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现实是指采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段生成的逼真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味觉等一体化的虚拟环境，用户借助一些特殊的输入输出设备，采用自然的方式与虚拟世界的物

体进行交互，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亲临真实环境的感觉和体验。
这些年虚拟现实系统已在医疗、娱乐、教育、工业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但目前仍有许多虚拟

现实系统存在着沉浸感弱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准确且实时地获取用户的运动数据，未能精

准地采集真实场景信息，以及未能处理好遮挡、光照、阴影变化等因素对图像呈现效果的干扰和影

响等。 本期精选了该领域 ５ 篇论文，希望能给从事虚拟现实系统设计与开发的专业人员提供参

考，共同促进国内虚拟现实数据采集与仿真技术的发展。
《面向虚拟骑行健身的动感单车数据采集系统》虚拟骑行可以提高动感单车健身的科学性和

娱乐性，本文面向虚拟骑行健身，研发了一套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动感单车运动数据采集系统，包
括骑行速度数据采集和心率数据采集。 通过光电编码测速方法和霍尔测速方法的对比实验分析，
得出光电测速方法能够更精确和实时地采集到骑行速度数据；通过手握心率检测仪与心率手环的对

比实验分析，手握心率检测仪可以得到精确的心率值，更适用于动感单车健身。 实验结果表明此系统

可以为动感单车虚拟健身提供可靠的运动数据，增强了动感单车虚拟健身的沉浸感和交互性。
《基于 Ｋｉｎｅｃｔ 的室内环境建模方法研究》利用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为数据获取平台，获取室内环境颜色

及深度数据，转换成空间坐标系下对应三维坐标，再调用点云库对室内环境进行点云模型构建。
之后获取深度数据与．ｐｃｄ 点云文件，使用像素滤波和时间帧加权方法对点云模型进行降噪处理，
同时利用显著性评价模型对降噪成果进行分析对比，得出结论：客观评价下质量损耗相比于降噪

之前与单一降噪方法分别有了 １．９４％、２．４１％、４．７３％的下降，点云信噪比同之前分别有了 ０．０３、０．
０７、０．１３ 的提升，验证了像素滤波与时间帧加权方法对于点云降噪的有效性，并通过不同场景对比

分析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在构建室内环境时的性能优缺点，并对过程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做出说明。
《虚拟现实技术在老年跌倒预防中的应用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跌倒已成为一

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治未病的理念下，预防老年跌倒的意义远大于跌倒后的干预。 本

文主要对虚拟现实技术在老年跌倒预防中应用领域、应用现状、工作机制及优势进行了综述，并探

讨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唐朝女装服饰数字展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唐朝服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具有着

造型独特、色彩丰富、纹样精美的艺术特征。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服饰的革新，我国传统服饰元素

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越来越少，大众也缺少对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的认知，传统服饰正逐渐远

离大众的日常生活。 针对这一事实，本文提出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基础对传统服饰进行虚拟展

示，通过设计并实现一款基于交互设计原则的唐朝女装服饰数字化仿真系统改变大众接受传统文

化的方式，借助文字、图像、动态、音乐完成对唐朝服饰背后的文化精神的表达与传递，同时通过交

互效果实现与用户的沟通。
《基于 ＨＬＡ 的新型节能电梯仿真系统的构建》研究了 ＨＬＡ（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仿真系统

架构及实现系统所用的关键技术，以提出的节能电梯方案为例，分析了构成联邦的各个成员及利

用 ＨＬＡ 建立电梯联邦成员的开发流程。 利用法国航空航天实验室 ＯＮＥＲＡ 推出的 ＲＴＩ（Ｒｕｎ Ｔｉｍ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ＥＲＴＩ 作为仿真时使用的运行时间支撑系统，结合节能电梯方案实现了一种基于

ＨＬＡ 标准的仿真系统，仿真结果表明该电梯方案有效。 该仿真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兼容性，
完全展现了联邦成员间的交互过程，并可以方便的进行异地同步仿真，同时该系统能方便的进行

其它类型电梯系统仿真，提高了软件的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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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 ＨＬＡ（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仿真系统架构及实现系统所用的关键技术，
以提出的节能电梯方案为例，分析了构成联邦的各个成员及利用 ＨＬＡ 建立电梯联邦成员

的开发流程。 利用法国航空航天实验室 ＯＮＥＲＡ 推出的 ＲＴＩ（Ｒｕｎ Ｔｉｍ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ＣＥＲＴＩ 作为仿真时使用的运行时间支撑系统，结合节能电梯方案实现了一种基于 ＨＬＡ 标

准的仿真系统，仿真结果表明该电梯方案有效。 该仿真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兼容

性，完全展现了联邦成员间的交互过程，并可以方便的进行异地同步仿真，同时该系统能

方便的进行其它类型电梯系统仿真，提高了软件的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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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高层体系结构 ＨＬＡ 是美国国防部提出的建

模 ／ 仿真共同技术框架，目的是解决在国防领域内

所有类型的模型、仿真系统的互操作性、 可重用

性等问题， 其适用于任何复杂系统仿真［１］。 由于

高层建筑的增加，对电梯的需求不断增加，电梯的

节能研究成为热点，其中多电梯系统更是复杂，在
电梯研制初期进行电梯系统仿真研究可大幅降低

研究费用并缩短理论论证周期。 电梯运行时主要

运动部分为轿厢（以下简称 Ａ）和对重（以下简称

Ｂ），如图 １ 所示。 Ｂ 的质量等于 Ａ 的自重加上额

定载荷的一半。 当 Ａ 总质量小于 Ｂ 且 Ａ 下降，或
Ａ 总质量大于 Ｂ 且 Ａ 上升时，曳引模块处于动力

模式将要消耗掉大量能量，而当 Ａ 总重量大于 Ｂ
且 Ａ 下降，或 Ａ 总质量小于 Ｂ 且 Ａ 上升时，曳引

模块处于阻尼模式可以进行能量回收［２］，现代节

能电梯大都充分利用此处达到节能目的。 电梯运

行时分为加速，匀速，减速三部分，其中匀速时如

果 Ａ、Ｂ 质量相等则基本不消耗能量，提出的新型

电梯系统拥有动态质量调整模块，该模块利用水

对 Ａ 与 Ｂ 质量进行调整使其尽量保持等质量，减
少曳引模块处于动力模式时的能耗，达到节能目

的。 动态质量调整模块利用在每个楼层的水箱对

比较干净的生活洗涤废水及雨水进行存储，并将

水注入 Ａ 或 Ｂ 中进行质量调整，注入水时水从上

一楼层水箱获取，排出水时水流向下一楼层，这样

可以将调度水的能耗降到非常小，但在一楼时排水

将会导致水丢失。 每一楼层的水箱呈 ３ 面包围状，
仅占用很小的建筑面积就可以获得大的水容量。

图 １　 新型电梯系统结构

１　 仿真系统架构

１．１　 关键技术

在 ＨＬＡ 中，联邦（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是一个重要的

概念，它把用于达到某一特定仿真目的的分布式

仿真系统称为联邦，由若干相互作用的联邦成员

组成。 在符合 ＨＬＡ 分布式仿真标准的仿真中，开
发一个联邦成员需要进行包括仿真对象模型

ＳＯ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和联邦对象模型

ＦＯＭ（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两部分的工作［３］。
其中 ＳＯＭ 描述了仿真成员参与联邦运行时所能

提供的能力，主要围绕实现联邦成员的内部功能

展开，ＦＯＭ 描述了在联邦执行过程中成员间的共

享信息及交换条件，并生成所需要的联邦执行数

据文件 ＦＥＤ 供联邦进行初始化。 其开发过程如

图 ２ 所示［４］。

图 ２　 联邦成员的开发过程

ＨＬＡ 对象模型（ＳＯＭ 和 ＦＯＭ）由一组相关的

部件组成，ＨＬＡ 要求这些部件必须用一种统一的

表格形式规范化，即对象模型模板 ＯＭＴ（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为研究在动态平衡机构的作用

下电梯的节能效果，建立了联邦的 ＦＯＭ，并生成

所需要的联邦执行数据文件 ＦＥＤ，文件描述如

下：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 ／定义联邦名称

（ｆ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 ／ ／定义 ＲＴＩ 版本

（ｓｐａｃｅｓ） ／ ／定义路径空间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ｉｍ） ／ ／模拟用户请求

　 （ｃｌａｓｓ Ｌｉｆｔ） ／ ／模拟电梯行为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ｒ） ／ ／模拟控制器

） ／ ／ 申明联邦中所有对象类和管理对象模型中的

对象类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ｌａｓｓ Ｂｉｎｇ） ／ ／传递交互动作

） ／ ／申明联邦中所有交互类以及管理对象模型中

的交互类。
１．２　 系统架构

在多电梯系统中，拥有众多的模块：曳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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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决策模块、轿厢、门模块、重量平衡模块、电
力拖动模块、电气控制模块、安全保护模块。 在

仿真过程中，电梯系统作为一个联邦，而众多的

模块则为联邦成员［５］。 仿真时，各联邦成员可

运行在不同运算平台，成员间通过 ＲＴＩ 互联，同
时 ＲＴＩ 确保各联邦成员仿真时间一致。 在仿真

过程中只对重要模块进行仿真，并加入用户请

求发生成员及电梯状态显示成员，多电梯系统

中每部电梯都需要独立的曳引模块、重量平衡

模块、轿厢和对重四个成员，拥有 ２ 部电梯的仿

真系统结构如图 ３。

图 ３　 电梯仿真系统结构

从仿真系统结构图可以看出，５ 个联邦成

员直接连到运行支撑环境 ＲＴＩ 上，互相之间并

不直接通讯，而由 ＲＴＩ 负责成员间的通信以实

现互操作［６］。 ＲＴＩ 作为 ＨＬＡ 的核心 ，提供了

ＨＬＡ 接口规范中所描述的所有服务，主要包括

联邦管理、声明管理、对象管理、所有权管理、时
间管理、数据分发管理等 ６ 项［７］。 这种分层的

系统结构使得仿真应用和底层的支撑环境得以

分开，降低了仿真难度并提高了代码重用率。

２　 仿真系统的实现

２．１　 系统实现

仿真系统拥有五个联邦成员，运行在同一

局域网内的三台 ＰＣ 机上，其中两台 ＰＣ 仿真两

部电梯，另一台 ＰＣ 负责模拟用户请求，调度控

制以及电梯系统状态显示。 在仿真常规电梯和

节能电梯时，只需要更换对应的调度控制联邦

成员即可，其它成员可以通用，而且此仿真系统

可以直接加入更多电梯联邦成员用来仿真更复

杂的多电梯系统并且不需要对其它联邦成员或

整个仿真系统进行任何修改，极大可能的提高

了软件重用性。 仿真时使用的运行支持系统为

ＣＥＲＴＩ， ＣＥＲＴＩ 是 由 法 国 航 空 航 天 实 验 室

ＯＮＥＲＡ 于 ２００２ 年推出的开源 ＲＴＩ，符合 ＧＰＬ ／
ＬＧＰＬ 协议，支持全部 ＨＬＡ １．３ 以及部分 ＩＥＥＥ
１５１６ 规范，仿真平台操作系统为基于 ｌｉｎｕｘ 内

核的 Ｕｂｕｎｔｕ １０．１０。 ＣＥＲＴＩ 为命令行界面，显
示图像时使用 Ｃ 语言图形库 Ｇｒａｐｈ＿ｃ。 仿真系

统运行时，联邦成员程序流程图，常规电梯主仿

真循环流程以及新型节能电梯主仿真循环流程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仿真流程图

２．２　 数据分析

仿真时，设定常规电梯和新型节能电梯都

不进行能量回收，仿真楼层为 １６ 层，每层楼高

３ｍ，２ 部电梯，电梯速度 ２ｍ ／ ｓ，加速度 ０．５ｍ ／ ｓ，
轿厢 自 重 １０００ｋｇ， 额 定 载 重 １０００ｋｇ， 对 重

１５００ｋｇ，楼层水箱容量 １０００ｋｇ 水（有 ２ 部电梯，
每部需 ５００ｋｇ），仿真初期水箱满水，整个系统

水总量为 １６０００Ｋｇ，后期无水加入。 仿真时用

户随机请求产生方式为：以二进制方式读取压

缩文件指定位置，每次取出 ５ 字节，分解出请求

时间，请求楼层，去往楼层，负载重量，采用压缩

文件是由于压缩文件基本无重复数据，本次试

验使用的压缩文件为 Ｌｉｎｕｘ 系统摄像头驱动

包：ｇｓｐｃａ－２．１３．６． ｔａｒ． ｇｚ，分别在文件 １ ／ ３，１ ／ ２，
２ ／ ３ 处开始读取数据产生用户请求，进行 ３ 次

仿真试验。
联邦成员中状态显示成员收集所有信息并

显示仿真数据，显示界面如图 ５。 其中，ｓｔｅｐ 为

当前仿真步， ｒｅｑｕｅｓｔ 为当前电梯请求序号，
ｃｏｎｓｕｍｅ 为电梯系统功耗，括号内为各曳引模

块功耗，ｗａｔｅｒ＿ｉｎ 为进入轿厢或对重的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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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仿真界面

ｗａｔｅｒ＿ｏｕｔ 为离开轿厢或对重的水质量，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ｔｅ 为离开电梯系统的水质量，最左列数据为

楼层编号，中间 ｗａｔｅｒ 为各楼层水量，最右列数

据 ｂｕｒｄｅｎ 为楼层等待中的负载，图中大黑矩形

代表电梯，右边的数据从上至下分别代表负载

及水的质量，小黑矩形代表对重，右边数据代表

对重内水质量，其中功耗单位为瓦∗时，水及负

载质量单位为 Ｋｇ。
仿真运行后收集数据如图 ６ 所示。 其中第

一张图记录电梯系统排水情况，坐标轴左边数

值代表排出电梯系统的水质量，单位为 Ｋｇ，坐
标轴下方数据代表仿真时的用户请求数量，单
位为次，３ 条线分别记录 ３ 次仿真的数据，测试

时发现用户请求执行到 １００ 次左右系统几乎排

出所有水，因此仿真时用户请求次数最多设为

１００，每一次测试都是独立的，例如 ３０ 次用户请

求并不是简单在 ２０ 次用户请求的基础上再加

１０ 次，而是全新的 ３０ 次用户请求。 其余三张

图记录常规电梯和新型节能电梯的功耗情况，
坐标轴左边数值代表电梯系统功耗，单位为瓦

∗时，坐标轴下方数据同第一张图，３ 张图分别

记录 ３ 次仿真的数据。

图 ６　 仿真数据

　 　 从数据中，可以得出以下关于电梯的结

论：１，在给定条件下，新型节能电梯系统在完

成 １００ 次用户请求后系统水箱内基本无水，如
果不补水将失去节能功能，但 １００ 并不是极限

值，如第 ３ 次仿真结果就显示 １００ 次请求后系

统内仍有近 １ ／ ３ 的水；２，在给定条件下，新型节

能电梯系统的功耗仅为常规电梯系统的一半

左右，而当电梯系统内水较多时其功耗甚至不

到常规电梯系统的 １ ／ ３，因此该节能方案是有

明显效果的。 以上数据及结论是在水箱无后

续补充水的设定下得到的，如果在仿真时随机

对水箱进行补水，则该电梯系统可以表现的更

好。
仿真运行时，各联邦成员会实时显示出同

其它联邦成员的交互信息以及自身的状态变

化，清晰的展现了整个电梯系统运行的细节。
在 １６５０ 次用户请求的仿真过程中没有出现断

开连接或仿真中断的问题，仿真界面流畅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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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电梯系统运行时的状态，并最终获取了新

型电梯和常规电梯运行的所有数据，此电梯仿

真系统是可用并非常稳定的。

３　 结语

本文介绍了 ＨＬＡ 仿真在新型节能电梯研

发中的应用，通过建立基于 ＨＬＡ 的电梯仿真系

统，对一个新型节能电梯方案进行了仿真，并
得出结论该新型方案在设定情况下有效。 利

用电梯、控制器、用户请求模拟模块之间的交

互以及联邦成员的重用展现了 ＨＬＡ 仿真的特

点，即仿真对象间的互操作性和可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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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Ｋｉｎｅｃｔ 的室内环境建模方法研究

徐连瑞１，张锦明１，２∗

（１． 信息工程大学，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２．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本文介绍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的基本成像原理，利用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为数据获取平台，获取室

内环境颜色及深度数据，转换成空间坐标系下对应三维坐标，再调用点云库对室内环境

进行点云模型构建。 之后获取深度数据与．ｐｃｄ 点云文件，使用像素滤波和时间帧加权方

法对点云模型进行降噪处理，同时利用显著性评价模型对降噪成果进行分析对比，得出

结论：客观评价下质量损耗相比于降噪之前与单一降噪方法分别有了 １．９４％、２．４１％、４．
７３％的下降，点云信噪比同之前分别有了 ０．０３、０．０７、０．１３ 的提升，验证了像素滤波与时间

帧加权方法对于点云降噪的有效性，并通过不同场景对比分析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在构建室内环

境时的性能优缺点，并对过程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做出说明。
索引关键词：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　 环境构建　 像素滤波　 时间帧加权

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 ＲＧＢ－Ｄ 摄像头的不断发展

及 ＲＧＢ－Ｄ 数据获取设备价格的不断降低，相
较于大型激光扫描设备的成本高昂、操作复

杂，廉价易操作的 ＲＧＢ－Ｄ 相机在室内环境建

模这一领域发展迅速［１］。 计算机视觉领域对

图像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也使得二维图像在

构建点云方面凸显出较多问题，遮挡、光照、阴
影变化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干扰使得图像的可

视化效果变差。 而多维空间中的深度信息能

够解决纹理梯度、纹理特征、环境模糊程度及

物体完整性等因素带来的缺点［２］，高效准确的

匹配出深度数据。 基于这一点，利用深度图像

对室内环境进行快速准确的数字化点云建模

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在模式

识别、环境认知、辅助决策和逆向工程等领域

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将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采集的颜色及深度数据经

过标定转换到三维坐标系下，利用点云构建室

内环境模型，帮助人类和机器快速、高效、准确

的认知室内环境，提供空间几何定位信息，是

现阶段完成各种非接触性室内探测任务的主

要手段。 现如今提高点云模型质量主要途径

是先利用棋盘格角点对相机进行标定，完成从

单应性矩阵到相机内外参数矩阵系数的确定，
并利用最大似然估计准则对所求参数进行优

化，之后将颜色与深度数据转换成三维坐标，
利用点云库进行显示分析，最后使用不同的滤

波方法对点云进行后期处理，删除明显的离群

点，填充因深度数据匹配不一致产生的空白区

域，以此达到更好的可视化效果，并可以直接

构建并显示可量算的三维数字化点云模型，有
助于智能机器人认知客观环境，在提高大型公

共场所的服务和管理效率、助力博物馆等文化

设施的参观服务、建筑施工领域的效率提升和

成本降低、无缝连接室内外 ＥＲＰ 软件等各个领

域都有广泛应用。
但现有的室内环境点云模型构建仍存在 ３

个主要问题：
（１） 用 Ｋｉｎｅｃｔ 采集被测场景时，存在其他

无关物体的干扰，扫描得到的点云存在大规模

噪声点，导致所获得的点云杂乱无章，数据量

庞大，部分信息存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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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由于设备扫描获得的点云数据是海量

的，一旦扫描获取到数据，计算机就会分配相

当大的内存资源构建所需要的点云模型，使得

计算机存储资源利用率降低［３］。
（３） 被测环境内物体几何外形多种多样，

且有些物体自身表面存在遮挡，扫描设备对遮

挡部分的形状无法获取颜色与深度数据，转换

重建的三维点云并不是完整的数据模型。
综上，基于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构建室内三维点云

模型的技术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改进的地方。
本文拟通过对 Ｋｉｎｅｃｔ 设备的成像原理、点云模

型构建、点云降噪等问题进行研究，为 ＲＧＢ－Ｄ
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提供新的参考方法。

２． 室内点云构建

２．１　 Ｋｉｎｅｃｔ 设备介绍及原理

实验中使用的微软公司 Ｋｉｎｅｃｔ Ｆｏｒ ＸＢＯＸ
ｏｎｅ 是一款体感游戏感知设备的主机，利用它

可以获取周边现实环境的颜色与深度数据。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左边是红外发射器，中间是彩色摄

像头，右边是红外接收器，深度数据则由左右

两个红外摄像头通过接受发射后返回的红外

线来判定获取。

图 ２－１　 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机

图 ２－２　 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机内部结构

成熟于 ２１ 世纪初的以色列光编码（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ｄｉｎｇ）技术是 Ｋｉｎｅｃｔ 成像的主要特点。 这种

技术不同于传统的利用结构光谱进行实际测

量，而是通过连续的光照来实现，其优点在于

降低了硬件成本，摆脱了对特质感光芯片的依

赖作用。 实际使用时，这种射出的连续光源不

断的给空间编码，标记被辐射的物体且不会有

重复，原因是激光散斑具有随机性，在空间点

上形成的图案没有规律，空间中任意位置的散

斑都有不同的形状特性，方便判别相异点。 因

此如果在空间中被打上这样的结构光谱，那么

就等于标记了整个空间，空间内再出现与之前

不同的地方，红外摄像机会重新识别新的物

体，通过不同的散斑图案和之前对比就能判别

物体的具体位置，从而获得新出现的点的深度

与颜色信息。
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机主要的 ＲＧＢ－Ｄ 数据来源是

相机视角内的物体与空间，一组实时的颜色帧

组合就会形成颜色数据流，并且带有颜色信息

和亮度信息的像素都同时包含在了对应的颜

色帧之中。 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机在扫描被测环境时，
实时捕获到的深度帧组合形成了深度数据流，
深度数据形成的同时深度像素都包含在每一

个深度帧中，其中的每个像素都包含两类重要

信息，一个是深度信息，另一个是物体索引信

息。 不属于任何物体的像素用 ０ 表示，并且每

个像素都在二进制中占 １６ 位，即 ２ 个字节。

图 ２－３　 深度数据结构

２．２　 数据预处理

在实验中使用微软官方提供的 ＳＤＫ２．０ 进

行数据获取，其中会有许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

源供选择，需要根据数据源处理特性结合自己
的实验目的进行选取。 每种类型数据都同时

拥有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ａｄｅｒ、Ｆｒａｍｅ３ 个基础类，其主要

功能是打开深度数据的传输通道，进行深度数

据 的 预 读， 打 开 传 输 通 道 后， 再 调 用

Ｇｅｔ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ｅｎｓｏｒ 函数，打开预留的设备通道，设
置 传 感 器 的 相 关 参 数， 之 后 调 用 ｇｅｔ ＿
ＤｅｐｔｈＦｒａｍｅＳｏｕｒｃｅ 函数进行深度数据的读取。
处理数据要调用 Ｂｕｆｆｅｒ 类中的函数将数据复制

到数组中去统一处理，一个函数包含两个信息

参数，第一个信息反馈数据变化，第二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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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数据数组指针。 当函数处理成功就会返

回到相应的处理数组中去，其实际意义就是记

录物体上的像素点与 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头之间的位

置信息，并且在完成这次获取后，直接进行数

据存储。
通过 Ｋｉｎｅｃｔ 直接获取到室内环境颜色与

深度数据仍属于原始数据，在使用之前还需要

将 ＢＧＲＡ 类型的彩色数据存入 ｂｙｔｅ［ ］类型数

组中，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这种做法有两个

优点，一是可以减少计算量，二是可以减少内

存中的冗余；深度数据为二进制 １６ 位 ｓｈｏｒｔ 型，
统一将数据存入 ＤｅｐｔｈＩｍａｇｅＰｉｘｅｌ［ ］类型的数

组可以保证数据类型不混乱并可以对数据进

行批量处理。
２．３　 点云构建

在完成点云数据预处理工作后，接下来就

是核心的点云构建与显示。 点云构建最关键

的问题是将颜色数据与深度值通过空间映射

与融合转换成现实三维坐标系下的坐标，实现

原始数据到精确坐标的转换。 第一步首先将

Ｋｉｎｅｃｔ 获取的颜色与深度数据转换成空间三维

坐标系下的数据， Ｋｉｎｅｃｔ 红外摄像机镜头法向

量为 ｚ 轴正方向，获得的深度值在实际坐标空

间中就是 ｚ 值， ｘ、ｙ 只是深度值的索引，还需进

行换算；第二步是完成 ｘ、ｙ 与 ｚ 关系的换算，其
换算的基础是原始图像像素点位置与这一点

深度数据的对应关系，深度值的索引会直接指

向这一点实际的深度数据：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ＸｔｏＺ ＝ ２ｔａｎ（α ／ ２）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ＹｔｏＺ ＝ ２ｔａｎ（β ／ ２）

　 　 第三步需要关联 ｘ、ｙ 与原始数据，再解算

出 ｘ、ｙ、ｚ 的值与水平视角 α 、垂直视角 β 的关

系，比较 ｘ、ｙ、ｚ 值与对应像素点的映射关系后，
通过反向运算可以计算出一点在三维坐标系

下真实的 ｘ、ｙ 值：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Ｘ ＝ ｘ ／ ｏｕｔｐｕｔＭｏｄｅ．ｎＸＲｅｓ － ０．５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Ｙ ＝ ０．５ － ｙ ／ ｏｕｔｐｕｔＭｏｄｅ．ｎＹＲｅｓ

　 　 第四步进行三维坐标系下 ｘ、ｙ 值的求解，
通过之前定义及像素点与坐标的换算关系，确
定图像底线在 ｘ 轴线上，获取到的深度值在空

间三维坐标系下就是对应的 ｚ 值，通过已经解

算出的 ｘ、ｙ 分别与 ｚ 的对应关系进行数据的直

接计算，最后调用点云库进行点云的构建与显

示：
ｘ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Ｘ　 ∗ Ｚ ∗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ＸｔｏＺ
ｙ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Ｙ　 ∗ Ｚ ∗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ＹｔｏＺ

３． 点云降噪处理

利用 Ｋｉｎｅｃｔ 获取室内数据，至今仍受到许

多硬件设备的掣肘，直接导致获取的深度数据

在构建点云时会出现大量噪声点，一般有两

类，第一类为常规图像噪声，随机性较强，每次

出现的形式不确定，判别处理起来困难；第二

类噪声为缺失数据噪声，原因是红外线经过物

体表面产生物理反射的同时，会在物体表面留

下散斑， 散斑具有较高的随机性，无法直接被

模仿，受室内部分物体遮挡等，加上随机性存

在，导致反射散斑的消失，无法获取物体上点

的深度信息。
３．１　 图像滤波

对于深度值为 ０ 的噪声点，采用像素滤波

这一方法，参考空间滤波方法的骨架结构，在
滤波算法中填充所针对的平滑数据的算法，以
此来剔除特定的噪声点。 其主要过程是将深

度值为 ０ 的像素点作为关注对象，这个像素周

围像素对应的深度值是重要参考依据。 滤波

器以深度值为 ０ 的点为中心进行设置，同时添

加内层查询和外层查询，这样的好处是避免需

要查找的像素点过多直接溢出；然后筛选，找
出所选区域内深度值非零的像素点，完成判定

之后，在内层外层统计不同类型像素数量总

和，再将非零像素个数与根据实际环境设定的

阈值进行差值计算，在阈值范围内的点保留，
范围外的使用滤波器过滤。 开始使用 ３∗３ 的

矩阵，但随着处理的点数目增多，处理后的图

像会变模糊，因为边界定义查询的数目过少，
对部分边界点的判定不充分，导致深度值为 ０
的离群点过滤不足，所以重新定义的循环选择

以候选像素为中心的 ５∗５ 的像素矩阵进行遍

历筛选。 重新定义时在两个边界同时进行查

找，如果在这个阵列内的像素为非零，那么就

记录这个深度值，并将其所在边界的计数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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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计数器高过设定的阈值，那么就将取

滤波器内统计的深度值的众数（频度最高的那

个深度值）应用于候选像素上。 检查操作像素

的位置是否超过图像边界，得出的结果只需选

取非零量并计算每个深度值的频度，如果已经

记录过这个深度，就将这个深度对应的频度加

１，如果没有记录这个深度，那么就在表中添加

这个数值的记录，最终确定是内外哪个边界内

的像素不为零，相对应计数器加一，所有操作

完成之后，如果计算得出的像素深度值不为 ０，
就继续保持原来的深度值，最终通过以上操作

就可以剔除大部分深度值为 ０ 的噪声点，提高

生成点云的质量。

图 ３－１　 矩阵示意图

图 ３－２　 ５∗５ 矩阵

３．２　 时间帧加权

经过多次实验，发现经常会出现由随机噪

声引起的闪动效应，即图像上某一点像素对应

的深度信息一直在波动，这种噪声的出现主要

是由于深度值与像素位置不匹配导致的，所以

在改进过程中主要将获得的帧与时间匹配。
主要做法是确定当前深度帧，再获取前 Ｎ 个深

度帧进行存储，不同的深度帧根据与时间的匹

配关系设定权值，时间与帧的匹配默契度越

高，对应权值越大，表示应给予这一帧更高的

关注度，时间与帧的匹配默契度越低，对应权

值越小，表示这一帧需要的关注度更低。 赋完

所有权值后，将这些深度帧加权平均得到新

值，重新加载到每一帧数据里。 需要先把前 Ｎ
个深度帧编到处理队列中，再计算各个深度值

像素的总和并初始化，将选定的前 Ｎ 帧插入处

理队列中，然后在队列中加入获取当前的一帧

更新，一直保证当前的这一帧是在最新的时间

内获得的，当队列中存满 Ｎ 个帧和一个当前帧

时，直接用整型 ｉｎｔ 定义权值分子为 ｃｏｕｎｔ，创建

一个新的深度图，每个像素位置上储存前 Ｎ 帧

加当前帧深度值加权之和，依次处理每行中的

每个像素，所有处理完成后，将新的深度帧加

上深度加权的平均值，再带入点云中进行生

成。 这种处理方法参考高斯滤波来实现，其本

质是平均加权的过程，主要和图像中像素点的

空间位置相关，适用于大多数空间域与频率

域，滤波效果明显，能筛选出较多深度信息缺

失或错误的离群点，但在实际赋值时要考虑被

加权帧的像素大小是否出现变化，避免深度值

的波动降低可视化效果。
３．３　 效果评估

在完成室内点云构建与降噪滤波处理后，
使用普遍认可的显著性点云评价技术对点云

模型的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基于显著性的评价

充分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以计算出的空间

某一点法向量及其邻域点法向量的值作为该

点显著性评判依据，结合未处理前对应点的显

著性评价数据得出结论。

图 ３－３　 向量夹角示意图

其主要原理是如果点云模型表面粗糙且

有较多离群点，则对应相邻点法向量之间的夹

角就越大，相反，如果表面光滑，离群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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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夹角取值范围就接近 ０ 或 １８０ 度，显著性

越高的点与其相邻点夹角的正弦值越接近 １，
显著性低的点夹角的正弦值越接近于 ０，其中

Ｒ 值不同会直接影响包含在邻域中的点的个

数，导致计算得到的点的显著性不同，模型中

零显著性区域为光滑平面，删除点后对人视觉

影像效果不大，而凹凸面上的点对人的视觉影

像效果较大；另一个所需要计算的参数是信噪

比，为了使实验结果有更明显的数据效果，在
深刻解析二维图像信噪比定义后，显著性质量

评价重新定义了一种三维点云信噪比计算方

法。 ｘ 坐标的均方差计算如下：

ｅｘ（Ｐ，Ｑ） ＝ 
ｎ

ｉ ＝ １
（ ｆｘｉ － ｆ′ｘｉ） ／ ｎ

式中，ｆ 和 ｆ’代表两个点云各坐标分量的值，ｎ
为点云模型的点数，ｘ 方向上计算公式为 ：

Ｒｘ（Ｐ，Ｑ） ＝ １０∗ｌｇ［Δ ｆ２ｘ ／ ｅｘ（Ｐ，Ｑ）］
取各坐标分量的峰值信噪比平均值作为最后

峰值信噪比评价结果，计算公式为：
Ｒ（Ｐ，Ｑ） ＝ １ ／ ３（Ｒｘ ＋ Ｒｙ ＋ Ｒｚ）

对比（１）未降噪的点云模型（２）使用像素滤波

器的点云模型（３）使用移动平均加权的点云模

型（４）同时使用像素滤波器和移动平均加权的

点云模型，得出结果如下：

表 ３－１　 点云模型质量损耗结果

模型

编号

主观评价下质量损耗 客观评价下质量损耗 信噪比

最低损耗％ 最高损耗％ 平均损耗％ ０．３ ０．２ ０．１

１ ５３ ７８ ６５．１４２３ ７３．２８ ７３．１１ ７２．９５ １．３２

２ ５０ ７３ ６０．１５５５ ７１．３４ ７０．８８ ７０．５６ １．２６

３ ４９ ７４ ５８．９６５３ ７０．８７ ７０．４９ ７０．３２ １．２２

４ ４６ ７７ ５５．７３５４ ６８．５５ ６８．１４ ６７．９３ １．１９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可知：
（１） 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下质量损耗基本

呈对应关系，说明显著性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２） 使用像素滤波方法在 ０．３，０．２，０．１ 的

损耗系数下客观质量损耗平均降低了 ２．１８％，
使用时间帧加权方法在 ０．３，０．２，０．１ 损耗系数

下客观质量损耗平均降低了 ２．５５％，同时使用

两种降噪方法比未处理之前点云客观质量损

耗平均降低 ４．９０％，验证了两种方法对点云降

噪效果的有效性；
（３）使用像素滤波，时间帧加权及同时使

用两种方法在信噪比上比未处理之前分别有

了 ０．０３、０．１７、０．１３ 的提升，说明降噪方法对噪

声点的消除产生了影响。
以上结论总体上验证了两种方法基本达

成点云降噪目的。

４． 场景对比与结论

为比较 Ｋｉｎｅｃｔ 设备室内环境点云构建效

果，综合评价点云模型在受不同因素干扰下降

噪滤波的质量，总结使用规律，为以后利用

Ｋｉｎｅｃｔ 构建室内环境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建

设性的解决意见，针对性的对四个不同室内场

景进行数据采集，点云构建，降噪滤波，对比分

析工作，得出结论。
第一个选取场景为室内角落，室内角落大

多明显呈现出互相垂直的三线结构，层次结构

清晰，视场内各点与相机实际距离差异较小，
可以充分挖掘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小像素细节处理方

面的能力，附近有墙面，光滑平直，表面基本无

异常凸起点，可以与其他物体形成很好的对

比；第二个选取场景为窗台，窗台周边环境简

单，主体为墙面与镜面，镜面表面光滑，反射率

高，能检验相机在图像捕捉和深度点识别方面

的能力，且在整个平面都平整光滑的前提下，
同时包含墙面、镜面两种反射介质，能对比相

机在同时获取两种常见物体时的异同点，积累

经验；第三个选取场景为走廊，走廊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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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范围大，横向面积小的特点，视场范围内

的深度场景由于摄像头限制会呈现金字塔状，
左右均为墙面，基本无杂物，场景空旷，层次结

构简单，无梯度设置，获取数据单一，考验相机

对平整物体表面像素点的选取；第四个选取场

景为桌椅，桌椅摆放设置具有一定的重复性，

对于 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机反复捕捉类似物体，获取颜

色深度数据造成一定难度，且桌椅摆放都较为

规整，桌上无杂物，因此表面凸起点较少，层次

结构不丰富，桌下桌椅摆放位置物体遮挡作用

明显，能检测相机在有遮挡场景中的实际工作

效果。 实际处理结果如下：

图 ４－１　 角落原始数据及点云图

图 ４－２　 窗台原始数据及点云图

图 ４－３　 走廊原始数据及点云图

图 ４－４　 桌椅原始数据及点云图

　 　 以上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彩色图片、深度

图片、处理前的点云以及处理后的点云，从图

像中可以看出，图 ４－１ 光滑平整墙面的深度数

据采集效果明显没有洗漱架这种结构层次丰

富的物体效果好，出现了部分深度数据缺失和

闪动效应，区域 ２ 中处理后的点云在边缘上有

了明显的修补痕迹；图 ４－２ 中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并不

能对镜面进行很好的判别与处理，导致深度图

像上表现为黑色，缺失深度数据，处理后的区

域 １ 中对于这一区域并不能进行很好的修补，
仍有少部分像素点与深度数据不匹配，窗纱内

网格分布密集，经过的光线反射路线复杂，与
时间不能很好的重合，所以出现处理前后区域

２ 中点云缺失；图 ４－３ 深度图像中间区域大部

分为黑色，主要因为该区域在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的工

作范围之外，无法获取到深度数据，因此在未

处理前的点云模型内可直接计算的点较少，造
成区域 １、２ 中大量点云缺失，利用帧加权后区

２１



域 １、２ 中大多数空白区域得到填充，但由于作

用机理，周围可搜索的点较少，权值依赖性降

低，导致区域 １、２ 中填充的点云都比较粗糙；图
４－４ 由于远点处在探测距离的边界，桌下有许

多物体阻挡光线传播，导致明显的波纹图案，
未处理前区域 １ 中由于物体遮挡光线传播困难

造成空缺较多，处理后区域 １ 在直观上已能看

出修补的痕迹，且再区域 ２ 对点云边缘进行了

平滑处理。
从以上 ４ 个具有不同特点场景构建的点云

情况对比总结，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机在构建室内环境

点云时有如下特点，应在以后的工作中注意规

避和利用：
（１） 拍摄空间的深度范围对于摄像头静止

时构建环境起到很大的影响，要尽量避免构建

区域超出实际使用范围。
（２） 空间内有物体遮挡或表面极其光滑、

能反射图像的物体构建时要注意角度影响。
（３） 相机在正向纵深范围大、空旷的空间

内处理数据效果不明显，在梯度明显、层次细

节丰富的场景内具有很好的构建效果。
（４） 同时捕获类似物体场景时 Ｋｉｎｅｃｔ 相

机仍具有很好的辨别能力，能充分判读物体表

面细节差异。
（５） Ｋｉｎｅｃｔ 相机对粗糙度适中，吸光能力

弱，表面反射角多的物体数据获取能力最强，
深度图像获取效果最好

且从上述场景对比可以得知，像素滤波与

时间帧加权在处理点云、实现点云降噪滤波方

面有着较好的效果，并且能用一些粗糙、匹配

度不高的点云填补无数据导致的模型中产生

的空缺部分，根据场景不同在点云边缘的平滑

处理方面进行优化，提高点云质量与模型的可

视化效果。

５． 总结展望

本文以 Ｋｉｎｅｃｔ 为数据获取与开发平台，利
用到 ＶＳ２０１５、ＯｐｅｎＣＶ、 ｏｐｅｎＮＩ 在搭建完环境

后，获取颜色与深度数据，然后转换到现实三

维空间坐标系下，显示构建点云。 降噪过程主

要采用像素滤波与时间帧加权的方法，筛选出

深度数据为 ０ 的异常点和与时间不匹配的深度

帧和像素点，在点云评价中质量有较大提升；
但在实验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室内环境，降
噪的阈值设定与实验结果都与现实环境有关，
环境光照，布局摆放，阴影效果，物体反射角，
表面粗糙度都会直接影响点云构建与后续降

噪处理，因此，本次实验数据的设定都以实际

场景为准，在运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在后

续的工作中还要继续改进，加入对周边阴影、
光照、粗糙等干扰因素的判断，加强像素滤波

与时间帧加权两种降噪方法的适用性，在算法

上加以改进，提高显著性点云模型质量，进一

步提升降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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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虚拟骑行健身的动感单车数据采集系统

李昕 １， 杨文珍１，周强１，卢水晶２，卢毅２，宋赛赛３，潘志庚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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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骑行可以提高动感单车健身的科学性和娱乐性，本文面向虚拟骑行健身，研
发了一套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动感单车运动数据采集系统，包括骑行速度数据采集和心

率数据采集。 通过光电编码测速方法和霍尔测速方法的对比实验分析，得出光电测速方

法能够更精确和实时地采集到骑行速度数据；通过手握心率检测仪与心率手环的对比实

验分析，手握心率检测仪可以得到精确的心率值，更适用于动感单车健身。 实验结果表

明此系统可以为动感单车虚拟健身提供可靠的运动数据，增强了动感单车虚拟健身的沉

浸感和交互性。
关键词：动感单车；数据采集；虚拟骑行；沉浸感；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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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动感单车健身不受天气、时间、地点和空气污

染等运动条件限制，凭借其安全方便的锻炼方式，
已经成为大众喜欢的运动健身工具之一。 随着科

学健身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人们更加注重骑车

的健身质量和效果，希望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骑

车锻炼身体，实时了解自己的运动状况，适时调整

运动强度，得到最佳的运动效果。
然而，人们在骑着普通动感单车锻炼身体时，

总觉得枯燥乏味、兴趣全无，实在是弃之可惜，食
之无味。 杨勇涛等学者研究表明虚拟锻炼环境对

心境有更好的调节效果，显著改善锻炼者的情绪

水平，更有利于锻炼者的身心健康［１］。 运用虚拟

现实技术，学者们开展了动感单车虚拟骑行研究。
潘志庚等学者开发了自行车虚拟综合训练仿真

器［２］，该仿真器可以模拟真实场地信息，可以反馈

给当前骑行者自己的运动情况。 陈和恩等学者提

出了一种具有健身与娱乐功能的健身车系统［３］，
此系统在保证原有机械式健身车功能设计的前提

下，增加虚拟现实技术、传感器技术和数字信号处

理器控制技术，实现在虚拟游戏环境中的人机交

互。 赵汉理等学者实现了一套采用健身自行车、
Ｋｉｎｅｃｔ 体感摄像头、心率传感器等设备的健身系

统［４］，改善个人健身的娱乐性和有效性。 Ｍｏｋｋａ Ｓ
等学者开发了一套由自行车、计算机和投影仪组

成的虚拟健身系统［５］，当锻炼者在骑行时，可在大

屏幕中的虚拟环境中漫游。
然而，目前虚拟骑行系统普遍存在着沉浸感

弱、场景的运动和身体的运动感知不匹配、场景运

动延时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准确且实时的

获取锻炼者的运动数据，实现与虚拟场景的实时

互动［６］。 因此，本文着重研发动感单车的数据采

集系统，以期能够精确且实时地获取用户的骑行

速度数据和心率数据，并结合 Ｕｎｉｔ３Ｄ 构建的虚拟

场景，用于虚拟骑行健身，提升虚拟骑行的沉浸感

和运动锻炼效果。

３　 动感单车运动数据采集装置

动感单车的运动数据主要包括骑行速度数据

和心率数据，本文开展光电编码测速方法和霍尔

测速方法的对比实验，手握心率检测仪与心率手

环的对比实验，分别选出实时性好且准确性高的

运动数据采集器。
３．１　 骑行速度数据采集

经调查显示，目前大多数动感单车所采用的

速度测量方法有两种：一是光电测速方法；二是霍

尔测速方法。
３．１．１　 光电测速装置

光电测速传感器具有精度准确、响应时间短、
不直接接触被测物体等优点，结构简单，外观简洁

易操作且体积小便于安装［７］。 本文选用槽型光电

传感器（型号为 Ｈ４２Ｂ６），采集用户的骑行速度数

据。 槽的两侧分别装有一个光发射器和一个接收

器。 光发射器发出红外光，在光发射器和接收器

之间没有遮挡的情况下，接收器能接收到光，当光

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有遮挡的情况下，接收器不

能接收到光，光电测速传感器就输出一个脉冲信

号，完成一次计数响应。 光电测速方法需要光电

传感器与光栅盘的配合才能采集到动感单车的车

速。 光栅盘安装于动感单车驱动轮轮毂中心处，
如图 １ 所示，其直径为 ６４ｍｍ，光栅格数为 ５０ 格。

图 １　 光栅盘与光电测速传感器

本文采用增量计数的方式对动感单车的车轮

转速进行采集。 当车轮转动时，光栅盘的光栅交

替遮挡槽型光电传感器光发射器端所发出的红外

光，光电传感器依次输出脉冲信号，则动感单车的

车轮转速 Ｖｒ 计算公式为：

Ｖｒ ＝
１０００ × ｍ
Ｔ × ｎ

（１）

　 　 式中 ｎ 为光栅盘的光栅格数，单位为个，ｍ 为

Ｔ 时间内的脉冲个数，单位为个，Ｔ 为采样时间，
单位为毫秒。

根据动感单车的车轮转速 Ｖｒ，在已知车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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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Ｄ 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动感单车的骑行速度

Ｖｇ 公式计算为：
Ｖｇ ＝ Ｖｒ × π × Ｄ （２）

３．１．２　 霍尔测速装置

霍尔传感器利用霍尔效应的原理，霍尔元件

在磁场中运动产生霍尔电热，把位移信号转换成

电信号。 根据霍尔效应，霍尔元件由半导体材料

制作而成，具有对磁场敏感、结构简单、体积小、响
应时间短、输出信号稳定和使用寿命长等优点［８］。
由于霍尔元件在磁场中运动产生的电势差很小，
所以一般将霍尔元件与放大器电路、温度补偿电

路和稳压电源等集成在一个芯片上，构成霍尔传

感器。
本文选用的 ３１４４ 型霍尔传感器具有电源指

示灯和信号输出指示灯，单路信号输出，灵敏度可

调，电路板输出开关量，可直接联单片机，有磁场

切割就有信号输出等特点。 该霍尔传感器无触发

时，输出低电平，有触发时，输出高电平。 为了能

产生磁场，本文选用了 ３４ 枚磁钢均匀布置在动感

单车驱动轮轮毂处，如 ２ 图所示。 当动感单车驱

动轮转动时，每当磁钢靠近霍尔传感器时会引发

霍尔元件产生由高到低电平的跳变，当磁钢远离

霍尔元件时，霍尔元件产生磁场由低电平恢复到

高电平。 单片机对霍尔元件所产生的测量信号进

行下降沿捕获，得到脉冲信号，进而可算出车轮的

转速。 假设霍尔传感器在一定时间 Ｔ１ 内输出的

脉冲信号个数为 ｗ，即感应到 ｗ 个磁钢数，动感单

车的车轮直径为 Ｄ，可以得到动感单车的骑行速

度公式为

Ｖｈ ＝ １０ × ｗ × π × Ｄ
１７

（３）

图 ２　 霍尔传感器与磁钢配合

３．１．３　 光电测速和霍尔测速的对比分析

针对以上两种测量方法，我们选取了多个对

象进行骑行数据采集实验，要求同一对象在不同

的测速方法下运动状态尽量保持一致，将得到的

数据进行筛选，得到如 ３ 图所示的数据。

图 ３．１　 对象 Ａ 在光电测速时的速度

图 ３．２　 对象 Ａ 在霍尔测速时的速度

图 ３．３　 对象 Ｂ 在光电测速时的速度

图 ３．４　 对象 Ｂ 在霍尔测速时的速度

图 ３　 光电测速和霍尔测速的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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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３ 图可知，光电传感器测量得到骑行速

度数据更加精确而且实时性更好。 因为光电传

感器的光栅格数多并且分布紧密，动感单车车

轮只要转过一个微小的角度就能产生脉冲信

号，就可测得到车速数据，实时性得到了保证。
因此，光电传感器更能准确的反馈出当前用户

的运动状态，更适合于动感动车的骑行速度数

据采集。

图 ４　 手握心率检测仪及其方波信号

３．２　 骑行心率采集装置

３．２．１　 手握心率检测仪

本文选用了型号为 ＳＨ６０１ 的手握心率检测

仪，该手握心率通直流 ２．４Ｖ－５．５Ｖ 电压，具有良

好的抗干扰能力，信号输出稳定。 它可以通过手

柄上的金属电极获取人体手掌上的心电信号，再
经过放大滤波等信号调理后，使心率信号转化为

单片机可以直接测量的方波信号，如图 ４ 所示。
当人体心脏跳动一下，便产生一定宽度的高电

平，最终获得了当前锻炼者的骑行心率［９］。
假设测得两次相邻方波的时间间隔（即两

次心跳的时间间隔）为 Ｔ 毫秒，Ｐ 为瞬时心率

值，单位为次 ／分钟，则可以得到骑行者当前的

瞬时心率计算公式为

Ｐ ＝ ６００００
Ｔ

（４）

３．２．２　 心率手环

脉搏是指随着心脏节律性地收缩和舒张，
动脉管壁相应地出现扩张和回缩，在表浅动脉

上可触到搏动，形成脉搏波。 脉搏波可以反映

人体的血氧饱和度、脉率和心率等信息［１０］。 目

前测脉搏波的手环有很多种，其测量原理也不

尽相同。 本文选用一种光电容积脉搏波方法的

心率手环，其工作原理是基于动脉血液对光吸

收量不同，从而获取脉搏波周期信息。 此手环

由两个 ＬＥＤ 灯 和一个光电传感器组成，ＬＥＤ
灯光通过皮肤和血管后，一部分光被血液中的

氧合血红蛋白吸收和散射，另一部分光会被光

电传感器接收，从而获取脉搏波的信号［１１］。 该

方法计算比较复杂，利用傅里叶变换得到傅里

叶谱，对傅里叶谱进行平滑处理，得到曲线中峰

值点作为心率值。
３．２．３　 手握心率检测仪和心率手环的对比评价

针对手握心率检测仪和心率手环的两种心

率测量方法，我们选取多个对象进行心率数据

采集实验和数据对比，得到如图 ５ 所示的数据。

图 ５．１　 对象 Ａ 手握心率检测仪的心率

图 ５．２　 对象 Ａ 心率手环的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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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　 对象 Ｂ 手握心率检测仪的心率

图 ５．４　 对象 Ｂ 心率手环的心率

图 ５　 手握心率检测仪和心率手环的对比数据

由图 ５ 可知，手握心率检测仪测量得到的

心率数据更加精确，更可以准确的反馈出当前

用户的锻炼状态，从而适合于动感动车的心率

数据采集。 所以，本文选用手握心率检测仪进

行心率数据采集。

４　 动感单车的虚拟骑行实验

为了验证此运动数据采集系统能够准确地

获取用户的骑行速度和心率数据，实时驱动虚

拟场景运动，增强虚拟骑行的沉浸感和科学性，
本文构建了动感单车虚拟骑行的实验环境，并
开展了用户的测试和评价。
４．１　 实验环境的构建

动感单车虚拟骑行的实验环境主要包括动

感单车模块、蓝牙通讯模块和虚拟骑行场景模

块，如图 ６ 所示。 动感单车模块通过光电测速

传感器和手握心率检测仪采集用户的骑行速度

和心率数据，传输给数据采集控制器。 虚拟骑

行场景模块可以通过 ＰＣ 机、平板 ＰＡＤ、虚拟现

实头盔或手机等设备获得用户的运动数据，并
显示和驱动虚拟骑行场景。 蓝牙通讯模块实现

动感单车和虚拟骑行场景之间的数据传递。

图 ６　 动感单车虚拟骑行的数据流程

图 ７　 动感单车虚拟骑行实验

４．２　 实验测试和评价

本文的虚拟骑行场景由 Ｕｎｉｔ３Ｄ 建模，如图

７ 所示，运行在 Ｂｏｘｘ（３ＤＢＯＸＸ ８５００）工作站，通
过巴可 Ｇａｌａｘｙ ＮＷ－１２ 投影机，呈现在 ２．７ｍ∗
９ｍ 的环形屏幕中［１２］。 动感单车为杭州水晶运

动机械有限公司的超静音家用室内动感单车。
我们选择了 ５０ 个对象进行虚拟骑行体验，

并在结束时对他们在骑行过程中的沉浸感与实

时性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实验评价

满意 不满意

总体评价 ４８ ２

沉浸感 ５０ ０

娱乐性 ４９ １

持久吸引力 ４８ ２

画面连续性 ４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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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实验结果可以得出，用户对虚拟骑行

的持久吸引力、娱乐性、沉浸感和画面连续性比

较满意，表明本文研发的动感单车数据采集系

统能够提供可靠的运动数据，增强了动感单车

虚拟健身的沉浸感和娱乐性。

５、 总结

经过实验数据的对比评价，光电测速方法

能够更精确和实时地采集到骑行速度数据，手
握心率检测仪可以采集到更精确的心率数据，
更适用于动感单车健身。 因此，本文采用光电

测速传感器和手握心率检测仪作为数据采集装

置，设计出基于虚拟骑行健身的动感单车数据

采集系统。 此系统与 Ｕｎｉｔ３Ｄ 建立的虚拟场景

相结合，将骑行速度和心率在虚拟场景中呈现

出来，让用户可以实时了解自身的锻炼数据，从
而做出适时的运动强度调整，以达到更好的健

身效果，增强了动感单车健身的趣味性和科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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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女装服饰数字展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吕德生，郭萌，孙煜超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互动媒体设计与装备服务创新文化部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唐朝服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具有着造型独特、色彩丰富、纹样精美

的艺术特征。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服饰的革新，我国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

越来越少，大众也缺少对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的认知，传统服饰正逐渐远离大众的日

常生活。 针对这一事实，本文提出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基础对传统服饰进行虚拟展示，
通过设计并实现一款基于交互设计原则的唐朝女装服饰数字化仿真系统改变大众接受

传统文化的方式，借助文字、图像、动态、音乐完成对唐朝服饰背后的文化精神的表达与

传递，同时通过交互效果实现与用户的沟通。
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唐朝传统服饰；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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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唐朝传统服饰以汉文化为主导思想，以华夏

礼仪为中心内涵，是“锦绣中华”“礼仪之邦”的良

好体现［１］。 唐朝服饰文化以传统服饰文化作为基

础，同时又结合了邻国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元

素，它独特的款式、绚烂的色彩、别致的纹样、精美

的衣料，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点亮了指路明灯。
唐朝服饰承载着中华传统服饰的杰出工艺和美

学，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但我

国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越来越少，
大众也缺少对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的认知，传
统服饰正逐渐远离大众的日常生活。 数字技术的

长足进步为文化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逐渐影响人们接收信息的习惯和方式。 大众愈

来愈不满足于单调的文字传播方式，而是倾向于

图像、动画、互动媒体来接收资讯，对于目前已逐

渐习惯多媒体互动交流学习的受众而言，传统的

传媒方式不能满足求知的需求［２］。 为提高大众对

于传统服饰文化的认知水平，传承和保护传统服

饰，探寻出有效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本文以唐朝

传统女装服饰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数字仿真系

统技术，使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刻内涵得以有

效的传承和发扬。 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数字仿真

系统结合起来，既能对服饰文化进行传播，又能使

大众在娱乐中快速接受文化的传播。 所开发的仿

真系统除了利用精致视觉效果抓住用户的眼球

外，还要充分考虑仿真系统的可操作性及操作难

度系数的问题，统遵循了交互设计的原则［３］，要让

仿真系统既有趣味性又便于操作［４－５］。

１　 唐朝女装服饰数字仿真系统定位

数字仿真系统设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

用户所需，因此在设计之前一定要找准定位。 尽

管我国的服饰本身应该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

传播载体，但近年来西式服饰对中国服饰的影响

日益加深，只有部分少数民族还在坚持本民族服

饰着装［６］。 为使我国传统服饰文化重具生命力，
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宜结合数字媒体技术对服饰

文化的传播方式要作出相应调整。
本研究选取唐朝这一时期的传统服饰作为数

字化内容，是因其最具汉民族传统服饰特点，包含

了我国汉族人民传统的审美意识、人文精神和服

饰纺织工艺多种文化，同时由于唐朝距今已有一

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许多服饰资料没有得到完整

的保存，遗留的文化实物较少。
为保证服饰样貌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本唐朝

女装服饰系统由《簪花仕女图》展开，还原画作原

样，保持画中侍女原有的形态及服饰造型，这其中

包括初唐、中唐、晚唐不同的服饰风格，矢量化处

理服饰的图案元素。 对服饰的还原部分，先在侍

女身形的基础上将衣裙外线描绘出来，再将服饰

纹样通过绘图软件处理后填充到衣服线框中，将
二维平面的服饰资料自然的与侍女结合，使视觉

效果柔和不僵硬。 除服饰元素外，系统中出现的

唐朝女子发型、配饰元素，由书籍记载图例和博物

馆藏文物图结合，保证系统中所展示的元素均为真

实可考证的，另外对图像进行适当处理，使系统中

的展示元素具有立体效果。 服饰绘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服饰的绘制图

除文化元素的平面化还原外，界面设计也是

非常重要的，仿真系统中的不同界面要保持相对

一致，包括色调、构图、形体等方面，从场景、色彩、
元素等多方面出发来让受众了解中国传统服饰文

化。 仿真系统主页面采用和画纸同色系的裸色，
人物为身着红色石榴裙、外披裸橙色外衫的侍女，
人物和背景色调相统一，展示柜为橙红色木板，打
开会灰色遮罩层，主色调红色和灰色的结合，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敛、含蓄的特点。 展示柜的花

纹为金色，与红色相匹配，满足了炎黄子孙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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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 同时少量的黄色在界面中代表了活力与

精神，从色阶来看，可以借助跳跃的色彩进行搭配

设计以增强服装的饱和度和层次感，使用户能够

集中注意力投入到体验中。 服饰体验界面如图

３－２ 所示。

图 ２　 服饰体验界面

２　 系统技术实现

仿真系统操作流程如图 ３ 所示。
２．１　 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８、编辑器 ＨＢｕｉｌｄｅｒ ７．０．０。
安装 Ｉｏｎｉｃ 和 ＡｎｇｕｌａｒＪＳ，通过 Ｉｏｎｉｃ 创建项目。 创

建好项目后，可以随时在浏览器中打开应用界面

来实时调试，用 ｉｏｎｉｃ ｓｅｒｖｅ－ｌａｂ 命令来展示 Ｉｏｎｉｃ
项目，可以同时通过运行两个面板，能够在 ｉＯＳ 和

Ａｎｄｒｏｉｄ 移动端实现展示上的不同效果。
２．２　 仿真系统框架逻辑

在服饰展示部分，打开柜子点击服饰元素的

缩略图后，所选的服饰图样会更换在侍女身上，完
成换装效果。

ＭＹＭｓｃｏｐｅ．ｃｈａｎｇｅＣｌｏｔ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ｃｏｎｓｏｌｅ．ｌｏｇ（ｔｙｐｅ）；
　 ｉｆ（ ｔｙｐｅ＝ ＝＂ ｃｈｕｔａｎ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ｙｌ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ｅ ＝ ＇ ｕｒｌ （ ． ／ ｉｍｇ ／

ｃｈａｎｇｅｃｌｏｔｈ ／ １．ｐｎｇ）＇；
　 ｝
　 ｉｆ（ ｔｙｐｅ＝ ＝＂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ｙｌ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ｅ ＝ ＇ ｕｒｌ （ ． ／ ｉｍｇ ／
ｃｈａｎｇｅｃｌｏｔｈ ／ ２．ｐｎｇ）＇；

　 ｝
　 ｉｆ（ ｔｙｐｅ＝ ＝＂ｗａｎｔａｎ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ｙｌ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ｅ ＝ ＇ ｕｒｌ （ ． ／ ｉｍｇ ／

ｃｈａｎｇｅｃｌｏｔｈ ／ ３．ｐｎｇ）＇；
　 ｝
｝

服饰的详解与图案填充部分，分为三个板

块，每个板块有不同时期的人物形象，左右滑动

可切换到不同服饰的详细介绍。 用户可根据自

己的喜好对空白服饰进行填充。
＄ ｓｃｏｐｅ．ｃｈｕｔａｎｇＴａｇ＝ ｆａｌｓｅ；
　 ＄ ｓｃｏｐｅ．ｔａｂＮａｍｅｓ＝ ［ ＇形象 ＇， ＇详解 １＇， ＇详解 ２

＇］；
　 ＄ ｓｃｏｐｅ．ｓｌｅｃｔＩｎｄｅｘ＝ ０；
　 ＄ ｓｃｏｐｅ． ａｃｔｉｖｅＳｌｉｄｅ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 ／ ／点击

时候触发

　 ＄ ｓｃｏｐｅ．ｙｉｆｕＴａｇ＝ ｆａｌｓｅ；
　 ＄ ｓｃｏｐｅ．ｓｌｅｃｔＩｎｄｅｘ＝ ｉｎｄｅｘ；
＄ ｉｏｎｉｃＳｌｉｄｅＢｏ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ｌｉｄｅ（ｉｎｄｅｘ）；
　 ｝；
　 ＄ ｓｃｏｐｅ．ｓｌｉｄｅ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 ／ ／滑动

时候触发

　 ＄ ｓｃｏｐｅ．ｙｉｆｕＴａｇ＝ ｆａｌｓｅ；
　 ＄ ｓｃｏｐｅ．ｓｌｅｃｔＩｎｄｅｘ＝ ｉｎｄｅｘ；
　 ｝；
＄ ｓｃｏｐｅ．ｐａｇｅｓ ＝ ［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 ｃｈｕｔａｎｇ ／ ｃｈｕｔａｎｇ＿ｔａｂ＿

０３．ｈｔｍｌ＂ ，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 ｃｈｕｔａｎｇ ／ ｃｈｕｔａｎｇ＿ｔａｂ＿０１．ｈｔｍｌ＂ ，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 ｃｈｕｔａｎｇ ／ ｃｈｕｔａｎｇ＿ｔａｂ＿０２．ｈｔｍｌ＂ ］；｝

＄ ｓｃｏｐｅ．ｇｅｔＲｕｆｕ＝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ｄ） ｛ ／ ／更换儒服

　 ｃｏｎｓｏｌｅ．ｌｏｇ（ｉｄ）；
　 ＄ ｓｃｏｐｅ． ｉｍｇＴｉａｎｃｈｏｎｇ ＝ ＂ ． ／ ｉｍｇ ／ ｙｉｆｕｔｉａｎｃｈｏｎｇ ／ ＂

＋ ＂ ｒｕｆｕｔｉａｎｃｈｏｎｇ＿＂ ＋ ｉｄ ＋ ＂ ．ｐｎｇ＂ ；
　 ＄ ｓｃｏｐｅ．ｙｉｆｕＴａｇ＝ ｔｒｕｅ；
　 ＄ ｔｉｍｅｏｕ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ｍｙＰｏｐｕｐ．ｃｌｏｓｅ（）；
　 ｝， ２００）；｝；
ＭＹＭｓｃｏｐｅ．ｇｅｔＱｕｎｚｉ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ｄ） ｛ ／ ／更换裙子

　 ｃｏｎｓｏｌｅ．ｌｏｇ（ｉｄ）；
　 ＭＹＭｓｃｏｐｅ． ｉｍｇＴｉａｎｃｈｏｎｇ ＝ ＂ ． ／ ｉｍｇ ／

ｙｉｆｕｔｉａｎｃｈｏｎｇ ／ ＂ ＋ ＂ ｑｕｎｚｉｔｉａｎｃｈｏｎｇ＿＂ ＋ ｉｄ ＋ ＂ ．ｐｎｇ＂ ；
　 ＭＹＭｓｃｏｐｅ．ｙｉｆｕＴａｇ＝ ｔｒｕｅ；
　 ＭＹＭｔｉｍｅｏｕ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ｍｙＰｏｐｕｐ．ｃｌｏｓｅ（）；　 ｝，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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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仿真系统操作流程

３　 系统的功能要求

数字仿真系统分为四个模块，开始模块为

《簪花仕女图》中簪花侍女的动态展现，画面场

景保持了原有的真实性，并赋予画中静态的人

物以动态，激发用户在产品中继续体验的的好

奇心。 开始入场效果如图 ４ 所示。
第二模块为服饰的还原与介绍，侍女人物

换为《簪花仕女图》中手抚衣衫的侍女，场景滑

出木柜，木柜的不同隔层分别表示服饰、发型、
发饰、配饰，点开柜子抽屉，会出现三个不同的

展示柜，里面陈列出不同的造型元素，旨在对

唐朝独特的服饰文化进行科普和传播，如图 ５
所示。

第三模块为换装，当用户长按展示柜中的

服饰元素时，该元素会换置在抚衣的侍女身

上，这一模块赋予平面静态的矢量化元素以立

体效果，使用户能够更加清晰看到服饰的造型

形态、图案纹样，能看出服饰的垂感、发型的立

体感，增强与用户的交互性，如图 ６ 所示。

图 ４　 开场侍女动效静态图

第四模块进入到服饰的具体构造介绍界

面中，将襦服、裙、帔帛、外衫、半臂五中衣服形

态的剪裁图展示出来，用户可以点击空白的线

描服饰，弹出的悬浮窗会有三种不同图案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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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服饰介绍界面

图 ６　 侍女换装

择，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空白服饰进行填充，
如图 ７ 所示。

４　 结论

唐朝女装服饰数字展示系统遵循了交互

设计的原则，并且符合了现代互动新媒体装置

发展的需要，利用 Ｈｂｕｉｌｄｅｒ 进行编码，结合

Ｉｏ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ｇｕｌａｒＪＳ 实现系统的美观性

和交互体验，保证其完整可操作。 唐朝女装服

饰数字产品的设计既能提供用户的娱乐需求，
还可通过唐朝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与

图 ７　 服饰的结构详解及填充

现代科技的相互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

地传播了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 在新媒体时

代下，这种方式的设计，利用了新媒体的积极

开放的潜能，展现了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无穷

魅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缺憾，为大范围内的文化共享提供了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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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在老年跌倒预防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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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跌倒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治

未病的理念下，预防老年跌倒的意义远大于跌倒后的干预。 本文主要对虚拟现实技术在

老年跌倒预防中应用领域、应用现状、工作机制及优势进行了综述，并探讨了其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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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９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ａｌ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ｈｅｎ Ｍｅｉ－Ｌｉｎｇ１） ２） 　 Ｐａｎ Ｚｈｉ－Ｇｅｎｇ３）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ｗｅｎ ４） 　 Ａｎ Ｈｕｉ１） 　 Ｔａｎｇ 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３６，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１４０２）

３）（ ＤＭ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１３）
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ａｌ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ｏｓｔ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ａｌ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Ｆａｌｌｓ； Ｆ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ｌｌ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１　 引言

跌倒是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结果显示，≥

６５ 岁老年人跌倒死亡率为 ５０．０２ ／ １０ 万，因跌倒死

亡是该年龄人群因伤害致死的第一位死因。 另据

国外研究数据显示，在≥６５ 岁的老年人中，每年

有 １ ／ ３ 的老年人有过跌倒经历，在≥８５ 岁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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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跌倒比例达到了 １ ／ ２［１］。 意外跌倒和跌倒

损伤的概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它会导致

死亡、残疾、生活质量下降、个人及社会医疗支出

增加等问题。 跌倒预防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

的公共卫生挑战［２］。 所谓“上工治未病”，预防老

年跌倒，其意义远大于跌倒后的干预。 随着科技

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技术开始用于老年康复领域，
其中以虚拟现实技术最为典型。 虽然虚拟现实技

术早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就开始应用于娱乐应用，但
是直到 ９０ 年代才开始用于康复领域。 ＶＲ 技术通

过提供精确的测评、辅助、监督、训练等技术，保证

了运动康复训练的趣味性和有效性、患者参与康

复训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克服了传统运动训练

的局限。 本文就虚拟现实技术在老年跌倒预防中

的应用综述如下。

２　 虚拟现实技术和老年跌倒概述

２．１　 虚拟现实的概念、特点及分类

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ＶＲ）是指采用以

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段生成的逼真的视

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一体化的虚拟环境，
用户借助一些特殊的输入输出设备，采用自然的

方式与虚拟世界的物体进行交互，相互影响，从而

产生亲临真实环境的感觉和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

具有以下特点，即想象性（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交互性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和沉浸性（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３］。 想象性

是指通过虚拟技术可以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思

维最大程度的显现出来。 交互性是指参与模拟者

可以通过模拟设备实现人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完整

交流互动。 沉浸性是指通过模拟，可以让参与者

有更好的投入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虚拟的环

境当中，感觉身临其境。 ＶＲ 技术在沉浸水平上

可分为三类：沉浸式、非沉浸式和半沉浸式［４］。 常

见的沉浸式输出设备有外接式头戴显示器、一体

式头戴显示器、头戴手机盒子等，输入设备有游戏

手柄、手势识别设备、动作捕捉设备、跑步机、方向

盘等。
２．２　 老年跌倒的主要危险因素及测量工具

跌倒（Ｆａｌｌ）是指突发的、不自主的、非故意的

体位改变，倒在地上或更低的平面上。 跌倒的主

要危险因素有肌力下降、感觉系统受损、相关疾

病、维生素 Ｄ 缺乏、混杂用药、居家危害等［１］。 ①

肌力下降。 肌力，尤其是下肢肌力的下降是一个

引起老年人跌倒具有临床与统计学意义的最重要

也是最直接的危险因素［５］。 ② 感觉系统受损。
感觉系统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前庭和本体感觉。
它们对于维持人在站立或者行走过程中的身体平

衡是非常重要的，其中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本体感

觉尤为重要［６］。 ③ 相关疾病：关节炎、糖尿病、视
力障碍、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跟跌倒风险

的增加有关［７］。 ④ 维生素 Ｄ 缺乏。 维生素 Ｄ 的

缺乏与肌肉力量下降显著相关，维生素 Ｄ 缺乏的

老年人有更高的跌倒、骨折、甚至残疾的风险［８］。
⑤ 混杂用药。 许多研究已证明同时服用多种药

物是导致跌倒发生的危险因素，服用精神类药物

与发生跌倒显著相关，尤其是镇静催眠药、降压药

和抗焦虑抑郁药会影响精神、意识和步态等使跌

倒的发生率增加。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环境因素、
近期跌倒史、害怕跌倒、性别等都是老年跌倒的危

险因素［１］。
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功能性评估量表对跌倒风

险进行评价，如计时起立行走测试（ＴＵＧＴ）、Ｂｅｒｇ
平衡量表（ＢＢＳ）、跌倒功效量表（ＦＥＳ）、特异性活

动平衡自信量表（ＡＢＣ）、Ｔｉｎｅｔｔｉ 平衡与步态量表

（Ｔｉｎｅｔｔｉ ＰＯＭＡ）、活动步态指数（ＤＧＩ）、四方步测

试（ＦＳＳＴ）、功能性步态评价（ＦＧＡ）等［９－１１］。

３　 虚拟现实技术用于老年跌倒预防

的主要领域

３．１　 降低老年跌倒风险的运动训练

肌力下降是一个跌倒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２］。
肌力下降与老年人耐力差，身体不活动，步态过缓

和行动不足有关，下肢肌肉无力会使老年人跌倒

的概率增加 ２－３ 倍［１３］。 传统的运动如伸展、力量

训练、平衡运动和跑步机训练，可以改善老年人的

肌肉力量、平衡、步态和运动功能［１４］。 世界卫生

组织（ＷＨＯ）建议 ６５ 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应该进

行 １５０ 分钟中等强度或 ７５ 分钟高等强度的体力

活动［１５］。 Ｌｉａｏ 等［１６］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得出，基于

ＶＲ 技术的健身游戏和与传统的运动训练在增强

患有帕金森病的老年人的肌肉力量、感觉统合能

力和行走能力具有同样的效果。 在 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
等［９］的研究中，跟传统运动训练组相比，ＶＲ 训练

组显著改善髋关节肌力和平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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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ＶＲ 的运动干预手段主要有：行走训练、
平衡训练、有氧训练、平衡加有氧训练［２］。 图 １ 是

Ｍｉｒｅｌｍａｎ［１７］设计的用于降低老年跌倒风险的跑步

机 ＶＲ 训练系统。 ＶＲ 系统包括运动捕捉摄像机

和计算机仿真投影到大屏幕上，这是专门为降低

老年人跌倒而设计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

障碍物，老年人需要不断调整步伐才可避免干扰

物。 干预主要通过调节跑步机的速度、训练持续

的时间、虚拟障碍物的尺寸和出现的频率等实现，
参与者行走时戴安全带防止在训练跌倒。

图 １　 基于 ＶＲ 的跑步机训练系统

老年跌倒预防运动干预的 ＶＲ 装置主要有手

持式惯性传感设备（如 Ｗｉｉ）、带有压力传感器的

平衡板（如 Ｗｉｉ Ｆｉｔ）、摄像机运动捕捉系统 （如

Ｋｉｎｅｃｔ）等。 ① Ｗｉｉ 是日本任天堂公司 ２００６ 年推

出的家用游戏主机，已经被一些医生用于损伤的

辅助治疗，但是直接使用 Ｗｉｉ 游戏用于康复训练

会存在难度过高、缺乏对任务定制、分级和定量测

量的问题。［１８］ ② Ｗｉｉ Ｆｉｔ 能够检测使用者产生的

压力，从而得到重量、平衡状态等各方面数据，通
过无线方式与 Ｗｉｉ 主机进行通信。 ③ Ｋｉｎｅｃｔ 不需

要使用任何控制器，它依靠相机捕捉三维空间中

玩家的运动，由于它不需要传统的游戏手柄，所以

可能更适合老年人。 Ｗｉｉ 是早期用于 ＶＲ 运动训

练的最常见设备，现在的 ＶＲ 系统用的比较多的

装置是 Ｗｉｉ Ｆｉｔ 和 Ｋｉｎｅｃｔ［２，１１，１９］。
图 ２ 为基于 Ｋｉｎｅｃｔ 的 ＶＲ 训练系统的体系结

构图。 体系结构主要分为硬件设备、开发接口、应
用程序三个层次。 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 等［９］在研究中使用

了 ７ 款基于 ｋｉｎｅｃｔ 的健身游戏用于老年人的自主

训练。 Ｗｉｅｍｅｙｅｒ 等［２０］ 指出针对老年人开发的健

身游戏需要注意选择适合老年人的游戏、选择合

图 ２　 基于 Ｋｉｎｅｃｔ 的 ＶＲ 训练系统体系结构图

适的 装 置、 设 计 合 适 的 游 戏 强 度 等 问 题。
Ｗｅｂｓｔｅｒ［１１］指出 ｋｉｎｅｃｔ 设备在老年人群中的应用

主要在跌倒监测、跌倒风险降低和疾病的康复训

练。 商业化的健身游戏具有低成本、易扩散等特

点，很适合应用于个人居家环境中。
３．２　 老年跌倒恐惧症治疗

害怕跌倒（Ｆ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Ｆ），也称恐惧跌

倒症，是指在进行某些活动时为了避免跌倒而出

现的自我效能或信心降低［２１］。 跌倒恐惧症在老

年人中非常的常见，普通老年人的患病率为 ２４％
至 ５５％，在有跌倒史的老年人中，患病率提高至

２４％－ ９２％之间。 ＦＯＦ 会引起老年人日后跌倒、
活动受限及躯体功能下降、焦虑和抑郁、生活质量

降低等［２２］。 根据 Ｊｕｎｇ 等的 Ｍｅｔａ 分析，ＦＯＦ 的传

统干预方法主要通过运动训练、髋部保护装置、联
合干预等［２３］。 这些干预方法主要侧重于对跌倒

恐惧的平衡维度，而不考虑心理维度。 Ｌｅｖｙ 等［２２］

认为害怕跌倒是一种焦虑症，应该进行认知行为

治疗。 多 项 实 验 已 表 明 虚 拟 现 实 暴 露 疗 法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ＲＥＴ）是一种治疗各

种心理障碍如陌生环境恐怖症、体像障碍、飞行恐

惧症，特别是治疗战斗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有

用的治疗工具，ＶＲＥＴ 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首先

要解决的评估这些技术在老年群体中的可行性和

耐受性［２４］。
Ｍａｒｉｖａｎ 等［２５］在 ２０１５ 年首次评估了老年人

跌倒后心理康复 ＶＲ 训练系统的可行性和可接受

性。 图 ３ 是他们在专业的心理学家和精神治疗师

指导下设计的用于跌倒恐惧症治疗的 ＶＲ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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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场景中，两边的墙壁会不断往后退，前面没有

尽头，老年人需要通过操纵杆控制虚拟人平稳地

走过长长的走廊。 受试者对该 ＶＲ 系统给出了积

极的反应，ＶＲ 系统的易操作性、真实性、有用性

受到了认可，但是该研究并未对 ＶＲ 技术用于跌

倒后应激障碍的心理治疗效果展开讨论。 Ｌｅｖｙ
等［２２］通过实验评估了融合严肃游戏和 ＶＲ 技术

的 ＶＲ 暴露疗法在治疗跌倒恐惧症的有效性。 有

跌倒恐惧症的老年人被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

组，实验组进行了为期 １２ 周的 ＶＲ 暴露治疗，对
照组采用传统的干预方法。 结果表明实验组的

ＦＦＭ（害怕跌倒测量表）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但
是该研究总样本量比较少（１６ 人），也不是真正的

临床随机对照实验，同时没有解释其潜在机制。

图 ３　 用于跌倒恐惧症治疗的 ＶＲ 场景

４　 虚拟现实技术用于老年跌倒预防的

工作机制和优势

　 　 ＶＲ 技术用于老年跌倒预防的工作机制与用

于康复治疗的工作机制类似，主要包含重复、 反

馈和动机 ３ 个关键环节［２６］。 反复是学会一项运

动最基本的素质，但是仅仅重复的动作是不够的，
还必须获得成功的反馈和体验。 视觉和本体感觉

给予的反馈可以很好的强化练习者中的正确行

为，维持练习者的行动水平和积极性，并且可以得

到很好的成功情绪体验，使其不断的练习最终掌

握。 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重复练习、成绩反馈和

维持动机 ３ 个关键要素的技术手段，与传统运动

训练相比，具体独特的优势。
４．１　 沉浸感提高了运动训练的趣味性和安全

性

　 　 传统康复机构的运动训练受到时间、空间、人

力和费用等方面的限制，而虚拟现实可以不受时

空的限制并且可以提供很强的沉浸感，常用于一

些复杂的、高风险的、高成本的任务训练［２７］。 基

于 ＶＲ 技术的健身游戏不仅可以实现传统运动训

练的效果或者更好的效果，还增加了整个康复过

程的趣味性和安全性，在虚拟环境中老人在运动

中由于失误造成的自身危险性大大降低。
４．２　 及时的反馈和监督增加了参与者的依从

性

　 　 监督和反馈在康复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要，它
会直接影响康复的效果。 Ｐｏｍｐｅｕ 等［２８］ 指出，很
多慢性病的物理治疗指南建议物理康复应该长期

进行，但是因为重复性的物理训练是很乏味的，这
可能会影响病人对治疗的依从性，因此 ＶＲ 训练

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替代。 ＶＲ 技术的反馈即包

括训练时的实时反馈也包括训练后的成绩反馈，
这两种形式的反馈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对结果的知

晓感。 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 等［９］ 比较了在无监督的状态

下，康复机构的老年人传统运动练习与 ＶＲ 技术

的健身游戏在运动量平衡能力提高的差异，结论

是健身游戏练习能够以形式多样的反馈不断激发

并维持老年人重复练习的动机，进而增加了训练

量、提高了平衡能力，它跟传统的自主练习相比，
拥有更大的优势。
４．３　 多重因素干预提高了老年跌倒预防的有

效性

　 　 传统的运动疗法多为单因素干预，而虚拟现

实疗法可以进行运动和认知等多因素的干预，多
重因素干预提高了老年跌倒预防的有效性。
Ｍｉｒｅｌｍａｎ［１７］等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在五个国家（比
利时、以色列、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五个临床

中心进行研究发现，与仅跑步机训练相比，同时改

善机体运动和认知障碍的非沉浸式虚拟现实

（ＶＲ）联合跑步机训练身体跌倒的发生几率更低。
该研究将五个临床中心的 ３０２ 名前 ６ 个月内跌倒

≥２ 次的 ６０－９０ 岁高风险的老年人随机分配为跑

步机训练加 ＶＲ 组和跑步机训练组。 两组患者均

进行为期 ６ 周、每周 ３ 次、每次 ４５ 分钟的训练。
主要结果是在训练结束后的 ６ 个月内跌倒事件的

发生率。 训练前，两组的跌倒事件发生率相似。
训练 ６ 个月后，跑步机训练加 ＶＲ 组患者的跌倒

发生率明显低于训练前，而仅跑步机训练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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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１７］。

５　 存在问题与展望

５．１　 现有研究普遍存在方法学问题

虽然虚拟现实技术用于老年跌倒预防的可行

性、有效性已经得到初步的证实，但是现有研究还

是存在比较大的方法学问题。 文中所列的相关文

献中，纳入的样本量最大的有 ３０２ 人［１７］，样本量

最小的只有 ８ 人［２５，２９］，样本量过低、质量不高是一

个共性的问题［２，１１，１６，１９，２２］。 真正满足随机对照试

验（ＲＣＴ）这个国际上公认为临床防治性研究方法

的金标准的文章非常少，其效果的推广存在一定

的局限；大多数的研究对象是有障碍或疾病的老

年人，纯粹关注健康老人的研究很少［１９］；在 ＶＲ
干预方案的设计上理论依据不足，干预的时间设

置比较随意，干预时间长的有 １２ 周［２２］，短的仅有

１０ 天［９］，缺乏规范化、系统化的跌倒预防的锻炼

措施，锻炼的时间、频率与强度没有规范化的标

准。 未来的研究很有必要进行高质量的实验，以
充分显示各组间跌倒率的差异、跌倒预防的效果、
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等问题。
５．２　 ＶＲ 系统的适老化设计研究不足

老年人对于 ＶＲ 系统的使用跟年轻人相比有

着特殊的需求，比如简单的启动按钮和菜单导

航［１８］、导航速度的调节、随时可以中断或重启游

戏 的 按 钮、 跟 现 实 世 界 密 切 相 关 等［３０］。
Ｍｅｎｄｅｓ［１３］指出患者在进行 ＶＲ 运动训练后学习、
记忆、学习迁移的能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游戏本

身对参与者需要投入的要求、特别是认知方面的

要求，所以在进行基于虚拟现实的运动训练过程

中，游戏本身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Ｌｉａｏ 等［１６］、
Ｍｅｎｄｅｓ 等［１３］、Ｐｏｍｐｅｕ 等［２８］ 人的研究中都使用了

常见的 ＶＲ 健身游戏对老年人进行干预，这些健

身游戏会存在适老化设计不足、康复目的性不强

等问题。 基于老年的 ＶＲ 系统需要健壮且易于操

作的用户界面、科学严谨的康复功能开发，这些系

统的设计需要多学科研究团队的参与，包括工程

师、临床医生、人类学专家和认知心理学等家，以
应付这些 ＶＲ 系统开发工作所带来的挑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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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ＳＩＲＥＮＴＥ ｓｔｕｄｙ ［ Ｊ］．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３１（５）： ６５２－８．

［１３］　 Ｍｅｎｄｅｓ Ｆ， Ｐｏｍｐｅｕ Ｊ Ｅ， Ｌｏｂｏ Ａ Ｍ， ｅｔ 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ｇａｍｅｓ：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１２， ９８（３）： ２１７－２２３．

［１４］　 Ｈｅｒｍａｎ Ｔ， Ｇｉｌａｄｉ Ｎ，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Ｊ Ｍ．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ｉ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ｍｉｎｉ －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１１６
（３）： ３０７－３１８．

［１５］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ｉｒｉｓ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１０６６５ ／ ４４３９９ ／ １ ／ ９７８９２４１５９９９７９ ＿ ｅｎｇ．
ｐｄｆ？ ｕａ＝ １．

［１６］　 Ｌｉａｏ Ｙ－Ｙ， Ｙａｎｇ Ｙ－Ｒ， Ｗｕ Ｙ－Ｒ， ｅｔ ａ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Ｗｉｉ Ｆｉ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９（４）：
１９０－１９５．

［１７］　 Ｍｉｒｅｌｍａｎ Ａ，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Ｌ， Ｍａｉｄａｎ Ｉ， ｅｔ 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ｏｎ －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ｆａｌ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Ｖ － ＴＩＭＥ ）：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６， ３８８
（１００５０）： １１７０－１１８２．

［１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Ｆ， Ａｎｎｅｔｔ Ｍ， Ｂｉｓｃｈｏｆ Ｗ Ｆ． Ｌｅａｎ ｏｎ
Ｗｉｉ：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ｉｉ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ｓ［ Ｊ］．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１５４（１５４）： ２２９．

［１９］　 Ｒｉｂｅｉｒｏ－Ｐａｐａ Ｄ Ｃ， Ｍａｓｓｅｔｔｉ Ｔ， Ｃｒｏｃｅｔｔａ Ｔ Ｂ， ｅｔ

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３（２）．

［２０］　 Ｗｉｅｍｅｙｅｒ Ｊ， Ｋｌｉｅｍ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ｇａｍ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ｐａｎａｃｅａ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９（１）： ４１－５０．

［２１］　 Ｔｉｎｅｔｔｉ Ｍ Ｅ， Ｐｏｗｅｌｌ Ｌ． Ｆ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ｗ ｓｅｌ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３， ４８ Ｓｐｅｃ 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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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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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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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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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Ｐｏｍｐｅｕ Ｊ Ｅ， Ｍｅｎｄｅｓ Ｆ ａ Ｄ Ｓ， Ｓｉｌｖａ Ｋ Ｇ Ｄ，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ｉｎｔｅｎｄｏ Ｗｉｉ？ －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 ［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１２， ９８
（３）：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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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Ｈｓｉｅｈ Ｗ Ｍ， Ｃｈｅｎ Ｃ Ｃ， Ｗａｎｇ Ｓ Ｃ， ｅｔ ａ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ｉｎ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ｆａｌ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２０１４，
２２（１）： ２７－３６．

［３０］　 Ｇｅｒｌｉｎｇ Ｋ，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Ｉ， Ｎａｃｋｅ Ｌ， ｅｔ ａｌ． Ｆｕｌｌ －
ｂｏｄｙ ｍｏ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ｇ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Ｃ］． Ｓｉｇｃｈ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 １８７３－１８８２．

陈美玲，女，１９８２ 年生，在读博

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领域

为治未病与健康管理智能系

统，
Ｃｈｅｎ Ｍｅｉ － Ｌｉｎｇ，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２， Ｐｈ． 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ｍｅｉｌｉｎｇ９２０＠ １６３．ｃｏｍ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作者简介：陈美玲，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五常街道荆山翠谷 ６２－３，１３５８８１１７１７０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ｍｅｉｌｉｎｇ９２０＠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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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中国仿真大会 ２０１９ 征文通知

　 　 由中国仿真学会主办的“中国仿真大会”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 ８ 次。 每年都吸引了大量
仿真学科领域的相关人士参加，现已成为国内仿真领域最主要的学术活动之一，为广大仿真研究
人员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也是仿真领域的盛会。

“中国仿真大会 ２０１９”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在成都召开，现开始征集年会论文。 欢迎广大会
员、理事、常务理事、有关单位和个人踊跃参与，积极投稿。 本次年会将评选出 １０ 余篇优秀论文并
在会上颁发获奖证书。

一、 征文内容
１． 仿真科学与技术的理论基础、方法学；
２． 连续系统 ／离散事件系统 ／混合系统 ／智能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３． 复杂系统 ／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４． 综合自然环境及虚拟现实环境的建模与仿真；
５． 网络化建模与仿真；
６． 飞行仿真、仿真器、仿真支撑环境、仿真标准及仿真系统构建；
７． 高性能计算、并行计算、普适计算、嵌入式计算及其仿真；
８． ＣＡＤ ／ ＣＡＥ ／ ＣＡＭ ／ ＣＩＭＳ ／ ＶＰ ／ ＶＭ ／ ＶＲ ／ ＳＢＡ；
９． 大数据对仿真的挑战、需求及大数据生态系统的知识服务；
１０． 建模 ／仿真可信度建模、分析及评估方法及 ＶＶ＆Ａ 技术；
１１． 人工智能与仿真；
１２． 建模 ／仿真在科学 ／工程 ／社会 ／经济 ／管理 ／能源 ／交通 ／生命 ／生物 ／医学等领域的应用；
１３． 建模 ／仿真在节能 ／减排、公共安全、防灾 ／减灾中的应用；
１４． 建模 ／仿真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１５． 建模 ／仿真在教育与培训中的应用；
１６． 建模 ／仿真在娱乐与体育中的应用。

二、 重要时间点及投稿方式
１． 会议接收中英文投稿，将选择部分优秀论文（英文）经扩展后推荐到国际期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Ｉ 源刊）发表，部分优秀论文将在《系统
仿真学报》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以正刊形式发表。 全部论文在光盘版论文集全文发表。

２． 系统接收稿件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３． 征文截稿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４． 发放录用通知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前（会务组将根据文章投稿情况不定期进行网上审

稿，发放录用通知，尽量保证作者有充裕的时间来修改录用的稿件）。
５． 请通过“学术会议服务系统”注册投稿，投稿时需要上传保密审查证明的扫描件，严格按照

学报排版格式排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ｓｉｍ．ｏｒｇ．ｃｎ ／ ｃａｓｓ－ｓｉｍ ／ ｃｎ）

三、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罡　 　 电话：０１０－８２３１７０９８ ／ ０６１２　 　 邮　 箱：ｃａｓｓｉｍｕｌ＠ 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中国仿真学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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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中国离散系统仿真技术及其应用
学术年会成功举办

２０１８ 中国离散系统仿真技术及其应用学术年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成功举行。 本次会议由中国仿真学会离散系统仿真专业委员会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承办。 来

自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陆
军装甲兵学院、深圳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市交通信息中

心、中国航信研发中心、普昂科技有限公司等 ２０ 多所国内知名院校和研究院所的 １６０ 名专家学者、
学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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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项目第二次
工作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１２ 月 ２ 日，中国仿真学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仿真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项

目第二次工作会议”。 会议由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范文慧教授主持。 与会专家就仿真学科内涵及

重要性、主要研究方向及内容、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及与其相近一级学科的关系等内容进行充分讨

论，范文慧教授对项目分工及下一阶段各小组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

仿真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项目第二次工作会议现场

范文慧教授主持会议　 　 　 　 　 　 　 　 　 　 与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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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 ２０１８ 年分支机构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２０１８ 年分支机构工作会议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第八会议室召开。
学会副理事长范文慧教授主持会议，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云洁教授及 ２４ 个分支机构主任委员或

秘书出席会议。

分支机构会议现场　 　 　 　 　 　 　 　 　 　 　 　 　 范文慧教授主持会议

范文慧教授总结分支机构 ２０１８ 年工作，吴云洁教授通报了 ２０１９ 年分支机构需要参与学会活

动计划及分支机构财务管理办法，挂靠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财务处徐艳荣会计解答分支机构财

务相关问题，与会代表讨论分支机构管理办法，部分优秀分支机构介绍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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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代表发言及部分优秀分支机构介绍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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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天地

中国智慧交通谷开园暨未来交通研究院
揭牌仪式圆满举办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中国智慧交通谷开园暨未来交通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杭州萧山隆重举行。
中国智慧交通谷也将成为传播交通知识的科普基地。 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叶建宏

先生，萧山区副区长吴炜炜先生，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建中先生，国际先进交通协

会（ＡＴＲＡ）主席 Ｐｅｔｅｒ Ｍｕｌｌｅｒ，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未
来交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仿真学会常务理事吴建平教授，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

交通研究所创始人、中国智慧交通发起人、未来交通研究院名誉院长史其信教授，管联网生态交通

运输系统发明人、清华大学教授杨南征博士、中国仿真学会副理事长马世伟教授代表中国仿真学

会与交通产业的企业家代表们受邀出席揭牌仪式，共同见证了中国智慧交通谷与研究院成立。

揭牌仪式图片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交通运输部与浙江省政府就共同推进浙江现代交通示范区建设签订战略合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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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使浙江成为全国首个且唯一一个推进现代交通发展的省域示范区。 中国智慧交通谷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共建的交通产业集聚地。
中国智慧交通谷秉承“融合、跨界、共享、创新”的宗旨，以“交通大数据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

以合作经营为手段，以打造智慧交通为目标”，通过与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部信息中

心、清华大学、中国公路学会、全球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整合政策、科技及产业资源，
积极引进培育交通大数据及应用、交通信用、交通安全、城市智慧交通管理服务平台、未来交通装

置设备等项目和企业，致力于提供智慧交通整体解决方案，形成交通创新生态圈及品牌，全方位搭

建产业应用互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合作共赢和高端交通产业全球竞争平台，打造综合交通产业

世界级高地。

中国智慧交通谷创始人熊晓威发表精彩演讲

座落于中国智慧交通谷的未来交通研究院，由浙江科进英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智慧交

通谷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以研究解决交通领域的复杂性、前沿性、综合性问题为核心，在新能源、大
数据、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集学术性、公益性

和非盈利性为一体，搭建一个通过研究、交流、技术转化来推进多领域融合、协同创新的跨学科、跨
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的民间智库平台。

研究院名誉院长史其信教授发表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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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设于中国智慧交通谷空中的环形管轨，未来新型交通工具———管联网格外吸人眼球。 管联

网依据仿生科学，兼取轨道交通和小汽车的优点，沿现有道路架空管轨路网，全面联通建筑物与地

面，其内运行电动智能车，提供个性化的点单式智能出行服务，属于彻底化解城市交通难题的“硬
科技”。 通过世界先进交通协会提供的美国芝加哥轨道交通改造方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支持的

北京天通苑管联网仿真试验测试，得出了一致结论：管联网是投资小、运力大、速度快，可盈利的个

性化公共交通。

园区管联网图片

管联网发明人杨南征发表精彩演讲

除了未来交通研究院、管联网，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未来交通研

究中心主任吴建平教授，最后为现场嘉宾分享和介绍了未来科技型产品———交通超脑。 交通超脑

是萧山区唯一一个直接由清华大学参股的项目，由吴建平教授领军，清华大学将把中国唯一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动态交通仿真发明专利”注入到浙江科进英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着力打造

“城市交通超脑”。 实践表明，交通超脑有效改善城市交通拥堵、减少交通事故、提高城市宜居性，
有效节约社会资源，提升社会资源使用效率，显著减少空气污染。 目前，该项目已获得发明专利 ７
项 ；核心技术应用于北京、南宁、郑州、无锡等多个城市的交通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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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教授介绍“城市交通超脑”

　 　 仪式结束后，所有嘉宾跟随中国智慧交通谷创始人熊晓威的步伐，一起参观了中国智慧交通

谷———未来之城展厅。

嘉宾参观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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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沙龙

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学术论坛成果汇编一

序言

在军事领域，基于仿真技术的军事训练早已显示出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效益，仿真技术所提供

的更加安全、经济、逼真的训练手段和训练环境，使得从单兵战术单武器操作训练、分队战术协同

训练、多兵种合同战术指挥训练、多军种联合战役推演训练等等变得更加简便和高效。 为进一步

推进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的研究发展，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中国仿真学会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

真专业委员会在 ２０１８ 年中国仿真大会上举办“军事仿真与仿真技术”分论坛，搭建从事军事训练

与仿真技术的交流平台，促进军事训练仿真的研究与应用。
论坛由空军指挥学院毕长剑教授主持，国防大学马亚平教授、国防科技大学邱晓刚教授、战略

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游雄教授、陆军工程大学张宏军教授、海军指挥学院刘苏洋教授、北方信息

控制研究院侯磊研究员、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徐文元高工、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柯博士 ８ 位军事训练与仿真领域的专家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报告，来自军队院校、科研院所、国防

工业企业等单位近 １００ 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期重点介绍其中的四篇专家报告。 游雄教授的《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研究进展》学术报告，

报告提出信息化条件下的战场环境具有陆、海、空、天多维空间一体，地理、气象、海洋、电磁、网络、
核生化多元要素融合的特点，从概念、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回顾我军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的发展

历程，讨论战场环境建模与精度评估方法、虚拟战场环境关键技术的研究现状，分析战场环境建模

与仿真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邱晓刚教授的《作战实验体系化与军事领域仿真工程》学术报告，报告

论述了作战方案与战法、作战指控、作战行动、装备作战运用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需要体系化作战

实验支撑，并提出军事领域仿真工程是高效进行体系化作战实验的基础，并从共享仿真活动的成

果、增加领域仿真活动有序性的角度，重点对军事领域仿真工程需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分析。 侯

磊研究员的《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设计》学术报告，介绍了近年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人工

智能技术革新，分析了对抗仿真系统发展存在的智能化难题，并结合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提出针对

性解决方案和设想，探讨对抗仿真系统智能化发展的方向。 张柯博士的《仿真中的交互技术研

究———兼论 ＣＧＦ 建模及 ＬＶＣ 互联集成》学术报告，分析了分布式交互仿真中实体内模型间交互和

实体间模型交互、显式交互与隐式交互、确定型交互与不确定型交互、模型交互与模型服务化等问

题，以及系统间交互应用在 ＬＶＣ 类特定的人在回路和硬件在回路所提出的对交互的要求等，针对

这些仿真中所涉及交互问题的统一设计，有利于构建更富于弹性、更稳健、更
灵活的仿真系统，促进仿真系统的工程化实用化。

一、 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研究进展

游雄

简介：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战场环

境仿真理论与技术研究，研究方向包括战场环境建模、虚拟战场环境与战场

增强现实、空间认知与环境智能感知等。 先后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军队科技领军人才、河南省“中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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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是军用建模与仿真研究的重难点问题，在作战指挥、训练模拟、决策推演

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报告从研究主线、任务拓展、关键技术三个方面回顾我军战场环境建模与

仿真发展历程，着重总结战场环境建模、虚拟战场环境技术的研究现状，分析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

面临的新问题。

一、 两条研究主线

敌情、我情、战场环境是指挥决策必须掌握的三大要素。 任何作战行动都需要依托其特定的

战场环境。 因此，任何军事行动的仿真都必须解决战场环境仿真（描述）问题。
牵引战场环境仿真研究有两条需求主线。
一是兵棋推演 ／作战模拟对战场环境描述的需求。
从兵棋演进史看，兵棋棋盘对地形的准确描述源于实测地形图的出现，三角测量技术催生了

实测地图（１７５０－１７８９ 年，法国的卡西尼父子测制了法国、比利时的实测地形图共 １８２ 幅，比例尺为

１：８６４００），进而为经典兵棋（１７８０ 年路德维格的君主棋戏（也译国王棋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实测地图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兵棋的发展：（据：游雄、武志强，兵棋、兵棋地图与测绘，军事测绘

导航，２０１３）
１． 引进了真实地形描述，为棋戏向兵棋发展创造了条件。
• 原始兵棋的棋盘不描述实际地形，仅描述空间排列关系。
• 路德维格的君主棋戏（１７８０ 年）：棋盘方格 １６６６ 个，每个格着不同的颜色，分别代表某种地

形要素：平地、山地、沼泽、树林、湖泊或池塘、建筑物、村庄等。
• 文图里尼的新君主棋戏（１７９７ 年）：棋盘方格扩展为 ３６００ 个，每个格代表 １ 平方英里，并以

不同的颜色代表地形要素。
• 冯·莱斯维茨的手工兵棋（１８１１ 年）：采用地形沙盘（１：２３７３），引进了真实地形并在推演中

考虑到地形特征对机动、火力的影响，推演不受沙盘方格的限制。
• 小莱斯维茨的手工兵棋（１８２０ 年）：采用大比例尺地图（１：８０００），图上表示山脉和谷地的坡

度。
需要指出的是，老毛奇在担任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期间（１８５７－１８８８），积极推进兵棋推演与现

地训练相结合。 他曾于 １８２８ 年发表了重要的军事著作《论军事测绘大纲》，为此被调到总参谋部

所属的地形测量署工作了四年。 老毛奇的测绘工作经历对他深刻理解棋盘与现地的关系打下了

认识基础。
２． 提高了推演计算的科学性，推动手工兵棋向计算机兵棋发展。
• 在实测地图的支撑下，兵棋棋盘成为兵棋三要素（棋盘、棋子、规则）中最先具有科学量化

依据的要素。
• 数字地图的出现，将基于纸图的地形量化发展为基于数字地图的地形环境建模（ＤＥＮ、ＴＩＮ、

ＤＴＭ…．．），进一步推动了计算机兵棋 ／现代作战模拟的发展。
时至今日，系列比例尺地形图、海图和航空图等地理空间数据已成为构建兵棋棋盘的基础数

据。 比如，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ＮＧＡ）为联合战区级兵棋系统（ＪＴＬＳ）提供的基础数据包括：
ＶＭＡＰ ０、１、２ 矢量数字地图，ＵＶＭＡＰ 城市矢量数字图，ＤＴＥＤ ０、１、２ 数字高程模型，ＤＮＣ Ａ、Ｃ、Ｇ、Ｈ
数字航海图，ＴＯＤ １、２、３、４、５ 战术海洋数据，ＦＦＤ 基础要素数据等。

二是指挥员对战场环境认知的需求。
从战场环境认知手段的演进史看，指挥员最初是通过现地勘察、地图、沙盘等来认知战场环

境，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虚拟地理环境（ＶＧＥ）、战场增强现实（ＢＡＲ）技术的应用，大大拓展了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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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战场认知能力。
人类对地理空间认知需求分为三个阶段（据 Ｍａｒｋ， Ｄ． Ｍ．， Ｆｒｅｋｓａ， Ｃ．， Ｈｉｒｔｌｅ， Ｓ． Ｃ．， ｅｔ 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１９９９）：

１． 获取简单的、直接的空间信息，如地点名称、所处方位、周围环境等；
２． 对空间结构、特征、关系及布局进行分析，如道路的连通性、市区学校及医疗机构的分布规

律等；
３． 动态现象、过程的探索及演变规律的挖掘。
第一个阶段发展了地理信息表达和可视化工具（如地图）。 第二阶段发展了集地理信息表达、

可视化、地理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功能于一体的工具（例如地理信息系统）。 第三个阶段发展了集

地理信息表达、可视化、地理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地理模拟及协同实验功能于一体的工具（例如虚

拟地理环境—ＶＧＥ）。 （据：林珲， 陈旻， 胡明远． 虚拟地理环境研究与展望．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两条需求主线，催生了两组同步发展的研究内容，构成了两个战场环境仿真的研究方向：面向

空间认知的可视化（可感知化）研究和面向推演计算的模型化研究（如下图）。

在这两个方向上，信息工程大学战场环境仿真团队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１９９４ 年开始研

究 ＶＲ 与数字地图结合构建虚拟地形环境。 １９９６ 年参与全军军事训练信息化建设以来，围绕战场

环境模型化和战场环境可感知化两个研究方向，开展战场环境仿真理论、技术和应用研究，并为全

军军事训练提供战场环境数据、信息系统和智力服务。 本报告从变化与拓展、技术的发展、成果应

用以及展望四个方面，以本团队的研究为主线，介绍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领域的研究进展。

二、 内涵与任务的拓展

１． 战场环境内涵的拓展

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据 ２０１１ 年版《军语》）。 在联合作战条件下，战场环境

呈现出多维空间（陆、海、空、天）一体、多元要素（地理、气象、电磁、核生化）融合的特征。 传统的按

单一战场空间、单一环境要素进行环境仿真的方法，已经无法满足联合作战仿真需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联合 ９９ 工程”中，我们提出把战场环境分解为空间形态和构成要素两

个方面来描述，其中，空间形态描述的是位置与空间关系，构成要素描述的是各要素的自身变化规

律及其相互关系。 空间涉及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要素则包含了地理环境（含自然、经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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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以及战场建设环境）、气象环境（含地面、高空和海洋、水文气象环境）、电磁（含通信、雷达、光
电设备电磁环境以及地磁环境）、核生化（含威胁和次生威胁环境、威慑和次生威慑环境）。 这种将

复杂战场环境按空间形态和要素特征进行描述，并研究其对作战行动和武器装备应用综合影响的

研究思路，是我军军事训练领域的独创性贡献，对我军战场环境保障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
２． 作战环境学的创立

为适应战场环境内涵的拓展，我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出在军事学学科体系内增

设作战环境学新学科。 １９９９ 年，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率先探索建设作战环境学新学科。 全军多

家院校也在各自的教育训练体系中增加相关的内容，不同程度地开展学科建设。 ２０１２ 年，作战环

境学获准进入军事学学科体系，成为隶属于军队指挥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 在此期间，“作战环

境工程”纳入军队院校本科专业目录，信息工程大学作战环境学学位点开始招收博士、硕士研究

生，作战环境工程实验室被评估确认为军队重点实验室。 ２０１４ 年，“作战环境学学科的创立与实

践”获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作战环境学的探索实践，对推动我军军事测绘导航保障向战场

环境保障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的研究与实践为作战环境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支撑。 战场环境

建模与仿真领域所提出的多维空间集成、多元环境融合的综合战场环境研究思路，为构建作战环

境环境学学科体系提供了的认识基础，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形成了作战环境学“三域”研究框架，
即：时空域———研究多维空间动态集成方法，要素域———研究多元要素集成融合方法；认知域———
研究人、机两类认知主体对环境的认知方法（据：游雄等，《作战环境学》，信息工程大学教材，
２０１５）。 成为指导作战环境工程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本指导。 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的科研实

践，为作战环境学科学研究打下了技术基础。 ２００７ 年，总部成立了“全军军事训练数据服务中心

（战场环境仿真部分）”，面向全军军事训练开展战场环境数据、技术和保障服务，积累了科学研究

成果、应用实践经验，并储备了人才队伍。

三、 关键技术的发展

（一） 战场环境建模技术

１． 空间信息网格建模技术

空间信息网格是在几何格网内记录、描述战场环境要素信息。 目前，主要有四种空间信息网

格模型：平面网格模型、球面网格模型、立体网格模型和时空网格模型。
（１） 平面网格模型

在二维平面上以严格的数学模型描述地理空间实体及现象。 地图平面网格、图像像素网格、
数字地形模型网格都是地理空间信息平面网格。

兵棋推演和作战模拟中常用的四角格、六角格地理模型是典型的地图平面网格模型，研究也

相对成熟。 该类模型的优势是直接根据二维地图数据（主要是系列比例尺地形图、海图和航空图

矢量数据等制式地图数据）进行建模，且只考虑到平面内插计算和数据组织问题，方法相对简单。
其不足是均存在几何变形问题，区域范围越大几何变形越大。 比如，ＪＴＬＳ 是根据 １：１００ 万作战导

航图（ＯＮＣ）建立六角格棋盘模型，该航空图采用兰伯特地图投影（双标准纬线等角圆锥投影），其
角度不变形，但距离和面积变形，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海里范围内，其最大距离变形达到 ２０００ 米左右。
为此，不得不在 ＪＴＬＳ 中引进了变形修正数组，将距离变形纠正在 ２００ 米内，以保证推演计算的空间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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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球面网格模型

直接在地球参考椭球体表面上进行系列网格剖分，构建空间数据组织模型。 根据网格剖分类

型，分为正多面体模型、经纬网格模型、球面等分模型等。 该类模型避免了因地图投影产生的变

形，且可覆盖全球区域。 目前，部分作战模拟系统 ／兵棋系统已经开始将平面网格模型向球面网格

模型转化。 例如，ＪＴＬＳ ５．０ 之后的版本，就采用了经纬网格模型，其网格覆盖全球，网格间距从 １０°
（赤道地区 １１００ 公里）到 １５″（赤道地区约 ４００ 米），形成粗细嵌套的多层次格网，适应多层级联合

仿真需要。
（３） 立体网格模型

将地球球面扩展为地球立体空间，支持三维、动态空间对象表达，称之为地理空间信息立体网

格。 该网格的构建方法多样，目前已有球体经纬网格、球体阴阳网格、球体立方体网格、球体适应

性网格、退化八叉树网格、扩展八叉树网格等构网方法。 （据：万刚等，《地理空间网格理论与技

术》，测绘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在体状现象的描述上，体素模型是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体素模型是由两个不同切片上的四个

相邻的格网点组成的立方体。 在战场环境仿真中，体素是用来对战场环境体要素进行抽象、建模、
存储并用于表达的具有一定大小的最小体积单元。 体素模型适用于体建模和体绘制，如气象环

境、电磁环境、水声场环境、复杂地形环境等体状要素的描述。 （据：蒋秉川，《基于体素模型的战场

环境建模与可视化研究》，信息工程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３ 年）
虽然立体网格模型在表达体状要素的空间结构上有独到的优势，但在满足实时交互显示需求

方面，还存在着建模方法复杂、数据量大以及模型管理难等问题。
（４） 时空网格模型

在上述网格基础上增加时间编码，支持复杂时间变化事件的组织管理，表达事件的动态变化

过程。 在作战模拟中，时空格网模型通常可描述战场环境几何特征和属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如地

形地物毁伤模型、水淹没模型等。
２． 环境智能感知与建模技术

近年来，无人机、无人车、无人潜航器大规模涌现，无人化、智能化的作战样式已经初现端倪。
与此同时，运用无人平台快速探测陌生区域，建立环境模型，测制局部地图，也成为弥补常规测绘

实时性不足的有效办法。 目前，环境智能感知与建模技术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三维点云重构

技术、智能解译技术。 前者用于构建环境要素表面模型，后者用于获取环境要素语义信息。
（１） 三维点云重构技术

基于 ＲＧＢ－Ｄ 设备获取的场景数据，利用无监督深度学习网络对单帧影像进行相机位姿恢复

和三维点云生成，然后从已有的高精度地理影像中提取的控制点数据作为实时校验数据，最后利

用误差优化理论来提高三维点云数据的精度。 该方法可以快速获取点云数据，建立高精度的点云

模型。 但其探测和建模不能同步完成，需要对探测数据进行后端建模处理，且建模时间消耗远大

于探测时间。 （据：Ｇａｏ， 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ＩＳＰ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ｉｓｐｒｓｊｐｒｓ．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３）

全自动移动机器人领域提出的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ＳＬＡＭ———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可以让机器人在未知环境中边移动、边自身定位、边建造增量式地图，实现机器人的

自主定位和导航。 该技术可同步完成探测与建图，但受探测设备和处理算法等因素的局限，该技

术目前多用于室内环境的实时探测与建图。 （据：王玮琦，游雄，杨剑等，一种改进匹配点对选取策

略的 ＥｌａｓｔｉｃＦｕｓｉｏｎ 室内三维重建算法． 武大学报信息版，２０１８）
目前，三维点云重构方法在构建环境外观模型方面较为成功，但对于环境要素的语义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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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方面尚无实质性的突破。
（２） 基于深度学习的环境智能解译技术

运用深度学习方法来识别、提取环境要素的语义信息。 针对二维影像和三维点云数据，分别

提取二维影像和三维点云数据的深度阶层特征，并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方法，得到鉴别能力更

高的联合特征来做环境智能解译，进而获取环境要素的语义信息。
（二） 虚拟战场环境（ＶＢＥ）技术

将虚拟现实技术与战场环境数据、模型相结合构建虚拟战场环境，为参训人员提供具有可进

入、可交互、可量算的虚拟环境，可有效提高战场认知效果，为各国军方所青睐。
ＶＢＥ 主要涉及模型与组织、绘制与表现、传感与交互技术等关键技术。
１． 模型与组织

主要解决面向可视化的多尺度建模与模型组织管理问题。 在 ＶＢＥ 中，模型数据量与实时处理

效率之间是一对突出的矛盾，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建立多细节层次（ＬＯＤ）环境描述模型，并建立模

型动态管理机制。 在这方面，我们做出了比较好的成果，在微机平台下实现了全球海量战场环境

模型的动态调度和实时交互显示。
２． 绘制与表现

主要解决场景的真实感和表现形式问题。 其中，场景显示的真实感与实时性构成一对矛盾。
在战术以上层次的训练中，战场地幅从全球、战区到局部区域，对实时性要求高于真实感，通常采

取预置光照的晕渲像素地图、仿真纹理和正射影像作为地表纹理，避免因计算真实光照付出大量

的时间开销，将其映射到多细节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表面，也能达成较为真实的三维显示效果。
目前，大多数商用三维地景软件都采用此类表现形式，国外的商用软件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ａｒｔｈ、Ｎｏｋｉａ Ｍａｐ ３Ｄ、ＷｅｂＧＬ Ｅａｒｔｈ、ＲｅａｄｙＭａｐ、ＯｐｅｎＷｅｂＧｌｏｂｅ，国内的商用软件如：天地图、ＥＶ－
Ｇｌｏｂａｌ、庚图、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３Ｄ 等。

目视场景仿真（如模拟器中的第一人称视角）则更加最求真实感，让受训者产生照片级的视觉

感受效果，因此，实现动态光照绘制必不可少。 目前，基于屏幕图像空间的算法已经成为主流图形

引擎的标准配置，包括延迟渲染方法（能够支撑数以百计的动态光照）、全局光照方法（对光线在空

间的分布进行建模，包括场景中光线的明暗分布，光线在不同表面间反射、折射的结果，以及光线

被物体遮挡时产生阴影、衍射等现象）、基于物理的渲染方法（对光线与物体表面的交互行为进行

建模，通常考虑次表面反射模型、法线分布函数、菲涅尔散焦现象等光学特征，能够真实表现金属、
塑料、布料等多种表面材质）、屏幕空间后期处理方法（如反走样、环境光遮蔽、颜色矫正、ｇａｍａ 矫

正、ＨＤＲ 等，能够提升整体画面质感）。 此外，针对特殊运动形态和光学特征的环境要素（如大气、
海洋、植被、建筑等）也采取相应的建模和渲染，包括基于几何面片、光学建模的方法，以及基于粒

子系统、体绘制、渲染频谱、体积光等方法。
基于视频流的方法则直接通过控制视频流的播放顺序，达到临场感的视觉效果，其计算量与

视频分辨率相关，与场景复杂度无关。 该方法适用于对所摄制场景的观看（目视勘察），无法对场

景中的实体进行度量和分析，也无法加载虚拟实体（如虚拟兵力、装备、目标等），因此，在 ＶＢＥ 中

并不常用。
３． 传感与交互

借助一定的显示、观察、传感和交互设备，使受训者产生临场感知效果。
目前主要的 ＶＲ 显示设备有头盔显示器、３Ｄ 立体眼镜、真三维显示、全息和环幕等。 头盔显示

器（ＨＭＤ）是 ＶＲ 中最典型的显示设备，近期代表性的 ＨＭＤ 设备有：谷歌纸壳式眼镜 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三
星和 ＯｃｕｌｕｓＶＲ 联手设计的 Ｇｅａｒ ＶＲ，Ｏｃｕｌｕｓ Ｒｉｆｔ 和 ＨＴＣ Ｖｉｖｅ、Ｓｏｎ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ｏｒｐｈｅｕｓ 以及微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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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ｏＬｅｎｓ。
ＶＲ 力触觉交互设备能够使参与者在虚拟环境中实现触觉和力感等视觉、听觉之外的感觉，目

前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东京大学研制出一种能像人类皮肤一样，感测出施加在表面上的力的

大小和方向的新型传感器，据此可以开发出具有接近人类力觉的机器人手。 ２００９ 年芬兰的

Ｌｉｎｊａｍａ 等、２０１０ 年美国迪斯尼研究中心的 Ｂａｕ 等、２０１２ 年 ＮＯＫＩＡ 实验室与剑桥大学等，分别利用

静电力反馈研制出 Ｅ－ Ｓｅｎｓｅ、Ｔｅｓ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Ｔ 等表面触觉反馈系统，能在触摸显示屏幕表面实现触

觉纹理的再现。 （据：赵沁平，周彬等，虚拟现实技术方向与趋势，科技导报）
上述设备在 ＶＢＥ 中得到有限的应用。 在指挥系统中，需要顾及多人共享，通常采用多通道显

示和立体观察方式（如液晶立体眼镜），以及鼠标和键盘配合的交互方式。 在单兵模拟系统中，需
要强化个人临场体验，通常采用带有位姿传感器的头盔式显示器，以及数据手套、操纵杆、枪瞄等

交互方式。
（三） 标准规范

“联合 ９９ 工程”建设以来，在全军建模与仿真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战场环境标准规范。 包括：
１． 联合 ９９ 工程标准：战场环境基础数据标准；
２． 已颁布的国家军用标准（如下表）：

序号 标　 准　 名　 称 颁布时间

１ 建模与仿真地理环境数据通用要求

２ 建模与仿真海洋环境数据通用要求

３ 建模与仿真大气环境数据通用要求

４ 建模与仿真空间环境数据通用要求

５ 建模与仿真电磁环境数据通用要求

６ 建模与仿真核生化环境数据通用要求

７ 建模与仿真人文环境数据通用要求

８ 战场地理环境仿真平台通用要求

２０１３．０４

９ 可视化模型通用要求 ２０１５．０６

四、 面临的问题

２０１６ 年被定义为“虚拟现实技术爆发元年”。 ２０１５ 年，中国虚拟现实行业市场规模为 １５．４ 亿

元，预计 ２０２０ 年国内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 ５５０ 亿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虚拟现实三年专利新申请量超

过前 ２０ 年的总和，其中美国专利申请量高居榜首，占比 ５１％，韩国、日本、中国依次位居其后。 在

若干关键应用领域，军事领域位列第一。 （据工信部《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５．０》）
运用仿真技术研究军事问题、训练军事人员、研制武器装备，已经成为各军事大国采取的基本

手段，被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 比如美、英等国家，对于 Ｆ－３５ 战斗机飞行员的模拟器训练与实装

训练的比例，已达到了 ５０：５０，且随着技术进步，将会进一步提高模拟器训练的比例。 据统计，在简

氏模拟与训练系统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年鉴（Ｊａｎｅ’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和简氏指

挥控制系统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年鉴（Ｊａｎｅ’ｓ Ｃ３ＩＳ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中，有 ９０％以上的训练系统和指

挥系统都与战场环境相关，其中 ９８％以上都运用了虚拟战场环境技术。 而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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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模拟与训练年鉴中，所有的训练系统都运用了虚拟战场环境。 （据：Ｊａｎｅ’ 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随着应用的深化，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研究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问题：
１． 多元、动态战场环境要素的融合建模问题

在联合作战条件下，多元战场环境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并对作战行动和武器装备运用产生综

合影响。 以气象对地形要素影响为例，降雨条件会改变地面土壤的湿度和粘度，甚至造成洪水，进
而影响地面人员与装备的越野通行。 在现行的作战模拟系统中，地形数据包含有地质表项（含水、
沼泽、松软泥土、沙、坚硬泥土、岩石、水网稻田等），但没有随降雨量变化的描述（据联合 ９９ 工程标

准《战场环境基础数据标准》）。 在图形表达上，将地形和降雨量两个图层迭加显示来表现两类要

素的空间关系，也没有描述降雨量对土壤的影响。 李坤伟等提出一种降雨量对地形土质的影响模

型，基于地面站点观测降雨数据和卫星遥感降雨数据为基础数据，结合坡度坡向数据、植被数据

等，采用 ＦＡＳＳＴ（Ｆａｓｔ Ａｌｌ－ｓｅａｓｏｎ Ｓｏｉ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模型对土质的湿度进行建模（据李坤伟，《面向战术兵

棋推演的地形环境模型构建方法研究》，信息工程大学博士论文）。 在该模型中，仅仅考虑了降雨

量对土壤湿度的影响，如果加上太阳辐射、风速、坡度、坡向和地表附着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要素融合建模问题。 目前，对各环境要素之间相互影响融合建模问题，
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２． 赛博空间的表达与仿真问题

本世纪初，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环境（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亦译赛

博空间）成为一种军事活动新空间。 与上述物理环境不同，网络环境是以互联互通的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网络为平台，通过无线电、有线电信道传递信号、信息，控制实体行为的信息活动空间。 这

个环境有“位置”无“空间”，即有网络节点的地址（网络地址和地理位置），但没有空间形态，是一

种虚拟空间。 因此，针对赛博空间的表达，需要发展新的仿真理论和方法。 美国 ＤＡＲＰＡ 的“Ｘ 计

划”，提出构建赛博地图（ＣｙｂｅｒＭａｐ），其目的是建立关于赛博空间的“地图”，帮助在赛博空间实施

作战的指挥人员理解战场态势。 国内目前尚欠缺针对网络空间的作战指挥训练模拟系统。 周成

军等提出了网络空间作战态势概念模型，设计了基于原型的网络空间作战态势数据模型和表达模

型，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没有形成网络空间作战态势表达模型理论和技术平台。 （据周成

军，《网络空间作战态势表达及应用研究》，国防大学博士论文）
３． 战场环境影响效能建模问题

战场环境影响效能模型是战场环境各要素对武器装备和作战行动影响的定量化、结构化表

达。 在兵棋推演 ／作战模拟系统中，战场环境影响效能模型是战场环境模型与作战模型之间的“接
口”。 如 ＪＴＬＳ 中对于地形的描述包含 １６ 种地形类型、３１ 种障碍类型、２０ 个高度区、１１ 个水深区。
把地形类型作为环境效能模型的输入，可计算出地面部队通行能力的影响程度，或作战系统的探

测发现概率。 相应地，障碍类型对应的环境效能是对地面部队机动速度的影响。 高度区对应的环

境效能包括：防空武器的作用范围、地对空打击的毁伤概率、最大射程的命中概率、最佳命中概率

等。 深度区对应的环境效能包括：海军单位的机动速度、传感器的探测范围等。 上述的影响效能

表现为一组倍数值，描述不同类型的地形对部队机动时间的迟滞效能，如对应于类别为 Ｇｏｏｄ Ｒｏａｄ
的地形，其对通行时间的影响系数为 １．０，即没有影响。 对应于类别为 Ｃｉｔｙ 的地形，其对通行时间

的影响系数为 ３．５，即是正常耗时的 ３．５ 倍。 显然，影响效能模型（或系数）是否准确对仿真结果的

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 我军在该领域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表现在对战场环境分类研究不足、对
武器装备分类提取研究不足、对战场环境影响效能发挥的分析机制研究不足、对战场环境影响效

能评估体系与方法研究不足等问题。 （据李超，《陆战场环境影响武器装备效能模型构建研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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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工程大学博士论文）
４． 大范围多智能体的空间推理问题。

在兵棋推演 ／作战模拟中，作战实体上千上万，需要准确计算空间关系，快速做出行动决策。
由于受制于计算能力等因素，往往将战场空间进行离散化（网格化）处理，并预先完成对网格内环

境要素的分类分级处理，以此减少参与推演计算的环境数据，但牺牲了空间推理的精确性和可靠

性。 以 ＪＴＬＳ 为例，其最大战区范围限制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海里（南北维度差约为 ３０°），约为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公里，覆盖区域为 ４００ 万平方海里（约 １３６０ 万平方公里）。 其棋盘标配网格分辨率分 １６．５ 公

里和 ７．５ 公里两种（分别适用于基本作战单元为旅级和营级的兵棋推演）。 即使这么粗略的网格，
在最大战区范围内，网格数量也分别达到 ５ 万多和 ２４ 万多。 随着作战较量进入精算、深算、细算时

代，战场环境要素描述的精细化、网格模型的多级化是必然趋势，棋盘格网数量和数据量将急剧膨

胀，不仅将产生海量数据存储、快速检索、大数据分析等问题，对多智能体的空间推理方法也提出

了改进要求。

二、 作战实验体系化与军事领域仿真工程

邱晓刚

简介：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科技大学

空天学部委员，中国系统仿真学会副理事长，建模与仿真标准化技术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系统仿真学部》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布仿

真体系结构、仿真支撑平台、作战模拟、社会计算实验与平行系统技术。
近 １０ 年来参与 １０ 余项国防领域大型仿真系统的研制，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仿真集成升华平台项

目。 曾主讲《仿真系统工程》、《仿真技术前沿》、《仿真技术基础》、《计算

机仿真技术》、《仿真的核心思想与发展》和《作战模拟基础》等仿真课

程。 负责过国防科技大学“仿真工程”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

计划的制定。 六次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战方案与战法、作战指控、作战行动、装备作战运用等方面的探

讨、研究与分析均需要组合作战实验支撑，而提高组合作战实验的效率

需要开展军事领域仿真工程研究。
１． 组合作战实验与作战实验体系

作战仿真是一种工具，用于模拟实际作战的进程和结局。 而作战实验是通过作战仿真这一工

具达到认识作战和指导作战目的的活动。 作战仿真是作战实验的主要方法和形式，计算机仿真技

术是作战实验的主要技术支持。 作战实验可区分为独立实验和组合实验，后者由一系列精心挑

选、合理安排的实验组成。 通过组合作战实验，可使军事领域“无序”、孤立的作战实验活动，转为

有序性和相互协作，提高实验的质量和效率。
组合实验可分为两类：基础性组合实验是为构建知识体系而进行的系列实验；任务型组合实

验是为实施具体任务，如完成装备体系作战效能评估而进行的一组实验。 组合作战实验通常是任

务型的，如作战规划中的组合作战实验是为辅助生成、优选优化作战方案计划而进行的一系列相

互联系的作战实验

组合作战实验中的各个实验间的关系可以是并行、串行或反馈的而形成实验网络；也可以是

层次化的。 组合作战实验网络可以是事先规划好、通过系统设计得到；也可以是在实验过程中渐

进形成，即探索性的组合实验。 探索性组合实验从最初概略的设想开始，边实验边探索，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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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成熟的作战实验集。 在军事应用领域中，应通过研究和实践，争取将探索性组合实验向系

统设计组合实验转化，即从探索实验转为假设验证实验，再转为演示实验。
组合作战实验主要作用是整合各单个实验结果，使得来自各个独立实验的知识碎片能够拼接

成整片，从而产生对被仿真对象的整体认识。 单个作战实验探究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是有限

的———只能探索数量有限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通过组合作战可以增加实验数量和种类，获
得更多数据和经验。 组合实验帮助人们理解概念，使得对事物的理解由相对孤立的知识元素发展

为彼此联系、可解释、可预测的理论体系。 作战实验的价值与网络相似，随关联实验数目的增加而

作用增加。 把单个作战实验放到组合作战实验中去，也有助于避免单个实验设计和实施常犯得错

误。
作战实验体系是由各个开展作战实验相关活动的单位（实验室 ／实验中心 ／模拟训练中心），为

完成实验任务，互联互通、互相支持形成的组织体系，亦即支持组合作战实验的各种实验系统、设
施、组织的集合。 构建作战实验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完成组合作战实验，共建共享仿真资源，从而从

领域层次开展仿真的能力建设和应用，打造有关利益方共赢的仿真生态圈。 作战实验体系有以下

特点：１．核心单位主要是直接为业务部门服务的、应用性的单位。 ２．各单位首先是为所在部门的业

务服务的，而不是为整个体系服务的；每个单位要完成自身任务，必须借助体系的力量。 ３．通过技

术上的互联互通和体制机制形成体系的。
２． 作战实验体系需求与建设

作为作战仿真研究对象的作战体系具有复杂系统的特点：元素的数量和类型众多，各元素的

功能和结构复杂；元素间交联关系众多且动态改变；规模庞大、构成有序，具有层次性结构；系统的

功能综合、目标多样；具有“涌现”现象。
研究复杂系统需要把复杂系统当成了“复杂系统”来对待。 战争的复杂性与认识能力的有限

性的矛盾，需要通过仿真建立作战微观层面与战争宏观层面的联系来处理。 而军事领域复杂问题

仿真研究面对的是一簇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认为是系统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或系统在

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形态。 因此军事复杂系统研究需要综合各个层次、各种角度的仿真实验才能透

过其复杂性的迷雾。
诸如作战筹划、装备论证等领域，作战实验的应用越来越广，要求越来越精细。 这些领域的作

战实验从模糊到清晰、从概略到精细、从预定到确定，各类实验形成反复迭代、相互交织的复杂过

程，从而对建立作战实验体系有多方面的需求。
一是需要上一层次作战实验为下一层作战实验提供背景、导向；而下层作战实验为上层次作

战实验提供数据、模型，检验模型。
二是需要将作战实验融入领域的业务，与领域业务一体化：如设计与仿真一体化、筹划与仿真

一体化、论证与仿真一体化、训练与仿真一体化。 领域业务的关联性，要求作战实验组合化。
三是提高仿真可信度的需求：实验应用是解决模型和数据基础薄弱问题的根本出路———可靠

可信的模型和数据是“用”出来的，而不是“建”或“采”出来的；有价值的应用需要多专业团队集体

完成。
四是需要通过组合实验间的多次反馈，在系统研制和仿真应用间建立良性循环，来提高仿真

系统质量，使其逐渐演化为可靠的预测工具。 多次、多种以及不同方法、不同参与者的实验可以相

互印证、补充、对比，帮助发现问题，提高仿真系统的可信度。
五是作战数据生成的需求。 例如 ＪＭＡＳＳ 和 ＪＷＡＲＳ 的组合实验中，ＪＭＡＳＳ 可为 ＪＷＡＲＳ 提供真

实的、针对特定态势作战的实验数据。 ＪＷＡＲＳ 运行多天的联合作战剧情，期间传递每次交战相关

的作战参数给 ＪＭＡＳＳ，作为 ＪＭＡＳＳ 启动的初始条件， ＪＭＡＳＳ 仿真交战过程并将结果返回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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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ＷＡＲＳ。 ＪＷＡＲＳ 使用 ＪＭＡＳＳ 得到的结果对交战进行裁定，并继续仿真运行。
六是作战模型进化的需求。 仿真是基于模型的活动，而建模也需要仿真的辅助。 例如指挥所

模型要考虑复杂的指挥行为时，由于影响行为的因素非常多，很难在模型构建初期就就考虑全面。
因此需要基于已有认识建模后进行广泛实验，再通过实验结果分析来改进具有智能单元的模型。
这实质上是一种人机结合的学习过程，需要大量实验来产生学习样本。 相对独立实验单位，实验

体系对此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
３． 作战实验体系建设

作战实验体系建设的目标是通过在应用领域层次上有序开展作战仿真建设和应用，打造有关

利益方共赢的仿真生态圈，使得仿真资源与系统建设和应用有机关联，形成全空间、全维度和全过

程的虚拟实践环境。 理想状态，是在作战实验体系中能够统一网络，实现互连；统一数据，实现互

通；统一模型，实现互操作；统一软件，实现共用支撑；统一应用，实现组合作战实验。 成熟的作战

实验体系在技术上应具有以下特征：１） 多样化的仿真实验手段；２） 多方面成果的综合集成；３） 领

域与仿真衔接的桥梁；４） 高效率的仿真实验方法；５） 灵活方便仿真实验环境。
作战实验体系在形态上可以视为一个分布作战实验室，上、下各个层次的作战实验互为支撑，

实现环境与平台、系统与应用建设的良性互动。 其建设要求包括：
１） 仿真资源建设要求：能够有效地提取领域的仿真资源，系统地组织领域的仿真资源，方便地

管理领域的仿真资源，快速地集成领域的仿真资源。
２） 模型建设方式要求：超越个体化阶段，进入协作化、工程化的模型研发，并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 在这过程中，增强模型规范性、提高实体模型的可扩展性、提高模型重用性、提高系统使用效

率。
３） 仿真环境建设要求：作战实验体系的仿真环境应能够通过软件即服务的形式提供灵活、按

需的仿真应用服务，解决传统仿真方式效率低、共享困难等困境，实现领域仿真资源安全地按需共

享与重用，实现领域仿真工具多用户按需协同互操作，实现领域仿真应用动态优化调度运行。
４） 协作方式建设要求：应具有学术交流、协作研究、资源共建和联合实验等多种协作机制和渠

道。 通过学术交流，有效传播新的技术，有用的经验；通过协作研究，构建技术与应用研究共同体，
推动仿真实验的研究。 通过资源共建，丰富体系中的理论、方法、工具、系统、模型、数据、案例；通
过联合实验，提升整个应用领域的作战实验能力。

５） 协作网络建设要求：需要建立实验任务、实验协作和实验交流三层网络。 实验任务网是核

心，连接领域各个仿真应用单位，用于联合完成大型实验任务或一系列相互联系、精心安排的组合

实验活动。 实验协作网在任务网上扩展，增加作战实验支持单位，通过协作为实验提供技术、模
型、数据等支持。 实验交流网在协作网网基础上扩展，增加各类实验相关技术的研究单位，论坛方

式。
４． 军事领域仿真工程

由于作战领域仿真需求多样，使得组合作战实验一方面需要大量多源、异构数据、知识、模型

的集成予以支撑，需要多个专业的人员的融合；另一方面面临时间和经费的压力，对全过程实验效

率有更高的要求，从而要求从领域的角度思考实验模式，组织实验活动。 军事领域仿真工程是构

建一个领域作战实验体系，实现组合作战实验的重要途径。
军事领域仿真工程针对军事领域各种各样的仿真需求，将一个领域中的仿真活动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筹划，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构建可重用、可共享的仿真资源，包括模型、数据、作战规则、平
台工具和标准。 军事领域仿真工程通过军事领域各仿真技术研究和仿真系统研发应用单位的有

机联合，逐步确立领域仿真的标准体系，以领域的可重用标准化仿真资源建设与应用为核心，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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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军事领域建设可重用的仿真资源；并通过便利的共享实施，支持领域中各种作战实验应用系统

的构建与应用，高效地支持军事领域中的各种类型的作战实验。 军事领域仿真工程的目标是促进

军事领域实验活动从各部门独立的、自洽的分散活动方式，走向集成的、协同的全局活动方式，实
现军事领域的知识与计算机技术高水平的结合。

军事领域仿真工程的主要工作是构建军事领域的仿真环境。 该环境包括仿真资源、仿真资源

集成框架、以及利用资源与集成框架来集成仿真应用系统的所有设施（含领域仿真标准规范）。 该

环境不是一个具体的仿真系统或仿真平台，而是整个军事领域的仿真应用人员从事仿真应用的工

作环境。
军事领域仿真工程的核心是建设领域共享仿真资源。 军事领域仿真资源主要是模型和数据，

它们是军事领域知识的抽象，是对军事领域中相关的实体、活动、任务、交互和环境等因素的可操

作性描述。 如果实验体系中各单位采用各自的方式描述现实世界，将导致开发出的模型和数据不

一致，又必然导致开发出的系统之间不能互操作。 因此，必需建立相应的机制保证实验体系中各

个单位开发的模拟资源是经过了权威部门的校核、验证和认可。 因此，需要研究军事知识向模型

和数据转化的机制和方法，探索作战仿真技术对军事知识（智慧）的集成以及全军协同建设作战仿

真资源的机制，支持作战仿真系统的研制和应用。 一般而言，仿真资源体系的构建涉及两个方面

的问题。 一是领域知识建模，即如何获取与建模仿真相关的军事领域知识，以及如何将领域知识

进行形式化描述。 二是领域知识转化，即如何将军事领域知识转化为仿真所需的模型数据资源，
进而支持建模仿真活动。
５． 小结

随着现代战争的复杂性不断升级，对于作战实验的要求也日益提升，对于多层次之间联动的

组合作战实验研究已成为军事仿真领域的重要内容。 通过领域仿真工程，推进作战实验体系的建

立，是高效完成组合作战实验的重要途径。

三、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设计

侯磊

简介：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仿真系统事业部主任、中国

仿真学会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系统工程学

会理事、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摘要：我军对抗仿真系统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面临极大挑战，

尤其是来自智能化的挑战，如何理解智能化带来的意义，推进智能化关键

技术研究，成为对抗仿真系统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介绍近年来神经网

络、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革新，分析对抗仿真系统发展存在的智能化

难题，并结合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和设想，探讨对抗仿

真系统智能化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对抗仿真系统、人工智能、深度神经网络、增强学习

信息化战争战场空间不断扩大，作战样式不断刷新，作战节奏不断加快，作战装备呈现出高灵

活性、高精确性、高杀伤力的特点，对作战指挥决策和战法创新提出空前的高要求。 追求作战效能

的精确释放、保证指挥控制的快速及时将是作战指挥关注的重点。 因此，作战方案推演评估和战

法实验必须将重心放在提高推演的速度、效率和可信程度上，对抗仿真系统是各类系统中能较好

支持作战方案推演评估和战法实验的典型代表。 当前，数据作为信息时代的战略资源，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为人类深度挖掘数据信息的智慧资源提供了方法手段，正在引领并重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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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在我军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引入人工智

能技术，大力发展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将成为有效提高部队指挥决策和战法创新能力的一个

理想选择。
１　 军事需求分析

１．１　 作战方案推演评估是信息化战争中精确指挥筹划的关键环节，必须构建高可信度的对抗仿真

系统

信息化战争中，精确筹划最关键的环节正是作战方案推演评估，必须要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准

确性。 当前，利用对抗仿真系统进行方案推演评估是解决和检验作战方案有效性的最理想手段。
应用前沿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将有效提高推演中仿真实体的指挥决策能

力，同时通过机器学习和智能推理改进和完善规则体系，从而全面提升方案评估结果的可信程度。
不难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的使用将大幅提高方案推演的可信程度。
１．２　 基于实验系统开展战法实验是当前我军乃至世界强国军队进行战法研究与创新的主要手段，

必须大力发展支持战法实验的高可靠性对抗仿真系统

目前最主流的战法实验是运用作战实验系统等手段，对已经初步形成思想的战法进行验证和

试验，从而对战法进行评判、补充、修改、完善的全过程。 其中，又以使用对抗仿真系统开展战法实

验的效果最好，这已然成为我军开展战法研究与创新的主要手段。 由此不难看出，着力提高用于

支持战法实验的对抗仿真系统的可靠性、可信度，是提高我军战法实验水平的关键所在，大力发展

支持战法实验的高可靠性对抗仿真系统已经刻不容缓。
１．３　 在我军大力推进新编制、精简指挥机构和指挥流程的大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对抗仿真系统

的智能化水平，降低使用门槛

当前我军正在加快推进转型和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新编制、大力精简指挥机构和指挥流

程。 面对当前我军指挥机构精简的实际情况，必须着力减少方案推演评估的参与人数，大幅降低

方案推演评估的使用门槛，保证指挥机构能够快速、高效的完成作战方案推演评估，更好地辅助指

挥员定下决心、指挥决策。 针对当前的使用需求，最好的思路就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力提高对

抗仿真系统的智能化水平，用人工智能仿真各类下级指挥所和分队指挥员的指挥决策，减少或直

接全部代替人工的参与。
１．４　 人工模拟蓝军指挥作战的难度高、耗费大，必须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构建智能化对抗仿真

系统解决模拟蓝军指挥作战的难题

无论是作战方案推演评估还是战法实验分析，都面临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模拟蓝军的指挥

和作战。 通过构建智能化对抗仿真系统来模拟蓝军的作战指挥决策。 针对不同国家各类军队的

战法战术、作战习惯、作战条令和指挥员的指挥特点等构建不同的智能化指挥决策仿真模型和规

则体系，仿真各类型蓝军的指挥，将模拟蓝军的任务交给智能化对抗仿真系统来处理。 随着系统

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和通过自学习不断地自我完善，这种方法可以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人工模拟蓝

军的水平。 这样一来，在进行方案推演评估或者战法实验时，面对不同的蓝军，只要知识库中能找

到的，都可以通过智能化对抗仿真系统来仿真其作战指挥，即使没有专业的模拟蓝军人员参与，也
能获得相对比较可信的推演结果。

综上所述，通过构建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大幅提高其智能化水平，并运用于作战方案推

演评估和战法实验分析，对于有效提高系统推演和实验结果的可信程度，大大降低系统本身的使

用门槛以及解决模拟蓝军的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非常必要。
２　 国内外发展现状

美国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一直注重该领域的技术研发，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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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布局，卓越的技术研发机构和认知学科的各类实验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

础，取得了大批令人瞩目的研发成果。 美军推进蜂群式无人机研究，实现更高水平的决策和功能；
ＤＡＲＰＡ 启动人机协作项目———“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ＸＡＩ）；美海军开发生物启发式自主感知

（ＢＩＡＳ）项目。
国内军事仿真领域的大学、研究所、公司等科研机构在作战推演与仿真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如

战略战役兵棋系统、“对抗仿真系统”等。
通过对国内外对抗仿真系统、人工智能领域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技术上、应用上相比于国外

还相对落后，分析对比见下表 １。

表 １　 国内外分析对比

技术及应用 国外 国内

对抗

仿真

系统

起步 较早，模型体系完善，扩展性强 较晚，军兵种内部较为全面，扩展性弱

使用方式
支持多方对抗，支持人－人、人－机、机－
机对抗

支持多方对抗，支持人－人、人－机、机－机对抗

智能水平 具有一定智能水平、可信度较高
智能水平低下、结果可信度差，行为仿真程式化、固
定化

实战检验
充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沙漠盾牌、
沙漠风暴、统一构想、城市决心等等

基本没有实战检验，在军事训练、演习、教学中有应

用

人工

智能

领域

起步

１９５６ 年达特茅斯会议提出，经历启蒙、
低潮、复兴、遇冷、快速发展五个阶段，
６０ 年历程

步于 １９８７ 年，３０ 年历程

领先水平 各项技术世界领先
技术相对落后，核心部件依赖进口，语音、视觉识别

等各别技术到达世界领先

机器学

习平台

深度学习平台 Ｔｅｎｓｏｒ Ｆｌｏｗ、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Ｌａｂ、Ｍａｈｏｕｔ 等等

ＢＭＬ、ＰＡＩ

民用成果
人工 智 能 围 棋 软 件 ＡｌｐｈａＧｏ、 ＩＢＭ
Ｗａｔｓｏｎ 等

百度大脑、撰稿机器人等

军用成果
“深绿计划”、“奈特勇士”，已装备的无

人机达 ７０００ 多架
各型无人机、机器人

３　 系统设计与集成

３．１　 体系结构设计

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采用分层体系结构，由数据层、模型层、业务层和应用层组成，如下

图 １ 所示。
（１） 数据层

包括支持智能对抗博弈所需的作战力量基础数据、作战方案、智能对抗博弈记录等数据库，以
及智能模型与机器学习所需的模型库、规则库、算法库、知识库。

（２） 平台层

包括对抗仿真平台、机器学习平台。 其中对抗仿真平台主要用于构建虚拟兵力模型体系，模
拟红蓝双方兵力，支持兵力智能行为、兵力交战仿真、虚拟兵力操控、仿真数据通信等功能；机器学

习平台主要用于提供人工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等深度学习开发环境，能够设计实现虚拟兵力智能

５５



图 １　 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体系架构图

的学习优化功能，通过博弈历史记录数据的深度学习对虚拟兵力的作战行动、指挥决策的智能化

水平进行迭代提升。
（３） 模型层

包括支持智能对抗博弈所需的各种模型，包括战场环境模型、武器装备模型、作战单元模型、
指挥单元模型、作战行动模型、指挥决策模型、作战行动学习模型、指挥决策学习模型、交战判决模

型、分析评估模型。
（４） 业务层

包括支持智能对抗博弈所需的各种业务软件，包括兵力模型软件、基础数据维护软件、规则编

辑软件、作战行动学习器、指挥决策学习器、作战方案管理软件、博弈运行控制软件、兵力操控软

件、对抗监控软件、分析评估软件。
（５） 应用层

支持人人对抗、人机对抗、机机对抗 ３ 种对抗模式。
３．２　 原型系统集成

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主要用于作战方案推演评估、战法战术实验分析，包括数据维护、方
案录入、想定生成、想定运行、兵力操控、对抗监控、评估分析、机器学习等业务功能。

通过部署不同的软件形成不同功能用途的操作席位，根据需求灵活编配操作席位形成博弈系

统，其中操作席位包括：博弈服务器、数据管理席、方案管理席、运行控制席、兵力操控席、对抗监控

席和分析评估席，席位功能和软件部署见下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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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操作席位及软件部署描述

序号 席位名称 席位功能描述 软件名称

１ 博弈服务器

作为系统后台运行的数据存储、计算中心，提供仿真、知
识学习、数据存储等功能；运行仿真平台软件，搭载兵力

模型软件，向对抗双方提供计算机生成兵力，并完成交

战兵力的交战行动、交战过程和交战结果的仿真；通过

学习器对博弈数据进行学习，提高作战行动、指挥决策

的能力。

兵力模型软件

作战行动学习器

指挥决策学习器

２ 数据管理席
完成对系统支撑数据的维护，包括装备性能数据、作战

行动规则、地形数据、博弈数据等。

基础数据维护软件

规则编辑软件

３ 方案管理席
完成对作战方案的录入，包括对抗双方兵力编成、初始

态势部署、计划录入、参数设置及想定文件生成。
作战方案管理软件

４ 运行控制席
完成对博弈过程的控制，包括对抗模式设置、想定加载、
运行、暂停、停止及推演比例设置等功能。

博弈运行控制软件

５ 兵力操控席
用于人人对抗、人机对抗模式，完成对计算机生成兵力

的操控及显示。
兵力操控软件

６ 对抗监控席 完成对抗双方行动态势、战损消耗的监控及回放。 对抗监控软件

７ 分析评估席
完成对博弈过程中各作战行动、指挥决策进行分析评

估。
分析评估软件

３．３　 典型应用流程

（１） 对抗准备阶段

通过基础数据维护软件录入博弈相关的作战力量的人员、装备、物资、弹药等信息的采集和管

理功能。
通过规则编辑软件录入作战单元的作战行动规则、指挥单元的指挥决策规则、交战判决规则。
通过作战方案管理软件新建博弈作战方案，选择红蓝双方参加对抗兵力，设置虚拟兵力初始

态势，设置对抗模式（人人 ／人机 ／机机），设置虚拟兵力操控权限，生成用于驱动模型运行的博弈方

案脚本。
（２） 对抗实施阶段

通过博弈运行控制软件加载博弈方案脚本，设置仿真步长、推进比例、对抗模式，初始化兵力

模型，获取虚拟战场环境，创建虚拟作战场景，开始兵力模型的仿真运行，提供仿真数据分发、兵力

操控命令接收功能。
通过兵力操控软件，根据兵力操控人员发布的操控命令，指定红蓝双方虚拟兵力的作战任务，

控制各指挥单元、作战单元的行动，并接收显示对抗仿真结果数据。
通过对抗监控软件记录博弈过程中的仿真结果数据，提供行动态势监控、战损监控、消耗监控

等功能。
（３） 对抗总结阶段

分析评估软件能够管理维护作战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博弈过程中的仿真结果数据对红蓝

双方的作战能力进行分析评估，为博弈记录提供估价参考。
作战行动学习器能够提供基于博弈历史记录数据的作战行动规则学习功能，支持对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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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迭代优化。
指挥决策学习器能够提供基于博弈历史记录数据的指挥决策规则学习功能，支持对指挥决策

模型进行迭代优化。
４　 系统技术途径

４．１　 开放式、可扩展的智能对抗系统体系架构

系统采用专业的、可扩展的仿真平台，采用组件化建模思想，通过将复杂的真实对象拆分为不

同的组件分别建模，使模型开发工作变的相对简单化、专业化，同时提高了模型的复用性。
引入人工智能规划与决策共性技术，应用于博弈系统中作战单元、指挥机构的智能推理、智能

规划与决策，通过人机对抗、机机对抗积累对抗样本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学得知识，基于知识库、规
则库、算法库提升对抗水平，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上重塑军事概念模型。

采用组件化建模思想，采用多层设计，完成剥离“问题域”和“仿真域”，使对抗仿真系统架构更

灵活、扩展性更强。
４．２　 面向大规模多 Ａｇｅｎｔ 智能对抗仿真技术

基于多 Ａｇｅｎｔ 的作战建模是近年来进行作战模拟与仿真的新方法、新工具，它以作战系统中的

基层个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具有自适应能力的个体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影响来揭示宏观的作战规律，突出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Ａｇｅｎｔ 强调灵活的自主性行为，不
但抽象出实体的特性、动作，还有感觉、心智、承诺等。 在实际的应用中，基于 Ａｇｅｎｔ 的作战建模过

程包括对实际系统进行分析、抽象建模、仿真试验等步骤。
４．３　 混合多种机器学习方法的综合运用

混合采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加以综合集成，充分利用人人、人机、机机三种对抗模式的博弈

数据来提升对抗智能化水平，对作战行动规则、指挥决策规则进行多维度的迭代优化。
在预训练阶段，可以通过人人对抗模式建立基本的对抗博弈人工智能。 在提升训练阶段，可

以通过人人对抗、人机对抗、机机对抗 ３ 种模式继续加强对抗博弈人工智能的训练，从而提升智能

化水平。
通过综合运用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的思想，混合采用深度神经网络、增强学习等机器学习技

术，一方面能够借鉴博弈人员的人类智能来构建基本的对抗博弈人工智能并进行后续提升，另一

方面能够通过机机对抗自动博弈解决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从而充分利用人人、人机、机机 ３ 种对

抗模式，实现对抗博弈人工智能的持续提升。
５　 结论和建议

针对作战方案推演评估、战法战术实验分析等需求，应用人工智能规划与决策共性技术，构建

了基于智能的对抗仿真系统，实现了初级水平的人机 ／机机对抗，并支持对抗水平逐步提升，解决

了传统作战方案推演及战法实验系统智能水平低下、结果可信度差的

问题，在军事领域和民用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以应用于作战方

案推演评估、战法战术实验分析、作战指挥模拟训练、指挥信息系统的

指挥决策和反恐怖模拟训练等方面。

四、 仿真中的交互技术研究———兼论 ＣＧＦ 建模及 ＬＶＣ
互联集成

　 　 张柯

简介：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博士，毕业

于国防科技大学，长期从事军用仿真领域研究，主要包括分布交互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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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体系对抗仿真，高性能仿真，以及基于多 ａｇｅｎｔ 的战争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等方向。 近年来参

与了多项军队重大活动和系统建设，并一直致力于仿真技术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和应用，以及仿真

产业生态圈的建设。
作战仿真（对抗仿真）属于社会系统仿真、复杂系统仿真，通常是离散事件驱动的过程仿真，被

仿真对象是连续离散混合系统，作战仿真的特点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个体与集体的结

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作战仿真的核心的 ＣＧＦ 建模与仿真，尤其是 ＣＧＦ 的行为建模（ＡＩ），基于

Ａｇｅｎｔ 的建模仿真方法（ＡＢＭＳ）可以非常好地满足 ＣＧＦ 的需求，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基于多 Ａｇｅｎｔ 的 ＣＧＦ 建模仿真通过 Ａｇｅｎｔ 模拟对抗双方的兵力组织结构，通过 Ａｇｅｎｔ 之间的交互

模拟兵力组织结构之间的指挥控制、通信、侦察探测、打击、协作等复杂的作战行为。 在一个 Ａｇｅｎｔ
内部，组成 Ａｇｅｎｔ 的各部件之间也通过交互来传递态势、指令、状态等信息。

ＬＶＣ 技术主要应用于实兵实装实战化训练、武器装备在作战环境下的试验鉴定等领域，其实

质是将实兵实装、实兵模拟器、计算机软件（构造）仿真等通过通信网络互联互通互操作，使之形成

物理分离、逻辑一体的分布式仿真系统。 ＬＶＣ 的本质是一种基于网络和互联和集成技术，核心是

异构系统的交互技术以及时间管理（时统）。 以 ＤＩＳ 和 ＨＬＡ 为代表的分布交互式仿真技术从上个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特别是以太网和 ＩＰ 协议）的发展而兴起和逐渐成熟，ＤＩＳ
侧重于解决模拟器组网的实时分布式，ＨＬＡ 着眼于提供统一的逻辑时间同步的实时非实时分布式

仿真。 ＬＶＣ 是 ＤＩＳ 和 ＨＬＡ 技术的自然延伸，一方面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万兆、十万兆以太网），另一方面 ＬＶＣ 更加强调实装、模拟器和计算机仿真的互联。
无论 ＣＧＦ 还是 ＬＶＣ，交互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 在计算机仿真中，交互离不开内存和网

络的支持，通常内存访问延迟为 １００ｎｓ，而网络延迟为 ５０００００ｎｓ（０．５ｍｓ），两者相差 ５０００ 倍，作战仿

真中频繁的交互决定了其性能将受交互延迟的严重影响。
ＣＧＦ 中的交互技术（模型交互）
采用 ＡＢＭＳ 的 ＣＧＦ 模型，在离散事件仿真机制下，无论是集中串行（Ｓｑｕｅｎｃｉａｌ）还是集中并行

（Ｐａｒｒａｌｌｅｌ）仿真方式，其交互都通过内存进行，在面向对象建模的代码段和数据段之间访问，其性

能是目前计算机技术所能提供的最高性能。 如无必要，全数字作战仿真宜采用集中式仿真方法。
由于采用面向对象的 ＡＢＭＳ，交互也可以分为 Ａｇｅｎｔ 内和 Ａｇｅｎｔ 间的交互，一般 Ａｇｅｎｔ 内的交

互不考虑实际的通信手段，也不考虑通信中断或延迟、带宽的限制，可以直接对应到程序间通信

（内存访问）。 而 Ａｇｅｎｔ 之间的交互，按照交互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可以分为显式交互和隐式

交互两种。 显式交互是与现实世界主题之间通信联系相对应的交互，如指挥控制、情报报告等，这
种交互带有不确定性和一定的时间延迟（例如通信中断、干扰），需要刻画这种不确定性以反映实

际情况（尤其是 Ｃ４ＩＳＲ 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对作战效能的影响）；而隐式交互是指为了完成仿真的功

能而发生的 Ａｇｅｎｔ 之间的交互，与现实世界通信网络无关，隐式交互主要是 Ａｇｅｎｔ 之间的感知和探

测，为了完成感知探测，需要直接获取各 Ａｇｅｎｔ 的真实位置、姿态、目标特性等属性，并通过相关的

感知模型（如雷达方程）的解算判定是否可探测。 在分布交互式仿真中，一般通过公布订阅的方式

将所有潜在可探测的数据通过网络进行收发（ＤＤＭ 等数据分发服务可以过滤掉一部分数据），接
收方根据所接收的数据进行计算。 如果有多个订阅者，则意味着同一个 Ａｇｅｎｔ 的数据需要向多个

订阅者发送，并且每个订阅者需要保留一份数据（占用更多的内存），再考虑到网络延迟，因此 ＨＬＡ
引入了一套比较复杂的逻辑时间管理方法。 集中式仿真中，所有实体共享一个全局状态数据池，
无需公布订阅发送接收，按照自身需求和权限直接访问即可。

从 Ａｇｅｎｔ 间交互收发者是否明确可以分为确定型交互和不确定型交互，确定型交互可以是一

对一或一对多，但在交互发起前即明确交互的接收方；不确定型交互是交互发送方无法确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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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方，因此需要采用黑板或者内部公布订阅的方法，由第三方或者潜在接收方自行判断。 仿

真平台应提供相应的机制。
实际上仿真模型还需要从外部磁盘加载初始化参数、提供参数的图形化编辑界面等机制，可

以广义理解为模型与 ＧＵＩ、外部存储等不同对象的数据交互，有可能建立一种统一的交互机制解决

所有交互相关的共性问题。
ＬＶＣ 互联与集成（系统交互与分布交互式系统）
ＤＩＳ 和 ＨＬＡ 是仿真领域广为接受的两种分布交互式仿真技术，尤其是 ＨＬＡ 技术，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期间在国内取得了蓬勃发展和应用。 同时 ＤＩＳ 也一直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从标准方面，
ＩＥＥＥ１２７８ 标准在 ２０１２ 年推出了 Ｖ７ 版，同时在美军特别是训练领域一直保持了对 ＤＩＳ 技术的使

用，例如 ＵＳＡＦ 的 ＤＭＯ，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的基于 ＤＭＯＮ 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Ｆｌａｇ 演习，所使用的互联技术主要

是 ＤＩＳ 和广域网互联的 ＨＬＡ。 国外的情况提示我们需要保持对一些不那么新的技术的关注和应

用，尤其是产业应用方面，不宜一味追逐热点和新词。
ＴＥＮＡ 是美军靶场领域应用于作战试验、逻辑靶场构建的一套技术，在 ＤＩＳ 和 ＨＬＡ 的技术基

础上吸收借鉴，并引入和分布式对象（ＳＤＯ）、远程方法等，具有独特的优点。 但我们在学习研究

ＴＥＮＡ 技术的同时，要避免唯 ＴＥＮＡ 论，要看到 ＴＥＮＡ 本身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标准化程度较差，
Ｖ６ 完全改写，不兼容 Ｖ５，而 Ｖ６．０．１ 到 Ｖ６．０．５ 的各个版本之间互相也不兼容；ＴＥＮＡ 所提倡的 ＱｏＳ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实现的策略还不满足应用的需求；效率方面存在提升的空间。

ＤＤＳ 是美国国防部委托 ＲＴＩ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和 ＴＨＡＬＥＳ 公司研究制定的一套用于实时数据分发的

标准，已成为 ＯＭＧ 的标准，并且有多家商业和开源软件的实现可用。 ＤＤＳ 在效率、易用性、功能等

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也在多个领域中得到应用和检验。 但我们同样也要避免唯 ＤＤＳ 论，也需要

看到 ＤＤＳ 应用与分布式仿真的不足，不包括逻辑时间管理（ＤＤＳ 本身只负责数据传输，逻辑时间管

理应在上层增加），ＤＤＳ 基于主题的交互数据定义方式不支持主题的继承，完全无法满足仿真的需

求；ＤＤＳ 不提供远程方法（ＲＰＣ），制约了某些依赖远程方法的试验应用。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从 ＤＩＳ、ＨＬＡ、ＴＥＮＡ、ＤＤＳ 等技术各取所长，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 ＬＶＣ 支

撑技术。 例如 ＤＩＳ 的 ＰＤＵ 标准、ＤＲ 算法和坐标系，ＨＬＡ 的公布订阅，ＴＥＮＡ 的 ＴＩＤＬ、ＬＲＯＭ、ＳＤＯ，
ＤＤＳ 的 ＱｏＳ 等，可以综合起来形成具有广泛支持能力和适应性的 ＬＶＣ 中间件支撑技术。

ＬＶＣ 一体化仿真

以 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仿真为抓手，构建一套完备的体系对抗全数字模型和应用系统；以统一的接

口建模和 ＩｏＴ 互联技术为另一个抓手，形成一套统一的交互机制和交互模型，在全军训练和试验领

域统一，是构建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和重用共享训练、试验资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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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如之窗

创新挑战 华如科技无人仿真平台亮相军
民融合专题赛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暨中关村第二届科技军民融合专题赛海淀园分赛

在中关村军民融合（西三旗）创新创业基地拉开序幕。 本届专题赛涉及网络与通信、智能制造、无
人系统、高性价比无人反制手段等高科技领域。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无人系统仿真测

试评估平台”解决方案参赛，并在展厅进行展示。

本届专题赛是在科技部、军委后勤保障部、军委科技委、军事科学院指导下，由科技部火炬中

心、中关村管委会、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等主办，旨在推进有效需求与科技成果直接对接，
探索形成军地协同工作机制，进一步释放“民间高手”创新潜能，为国防和军队挖掘亟需的前沿创

新技术。
分赛共邀请 １８０ 余位专家担任评委，其中 ８５％来自军队、军工科研单位，采取解决方案提供方

与评委现场对接评审的形式组织。 华如科技仿真研究院的艾迪明研究员分别从需求理解、解决方

案、核心技术、应用前景及自主可控等几个方面对《无人系统仿真测试评估平台》进行了详细讲解

和汇报，并对评审专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答疑和说明，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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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现场各个方案提供方激烈比拼，十分精彩。 展厅中也相当热闹，众多企业带着炫酷的产

品亮相，引得参观者纷纷驻足。 华如科技展出的无人系统仿真测试评估平台，将建模仿真技术创

新性地应用于无人系统领域的测试评估工作中，主要使用模式为测试训练、端到端学习以及环境

感知数据生成等，可应用于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艇等多类无人系统的测试评估，能有效降低无人

系统环境实验成本，提高无人系统的研制迭代周期。

此次大赛以“军民协同，融合创新”为主题，华如科技作为致力打造中国军事仿真自主品牌的

高新技术企业，将积极践行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大力创新，不断打造军仿精品，为增强国防力量

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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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船艇部队训练 ｜华如科技船艇模拟
训练系统成功上线

近日，船艇部队标准化建设现场会在某海防旅召开。 华如科技参与了试点部队模拟训练场馆

标准化建设工作，完成了模拟训练中心全部设施器材的设计制造，并在会议上进行了展示。 华如

科技的船艇模拟训练系统，仿真程度高、稳定可靠、贴近实战，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其中，船艇驾驶模拟训练分系统、机电综合模拟训练分系统、船载固定武器模拟训练分系统、

船艇通导模拟训练分系统精确对标船艇部队的主要作战专业，有效助力相关专业的日常训练与考

核。 通过运用先进的模拟训练手段，船艇部队的指战员大大缩短了技能成长的周期、有效规避了

训练风险、提高了训练效益。

华如科技的船艇模拟训练系统由船艇驾驶模拟训练分系统、机电综合模拟训练分系统、船载

固定武器模拟训练分系统、船艇通导模拟训练分系统构成，精确仿真现有装备实际操作感受和真

实战场环境下的感官感受。 系统集教学、训练、考核于一体，为船艇部队提供贴近战场的实战化训

练手段。
船艇驾驶模拟训练系统：主要由仿真驾驶仓、３６０ 度环幕视景组成可实现船艇操纵与避碰、编

队指挥和航行与通信、编队指挥和船艇战术科目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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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综合模拟训练系统：主要由主机及推进模拟系统、电站模拟系统、辅助机械模拟系统、机
舱综合管理模拟系统、机舱集控模拟系统等组成，可实现船艇主机及推进系统、船艇电站、船艇辅

助机械、机舱集控、主机遥控、机舱综合管理等课目的模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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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固定武器模拟训练系统：主要由主机操控平台、操作控制台和视景显示三部分组成，可实

现海双 １４．５ｍｍ 船载高射机枪对岸、海、空射击的战术操作、实弹射击模拟训练，全过程监控记录评

估参训人员训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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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艇通导模拟训练系统：主要由船艇报务模拟系统和导航仪器模拟训练系统组成，可组织进

行数据拍发、数码收报、编队运动通信等课目训练，也可模拟实施船艇航行中的定位、导航与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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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科技社团党委在京举办全国学会党组织
负责人培训班

为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建工作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国

家机关工委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部署要求，１１ 月 ２０－２３ 日，２０１８ 年全国学会党组织负责人培

训班在北京举办。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宋军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科技社团党委副书

记、学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刘亚东，科技社团党委副书记刘桂荣出席开班仪式。 来自全国

学会组织负责人近 １２０ 人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由刘亚东主持。

宋军在讲话中指出，学会党建工作是强化科协组织基础，推动科协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党

对学会工作政治统领的重要保障，是中央赋予中国科协的重要使命。 他对参会党组织负责人提出

具体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学会党的建设，常抓不懈；二要突出问题导

向，不断增强党建工作针对性、创新性，真抓实干；三要强化使命担当，着力推动党建工作向纵深发

展，实抓兴业。
开班式后，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部长杨文志主讲的《新时代科技社团新作为再出发》，系统深

入地解读了面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中国科协规划纲要；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郭哲作《思想

引领、联系服务与科协组织创新的几点思考》专题授课，讲授了新时代背景下科协组织的新定位、
新使命，中国科协“１－９·６－１”战略部署和科协系统深化改革最新进展。 本期培训班邀请中央党校

知名专家作《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解读，中国兵

器人才学院党委书记彭心国作《人民兵工精神》专题报告，组织赴科技社团党委学会党建宣传教育

基地———中国轻武器博物馆实地参观学习。 在理论学习、现场教学的基础上，培训班还安排了座

谈交流、分组研讨，学员们纷纷谈体会、讲收获，找差距、查不足，探讨如何创新工作思路，细化工作

举措，提升学会党建工作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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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期 ４ 天的培训，课程安排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既重视理论提升，又注重具体业

务研究，既聚焦学会党建，又涉猎学会管理，让学会党组织负责人提升了格局境界，优化了知识结

构，开阔了眼界视野，明确了方向路径。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结合学会工作

实际，把专题教学、现场教学和交流互动中所学习的知识、经验运用到实践中，不断提升学会党建

工作水平，拓展和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群团发展道

路，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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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系统专委会召开 ２０１８ 年中国仿真学会
智能物联系统专委会会议暨党建工作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智能物联系统专委会召开 ２０１８ 年中国仿真学会智能物联系统专委会会议

暨党建工作会议，对专委会 ２０１８ 工作总结和 ２０１９ 工作计划进行研讨，作为党小组争先创优乐于奉

献教育活动，邀请了香港理工大学张国峰博士介绍了优秀的控制学者张庆灵教授的生平，并邀请

专家学者开展了智能物联系统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研讨。 最后召开了主任会议和党小组会议，对专

委会 ２０１９ 年工作计划和党建工作进行了研讨。

党建工作会议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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