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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显示系统在演艺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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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视频系统的特点，提出“大系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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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投影显示在会议室、培训室、控制室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实现大尺寸或超大尺寸显

示应用方面具有优势。随着融合、变形、播放等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投影可以在任何介质

上实现成像显示。通常，不在“投影屏幕”实现的投影被称作投影映射（Projection mapping）

或结构投影，这一概念是在 1990年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最先提出的。 

最早的投影映射出现在 1960年，当时被称为视频映射（video mapping）或者空间增强

现实。第一个公开应用的案例出现在 1969年的迪斯尼的鬼屋项目中，当时用 16 mm 的胶片

电影放映机将影像投射到“骷髅模型”上，出现动态的效果。2001年后，投影映射在各种

艺术活动中逐步使用。 

2008年前，投影映射技术也曾少量地出现在国内一些短期活动现场。2008北京奥运会

开闭幕式上，147台高通量投影机在碗边上投影的笑脸、在巨型球体上投影的蔚蓝星球，让

投影映射广为人知。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蝶恋花投影也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唯

美的记忆。2010年上海世博会，全世界各个场馆投影映射的运用更是提供了一种视觉盛宴，

开闭幕式上的璀璨惊艳、清明上河图的惟妙惟肖、地球馆的蓝色星球和天下一宇、湖南馆无

穷尽的魔比斯环、南市发电厂 180 m高烟筒上投影、上海馆的“蚕茧”沉浸式影像等等，都

极大地刺激和启发了国内对投影映射的应用空间。 

投影视频在文化演艺领域中的应用随之高涨，带来了各种演出场所在舞台及演出空间的

投影映射实践，且不断创新突破；同时，因大型化的趋势，在构建系统时 需要建立“大系

统”的理念。 

 

2 演艺领域投影显示系统组成 

在演艺领域的投影视频应用中，其投影显示系统主要由 5部分组成，如图 1所示，包括

投影介质、投影机（阵列）、信号传输设备、播放设备（含融合变形校正）以及显示控制系

统，当然还包括供电系统以及计算机网络等。除上述系统外，还需要考虑安装环境保证系统

的正常使用，考虑与其他系统的协同（同步或异步）以及满足媒体对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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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演艺领域投影显示系统组成 

 

3  投影视频在演艺领域中的不同应用 

3.1  在舞台演出中的应用 

戏剧表演是人类文化的瑰宝，舞美是戏剧演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舞美包括舞

台、布景、灯光、化妆、服装、效果、道具等。近年来，投影视频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手段，

加入到舞美设计之中。同传统的技术手段相比，投影视频动静结合，静态时如传统布景，动

态时可以叙事和阐述主题，使戏剧艺术也具有了“电影”的特质。 

剧院对投影应用最简单的需求是作为舞台背景使用，在舞台底幕上进行投影；其次还可

以作为前景，在纱幕上投影；前景和背景投影可以协调使用。除了底幕和纱幕，也可以在舞

台两侧进行投影，甚至可以将投影延伸到观众席的天花和两侧，将舞台及演出场景延伸，让

观众有“沉浸”感、参与感。不过这种应用较为特殊，一般会根据剧本创意来有针对性的设

计规划。 

剧院中投影系统的建设可简可繁，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现有的剧院中选择可以安装投影机

的位置且不破坏剧院环境，不影响观众的观演。对于室内的安装，噪声的控制也是要考虑的

基本因素。除此以外，投影视频播放与艺术灯光的配合和协同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瞬时变

换到位。 

  长白山大剧院具有超大舞台，台口宽 20 m，高 12 m，深 50 m，主舞台两侧各有一个小

舞台用于放置舞台器具。投影系统共配置 4台 Roadster S+22K-J 投影机，1台 Roadie HD+35K

投影机。其中 2台 Roadster S+22K-J 投影机正投叠加，用于投射台口纱幕，起到虚幻朦胧

的效果，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视觉享受。另外 2台配合摇臂，在舞台两侧的屏幕上投影，用

于各种会议；也可以自由转动，实现与观众互动的效果。Roadie HD+35K投影机则背投于宽

20 m高 11.2 m的屏幕之上，创造与剧情关联的舞台背景，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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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情景演艺秀《天地长白》的投影效果 

 

舞剧《雁秋词》中，整个舞台背景全部由投影视频实现，5台 WU14K-M高清数字投影机，

其中 3台用于舞台左、中、右三个位置的背景板上投影，见图 3，另外 2台投影机用来配合

台口位置“树”和“房子”道具画面的显示。现场投影效果朦胧梦幻，意境深远，变幻莫测，

90 min的投影视频为演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图 3  舞剧《雁秋词》中舞台背景的投影效果 

 

国家大剧院首演的大型民歌情景诗《桃花红》，该剧的舞台幕布分为两侧的侧幕、一张

可升降的台前纱幕和 18 m×10 m的底幕。底幕有两层，下面凸出部分，既是演员歌唱表演

的舞台，也是投影幕布的一部分，所有舞台幕布的影像均来自 2台 Roadie HD+35K投影机，

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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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民歌情景诗《桃花红》的投影效果 

 

在楼观台剧院上演的《道·梦空间》中，采用 10台 Roadster S+20K高性能投影机，其

中，4台投射顶棚天幕，2台投射舞台前幕，4台投射两侧侧幕，通过媒体服务器的融合校

正及同步播放功能，将各部分影像融为一体，使得剧场整体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视觉体

验，见图 5。 

 

图 5   《道·梦空间》的“沉浸式”视觉效果 

在西双版纳傣秀剧场中，观演空间为圆形，舞台位于中心，因此使用了 8 套带摇臂的投影系统，可灵

活跟踪表演，见图 6。 

 

图 6  《傣秀》的投影效果 

 

3.2  在综艺表演秀中的应用 

    综艺表演是庆典、纪念日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欢庆方式，围绕着主题意境的呈现和演员

的表演，用视频、灯光、扩声、舞台机械等技术手段为表演创造一个广阔的演出空间，兼具

传统表演和现代科技秀的双重震撼。投影视频主要的功能是进行时空变换，发挥着穿针引线、

起承转合、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类应用绝大多数为一次性演出，一般由租赁公司临时搭建而

成。如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用了 143台 20 000  lm投影机，实现了碗边、太极、

地球等不同形式的投影，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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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投影效果 

 

在国内还有一类是各种“系列”旅游演艺场所，这类演艺场所从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

的剧院形式，又不同于一次性的活动需要，是目前演艺场所固定安装类的主要应用。如在深

圳欢乐海岸的大型多媒体现代化水秀剧场，采用3台HD35K投影机投射到3个水幕，2台HD35K

投影机投射舞台中央可升降的月球，2台 20K投影机投射舞台侧面，配合摇臂打造出以《深

蓝秘境》为主题的水秀，见图 8。 

 

图 8  水秀《深蓝秘境》 

 

在这类应用中，投影系统的功能主要还是作为“演员演出的背景”使用，投影的介质主

要集中在人造的各类屏幕上面，效果容易控制；而在有些室外演出，还会因地制宜投影到自

然界中的崖壁、建筑的外立面上。 

 

3.3  在综合光影秀中的应用 

综合光影秀以投影为主要表演手段，结合扩声、灯光、喷泉、水幕、机械、激光、烟火、

机模、机器人、无人机等，形成一个令大众叹为观止的科技秀。 

综合光影秀与综艺表演秀的不同在于，整个表演过程，没有演员的参与，完全是科技手

段的艺术化。投影系统对于综合光影秀的表演是核心，由于没有演员，投影内容承载着整个

演出的主题，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其他的技术系统都围绕着视频内容来编排和配合；同

时，可以得到很好的计算和控制，成为目前旅游演艺一种重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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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光影秀中，投影系统的规模更大，更为壮观，各种物体都可成为投影介质，包括

自然界中的山体、崖壁、沙丘、茂密的植被、水面，各种建筑外立面，也包括像水幕这种人

工制造的各种屏幕。目前，其显示总控系统具有自动化的控制功能。 

 

无锡华莱坞《影动无锡》综合光影秀，综合了建筑投影、水幕投影、灯光、激光、扩声、

喷泉、烟火等多种技术手段。水幕投影采用了 2台 35 000 lm工程投影机投射；建筑投影采

用了 4台 35 000 lm和 4台 22 000 lm投影机投射，见图 9。 

 

图 9  《影动无锡》的水幕投影和建筑投影 

 

河南开封银基乐园“O”秀，围绕着一个 46 m的“O”型水幕及两侧的水幕投影，结合

灯光、激光、喷泉、烟火、灯光、扩声打造视觉盛宴。其中，“O”采用了 6台 3 5000 lm

工程投影机叠加融合投射，两侧水幕各采用了 2 台 35 000 lm 投影机叠加投射，见图 10。 

 
图 10  “O”秀的水幕投影 

 

3.4  在建筑光影秀中的应用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而建筑光影秀是让凝固建筑“活”起来的艺术，在大众传媒、旅游

演艺、文物复活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建筑投影实际上是一种 2D投影，借助于计算机图形

技术，可以实现 3D的效果，俗称“裸眼 3D”；结合声效，能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在这里投影和建筑是主角，建筑投影通常是从选择有故事的建筑开始，策划表现的内容，

并结合建筑自身的特点来创意，否则，投影效果会大打折扣。部分建筑投影还需要考虑周边

环境灯光的影响，考虑人员的聚集和疏散安全，考虑建筑投影本身对交通的影响。 

《铁塔传奇》以立体投影的方式来展示千年文物古迹，采用了 6台 Roadster S+22K-J

投影机，通过播放器内置的融合技术，在凹凸不平的塔体上投射出“肖像”画面，并达到不

变形、超高亮度和清晰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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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在凹凸不平的塔体上投射“肖像” 

 

4  投影显示系统设计的“大系统”理念 

无论是有人表演的舞台演出、综艺表演秀，还是无人表演的综合光影秀、建筑光影秀，

都属于大量观众聚集的大型活动，需要策划系统方案，参与实现的各个系统需要服从整体大

系统的需要，且各系统间相互配合。 

所谓大系统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要理解经营者的目标，以便在预算范畴内完成设计； 

（2）了解创意内容对投影显示系统的要求，以确定最低的投影系统指标； 

（3）熟悉空间环境情况，以便投影系统的实施能够落地； 

（4）明确与其他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以便能协同配合。 

只有建立在大系统理念的前提下（见图 12），才能提供最合适的系统设计，达到最佳状

态。任何孤立的系统设计，都会顾此失彼。 

 

图 12  大系统的理念 

 

 

实际上，在工程实践中，优化的设计方案非常罕见，经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究其原

因就是投影显示系统设计者不仅仅对投影系统的技术、设备、运行、维护不够熟悉，同时也

不具备“大系统”的理念，孤立地考虑投影系统。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投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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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设计者都需要建立“大系统”的理念，并按照“大系统理念”来考量。 

 

5  结论 

视频投影在演艺领域的应用有其区别于其他技术系统，既可具象呈现，有主题、思想、

叙事，也可抽象表达；并且采用多变的手段营造氛围，超越时空的限制，甚至成为演艺的主

角。这些价值来源于视频系统的 5 大特点：动态性、内容性、变化性、时空性、2D 或 3D，

见图 13。 

 

图 13  视频系统的 5大特点 

 

在规划设计中，抓住视频系统的特点至关重要，仅仅简单地按照“灯光”或者“电影电

视”的理解处理，缺乏人眼工程学和视觉心理学方面的考量，就会导致效果不理想。因此，

科学地应用投影技术，将对演艺行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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