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擬世界　眼見為實
桌上型虛擬實境系統
身歷其境的互動式學習體驗

zSpace桌上型虛擬實境產品提供了一個與現實世界整合的虛擬實境學習環

境，運用虛擬實境技術（Virtual Reality，VR）和擴增實境技術（Augmented 
Reality，AR），將平面影像轉為立體化視覺效果，帶您進入生動、逼真的

虛擬實境世界。

zSpace產品所配戴的3D立體眼鏡具備高速的頭部追蹤功能，在

使用時移動頭部，視角會根據您的頭部位置進行變化，還能以

360度的視角深入觀察、動手學習，感受如同存在於現實世界中

的自然互動。

硬體規格

zSpace虛擬實境系統在STEM課程中的應用

zSpace於教育領域範圍已涵蓋K-12（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的基礎教育，並有

適合大學、研究所的高階內容（人體解剖、汽車維修、Unity 3D 開發工具），可以突

破技職化或專業實務課程之教學難題，解決師生互動與學習過程之疑惑。針對多元

化的學習需求，開展教師啟發式引導和學生自主性探究，讓STEM概念生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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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卡

Intel i3-7000系列

8GB RAM DDR4

256GB SSD

網路攝影機

802.11 nac + 藍芽

zSpace虛擬互動筆、3D追蹤眼鏡、

2D轉換眼鏡、鍵盤、滑鼠

Windows 10

系統：45.2 cm × 64.1 cm × 8.3 cm
檯面面積：24.1 cm × 64.1 cm × 52 cm

11公斤

Radeon Pro WX 3100

USB2.0(×3)、USB3.0(×2)、音訊、

HDMI、乙太網路、虛擬互動筆

3D顯示器

品名

24吋3D顯示螢幕 ( 1920 × 1080 )，
採用zSpace頭部追蹤立體顯示技術

手持虛擬互動筆將螢幕顯示之3D
物體進行六個方向之空間操作

zSpace 330 zSpace 370 極致的虛擬實境體驗 

豐富的3D模型及應用課程

由zSpace建構的虛擬實驗室涵蓋豐富的課程內容與高擬真3D模型，擁有傳

統實驗室難以比擬的優勢，學生可輕易還原操作上的錯誤並即時呈現實驗

結果，安全無慮下進行有危險性質的模擬實驗，有效鞏固物理、化學、地

球科學、數學、生物等學習知識，大幅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自然的人機互動方式

型號

zSpace 虛擬實境系統 zSpace 虛擬實境系統

zSpace Laptop

zSpace 虛擬實境系統學生機

24吋3D顯示螢幕 ( 1920 × 1080 )，
採用zSpace頭部追蹤立體顯示技術

15吋3D顯示螢幕 ( 1920 × 1080 )，
採用zSpace頭部追蹤立體顯示技術

手持虛擬互動筆將螢幕顯示之3D
物體進行六個方向之空間操作

手持虛擬互動筆將螢幕顯示之3D
物體進行六個方向之空間操作

Intel i7-7000系列

16GB RAM DDR4

256GB SSD

網路攝影機

802.11 nac + 藍芽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3100

AMD APU A9系列

8GB RAM DDR4

256GB SSD

網路攝影機

802.11a/b/g/n/ac + 藍芽 4.1 M.2 2230

Windows 10

AMD APU A9系列

zSpace虛擬互動筆、3D追蹤眼鏡、

2D轉換眼鏡、鍵盤、滑鼠

zSpace虛擬互動筆、3D追蹤眼鏡

備註

系統：45.2 cm × 64.1 cm × 8.3 cm
檯面面積：24.1 cm × 64.1 cm × 52 cm

11公斤

USB2.0(×3)、USB3.0(×2)、音訊、

HDMI、乙太網路、虛擬互動筆

閉合：3 cm × 39.1 cm × 27.3 cm
展開：28.4 cm × 39.1 cm × 56.5 cm

USB3.0(×2)、USB-C(×1)、音訊、

HDMI、虛擬互動筆

支援zView模擬實境軟體，透過外接視訊

攝影機可顯示標準/增強模式互動內容

不支援zView模擬實境軟體支援zView模擬實境軟體，透過外接視訊

攝影機可顯示標準/增強模式互動內容

3公斤

發現地球 太空探索 日月星辰 化石之謎 微觀世界 歷史文化

地球的結構

大氣層的結構

地球臭氧層

洞穴探索

大陸漂移

做一天火山學家

NASA太空探索

太空生活與研究

我們的太陽系

天體的運行軌道

人造衛星

如何啟動火箭

葉子的多樣性

針葉樹和落葉樹

種子的傳播

植物的適應性

蕨類的生命週期

花朵結構鑒別

動物的牙齒和飲食

動物的防衛

飛翔的翅膀 

鳥喙和鳥爪

動物分類學

夜行動物

人類大腦

骨骼系統 

骨折

肌肉系統 

消化系統

循環和呼吸系統 

探索生態系統 

棲息地中的生存 

獵食者和獵物 

人類對環境的影響

能量金字塔

共生關係

哺乳動物的頭骨 

猛獁象和大象

恐龍偵探

化石線索

從岩層學習歷史

挖掘三葉蟲 

季節

月球探索

月蝕和日蝕

星座探索

太陽探索

多雲的天空 

DIY細胞

細胞學說

植物與動物細胞

元素週期表

金剛石和石墨分

子結構

人體奧祕 物理科學 機械工程生態之旅 動物世界 植物探祕

開路和閉路

串聯和並聯電路 

LED和光子

萬有引力的證明 

發現摩擦力

重力的研究

古埃及探險

羅馬遺址探險

中國長城探險

世界新奇蹟

15世紀海洋探險

中世紀城堡

建造手臂模型

四軸飛行器

基本故障排除

交流發電機

四缸飛機引擎

變速箱及馬達



zSpace的STEM創客教育實驗室

STEM創客教育以“做中學”為理念，打破傳統分
科教學，學習過程運用科學、數學知識，透過工程

設計和技術工具創造性的解決實際問題。

zSpace的VR技術可讓學生的學習體驗從2D時代提升
到3D時代，是教育技術發展的重大飛躍，學生可在
三維空間中建構簡單至複雜的模型或場景，有效整

合Tinkercad、Unity等3D開發平台進行設計與互動
操作，在創造中學習。

3-5位學生組成一個學習小組，教師可派發 zSpace Studio 3D 模型
應用教材到各組zSpace學生機，於課中或課後進行實機操作，注
重學習的過程，鼓勵學生不斷地重複嘗試與積極探索，敢於讓

學生犯錯，讓他們嘗試不同的想法。

教師使用zSpace虛擬實境系統、3D印表機等設備並搭配zView軟
體輔助演示與說明，感受絕佳的身歷其境互動式學習體驗。

VR群組科技教室

產
品
列
表

專用防盜車

zSpace虛擬實境系統

3D印表機 教師電腦與群組桌椅

（含一部老師機和六部學生機）

zSpace STEM 軟體應用（選配）

Studio提供了豐富的模型探究及展示工具，允

許學生對模型進行對比、拆分、分析、測量、

註釋、操作，並且zSpace模型庫中有1500多個

模型供學生探究，學生和老師還可以匯入自己

創建的3D模型，作為拓展學習的工具。

Studio，3D工作室

Vived Science 是一款綜合性學科的教學工具，

提供了互動式的拆解與探索工具，聚焦在多門

學習領域，如人體解剖學、微生物學、地理科

學、植物學、動物學、化學、工程學和古生物

學等。

Vived Science，3D科學解剖教室

牛頓公園為學生提供搭建力學實驗的虛擬物理

環境，幫助學生深化學習牛頓力學知識。創新

之處在於可以改變重力加速度，模擬在不同星

球的重力實驗，助你發現物理學現象和收集數

據時可以暫停時間並返回到某一時刻的狀態。

Newton’s Park 牛頓公園 Visible Body 透視人體

富蘭克林實驗室提供了創造電路、排錯檢修的

實驗環境。學生可以透過動手實驗嘗試連接基

本電路結構，還可以挑戰解決故障電路問題。

學生可以使用馬達、LED、電阻和各種電導率

材料設計電路。

Franklin’s Lab 富蘭克林實驗室 Leopoly，3D模型設計師

Visible Body提供了虛擬現實版的「人體解剖圖

冊」，內建4600多種解剖學結構，涵蓋男女人

體的各個主要器官和系統，以及一千多個測驗

題。圖冊每一個圖像都非常逼真，為人們展現

了以往要透過實驗解剖人體才能看到的東西。

Leopoly是一款很容易學習的3D設計軟體，任

何人都可以成為3D設計師。學生可以在三度

空間中自由地發揮想像設計、創作，並以不同

視角觀看設計成果，還可以將作品用3D列印

機列印出來。

居里元素屋提供了元素週期表的學習，探索玻

爾和每個元素的原子模型。原子建造者允許學

習者添加質子、中子和電子來構建元素。提供

課程可以進行學習活動，並介紹元素週期表的

原子結構、組態和趨勢。

Curie’s Elements 居里元素屋

本系統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來模擬汽車總成的

拆卸及相關原理教學，可讓學員進行發動機拆

卸、變速器拆卸、懸吊模擬拆卸、煞車拆卸實

訓，將汽車動力總成及相關的結構清晰的展示

在學生面前，從而降低了學校的實訓耗材。

汽車動力總成拆卸及原理VR系統

歐幾里得幾何樂園提供與數學操縱有關的學習

活動，如數與計算、測量和數據、幾何等應用

課程，更提供多項的數學教具，如圖案積木、

彩色立方體、分數板、運算符號等，學生運用

各種數學教具進行互動，實踐數概念的學習。

Euclid’s Shapes 歐幾里得幾何樂園 汽車VR智慧課堂軟體

zSpace Experience 是一款綜合型的虛擬實境體

驗軟體，可突顯出zSpace令人驚豔的特色功能

與互動情境，提供以下六種主題教材軟體。

zSpace Experience 六大主題教材 zView 模擬實境軟體

汽車VR智慧課堂軟體以《汽車構造》、《汽

車原理》為理論架構依據，透過VR模型展示

汽車構造與維修過程中學生不易理解的結構及

相關原理。搭建課程VR PPT編輯器，教師可以

根據個人需求進行課程內容自由編輯。 

◆ 機械手臂拆卸

◆ 心臟構造探索

◆ 蝴蝶的一生

自然與生活科技主題課程套件

◆ 房屋構造

◆ 手錶展示

◆ 遊戲空間體驗

zView模擬實境軟體需與zSpace虛擬實境模擬主機電腦軟硬整合，可將虛擬實境之

3D內容利用電腦延伸桌面功能輸出至另一顯示設備。

(1) 標準模式：將虛擬實境模擬主機電腦之畫面直接鏡像輸出。

(2) 增強模式：具備擴增實境(AR)效果。搭配1080P視訊攝影機，以固定角度拍攝本

      案之虛擬實境主機電腦3D螢幕，可將3D虛擬實境內容與視訊攝影機所拍攝之現

      場畫面互相融入。

自然與生活科技主題課程套件含國中及國小教師手冊、學習單等內容。

◆ 國中課程包含人體奧祕、自然生態、微觀世界、日月星辰等主題的18門課程。

◆ 國小課程包含發現地球、太空探險、動物世界、恐龍之謎、生態之旅、動物

　 揭密、植物探秘等主題的24門課程。

zSpace 
應用影片

VR科技教室規劃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合作學習模式，整合zSpace虛擬實境系統教師機和多套學生機，以拓展型
的分組學習補充傳統教學的單向訊息傳遞，可以讓學生在虛擬三維空間中自由想像、創造、探索，促進學習

的主動性、創造性和合作精神，提供深度的數位化學習體驗，為教育學習注入新活力。

VR科技教室解決方案

Tinkercad是一個線上3D設計和列印網站，
幫助用戶在VR環境中可視化創意設計，可
在平台下載共享的模型，動手設計將想法

變成真實作品列印出來，更能將模型匯入

至 zSpace Studio 操作和觀看3D立體效果，
是設計者發揮創意的最佳舞台。

Unity 3D 開發平台能有效幫助教育者開發互
動式應用程式，透過zSpace釋出的SDK可將
Unity 3D、Autodesk、SolidWorks等軟體整合
應用於zSpace虛擬實境系統，對設計進行可
視化和操作，為創客教育帶來新展望。

zSpace顛覆傳統實驗教學模式，
突破了空間與資源的限制，

為學生搭建整合和應用的平臺，

不只提高了視覺體驗，

更增強了實踐性。

zSpace在STEM場景中的應用

實驗內容

不可逆

不能反復

成為歷史

回不去

的場景

實驗操作

過於危險

不夠安全

教學器具

過於昂貴

不易建設

現實存在

但無法

詳細觀察

自然條件

下無法實現

探究火山的結構

地球的大氣層

解剖青蛙

大腦和心臟研究

歷史遺址探究

恐龍化石的探索

探究短路

故障排除和檢修

搭建太陽能灶

雲霄飛車搭建

鳥爪和鳥嘴

蝴蝶的生命週期

大型觸控顯示器

zSpace的STEM創客

zSpace
突破

為學生

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