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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R”技术作为一种高科技它能让体验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虚拟的环境中,身临其境,甚至
让你的所见,所闻都如同真的一般。然而在体操和武术这两个项目中有许多的高难度动作,在做这些动作
时主要是人体的本体感觉以及位置觉等协调肢体的各个部位来共同完成。就两者所产生的感觉而言它
们是相通的,也就意味着“VR”技术开发到体育运动、教学、训练、比赛中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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