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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1.1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从事实验教学的经验和能力水平

（1）参与实验教学的经历和实验教学成果介绍

（重点描述）；

（2）参与本项目实验相关理论教学或科研的经历及成果介绍

（相关经历进一步的补充）；

（3）其它与本项目实验关系不大的教学或科研经历及成果介绍

（如果没有前两项相关工作，可补充其它成果。副教授以上人员相当于有此项内容）。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1.2 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

项目团队主要成员应能承担以下5种角色的任务：

项目管理、项目规划、教学设计、实验设计和教学实施

（1）项目负责人为专任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管理项目，担任项目管理角色；

（2）学科专业教师项目完成后担任本项目实验教学实施的角色；

（3）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负责教学设计；

（4）有实验教学经验或实验相关科研成果的教师负责实验设计；

（5）有规划设计指导经验的专家或领导。

注意事项：主要成员最多兼任两个角色，一般为本校教师，需要政审材料。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1.3 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其它成员

项目团队其它成员主要由教学辅助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组成

（1）要有信息化专业技术支持人员；

（2）要有在线教学服务人员；

（3）企业人员可做技术支持人员。



目录
LIST

1 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团队

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设计

3 虚拟仿真实验运行环境

4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特色

5 虚拟仿真项目注意事项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1）项目名称命名规则一般为 ”实验核心词组+(目标动词)+虚拟仿真实验”；

（2）实验核心词组要科学、准确、简洁地表达实验对象、实验内容或实验场景；

（3）可选的目标动词主要是指实验目标达到的培养层次，如设计、分析、探究、应用等；

（4）项目命名要与软著名称的关键词一致，但需删除软著名称最后的“软件、系统”字样；

（5）项目名称可与《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指南》中的项目方向的名称一致。

注意事项：

 无需添加”平台、软件、项目”字样（实验内容本身包含除外）；

 不应太短，不够具体，如“光电虚拟仿真实验” ；也不应太长，不够简洁，如有的达到35字；

 实验项目命名不建议用课程名称，目标偏大。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名称

示例：《雷弹制导天线阵列空间处理虚拟仿真实验》

海军工程大学

《加噪语音信号滤波器设计及应用虚拟仿真实验》

北京工商大学

《鱼菜共生智能农业经营虚拟仿真实验》

华南农业大学

《上市公司再融资虚拟仿真实验》

长沙理工大学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2 实验目的

实验目的是学生完成实验教学内容后应达到的培养层次和教学目标。

（1）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项目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素质教育；

（2）能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创造性思维（高阶） ；

（3）能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动手能力和构想能力（中阶） ；

（4）能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加深学生的认识水平（低阶）；

（5）将虚拟仿真项目的实验目的与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中的某项能力进行挂钩。

注意事项：

 实验目的描述要精练，无需在此描述项目建设必要性和立项目的

 实验目标要有一定难度，不同类型学校高、中、低阶实验配置要合理

 从实验教学角度出发，重点描述实验的能力教学目标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2 实验目的

 实验目的示例：

示例：描述了认知、理

念、操作、优化方法，

提高学生发现、提出、

分析、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和实践创新能

力

【参考文献】东北大学，

煤炭燃烧控制及其燃烧

烟气污染物协同脱除实

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3 实验课时

实验课时即实验学时，或学生做实验所用的时间。

（1）明确实验项目与课程的课时占比关系；

（2）实验课时数要准确，如4课时，不能模糊；

（3）根据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要求，实验课时不可低于2课时。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3 实验课时

 实验课时示例：

示例：明确实验项目与课程的课时占比关系，实验课时数准确

【参考文献】武汉理工大学，人工社会建模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4 实验原理

虚拟仿真实验原理描述了虚拟实验系统内在的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

实验原理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阐述实验系统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相关知识点；

（2）阐明虚拟仿真实验的系统模型及核心要素；

（3）阐明虚拟仿真实验系统核心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4）明确核心要素的计算方法；

（5）给出实验所应遵循的定理、法则或已知规律。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4 实验原理

实验原理注意事项：

 三维模型是虚拟仿真的外在表现，实验原理中描述的系统模型才是虚拟仿真实验内在本质模型

 虚拟仿真实验模型要源于现实，根据教学目的适度取舍；

 虚拟仿真实验的系统模型根据其复杂程度分为四档：

1、自由搭建：可自由搭建由多个对象组成的系统，改变拓扑结构，并有推演结果；

2、自由操作：可自由操作对象，大部分步骤是灵活的或多路径的，并有推演结果；

3、规定操作：可按规定步骤操作，可实现关键步骤的交互操作并作出改变；

4、自由观摩：能变换角度和远近观看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但不能操作实验对象。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4 实验原理

 实验原理示例：

示例：包含知识点概述、各

知识点原理介绍、系统仿真

度介绍

【参考文献】海军工程大学
，雷弹制导天线阵列空间处
理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5 虚拟实验对象

虚拟实验对象指实验涉及的主要操作对象，如理工科的虚拟实验仪器设备，文科的人物等。

（1）虚拟实验对象是虚拟实验系统的核心要素；

（2）虚拟实验对象可具有多个参数或属性；

（3）虚拟实验对象可接受学生的操作并发生变化；

（4）虚拟实验对象应具有较高的逼真度；

注意事项：

 在申报书中的实验仪器设备一栏中建议填写虚拟实验对象，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运行所用软件、个人计算机、服务器和网络则不需要在此处填写。

 如果实验对象在现实中是可见的，则可通过照片或录像直观描述；

 如果实验对象在现实中是不可见的，则尽量图形化和可视化。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5 虚拟实验对象

 实验仪器设备示例A：

示例：包括实验主要设备、主

要工具和主要测试仪器，将实

验对象分类列表。

【参考文献】内蒙古大学，工
业化单晶硅太阳电池制备工艺
优化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5 虚拟实验对象

 实验仪器设备示例B：

示例：包括场景和设备，虚拟实

验对象逼真度高。

【参考文献】广西财经学院，洪
涝灾害机动车辆保险查勘定损虚
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6 虚拟实验参数

虚拟实验参数是实验过程涉及到的重要条件、操作干预程度或重要结果。

（1）虚拟实验参数在学生操作下发生的变化是虚拟实验具有交互性的重要特征；

（2）虚拟实验参数是学生和教师在实验过程中关注的环境因素、对象数量和属性等；

（3）实验过程中所用耗材的规格和数量也虚拟实验参数的一部分；

（4）虚拟实验参数要有具体名称、单位、范围、初始值（即预设参数）等。

注意事项：

 在申报书中虚拟实验参数填写在2-6实验材料一栏中；

 虚拟实验参数建议用表格清晰直观地展现。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6 虚拟实验参数

 实验参数示例：

示例：用表格清楚罗列

实验的参数、取值范围、

单位、操作方式

【参考文献】海军工程
大学，雷弹制导天线阵
列空间处理虚拟仿真实
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7 实验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实验教

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

（1）实验教学方法可综合各种传统实验教学方法和虚拟实验教学方法；可以采用多个教学方法，可

分别阐述实验教学方法及其使用目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

（2）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虚拟仿真实验系统提供的在线学习辅导、在线测验、在线实验报告、在

线答疑讨论、实验记录跟踪等功能，可发现新的实验教学方法。

（3）实施过程重点描述虚拟仿真实验如何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可通过活动图或流程图直观表达；

（4）实施效果要介绍目前的教学应用情况及对外开放共享使用情况，要有客观的数据来佐证；同时

体现采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后对于以往实验教学有哪些进步的地方；

（5）实验教学方法不要按“步骤”描述，要按“活动”描述，以免跟有效的实验步骤混淆；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7 实验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方法示例：

示例：教学方法包含了实验

前学生预习、案例设计及实

现、案例分析及总结

【参考文献】北京工商大学，

加噪语音信号滤波器设计及

应用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7 实验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方法示例B：

示例：教学方法包含了逐层

过关考核法、PBL项目教学

法、思维导图法。以问题为

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可

视化的实验方式激发学生实

验兴趣。

【参考文献】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师范生校园网架构

设计与实现3D游戏虚拟仿真

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8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是从学生角度描述的具体实验方法和实验步骤，能体现逼真度、仿真度、

交互性等重要指标，是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申报书的重点

（1）可从学生使用的角度来描述实验方法和步骤，参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写法，让学生能看懂，最好有图

表，适当提供学生进行实验操作的具体示例；

（2）实验方法是针对本实验的具体的方式方法，不是普适性的方法；

（3）实验步骤是有效的交互操作，每个步骤要有教学意义并承载一个教学点，包括学生有主动意识地输入

数据、选择、移动或发出指令，随后系统输出不同的反馈结果。一次人机交互可能算一个实验步骤，也可能

不算一个实验步骤，这取决于其是否能承载一个教学点。

（4）既要写每一步的实验任务目标，还要写清楚如何完成操作以及注意事项；

（5）设计性和综合性的实验步骤通常为一个操作阶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操作；

（6）验证性、技能类实验的操作步骤，可标明“步骤1”、“步骤2”、“步骤…” 。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8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

 实验方法示例：

示例：既包含学生在总体实

验方法介绍，也包含具体流

程内容简介

【参考文献】海军工程大学
，雷弹制导天线阵列空间处
理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8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

 实验步骤示例：

示例：具有清晰的步骤编号，

以及具体选项的描述，具体

展开了交互操作、参数、路

径、结果数据等

【参考文献】海军工程大学，

雷弹制导天线阵列空间处理

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9 实验结果与结论的形式

实验结果与结论的形式是教师预先设计的对于学生实验结果与结论的表达形式要求，可提

供一个典型的某学生做出的某个结果与结论的示例，以便于后续人员理解。

（1）实验结果是指学生实验的最终结果数据、图表等；

（2）实验结论是根据实验结果所作出的分析判定，是最终实验数据无法直接表述的，需要学生

进一步阐释其真正含义；

（3）实验结果应与实验目的、实验过程相对应；

（4）关键的实验操作结果要通过插图描述清楚；

（5）技能型实验要有过程操作结果，探究型实验要有最终呈现结果。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9 实验结果与结论的形式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示例：

示例：给出了详细的实验报告要求

及参数记录表模板

【参考文献】北京工商大学，加噪
语音信号滤波器设计及应用虚拟仿
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0 实验考核要求与评价

实验考核要求包括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以及虚拟实验系统提供的考核功能

（1）常见的实验考核有理论测试、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实验报告共四种考核方式；

（2）理论测试和实验报告是主观性考核，也是传统常用考核手段；

（3）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是客观性考核，这是虚拟仿真实验可提供的新考核手段；

（4）要有完整的实验记录及评价反馈机制，这也是新考核手段的基础；

（5）实验考核要有一定的可信度。通常客观性考核的可信度比较高。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0 实验考核要求与评价

 考核要求示例A：

示例：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

结果、实验报告综合评定，评分细

则规划清晰

【参考文献】大连海事大学，船舶

航行监控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0 实验考核要求与评价

 考核要求示例B：

示例：考核环节包含实验设备认知、

实验操作、实验报告，采用不同模

块综合评定，评分细则规划清晰

【参考文献】中国石油大学，页岩

气物理吸附解析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1 面向学生要求

面向学生要求是指学生在实验前必备的知识、技能。

（1）注意实验要面向本科教育；

（2）专业和年级要求：专业与年级要求需要细致到具体专业、具体年级，年级跨度不要太大；

（3）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需要描述必须的或建议的前置课程、基本前置能力；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1 面向学生要求

 示例：

（1）年级与专业要求：面向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大三、大四的本科生。

（2）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学生已系统学习并掌握《岩体力学》、《基础工程》、《勘察

技术与工程》等专业课程

【参考文献】西北大学，地质工程原位测试虚拟仿真系统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2.12 实验项目应用和共享

实验项目应用主要是指在本校的应用，实验项目共享主要是指在校外的应用。

（1）本专业上线时间、学时数和使用学生人数。需满足2个学期的实际应用；

（2）本院其它专业使用学生人数，专业数量和总学时数；

（3）本校其它学院使用学生人数，学院数量和总学时数；

（4）校外共享情况，多少学校使用、学生使用人数和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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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3.相关网络和安全要求

网络安全要求

1、对具体项目部署的软硬件系统整体的网络信息安全等级要求；

2、一般需要整体二级等保。需要有二级等保的证书图片。需要校方单独申请办理，一般由公安

机关发放。

示例说明：此为项目涉及的管理系统软件产

品的二级等保证书，并不能替代校方对项目

部署后的软硬件整体内容的信息安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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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1 项目建设必要性

项目建设必要性是指能够解决真实实验无法开展或存在困难的实验。

1、项目建设要参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颁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指南》；

2、项目建设重要的原则是虚实结合（两个层次）、相互补充、能实不虚；

3、项目建设必要性是一票否决指标。先进性是必要性的重要补充；

4、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条陈述，要写出对比实体实验的具体优势和量化数据。

5、必要性的叙述要具体有针对性。重点解释为什么采用虚拟仿真实验，而不是实体实验？虚拟仿真比

实体实验的优势在哪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1 项目建设必要性

 建设必要性示例：

示例：打破实验时间、地域、

方式受限情况，提供全套虚拟

设备，满足批量学生仿真实习

演练。

【参考文献】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师范生校园网架构设

计与实现3D游戏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2 实验方案创新

描述实验方案方面的创新

1、详细描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整体设计思路，重点在"创新"；

2、能够体现实验的思想性、科学性、高阶性。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2 实验方案创新

 实验方案创新示例A：

示例：分为必要性和设

计思路进行了阐述

【参考文献】中国人民

大学，地籍测量与管理

三维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2 实验方案创新

 实验方案创新示例B：

示例：跨学科交叉融合，

改造专业课程

【参考文献】浙江工业

大学，村镇规划人流状

态智能分析虚拟仿真实

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3 实验方法创新

教学方法创新是指对项目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性进行描述

1、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替代作用；

2、有效拓展与延伸实验教学内容的宽度与广度；

3、在原有传统课堂教学基础上，鼓励应用翻转课堂、项目制教学、多学科交叉教学等新形式教学方法；

4、充分利用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辅助教学功能，如在线学习、在线答疑讨论、在线测试等开展教学。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3 实验方法创新

 实验方法创新示例：

示例：运用了“翻转课

堂”，学生自主完成的

可行性高

【参考文献】东华大学，

创业决策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4 评价体系创新

评价体系创新是对整个实验项目的教学评价体系建设的创新。

1、在理论测试、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实验报告等常见实验考核方式之外提出新的考核方式；

2、提供实验有效用户数量、在线时间、平均实验时长等相关信息统计；

3、提供用户评价，学生能打分、评论和留言 ；

4、提供访问来源地统计。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4 评价体系创新

 评价体系创新示例：

示例：考核方式之外的新的考核方式

【参考文献】山东财经大学，集团财务共享动态运营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5 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如何配合传统教学服务，如何延伸与拓展传统实验教学

1、论述信息化教学方式在本实验中的具体应用；

2、找出虚拟仿真实验与传统教学的区别，明确延伸出了什么技术，拓展了什么内容。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4.5 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示例：

示例：描述较为全面

【参考文献】山东工商学院，危化品事故应急管理虚拟仿真实验



目录
LIST

1 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团队

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设计

3 虚拟仿真实验运行环境

4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特色

5 虚拟仿真项目注意事项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5.1 关键注意事项

注意：如不满足以下任何一条指标，则不符合申报要求

1、项目一定有建设虚拟仿真实验的必要性，能够满足“能实不虚”的要求；

2、项目不能存在思想性或较严重的科学性问题；

3、项目一定要纳入本专业教学计划，满足不少于两个学期的实际应用；

4、项目一定要与实验空间完成技术接口对接，能够统一身份登录，以及传回实验数据；

5、项目保持公网联通性，能够登陆并打开做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5.2 其它注意事项

(1)、注意排版清晰、多配图

方便读者快速全面获取信息，取得良好印象。

(2)、注意前后一致

实验设备、材料、步骤、结果、考核等内容围绕实验目的与原理开展，要有条理性，符合逻辑

连贯性；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6.  参考文献

姓名 单位 案例

陈银娥 长沙理工大学 上市公司再融资虚拟仿真实验

张静远 海军工程大学 雷弹制导天线阵列空间处理虚拟仿真实验

章文俊 大连海事大学 船舶航行监控虚拟仿真实验

刘霞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师范生校园网架构设计与实现3D游戏虚拟仿真实验

王万良 浙江工业大学 村镇规划人流状态智能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江长斌 武汉理工大学 人工社会建模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廉小亲 北京工商大学 加噪语音信号滤波器设计及应用虚拟仿真实验

张科静 东华大学 创业决策虚拟仿真实验

于秀琴 山东工商学院 危化品事故应急管理虚拟仿真实验

梁玉 广西财经学院 洪涝灾害机动车辆保险查勘定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邵长金 中国石油大学 页岩气物理吸附解析虚拟仿真实验

宫箭 内蒙古大学 工业化单晶硅太阳电池制备工艺优化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6.  参考文献

姓名 单位 案例

杜涛 东北大学 煤炭燃烧控制及其燃烧烟气污染物协同脱除实验

谢婉丽 西北大学 地质工程原位测试虚拟仿真系统

万俊毅 华南农业大学 鱼菜共生智能农业经营虚拟仿真实验

王爱国 山东财经大学 集团财务共享动态运营虚拟仿真实验

严金明 中国人民大学 地籍测量与管理三维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感谢以上单位及项目参与人提供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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