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开放型实验项目列表

1. 蜂窝通信系统中语音业务的传输与处理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虚实结合的实验方式是现代通信与信息系统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的趋势，作为虚

实结合实验的典型案例，蜂窝通信系统中语音业务的传输与处理虚拟仿真实验。

开放型实验 1 班

2. 情景化综合急救智能训练系统

实验简介：情景化综合急救智能训练系统是国内第一款将情景化与院前急救相结合的智能训

练系统。目前唯一 一款打造院前急救的环境，同时将实物模拟人操作与虚拟场景结合，进

行交互。

开放型实验 2 班

3. 城市粪渣处理及资源化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实验简介：为响应国家战略对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的要求，深圳大学以深圳城市废物处置

中心为原型，开发了国内首套粪渣处理及资源化工艺虚拟仿真教学系统，通过 3 维效果及

实操、评分等环节，提升教学效果和实验能力。

开放型实验 3 班

4. 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全网部署与优化虚拟仿真

实验简介：本项目由校企合作联合开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系统设计参照现网真实宽

带无线通信网络环境，实验界面和实验操作完全再现实际工程场景。

开放型实验 4 班

5. 演播室新闻摄像技术虚拟实验教学项目

实验简介：演播室新闻摄像技术虚拟实验教学项目采用三维仿真实验针对摄像机的相关演播

室应用场景进行训练，集合教学、练习、考核于一体，实验中的场景和器材均采用 3D 建模

技术操作，可全角度观察，操作细节清晰，仿真度高。

开放型实验 5 班



6. 锂离子电池生产关键技术虚拟仿真项目

实验简介：利用最新技术开发了锂离子全电池制作全过程虚拟仿真，重点突出了电芯设计、

匀浆、辊压、涂布四个关键仿真技术。通过实验预习、预习小测、仿真练习、仿真实验、仿

真报告、线下真实操作等多个教学环节。

开放型实验 6 班

7. 金属难加工材料切削及刀具磨损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是机械类专业核心课程，而金属切削相关理论知识作为本课程

的重点内容，在实验教学中存在实验设备成本高、数量少、易损坏、实验耗时长等问题，本

实验项目构建虚拟实验环节解决了实验教学难的问题。通过金属难加工材料样件在五轴数控

机床上的切削加工实操训练。

开放型实验 7 班

8. 大型齿轮箱结构设计与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大型齿轮箱集成度高、结构复杂、性能要求高，受资金、场地的限制,实物实验

成本高、箱体内部结构不易见、动态运行参数不易测，难以开展系统级传动系统结构设计能

力训练。

开放型实验 8 班

9. 面向机械结构创意设计的工程图学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面向机械结构创意设计的工程图学虚拟仿真实验，以图为本，以形见长，构建了

《工程图学》在线课程实验教学新途径。实验以机械结构设计为目标和载体，建立了基本立

体、组合体、装配体三个渐进的实验层次。

开放型实验 9 班



10. 污水处理工艺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你喜欢玩积木吗？ 当然！ 来像搭积木一样构建你的污水处理厂吧！而且能进行

运行和管理，像真的一样！ 将单元工艺积木化、3D 化、可视化并配与相应的数学模型和

控制模型，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实现污水处理工艺全流程的构思、设计、构建、运行和管理。

开放型实验 10 班

11. 污泥源减量污水处理(MOSA)工艺虚拟仿真实训

实验简介：污泥源减量污水处理(MOSA)工艺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由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学

习。项目的 3D 场景以佛山污水处理厂为蓝本进行仿真，包含了 AO-MOSA 污水处理工艺

流程所必需的共筑、、构筑物单元。

开放型实验 11 班

12. 液压元件及系统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 《液压传动》课程是机—电—液—控制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典型代表，实验

操作具有很强的不可视性、复杂性和危险性。在实验室已有的液压元件及系统性能试验台的

基础上、开发虚拟仿真实验系统，让更多的学员有机会通过网络平台亲自参与实验过程。

开放型实验 12 班

13. 凸轮机构及其动态特性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实验简介：机构创新与设计是现代机械装备自主研发、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手段，但机

构因概念抽象、运动过程复杂、依赖数学建模而难于教学和理解。本教学内容以“凸轮机构

及其动态特征虚拟仿真教学实验”为题探索经验并推广。

开放型实验 13 班

14. 海洋中的电化学腐蚀与防护

实验简介：海洋中的电化学腐蚀与防护构建仿真操作、综合设计和素质拓展三个层次实验教

学内容。包括牺牲阳极保护法原理学习、金属腐蚀实验方法、自主设计实验等，通过三维建

模图形并茂地展示实验条件对金属腐蚀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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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实验 14 班

15. CT 检查技术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CT 检查技术虚拟仿真实验面向医学影像学相关专业学生，教授 CT 检查的相关

原理及操作流程。本平台最大特色在于充分利用人机交互、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

有效避免了 CT 检查技术相关实验的高投入、高风险、高消耗的问题。

开放型实验 15 班

16. 生活垃圾蓝色焚烧处理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生活垃圾蓝色焚烧虚拟仿真实验聚焦于垃圾焚烧关键模块处理工艺及二次污染控

制的自主设计、自由构建、实时反馈和及时优化，在“不设标准答案”的模式下自定义实验

工艺流程，实现以学生为核心的自主探索式学习。

开放型实验 16 班

17. 超高速切削加工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 超高速切削具有高效高精度的显著优势，已广泛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的

制造。但超高速加工实验危险性大，设备成本高，各高校的加工实验开设率极低。因此，通

过超高速切削加工虚拟仿真实验的开放共享。

开放型实验 17 班

18. 道路虚拟施工教学实验

实验简介： 道路施工工期长，工艺复杂，同学难以通过课堂教学和短期实习掌握技术全貌。

虚拟施工模拟实验可以使同学突破时间和工艺限制，对道路施工的全过程有完整、直观、深

入的理解。

开放型实验 18 班



19. 船舶航行监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实验简介：综合运用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CDIS）的数据显示与识读、参数设定、航

线设计、航行监控和航行记录等重要功能，采用三维形式直观、逼真地实现船舶操纵与航行

监控。

开放型实验 19 班

20.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媒介融合实训项目

实验简介：互联网时代对新闻报道的快速反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媒介融

合实训项目，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海量信息中抓取有价值的数据，可克服海量信息对有价值新

闻源的干扰。

开放型实验 20 班

21. 化学实验安全教育情景互动式虚拟仿真教学项目

实验简介：东北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以给学生上好第一节化学实验课为目标，坚持“虚实

结合、能实不虚”的原则，开发了化学实验安全教育虚拟仿真项目，通过沉浸式虚拟仿真学

习和实景模拟操作，让学生直观地“看见危险，做到安全”。

开放型实验 21 班

22.大型建筑结构风洞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实验简介：结构风工程是一门研究和解决结构设计中的风荷载和风效应问题的学科，已成为

土木工程和工程力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传统物理风洞资源十分有限，且物理

风洞的使用代价十分高昂。这些客观因素限制了普通高校学生对于风洞实验的参与度。采用

现代信息化技术构件高真实感的虚拟实验设备以及真实物理风洞为教学环境，建立一个全方

位，多层次的大型建筑结构风洞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是非常必要的。

开放型实验 22 班



23.混凝土框架抗震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建筑抗震问题一直是土木类专业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但由于成本高、周期长、

试件体量巨大、加载设备昂贵，建筑抗震实验难以在本科教学中展开。因此，本项目的建设

对本科教学具有重要意义。项目通过设计、制作、实验三个阶段十一个模块的实验步骤，完

整模拟实体实验全过程，得出真实可用的实验结果，具有内部损伤可见、破坏过程可逆、学

生自主设计、快速循环实验等优势。

开放型实验 23 班

24. 金属高压铸造技术的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 在汽车、机械、交通、电气电子、航空航天各行业应用中，金属高压铸造是零

件液态成型方法中最先进的方法。由于工艺过程复杂和不能观测等原因，其科学本质和技术

精髓的教学和科研为难点。项目构建压铸技术的虚拟仿真实验系统，由模具、装备和工艺综

合分析等环节组成。

开放型实验 24 班

25. 智能电网变电站综合自动化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鉴于电力系统具有高电压、大电流、实验无法在真实系统开展的特征，本项目依

托东南大学江苏省电气工程重点学科及相关项目，以真实南京北郊智能电网变电站及底层运

行数据为基础，设计了的书店线路距离保护虚拟仿真实验。

开放型实验 25 班

26. 隐身飞机探究与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隐身飞机是现代战争体系对抗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其成本极其昂贵，技术高度

敏感，造成教学中探究认知上无法见真机见细节；设计分析上不能做实物做对坑。本实验围

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概论》和《飞机总体设计》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的通识及专业

教学需求，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探索，直观认知隐身飞机基本原理、互动探究隐身技术。

开放型实验 26 班



27. 典型机械产品铸造成形虚拟仿真

实验简介：铸造是获得机械产品毛坯的重要手段。本项目以典型机械产品，如端盖、箱体等

为对象，进行铸造过程（包括砂型铸造和消失模铸造）的虚拟仿真。

开放型实验 27 班

28. 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算法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针对我国现有机器人工程专业、机械、机电、自动化专业开设的工业机器人原理

课程，开设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算法的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编写机器人控制程序）的困难；

教学团队与行业组织合作、科研反哺教学，将运动控制技术和软件平台技术结合，开发了虚

拟控制器到虚拟机器人的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

开放型实验 28 班

29.企业形象广告空间体验与传播策划 VR 实验

实验简介：目前,广告学专业的教学主要以理论授课，策划案设计与制作为主，所设计的策

划案以文字、图像为主，停留在主观 2D 效果中，策划案与实际广告展示展示设计之间存在

较大差距。本实验的设计与教学旨在学生无须掌握复杂的三维制作软件，借助自主研发的

VR 实验平台，将抽象的字面文案，快速、高效地设计可视的、体现企业形象的三维虚拟展

厅。

开放型实验 29 班

30.航天器轨道原理及任务规划

实验简介：通过构建仿真与规划、多维可视化、实验结果分析与评估等仿真模型，开展空间

态势仿真分析、航天器轨道仿真、航天器对地观测任务规划、交会对接任务规划与仿真等四

类既能独立运行又相互衔接的虚拟仿真实验。

开放型实验 30 班



31.飞机典型零件数字化制造虚拟仿真

实验简介： 飞机典型零件数字化制造虚拟仿真采用具有网上多媒体信息综合展示功能的动

态网站内容管理平台。该平台具有网络在线仿真、实验预定、在线指导、精品资源共享等方

面功能。该实验平台主要功能是以虚拟仿真软件，模拟飞机典型零件加工工艺，支持数控编

程和加工流程实验。

开放型实验 31 班

32. 典型焊接工艺方法实践及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焊接是制造业发展中一种广泛使用且不可缺少的先进加工方法。本虚拟仿真实验

项目是以材料成型工艺为基础，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VR/AR 技术、数据库技术、互联网

技术、多媒体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在网络环境下构建出虚拟现实教学平台。

开放型实验 32 班

33.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虚拟仿真综合实验教学项目

实验简介：无人机应用技术已深入到测绘、应急救灾、地质、气象及农林等诸多领域，而

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无人机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人员极为稀缺。本项目突破了传统摄影测量

实验教学过程中安全性低、成本高、 场地条件要求苛刻等限制，在安全的虚拟环境中。让

学生体验从无人机飞行、影像获取、数据处理直至三维模型制作的全过程。

开放型实验 33 班

34. 无人机航空测绘过程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航空测绘过程是《摄影测量学》课程的关键教学内容之一，然而此教学内容具有

设备昂贵、实验环境要求高、存在危险性等特点，导致其实践教学在现实教学中难以开展，

无人机航空测绘过程虚拟仿真实验采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无人机航空测绘由内业准备到

外业数据采集等全过程。

开放型实验 34 班



35. 电力市场交易决策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实验简介：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现代电力交易人才培养需求极为迫切。华北电力

大学电力经济管理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发挥自身行业特色与资源优势开发并实施了

本项目，并在多所高校共享。项目依托电力市场改革背景，利用电力市场实际数据，采用国

内典型省份交易规则，搭建了仿真度极高的电力交易仿真环境。

开放型实验 35 班

36. 基于动态博弈的商业决策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 基于动态博弈的商业决策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让学生在虚拟企业的管理实践过程

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现实环境中商业竞争各环节，其特有的博弈性和交互性让更符合时代的特

征和发展趋势，这种学习的体验和感悟将使得学生更具备商业的现实感，在今后工作中更有

能力实施具体的决策。

开放型实验 36 班

37. 无人机航拍云台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实验简介：本实验项目以培养善用无人机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全媒化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为目

标，坚持“以生为本、行知并举”的实验教学理念，按照“虚实结合、以虚补实”的原则，

以专业航拍摄影师必须具备无人机操控技术与影视拍摄技术两大技能为切入点，采用 VR、

AR、3D 建模、动画、人机交互等信息技术自主研发了无人机航拍云平台手虚拟仿真实验，

以解决现实中专业航拍摄影人才培养的瓶颈。

开放型实验 37 班

38. 重走长征路——理想信念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验简介：重走长征路——理想信念虚拟仿真实验，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以角色扮演

的方式，以不同角色的视角与模拟角色对话，在长征中作出抉择，身临其境的体验围追堵截、

生离死别，亲身感受爬雪山的艰辛。

开放型实验 38 班



39. 基于管理会计的制造企业运营优化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本项目是会计学核心课程——管理会计的综合实验，共 6 学时，基于国家级制

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和多年数据，仿真了一家初始运营并不理想的化工制造企业，学生可切换

多种工作角色，置身于虚拟企业环境中，按照任务指引，运用管理会计知识，开发式的进行

模拟运营。

开放型实验 39 班

40. 企业人力资源危机预防及处理虚拟仿真项目

实验简介：本项目采用 3D 虚拟仿真技术，内嵌真实企业危机事件，搭建企业人力资源危机

处理场景和大量数据库，并设计了人力资源短缺、人力资源过剩、人力资源突发事件三种危

机类型，每种危机均按“危机准备-危机识别-危机决策-危机处理-结果反馈”五环节展开。

开放型实验 40 班

41. ERP 财务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本项实验通过在线虚拟仿真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实现公司资金流的动态化、可

视化，通过公司全景式沙盘展现，更直观的帮助学生运用财务管理知识对筹资、投资、生产

运营进行分析决策，感知“业财融合”对公司经营的重要性，掌握 ERP 财务理论方法并灵

活应用于公司的经营决策。

开放型实验 41 班

42. 飞机部件数字化装配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为提升学生的飞机数字化装配实践能力，解决飞机装配实验对象特殊、资源稀缺、

环境匮乏和周期长等问题，采用 3D 建模、动画、人机交互等技术研发；额本实验教学项目。

开放型实验 42 班

43. 全数字航电环境下战斗机飞控及火控操控任务仿真

实验简介：本项目以服务航电系统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目标,能够

支撑导航制导与控制技术、航空电子系统综合、航空总线技术、航空概论等航空特色课程的



教学。

开放型实验 43 班

44. 直升机供电系统状态检测与故障诊断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直升机供电系统状态检测与故障诊断虚拟仿真实验将虚拟仿真技术与传统教学相

结合，真实再现直升机供电系统、状态检测、故障诊断等过程。

开放型实验 44 班

45. 海昏侯国汉代漆器修复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海昏侯国汉代漆器修复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主要是为工艺美术专业方向《漆立体造

型》系列课程设置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对海昏侯国汉代漆器修复的虚拟仿真沉浸式学

习，使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汉代漆器的造型、材质、颜色、图饰和美学特征。

开放型实验 45 班

46. 电镀工艺虚拟仿真实训

实验简介：系统物理模拟了现代主流电镀生产线技术、具有交互式工艺参数选择，工艺流程

控制，及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体验等功能，解决电镀实训过程中有毒有害环境，不可逆

的操作，高成本消耗，有污染排放等问题。

开放型实验 46 班

47. 航空发动机原理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实验简介：航空发动机是关乎国防安全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目前《航空发动机

原理》等课程的相关实验,由于受场地、经费、安全等限制，很难生动展现关键部件的工作

原理，特别是由于高成本、高危险性，部件集成匹配和整机特征性实验难以开展。鉴于此，

本项目通过分层次、交互式、重探索、多样性等鲜明的教学方法，将相关知识点分解到推进

原理认知、部件特性剖析、集成匹配探索和整机特性实验四个环节，以满足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迫切需求。

开放型实验 47 班

48. 航空发动机热力循环及故障分析实验

实验简介：航空发动机是最复杂的机械系统之一。试车是开展发动机性能验证和维修检测的

关键环节，然而实验成本高、准备周期长、场地要求苛刻，且利用真实发动机开展故障分析

潜在风险大，无法满足探究性实验要求。本实验项目基于真实涡扇发动机整机试车台，扩充

高空实验和多种故障模式，开发试车、热力循环和故障分析三个模块。

开放型实验 48 班

49. 航空制导弹药制导系统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本项目以航空制导弹药的制导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知识体验式、时空开放性、

能力多元化的虚拟仿真实验。采用高逼真的 3D 模型与六自由度非线性动力学仿真算法相结

合的手段，设计了五个逐层递进的实验环节。

开放型实验 49 班

50. 国际航空货运出口通关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实验简介：《国际航空货运出口通关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以郑州航空港为原型建立三

维环境，通过抽取航空货运出口通关业务的典型特征，运用虚拟漫游和可视化仿真技术再现

出口通关真实场景和过程。

开放型实验 50 班

51. 面向航空制造业的仓储系统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实验简介：仓储管理是物流管理与工程类、工业工程类等相关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本项目依托我校学科优势，为解决目前教学实验开展难度大等问题，以航空业为代表的高端

制造业实际仓储系统为模拟情景，构建了仓储设施设备及布局认知、入库前准备-入库-在库

管理-出库管理全过程等学生场景。

开放型实验 51 班



52. 航空发动机特性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航空发动机特性实验是《飞机推进系统原理》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核心实验内容，

由于教学内容抽象和实验费用高，航空发动机工作原理和特性一直是相关课程教学难点。采

用虚拟仿真技术很好化解了难点及无法开设特性实验的不足，将发动机内气流复杂流动形象

刻画出来，并实现特性实验虚拟操作。

开放型实验 52 班

53. 航空铝合金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工艺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航空铝合金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工艺虚拟仿真实验”使学生直观认知铝合金回

填式搅拌摩擦点焊焊点成型工艺过程和设备工作过程，并通过交互操作、自主分析典型缺陷

成因，优化工艺方案，弥补传统教学的弊端，达到提高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开放型实验 53 班

54. 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碰摩故障监测实验

实验简介：本项目针对《发动机故障诊断基础》和《航空器检测与诊断》课程教学需求，采

用虚拟仿真的手段构建了航空发动机状态监测领域的典型实验项目--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

碰摩监测实验。

开放型实验 54 班

55. 航空集群协同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简介：实验分为航空集群认知、航空器协同原理、 协同通讯及协同侦察。航空集群认

知中可以自主选择航空器查看其基本信息，自主选择无人机的型号、数量编辑队形，设置航

行路线进行模拟飞行；航空器协同原理是各部分实验的基础原理，也可以由其进入实验；协

同信息是用户选择基站的信号范围和覆盖面积，设置航线，该模块中航行编队需要，时刻与

基站保持通讯；协同侦察用户可以选择侦察目标并在该次飞行模拟中侦察到目标。

开放型实验 55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