易遇到操作问题和知识

点的疑问，这些问题都无法迅速解决；第二种，采用VR眼镜的课程呈现方式：该方式将课堂

与实验用3D立体的形式展现出来，仅有视觉上的体验，没有让学生拥有互动感，教学效率低

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实现了智能语音

对话下的沉浸式实验教学。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5] 可选的，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包括：VR主机和耳机；

[0006] 所述VR主机包括机体、双目镜、显示屏、操作按键、第一传声器和第二传声器；所述

耳机的左耳的前端和所述耳机的右耳的前端均与所述机体连接，所述耳机的左耳和所述耳

机的右耳位于所述机体后侧的两端，所述耳机贴合使用者的耳朵；所述双目镜固定于所述

机体的内部，所述双目镜对准使用者的眼睛；所述显示屏固定于所述机体的内壁上，所述显

示屏位于所述双目镜与所述机体之间的空腔中；所述操作按键、所述第一传声器和所述第

二传声器均设置于所述主机的外壁上；

[0007] 所述VR主机还包括中央处理器和VR音视频处理模组，所述中央处理器和所述VR音

视频处理模组均位于所述机体的内部；所述耳机、所述显示屏均与所述VR音视频处理模组

连接；所述操作按键、所述第一传声器和所述第二传声器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

[0008] 可选的，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第一无线收发器、电路存储芯片、PC端

和第二无线收发器；

[0009] 所述第一无线收发器和所述电路存储芯片均位于所述机体的内部，所述第一无线

收发器和所述电路存储芯片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

[0010] 所述第二无线收发器位于所述PC端的内部；所述第二无线收发器与所述第一无线

收发器无线连接。

[0011] 可选的，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VR手套；

[0012] 所述VR手套包括惯性传感器和无线发射器；所述惯性传感器与所述无线发射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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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无线发射器与所述第一无线收发器无线连接。

[0013] 可选的，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头带、调节带、第一基座和第二基座；

[0014] 所述第一基座设置于所述耳机的左耳上；所述第二基座设置于所述耳机的右耳

上；所述头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一基座上，所述头带的另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基座上；所

述调节带的一端固定于所述耳机的左耳的背部，所述调节带的另一端固定于所述耳机的右

耳的背部。

[0015] 可选的，所述头带包括：第一连接带、第二连接带和第一调节扣；

[0016] 所述第一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一基座上，所述第一连接带的另一端固定在

所述第一调节扣上；所述第二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基座上；所述第二连接带设置

在所述第一调节扣上，所述第二连接带可在所述第一调节扣上自由伸缩。

[0017] 可选的，所述调节带包括：第三连接带、第四连接带和第二调节扣；

[0018] 所述第三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机体的左侧，所述第三连接带的另一端固定在

所述第二调节扣上；所述第四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机体的右侧；所述第四连接带设置

在所述第二调节扣上，所述第四连接带可在所述第二调节扣上自由伸缩。

[0019] 可选的，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电量显示灯、开关、HDMI接口、USB接口

和充电接口；

[0020] 所述电量显示灯、所述开关、所述HDMI接口、所述USB接口和所述充电接口均设置

于所述主机的外壁上；所述电量显示灯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所述HDMI接口、所述USB接

口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所述充电接口与所述主机的电池组连接。

[0021] 可选的，所述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软垫；

[0022] 所述软垫固定在所述主机的内壁上，所述软垫位于所述双目镜的外侧，所述软垫

贴合使用者的眼睛周围的面部。

[0023] 可选的，所述操作按键包括：音量降低按键和音量升高按键；

[0024] 所述音量降低按键和所述音量升高按键并排镶嵌在所述主机的外壁上；所述音量

降低按键和所述音量升高按键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

[0025]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2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通过设置第一耳机、第

二耳机、操作按键、第一传声器和第二传声器，实现了智能语音通话，实时回答学生实验过

程中产生的疑惑，促进了学生的交互式学习，提高了学生的互动感和学习效率，进而提高了

教学效率。

附图说明

[002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左视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右视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机内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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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VR手套的结构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流程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语音处理流程图；

[0034] 符号说明：1-头带，2-耳机，3-VR主机，4-操作按键，5-调节带，6-VR手套，7-双目

镜，8-显示屏，9-HDMI接口，10-USB接口，11-充电接口，12-电量显示灯，13-软垫，14-开关，

15-第一传声器，16-第一基座，17-第二基座，18-第二传声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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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实现了智能语音

对话下的沉浸式实验教学。

[0037]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如图1、图2和图3

所示，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包括：VR主机3和耳机2；

[0039] VR主机3包括机体、双目镜7、显示屏8、操作按键4、第一传声器15和第二传声器18；

耳机2的左耳的前端和右耳的前端均与机体连接，耳机2的左耳和右耳位于机体后侧的两

端，耳机2与机体为一体式结构；耳机2贴合使用者的耳朵，耳机2用于实验课程中声音的播

放；双目镜7固定于机体的内部，双目镜7对准使用者的眼睛，双目镜7让虚拟3D成像更为逼

真；显示屏8固定于机体的内壁上，显示屏8位于双目镜7与机体之间的空腔中，显示屏8用于

显示虚拟环境，使用者通过双目镜7观看显示屏8上显示的动画；操作按键4、第一传声器15

和第二传声器18均设置于主机的外壁上；操作按键4用于调节动画播放的音量，操作按键4

还作为收集学生语音的开关14；学生在使用该设备做实验过程中如果有疑问，学生可以直

接说出疑问，第一传声器15和第二传声器18收集学生在表达疑问时的语音信息；优选地，第

一传声器15位于机体左侧外壁的后下方，第二传声器18位于机体右侧外壁的后下方；

[0040] VR主机3还包括中央处理器和VR音视频处理模组，中央处理器和VR音视频处理模

组均位于机体的内部；耳机2、显示屏8均与VR音视频处理模组连接；操作按键4、第一传声器

15和第二传声器18均与中央处理器连接。

[0041] 操作按键4包括：音量降低按键和音量升高按键；音量降低按键和音量升高按键并

排镶嵌在机体左侧外壁的后上方；音量降低按键和音量升高按键均与中央处理器连接。

[004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第一无线

收发器、电路存储芯片、PC端和第二无线收发器；第一无线收发器和电路存储芯片均位于机

体的内部，第一无线收发器和电路存储芯片均与中央处理器连接；第二无线收发器位于PC

端的内部；第二无线收发器与第一无线收发器无线连接；电路存储芯片存储生物、物理、化

学实验课程内容，如果课程需要更新，可以通过录制新的vr视频，将录制好的新的vr视频存

储到电路存储芯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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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如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VR手

套6；VR手套6包括惯性传感器和无线发射器；惯性传感器与无线发射器连接；惯性传感器用

于检测和测量学生的手部动作，并将学生的手部动作传送给无线发射器，无线发射器通过

第一无线收发器以无线通信的方式将学生的手部动作传输到VR主机3上。

[004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头带1、调

节带5、第一基座16和第二基座17；

[0045] 头带1包括：第一连接带、第二连接带和第一调节扣；第一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第

一基座16上，第一连接带的另一端固定在第一调节扣上；第二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第二基

座17上；第二连接带设置在第一调节扣上，第二连接带可在第一调节扣上自由伸缩；头带1

如同书包肩带一样可调节长短，头带1固定于学生的头的顶部，防止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滑

落。

[0046] 调节带5包括：第三连接带、第四连接带和第二调节扣；第三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

机体的左侧，第三连接带的另一端固定在第二调节扣上；第四连接带的一端固定在机体的

右侧；第四连接带设置在第二调节扣上，第四连接带可在第二调节扣上自由伸缩；调节带5

也如同书包肩带一样可调节长短，调节带5固定于学生的头的后部，防止设备在使用过程中

滑落。

[0047] 第一基座16设置于耳机2的左耳上；第二基座17设置于耳机2的右耳上；头带1的一

端固定在第一基座16上，头带1的另一端固定在第二基座17上；调节带5的一端固定于耳机

的左耳的背部，调节带5的另一端固定于耳机的右耳的背部。

[004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还包括：电量显示

灯12、开关14、HDMI接口9、USB接口10、充电接口11和软垫13；电量显示灯12、开关14、HDMI接

口9、USB接口10和充电接口11均设置于主机的外壁上；电量显示灯12位于位于机体左侧外

壁的下方，电量显示灯12镶嵌在机体上；电量显示灯12与中央处理器连接，电量显示灯12用

于显示VR主机3内部的蓄电池的剩余电量；开关14位于机体左侧外壁的上方，开关14镶嵌在

机体上，开关14用于开启或关闭设备；HDMI接口9、USB接口10均与中央处理器连接；HDMI接

口9位于机体右侧外壁的下方，HDMI接口9可通过高清晰度多媒体连接线将显示屏8中的画

面上传到投影设备中；USB接口10位于HDMI接口9的斜上方，USB接口10用于连接外部存储设

备；充电接口11位于机体右侧外壁的上方，充电接口11与主机的电池组连接，充电接口11用

于为VR主机3内部的蓄电池充电；软垫13固定在主机的内壁上，软垫13位于双目镜7的外侧，

软垫13贴合使用者的眼睛周围的面部，软垫13为学生用户带来更好的舒适体验。

[004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的使用方法如下：

[0050] 首先学生佩戴设备和VR手套6，调节头带1和调节带5，使设备贴合学生的大脑，耳

机2贴合学生的耳朵；教师在PC端选择实验课程，学生打开设备的开关14进入相关实验课程

的学习，学习流程为：

[0051] 步骤501：学生启动设备，教师在PC端选择相关课程，学生进入课程vr游戏；

[0052] 步骤502：根据设备中预训练的实验模型，在vr游戏中学生利用VR手套6进行互动

操作，包括：实验准备事宜、器材操控、实验顺序等；

[0053] 步骤503：根据互动操控的结果使实验器材产生相应变化，包括：化学反应、生物反

应、物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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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步骤504：根据互动变化的结果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打分，并在PC端显示分数；

[0055] 步骤505：根据学生的错误操作或提问进行语音回答。

[0056] 当学生产生疑惑时，通过按压操作按键4(一起按压音量降低按键和音量升高按

键)，阐述疑惑，传声器收集学生的语音信息，在学生阐述疑惑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压操作

按键4，学生叙述完疑惑后再松开操作按键4，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设备进行回答或提醒教

师进行回答，具体为：

[0057] 步骤601：传声器收集学生的语音信息，并将语音信息传输给PC端；

[0058] 步骤602：PC端应用语音识别算法将语音信息转化为文字信息，并生成问题文本信

息；

[0059] 步骤603：对问题文本信息分句处理，获取学生问句；

[0060] 步骤604：计算学生问句与问答库中各项标准问句的相似度，若超过相似度阈值，

则设备进行回答；如没有超过相似度阈值，则PC端提醒教师进行人工回答；

[0061] 步骤605：将学生实验学习中的高频问句进行标记，并传输给PC端，PC端将高频问

句反馈给教师，以便课程的改进。

[006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中小学实验课程设备，在虚拟现实设备

基础上附加智能语音程序，及时回答学生关于设备操作、知识点理解等简易问题，促进学生

的交互式学习，缓解教师的教学压力，并能收集学生高频问题，为实验课的课程优化提供数

据支撑。

[0063] 本发明实施例利用虚拟现实设备，将实验课程游戏化、趣味化，便于实现中小学学

生快速的理解和沉浸式的高效学习；并且通过使用虚拟现实设备减少了实验事故风险、降

低了实验设备购买及维护成本，实现了实验课程设计可持续化的更新。

[0064]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

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675673 A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10675673 A

9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110675673 A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10675673 A

11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10675673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