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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包括中央

控制系统、IG图形服务器以及单兵硬件系统；所

述单兵硬件系统包含多组单兵模拟器硬件；其

中，所述中央控制器主要完成实时任务导调；实

时任务编辑，各单兵视点跟踪，全局视角跟踪监

控与记录；其中，所述IG图形服务器主要完成运

行大型虚拟训练系统软件及数据库等。本发明的

有益效果是，基于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涉及计

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技术、传感技术、人工智能

等领域，它用计算机生成逼真的三维视、听、嗅觉

等感觉，使人作为参与者通过适当装置，自然地

对虚拟世界进行体验和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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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中央控制系统、IG图形服务器以及单兵硬件系

统；

所述单兵硬件系统包含多组单兵模拟器硬件；

其中，所述中央控制器主要完成实时任务导调；实时任务编辑，各单兵视点跟踪，全局

视角跟踪监控与记录；

其中，所述IG图形服务器主要完成运行大型虚拟训练系统软件及数据库等；

其中，所述单兵模拟器硬件均为服务器客户端，每一个单凭模拟器均具有客户端主机，

并通过无线方式和服务器相连，单个单兵模拟器硬件对训练人员在训练中的身体动作进行

捕捉，所述单兵模拟器硬件连接有PC机；

其中，所述单兵硬件系统还包括：背负式图形工作站，武器控制系统，传感器控制系统，

立体头盔显示系统，反馈控制系统、语音交互系统以及数据转换接口系统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兵模拟器硬件中对训

练人员在训练中的身体动作包括：头部、枪体转动、蹲、匍匐、站立动作进行检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背负式图形工作站主要

用于完成场景生成和输出以及姿态解算和反馈控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武器控制系统即可采用

全无线控制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控制系统包括头

部姿态传感器，武器控制系统姿态传感器以及腿部姿态传感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交互系统通过耳机

和话筒形成通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头盔显示器可以模

拟训练场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据转换接口主要分为通

信接口软件和配置软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配置软件为数据中间转

接平台，数据可以接入游戏引擎，并提供完全的交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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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兵交互对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虚拟现实领域，特别是实兵交互对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化战争升级和发展及国内维和反恐的更高的要求，我军特种作战和特警

反恐作战成为了我军警主要作战手段之一，已经成为战争中达成全局性的重要作战样式和

形式。特种作战及反恐作战的多样化及目标的多元化已经成为趋势，如何保证特种作战筹

划准备的科学细致，如何进行特种作战行动前实战实验和临战演练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

的难题。我军特种作战目前处于单兵战术技能训练，还是利用较为传统作训的手段进行训

练，利用虚拟仿真技术面向特种作战和反恐作战方案规划和临战演练的模拟仿真准备仍属

空白。支撑部队进行精细化的特种作战方案规划决策和临战演练的信息技术手段匮乏。部

队面向复杂环境下特种作战任务的分队战术演习训练和考评能力严重不足，这已成为制约

我军特种部队战斗力提升的重要瓶颈。调研表明部队对于特种作战方案规划和行动实验演

练的手段需求非常迫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实兵交互对抗系统。

[0004]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包括中央控制系统、IG图

形服务器以及单兵硬件系统；

[0005] 所述单兵硬件系统包含多组单兵模拟器硬件；

[0006] 其中，所述中央控制器主要完成实时任务导调；实时任务编辑，各单兵视点跟踪，

全局视角跟踪监控与记录；

[0007] 其中，所述IG图形服务器主要完成运行大型虚拟训练系统软件及数据库等；

[0008] 其中，所述单兵模拟器硬件均为服务器客户端，每一个单凭模拟器均具有客户端

主机，并通过无线方式和服务器相连，单个单兵模拟器硬件对训练人员在训练中的身体动

作进行捕捉，所述单兵模拟器硬件连接有PC机；

[0009] 其中，所述单兵硬件系统还包括：背负式图形工作站，武器控制系统，传感器控制

系统，立体头盔显示系统，反馈控制系统、语音交互系统以及数据转换接口系统组成。

[0010] 所述单兵模拟器硬件中对训练人员在训练中的身体动作包括：头部、枪体转动、

蹲、匍匐、站立动作进行检测。

[0011] 所述背负式图形工作站主要用于完成场景生成和输出以及姿态解算和反馈控制。

[0012] 所述武器控制系统即可采用全无线控制单元。

[0013] 所述传感器控制系统包括头部姿态传感器，武器控制系统姿态传感器以及腿部姿

态传感器。

[0014] 所述语音交互系统通过耳机和话筒形成通信。

[0015] 所述立体头盔显示器可以模拟训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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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据转换接口主要分为通信接口软件和配置软件。

[0017] 所述配置软件为数据中间转接平台，数据可以接入游戏引擎，并提供完全的交互

操作。

[0018]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实兵交互对抗系统，对于模拟训练系统来说，涵盖

的范围比较广，有飞行模拟，车辆模拟，舰船模拟，单兵模拟等，军用的模拟训练技术至今比

较成熟，在高端工程模拟器、训练模拟器的竞争优势较小，民用的模拟训练系有专门的公司

设计制造，其技术和产能已经相对饱和和稳定，没有竞争的必要；在目前，协同作战交互对

抗系统在国内尚属空白，可以节约相当大的经费和人力投入，可作为一个产品发展方向。

[0019] 因此，开发协同作战交互对抗系统平台对今后在模拟器行业中的发展是非常必要

的。这种协同作战交互对抗系统系统也可以用在民用和游戏行业，前景不可估量。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所述实兵交互对抗系统的系统框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所述单兵硬件系统的组成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2所示，实兵交互对抗系统：

[002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传统场地化训练的缺点，基于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涉及

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技术、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它用计算机生成逼真的三维视、

听、嗅觉等感觉，使人作为参与者通过适当装置，自然地对虚拟世界进行体验和交互作用。

使用者进行位置移动时，电脑可以立即进行复杂的运算，将精确的3D世界影像传回产生临

场感。提供模拟训练的作战软硬件平台，该系统是一套用于协同作战交互对抗系统，具有高

可重用、可扩展、可灵活部署的功能模块，只需作简单的配置即可构建一套协同作战交互对

抗系统。

[0024] 协同作战交互对抗系统就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原理，协同作战交互对抗系统能

实时提供士兵在训练演习中的动作姿态及其持枪的作战动作；准确获取士兵在突发事件中

的反应过程及应对措施。支持在虚拟环境下，训练单兵对突发事件适应能力和采取的应对

措施，能对训练者的快速反应能力进行等级评判，对其综合能力进行评估。该系统提取的动

作状态信息输出给虚拟环境中，驱动虚拟人同步模拟站、蹲、匍匐、移动、转动，以及操枪、瞄

准、扣扳机等动作，并可以和队友进行协同作战训练。显示设备可以是头盔显示器或大屏幕

显示设备，前者供被训练士兵使用，后者由教官和其他参训人员观摩。

[0025] 本系统由中央控制系统；IG图形服务器；多组单兵硬件系统构成。其中中央控制器

主要完成实时任务导调；实时任务编辑，各单兵视点跟踪，全局视角跟踪监控与记录；IG图

形服务主要完成运行大型虚拟训练系统软件及数据库等。硬件系统采用服务器客户端模

式，每一个单兵模拟器都是一个客户端主机，通过无线方式和服务器相连。单个单兵模拟器

对训练人员在训练中的身体动作，包括头部及枪体转动、蹲、匍匐、站立等动作进行检测；同

时对士兵持枪瞄准、射击等动作进行检测和采集。把检测的信息送入PC机供软件进行解算，

计算出训练人员的动作状态，驱动虚拟视景中人物运动，实现对训练人员与虚拟人的同步

运动。通过头盔显示器或大屏幕显示设备显示虚拟场景，根据训练人员的动作显示虚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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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虚拟人的动作状态。根据训练人员在虚拟环境下对突发事件适应能力和采取的应对措

施，对训练者的快速反应能力进行等级评判，对其综合能力进行评估，对方案预演的效能进

行分析和评估。通过生物传感器对训练人员的身体的生物特征进行提取，像血氧饱和度，心

率，脉动压，呼吸率等，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对训练人员的训练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尽心分析和

评估。

[0026] 单兵模拟器硬件组成单兵硬件系统主要由背负式图形工作站，武器控制系统，传

感器控制系统，立体头盔显示系统，反馈控制系统、语音交互系统、数据转换接口系统等组

成。

[0027] 背负式图形工作站：完成场景生成，输出；姿态解算、反馈控制等工作；

[0028] 武器控制系统：采用全无线控制单元，可以加载到真实的武器上(触发，弹夹，开火

模式，向前助攻，充电手柄，手柄握把，功能按钮，操纵杆)、在不破坏枪械的前提下，通过战

术导轨进行武器控制系统的安装，实现单兵在虚拟场景的武器操作，通过摇杆进行方向控

制，14个可配置按键。

[0029] 反馈控制系统包括身体反馈设备、姿态控制设备、生物传感设备。身体反馈设备包

括，力反馈头盔，力反馈背心，力反馈护臂，力反馈护腿，力反馈腰带，其中力反馈的头盔上

有8个偏心电机，力反馈背心前后共有32个偏心电机，力反馈护腿和力反馈护臂上分别有8

个偏心电机，力反馈腰带上有安全电击设备。其中力反馈背心和和力反馈护腿和护臂通过

机械电机设备连接。当中弹后，反馈控制设备的偏心电机可以模拟中弹后的感觉，并可以通

过设置各个电机的旋转速度大小，对身体中弹部位的方位进行模拟。当受伤部位在手臂及

腿部时，偏心电机可以模拟中弹反应并且机械电机设备采取锁死方式限制受伤的部位活

动。当中弹部位在头部及要害部位并发力反馈腰带的电击设备模拟死亡方式，并且身体全

部电机锁死，武器控制设备切断信号并失效。姿态控制设备包括头部姿态传感器，武器控制

系统姿态传感器，腿部姿态传感器。头部姿态传感器用于检测人体头部的运动信息；武器姿

态传感器用于检测武器的运动信息。腿部姿态传感器用于检测人体下蹲、跳跃、站立等动作

及其发生的速度和程度。生物传感器采集血氧饱和度，心率，脉动压，呼吸率。

[0030] 语音交互系统通过耳机和话筒可以与队友进行通信联系。

[0031] 立体头盔显示器可以让训练者看到虚拟的训练场景，沉浸感强。

[0032] 数据转换接口主要分为通信接口软件和配置软件。通信接口以动态链接库(DLL)

的形式提供给上层的虚拟训练软件调用。需要给训练软件提供的数据和操作以下内容，为

了方便通信接口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在调用动态链接库前可以对传感器进行配置，独立

存在一个配置软件是一个数据中间转接平台，数据可以接入游戏引擎，并提供完全的交互

操作。

[0033] 软件系统功能平台

[0034] 为满足分布式单兵虚拟对抗训练要求，采用基于网络的客户机/服务器形式，其中

服务器端管理计算机负责参训人员管理，训练任务创建、编辑管理，训练过程管理和监控

(可通过二维全局态势进行观察，选中观察对象后可进一步跟踪)、训练结果评估等，同时管

理计算机还充当中央服务器的角色，负责训练数据的存储和管理等。客户机负责接收管理

计算的训练指令，建立本地场景，同时负责与硬件设备(姿态传感器、枪控按钮)的交互(通

过无线传输)，客户机所产生的图像通过无线传输给头盔显示器，参训人员通过头盔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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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训练场景，通过耳麦来进行语音交互(对讲机)。为简化处理，客户机之间不直接进行数

据通讯，客户机数据发送至管理计算机，管理计算机处理后再发给客户机，客户机与服务器

之间通过局域网(有线或者无线)联接。

[0035] 根据技术要求，虚拟训练系统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功能模块

[0036] 1)仿真场景的生成模块：包括士兵模型、武器模型、建筑模型、树木模型、地表模

型、地图模型和天空模型等，利用场景编辑对各种模型进行添加删改，并且提供两种场景编

辑类型，固定场景：玩家不能对场景做任何的改动。

[0037] 可编辑场景：首先我们会为玩家提供一个可添加的物体列表，玩家可根据自己的

需要从中物体列表添加到地形中，并可改变添加的物体的位置和角度。

[0038] 2)任务编辑模块：包括训练任务编辑模块功能包括离线任务编辑、任务逻辑的存

储、解析、执行逻辑。训练任务的编辑包括场景的选择，自然环境(日期、时间、天气等)设置，

参训人员的选择、武器装备的配置，任务的逻辑，路径的设置。

[0039] 3)仿真模型模块；包括三维显示模型、仿真实体的数学模型、仿真任务的逻辑模型

等

[0040] 4)硬件接口模块；软硬件接口模块主要分为通信接口软件和配置软件。通信接口

以动态链接库(DLL)的形式提供给上层的虚拟训练软件调用。为了方便通信接口对原始数

据进行分类，在调用动态链接库前可以对传感器进行配置，独立存在一个配置软件

[0041] 5)网络通信模块；网络通讯模块主要解决分布式虚拟训练系统中客户机(一个参

训单元)与管理计算机之间通讯、客户机与客户机之间通讯。

[0042] 6)训练管理模块运行在管理计算机上，负责训练任务的管理、训练数据管理和训

练监控，以及训练过程的开始、暂停、恢复运行、结束等，所有这些指令通过网络消息的方式

发送至各个客户端，客户端根据消息采取相应的动作。训练监控分为正投影平面监控、实际

场景监控和训练数据监控。

[0043] 7)训练效果评估模块；训练效果的评估在服务器(管理计算机)上进行，主要有训

练过程中的评估、训练结束后的评估、多次训练的综合评估。

[0044] 8)仿真数据管理模块；数据库模块主要对人员、任务和训练结果等相关数据管理

[0045] 9)仿真回放模块；为了对训练过程进行评讲，需要对训练的过程进行记录和回放。

采用方式是信息记录回放，即在训练过程对参训对象的位置信息、状态信息等进行记录保

存，在回放的过程读取该记录信息进行场景的驱动，与视频回放不同，这种回放方式是交互

式的回放，用户可以在回放的过程调整视角、控制回放的速度、甚至进行倒放等。

[0046] 10)用户界面：用户登录、管理、设置等基本配置。

[0047]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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