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 艺 科 技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技术交流

V i d e o  T e c h n o l o g y
视频技术

47

在《投影显示系统在演艺领域的应用》[1]一文中，

详细阐述了演艺领域投影显示系统的组成及其不同应用

中的技术特点。本文中将继续介绍投影显示系统各部分

的功用和及其设计过程，并指出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投影显示系统各设备的功用
投影显示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与LED大屏幕、

LCD平板显示等其他显示技术不同，投影显示是一种

两元技术系统，由投影设备与“屏幕-被投射的介质”

构成。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构建一个投影显示系统

时，绝大部分的需求在询问投影机时都没有考虑被投射

介质/投影屏幕（演艺领域的投影屏幕更多地称为投影

介质）的情况，以至于很多的初步建议非常不准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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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投影显示，真正要看的是屏幕上的图像，在没有明确

投影介质/投影屏幕前，任何的投影机建议都是少有参考

价值的。

1.1  投影介质/投影屏幕

由于投影介质的种类非常多，很难与专门的投影屏

幕相提并论。演艺活动中的投影介质可能是各种建筑材

料表面；各种自然景物表面，如山体、崖壁、植被、沙

丘，湖泊、水秀中的水幕、水帘、雾幕、舞台纱幕等。

不同的材料表面有不同的反射特性，需要根据具体

测试情况获得数据，主要的参数有增益、视角和半增益

角。其中，增益对观看者的亮度感受影响重大，视角将

影响观众的分布或者不同区域观众的观看的亮度。

1.2  投影机

投影机是投影显示系统核心设备，也是预算较大的设

备。投影显示技术发展已经很成熟，目前的主流显示技术

包括3DLP、3LCD、1DLP。一般在演艺活动中采用

3DLP技术居多；单机的物理分辨率为1 400×1 050、

1 920×1 080、1 920×1 200、2 048×1 080、

4 096×2 160；输出光通量从1 000 lm～60 000 lm；投影

机ANSI对比度在几十比一到几百比一；投影机光源类型

包括UHP、Xe、LASER(RGB)、 LASER（BLUE+荧光

粉），如图2所示。其中，不同光源的投影机特性不同。

演艺领域中投影显示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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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投影显示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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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HP灯的寿命在1 500 h～

2 000 h。

2) Xe（大功率）灯的寿命在

几百小时。

3) 最 新 光 源 产 品 L A S E R

（RGB）的寿命在20  0 0 0  h～

30  0 0 0  h，是更大功率的投影光

源。LASER(RGB)光源是3D电影发

展的需要，因为传统的Xe灯在3D电

影院的亮度大大降低，低亮度会引

起眼睛疲劳，丢失细节。

4) LASER（BLUE+荧光粉）

是一种经济的激光光源方案，利用

蓝色激光器照射荧光粉色轮来实现

显示，也属于一种时分的解决方

案，成本较低。

1.3  媒体播放器

媒体播放器（见图3）的主要任

务是实现媒体视频内容的播放，此

外，在演艺投影系统中，投影机进

行叠加和融合很常见，需要媒体播

放器具备变形校正和融合功能，对

视频显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系统设计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

题是，投影设备采用了很高端的专业

投影机来实现，但播放器却是一台普通计算机，导致整个显示系统从信号源开

始，信号质量就很一般或者较差，以至于在后端无论采用多好的设备，呈现的

显示质量都很一般。所以，高质量的播放器也是构建系统的核心设备。

1.4  传输设备

传输设备的功用是无损地将播放器输出的信号输送到投影机，包括控制

信号。一般情况下，采取光纤传输（光纤传输设备见图4）是比较简单的，

既可以抗空间干扰，且传输距离也比较远。

1.5  控制设备

控制设备（见图5）的功用一方面是控制视频系统其他设备的使用，另

一方面是与其他专业系统实现协同。在演艺领域的应用中，各个子系统可以

独立设置控制设备，最后再设置总控设备，也可以由某个专业的控制设备一

同来管理各个子系统。

2  投影显示系统设计

2.1  设计准备

设计人员一方面需要熟悉系统中各个设备的功用，一方面要熟悉目前行

业中的设备供应情况及其特点，任何系统设计都离不开对所用设备和器材的

了解，任何设计的落地最终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或者说准确的设计是

基于具体产品性能的设计，这是无法回避的，回避也是不科学的，招标中去

特征化的技术文件，其结果就是投标技术文件不能落地，必须经过投标单位

（实际上是施工单位）的深化设计。

设计人员除需要了解系统设备情况，还需要有一定的光学知识、色度学

和光度学知识，也需要了解人眼工程学和人机工程学的知识；好的设计人员

还要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能解决不同环境、不同约束带来的安装问题以及对

设计造成的工程修正。

2.2  设计步骤

1) 视场规划

由经营规划确定观众人数，结合座位的布局，人眼的视场（见图6），

来确定屏幕的位置和尺寸（见图7），要尽量保证全部（主要）观众都能看

得见，看得清，不变形。

2) 研究屏幕/介质

演艺应用中的投影介质种类繁多，必须了解其反射特性（漫射是需要

的）-反射率，视角（半增益角）（见图8）、色彩。对某些文物来说，还要研

图2  不同光源的投影机

图3  媒体播放器

光纤发送器       光纤接收器                   光纤

图4  光纤传输设备 图5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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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光谱中不同的光对文物的破环问题。

3) 计算满屏分辨率

人眼分辨力是指对景物细节的分辨能力，一

般将被观察物体上刚能分辨的最近邻两黑点或两

白点的视角的倒数称为人眼的分辨力，通常人眼

的极限角分辨率为1弧分。根据观看距离结合人

眼角分辨率，计算像素尺寸，根据像素尺寸，结

合屏幕尺寸，计算满屏分辨率（见图9）。

目前单机最大分辨率一般是4K，不能满足需

求时，采用多机融合的方式。

实际上人眼的分辨率还受到光照度、色彩、

对比度、物体运动速度的影响（见图10），所以在

实际工程项目中，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修正。

4) 计算屏幕亮度

亮度=（投影机光通量/单机投射面积）/

π×屏幕增益×投影机灯衰减系数×非正交投射

损失系数×亮度一致性系数×投影窗口损失系数×传输损耗系

数

如果亮度不够，一般按照以下顺序的解决办法操作：（1）

更换更大通量的投影机；（2）投影机叠加；（3）减少单机投

射面积，增加通道数。按上述顺序解决亮度问题是科学的，因

为设备的可靠性要大大优于系统的可靠性，设备往往是制造商

反复改进后生产出来的，而系统是各类设备的集合，且绝大部

分系统都是一次性建设的。

5) 计算图像对比度

对比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指标，这里所说的图像对

比度是用来评价有实际图像呈现时，屏幕上的显示对比度。用

图像对比度概念（见图11、图12）来评价显示效果，是比较准

确的，最接近观看的效果。

图像对比度＝ 

其中，图像亮度(B)：屏幕增益和屏幕尺寸以及投影机亮

度；屏幕反射(R)：环境光照度乘以反射系数；投影机对比度

(C)：经灰色阶和白色阶调整后，黑白格子图对比（见图11），

不是全白／全黑对比度（有兴趣的可以参阅ANSI/INFOCOMM 

3M-2011投影图像系统对比度标准）[2]。

一般来说，空间中最亮位置的亮度应该比最暗的位置明亮

10倍以上，才能避免眼睛疲劳的情况出现，使人集中注意力在

明亮的地方，正常情况下，人眼极限对比度为1 000:1。可以看

出，人眼感知的亮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同样亮度指标的

屏幕，会因为屏幕大小的不同、环境空间的大小、播放内容的

不同以及周边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很多时候，客户都是要求通

过测试来确定，但大部分的测试都比较随意，并没有考虑最后

实际使用效果与测试结果之间的关系，盲目地认为，测试结果就

是最终结果。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按照上述设计步骤从理论上计

算清晰之后，再进行测试，合理推测最终效果。

图6  人眼的视场

图7  视场规划方案

图8  投影介质的视角（半增益角） 图9  满屏分辨力的计算 图10  影响人眼分辨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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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SMPTE），输出接口（ DP、HDMI、DVI、SDI）

8) 确定传输方式和传输设备

传输有同轴电缆传输、双绞线传输、光纤传输等。

演艺项目环境复杂，可靠、优选的方式是使用光纤传输，此部分占整体

预算较少。

9) 确定控制设备和控制方式

控制包括设备控制（开关机和状态参数设置）以及表演控制（媒体服务

器时间轴控制），可以采用集中控制设备来完成。优选的控制设备是“嵌入

式操作系统的”纯硬件控制设备，与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设备相比，这

种方式更可靠。

10) 根据约束条件修正设计

实际应用中，投影机的安装位置受限，造成投影机与“屏幕”之间呈现

一定的夹角（水平、垂直、同时存在），此时投射的图像会出现变形，同时

也会造成光通量的损失。

如果空气中尘埃较多或者水汽较大，都会影响光的传输，造成亮度损

失。

当投影机被隔离时，投影窗口玻璃也会造成亮度损失。

11) 工程安装的考虑因素

在系统设计中，在满足功能设计的同时，还要考虑工程安装的设计，要

保证设备易于安装、易维修、控制噪声到合适的程度、让投影机有良好的散

热。概括地说，就是要保证投影机的使用环境，包括防尘、温度、湿度、烟

雾、盐雾等。

12) 设备选择

在满足设计分辨率、亮度和对比度要求的前提下，要选择可靠性高、易

维护、维修、耗材成本低、省电、环境投资低的品牌设备。

3  结束语
投影显示系统在演艺领域的应用，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新的领域，缺少流程

化系统设计的指导，文中笔者总结了自己在演艺领域投影系统设计实践中的

经验，虽然限于篇幅无法进一步从基础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介绍，但

希望能对业内技术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 配置投影机

在满足分辨率要求的前提下，

用尽量少的设备完成系统构建，能

用一台不用两台，因为两台以上的

投影机就会增加亮度一致性、颜色

一致性、融合等新问题。这也符合

系统设计精而简的原则。

当亮度不够的情况下，采用设备

叠加的方式解决。当亮度不够且投射

距离不够的情况下，采用减少投射面

积，增加通道数的方式解决。

7) 配置媒体服务器

在演艺项目中，媒体播放器

的主要任务是高质量稳定可靠的

播放，在确定设备规格参数时，

需 要 了 解 ： 通 道 数 ， 单 通 道 分

辨率（1 920×1 200、4 096×2 

160），影片长度（ 秒），媒体格

式（TGA、PNG⋯⋯），媒体参

数（4:4:4、4:2:2、4:2:0），灰度

（ 8、10、12），音频参数（ 5.1、

7.1⋯⋯），同步方式（ LTE、帧同

步），控制方式（ LAN），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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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黑白图像对比度

图12  色彩需要图像对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