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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虚拟仿真又称虚拟现实技术或模拟技术，就是用一个虚拟的系统模仿另一个真实系统

的技术.简称VR，是20世纪80年代新崛起的一种综合集成技术，涉及计算机图形学、人机

交互技术、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它由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各种传感器构成的三维信

息的人工环境——虚拟环境，可以逼真地模拟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环境，人投入到这种环境

中，立即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并可亲自操作，自然地与虚拟环境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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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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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虚拟现实不仅仅是一个演示媒体，而且还

是一个设计工具。它以视觉形式反映了设

计者的思想，大大提高了设计和规划的质

量与效率。

室内设计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文物建筑、文物景点

、文物物品、古代人像及行为、古代自然

现象及天体现象等进行虚拟展示和虚拟复

原。

文物古迹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师生足不出户，就能

在三维立体的虚拟环境中进行情景化的学

习、人机交互式的模拟体验，从而达到改

善教学环境、优化教学过程、增强教学效

果。

科研教学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通过三维建模逼真地模

拟现在和未来的城市，支持数据分析、方

案论证和优化，支持地理信息系统等。

数字城市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数据实现可视化和多

维表达，并且通过智能化分析模型，为油

田生产和管理流程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撑环

境。

油田矿井

虚拟现实仿真平台可以实现水利工程仿真

、地震应急救援仿真、地震应急推演仿真

、地址灾害仿真，实现地质灾害虚拟环境

功能与展示的完美结合。

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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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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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性

交互性（Interaction）：虚拟仿真系统

中，不仅环境能够作用于人，人也可以对

环境进行控制。例如，当驾驶员转动方向

盘时，会看见虚拟的场景切换，车辆会在

道路上进行转向。

交互性
沉浸性（Immersion）：虚拟仿真系

统中，使用者可获得视觉、听觉、嗅

觉、触觉、运动感觉等多种感知，从

而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理想的虚拟

仿真系统应该具有能够给人所有感知

信息的功能。

沉浸性

逼真性（reality）：虚拟仿真系统的逼真

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环境给

人的的各种感觉与所模拟的客观世界非常

相像，如同在真实世界一样；另一方面，

当人以自然的行为作用于虚拟环境时，环

境做出的反应也符合客观世界的有关规律

。

逼真性
虚幻性（Imagination）：即系统中

的环境是虚幻的，是由人利用计算机

等工具模拟出来的。既可以模拟客观

世界中以前存在过的或是现在真实存

在的环境，也可模拟出客观世界中当

前并不存在的但将来可能出现的环境。

虚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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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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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区域仿真系统

系统介绍

TSC区域仿真系统是TSC为海上平台设备模拟操控及教学3D

的仿真系统，该系统针对海上平台顶驱、铁钻工、小车、猫

道等设备的模拟操控。采用新一代软件编程技术，3D模型

控制，实现了对海上平台现场再现的效果

系统特点

1、控制界面旋转，可以进行360°旋转

2、可以调整整个区域的视角角度，随着数字的变化而产生不同

的视角。

3、整个系统通过键盘控制，简单快捷。

4、能模拟施工全工程，能够提前发现施工进程中的相互链接以

及管理中的质量、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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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关键技术

根据现场实际设备情况，选用三维动画

软件模拟海上平台进行作业，进行有关拆卸

模块钻机、吊装修井机模块的全过程仿真。

选用UG进行建模、装配、运动付机构检查等

工作。

根据工程图纸建模

过程仿真是以计算机支持的仿真

技术为前提，对施工对象进行统一建

模，在工程设计阶段，实时模拟出未

来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有关方面的影响
。

过程仿真

利用物理仿真引擎为场景中的物体提供

一个接近真实的动力学环境。引擎根据物体

的物理属性，物体运动的行为和运动方式，

将导致新产生的作用力的和物体运动状态进

行更新。

物理学引擎分析

依据现实中PLC设备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设计了一个基

于的数据交互控制功能，可以动态直观的显示设备实际的

运行情况，对现场设备进行交互控制并对设备运动过程进

行仿真。

自动化技术和现场设备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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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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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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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趋势

三维图形的生成技术已比较成熟，而关键是如何“实时生成”，在

不降低图形的质量和复杂程度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刷新频率将是今后重

要的研究内容。此外，VR还依赖于立体显示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现

有的虚拟设备还不能满足系统的需要，有必要开发新的三维图形生成和

显示技术。

1. 实时三维图形生成和显示技术

2. 人机交互

新型交互设备的研制虚拟现实实现人能够自由地与虚拟世界中的对象

进行交互，犹如身临其境，借助的输入输出设备主要有头盔显示器、数据

手套、数据衣服、三维位置传感器和三维声音产生器等。因此，新型、便

宜、性能优良的数据手套和数据服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3. 大型网络分布式虚拟现实的应用
网络分布式虚拟现实将分散的虚拟现实系统或仿真器通过网络联结起

来，采用协调一致的结构、标准、协议和数据库，形成一个在时间和空间

上互相耦合的虚拟，合成环境，参与者可自由地进行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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