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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 

广西泽晟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泽晟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安全体验馆、VR现实虚拟安全 体验、高低压
配电柜；并自主研发标准化工地所需的定性化临边防护、标准化钢管防护栏杆、施工电梯安 全门、电梯井口防护
门、组装式安全通道、基坑防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的主要生产商，在安全防护设施高 度工具化制作技术上拥有丰富
的经验。



二 项目建设概述 
Summar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1、行业背景 

       2015 年，全国共发生建筑生产安全事故 442 起、死亡 554 人。2016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建筑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事故 263 起、
死亡 296 人，比去年同期事故起数增加 57 起、死亡人数增加 38 人（见图 1、图 2），同比分别上升27.67%和 14.73%。高处坠落、
脚手架及支模系统坍塌事故 143 起，占总数的 54.37%；物体打击事故 37起，占总数的 14.07%；起重伤害事故 25 起，占总数的 

9.51%；基坑坍塌事故 22 起，占总数的 8.37%；机械伤害、触电、火灾、车辆伤害等其他事故 36 起，占总数的 13.69%（见图 3）。 



1、行业背景 

         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建筑领域事故频频发生，分析
建筑施工伤亡事故发生的原因，探索预防对策和措施，对减少事故的
发生，促进建筑企业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安全事故主要集中高
处坠落、脚手架坍塌、物体打击、机械伤人、火灾和触电。造成建筑
业事故的原因，除了与建筑业是高空、露天、劳动密集型作业有关，
还与近年来市场的扩大，法制不健全，安全意识差，安全教育滞后，
人员素质低，安全投入少有关。建设类专业由于其特殊性，一般建筑
企业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针对一线工人、一线施工管理者和企业内
部施工人员做充分的专业及安全培训，尤其安全因素是一个比较大的
难题。但本专业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使得在培训过程
中必须通过现场实践学习和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使施工人员将所学
知识和技能掌握。但建设类施工项目往往周期较长，专业类别繁多，
场地多样性明显，现场施工人员短时间难以掌握全面的专业知识和管
理技巧。我国建设工程培训改革和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以培训信息化带动行业培训现代化，破解制约我国行业培训发展
的难题，促进行业的创新与变革，是加快从土木建设大国向土木建设
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抉择。 

。 



2、建设工程类专业的发展现状 

2.1建设工程安全培训困境 

传统的安全培训是基于书本学习，课堂教育，试卷考核；学习者很难通过这种简单的培训方式，深刻认识到安全施
工生产的重要性和安全事故的严重性。近两年兴起的实体型安全体验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安全培训工作的质量，
多为面子工程，基本上是一次性体验，后续不是拆除就是闲置生锈。而且体验设施偏简易化，体验性并不高。在部
分施工单位和一线施工人员的反馈中，也体现出这种实物型的简易安全体验设施的鸡肋性。 

2.2农民工实际安全培训工作面临的困境 

众多农民工迈入工作岗位的困境基本分为以下几类：(1)人数过多难以管理；(2)施工现场安全隐患；(3)施工不
可逆性，不会有多余的学习机会；(4)周期性较长；(5)专业、岗位多样性； 

目前各个企业安全培训所处的三种现状 

(1)巨资打造培训基地，以节点展示为主，脱离施工安全，无法系统性展开培训工作，从而使培训基地失去原有的价值。 

(2)用单纯三维动画进行教学练，与实际工程脱节，往往缺乏主动判断性，没有虚实对照施工人员从事岗位后心存侥幸。 

(3)依靠传统教学进行知识灌输，无法直观体现教学要点，从而使培训变得枯燥无味，单纯依靠施工人员的想象能力与
接受能力，造成教学要求不达标。 



3、建设意义 

在此契机之下，湖南沃阿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在 VR 虚拟仿

真技术上的专业化安全教育培训新模式——建筑施工安全教育 VR 

科技体验馆。VR体验馆是集建筑安全教育、质量教育、绿色施工为

一体的实体+虚拟体验馆。在这个项目上，技术工程师们利用VR建

立了与实体体验馆1:1的工程模型，通过软件处理，结合VR眼镜实

现了动态漫游，让体验者有更加逼真的感受通过 VR 设备和虚拟仿

真建筑体验馆相结合的形式，不必建设实体体验馆，只需带上 VR 

设备，就能进行安全知识学习，视频观看，安全考核等基础培训，

同时施工安全 VR 体验馆最大的价值在于体验者能以事故当事人的

身份和视角在虚拟环境中亲身体验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 

施工安全体验馆建设是建立在 VR 虚拟现实仿真技术上的专业化安

全教育培新模式。建筑工人安全教育方案的设计不仅关系到工人自

身的安全，也体现了企业的学术能力，更是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

前景。施工安全体验馆基于场景模拟，事故重现和人机交互操作的

方法，在设计之初就将施工现场安全培训内容和施工企业、管理者

和民工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将施工人员的参与度同实践性亲身体验

相结合，将新兴的科学技术与施工中常见的安全隐患相结合，有效

地激发了施工人员的浓厚兴趣和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安全培训质量，

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安全培训模式，实现了民工、现场管理人员、

企业管理者和社会等多方共赢。 

建设意义 



4、平台优势 

相比于传统的工地“三合一”体验馆，BIM+VR技术下的“三合一”

体验馆更具有优势： 

1. 虚拟体验区比实体体验区能够展现更多的体验场景，比如很难

搭建的场景、危险性很高的场景等，同时，VR 场景更加真实完

整，体验感更强，安全教育 效果更明显。 

2. 可以将当前实际项目进行虚拟，在当前项目中的某个位置进行安  

    全模拟，让人员直接在虚拟的本项目中进行安全体验，教育体验    

    效果更直接。 

3. 新型的科技体验激发了工人参加安全教育的兴趣，工人对安全事  

    故的感性认识也会增强。 

4. 虚拟场景建设不再受场地限制，可最大程度模拟真实场景下的安 

    全事故； 

5. 体验者进入虚拟环境可对细部节点、优秀做法进行学习，获取相 

    关数据信息， 同时还可进一步优化方案、提高质量； 

6.虚拟环境中的质量模型样板由软件绘制，有效避免了由于工人技 

   能差别带来样板标准化的差异;同时可以避免材料和人工的浪费，  

   符合绿色施工的理念。 

平台优势 



三 项目建设内容 
Project construction content 



项目建设内容 
建筑施工安全 VR 体验馆共有三大项内容（房建项目VR安全体验馆、地铁/铁路/高铁项目VR安全体验馆、公路项目VR安全体验馆）。合计近30

个主要体验项目（如下图），以虚拟场景模拟、事故案例展示、安全技术要点视频讲解、安全事故亲身体验等直观方式，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展现
安全生产，改变了以往说教、灌输的宣传教育模式，通过亲身体验、互动启发式安全教育，提高项目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
意识，是一次“走心入脑”式的有效创新。体验馆的主场景为虚拟建设的科技展览馆，虚拟展览馆设施与实体类似，另外内部加设以下 5 个展区
的传送点：新手指导营、安全事故体验区、施工安全知识学习区、施工安全仿真动画展示区、施工安全考核区。 



1、产品简介 

        泽晟VR施工安全教育平台，是将VR技术应用于施工安全
方面是一大创新领域，即以实际建筑施工中的安全体验区为切入
点，采用先进的VR技术，打造出虚拟的体验区。工程师及施工
人员可在一间固定的房间内，利用先进的软硬件设备，体验施工
过程中的各种安全问题。虚拟化的安全体验区相比实体的安全体
验区，场景更加真实，内容更加丰富，环境贴近项目实际，也减
少到实体体验区的重复建设。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作为这几年发展最为迅
速、应用领域快速扩张的高新技术，引起了政府和很多行业的高
度重视。目前，许多行业都开始引入VR技术，提升行业信息化
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同时，VR技术是绿色建筑的重要支撑技
术，在减少重复建设，降低资源消耗方面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虚拟现实（VR）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
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
合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用户沉浸到
该环境中。



2、产品优势及特色 

1 

4 3 

2 优势及特色 

场景更真实、内容更丰富 

虚拟体验区比实体体验区能够展现更多的体验场
景，比如很难搭建的场景、危险性很高的场景等，
同时，VR场景更加真实完整，体验感更强，安全
教育效果更明显。 

基于实际项目场景，贴近项目实际 

软件根据实际施工项目进行真实场景虚拟再现，
在当前项目中的某个位置进行安全模拟，让人员
直接在虚拟的项目中进行安全体验，教育体验效
果更直接。 

全程视、听、体感的综合VR体验 

在体验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体验内容，配以
相应的视觉、听觉和体感触觉，来实现更加
逼真的沉浸式体验。 

减少重复建设 

VR虚拟体验区不需要重复搭建实体体验区，
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建设成本和拆除成本，
可以重复使用，更加经济高效，绿色环保。 

全过程虚拟向导 

在安全教育体验的全部工程中，均有声音和
文字指引操作，根据指引操作就可完成全部
的安全教育体验，无特殊操作学习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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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R 设备在虚拟的环境中，由系统提示完成学习软件基础操作技巧，包括走跑跳、传送、手柄

的使用方法，以及介绍展览馆内各项设施和基本内容。 

3.1新手指导营 

通过 VR 设备，令体验者身处安全事故发生所在地，体验者以受害者或旁观者的身份，在系统的提示下，

通过自主操作完成安全事故的重现。高度逼真的视觉冲击和感官感受，令体验者真的如同亲身经历般体验

惨烈的安全事故，深刻理解血的教训。VR安全体验馆设计各项体验内容，可以根据施工现场人员岗位属

性，有选择性的进行体验。 

3.2安全事故体验区 

3、软件制作内容要求 



（1）安全帽/安全带佩戴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在此区域进行安全帽和安全带的设 备 

穿戴，必须佩戴安全帽，才可以通过闸机，进入施工现场，否则

不能通过闸机，进入现场。进行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的

安全教育体验。 

安全帽/安全带佩戴体验 



（2）消防灭火VR虚拟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火灾现场使用灭火器，进行消防灭

火体验。模拟体验消防防火灭火过程，模拟一施工现场火源，提供

虚拟灭火应有的消防器材（人取用灭火器进行灭火）。并动画展现

火灾特效，语音提示操作灭火。 

消防灭火VR虚拟体验 



（3）挖机作业危险源VR虚拟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因挖掘机施工操作不当，导

致基坑塌方体验。模拟体验人员，操作挖掘机作业不当，通

过手柄振动和视觉晃动及光感，体验导致土方塌方被掩埋的

感觉。并动画复叙过程展现，被掩埋的后果。 

挖机作业危险源VR虚拟体验 



（4）高空坠物打击VR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因楼顶护栏不牢固，坠落后击中地

面工作人员的体验。模拟体验人员戴上安全帽站在施工场地内，头

上被重物砸下来，出现响声并两个手柄同时震动以给人以砸落感。 

高空坠物打击VR体验 



（5）洞口坠落安全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洞口临边防护不到位，致使工作人

员失足坠落的体验。模拟体验人员，在洞口临边防护边缘施工，因

临边防护不到位，导致人员从洞口坠落，出现手柄振动和晕眩感，

达到教育培训的目的。 

洞口坠落安全体验 



（6）塔吊作业危险源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因塔吊作业操作失误，导致塔吊碰

撞并发生倒塌事故的体验。体验分为两种视角，一是模拟体验塔吊

操作人员，导致塔吊碰撞并倒塌的安全事故，模拟塔吊碰撞和倒塌

以及人员坠落，出现振动和晕眩感；二是模拟体验在地面施工人员，

被倒下的塔吊砸到的体验，达到教育培训的目的。 

塔吊作业危险源体验 



（7）高空作业坠落VR虚拟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高空作业时，操作或防护不

到位，导致高空坠落事故的体验。分为两种体验场景，一是

在100m高空楼顶临边，因防护不到位，导致人员坠落，出

现晕血、坠落振动以及地面血液的视角感受，达到培训教育

的目的。 

高空作业坠落VR虚拟体验 



（8）支模系统坍塌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因模板支撑体系搭设不牢固，

致使在施工过程中楼板坍塌的体验。模拟体验在混凝土浇筑

时，因下部支撑不稳定，支撑失效，导致系统坍塌，人员坠

落，并伴有晕眩和振动感，达到培训教育的目的。 

支模系统坍塌体验 



（9）墙体倾倒安全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墙体支撑不稳定，倾倒后砸倒人员

的体验。模拟体验工作人员在，在临时支撑的墙体下进行施工作业，

因墙体支撑不牢固，导致墙体倒塌，施工人员被砸，出现晕眩和振

动感，达到教育培训教育的目的。 

墙体倾倒安全体验 



（10）材料吊运安全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塔吊在吊运材料过程中，吊运的材

料掉落砸到施工人员的体验。模拟体验，工作人员在施工现场施工，

塔吊吊运材料时，因吊运点不牢固或者吊运钢丝绳毁坏，导致吊运

的物体掉落，击中地面施工人员，伴有振动和晕眩感，达到安全教

育的目的。 

材料吊运安全体验 



（11）脚手架垮塌安全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施工脚手架搭设不牢固，在

施工过程中发生倒塌事故的体验。模拟搭建桥梁桥墩施工场

景，是体验人员在脚手架上面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因脚手架

搭设不稳，导致脚手架坍塌，人员伴有坠落、晕眩、振动和

地面血迹，体验到因脚手架坍塌被砸以及被掩埋的效果，达

到安全交运的目的。 

脚手架垮塌安全体验 



（12）综合用电触电VR虚拟体验 

模拟违规用电带来的触电后果：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因

设备老化或操作不当，导致触电情况发生的体验。模拟工人不慎触

碰配电箱老化电线造成触电的场景。并动画展现触电特效及音效，

提醒施工人员一定要安全用电，按照规范流程安全用电。达到给施

工人员以安全教育的目的。 

综合用电触电VR虚拟体验 



（13）建筑施工现场材料堆放标准体验 

通过语音、文字引导提示，体验在建筑施工场地中，材料堆

放的标准要求的体验。模拟现场施工材料场景，设置材料堆

放要求标准的标识标牌，体验人员在其中学习查看材料堆放

的标准，进行学习查看。 

建筑施工现场材料堆放标准体验 



（14）隧道逃生VR虚拟体验 

模拟进入到一个隧道场景，进入到隧道内部，隧道内部显现

逃生通道位置，警示标语等内容。隧道坍塌，体验者进入逃

生通道，从逃生管道顺利逃生。 

隧道逃生VR虚拟体验 



（15）安全帽高空坠物VR虚拟体验 

模拟施工过程中高处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高处坠物砸到

身上的后果。让体验者感到被砸时内心极度的恐怖恐惧，充

分认识到高空坠物带来的危险，及时正确佩戴好安全帽养成

正确安全防护的好习惯。 

安全帽高空坠物VR虚拟体验 



（16）机械伤害VR虚拟体验 

模拟木材加工时，忽视安全隐患，手被机械伤害的后果。 

机械伤害VR虚拟体验 



（17）物体坠落打击伤害VR体验 

模拟起吊机吊装机电设备，突然断裂，设备从高处坠落击打

在指挥人员身上导致死亡的后果。让体验者感受高空坠物被

砸，充分认识到高空坠物带来的危险。 

物体坠落打击伤害VR体验 



（18）基坑坍塌安全事故VR体验 

模拟基坑支护不规范引起的边坡坍塌，掩埋施工人员的后果。

边坡支护非常重要，平时要求管理人员或安全管理人员，多

注意或观测边坡变化，演示及体验边坡突然倒塌的冲压感受

或压迫感，让体验人员感到死亡的感觉，施工的过程中注意

基坑危险源，及时处理，充分达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目的。 

基坑坍塌安全事故VR体验 

Administrator
图章



（19）消防灭火VR体验 

模拟发生火灾，消防灭火的正确流程。发生火灾时如何正确

使用消防器材及应急处置的有效措施，讲解如何预防火灾发

生及发生火灾时的正确处理方法。 

消防灭火VR体验 



（20）高空作业安全带事故VR体验 

现场为高空作业环境，体验者模拟高空作业，作业时候没有

系安全带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当场死亡。从而警示和提醒所

有高空作业人员必须要佩戴安全带后才能作业。 

高空作业安全带事故VR体验 



（21）车辆伤害VR安全体验 

模拟施工现场，因车辆超载，司机在启动车辆后超速超载撞

到正在作业的体验人员及周边工人，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车辆伤害VR安全体验 

Administrator
图章

Administrator
图章



（22）起吊机VR安全体验 

模拟施工现场，因起吊机超重吊载，造成吊绳断裂，吊物砸

中正在作业的工人，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起吊机VR安全体验 

Administrator
图章

Administrator
图章



4、软件设计要求 

通过先进的虚拟现实 VR 技术，令体验者置于

虚拟的施工场景中，配合正常安全流程的自

主操作和剧情展示，能让使用者产生更加真

实的感官享受，更加强调了施工过程中的安

全技术要点的重要性。 



4、软件设计要求 

(1)漫游功能 

实现三维仿真环境模拟
实际工程现场，操作者
可以在系统中任意走动
体验，视角可以实现旋

转、缩放功能。 

(2)演示功能 

每个体验区操作过程中，
配套全过程操作方法演
示知道，能够帮助体验
者更轻松掌握软件操作
方法和软件的架构。 



4、软件设计要求 

(3)互动功能 

应可以使学习者利用人
体输入学设备，结合屏
幕画面仿真实物实 

施教学引导操作，实现
人机交互式体验模式。 

(4)提示功能 

任务操作过程中，系统
带有文字配套语音讲解
的提示信息帮助操作者
更好的实施系统任务操

作。 



4、软件设计要求 

(5)系统操作 

系统进入单个任务模块下进
行学习操作时，操作任务本
身需以某个案例工程为依托，
结合标准的现场操作流程，
以具体化操作步骤的方式，
通过调取系统为当前任务所
配置的工具，来最终完成该
项安全操作任务体验。 

(6)角色功能 

根据系统所包含具体安
全操作任务模块的不同，
操作者在任务操作过程
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和第
三人称视角来完成操作
任务，从而加深理解现
场安全施工的重要性和
安全事故的严重性。 



4、软件设计要求 

(7)事故体验 

根据系统所包含具体操作任
务模块的不同，操作者在任
务操作过程中若不按照规范
操作，将会引起严重的质量
安全事故，从而加深体验者

对安全施工的认识。 



在整个虚拟显示教学实训区的硬件建设过程中，

头显设备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设备，作为 VR 内

容展示的载体。沃阿汇科技主要采用由 HTC 

研发的一款头显示设备 HTC VIVE，作为 VR 

所有实训场内容的展示载体。整套设备主要包

括：头盔、手柄、定位器几点配套电脑。 

5.1  VR设备 HTC  VIVE 

5、硬件设计要求 



采用了一块 OLED 屏幕，单眼有效分辨率为 

1200x1080，双眼合并分辨率为

2160x1200[6]。2K 分辨率大大降低了画面的

颗粒感，用户几乎感觉不到纱门效应。并且能

在佩戴眼镜的同时戴上头显，即使没有佩戴眼

镜，400 度左右近视依然能清楚看到画面的细

节。画面刷新率为 90Hz，今年 3 月份的数据

显示延迟为22ms，实际体验几乎零延迟，也

不觉得恶心和眩晕。 

5.1.1  头盔 

5、硬件设计要求 



操控手柄可与虚拟现实世界中的对象互动，具

有可被激光定位器追踪的感应器。操控手柄上

的感应器非常灵敏。 

5.1.2  手柄 

5、硬件设计要求 



采用的是 Valve 的专利，它不需要借助摄像头，

而是靠激光和光敏传感器来确定运动物体的位

置，也就是说 HTC Vive 允许用户在一定范围

内走动。这是它与另外两大头显 Oculus Rift 

和 PS VR 的最大区别。 

5.1.3   定位器 

5、硬件设计要求 



HTC  Vive 是由 HTC 与 Valve 联合开发的一款 VR 头显（虚拟现

实头戴式显示器）产品，于 2015 年 3 月在 MWC2015 上发布。

由于有 Valve 的 SteamVR 提供的技术支持， 因此在 Steam 平台

上已经可以体验利用 Vive 功能的虚拟现实游戏。 

HTC Vive 通过以下三个部分致力于给使用者提供沉浸式体验：一

个头戴式显示器、两个单手持控制器、一个能于空间内同时追踪

显示器与控制器的定位系统（Lighthouse）。 

在头显上，HTC Vive 开发者版采用了一块 OLED 屏幕 ，单眼有

效分辨率为1200 x 1080 ，双眼合并分辨率为 2160 x 1200 。2K 

分辨率大大降低了画面的颗粒感，用户几乎感觉不到纱门效应。

并且能在佩戴眼镜的同时戴上头显，即使没有佩戴眼镜，400 度

左右近视依然能清楚看到画面的细节。画面刷新率为 90Hz，在实

际体验几乎零延迟，也不觉得恶心和眩晕。 

控制器定位系统 Lighthouse 采用的是 Valve 的专利，它不需要

借助摄像头，而是靠激光和光敏传感器来确定运动物体的位置，

也就是说 HTC Vive 允许用户在一定范围内走动。 

5、硬件设计要求 



VR体验区效果图 

VR体验区效果图 



在实际的物理场景中，人物戴上虚拟头盔，双手拿起手

柄，在头盔中就可以显示出虚拟的施工场景。头盔带有

自动感应，可以随着头部的转动实现在虚拟场景中视角

的变换。 

人物以第一人称的的视角显示的虚拟场景中，可以通过

实际走动，在场景中漫游（物理走动范围在：

4.5m*4.5m）。考虑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人物可以通过

手柄上相关的按键，进行位置的传送，可以传送到自己

想去的任何一个位置。由于虚拟场景中空间位置的限制，

很多地方设定了相关发光的传送点，这些传送点的位置

比较明显，通过这些传送点，也可以传送到一些区域。 

（1） 沉浸式漫游 

5.2 虚拟现实交互场景软件 



当人物在虚拟场景中漫游的时候，会看到工地相关的建

筑构造，比如说承台、墩柱、简支梁、钢筋、模板等等。

通过手柄上的相关按键，走路移动、场景转换等。 

（2） 三维漫游 

5.2 虚拟现实交互场景软件 



虚拟场景中设定了很多相关的知识点或任务点，人物带

上虚拟头盔和手柄，触发场景中相关的任务点或知识点，

通过左右手柄的相关按键操作，完成相关任务点。 

（3） 超强人机交互 

5.2 虚拟现实交互场景软件 



6、硬件配置 

1）定位器 

2个基座和2个电源适配
器；适用标准式螺纹安
装点；线缆，长3.5米。 

2）操作手柄 
配置24个感应器，多功能触摸
板、双阶段触发器、高清触觉
反馈、可充电电池，电池容量
960毫安时。 

3）串流盒 

头戴式设备与计算机连接盒。 

4）USB延长线 

USB外围设备与头戴式设备连接线。 

5）连接线 

HDMI、USB及电源线与VIVE头
戴式设备连接线。 

6）支架 

2.8m弹簧缓冲型多功能伸缩
式三脚架。 

6.1HTC-vive 



6、硬件配置 

1）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980 、GTX1070

或更高 

2）处理器 

Intel i7-6700或更高 

3）内存 

8GB或更高 

4）视频输出 

两个端口以上的HDMI 1.4,DisplayPort 

1.2或更高版本 

5）USB端口 

USB 2.0 或更高端口 

6）操作系统 

Windows 7 SP1 或更高版本 

6.2 VR工作主机 



6、硬件配置 

显示器 

高清分辨率品牌投影仪或55寸高清电视机。 

6.2 VR工作主机 

品牌音响 

需2.1以上品牌有源音响。 



四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四、联系我们 

公司地址：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科园大厦416-417

公司电话：0771-4860860    13647716886

 



This is a sample letter that has been placed to demonstrate the typing format on 
the (Your Company). letterhead design. When positioned properly, it will serve to 

work in harmony with all of the other. This is a sample letter that has been 
placed. 

This is a sample letter that has been placed to demonstrate the typing format on 
the (Your Company). letterhead design. When positioned properly.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