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赢康科技自成立十几年来，立志将国际先进的视听产品和科技引入国内，在为广大客户提供高端优质产品的同

时，还提供大量的售前咨询，售后安装以及维修服务。作为一个专业的高端视听产品及系统方案提供商，赢康科技

特别重视对市场的培育。除了每年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进行两次大型新产品推介会和技术研讨会之

外，自2006年，赢康科技还开始了全国性的产品巡展和技术培训活动，迄今已经是第四届了，足迹遍布中国的主要

城市。赢康科技巡展的特点是有机整合产品和技术内容，开放地向业内客户传递技术知识、设计方法、应用组合，旨

在与国内同行共同提高视听系统和设备的应用水平。目前，赢康科技技术手册已经在业内发放逾4000册，对行业技

术传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次最新编辑整理的技术文章，分为几个部分

1．  视听基础知识

2．  设计思想、图象评价

3．  设计方法和流程

4．  高端投影机应具备的功能

5．  屏幕技术和应用

6．  数字会议系统的介绍

7．  视频展台的系统描述

8．  数字投影灯介绍

9．  简约的网络性控制系统

10．融合技术

11．球幕影院

 

如果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发，正是赢康科技和我们全体编者的期望。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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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系统与扩声

DIS 5900介绍和应用

如何为重大会议搭建高可靠性高实用性的会议系统

浅析会议室扩声系统设计

实物展示台
视频展示台的分类、工作原理与选购

Wolfvision顶级展示台的介绍与应用

大屏幕投影显示

影响观看图像质量的因素——图像对比度的概念及计算

推荐方案——超大尺寸光学背投显示方案

划时代的正投光学屏幕——SupernovaTM介绍

设计融合系统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推荐方案——光学正投拼接显示方案

推荐方案——光学正投融合在视讯会议室等高亮环境中的应用

推荐方案——特定显示模式应用场所背投显示系统的升级方案

设计对比——4:3还是16:9?

整体设计

多媒体会议室发展趋势和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无需编程的控制系统介绍

推荐方案——光学正投培训室

推荐方案——如何设计一个高品质的讨论型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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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即所需

DDS 5900，DIS新型的数字会议系统给您提供所有需成功的会议需求。

DIS的创新团队再一次做到了高雅的外观设计，简单直观且可以多方式控制的会议系统。

接插即用、操作简单，使得用户只需专注于会议本身。

系统由中央控制主机和多合一的会议单元组成，具有会议讨论、同声传译、分组、声音

激活及语音加密等功能。

具有会议发言、两路同声传译和语言分配功能的会议系统，涵盖了目前主流的会议需求。

通过网络浏览器，可进行系统配置、座位分配、操作模式设置等，并且可以在会议过程

中进行实时的会议管理。

联动控制和会议管理功能也可以通过目前流行的IPAD进行操作。

以上所有的产品亮点都标志着DIS 高性价比的DDS 5900系统，凭借其简约设计和卓越

的功能，将为小型系统带来最佳的解决方案。

DDS 5900数字会议系统介绍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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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浏览界面----麦克风控制

•　麦克风控制开/关

（发言者名单，请求者名单，最近发言者名单）

•　系统设置 

（选择操作模式，麦克风参数，扬声器控制）

 网页浏览界面---系统设置

•　主机设置

•　代表设置

•　座位分配

•　输入/输出控制  

CU 5905 主机单元 
•　全数字技术

•　可为60个会议单元供电，

    可控250个会议单元

•　可选操作模式（自动/先入先出/声音激活/手动）

•　支持网络控制

•　声音加密＼2路同传通道＼模拟紧急输入＼4个编组输出

•　标准超五类线缆（FTP/STP）

DDS 5900 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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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简介

五类线传输：

 

DC5980 P 便捷式会议单元
•　简洁迷人的桌面单元设计

•　软触摸按键技术

•　可设置：主机、代表、译员

•　可更换的按钮标签

•　可锁定的XLR接口

•　高质量扬声器

•　立体式耳机接口

•　2个DCN线路接口

•　2个翻译通道

GM 5923/24
•　40厘米鹅颈式麦克风

•　50厘米鹅颈式麦克风



AUDIO AND CONTROL

视 音 频 及 控 制

Wincomn�

话筒使用灵活：

•　1-8个麦克风同时打开

•　声音激活方式开启话筒

•　自动关闭话筒功能

•　多种话筒类型可选，并防止无线电干扰

•　简单设计 & 功能增加，会议单元可根据使用需要，随时切换功能 

典型应用解决方案

讨论发言+摄像跟踪会议系统方案

•　实现会议讨论发言功能，与会人员触摸发言键便可发言

•　可以由主机或网络设备设置基本的发言模式，如人数限制和先入先出、声音激活

等，无需软件便可以实现更多的会议模式管理

•　 发言者的声音可通过内置扬声器传输

•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具有编组输出功能，可连接会场扩声设备及录音设备

屏蔽五类线，优秀的音质，更便宜，更灵活

•　成本低

•　当地可购买（节省时间，灵活）

•　公共标准（24AWG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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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发言+同声传译会议系统方案

•　实现会议讨论发言功能，与会人员触摸发言键便可发言

•　可以由主机或网络设备设置基本的发言模式，如人数限制和先入先出、声音激活

等，无需软件便可以实现更多的会议模式管理

•　发言者的声音可通过内置扬声器传输

•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具有编组输出功能，可连接会场扩声设备及录音设备

•　系统会议主机最多可连接250台单元

•　可支持2路同声传译功能，满足中小型国际会议的需求

•　可随时定义会议单元，将其设置成译员机，或从译员机设置成发言单元，应用灵

活，满足小系统多功能的要求

基本配置
会议主机              CU 5905

会议单元              DC 5980 P

鹅颈式麦克风      GM 6523

连接电缆              EC 6001-02

连接电缆              EC 6001-30

•　系统会议主机最多可连接250台单元

•　可扩展摄像头自动跟踪，实现摄像联动功能

•　可与第三方中央控制系统结合，由中控系统统一控制、管理，缔造完美会议室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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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与第三方中央控制系统结合，由中控系统统一控制、管理，缔造完美会议室系统方案

基本配置

会议主机              CU 5905 

会议单元              DC 5980 P

鹅颈式麦克风      GM 6523

立体声耳机          DH 6021

连接电缆              EC 6001-02

连接电缆              EC 6001-30

译员台                  DC 5980 P

译员话筒              GM 6523

译员耳机　　　 　　　DH 6021

红外语言分配系统

数字红外发射主机         DT 6008

数字红外辐射板 　　　RA 6013

辐射板墙面支架       　  WB 6000

红外接收机　　　 　　DR 6004

接收机耳机           　　  DH 6021

接收机存储箱         　　SB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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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重大会议搭建高可靠性和实用性的会议系统
 

1  以星形连接方案应对会议单元设备故障风险
传统的会议室数字会议系统一般都采用手拉手的连接方式，如图1所示（以DIS会议系统为例）。

图1  传统手拉手连接式会议系统示意图

这样的设计对于没有特殊要求的应用而言是适用的，但要支持重大会议或满足对于安全性的高要求则力有不

逮。对于需支持重大会议或有高安全性要求的会议系统，可以采用星形连接组网的方式来实现高灵活性和高可靠

性。

高可靠性的星形连接方式如图2所示（以采用RP 6004和JB 6004、JB 6002连接盒的DIS会议系统为例）。

图2  星形连接会议系统示意图

图2所示系统中，每一个话筒和译员台都连接在了JB 6004或JB 6002上面，任何一个设备出现故障，都不会

对于有经常召开重大会议需求的会议系统用户而言，会议系统安全可靠的

性能和实用便捷的功能非常重要。本文将结合DIS品牌会议系统的应用案例，

阐述如何搭建高可靠性和实用性的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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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链路上的其他设备。因此，此种设计是重大会议保障方案和高安全性要求应用的不二

选择。

以报告厅为例，如果需要10席会议单元、“1+3”同声传译、100席旁听、有高可靠性

要求，则应采用星形连接的配置，如表1所示。

表1  示例报告厅配置清单

 在系统实施中，也可通过配置软件使控制更加灵活。

名称

会议主机

会议单元及配套设备

译员台及配套设备

多功能连接盒

模拟音频输出单元

8通道数字红外发射机

数字红外辐射板

墙面托架

数字红外接收器

立体声耳机

会议专用50m线缆

型号

CU 6011

DC 6190P

GM 6524

IS 6132P

DH 6001

GM 6523

JB 6004

JB 6002

AO 6004

DT 6008

RA 6025

WB 6000

DR 6008

DR 6021

EC 6001-50

EC 6001-10

EC 6001-02

数量

1

10

10

6

6

6

3

3

1

1

2

2

100

110

视现场距离需求而定

视现场距离需求而定

视现场距离需求而定

说明

选择此设备，可以设置

任意个主席机或代表机

无论是几路同传，每个译员都

应配备两个译员机，互为备份

一个JB6004可连接4个话筒，因此需要3个
JB6004

每两个译员台配置一个连接盒，以防因一个译
员的设备出现故障而影响其他译员设备的使用

可实现数模转换、录音转播等

使用数量是由现场面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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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主机备份方案应对系统故障风险
重大会议保障方案中需要有出现系统故障时恢复系统的安全措施。例如DIS会议系统方

案，就采用了配置SZ 6104切换器来实现两台主机之间的切换、备份，以保证会议中央主机

停止工作后，备用主机可以立刻开始工作的方式。系统的连接方式是：在中央主机和其余系

统设备间插入SZ 6104（及EX 6010），将备用主机连接到SZ 6104，将主机和备用主机同

样配置好。如图3所示。

 

图3  主机备份方案系统连接示意图

若系统中涉及到软件和License，两台主机需要分别购买，即需要买两套。

3  以话筒混合操作模式——分区域/级别满足特殊发言模式要求
某些大型会议有普通的会议系统发言模式无法完全满足的特殊要求。这时需要将系统中

的会议单元设置成不同的权限和开启方式，即Mix混合模式，可采用SW 6000软件提供的分

区域或分级别的混合工作模式来满足要求。

以某150座大型会议场所为例：主席单元可采用自动方式开启；主持人发言席可采用声

音激活模式开启；演讲席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为Speaker Stand，即演讲模式；会场后部的话

筒则可设置成请求模式，即请求发言后，通过控制软件才能开启；会场前部的话筒设置为

FIFO模式等，旁听区可设置为没有发言权。由此，可实现丰富的会场发言功能。

采用此种模式不需要单元硬件支持，通过软件就可以方便地改变单元的类型（主席机改

为代表机、代表机改为VIP、代表机改为主席机等）。需要的软件模块因功能要求不同而不

同，解决方案可定制。软件设置完成后，可在中央主机上保存，以便在断开软件后，系统仍

可以按设定的程序运行。

4  以单个话筒音量调节方案来满足听众自由控制音量大小的要求
针对单个话筒进行增益调节的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它可以使会议系统只能整体调整音

量，不能单独调整单个话筒音量的问题（发言人声音大小差异很大时，这一问题将极大地

劣化会议系统的应用体验）得到解决。以DIS单个话筒音量调解方案为例，需要的软件和

License包括SW 6000 V5.3基本包、SW 6008、SW 6010、SW 6018和其他可能用到的功能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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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屏幕表决方案让投票表决不再“盲目”
投票表决方案除了可以传统按键表决的方式之外，还可以为每个座位配置一个触摸屏

或电脑。屏幕和电脑可以在表决时显示更多的内容，使表决更为方便。

以高端会议室为例，如果需要20席的表决功能，都采用话筒加电脑表决的方式，则其

配置如表2所示。

表2  示例会议室配置清单

 

名称

会议主机

会议单元

电脑、显示器

表决功能许可证

基本软件包

用户操作模块

议程管理模块

布局模块

多语言显示模块

会议表决模块

专业显示模块

摄像联动模块

摄像头

型号

CU 6005

FC 6021F

FD 6121F

MU 6040C

MU 6040D

GM 6524

FL 6000 4A

SW 6000 V5.3

SW 6008

SW 6012

SW 6018

SW 6050

SW 6060

SW 6090

CP 7801

数量

1

1

19

1

19

20

21

1

1

21

1

1

1

1

1

1

1

说明

1台技术员用，20台会议使用

1套技术员用，20套会议使用

需具备摄像联动功能时配置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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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流媒体方案支持会议广播和记录解决方案
一些政府部门等用户需要会议系统具有会议广播和会议记录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通过

图4所示解决方案得到实现。

 图4  SW 7010系统解决方案示意图

（1）流媒体和存档的主要内容

流媒体和存档的主要内容包括视频，音频，会议主题，会议议程等会议相关详细内容，

代表清单和代表详细介绍（包括图片），当前发言者的名字，表决的主题和结果，抓屏、截

取的图像等。

（2）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覆盖远程教育或网络学习、公共节目的广播、地区政府、学校。

（3）其他功能

以SW 7010系统解决方案为例，除支持会议广播和会议记录外，流媒体方案还具有其他

功能，如具备高级搜索功能，支持用户在浏览存档文件时按照主题、人名、日期或其他条件

和数据进行搜索；可更换皮肤、进行定制，以符合客户的要求；数据的日常处理和广播后的

编辑均可由SW 7010会议流媒体和存档软件自动完成，可节约大量时间。

（4）SW 7010会议流媒体和存档软件包括：

　　•　JD400会议编码软件；

　　•　 JD450编码服务器通信软件模块（JD450WS）；

　　•　JD710媒体播放软件；

　　•　JD710数据库服务器通信软件模块（JD710WS）；    

　　•　JD710数据库软件模块；

　　•　JD405视频捕捉编码软件。   

SW 7010的功能需要与SW 6000软件配合方可实现；SW 7010只是软件，电脑、服务器

等硬件需要根据系统容量大小另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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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室对声学的要求
（1）噪声

会议室的噪声源主要包括环境噪声、室内噪声以及固体传声产生的噪声等，各类噪声均应控

制在允许值以下。新建会议室应注意选址，以减少外界环境对室内的影响；对于地址不能改变的

会议室，可通过对其进行声学装修处理来尽量改善其噪声状况。

（2）室内音质

室内音质的最终评价标准是听众的主观感受。为了便于操作，业内根据室内声学原理和实际

工程经验提出了若干与主观感受相对应的物理量或声学量——室内声学设计其实就是室内音质设

计。会议室的室内主要声信号为语言信号，对清晰度的要求很高，而清晰度的优劣主要由房间的

混响时间、设备的功率等决定。根据声学技术要求，会议场所的混响时间要与其容积相匹配。一

般来说，混响时间过短，声音枯燥发干；混音时间过长，声音混淆不清；最佳的混响时间则有美

化发言人的声音、掩盖噪声、增加会议效果的作用。作为以举行会议为主要用途的场所，因此我

们建议会议室的混响时间取0.6~1.4s（中频0.5-1kHz）较合适（目前国家标准尚未有明确），可

保证语言清晰度合乎要求。

（3）室内声场

会议室内的声场应有足够的声压，整个声场应扩散充分、分布均匀，没有回声、颤音、蛙鸣

（低频声染色）以及声聚焦等明显声缺陷。

2  相关国家标准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GB 50371-2006）中对会议类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的规定如

表1所示。

表1 会议类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表

会议室扩声是常见的工程类型；如何能使会议室扩声系统的操作更加简便，

并且实现完美的听音效果，一直是此领域技术工作者不断探讨的话题。我们首

先要明确一点，就是会议扩声到底怎样才算好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进

行评价。一是功能，也就是系统的先进性和灵活性和设备稳定性，以及操作的

简单程度。第二个就是声场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我们最关心什么？首先是

能不能听得见，其次是能不能听得清。与此对应的技术问题就是能否保证有足

够的声压级和足够的清晰度。接下来，本文就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浅析会议室扩声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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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室声像定位的问题
国内的会议室格局一般分为带主席台的“报告会

议厅”和椭圆桌式会议厅两大类。其中报告会议厅通

常室内空间较大，分为主席台和听众席两个部分；目

前在扩声系统的工程设计方面多采用前置主扬声器，

并在侧墙处悬挂补声扬声器的做法（如图1所示）。

这种扬声器设计似乎是“万能”的，因为它不

考虑房间的长宽比、不考虑房间高度、不考虑纵向深

度、不考虑会议室有没有遮挡物等等，在各种报告会

议厅中都可以使用（对于纵深尺寸过大的场合，只需

要对后场扬声器进行延时设置即可）。但是，这种设

计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声场的均匀度比较差，而且

房间越大，均匀度越不好，靠近扬声器处的声压过

大。

这里我们讨论一下会议室声像定位的问题。开篇

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会议室扩声系统最重要的两个问

题是声压级和清晰度的问题，并没有提到声像定位的

问题——这是和演出系统完全不同的。对于演出系统

来说，声像定位甚至比清晰度更加重要。几乎全部的

大型演出系统，只要有办法利用主扩声系统均匀覆盖全

场，就绝对不使用补声扬声器；因为任何侧补声、顶补声都对声像的正确还原

有负面影响。但是在会议系统中，扩声的主要任务是让听众听清楚发言者讲话

的内容，而不是精确地还原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也就是说能做到“听

清楚”，就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们在会议扩声的设计中，把声像的问题放在最

后，我们还是着重分析声压级和清晰度的问题。

等级

一级

二级

最大声压级

额定通带0.125~4kHz内

大于或等于98dB

额定通带0.125~4kHz内

大于或等于95dB

声场不均匀度

1kHz、4kHz时不高于8dB

1kHz、4kHz时不高于10dB

系统总噪声级

NR-20

NR-25

图1  “主扬声器+多补声扬声器”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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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室扬声器设计
在良好的建声条件环境下， 扬声器的布局及其方向性对系统的直接声、反射声以及自然声

的比例有着极大的关联， 否则会影响和破坏系统与自然的和谐。系统在设计上力求获得最大的

保真度， 以使声音自然均匀覆盖， 让聆听者感觉上没有过多的“ 电声” 渲染， 做到声音“ 大

而不噪， 清而不浊”。对于大部分的会议室扩声系统，笔者都建议采用吸顶扬声器的设计，这

是因为这样的设计很容易实现声场分布的均匀性，同时能大幅降低声反馈的概率，提高传声增

益。当然在这样的设计中，也要充分考虑对会议话筒指向性的选择（通常以采用超心形指向的鹅

颈话筒为宜）。

吸顶扬声器的布置可按其辐射面积分布分为“中心到中心”、“最小搭接”、“边到边”三

种形式，如图2所示。

图中的圆形是在听众耳朵高

度测量的声场分布图。对于会议

系统应用，只推荐第二种，也就

是“最小搭接”的方式。吸顶扬

声器安装的数量与房间吊顶的高

度以及扬声器的有效辐射角（指

向角）有关。辐射角、辐射高

度与辐射半径的关系如图3所

示。

按照图中所示关系，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即可估算出房间需安装扬声器的数量。

图2  吸顶扬声器分布图

图3  吸顶扬声器的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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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顶扬声器在天花板上的布局基本上要遵循对称摆放的原则（除非会议室形状不规则），

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对称的分布有利于实现声场的均匀性，保证语言的清晰度符合要求。上述两

种类型会议室的扬声器布置可参考图4和图5。

 

图4  主席台式会议室吸顶扬声器布局图

 

图5  椭圆桌会议室吸顶扬声器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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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案设计

下面以宽9.2m，长15.6m，可容100座的主席台式会议室为例，介绍会议室扩声系统的具

体设计。

要保证发言者的声音能够被每一个与会人员清晰地听到，需要配置拾音及扩声系统，相关

设备如下：

•　手拉手数字会议发言系统；

•　屏幕两侧的主扬声器；

•　天花板的吸顶扬声器；

•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1）传声器

传声器是系统中的关键环节，是整个还音链路的第一环节，其质量好坏影响到整个系统

的表现，为适用于不同的需求，选用高质量、高可靠性的产品。在这种场合下一般是用手拉手

会议话筒，最好能选择心型或超心型话筒，尽量使话筒声轴与扬声器声轴反向。中低档次用进

口、国产手拉手话筒，高档次可选择专业会议话筒。但若是有重大会议或者对于安全性要求高

的场合，可采用星形连接组网，以实现高灵活性，高可靠性的要求。

（2）功率放大器

为便于操作人员观看到会议及发言情况，功率放大器需要直接摆在会场内，所以其风扇等

噪声以及发热问题就不容忽视；特别是在领导讲话或会场比较安静的情况下，如果风扇的声音

太明显就会直接影响到与会人员。

（3）扬声器

结合房间的整体情况，考虑到各墙面、地面的声学装修，以及房间均匀对称性方面的情

况，同时也为了不破环房间的整体装修，宜采用“主扬声器＋吸顶吊装”的方式。安装扬声器

时要注意扬声器覆盖范围和传声距离，原则一是覆盖听众，减少有害和无用声的覆盖， 二是远

离话筒声轴正向，提高系统增益。

（4）系统整体配置

1． 本系统传声器选择丹麦DIS品牌。DIS的DCS 6000系统是全数字的数字会议系统，包

含会议主机、主席单元、代表单元。采用STP Cat.5线缆连接，使用简易、可靠。我们又采用

DCS 6000系统中的转发器和连接盒进行星形连接组网，实现高灵活性，高可靠性的要求。若

链路上的任何一个设备出现问题，星形连接组网保证故障设备不会影响链路上的其它设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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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种设计是重大会议保障和高安全性要求的不二选择。

2．功率放大器采用Extron独特的D类放大器，在功耗、热量以及空间方面提供更高的效

率。Extron一体式功率放大器同时提供定阻和定压两种传输方式，一台功放具有两台功放的

功能，充分为用户考虑，节省用费。

3．扬声器的选择

在这种类型的会议厅堂中应选择品质高，体积小，在100Hz-10kHz频响范围内，效果良

好，有较

严格的方向控制的产品。我们采用的扬声器为Extron 壁挂式扬声器和吸顶扬声器，同品

牌功放与扬声器组合，可以更好的发挥两者的性能。

扩声系统连接图如下图所示：

 

图6  扩声系统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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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近年来，各种会议及各类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许多政府部门、高等学校、宾馆先后建成

了档次和功能各异的多功能会议厅和报告厅。多功能会议厅的设计必须有声学专业人员的参

与，如此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声学环境以满足其高品质的环境要求。进行声学设计时应着重

考虑的内容有：

•　体型设计（无明显的声学缺陷）；

•　 扩声设备的选择（尤其是扬声器的质量）、布置和合理搭配；

•　在装修施工中应注意的声学工程的问题。

Winco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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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什么是视频展台

视频展示台是一种以光电转换技术为基础，利用CCD摄像机将实物、文稿、图片等信

息转换为图像信号，在投影机、监视器等显示设备上展示出来的演示设备。“视频展台”

（Visual Presenter）是其在国内外通用的正式名称，此外还被称作文本摄像机（Document 

Camera）；在中国市场，有时也被叫做实物展示台、实物演示仪、实物投影机、实物投影

仪等。

随着CCD摄像机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数码技术的日益成熟，视频

演示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视频展台”这一新型的用于教学、会议、演示等场合的

多媒体工具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工作生活。

传统视频演示设备有胶片投影仪、幻灯机、实物投影仪。其缺点是需要制作专门的投

影片、幻灯片和演示媒体，操作繁琐、功能单一，设备笨重，成本高。与传统视频演示设

备相比，视频展台具有以下特点：

•　多功能：可代替传统的实物投影仪、幻灯机、胶片投影仪等，真正实现一机多用；

•　高倍放大：具有高倍放大能力，可使演示物的细节一览无遗，是传统视频演示设备

所无法比拟的；

•　操作简便：使用的演示媒体制作简便，成本低（最典型例子的就是不需制作专门的

投影片或幻灯片，可以直接使用传统投影仪和幻灯机所用的素材）；操作简便，可给使用

者带来极大的方便。

2  视频展台的组成及分类
普通的视频展示台由摄像头、光源、展示台面以及展示台背面的一系列接口组成，一些面

向高端市场的展示台还包括红外线遥控器、计算机图像捕捉适配器、液晶监视器等附件。

摄像头将展示台上放置的物体转换为视频信号，输送至放映设备；光源照亮物体，以

保证图像清晰明亮；台板起放置物品的作用；接口支持各种视频信号和控制信号的输出。

高档的数字展示台通过计算机图像捕捉适配器与计算机连接；通过相关程序软件，可将视

频展示台输出的视频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各种处理。

（1）从结构上分，视频展台大体上有如下几种类型：

•　双侧灯台式视频展台，是最常见的类型，双侧灯用于提供视频展台所需的光强度，

便于实现被显示物品的最佳演示效果；

视频展台的分类、工作原理与选购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视频展示台的工作原理、分类和选购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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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侧灯台式视频展台，也是较常见的类型；不同展台单侧灯的位置各不相同，但不

影响效果；液晶监视器是可选配件，其作用是方便演示者监视展台上物品的位置；

•　底板分离式视频展台，不是很常见的类型；由于底板分离，便携性增强，小范围内

的移动十分方便；

•　便携式视频展台，也是很常见的类型，设计紧凑，体积小巧，携带方便，可放入随

身携带的手提箱中，适合移动商务演示使用；

•　悬挂式视频展台，展示面上的拍摄对象可以随意移动，展示台可安装到吊顶中完全

隐藏起来，目前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奥地利WolfVision公司的悬挂式系列产品。

（2）根据输出信号划分，视频展台通常分为模拟展示台和数字展示台两种。

模拟展示台的视频输出信号有复合视频、S-Video两种，一般清晰度在400~470水平电视

 单侧灯台式 

 便携式

底板分离式 

 双侧灯台式手提式悬挂式 

线，采用隔行扫描方式。

数字展示台也可输出复合视频、S-Video信号等模拟信号，但最主要的是具备DVI（数

字视频接口）输出接口。DVI接口是一种24位数字式RGB接口技术，在单条DVI连接通道

中，有三对低电压差分信号通路，分别用来进行红、绿、蓝三种色度分量和同步信号的传

输。除此之外，还有第四对信号通道。用来传送各像素的时钟信号。数字输出图像不存在

模拟展示台难以消除的抖动、闪烁、色彩失真现象，并且图像分辨率较高——清晰度可以

达到600水平电视线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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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频展台应用
视频展台主要应用在教学演示、电视会议、医学研究、设计讨论、图像采集、电视制

作、法庭示证等领域。

数字视频展示台的应用领域相对更广。数字展示台配备有USB接口，可以直接与计算机

相连，将文字、图形等传送给计算机编辑存储，并可接受计算机的控制，实现所有功能的切

换。

数字视频展台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化的电教设备。由于相比普通的视频演示产品有着

更多的优异表现，随着XGA分辨率的投影机逐渐成为主流投影机，分辨率同样为XGA的数

字视频展台近两年在国内的教育及商用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目前国内市场可以见到

的，此类产品的高端品牌的典型代表的是WolfVision。

4  视频展台选购
演示效果是在选购视频展台时应首先考虑的因素，因为其演示效果直接影响着设备的应

用体验和相关工作的质量。价格同样非常重要，具有良好的性价比的产品将是用户的首选。

展台功能上，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合、习惯、今后使用中的升级需求挑选适合自己的

功能。不要过分相信产品的技术参数，在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下，可靠的做法是更多地相信自

己的眼睛；可以在同等的使用条件下，综合对比不同展台的照明的均匀性、镜头的均匀度、

对色彩和文字的表现能力以及枕型失真等，以求选中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

只有图像清晰稳定、色彩还原逼真、光学放大能力足够高并且操作方便、结构可靠的展

示台才能实现完美的演示。下面就分别对这方面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4.1  影响显示图象清晰度、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1）摄像头所用CCD的质量

CCD是电荷藕合器件（Charge Couple Device）的简称，它能够将摄入光线转变为电荷

并将其储存、转移，把成像的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输出，完成光电转移，因此是理想的摄像

元件。CCD摄像机就是以其构成的一种中微型图像传感器。

视频展示台的有效像素和CCD有直接的关系。绝大部分数码相机及摄录机均采用CCD

作为感光组件，其总像素当然是指整块CCD上所有像素的总数，亦是大部分人用以划分产

品级别的标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并非全部像素均会感光，因为边缘部分的像素会被遮

盖，用以提供一个完全纯黑信号，作为计算影像的依据。排除这些像素之后余下的，才是真

正用来感应影像的像素，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像素”。

CCD的大小和像素数的多少决定了展示台所采用摄像机输出的画质水平和质量，摄像

机所用CCD的像素数越高，图像的清晰度就越高。

例如：使用单片1/3英寸CCD系列的WolfVision专业展台，原始输出分辨率为SXGA- 

(1280x960) 、 WXGA (1280x800)、 720p HD (1280x720)，可兼容宽屏输出信号至

WUXGA（1920×1200）和HD（高清晰度）1080p（1920×1080），输出图像清晰度可达

820水平电视线。

数字展示台使用的CCD尺寸比模拟展示台大，有效像素数更高，当然要比模拟视频展

示台更清晰。

例如：使用3片1/3英寸CCD系列的WolfVision专业展台，有效象素数高达396万像素，

输出图像清晰度可达1200水平电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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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高清晰度数字视频信号的处理难度更大，所以目前市场上的数字展示台的价

格要比模拟展示台稍高。

（2）清晰度和信噪比

清晰度和信噪比是衡量视频展示台清晰度的综合指标。

清晰度分为垂直清晰度和水平清晰度。垂直清晰度是人眼能辨别的在图像垂直方向上

排列的相邻黑白水平线条的细致程度。水平清晰度的确定，与确定垂直清晰度的思路是一样

的。也就是说，清晰度是指电视机已经显示出来的黑白相间的直线，在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

将屏幕排满时，人眼所能辨别的最细线条数，或者说能辨别的最多线条数。在垂直方向排列

的这种水平线条的最大数量，是电视的垂直清晰度；在水平方向排列的这种垂直线条的最大

数量，是电视的水平清晰度。清晰度是在确定电视图像的扫描线数和像素数之前就提出来了

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物理量，而与分辨率的概念和物理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分辨率对图像信

号来说也好，对显示器材的屏幕像素来说也好，都是固定不变的，而清晰度却是可变的。图

像信号分辨率是源头，最终显示的图像清晰度是结果；从数量上来说，清晰度永远小于分辨

率。水平清晰度和垂直清晰度数值越大，清晰度越高。

信噪比是表示图像信号中无效的噪声信号或干扰信号的多少的指标，可简单理解为

信号和噪声之比。在显示图像中，噪声信号或干扰信号表现为不规则的闪烁细点等。信

噪比越高，图像越稳定、越干净。其大小以分贝（dB）表示，视频展示台的典型值为

46dB~48dB。

在此需特别指出：以上两个指标的测试都需要有专业的设备和专门的环境，一般用户很

难完成，因此一些厂家为了招揽客户，不惜虚标产品参数。因此用户在选购时不能单纯依据

产品参数介绍，一定要亲身体验产品的实际效果再下定论。

（3）与显示设备连接及与用户用途的适用性

近两年，XGA分辨率的数字视频展台的应用在国内的教育及商用市场日益增加，其主

要用途是向多人展示计算机，尤其是笔记本电脑的图像和数据。

在国外，视频展示台几乎都是与电视机相连，用于展示实物；而在国内，视频展示台几

乎都是与投影机相连，用于显示文本。目前国内市场主流的视频展示台都有文本增强功能，

在选购视频展示台时要对这一功能特别留意。

4.2  决定色彩还原水平的主要因素

（1）CCD摄像机的质量

用户在选择视频展示台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能够自主开发生产摄像机的厂家。

（2）展示台使用的照明光源

展示台为满足不同使用功能的要求，一般都设有顶部照明光源及底部光源。顶部的照明

光源有单灯和双灯两种，作用是在较暗的场景环境中提供辅助照明；而底部光源则是为方便

观察诸如照相底片、透明胶片、幻灯片而设的。用户在选择产品时，可开关一下辅助灯，看

看有无打开光源后出现图像色彩畸变的现象，以及被摄区域的亮度是否均匀。

（3）白平衡校正方式

白平衡校正对于摄像机或展示台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否能实现方便快捷的白平衡校

正，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展示台的色彩还原水平。一款优秀的展示台应能提供至少两种白平衡

校正方式——单触自动白平衡和可微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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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学放大能力

展示台的光学放大能力通常用“变焦比”来表示。常用的词语为“放大倍数”，顾名思义，

也就是指局部图像细节能够不失真地放大到何种程度。一般而言，放大倍数为5~16倍的视频展

示台足以满足各领域的使用需求。现在市场上充斥着一些宣称放大倍数为32倍甚至128倍的展示

台，但这些数据并不是真实的光学放大倍数，而是在光学放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视频展示台

内部电路所包含的数字信号处理器的软件运算得到的“电子放大”倍数。适度的电子放大，如两

倍、四倍，能够辅助显示被摄物的细节；但因为其图像是计算出来的虚假图像，所以即使是有着

很大的电子放大倍数的视频展台也并不能够真实展示出微小的细节。换句话来说，过大的电子放

大对于用户而言是没有使用价值的。

4.4  操作方便

操作的简便程度对于用户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用户需要在一次课堂或会议中频繁使用展

示台，而使用者大都是非专业人士，因此展示台的操作越简单越好。一款好的展示台应力求操作

简便，操作面向功能，一个功能一个按键，并提供多种操作方式，如自动聚焦、自动白平衡等，

以简化操作、提高演示效率。

4.5  结构可靠

展示台的结构部件包括摄像臂、键盘面板、壳体等，其设计融合了对展示台使用环境特性、

使用功能要求、收放及操作的方便性和耐用性的考虑，以及制造商的设计理念，也是一个生产厂

家在研发能力、加工工艺水平等诸多方面水准的具体表现。用户在选购时应充分考虑展示台需要

频繁折叠或转动的特点，观察展示台的折叠、转动机构是否采用了耐用的结构和材料，是否经得

起长时间使用，不致出现需经常维修或部件更换的情况。

5  展示台的发展趋势
（1）对清晰度的要求将不断提高，数字式展示台的应用将逐渐成为潮流。

（2）与计算机及互联网的结合将越来越紧密。

（3）教学及会议的应用，如与会议记录、远程会议接口、网络接口、教学设备（如显微

镜、电子白板）等相关的软、硬件的融会贯通等需进一步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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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绍
 WolfVision（沃府视讯）公司源自奥地利，总公司设在奥地利，高斯。自1987年沃府视讯向

世界推出首系列的展示台后，就获得大众热烈的反应，还获得了许多奖项。其中包括在1989年度

获得享有声望的ICIA最佳制造业奖。

自1990年以来，如今在世界各地的音响与视觉界，沃府视讯已在展示台市场中以"技术领导

者"而著称，在产品质量、创新以及易用性方面树立行业新标准。

沃府视讯公司的历史可追溯至 1966 年。那一年，Josef Wolf 创立了奥地利“音频视频市

场”上最早的公司之一。1975 至 1986 年之间，公司制造了众多定制的视频展台（当时称为 

“Video overhead”)。1990 年，首台系列生产的视频展台以 “WolfVision” 的商标名称投入市

场。四年后，”WolfVision”还成为了我们这一全球成功家族企业的公司名称。

沃府视讯的“核心”毫无疑问是研究与开发部门。公司 13% 的营业收入用于产品研发投

资。这使得沃府视讯能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着视频展台市场的“技术领导者”位

置。沃府视讯正是在产品质量、创新和操作方便性各个方面树立了全球性标准的公司。

虽然沃府视讯的产品很少需要维修，但沃府视讯依然非常重视迅速而简捷的服务与支持。沃

府视讯极高的质量水准体现在公司的所有部门，从研究与开发一直到采购、生产、质量控制、销

售及售后支持。

沃府视讯位于奥地利西部福拉尔贝格州的莱茵河谷，靠近德国和瑞士边境。该地区以来自不

同领域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著称，而该地区的人民则以勤劳和能干而闻名。对沃府视讯这样的

高科技公司来说，这里是最理想的创业环境了。

为了确保产品的高质量，沃府视讯的生产和组装工作在奥地利/欧洲进行。

WolfVision顶级展示台的介绍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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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系列产品介绍
1、六种台式展示台

沃府视讯提供六种不同型号的台式展示台。

沃府视讯为起步用户提供的展示台VZ-3虽然配备较少的功能，但质量水准与顶级产品

的相差无几。每部沃府视讯的机器均以杰出的影像质量、坚固的外形设计以及简单的操作而

令人信服。

所有的沃府视讯展示台均配备了逐行扫描摄像机。如今逐行扫描摄像机已成了展示台

的标准配备，因为它与PAL或NTSC电视摄像机相比可提供更高的分辨率(清晰度)。再者，

当今几乎所有的播放设备均配有适合XGA、SXGA、WXGA或720p HD(高清晰度)信号的

RGB、DVI或HDMI输入端。

沃府视讯深受欢迎的 VZ-8系列 和 VZ-9系列展台系列在近几年中已成了全世界许多高

等院校、中小学校和大型企业中的标配。如今两个系列都已经加入了第三代产品的行列。

VZ-8light³视频展台具备每个用户所需的基本功能。而VZ-8plus³视频展台与 VZ-8light³虽

出自同一生产线，却拥有更多的功能。VZ-9plus³视频展台是沃府视讯便捷式视频展台系列

产品中的最高端产品。其独特的功能，比如同步激光器，高分辨率 LCD 监视器，以及许多 

LAN/网络功能都使其确立了在展台市场中的领导者位置。

沃府视讯专业系列的视频展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始终是市场上公认的顶级高端

设备。专业系列产品中独特的灯光系统大大改善了整体影像质量，尤其当需要摄录三维物

体时。它可提供无阴影照明、空心物体照明以及极高的焦深。最新出品的型号，VZ-P18 和 

VZ-P38，在重新设计的机壳以及配有一体化控制监视器的触摸屏远程控制方面，达到了新

的高度。

台式展台优点：

　　•　灵活——可很方便地改变位置，或者嵌入桌面安装。

　　•　也可在工作面之外摄录——用于人像及房间摄录以及较大的物体

VZ-3
逐行扫描
1-CCD 1/3"

VZ-8plus³
VZ-8light³
逐行扫描
1-CCD 1/3"

VZ-9plus³
逐行扫描
1-CCD 1/3"

VZ-P18
VZ-P38
逐行扫描
1-CCD 1/3"
3-CC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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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种悬挂式展示台

布置会议室的一个新趋势是将技术设备全部隐藏起来。高科技设备应存在，但不可被看见。沃

府视讯的悬挂式展示台能完全符合这一要求。悬挂式展示台可与投影机一样安装在天花板上或装入

吊顶中。这样桌子上或讲台上没有机器，演讲人与听众之间的目光接触没有任何阻碍。

沃府视讯悬挂式展示台的外形设计与现代数据投影机极其相配。展示台供货时附带内置的天花

板吊挂装置。可将展示台安装在离天花板仅40mm处。如果要将展示台悬挂在离天花板更远的地方

(以便获得更大放大)，则可使用投影机的标准天花板支架。灵活的安装单元几乎适用于市场上所有

的品牌。悬挂式展示台机身细长而高雅。接口位于机壳上部，易于够到，只需一拉便可打开。自动

高度调节功能方便了安装工作，并可通过高度可调的桌子或天花板吊架来扩展光学变焦范围。

沃府视讯的悬挂式展示台是专业展示台系列的“变种”。它们采用相同的摄像机、镜片及电子

元件。

悬挂式展台与“台式”展示台相比的优点：

　　•　桌子上没有机器，展示台可安装到吊顶中完全隐藏起来

　　•　观众与演讲者之间没有视觉阻碍

　　•　桌子到展示台之间没有电缆

　　•　物件可更大及更高

　　•　固定安装，几乎不可被盗窃

3、两种高分辨率实时摄像机

EYE摄像机系列是沃府视讯在研发和制造展示台摄像机方面多年经验的结晶。沃府视讯从

2004起便也销售作为独立设备的摄像机。所有原先为沃府视讯展示台研发的摄像机、镜头和固件

方面的技术改进也应用在EYE摄像机系列上。例如：sRGB色彩精度、宽屏幕支持和一系列附加的

网络/局域网和USB功能。 沃府视讯EYE摄像机是许多不同应用领域的最佳解决办法。例如：

• 作为悬挂式展示台价格较低廉的替代品 

VZ-C12³

1-CCD1/3"(1280 x 960 像素，30 fps)

逐行扫描

VZ-C32³

3-CCD1/3"(3 x 1280 x 960 像素，30 fps)

逐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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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高分辨率实时影像转播(房间摄像机) 

　　•　视频会议(听众摄像机及文件摄像机/展示台) 

　　•　高分辨率监视摄像机 

　　•　各类医疗应用(电视医疗等) 

换句话说，当进行实时影像传播PAL/NTSC电视摄像机的分辨率不够时，便是沃府视讯逐行扫

描摄像机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了！

与外接灯光系统相结合，也可将高分辨率实时摄像机EYE-10作为悬挂式展示台使用。

三、技术特色
WolfVision的产品齐全，并具有以下特点：

　　•　24-64倍变焦(12倍光学-16倍光学,2倍-4倍数码)

　　•　每秒30帧影像输出，影像连续基本无滞后现象。

　　•　特高清晰度(最高达1200水平电视线)

　　•　支持1080P高清信号和WUXGA(1920x1200)信号输出(HD 16:9 和 16:10) 

　　•　数字信号，DVI输出，能提供更高的清晰度

　　•　同步光场、无阴影照明、能照明空心物件（WOLF专利技术）

EYE-10

1-CCD1/3"(1024 x 768像素，30 fps)

逐行扫描

EYE-12

3-CCD1/3"(3 x 1280 x 960 像素，30 fps)

逐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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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唯一的悬挂式实物扫描摄像机

•　9个影像储存(每个影像能各自放映，也可同时放映9个影像)

•　可转换正/负（黑或蓝）与黑/白片，有效应用于医学领域。

•　世界上唯一提供软件升级的展台，下载的新软件能全面提升展台的性能，并且全部是 免费的。

专有技术

1、同步光场

同步光场是WolfVision在全球注册的专

利技术，展示台内部的灯光投射器经过底部

镜子和顶部镜子在工作面上投射与内置摄像

机摄录范围一样大小的光场。摄像机用同样

方法摄录影像。灯光投射器与摄像机是同步

的。当使用者每次改变摄像机的变焦范围

时，工作面上的光场大小也相应改变。投射

到工作面上的同步光场，与内置摄像机的摄

录范围大小相同。照明的区域始终与摄录范围相同。改变取景范围大小时，该光场的大小也相应改

变。物件的定位相当方便，使用者不必看着监视器。只需将物件放到灯光照明的范围中就行了。

WolfVision的悬挂式展示台采用同样的技术，唯一的区别在于悬挂式的只有一个镜子，该镜

子与两个马达一块安装，使得展台的基本安装更加方便

2、无反光工作面

WolfVision的专业和悬挂式展示台有特殊的照明系统，展示台的光不会反射回摄像机。不需

进行任何灯光调节便可避免灯光反射，即便展示物本身是发亮的物件。

3、内置缩放器、宽屏支持

Wolfvision所有产品都配备一个内置的数码缩放器。它的作用是处理外部输入端的信号，并根

据展示台影像调整输出模式(例如：如果展示台设置为输出XGA影像，而计算机输出一个SVGA信

号的话，缩放器则将该计算机的SVGA信号转换为XGA。这样在计算机与展示台影像之间切换时

不必重新进行投影机同步化调整)。数码缩放器还允许将外部输入端的影像输出到DVI输出端。

Wolfvision是第一家支持宽屏幕图像格式的展示台制造商。

4、特高景深

视频展台上配备了极高焦深的专业远程变

焦镜头。这对于摄录更大的 3 维物体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即当需摄录立体物件时，即便放大很

多，也可获得从上到下都清晰的影像。甚至在高

放大倍率下，它们也能始终彻底地保持灵敏。

视频展台都配有一键自动对焦功能。然

而，由于焦深非常大，很少需要去调节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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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阴影照明

摄像机及照明装置在展示台内部并行排列，它们的光路相同，从而可获得几乎无阴影的

物体照明。在展示过程中常常

需要在展示文件上写评语或注

释，或者需要用手指或笔指出

某个细节，这个时候，不会有

阴影盖住重要细节。

6、专业展示台系列的特

殊功能

•　只需按一下按钮便可

自动上下移动电动臂,可用于

“滚动查阅”。

•　顶部镜子也是电动的。这样便可从房间中的任何位置用遥控器方便地遥控使工作面上

的展示物上下“滚动”。

四、质量保证
WolfVision公司不仅在产品质量上在视频展示台制造商中首屈一指。WolfVision 公司还

拥有速度最快、服务最好的售后服务部门。

为新设备额外延长两年保修期——3+2

沃府视讯是世界知名的“技术先锋”，也是唯一一家生产高端视频展台的制造商。由于

我们对我们的产品寿命充满自信，因此我们推出一项计划，只要进行登记，即有可能将标准

的三年保修期延长至五年。

通过在网站上注册,你可以使你的产品多增加2年的质量保证期,详细情况可登陆网站www.

wolfvision.com/registration

五、WolfVision产品应用

沃府视讯视频展台是当代最灵活便捷的演示工具。它能够迅速便捷地摄取任何物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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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照片、三维物体等）的图像，并为视频/数据投影仪、监视器、互动白板或者视频会议

系统提供高分辨率的输出信号。

与相当“呆板”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相比，沃府视讯视频展台的演示更加灵活“生

动”，因为它可以随时显示任何图像，没有固定的顺序，事先也无需任何准备。沃府视讯视

频展台的典型应用场合包括：培训、教育、集会、会议、产品展示、法庭（展示证据）、各

种医学应用（远程医疗，远程病理，X 光等）、视频会议/远程呈现（将展台用作文件照像

机），如此等等。

1、在商务会议、产品培训中的应用

                     ——视频会议、远程呈现、商业培训、技术研讨、产品发布会

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演示

要使会议、培训和演示获得成功，其最关键的要素说起来非常简单，做起来却

并非易事。

对于演示者来说，抓住并保持观众的注意力、使演讲变得生动有力、引起他们的兴趣、

激起他们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沃府视讯视频展台为演讲者发挥其才

智与能力提供了最好的支持，使其与观众建立起内涵丰富的联系与交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

分心，从而保持参与者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当照片、文件和物品被数字化、放大化地呈现在

观众面前，营造出栩栩如生、触手可及的体验，从而给观众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之时，与观

会议室/演示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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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互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Wolfvision的观念是不仅仅创造出

漂亮的视觉秀，更要达到最主要的

目标：成功的会议交流、商业培训

或演示。

简单的操作理念

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沃府视讯最大的挑战在于将视频展台的操作简约化。除了提供水

晶般清晰的图像重现之外，便捷的操作也是为客户提供的极致服务之一。沃府视讯视频展台

以用户为导向的设计不仅实现了用户操作界面的友好和直观，更在全自动的系统中内置了传

感器，从而大大减轻了演示者的工作量。

高效的全球沟通 - 快速的决策制定与更高的业务绩效

高效的沟通与协作不再只限于个人亲临现场。如今，许多企业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通

过彼此分散的团队之间更加高效的合作，从而在全球基础上进行竞争、加强与业务伙伴的

合作，并且提升其自己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公司深知，无需个人亲临现场就能实现高效

沟通的能力，能够加快工作流程，并使其用更少的时间做出更好的决策。电话、电子邮件

甚至因特网都不再能够满足对复杂细节进行成功沟通。产品、设计、原型、计划等都需要

展示并讨论，而沃府视讯视频展台正是用于部

署这种视频展示的完美协作工具。——视频实

物展台可有效应用于电视电话会议内容的准备

工作。并且可在本机或外接的遥控监视器屏幕

上展示会议材料、数据、图片和手中的实物，

充分发挥不同角度展示生动实物或细节展示静

止图片的功能。这种声、形、情兼备，视、

听、说相融的电视电话会议，可消除传统会议

的沉默乏味，使会议变得更加生动灵活，沟通

更加高效。

个人视频会议系统
产品发布 远程呈现   

视频会议—团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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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教育机构中的应用—院校教学、远程教育
在现代化教学要求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教学单位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多媒体教室。

视频展示台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辅助设备步入到普通的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多媒体教

室不可缺少的设备。

利用沃府视讯视频展台通过连接投影机、交互式白板、液晶显示器等输出设备,教师可

以把各种幻灯片、模型、透明胶片、资料文稿以及其他实物甚至学生（镜头旋转功能）等

等,通过展台视频摄像头清晰、逼真地显示在输出设备上, 使用极为方便，从而达到提高教学

水平的目的,还可更好地活化课堂气氛,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促进课堂的和谐教学。

沃府视讯视频展台还可以连接一台计算机或其他信号源，实现多路视频切换，。实现

实物展示、保存图片及另一信号源的切换，这样大大增强了教学演示效果，优化了教学过

程、增大了课堂容量、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而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令传统教学望

尘莫及。

  

要在中小学教室或者高校讲堂中进行成功的演示，其最关键的要素说起来非常简单，

做起来却并非易事。对于教师或者演讲者来说，抓住并保持观众的注意力，使演讲变得生

动有力，引起他们的兴趣，激起他们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沃府视

讯视频展台为演讲者发挥其才智与能力提供最好的支持，使其与观众建立起内涵丰富的联

系与交流。当照片、文件和物品被数字化、放大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营造出栩栩如生、

触手可及的体验，从而给观众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之时，与观众的互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实

现了。我们的观念是不仅仅创造出漂亮的视觉秀，更要达到成功演示这一主要目标。

中小学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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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府视讯视频展台能够与互动白板完美结合，这样就可以把非数字式的信息或产品实体

转换为数字式影像并在白板上展示出来。书籍、三维物体或者照片都可以被捕获，然后显示

到大屏幕上；也可以进行编辑、加注，然后存档到相连的 PC 或者笔记本电脑中。

如上图（视频展台与互助白板）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设有专门用于培训

的模拟法庭；室内的一台沃府视讯视频展台

就与各种各样的演示与注解设备整合在一

起。在模拟实际开庭过程中，参加者可以直

接在互动白板上对沃府视讯视频展台显示的

图片进行标注、绘制或突出显示。法学教授 

Catherine O'Grady 也肯定地说：“这些技术

的实施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法庭教学能力。”

沃府视讯视频展台也可用于远程教育。如右图：英国国家肖像馆始建于1856 年，它

的主要藏品包括 10,000 位为英国历史、生活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物肖像，另外还藏有 

320,000 幅存档。沃府视讯视频展台与视频会议系统的结合，使得这座肖像馆得以推出一项

重要的教育拓展计划。这些课程都通过 Global Leap 视频会议服务远程发布。正如培训经理 

Clare Gittings指出的：“这项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到许多没有有机会参观肖像馆的学生，

同时也使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国家收藏品成为可能。”

易于操作 - 使您能够省下大量精力，从而专注于您的讲述内容以及学生们。

教学是一项富于挑战而要求颇多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Wolfvision完全理解，

对于每一位教师、演讲者或者教授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集中精力使演讲变得生动有力。所

有沃府视讯视频展台的操作都非常简单，并且不会给演讲者带来任何技术上的难题，这正是

它对于我们意义重大的原因。

视频展台与白板合二为一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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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政府、法律系统等司法机构中的应用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实时、远程证物展示

在司法机构中，很多场所会用到实时证物展示，利用Wolfvision实物展台的百分之百还

原真实色彩，高分辨率（水平分辨率最高可达1200条电视线），高清晰画面（30帧/秒），

特高景深功能（配备专业远摄变焦镜头，当需摄录立体物件时，即便放大很多，也可获得从

上到下都清晰的影像），定位方便，具有同步光场，无反光工作面（展示台的光不会反射回

摄像机）等功能，使证物的展示更加清楚、全面。

如果再结合相关远程视频会议设备，可以异地进行远程实时证物展示，或进行远距离摄

像、现场书写传输打印等高级功能。此应用打破了实体证物在时间、空间、地点，以及保存

环境与保护技术的局限，通过网络技术和沃府视讯高清实物展台,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对置于

展台上的物品从上、下、左、右、整体、局部等多方位进行查看，使物品的展示解析更加具

体、清楚、全面。Wolfvision实物展台+多媒体服务器（服务器用于管理前端设备和浏览端

的连接），其结构简单，实现方便，使工作更高效。

高级法院

 4、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

                                           ——医学交流会议，远程医疗诊断、医疗教学培训

高品质保证

进行医疗诊断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可能取决于尽可能清晰明确的图像（器官实

远程医疗会议

医学交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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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X光片）解析。沃府视讯展示台的特点是其永恒的、用户导向的设计，永不妥协与可信

赖的制造工艺。他们拥有最高品质的原件，可以提供清晰，明确定义和强烈色彩的图像，

从而协助医疗人员进行准确的诊断。

沃府视讯展示台具有特大内置灯箱/用于透明胶片的台面

•　配备特大的内置灯箱完美地展示幻灯片、X光片及特别暗的透明胶片

•　展示台的工作面是配有特殊涂层的水晶白表面。利用展示台的顶灯便

能完美地放映工作面上的透明胶片。

远程医疗--高效沟通

沃府视讯展示台是远程医疗技术的完美辅助工具。

远程医疗包括远程医疗会诊、远程医学教育、建立多媒体医疗保健咨询系统等。把音

视频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同医疗技术相结合的远程医疗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医疗保健

的许多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影响。肿瘤科，放射科，病理科，皮肤科，牙科和心脏学科都属

于已经使用并受益于远程医疗的医学学科。

 沃府视讯展台在远程医疗中可提供值得信赖的100%真实颜色的全数字高清晰图像，这

使医学沟通交流更准确高效，从而加快诊断速度，提高护理和监测水平。沃府视讯展台在

远程医学培训交流上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但不会使培训的质量下降。

远程医疗为现代医学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已有40

多年的历史，而我国在最近几年才得到重视和发展。其发展前景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易于操作

医疗诊断是一个具有挑战性规定和要求的职业。所有沃府视讯展示台是非常易于使

用的，对于使用者没有任何技术难度。这使得医疗技术专业人员把精力集中到最重要的部

分——疾病的和诊断治疗。

  

医务人员培训

外科医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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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的国内典型案例

案例1、Wolfvision实物展台走进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本案例Wolfvision悬挂式实物展台VZ-C12主要应用在护理学院实践教学中心的模拟重症

监护室和模拟抢救室，这样在临床教学中，教师通过实物展台将病床中的人体模型和临床

实验进行放大，获得高清图像，可以细致入微的给学生讲解人体各部位，使得教学更形象直

观。

Wolfvision悬挂式实物展台，以其独特性，可以完美展示立体模型获得高清图像而得到

复旦大学青睐。

国内一流的“护理实践教学中心”，设有3个模拟病房、1个模拟手术室、1个模拟重症

监护室、1个模拟抢救室抢救室、3个梯形护理实践课程示教室，整个护理实践教学中心配

备电视电化教学设施。临床教学基地不仅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供条件，也为学院师资培养

创造了良好的临床实践和深化专业知识的环境。

选择嵌入式安装；可以放大和缩小光源摄取模型的范围，同时病床可移动，可以全方

位将人体模型放大，从各个角度展示人体的细微之处，引起更深入讨论，并能做各种临床实

验，给学生深入讲解，而且可以将整个实验过程通过Wolfvision摄录成视频或图片，课后可

供学生分享学习，使临床教学更加的灵活、直观、精彩，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案例2、Wolfvision悬挂实物展台在中国国电集团电视电话会议室的应用

 高效的沟通与协作不再只限于个人亲临现场。如今，许多企业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通

过彼此分散的团队之间更加高效的合作，从而在全球基础上进行竞争、加强与业务伙伴的

合作，并且提升其自己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

公司深知，无需个人亲临现场就能实现高效沟

通的能力，能够加快工作流程，并使其用更少

的时间做出更好的决策。电话、电子邮件甚至

因特网都不再能够满足对复杂细节进行成功沟

通。产品、设计、原型、计划等都需要展示并

讨论，而沃府视讯视频展台正是用于部署这种

电视电话会议中视频展示的完美协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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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人眼的特性:

1、人眼的构造
在这里我们要重点考察的是的人体“光传感器”— 人眼

视网膜，它由无数的光敏细胞组成光敏细胞按其形状分为杆

状细胞和锥状细胞，锥状细胞有700万个，主要集中在正对瞳

孔的视网膜中央区域称为黄斑区。此处无杆状细胞，越远离黄

斑区，锥状细胞越少，杆状细胞越多，在接近加缘区域，几乎

全是杆状细胞。杆状细胞只能感光，不能感色，但感光灵敏度

极高，是锥状细胞感光灵敏度的10，000倍。锥状细胞既能感

1.内容制作

2.信号源输出

3.中间过程的信号传输与处理

4.显示设备接收与处理

5.屏幕成像

6.人眼观看

影响图像观看质量的因素
                                     ——图像对比度的概念及计算

对于大屏幕投影显示来说，我们人眼看到的一幅图像实际上经历了以下的

一个过程：

以上每个环节都会影响我们实际看到的图像的质量，尤其是我们自身的因素其

实在系统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点往往容易被忽略），我们的眼睛感知亮

度、色彩、细节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我们在一个房间所处的位置也会影响我们对

屏幕上图像质量的评价，甚至是环境等其它因素也会影响我们在观看屏幕上图像

时的视觉感受。

正因如此，大屏幕投影显示作为系统中最后一个设备因素，我们在设计和建设

时，要充分考虑和利用人眼的视觉特性，合理地选择屏幕的类型、尺寸和安装位

置，投影机的亮度和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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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又能感色。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在强光作用下，主要由锥状细胞起作用，所以在白天或

明亮环境中，看到的景象既有明亮感，又有彩色感，这种视觉叫做明视觉（或白日视觉）。

在弱光作用下，主要由杆状细胞起作用，所以在黑夜或弱光环境中，看到的景物全是灰黑

色，只有明暗感，没有彩色感，这种视觉叫做暗视觉。

锥体细胞和杆状细胞经过双极经胞与视神经相连，视神经细胞经过视经纤维通向大脑，

视神经汇集视网膜的一点，此点无光敏细胞，称为盲点。

2、相对视敏度函数
辐射功率相同波长不同的光对人眼产生的亮度感觉是不相同的。1933年国际照明委

员会（CIE）经过大量实验和统计，给出人眼对不同波长光亮度感觉的相对灵敏度，称为

相同视敏度。表1－1给出了相对视敏度的最佳数据，图1.1－4是根据表1－1作出的曲线，

称为相同视敏函数曲线。它的意义是：人眼对各种波长光的亮度感觉灵敏度是不相同的。

实验表明：在同一亮度环境中，辐射

功率相同的条件下，波长等于555nm

的黄绿光对人的亮度觉最大，并令其

亮度感觉灵敏度为1；人眼对其它波

长 光 的 亮 度 感 觉 灵 敏 度 均 于 黄 绿 光

（555nm），故其它波长光的相对视

敏度V都小于1。例如波长为660nm的

线光的相对视敏度V（660）－0.061，

所以，这种红光的的辐射功率应比黄

绿光（555nm）大16倍（即1/0.061＝

16），才能给人相同的亮度感觉。

当波长<380nm和波长>780nm

时，V＝0。这说明紫外线和红外线的

射功率再大，也不能引亮度感觉，所

以红外线和紫外线是不可见光。这也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假如人眼对红外

线也能反映，那么这种近似光雾的热

辐射将会成为人们观察外部世界的一

种干扰。

3、人眼察觉亮度变化的能力
人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造，能应合不同的环境来调节运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月光下

阅读报纸的标题，也能够在大白天的日光下阅读相同的报纸。但两者的环境亮度的差距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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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30,000:1 (前者的照度是5LUX而后者的照度却是150.000LUX) 。视觉范围人眼能够感觉

的亮度范围（称为视觉范围）极宽，从千分之几尼特直到几百万尼特。 

能够在如此难以置信的动态范围内观看的原因是

眼睛是以它自身的适应能力所运作的。眼睛不断的在

视线范围内调节平均亮度。所以当您从较暗的室内走

到明亮户外时，眼睛立刻会看不见事物。这现象是由

于眼睛在适应一个新的平均亮度所引起的。  

人眼亮度感觉的增 ∆S不是正比于客观亮度的增量

∆ B，而是正比于亮度的相对增量∆ B/B，ds=db/b,可见

主观亮度感觉与客观亮度的对数成线性关系，称之为

韦伯费赫涅尔定律（Weber－Fechner Law）。人眼亮度

感觉的增量与客观亮度数成对比，这与人耳的听觉规

律很相似；人耳对声音感觉的增量与客观声音响度的

对数也是成正比的。它们都是长期生态演变的结果，

使人眼形成对光强弱变化的适应性，否则人将无法受

自然界光的刺激。

明暗感觉的相对性在不同的亮度环境下，人眼对

于同一实际亮度所产生的相对亮度感觉是不相同的。 

例如，在白天环境亮度10，000特时，人眼大约能分辨

的亮度范围为200～20，000尼特，低于200尼特的亮

度同感觉为黑色。而夜间环境为30尼特时，可分辨的

亮度范围为1～200尼特，这时100尼特的亮度就引起相

当亮的感觉。只有低于1尼特的亮度才引起黑色感觉 

当周围光线亮度增倍或减半时，眼睛感到一个明显的变化。例如：如果一个物体的亮度

是100NIT，那么当另一个物体亮度是50NIT或200NIT时，眼睛可清楚地看到差异。

4、对比感知度
对比度的定义是人的眼睛所看到的黑色与白色之间的差别。

当说到对比度时，人的眼睛也是一个相当精密的仪器。它可以最高观察到1000:1对比

度范围。这意味着如果同时观看两个物体：一个5NIT亮度、另一个5000NIT 亮度，那么

5NIT亮度物体看上去是呈全黑的，5000NIT亮度物体则是全白的。基于此，电影院放映一

般在1000:1对比度。但即使较低的对比度也足以提供良好的图像。

5、人眼的分辨力
1）视角

观看景物时，景物大小对眼睛形成的张角叫做视角。其大小既决定景物本身的大小，也

决定于景物与眼睛的距离。图1.1－7中A表示物体的大小，D表示由眼睛角膜到该物体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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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则视角a按下式计算：

当视角a较小时，则a   A/D。

 2）视敏角

当与人眼相隔一定距离的两个黑点靠近到一定程度时，人眼就分辨不出有两个黑点存

在，而只感觉到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点。这种现象表明人眼分辨景物细节的能力是有一定极限

的。我们可以用视敏角来定义人眼的分辨力。视敏角即人眼对被观察物体刚能分辨出它上面

最紧邻两黑点或两白点的视角。

在上图中，L表示人眼与图象之间的距离，d表示能分辨的最紧邻两黑点之间的距离。

θ表示视敏角，若以分为单位，则得到：

 

 

3）视觉锐度

人眼分辨景物细节的能力称为分辨力，又称为视觉锐度。它等于人眼视敏角的倒数，

即：

分辨力＝ 

从生理上讲，视敏角决定于视网膜相邻光敏细胞间的距离，已加锥状细胞直径d' = 

5m，眼睛焦距 = 17mm，所以人眼日间视觉下的视敏角约为：

 视敏角为1' 的眼睛，其视力为1.0；2' 的视力对应于0.5，这与医学上是相对应的。

4）视线角

若把人眼直线与目标方向的夹角（距眼球中心凹的度数）称为视线角，则人眼力辨力与

视线角的关系如图1.1－9所示，它表明当目标方向偏离直视线时分辨力显著下降。因此，为

了看清目标人眼将不断转动，以使目标的象落在中心凹上（即黄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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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影响分辨力的因素

•　与物体在视网膜上成象的位置有关，黄斑区锥状细胞密度最大，分辨力最高。越是

偏离黄斑区，光敏细胞的分布越稀，分辨力也就低。

•　与照明强度有关。照度太低，仅杆状细胞起作用，分辨力大大下降，且无彩色感；

照度太大，分辨力不会增加，甚至由于“眩目”现象而降低。

•　与对比度Cr有关。Cr=[(B-B0)/B0]×100％，其中B为物体亮度与背景亮度接近，分

辨力自然要降低。

•　与被观察物体运动速度有关。运动速度快，分辨力将要下降。

综上，人的眼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但频繁地在一个较大范围内调

节也会造成眼睛的疲劳。我们不可能脱离某个具体的环境孤立地观看一幅投影

图像，因此，我们在设计一个投影系统时必须同时考虑人眼运作的方式和系统

所处的环境。 这一点恰恰会被忽视，如果没有考虑周围环境的重要因素，结

果就会对观看者造成很差的 “眼睛视觉感受” :

•　降低精神集中力

•　造成眼睛疲劳

1、显示工程设计时需要考虑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1）周围的环境

2）显示系统的功能定位

　　•　会议室

　　•　控制室

　　•　模拟仿真

　　•　展览展示

　　•　家庭影院

　　•　推广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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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顾及良好“眼睛视觉感受”的显示是:

　　•　与周围环境是相互和谐的

　　•　保证得到亮度和清晰可估计的图像质量ā观众

　　•　防止观众因眼睛疲劳而不能集中精神

3、一般的“眼睛视觉感受”显示的经验准则是：

1）房间亮度对比率：

为避免眼睛疲劳，房间中最亮的位置不能高于最暗位置的亮度的１０倍。这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显示器通常是房间中的最亮点。我们称之为普通房间亮度比率。正常情况下房间最

亮和最暗的位置不会同时在视觉范围内，因此不会强迫眼睛不断的调节适应水平。

2）作业亮度对比率：

当您工作在某个物体上时（比如显示器＝作业），桌上的白纸、或书写白板的亮度与

作业亮度的差距不应该大于比值３。这称之为作业亮度比率。当作业亮度比率保持在最高

３——眼睛调节适应水平＝眼睛疲劳，此时看作业时眼睛就不需要调节适应。

4、制造一个良好的“眼睛视觉感受”显示的重要因素是:

　　•　房间和工作场所里的照明光线亮度

　　•　屏幕上图像所显示出的对比度

5、图像对比度的重要性

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最终的图像对比度，而不是投影机或屏幕本身的对比度。

显示图像的对比度由以下因素综合决定：

　　•　投影机平均对比度

　　•　屏幕前表面反射光线

　　•　屏幕增益

　　•　环境光线亮度

根据ＩＳＯ标准，图像对比度的度量方法是：一个４＊４的黑白格子图片上度量黑格与

白格间亮度的平均比率。

 图像对比度为多少合适？我们需要重新校正对图像对比度及其实际价值的期望！

实验和测试得知：

　　•　为了让观众能看见Excel数据表上的详细而清楚的资讯，图像的对比度至少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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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的水平

　　•　一个良好的对比度应有 20:1的图像对比度

　　•　在控制室环境里，最低要求正常是50:1 的图像对比度

6、图像对比度计算公式
能否获得良好的眼睛视觉感受的决定

性因素:

　　•　图像

　　•　观众的期望

　　•　环境光线的条件

图像对比度计算公式如下：

 

该计算方法已於2011年被INFOCOMM 确定为投影图像系统对比度标准（ANSI/

INFOCOMM 3M-2011 Projeted Image System）。

由此可见，图像对比度决定于：

　　•　图像亮度(B)

　　•　屏幕反射(R)

　　•　投影机对比度(C)

其中：

1）图像亮度(B)：取决于屏幕增益、屏幕尺寸、投影机亮度。

计算公式：

 

2）屏幕对环境光的反射(R)： 

　　•　在一张“黑屏”上量度

　　•　根据环境光照度（ＬＵＸ），乘以屏幕反射系数

典型背投屏幕的数值为: 0.5-3.0%

典型正投屏幕的数值为: 3-45%

3）投影机对比度 (C)：

　　•　这是投影机经过灰色阶和白色阶调整以后，所量出的投影机黑白格子图对比。

　　•　不是在暗房中测量的全白／全黑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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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数据一般可在投影机厂商除取得

•　典型值为５０－１００:１

对投影机对比度的期望：一般情况下投影机厂商对外过分的夸大其对比度，当测量对比

度时，他们以最强白光输出（非用户正常使用情况）和全黑场比较－取得最大对比值（非用

户正常使用情况）

为使测量有价值并且数据可用，以

下3步是正确程序：

•　首先根据白色阶设定投影机（白

阶–100%,95%,90%等.–使用信号发生器)

•　再次根据灰阶设定投影机

•　投射4*4黑白格模型

考虑到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当用

白阶和灰阶来定义实际的对比度，我们

得出一般投影机的的黑白格对比度为：

•　LCD投影机：20-40:1

•　LCD高端投影机：30-50:1

•　单片DLP投影机：40-80:1

•　3-片 DLP投影机：70-100:1

结论：
基于一些指引、计算公式和屏幕技术，我们可以得出:

•　如果在一个明亮的房间里使用普通正投白屏，是无法获得良好的“眼睛视觉感受”的。 

•　如果要在明亮的房间里获得良好的“眼睛视觉感受”的话，必须要使用高对比度正

投或背投方案。 

•　对于图像对比度来说，指标投影机的对比度并不起重要作用。 

•　环境光线和屏幕正面的环境反射度，才是影响图像对比度的真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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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尺寸光学背投一般是指单屏尺寸超过130英寸的系统，常用于中大型报告厅、大型

模拟指挥室等场合，通常以单屏显示或多通道拼接显示的形式出现，因其出色的图像表现以

及大气的整体外观而深受用户推崇。

一、方案特点
采用背投显示方式，即投影机和观众分别在屏幕两侧。采用光

学背投屏幕，系统具有以下优点：

•　画面不受环境光的影响，图像对比度最佳，视觉效果好。

•　通过光学屏幕对光线的控制，画面显示亮度均匀。

•　投影机安装在屏幕背后的暗房，对装修不会造成失调

•　暗房屏蔽了投影机运行产生的噪音

背投唯一的劣势是占用空间比较大，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方法：一是合理利用房间

的结构特点，比如将背投放在主席台两侧，从而提高房间的利用率；二是可以通过在光路上

放置高反射率的前镀膜反射镜，用镜面反射将光程缩短，减少空间的占用，同时还具有以下

优点：

•　使超过90%的投射光被利用，不会因二次折射光反射造成图像重影

•　避免使用超短焦镜头，保证屏幕图像的四边几何性能良好，同时又能保证画面的聚

焦性能良好。

 对于特别狭小的背投空间，我们会采用尽可能大的反射镜，为了让图像变形尽量小，

设计采用侧面反射装置，反射镜直立放置，不会因为反射镜倾斜变形造成屏幕图像的变形。

侧面反射俯视图示意如下： 

超大尺寸光学背投显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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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学背投的组成
　•　投影机

　•　光学背投屏幕

　•　反射镜

　•　安装结构：包括屏幕边框、投影机和反射镜调整机构

三、以“图像对比度”为指引选择合适的投影机
背投系统中的投影机要根据屏幕的尺寸和比例来选择，具体的亮度指标还要根据房间的

照明等环境参数来确定。

下面我们以报告厅200ā（4:3）光学背投为例来选择合适的投影机，报告厅照明值达

到500Lux，屏幕前灯光可控制在180LUX以下。

1、图像对比度设计

设计一个良好的“ 眼睛视觉感受” 的显示系统，就是在一定的环境照明下，通过设计

获得最好的图像对比度。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最终的图像效果取决于图像的对比度，而不是

投影机或屏幕本身的对比度。

图像对比度由以下几点共同决定：

•　投影机对比度：是投影机经过灰色阶和白色阶调整以后，所量出的投影机黑白格子

图对比，不是在暗房中测量的全白／全黑对比度，此数据一般可在投影机厂商处取得， 单

片DLP投影机为40-80:1，三片DLP投影机为70-100:1

•　屏幕前表面反射：为环境光照度（Lux）乘以屏幕反射系数

•　图像亮度：取决于投影机亮度、屏幕增益和屏幕尺寸

经验性研究显示：为了让观众能看见Excel数据表上的详细而清楚地信息，图像对比度

至少要有15:1的水平。20:1的图像对比度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对比度。而35:1是400lux环境光

下的背投屏幕正面上所显示出的正常对比度。

在此，我们就以35:1为设计的目标图像对比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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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场设计

根据不同应用环境，设计屏幕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对比度、增益和视角间的

最佳平衡，因为这些参数是相互制约的。

光学背投屏幕通过对投射光的重新分布使大部分光线都能到达观众区，当观看者站在屏

幕中心位置垂直屏幕方向观看时为屏幕的最亮点，当观看者偏离屏幕中轴方向观看时，屏幕

亮度会相应降低，当屏幕亮度降低为最高亮度的一半时，人眼才会有明显的变暗感觉，此时

的视角称为半增益角。

我们选择的DNP光学背投屏幕的水平半增益角为32度，垂直半增益角为8度。一般报告

厅的视角都不会超过这个角度，因此，我们就将此值定义为设计的最佳视角。

3、根据DNP的经验公式计算需要的投影机亮度

以3DLP投影机为例，输入房间、投影机（假设型号）、屏幕的有关数据，其中红字部

分——投影机开动后的真正因素考虑了投影机使用某种镜头后的真实流明数以及一次反射的

光损失，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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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从表中红字部分可以看出，投射200英寸的DNP GWA屏幕，10500ANSI流明以

上3DLP高清投影机配1.2投射比的镜头，屏幕上的图像对比度可以达到35:1的目标值，满足

观看要求。

四、几种经典的推荐配置

*环境照度500lux，屏前照度180lux。

序号

1

2

3

4

5

屏幕

200" GWA 4800 – 4:3

180" GWA 4800 – 16:9

180"  GWA 4800 – 16:9

180"  GWA 4800 – 16:10

180"  GWA 4800 – 16:9

投影机

DS+10K-M

WX10K-M

HD10K-M

WU12K-M

DHD800

图像对比度

35:1

39:1

42:1

39: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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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正投“光学”屏幕
传统的正投屏幕是在基底简单涂附反射材料制成，它对投影光线，环境光线等是不加

区别，等同处理的，因此在明亮环境下，投影图象被“冲刷”，图象的对比度大大降低，

使得观看者眼睛很疲劳或者干脆看不清．而正投光学屏幕是世界光学屏幕领导者ＤＮＰ Ｄ

ＥＮＭＡＲＫ借鉴背投光学屏幕中技术，结合现代材料技术、镀膜技术、光学微透镜技术

制成的正投屏幕，其能选择性地吸收环境光线，从而保证图象对比度。

二、SuperNova光学结构
SuperNova光学结构由7 个膜层组成

1、专利光学滤境膜层，能减少环境光的影响，保证更佳的图像对比度；

2、黑色膜层的应用创立了颜色重现的新标准；

3、先进反射膜层，使得半增益角革命性地达到+/- 80°；

4、表面膜层，防划，便于安装，无眩光。

三、SuperNova优点
1、专利光学滤境膜层，能减少环境光的影响，特别是对来自天花照明和地板反射（绝

大多数会议室）的光线进行处理，使光线不与投影光线一同反射进入人眼，保证更佳的图

像对比度；

2、黑色膜层的应用使得屏幕更加“无源”且使得颜色重现得到了更高保证；

3、7倍于标准正投屏幕的对比度；

4、2倍于标准正投屏幕的图像亮度；

5、防止眼睛疲劳；

6、表面膜层达到4H硬度，经过防划、无眩光处理。使得屏幕既是光学正投的同时，

也可以用作书写白板，直接使用非油性白板笔来写字。

光学正投

普通正投

光学背投

安装

简易

简易

复杂

空间要求

小

小

大

投射距离

建议投射比大于1.8：1

最好较远距离

要求焦距匹配

增益

1-2

1

1-5

反射系数

2.95%

3-45%

0.5-3.0%

对比度

20：1

2-3：1

15-50:1

解析度

0.065mm

无定义

0.14-0.5mm

划时代的正投光学屏幕—SupernovaTM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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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对比度性能比较

传统的正投屏幕的图像对比度一般在2-3：1的范围内，且需要配合关闭的黑暗的会议室

进行演示，这样会造成观众眼睛疲劳和注意力分散。SuperNova集多种优势于一身,既有背投

光学屏幕显示的出色图像品质，又有正投屏幕易于安装和空间最小化的优点,是构建低投资

高品质演示系统的不二选择。

四、SuperNova荣誉；
supernova一经诞生，立刻引起广泛赞誉和殊荣

1、CES 2006荣誉奖；

2、InfoComm2005和2006连续两年的最佳技术奖；

3、丹麦2006年度产品称号；

4、Supernova FlexTM 电动光学正投屏幕赢得了AV行业的大奖-Technology InAVation Award.

一个2000ANSI流

明 的 投 影 机 在 强

照 明 环 境 下 投 射

Supernova和普通

正投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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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upernova Flex（强光电动光学屏幕）和Supernova Infinity（强光屏幕无限拼接系

统）荣获图像科学工程（ISF）颁发的资格证书--证明dnp光学正投屏幕符合消费者所需的视

频显示的规范要求；

五、SuperNova的种类
1、SuperNova One       光学正投硬幕

2、SuperNova Core       光学正投软幕

3、SuperNova Felx       光学正投电动软幕

4、SuperNova Mobile     光学正投便携幕

5、SuperNova Infinity     光学正投无限拼接硬幕

6、SuperNova Panorama   光学正投全景软幕

7、SuperNova EPIC       光学正投电影弧形幕

六、什么时候和什么场所选择应用SuperNova
1、当你需要高的图象品质而同时希望节省空间时、高的图象品质而希望节省

预算时、高的图象品质而高照明时，SuperNova是最佳的选择。

 

2、SuperNova 应用场所

•　新闻发布厅—因大量的照明，需要高的图象对比度；

•　电视会议室—因需要摄像，需要高环境光照度；

•　展览展示—展览馆、博物馆；

•　媒体教室—保证学习是在一种明亮的环境中进行，

•　政府会议室、指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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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SuperNova应用模式
1、单机单屏：即用一台投影机投射一块屏幕，这是最基本的使用

2、单机多屏：即用SuperNova　Infinity系统，一个高亮度的投影机来投射一幅巨大的

画面

3、多机多屏：即多屏拼接或叫拼接墙，此时用多块SuperNova硬幕构成１行多列拼接

屏幕，用多台投影机合成投射一幅高分辨率画面

4、边缘融合：SuperNova革命性地，第一次使光学屏幕成为边缘融合显示屏幕，借助

于其宽的半增益角，可以保证融合图像均匀

八、光学正投无限拼接硬幕—SuperNova Infinity
标准组件屏幕系统，通过采用特制的铝制框架将多个Supernova屏幕组合在一起，将

Supernova屏幕转变成为显示墙体，没有任何尺寸的限制，超大比例下保持supernova完美性

能。其超大的尺寸，加上光学投影的出众的成像质量，能够吸引大批的即使站的很远、位置

很偏的观众。其特点是：

•　建模时可定制单屏的尺寸和数目，组装快捷、方便；

•　通过强有力的磁力吸引,屏幕之间无缝组合；

•　视觉完整,无拼装痕迹；

•　光学正投、高亮度环境光下投影；

•　无尺寸限制，肉眼观看时体验无缝隙视觉效果；

•　适应边缘融合需要；

•　安装便捷；

•　可以与所有类型投影机兼容；

•　+/- 80度半增益角。

•　投影机要求：镜头的最小投射比(LTR) = 1.5:1

 

 

2*2  120英寸拼接，

单机投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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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光学正投全景软幕—SuperNova Panorama
 

特点：

•　明亮环境下的投影 

•　屏幕尺寸可达1.5 m/5 ft x 10 m/33 ft 

•　100% 无缝体验 

•　投影图像的边缘融合 

•　便于运输和安装的 

•　与所有标准投影机兼容 

•　+/- 85°水平半角增益 

•　180度视角内色彩一致性

1*2  120英寸拼接，

边缘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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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影机类型
投影机根据显示技术的不同可分为CRT、LCD、LCOS、DLP，在选择投影机时，需要

评估其如下特性：

•　灰阶和γ

•　亮度和颜色一致性

•　颜色匹配的能力和工具

•　黑电平

•　亮度输出

•　分辨率

2、屏幕类型
•　正投：强光正投幕、普通幕

•　背投：光学屏、散射屏

•　平面、曲面、不规则面

•　屏幕材料：

•　硬质幕、半硬质幕、软幕

•　屏幕增益

•　半增益角

•　建筑物表面或墙

关于屏幕的结论，对于融合系统来说，应尽量选用低增益、宽视角的散射屏；尽量避免

使用软幕，因为开门等动作会带来室内气流的变化，从而影响融合区。

3、变形和几何校正
•　机械调整，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在物理上保证几何变形最小，否则会影响显示

设计融合投影系统需考虑的因素

随着时代与技术的发展，融合投影技术得到越来越广泛地应用，模拟仿

真、指挥控制、大型会议、展览展示……越来越多的场合要求使用融合投

影系统。

但是，在实际的建设中，融合投影系统本身又往往被简单化，造成的结

果是系统效果不理想，甚至存在很多问题，这其实是没有足够重视融合投

影技术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

要想获得良好的系统效果，设计融合投影系统时应考虑如下十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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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　聚焦的深度，反映了均匀聚焦的能力

4、镜头类型
　　•　投射距离和投射比：影响景深和均匀性

　　•　焦距：用于光学屏幕时会有影响

5、环境光
　　•　暗环境，墙面尽可能地刷黑，减少反射以避免降低对比度

　　•　环境光不能直接照射到屏幕上

6、应用和内容
　　•　控制室、模拟仿真、室外建筑物表面，不同的应用要求也不同

　　•　避免全白内容

7、融合区比例
　　•　根据应用选择，建设最小为12.5%

　　•　融合区太大的话，分辨率损失会很大，融合的效果也会差

8、灯泡类型： 
常用的灯泡有如下两类：

　　•　汞灯，如Philips的UHP灯、Osram的P-VIP灯

　　•　氙灯：光谱最接近自然光，颜色最真实，生命周期内色谱变化最小

9、观看位置
　　•　避免座位落在水平半增益角以外

　　•　房间类型：最好是长方形，且窄边面对观众

10、黑电平融合
　　•　因为黑电平是完善的

　　•　苛刻的场合建议使用光学融合或硬件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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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控制室显示墙是由多个较小尺寸的背投箱体单元或是平板显示屏拼接而成，对

于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屏幕上总是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信号图像，它们一般以某种规

则整齐排列，还可以根据需要变换不同的布局，显示的内容根据行业和业务的不同而定，有

的以计算机数据和图符为主，有的以活动视频图像为主，总之，整个显示墙给人的感觉就是

信息多、窗口多、线条多。

但是，是否一定要用这么多小单元去组成这个显示墙呢？实际上，有很多控制室显示墙

为了让使用者看清，总是将一个信号窗口放大，由几个单元来显示。也就是说，有些应用根

本不需要特别高的整屏分辨率。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小单元拼接的方式，单元之间的物理

接缝会影响信息的完整性和人们观看的舒适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选用大尺寸的投影单

元，但因为控制室一般环境照度较高，对于显示墙的显示图像质量要求也高，通常最好要采

用背投，而大尺寸的背投占用空间较大，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放弃。

我们的方案是采用正投影显示，尺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正投给人的印象是容易受环境光的影响，画面对比度差，但为什么本方案中我们还是选

择正投呢？因为我们选择了一种新型的光学正投屏，它可以大大地提高图像对比度，可以获

得良好的视觉感受。

DNP的Supernova强光正投屏

的光学结构有7个膜层：

•　专利光学滤境膜层能减少

环境光的影响，特别是对来自天花

照明和地板反射（绝大多数控制

室）的光线进行处理，使光线不与

推荐方案——光学正投拼接显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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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光线一同反射进入人眼，保证更佳的图像对比度，这一专利技术意味着屏幕不

受环境光影响，是明亮环境控制室的最佳选择。

•　色膜层的应用创立了颜色重现的新标准；黑色膜层的应用使得屏幕更加

“无源”且使得颜色重现得到了更高保证。

•　先进反射膜层，使得半增益角革命性地达到+/- 80°，适合于视角很宽的控

制室使用。

•　表面膜层硬度高，防划、防眩，保证观看的舒适性，同时又方便清洁和维

护。

DNP的Supernova强光正投屏是世界上第一款突破15:1对比度的光学正投屏，

按经验标准15:1是可以接受的对比度，它可以呈现清晰锐利、色彩饱满的图像，防止视觉疲

劳。可以获得比普通正投屏幕高10倍的对比度。

下图是DNP的Supernova强光正投屏（右）与普通正投屏幕（左）在同样环境下的对比

效果，可以看到，当环境光很暗时，两种屏幕的图像效果无明显差别，但当环境光变亮时，

DNP的Supernova强光正投屏的图像效果明显好。

                          环境光较暗   环境光较亮

正投给人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噪声大，对于这一点，我们会从控制噪声入手，首先选择本

身噪音较低的投影机，另外，可以根据现场条件通过装修的方式把投影机隐藏起来，从而减

少投影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下面，我们以1*4拼接方案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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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配置之一

二、系统逻辑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设备名称

1DLP投影机

投影机镜头

投影机吊架

光学正投拼接硬幕(含墙壁固定装置)

多窗口图像控制器

RGB矩阵

RGB计算机接口

DVI分配器

活动背景电脑

规格型号

DS+750

1.8-2.8:1

定制

supernova infinity 8080*1515mm

Windowall 102

Crosspoint Ultra 1616 HV

RGB 190FV

DVI DA2

4DVI输出

数量

4

4

4

1

2

1

12

4

1

单位

台

个

套

套

套

个

个

个

台

品牌

Christie

Christie

wincomn

DNP

EXTRON

EXTRON

EXTRON

EX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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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特点
　　•　吊装正投，最大限度利用控制室空间，有效面积最大化。

　　•　采用新型的光学正投屏幕，画面受环境光影响小，图像对比度佳，视觉效果

　　好，可视角度大。

　　•　高质量专业投影机，具有专长多种高端调整功能，可以有效保证通道间的色彩

　　和亮度一致性。

　　•　分布式多窗口图像处理器，纯硬件处理、不丢帧、可扩展，完全免费的功能强

　　大的控制软件。

　　•　同时支持多种格式的输入信号，数量可灵活配置。

　　•　整屏支持多达16个窗口显示。

 

　　•　多窗口图像处理器具有活动背景输入通道，不占用窗口输入通道，支持高分辨

率的

多通道全景DVI信号，非常适合显示整屏无变形的活动标语、图片、或其它应用程序。

　　•　投影单元尺寸大，屏幕单元间物理0距离拼接，对视觉影响最小。

　　•　根据人眼的视觉特性以及人机工程学原理，设计合理的屏幕尺寸、安装高度、

　　观看距离等，使观看者很容易“看清”屏幕上的内容，并且长时间观看也不会疲劳。

　　•　系统升级：配置带内置融合的投影机，即可与多窗口图像处理器配合（输出带

叠加区的信号），将系统升级成融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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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的建设正逐渐趋向高清化，

•　专利光学滤境膜层能减少环境光的影响，特别是对来自天花照明和地板反射（绝大

多数控制室）的光线进行处理，使光线不与投影光线一同反射进入人眼，保证更佳的图像对

比度，这一专利技术意味着屏幕不受环境光影响，是明亮环境控制室的最佳选择。

光学正投融合显示在视讯会议等高亮度环境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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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配置

1*3-正投无缝融合

二、系统逻辑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设备名称

3DLP投影机

投影机镜头

投影机吊架

光学正投全景幕(含墙壁固定装置)

多窗口图像控制器

DVI矩阵

DVI分配器

活动背景电脑

规格型号

DS+6K-M

ILS 1.4-1.8:1 HD

定制

s u p e r n o v a  P a n a r a m a 
5334*1500mm

Windowall 103 DI

DMS 1600 12*12

DVI DA2

3DVI输出

数量

3

3

3

1

1

1

3

1

单位

台

个

套

套

套

个

个

台

品牌

Christie

Christie

wincomn

DNP

EXTRON

EXTRON

EX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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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特点
•　吊装正投，最大限度利用控制室空间，有效面积最大化。

•　采用新型的光学正投屏幕，画面受环境光影响小，图像对比度佳，视觉效果好，可

视角度大。

•　高质量专业投影机，具有专长多种高端调整功能，可以有效保证通道间的色彩和亮

度一致性。

•　分布式多窗口图像处理器，纯硬件处理、不丢帧、可扩展，完全免费的功能强大的

控制软件。

•　同时支持多种格式的输入信号，数量可灵活配置。

•　整屏支持多达16个窗口显示。

•　多窗口图像处理器具有活动背景输入通道，不占用窗口输入通道，支持高分辨率的

多通道全景DVI信号，非常适合显示整屏无变形的活动标语、图片、或其它应用程序。

•　投影单元尺寸大，屏幕单元间物理0距离拼接，对视觉影响最小。



Wincomn ��

''win-win'' is our company philosophy and goal

 



Wincomn��

大 屏 幕 投 影 显 示
LARGE SCREEN PROJECTION

大屏幕显示发展到今天，“融合”显示无疑是最高端的方案，也是备受推崇的方式，尤

其是对于需要升级改造旧显示系统的用户，比老系统先进和优化的方案必然是首选。

但是，什么样的融合方案才是最佳的呢？

我们说，设计一个融合方案最基本的是要满足以下几点：

•　整屏分辨率是否足够？

•　亮度是否足够？

•　融合带比例是否合适？

除上述几点外，从用户的使用特点出发，设计合理的整屏宽高比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

点关系到是否可以保持信号的原始比例来设计整屏显示布局，也就是说保证窗口图像不会有

变形。

下面，我们以军队指挥大厅为例进行说明。

这类应用场合的大屏幕以往一般建设成大尺寸的投影单元硬拼接或小尺寸的单元箱体拼

接，不管是由多少个单元组成，实际使用时，整个大屏幕墙大部分时间显示的是左中右3个

相等的图像（见下图），每个图像一般是4:3比例。

 

对于这种应用的融合系统，我们会特别计算整屏的宽高尺寸，使其比例为12:3，也就是

说3个4:3，满足用户使用要求。见下图。

 

推荐方案
 ——特定显示模式应用场所显示系统的升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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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融合系统还带来其它的好处：

•　全屏显示一个高分辨率的信号，比如地图信息等，完全无缝，只要信号源与显示墙

分辨率一致，可以点对点无失真地显示。

•　根据业务需求任意规划显示墙，整屏无缝，有的只是窗口图像之间的界线，布局示

意一见下图。

1、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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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特点
•　超大尺寸背投，画面受环境光影响小，图像对比度佳，视觉效果好，适合空间比较

大的场合。

•　采用一体成型的散射背投屏幕，增益0.8，可视角度大。

•　屏幕厚度3mm，整张无缝，可卷曲，方便运输，对进场通道要求低，一般可以不必

提前进场，以免与装修等其它施工工序交叉，降低施工风险。

•　采用一次反射，用最大尺寸的反射镜，最在限度减少背投空间的占用。

•　高质量专业投影机，具有专长多种高端调整功能——CCA™、LiteLOC™、ILS™等

等，可以有效保证通道间的色彩和亮度一致性。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设备名称

3DLP投影机

投影机镜头

无缝背投屏(含固定结构)

投影机支架

反射镜及支架

多窗口图像控制器

RGB矩阵

DVI分配器

活动背景电脑

规格型号

WU12K-M

ILS 1.4-1.8:1 HD

10760*2690mm(显示区)

RPS1000

2200*1600mm

Windowall 103

Crosspoint Ultra 3216 HV

DVI DA2

3DVI输出

数量

3

3

1

3

3

1

1

3

1

单位

台

个

套

套

套

套

个

个

台

品牌

Christie

Christie

SG

wincomn

wincomn

EXTRON

EXTRON

EXTRON

　

2、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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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机内置像素级的融合和变形功能，免费的融合和变形调整软件，可以灵活快速

地调试，自由校正由于使用超大反射镜带来的几何失真。

•　分布式多窗口图像处理器，纯硬件处理、不丢帧、可扩展，完全免费的功能强大的

控制软件。

•　同时支持多种格式的输入信号，数量可灵活配置。

•　整屏支持多达12个窗口显示。

•　多窗口图像处理器具有活动背景输入通道，不占用窗口输入通道，支持高分辨率的

多通道全景DVI信号，非常适合显示整屏无变形的活动标语、高分辨率地图等。

4、系统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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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背投融合系统时，选择何种分辨率的投影机最合适呢？选用高清16:9投影机的方案

一定就是最好的吗？答案是：不一定。

下面，我们以相同大小的屏幕面积来设计16:9和4:3两种方案。我们选用整张SG超长背

投屏幕，将屏幕高度定为2.69米，宽度大于12米。根据融合要求，计算得出需要用3台16:9

或4台4:3的投影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整体方案：

•　通道数量和通道分辨率，这涉及到对外置图像控制器的配置要求，包括能支持的输

出分辨率，输出通道数。

•　占用的背投空间

•　整屏分辨率

•　亮度

•　融合比例，关系到融合的效果是否理想

1、方案对比

弧
形
示
意
图 

16:9投影机 4:3投影机

设计对比  4:3还是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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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论
屏幕尺寸相同的情况下：

•　如果要求背投空间尽量小，应推荐4:3的方案，这种方案图像亮度较高，缺点是要求

（融合）多窗口图像控制器有更多的输出通道，造成系统相关设备成本提高。

•　如果空间很富裕，同时屏幕窗口显示数量较多，应选用16:9的方案，这种方案整屏

分辨率高，缺点是可能需要稍稍控制一下环境光，并且要求（融合）多窗口图像控制器的

输出分辨率能支持到HD高清。

弧
形
方
案 

 
 
 
 
 
 
 
 

平
面
示
意
图 

 
 
 
 
 
 

平
面
方
案

通  道

深  度

分辨率

亮  度

融  合

少

大

高

低

大

多

小

低

高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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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置表
•　16:9弧形方案：（平面方案屏幕尺寸变为12434*2690mm）

1*3-背投弧形融合拼接

•　4:3弧形方案：（平面方案屏幕尺寸变为12434*2690mm）

1*4-背投弧形融合拼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设备名称

3DLP投影机

投影机镜头

无缝背投屏(含固定结构)

投影机支架

反射镜及支架

多窗口图像控制器

RGB矩阵

DVI分配器

活动背景电脑

规格型号

HD10K-M

ILS 1.4-1.8:1 HD

12560*2690mm(显示区)

RPS1000

2200*1600mm

Windowall 103

Crosspoint Ultra 3216 HV

DVI DA2

3DVI输出

数量

3

3

1

3

3

1

1

3

1

单位

台

个

套

套

套

套

个

个

台

品牌

Christie

Christie

SG

wincomn

wincomn

EXTRON

EXTRON

EXTRO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设备名称

3DLP投影机

投影机镜头

无缝背投屏(含固定结构)

投影机支架

反射镜及支架

多窗口图像控制器

RGB矩阵

DVI分配器

活动背景电脑

规格型号

DS+10K-M

ILS 1.4-1.8:1 HD

12560*2690mm(显示区)

RPS1000

2200*1600mm

Windowall 102

Crosspoint Ultra 3216 HV

DVI DA2

4DVI输出

数量

4

4

1

4

4

2

1

4

1

单位

台

个

套

套

套

套

个

个

台

品牌

Christie

Christie

SG

wincomn

wincomn

EXTRON

EXTRON

EX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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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媒体会议室
会议室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词汇，而其不变的内涵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

流”，传统的会议室非常简单，信息交流主要是现场与会者之间的沟通，依赖与人的语

言和体态。

音频技术的发展，解决了在较大型会议空间中，声音的传递问题。随着数字会议系

统的出现，解决了发言的管理等问题。

显示技术，特别是大屏幕显示技术的发展，让会议室真正成为解决“信息交流”的

场所，会议室成为一个“充满现代电子技术装备”的交流平台，无论是现场交流还是异

地交流都成为可能，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多媒体会议室。

多媒体会议室建设就是在解决了会议室空间环境后，解决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信

息共享、信息交换，信息综合、信息存储这些与沟通的全部内容。

在人对世界的了解中，眼睛接收的信息占有主导地位，因此视频显示系统在会议室

的建设中占有主导地位，紧随其后的是音频会议系统和扩声系统，再次是会议室环境建

设。

二、会议室的划分和类型  
从信息交流这个核心出发，可以大致将会议室的类型分为：

1、单向交流型会议室。也称广播式的交流，例如报告厅，礼堂，培训教室等；

2、双向交流型会议室。各种类型的讨论型会议室，包括视讯会议室；

单向和双向，也不是绝对的，只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

从空间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和超大型。

从使用的角度可以称之为讨论性会议室、培训型会议室、报告厅、视讯会议室、决策中

心、指挥调度室、展示型会议室等。

三、会议室发展的趋势
1、数量众多趋势

信息社会对沟通产生了巨大需求，作为人与人之间正式沟通的主要场所—会议室的数量

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目前在各类会议中心，政府行政中心、企业管理中心都出现众多的会

议室需求，数量从几十到上百。

2、功能细分趋势

多媒体会议室发展趋势和设计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杨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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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增多，必然导致会议室定位的细分，所以细分功能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3、按需设计趋势

细分的发展，必然导致按需设计，在考虑灵活性的同时，更强调按准确需求来配置设

备，反对设备的堆砌，反对雷同。

4、以人为本趋势

会议室视听环境更加注重使用者的感受，比如方便易用，视觉舒适，听觉清晰，环境优

美。

5、高性价比趋势

除了一次性投资外，要求低的运营和管理维护成本。多媒体会议室的发展由于有大量不

同类型的专业技术装备，因此使用、维护对使用者来讲是一种成本，所以在设计和技术手段

上来保证运营简单高效以及维护简单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四、多会议室（群）建设中应考虑的问题 
一）、会议室的划分和会议室之间的关系

    当会议室众多的时候，不论是哪类会议中心，实际上都存在着会议室的归属和管理问

题，在大型企业会议中心，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企业集团下的几个法人公司共用一幢建筑，这

时候，会议室从资产的类属关系上是不同的，在商业会议中心、政府会议中心和企业会议中

心又共同存在着不同区域进行管理的问题，因此在在会议室群建设中，首先要确定：

根据归属和管理关系划分

根据功能和管理区域划分

在确定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域”），再确定会议室相互之间的关系，关系

分为独立、主从、平等三种类型，包括：

1）不同“域”之间会议室的关系

         AV信号之间的关系

         网络之间的关系

         控制之间的关系

         资产管理之间的关系

         日常管理之间的关系

2）相同“域”会议室之间的关系

         相互完全独立

         有部分主从会议室

         完全平等地位（网络、AV互连互通）

二）、会议室的定位和需求分析

在进行了初步的划分后，要逐个对每个“域”内的会议室进行进行定位和需求分析。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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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

会议室的类型定位（报告厅、多功能厅、电视会议室、会商会议室、培训室、洽谈室、

接待室、指挥调度中心、分析决策中心、展示中心等）

会议室档次定位（使用者身份和使用场合）

 会议室功能定位（具体的功能和控制方式）

会议室风格定位（豪华、普通、简约）

会议室管理定位

2、需求分析

根据初步的划分和定位，设计或集成公司提出初步的系统设计方案并与使用者进行充分

的沟通，修正和调整，直至达到技术经济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和系统集成公司需要非常

熟悉现代会议结合现代会议室建设的内容以及国际AV产品的最新技术和产品供应，才能在

不断的互动中达到技术经济指标，最终形成整个会议室群建设的详细要求。

三）会议室“群”建设中几个技术发展趋势

1、设备的操作和控制

 由于有很多会议室，设备的使用和控制，就变成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的技术趋势是

采用全网络化的设备控制系统，来实现会议室设备直接操作和控制、“域”的集中操作和控

制以及全部系统的整体控制。遵循了分布控制与集中控制结合的原则，在方便可靠使用、统

一管理之间寻找平衡。

2、设备的管理

设备的管理分为资产管理和技术的管理—如设备状态监测。目前的技术趋势也是将所有

或绝大部分设备挂在网上，通过网络来检测设备状态，作到有计划的检修和维护，进行资产

管理。

3、 会议室进程管理

目前的设备集中控制系统都可以进行会议模式的预置和会议进程管理，目前技术发展趋

势也是将舞台表演中基于时间函数的进程管理引入会议管理中，通过网络控制设备按照预先

社定的时间来操作设备进行“预置”会议进程，就向舞台表演的节目单一样。

4、总运营成本概念的应用

对于完全的半导体设备来讲，其设备的寿命周期都远远超过更新的周期，但在会议室来

大量使用的显示设备，无论是投影还是PDP、LCD技术，都有一个耗材更换、寿命周期、运

行维修的问题，此时将一次性投资和整个使用周期内运营费用来统筹考虑是比较科学的。

5、会议室之间的互连互通

1）在主从结构的会议室建设中，只需要将主会议室的AV（也可包括控制）信号送达

“从属“的会议室就可；

 

2）在完全相同平等地位的会议室之间，AV信号的互连互通有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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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视会议设备（也可以是软件形式的电视会议）来实现AV信号的互连互同；

通过传统的布线和音视频交换来实现互连互通，此时音视频同步是非常重要的，即要声

像合一；

通过数字音频媒体矩阵或COBRANET技术实现音频的互连互通        

视频的互连互通包括信号源和场景两个方面

在现在的多媒体会议室中，单纯的视频或音频互连互通，价值是不高的，通过音视频矩

阵来实现互连互通也只能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规模内，发展的趋势是通过电视会议技术，特别

是基于PC的软件视频会议技术来实现AV互连互通。

四、会议室建设中应注意的事情
1、显示方面

显示是现代会议室设计的焦点，研究表明75%以上的信息来自眼睛，在经历了追求大尺

寸显示、高亮度显示、高分辨率显示的过程后，应科学理性地回归，以人眼观看舒适度为评

价标准的显示系统建设上来，这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图象对比度的概念—这实际是以使用

者实际使用时的舒适度来评价的，是使用者实际观看时图象情况。

1）要根据房间的结构尺寸、显示内容、座位布局、照明情况来规划屏幕的尺寸和类型；

2）要特别协调照明与显示的关系，特别是前投显示

3）选择恰当显示技术

2、会议发言和扩声

1）根据会议室建筑结构情况，处理好电声与建声的关系，处理好装修的关系

2）会议室主要考虑响度和语言清晰度，对一些综合性会议室兼顾考虑音乐和娱乐扩声

3）根据音源来选择合理的扩声方式—集中或分散等

4）采用更先进技术的会议系统和扩声设备

3、控制方面

1）根据总体控制方式规划来选择合适的控制设备

2）注意环境控制，特别是与照明有关的控制

3）使用简单、可靠、界面友好，不需复杂培训

4、摄录播方面

1)注意色温的选择

2)装修的色彩不宜太多而影响聚焦

3) 采用数字存储设备

4) 可以进行网络传输和播放

5、环境方面

1)照明

2) 门的管理

3) 温湿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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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噪声的控制与消除

5) 会议室办公家具的合理选择

五、系统设计的标准规范
目前会议室AV系统的设计尚无完整的规范，但可以遵循一些相应的技术规范，例如在

智能化建筑设计规范》规定了各类智能建筑中会议室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在显示方面，没有

任何国家和国际规范遵循，但有一些设计理论和经验总结可以遵循，在照明方面和电视会议

方面既有国际标准也有国家标准可以遵循，而在扩声方面可以参考各种厅堂的建设标准与会

议室相近的部分。

六、用户建设流程
一个好的流程，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和效益，加快项目建设的进度，在实际中，我们总结

出以下建设流程。

1、调研：主要通过资料调查和实际参观，了解目前会议室的类型和所采用的技术，通

过接触大量的设计单位、系统集成公司、会议室设备厂商来实现。

2、确定建设原则：在建设中常见的原则有实用化原则、高性价比原则、技术领先原

则、功能齐全原则、形象原则和综合运用各种原则。

3、梳理：通过内部的反复讨论和与设计单位的多次互动，确定会议室定位。确定一个

有经验的设计单位来帮助进行需求分析和设计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4、根据定位和总概算，请有经验的设计单位来进行分解设计，提出初步技术方案；

5、用户使用人员和和专家评审，评估的主要内容是技术方案与目标、策略、定位的吻

合程度，之后，修正技术方案，改写为招标文件；

6、 选择有资质和关联经验的系统集成单位投标；

七、各系统设计的理论依据（系统设备的参数选型依据）和经验
总结

这实际上是专业设计工程师的核心工作

例子：大屏幕显示系统的过程

一）信号源

1、信号的性质：计算机图文、计算机视频、普通视频、高清视频；

2、信号分辨率：

3、信号的来源

4、信号的传输方式

5、信号的数量

6、信号显示的要求：同时显示，切换显示，画中画，开窗

7、对信号显示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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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尺寸

1、会议室的空间尺寸：对屏幕的尺寸、显示方式（前投和后投）、显示设备的选择形

成约束

2、会议室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座位的安排，桌位的安排决定了观看人的位置，进而对显

示尺寸，位置提出要求

三）根据最远的座位可以大致确定屏幕的高度（最远距离/4-8），根据最近的座位大致

可以确定屏幕的宽度（45-60度）

四）显示字符的大小（reading）与观看距离有一定的关系，不仅要保证看清楚，还要保

证不变形（15弧分，0.0026）

五）会议桌的高度通常是75-76公分，屏幕的下边源应不低于这个尺寸

六）根据信号显示的要求，可以计算对屏幕显示分辨率的要求，可以决定使用单屏还是

多屏（显示墙）来实现

七）根据几何尺寸和照明的情况，可以决定是选择前投还是背投（请注意在条件允许

时，背投应为首要的选择，特别是在有摄像要求的会议室中，例如视频会议室）

八）根据信号的格式来选择投影机的格式（在多屏时不一定），根据对显示质量的要求

可以选择普通拼接和融合拼接

九）在选定前投背投，单屏还是多屏以及屏幕尺寸后，可以根据会议室的照度，结合对

图象质量的要求来计算投影机光通量和屏幕的类型。屏幕与投影机的选择有互动的成分，最

佳的匹配造就性价比最好的选择。

十）根据对显示质量、建设档次的要求选择投影显示的技术类型，光源类型

八、赢康科技能为你在会议室的建设中作些什么？
作为高端音视频综合服务商，拥有十余年专业经验的赢康科技公司能为您提供售前咨

询、方案设计、高端音视频产品供货、工程安装、现场保障及售后维修等服务。



Wincomn �4

''win-win'' is our company philosophy and goal

无需编程的控制系统介绍

一、Extron TouchLinkTM简介
Extron TouchLink™ 是一套完全基于配置的触摸屏控制系统，其强大的控制功能，可

满足单显示房间、双显示房间、分离式房间、多图像系统以及视频会议室等应用场合的需

求。一套完整的 TouchLink 控制系统由一个触摸屏、一个控制处理器以及一套用户友好的配

置软件构成。通过 GUI 配置器 (GUI Configurator) — 触摸屏设计软件和全局配置器（Global 

Configurator），TouchLink 控制系统的实施速度大大优于传统的编程式控制系统，在技术

支持方面也更加便捷和经济。TouchLink 控制系统能够和 Extron 获奖的全局察看器企业版 

(GlobalViewer® Enterprise) 软件以及免费的全局察看器 (GlobalViewer®) Web 应用系统实现

完美的结合，通过计算机网络对完整的视音频资源进行监视、管理和控制。

二、Extron TouchLinkTM的产品特性
•　可配置的触摸屏控制系统，提供简单快速的配置和支持

•　 具有强大的控制功能且无需编程

•　提供一系列全彩的、现场的模板，可以应用于主流音视频的控制系统

•　 Touch Link 和Media Link系统与Extron全局察看器（GV）和全局察看器企业版

（GVE）完美结合，可实现对视频和音频系统的资源管理和远程控制

配置与编程的对比：

1.简化开发

配置的控制方式简化了高效控制系统的开发： Extron 这种可配置的控制方式简化了高

效控制系统的开发，无论在短期的应用和长期的发展中，都更为经济有效。

2.提高效率

广泛而全面的驱动程序库，提高了设计出更先进的控制系统的效率：配合 Extron 经认

证的范围广泛的驱动程序库、一整套全面的设计和管理应用软件、持续的培训以及技术支

持，系统设计工程师可以轻松快速地设计出更先进的控制系统，对比传统的编程式系统，具

有更高经济效益、更容易修改、且拥有及运营的成本更低。

 

3.避免风险

提高系统集成的效率，降低了集成商的运营成本，有效避免因不可预知性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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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经济有效、有利可图的的商业方案时，能够精确地评估安装系统所需要的时间是至关

重要的。当然集成商可以对需要编程的应用场合收取更多的费用，但是同时需要将许多不确

定的因素考虑在内。与可配置式系统相比，这种复杂性会增加成本超支的风险并导致利润的

下降。

4.降低成本

可配置式系统更易于修改，有效降低了后期维护的成本： 系统设备如投影机、显示器

和 DVD 播放器的使用周期有限，随后这些设备就会被更新替换。如果是编程式系统，即便

是最简单的投影机更新替换，也需要一个合格的懂得编辑和重新编译源代码的程序员来实

施。对于系统的任何修改，起始的源代码是必需的前提；如果源代码丢失，那么对系统进行

任何的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5.节约人力成本

可配置式的控制系统，可以减少对专业程序人员的需求，只要懂IT的人几个小时的培训

就可以轻松掌握： Extron 的可配置控制系统，可让视音频技术人员在经过几小时的实际操

作培训后，就可以独立操作进行系统的修改。此外，可配置式系统的修改需要较少的时间来

实施和复制。与传统的编程式系统不同，替换组件对于配置式系统通常只不过是更新一下设

备的驱动程序而已。使用 Extron 可配置的控制系统，被自己的系统锁住这样的事情是绝无

可能发生的。而且项目文件总是可以从每个系统轻松导出。

6.高效资产管理

更高效率的实现资产管理，更容易调整对资产的重整使用：近年来，通过计算机网络连

接管理视音频系统的方式，可实现向系统管理员提供成本控制所需的数据和参数，诸如电源

消耗、投影机灯泡及其它设备的使用情况。虽然编程式和可配置式这两种方案都能支持此种

重要的网络管理连接，但是 Extron 可配置的设计方案无疑是更简易和经济有效的方式。配

置软件可简化控制器设置、系统监控与日程安排，另外网络式的管理部署系统可提供持续的

节省资源的工作

三、可选的硬件和软件产品

1.TouchLink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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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全面的 TouchLink 触摸屏可提供多种精美专业的触摸屏供选择，新颖美观的用户界

面，适用于不同的安装场合。

1) TLP 700TV桌面型触摸屏

2) TLP 700MV墙面安装型触摸屏

3) TLP 710CV桌插安装型触摸屏

4) TLP 710MV墙面安装型

5) TLP 710TV 桌面型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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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LP 1000MV 墙面安装型触摸屏

 7) TLP 1000TV桌面型触摸屏

8) TLP 350CV桌面型触摸屏

9) TLP 350MV墙面安装型触摸屏

2.控制处理器

1) IPL 250控制处理器

2) IPCP 505控制处理器

3) IPCP 305控制处理器

4) IPL T CR48控制处理器 

5) IPL T S1/S2/S4/S6控制处理器

6) IPL T SFI244控制处理器

3.Global Configurator 3.0软件

用于 TouchLinkTM、MediaLink® 和 IP Link® 控制系统的免费配置软件

4.GUI Configurator软件

    用于 TouchLink™ 触摸屏的免费用户界面设计软件



Wincomn ��

''win-win'' is our company philosophy and goal

(1)计算机

演示系统的核心，培训演示的大部分内容都要由它运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演示

效果的好坏。

 

(2)投影机

连接着计算机系统、所有视频输出系统及视频展示台，把信号源输出显现在大屏幕上。

(3)视频展示台

生动且具说服力的演示设备，可以进行实物、照片、图书资料等的展示。

(4)光学正投屏幕

用于高亮度环境下的短焦光学屏幕，配合投影机使用。

 

(5)中央控制系统

实现多媒体教室各种电子设备的集中控制，使整个系统操作简单、人性化、智能化。

(6)扩声系统

扩声系统由功放、音箱、话筒等设备构成；完成对各种声音的播放功能。

1、推荐配

推荐方案--光学正投培训室方案

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目前，计算机多媒

体正渗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改

变人们的生活面貌。高性能的多媒体培训室系统目前正是各个培训室的

需求。多媒体培训室系统包含了计算机、投影机、视频展示台、投影屏

幕、中央控制系统、扩声设备等多种现代培训设备。

序号

1

2

产品名称

短焦投影机

短焦正投光学幕

规格型号

720P/1080P

 80" 16:9

数量

1

1

单位

台

块

生产厂商名称

　

DNP/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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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逻辑图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产品名称

视频展台

计算机

中央控制器

音视频切换器

Volicelift系统

会议话筒

枪型麦克风

会议主机

壁挂扬声器

线材、辅材

规格型号

 VZ-3

　

MLC 104 IP Plus

PVS 305 SA

DC 5980 P

GM 6622

CU 5905

SI 26

数量

1

1

1

1

1

1

1

1

1

1

单位

台

台

个

台

套

个

个

台

对

批

生产厂商名称

Wolfvision/奥地利

　

Extron/美国

Extron/美国

Extron/美国

DIS/丹麦

DIS/丹麦

DIS/丹麦

Extron/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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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特点

1、影像清晰自然，短焦光学正投屏幕可吸收环境光，在明亮环境下也能显示清晰逼真

的影像，告别灰蒙蒙影像和黑暗培训环境。

2、通过专业展示台，可保证高品质影像，且对焦迅速，摄录流畅。培训者无需提前熟

悉设备和软件，无需“培训”，将书本/文稿放在展台上，或者插入课件U盘，就可以直接开

始演示/培训。

3、展示台还有白板功能，展台工作台区域是一张白板纸，使用普通的油性笔，就可在

纸上写、画、涂改，还可轻松擦除。——相比白板或触摸屏等通过复杂的软件实现不甚灵敏

流畅的书写画画，这种方式轻松自然的多，培训者不会紧张，直截了当地我手写我心。 

4、Extron PoleVault® 系统，是易于使用、安装方便的视音频系统，采用双绞线技术来

传输信号。它们还包括网络连接，用于基于网络的系统管理和控制。 Extron PoleVault® 系

统安全固定的安装在投影机上方，可以有效防止篡改和盗窃，无需安装视音频机架设备或音

频放大器设备，节省宝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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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高品质会议室AV系统时，需要准确理解用户需求，合理选择系统产品，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　系统功能

•　系统性能

•　系统的实用性

•　系统设备的易用性

•　整体管理

•　系统总投资，包括建设和使用维护整个生命周期的花费

讨论型会议室一般面积不会很大，使用的人员不固定，会有多人同时使用电脑，环境照

明普遍都较亮，设计时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　使用方便

•　操作简洁

•　显示图像清晰易读

•　讲话不用费力

•　会议过程自己掌控

•　附加增值功能

根据上述要点，在子系统中涉及参会人员的操作和感受的是控制、信号连接与切换、大

屏幕投影显示、会议发言。

1、控制：
通过采用网络型集中控制系统，会议室使用者可以事先通过网络开启会议室设备，也可

以在进入会议时操作门口墙面上的按键式或触摸屏式控制面板，一键操作即可使有关系统进

如何设计一个高品质的讨论型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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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议状态，无须专人技术支持。

2、信号连接：

会议桌配有出线孔式桌插，演示用到的线缆平时就藏于桌插内，使用电脑时只需将相

应的线缆拉出连上即可，确保不会因四处找寻线缆而浪费时间

3、信号切换：

桌插内安装有带切换按键的信号输入面板，轮到发言的人员只要按一下自己电脑连接

的面板上的切换按键，就可以将自己的电脑信号送出去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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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物展示：

如果需要根据某种物件进行讨论，可以增加一个高分辨率的数字实物展示台，根据实物

的大小选择桌面式或悬挂式安装的产品，用于实时摄取实物图像，送往投影显示。需要选择

不仅在分辨率、色彩还原、变焦倍数、快速聚焦性能、景深等特性方面表现出色，而且在操

作方面具有简单、无须培训等特点的产品，保证设备不会因为操作的问题而被搁置。

 

5、投影显示：

会议讨论的内容需要在大屏幕上呈现，供大家一起观看，投影显示系统的设计要以良好

的人眼“视觉感受”为宗旨，确保提供明亮清晰的图像，防止视觉疲劳而降低注意力。图像

的质量要从以下几方面保证：

•　屏幕比例与信号比例一致，保证图像显示不变形

•　投影机的分辨率要与信号分辨率相等，或者是高于信号分辨率

•　屏幕上图像的亮度要足够，不要与会议桌区或人眼能看到的区域的亮度相差太大，

一般不能差3倍

•　显示的图像要有足够的对比度，确保图像具有丰富的层次。图像对比度可以根据以

下公式计算：其中的B是投影照射到屏幕的亮度，R是屏幕反射的环境光照度，C是投影机的

平均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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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理的投影方式和产品可以获得良好的图像对比度，在有空间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光

学背投，在空间紧张的情况下使用光学正投屏幕。

另外，为了观看得舒适和清楚，需要根据房间尺寸和座位布局等实际情况，详细计算和

考虑以下几点：

• 屏幕尺寸和安装高度

• 投影机安装位置

• 投影机调整方便性和精确度

• 噪声和美观问题

6、会议发言：
采用“手拉手”数字会议系统保证会议发言的有序性，为了避免链路上某只单元的故障

影响整条链，可以采用“星形”连接的方式，单元之间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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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择会议模式时，可以先选择同时开启的单元数量，再选择“打断”模式，再加上

开启“声音激活”功能，与会人员发言时不用再去按单元上的讲话按键开启或关掉话筒，

只要开启的单元数量在设定数之内，与会者开口讲话，话筒就会打开，停止讲话，话筒就

会关闭，不会因为前面的发言者忘记关话筒而影响后面发言者，从而形成一种“乒乓”的

会议氛围，使会议过程既有序又能维持一定的自由激烈的讨论场面。

高品质讨论型会议室设计总结：

•　采用可配置的网络型集中控制系统，操作简单，管理方便

•　信号的接入和切换非常人性化，无需专人负责，大大提升了灵活性

•　建立在良好人眼视觉感受上的投影显示设计充分考虑投影机与屏幕的匹配特点，获

得高质量显示图像

•　高可靠性数字会议系统的细节功能非常切合讨论的特点

•　通过增加实物展台提供了会议室增值功能

•　系统产品质保时间长，降低了系统总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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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幕影院介绍

球幕影院是半球状的外形和屏幕，巨大的穹顶屏幕至于观众的头顶，影片播放过程中配

以场内多声道立体音响效果，以超人眼视角的清晰画面和逼真的环绕音响效果，给观影者以

极强包覆感、沉浸感和震撼力。球幕电影所营造的这种不在景中胜似景中的强烈感受是当今

任何其他电影技术不能相比的。

球幕影院是由巨型球幕（投影幕和支撑结构）、座椅、投影机、音响系统、片源组成，

依靠球幕成像显示系统、数字影片集群播放系统、中央控制系统等平台共同工作所构成的复

杂的数字化影视球幕体验设施。

球幕影院显示系统特点

》　强大的融合处理及播放软件

　　•　强大的几何校正功能：几何校正可达到16bit的处理精度；

　　•　完美的边缘融合：边缘融合可达到16bit的处理精度；

　　•　出色的色彩匹配：灵活的单通色彩和亮度的调整；

　　•　简洁的内容编辑：实时的内容编辑和特效的增加；

》　球幕直径可从十几米到几十米；

》　优质的金属喷涂穿孔幕板或透声幕，增益从0.38,0.45,0.55……到1.5，为整个显示

增加了明艳鲜亮的效果并使影院有一个良好的声场环境；

》　可以提供给观众水平360度和垂直180度的视场，强大的震撼力和超强的沉浸感；

》　独特的屏幕倾斜设计和座椅倾斜设计，可以使不同位置的观众都能舒适的欣赏到整

个球幕画面；

》　采用世界顶级的科视投影机，提供高亮度输出、灵活的安装位置、稳定的运行性能

和多种镜头的可选性；

》　完美的多声道音响组合，加强了对观影过程中音响的渲染效果；

》　光纤传输设备为系统提供了高速、高容量、高质量的信号传输；

》　完备的供电系统，为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球幕影院的介绍和影像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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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幕电影的发展史

球幕电影是一种放映银幕为穹形的电影，也叫“球幕电影”。其球形银幕是宽银幕发展

到极限，转而又向天空发展而成的，它就像一口大铁锅一样把观众罩在下面。这种穹形银幕

最早是半穹形的，1939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世界博览会上，有人用五台放映机把一幅幅

巨大的合成画面放映在半球形的银幕上，当时，看到这种电影的人们纷纷赞叹不已。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有的国家曾经把敌机的形象放映在这种穹形银幕上，供防空训练用。70年代

才发展成全穹形。目前，穹幕电影多采用单机拍摄，单机放映方式。拍摄时用带鱼眼镜头的

65mm或35mm摄影机，放映时一般采用带鱼眼镜头的70mm放映机。有一家电影院专门上

映这种电影，银幕的形状是大半个圆穹顶，穹的直径有25米，高度大约18米，一直延伸到

整个观众席的后面，好像半个巨大的球罩在地上似的。观众是通过专用的通道进到“球”里

去看电影的。在这种奇特的银幕上曾经放映过有关星际航行以及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探

险的影片，效果非常震撼。我国已有几座穹幕影院，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中国科技馆穹幕影

厅，该厅于1995年8月建成，银幕直径27米，有500个座位。已放映的影片是美国70mm影

片《大峡谷》

球幕影院的播放形式

单机播放

这种播放形式在拍摄和放映的时候，所需要采用的鱼眼是一种特别广阔的特殊镜头，它

的构造和功能能像鱼的眼睛一样。

我们人类的眼睛，在不转动头部也不转动中用一只眼睛左右看到的清晰范围大约是50

度。鱼类的眼睛可以看到比我们人类宽广得多的，可达到180度因此人们把视角特别宽的镜

头称作鱼眼镜头。

穹幕电影院里，作为一般是设计成躺椅形式，这样，观众可以仰望穹顶就不费劲了，能

非常舒服的观众看上方的电影。

穹幕电影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形式电影。高清晰度超大穹形画面，超出超出

观众的事业范围，观众犹如置身于场景之中，加上全方位六声道立体音响的配音，有着极为

真是的现场效果。

穹幕的直径大小，直接影响着厅内观众的容量。建在中国科技馆内的穹幕电影厅，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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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直径可达27米，整个屏幕面积近1000平方米，电影画面可达86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500

人，是当今世界上中最大同类影院之一，穹幕电影以超约人眼视角的画面和逼真的立体音响

效果，称为当代电影技术的一致奇葩。目前，只有北美，西欧和亚洲等少数国家建造了穹幕

影院。

多机播放

这种播放形式采用多台投影机拼接融合同时投射一整幅事先处理好的高分辨率画面，多

台投影机通过配有高性能显卡和处理器的融合器对视频源进行画面边缘羽化和水平GAMMA

值的调节以及画面形状的调整，使得事先处理好的多个不同的画面凭借融合在一起。让坐在

球幕中心的观看者，得到一整一幅完整的画面。

某项目中直径30米球幕影院光路设计图

使用鱼眼镜头IMAX单机播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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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幕影院构造及音响系统　

由于穹幕电影厅建筑主体是个半球，而且球的直径又是很大（穹幕影厅球体的外壳直径

可达35米），因而在建筑施工上，本身就比一般的建筑复杂得多。像球网架安装，屏幕的

固定。厅内排气唤起，消防报警等施工项目，都是施工过程的难点。特别是在建筑声学的处

理上，更是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球体中心处的声能和声压的聚集，不能将声音的聚焦中心

设计在观众座位上，而是设计在观众的上方。

从声还原系统分析，与传统的影片涂磁或声光转换方式对比，穹幕电影采用多轨录音机

放音方式，通过多路专业音响设备放音，达到理想要求。为了进一步提高还音质量，目前国

际上个别穹幕电影厅已采用多路激光还音方式。中国科技馆穹幕电影厅的还音方式，是靠一

台八轨录音机把磁带上六个声道的伴音号作为声源，经过多级信号处理放大后，由屏幕背后

六组音箱喇叭放音

球幕影院6台投影机网格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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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中球幕影院结构图

音响系统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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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幕影院投影幕特点

1、 无重叠幕布的平齐接缝；

2、 无外露铆钉的光滑屏幕表面；

3、 在投影状态下实现完全无缝。

 

球幕影院显示系统设计特点及难点

高分辨率：

显示因为是多台投影机在球幕上投射一整幅画面，所以球幕画面的整体物理分辨可以达

到8Kx8K，同样再设计球幕电影也会因为现场环境和片源实际分辨率等因素的制约，会影

响到观众观看画面时的分辨力，因为人眼的极限分辨力为1角分在观看视频内容时，画面的

分辨力最少要能达到3—5弧分，如果高于这个数值观众观看画面时会产生比较强烈的“纱

窗效应”和画面不清晰等现象从而影响观看效果，过小的像素人眼又是无法分辨的（投影机

数量过多）同样也会造成画面像素的浪费，所以显示系统分辨率的设计也是十分必要的。

高亮度：

科视有着从10000流明到20000流明多种不同亮度不同型号的投影机，多台投影机凭借

融合一整幅画面可以使画面的总亮度达到数万或者几十万以上流明；

高对比度：

在球幕系统中由于环境为全黑所以为了是画面中黑色更黑，白色更白高对比度就成一个

十分必要的需求，传统的CRT投影机因为其独有的发光原理，所以有着无以伦比的高对比度

所以在以前的传统球幕影院大多数都在使用传统CRT投影机。但是受限于其有限的亮度已经

逐步退出了球幕影院的舞台，在LCD和DLP之间毫无疑问的DLP投影机的对比度要远远大于

LCD投影机，这对于球幕显示是十分重要的。

景深问题：

由于每台投影机都使用的是传统的短变焦或者定焦镜头，多少都会存在无法对整幅画

透声幕的细微拼缝（NanoS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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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晰对焦的问题，又因为在球幕投影时单台投影画面被投射在一个特定立体角的波面上

（球幕内面的一部分）所以相对投影机的光轴而言，投射画面实际有多个不同的焦平面。

所以再设计光路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投影机的景深问题从而考虑到投影机的分布和投影机

的数量。

亮度的均匀性问题：由于被投射画面成像一个空间曲面上所以每一行的像素点的大小

都不一样从而导致了单台投影机投射的画面亮度不均匀，所以在设计时每台投影机投射的

画面不宜过大。科视投影机可通过对同一幅画面的不同部分的亮度调节使得整幅画面的亮

度达到一致。

总结
随着显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球幕影院已经从过去的CRT投影机发展到DLP投影机

和LCOS投影机到了今天激光投影机也开始逐步进入大屏幕显示领域，人们多大屏幕显示效

果的要求越高，则相应的对设计者在设计系统时的要求也会越高，系统也会越加精密和复

杂，专业性就会显得更加的重要。球幕显示就正是一个体现了以上众多特点的显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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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投影显示方式应用多元化的发展，在一些应用较为复杂的场合，传统投影方式越

来越受到诸如由于投影机固定安装导致的投影位置单一，由于没有媒体处理器导致的投影

画面简单、处理能力差等条件的制约。

针对这种状况，赢康公司提出了移动式“数字投影灯”解决方案， 将CHRISTIE投影

机、Nitro视频移动轭、专业视频媒体服务器、控制台等设备巧妙的整合在一起。赢康数字

投影灯即可用作超高亮度的移动数字光源，更可用作高质量、功能强大的视频投影机，让

灯光设计师可为每个舞台、每个客户和各种用途设计真正独特的舞台。

二、数字投影灯特点：
投影机选型广泛：根据客户的应用环境和投资预算，CHRISTIE Nitro移动轭产品有两个

型号可供选择，几乎可以兼容CHRISTIE全部型号的投影机型，甚至是其它品牌的投影机产

品，大都也可兼容应用。

投影灯成像特点：能够在任何形状或者任何物体表面（天花板、地板、屏幕等），灵活

自如地显示图像或者将图像自由移动到任何使用地点。动态移动图像功能为更有创意、更独

特的显示和展示提供更大的创意空间。

与其它轨道镜的区别：Nitro移动轭定位更精确，移动更可靠，应用范围更广泛，彻底摆

脱了轨道镜受投影机机型及特殊镜头限制的局限。“数字投影灯”解决方案，不仅使用户能

够在一场展示中不受规模或场地限制，就能达到动态、生动的演示效果，还能根据创意人员

的需要进行任意操控和场景设计，通过DMX协议，轻松的使用同一灯光控制台整合、控制

灯光及视频投影机设备，极大地丰富了投影机的演示功能。

简单的时间轴控制：通过DMX 信号转换设备，可以控制媒体服务器、Nitro视频移动

轭，通过时间轴控制，非常精确的实现两者移动的有一致性。比如投影画面进行切换位置进

行显示时，Nitro可以准确带动投影机一起，移动到预先设置的需要投影显示内容的位置。

三、应用场合：
•　建筑视景照明、数码广告展示；

•　展厅、展馆等“非固定”多场景视频应用场合； 

•　演出、商业展览； 

•　剧院、歌剧和音乐会； 

数字投影灯技术介绍



Wincomn �0�

''win-win'' is our company philosophy and goal

•　电视台； 

•　永久安装、博物馆、科技馆； 

•　主题公园、娱乐、博览会； 

四、CHRISTIE Nitro移动：
CHRISTIE Nitro移动摇臂产品是一种配合CHRISTIE投影机使用的控制、连接装置，连

同媒体服务器，将投影机演变成为“数字投影灯”。提供一种通过DMX协议来移动和控制

任何的大型视频投影机，使用户能够轻松的使用相同的控制台整合和控制他们的灯光设备和

视频投影机。

CHRISTIE Nitro移动摇臂产品有两个类型：YK200和YK100。YK200适用与CHRISTIE 

Roadster系列及LX1500投影机，YK100适用于CHRISTIE LX1000\LX1500 和全部M系列投

影机。这些多功能摇臂可以滑行、传动，也可以用于静止投影以及灯光设备。

Nitro移动摇臂水平、垂直移动采用16位直流伺服马达驱动，变焦、聚焦、光闸采用8位

直流伺服马达驱动，具备10个DMX控制通道。

CHRISTIE Nitro移动呃特点： 

•　10个DMX通道，可接受DMX512信号控制； 

•　不受投影机型限制，大部分科视投影机均可配合使用； 

•　彻底摆脱了轨道镜产品受投影机镜头控制的局限；

•　移动范围更加广泛，水平：630度旋转，垂直：340度旋转； 

•　QLS快速锁定系统，可以使机器快速安装并锁死，保证安全；

•　即可地面摆放也可吊挂安装； 

•　移动速度控制可调，定位更加准确； 

•　运输方便快捷，将YOKE和投影机一并放置于航空箱内；

•　CHRISTIE Nitro配合投影机应用

 YK200-Roadster系列投影机 YK100-LX1500投影机 YK100-M系列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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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体服务器：

》 媒体服务器的作用

为将投影的演示功能发挥到极致，我们引进了“媒体服务器”这一重要的视频投影设

计、编辑工具。

关于媒体服务器，我们既有适用于大型文艺演出应用、功能强大的伺服器产品，也有适

用于展览应用、紧凑协调的播放器产品。

利用媒体服务器强大的视频处理功能，创意性、多元化的演出、展出活动将变得不再复

杂。

》 媒体服务器技术特色

•　系统能够提供强大的边缘融合（包括弧形和球体拼合）功能；

•　提供强大的诸如“实时变形修改”、“特效”等图像处理功能；

•　提供实时多层播放及图像合成技术媒体文件；

•　可将动态或静态图像文件随意放置、缩放、旋转；

•　可通过ArtNet或DMX灯光控制台进行控制；

•　Timeline时间尺式软件控制； 

六、应用案例赏析

CHRISTIE Nitro配合CHRISTIE投影机产品在众多国内外演出、主题活动、视景照明等

场合有过大型的应用，动态移动图像功能为更有创意、更独特的显示和展示提供更大的创意

空间，极大地丰富了投影机的演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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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案例是CHRISTIE Nitro配合CHRISTIE Roadster S+20K投影机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

开幕式演出中的精彩应用：

以下案例是Nitro YK200配合CHRISTIE Roadster S+20K投影机在北美某商业演出场合的

应用：

 

六、结束语
数字投影灯技术的应用，使我们真正看到了灯光与视频产品的有效结合。随着国家对文

体产业投入的逐步加大，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投影灯这一全新的投影应用解决方案，一定

会大放异彩，迎来高速发展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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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工程
建筑外墙投影是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既包括播放的内容和播放的设备，也包括播放

的环境以及受众的情况。其中环境是指城市建筑环境，照明环境和当地的天气和空气情况。

2.并行研究
对于永久安装的项目，要在项目立项的同时，就进行安装工程的可行研究，是否可以安

装？能进行什么样的安装？

这个研究结果直接影响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和实施后的效果，直接影响项目的方案。一个好

的建筑投影项目，最好的能实现专家小组的“并行研究”，即在项目策划时，团队中就有设备专

家参与，否则就会一次一次的更改设计，甚至否定前期的策划和设计方案。

3.相互配合
•　与建筑的配合：

主要考虑建筑表面的情况，包括建筑表面的几何形状和建筑材料情况，特别是建筑表面

的反射系数来确定投射的强度。

•　与照明的配合：

一定要保证投射表面的亮度高于环境照明2-3倍。

•　与观众的配合：

主要根据观看的距离来考虑像素的尺寸，根据像素的要求来决定内容的制作，根据内容

来决定播放设备的能力。

•　与内容的配合：

在保证投影亮度方面，一方面要根据投射面积，建筑表面系数和环境照度来设计，另一

方面是根据内容的明暗程度来增减对设备的要求。

•　与天气的配合：

选择夜间合适的时段，另一方面是考虑空气中的水汽和尘埃对投射的影响。

4.稳定可靠：
由于建筑投影都有“show”的性质，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我

们选择，可靠的设备，牢固的连接。在设计方面，尽量减少系统的复杂性，在简化设计的前

提下，提供设备冗余。

建筑外墙投影要点
北京赢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杨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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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rage兼容的立体信号格式：
Mirage系列投影机提供三种立体信号输入方式：

•　120Hz主动立体信号

•　60HZ主动立体信号，通过倍频技术，实现120HZ输出，保证人眼看到的图像不闪

烁，此种方式大大减少了系统的传输带宽，减少系统传输设备的投资。

•　双输入的立体功能，即输入两路60Hz的被动立体信号，实现120Hz的刷新率主动立

体输出。此种方式可节省被动立体转主动立体的转换器。这种方式得益于科视采用了独特的

电子元器件和高带宽的处理器。

•　支持HDMI1.4a的设备，包括蓝光3D电影，PS3，以及其他游戏主机

2.Mirage系列投影机的特点：
科视的Mirage机型，属于全世界最高端的大型高亮度数据可视化工程立体投影机。

Mirage属于科视整体解决方案中系统级的产品，即:科视特别为了Mirage研发了诸多的

一致性控制模块、系统级模块，专门来解决多台投影联合使用（注意：多台投影联合使用，

在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由于色温的漂移问题，如果不加控制，会出现多通道不一致的现象

（色彩、亮度、灰度等））的系统级问题（以及多通道信号立体同步问题），这些模块包

含： 

2.1.LiteLOC亮度恒定控制技术

    投影机光源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其发光效率将逐渐衰减，从而导致显示画面的亮度逐

美国Christie公司是世界领先的DLP投影仪制造厂

商。该公司的仿真专业投影仪Mirage系列支持主动式立

体显示。而Mirage系列投影机是科视公司专门针对多通

道立体视景仿真系统而设计的专用投影机。

科 视 M i r a g e 系 列 投 影 机 采 用 主 动 快 门 式 3 D 技 术 ， 英 文 为

ActiveShutter3D，配合主动式快门3D眼镜使用，这种3D技术的原理是根

据人眼对影像频率的捕捉敏感度来实现的，通过提高画面的刷新率（至少

120HZ），为左眼和右眼分别输出60Hz快速刷新的图像，这样会在人的

大脑实现立体的视觉感受。这种3D技术在电视和投影机上面应用得最为广

泛，资源相对较多，而且图像效果出色，受到诸多用户的青睐。

科视3D投影系统及案例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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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 降 低。这 在

单 屏 显 示 时 是

无 关 紧 要 的，

但 是 在 多 通 道

拼 接 应 用 时 由

于 各 个 投 影 机

的 亮 度 衰 减

的 程 度 不 同，

将 会 导 致 显 示

画 面 亮 度 不 一

致，从而影响拼接的效果。

而科视的LiteLOC亮度控制技术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投影机会自动根据光源的衰减程

度，逐渐增加光源电源的供电功率，使其光源输出始终保持恒定。

    在多通道大屏幕投影系统中某一台投影机更换灯泡后，如何保持该投影机的亮度

输出不会因换了新灯而显得特别亮，这对于其它投影机来说是个难题。但是，利用科视的

LiteLOC亮度控制技术，在更换灯泡后，投影机能

仍以设定的亮度输出，无需手动调节。

2.2.单屏亮度分区调整技术

    投影机投射画面时，由于屏幕中心位置到镜头的

光路最短，而屏幕周边光路较长，因此画面中心位置的

亮度较高，而周边较暗（如图所示），亮度不均匀。

科视投影机可以使用专利亮度均匀性控制技术，将屏幕画面划分为12个区域，并且

每个区域都可单独进行亮度调整，从而大大改善画面亮度的不均匀性，使其均匀度可接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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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原色调整技术

 多通道无缝拼接投影系统最重要的技术指标之一就是屏幕间的颜色一致型。颜色不一

致，即使画面拼接的再完美也毫无意义。用户会感觉观看的画面并不是一个整体画面，会严

重影响整个系统的效果。

    一般的商用投影机，在保证各个投影机之间的颜色一致性时，大都采用的是投影机的

黑白平衡的调整。但由于投影机的颜色曲线是非线性的，采用黑白平衡的调整方式，只能保

证投影机在颜色曲线的两端（全黑和全白）是基本一致，但中间大部分区域不能很好的保持

颜色的一致性，而且日常现实的图像的颜色决大多是在此区域。所以长期以来，控制室大屏

幕的颜色一致性一直是一个困扰投影机厂家的难题。

    科视率先在仿真专业投影机上采用了原色调整的技术，一举攻克了这个难题。原色调

整就是抓住任何颜色都是由红，绿，蓝三原色按不同的配比组成的这一原理，将投影机的三

原色分别加以调整，它不是Gamma或Driver调整，通过精确调整红、绿、蓝三原色，可最大

限度地保证多通道间画面的颜色一致。

2.4.高性能叠加用镜头

    对于多通道无缝拼接投影系统，

要求投影机必须具有高精度的镜头，其

光学失真、几何失真和颜色失真要求

极高，因为即使镜头只有极小的平均 

0.5% 的变形，都可引起画面超过 6 个

像素的几何变形，或 “丢失像素”，从

而影响画面的拼接效果。 

    科视独特的光学系统保证在小于

1 pixel 的范围内只有 0.05%的失真，并

可在现场调节曲率校正，大大地优化了画面的几何均匀度，配合投影机内置的高精度几何变

形校正模块，保证各个通道画面的拼接偏差不大于一个像素。

2.5.内置边沿融合及非线性失真校正

Mirage 投影机内置了边缘融合及非线性失真校正功能，不必添加3D Perception 

CompactUTM Zer0等外置设备，科视的TWIST™ 图像几何纠正和边缘融合模合可内置于投

影机内，除提供其主要的几何纠正和边缘融合功能外，还提供最高质量的图像处理功能，保

证图像在变形和边缘融合处理后仍具有最好的还原性。

TWIST™还包括以下特性：

•　像率级的几何控制精度（而非网格级）

•　任意融合区域的形状

•　亮度和色彩的一致性控制

•　原色调节和多通道色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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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ma 纠正.

•　图像抗混叠处理和锐度过滤。

投影机可以产生下面所示的调试图像，以完成边沿融合处理。

 

2.6.FrameDoubling立体功能增强技术

FrameDoubling立体功能增强技术：

•　投影机输入为60hz时，能输出120Hz的图象显示．

•　实现HD(1920x1080)条件下120Hz的图像刷新率，清除了立体显示图像的闪烁．

•　只要求可视化计算机输出60Hz，而非96-120Hz的高刷新率输出，同时分担了计算机

工作量．

•　 系统设计过程中可简化系统配置，包括计算机和应用软件配置,并同时提供更高的系

统指标

2.7.TrueIMAGE™系统自动调节技术

在过去或其它虚拟现实多通道投影系统的集成过程中，系统的边缘融合几何纠正是最关

键也是最复杂的环节。不得不使的激光矩阵、测试图像、亮度计、色度计，全像仪，经纠仪

等等几何或色彩测量作为参照工具，并利用调试工程师的肉眼来逼近。      

今天科视创新的 TrueIMAGE™ 系统以更为科学的手段自动调节系统图像的几纠正确，

色彩一致，亮度一致，Gamma纠正，边缘融合。 

科视TrueIMAGE™ 是现有最优秀的系统自动调节系统，它的出现代表多通道沉浸感系

统技术发展的一次飞越，现在科视的TrueIMAGE™已成功用于多个虚拟现实沉浸感投影环

境，它的出现也大大提高了科视系统的可维护性，一个多通道的系统的调试在五分钟后就能

完成，如下图为一个六通道显示的球带（即显示屏幕是球形的一部分）自动调节边程。

该系统是由科视的软件和TWIST™硬件实现的，它将高精度摄像头（模拟人眼）、投影

机（内置TWIST™）、和软件系统组成一个回路利用计算机视觉原理实现自动多通道间的一

致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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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系统调节TrueIMAGETM的作用

2.8.电子与光学边缘融合技术

 边缘融合的原理如上图所示，左投影仪的右边重叠部分的亮度线性衰减，右投影仪的

左边重叠部分的亮度线性增加。重叠后，在显示效果上表现为整幅画面亮度一致。

如图所示，图像边缘的亮度衰减并不是线性的，要达到良好的边缘融合效果，不会出

现亮度或暗带，合适的亮度衰减曲线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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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视的电子边缘融合技术提供了2个参数来调整亮度衰减曲线：ALPHA和Gamma（灰

度系数）

科视的Twist控制软件会自动精确调整融合区的ALPHA和Gamma值，不必通过目测或仪

器检测即可实现良好的融合效果。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由于DLP成像技术所限，投影机的黑电平（Black Level）并不

是理论上的零亮度，也就是说，即使将投影机亮度设为0，仍然有一部分泄漏光线输出，这

部分光线将在融合区叠加，形成亮带。这个亮带在系统显示较暗的场景时尤其明显，而且这

是单纯靠电子边缘融合技术和投影机参数调节无法处理的。

 科视采取先进的光学融合模块，将这部分亮度完全衰减掉，这样即使在作暗场景显示

（如夜航飞行模拟或城市夜间景观）时仍然可实现完美的融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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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滤片                                                         安装组件

2.9.Dark Interval立体增强技术

科视Mirage 内置Dark Interval调节立体增强技术，可实现最佳的左右眼图像分离度，使

投影图像无虚影，形成强烈的立体感。

如下图所示，图像的帧输出相当于红外发射器的脉冲同步信号有一定延迟（Internal 

Delay），在这个时间段内立体眼镜接收到红外发射器的脉冲同步信号后要完成开启右眼

镜片和关断左眼镜片过程，同时投影机也要在Internal Delay时间段内完成右眼图像转换为

左眼图像的输出。在左眼图象帧和右眼图象帧之间有一个很关键的“黑场时间”（Dark 

Interval）。Dark Interval如果过短，小于液晶眼镜的反映时间，如下图所示，左眼镜片尚未

完全关断，右眼图象帧已显示出来，此时观众就会看到两个重叠的图像，即所谓的“Cross-

talk”，将严重影响图像立体感。

无Dark Internal立体增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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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k Internal立体增强技术，提升左右眼分离度

科视Mirage 可以调节Dark Internal时间，保证眼镜有足够的时间关断和开启，完全消除

“重影”、“鬼影”现象，为观众呈现真实的立体图像。

3.应用案例赏析：
3.1.某防化学院三通道主动立体投影显示系统

该系统采用三台科视Mirage HD12K，为三通道主动立体投影显示体统，配备Quadro 

FX5800图形显示卡三块，Genlock卡三块，采用FrameLock技术，实现立体画面的同步显

示。同时系统配置了IS900位置跟踪设备，实现人手部和头部的位置跟踪。软件平台采用

Virtools和Vega Prime 分别应用于装备车辆的后勤保障训练和战术仿真训练。

Mirage HD系列的投影机具有frame double技术，计算机产生的60HZ立体信号，经投

影机处理后，以120Hz的刷新率输出，保证左右眼分别60Hz的刷新率，用户佩戴眼镜观看

时，无闪烁感和视觉疲劳。



Wincomn �20

''win-win'' is our company philosophy and goal

 3.2.南车集团研发中心立体演示及机车模拟系统

•　用户应用：轨道交通驾驶模拟，以及研发结果立体可视化

•　投影形式：双通道，正投，主动立体；

•　涉及软件：用户自主科研软件；

•　服务内容：负责立体显示（视景系统）系统的整体集成（包括：所有硬件系统、控

制系统，音响系统，用户程序立体驱动以及整个系统的总集成）



Wincomn�2�

互 动 应 用
INTERACTIVE APPLICATIONS

3.3.Seinäjoki理工学院—5面CAVE

芬兰的第一个CAVE数字化5面模拟显示环境。

Seinäjoki理工学院的CAVE几乎是一个立方体空间，其中包含5个背投表面（左墙、后

墙、右墙、地板和天花板）。 空间尺寸为3米 x 3米（高2.4米），玻璃地板能够支撑超过

5000千克的不规则载荷。 CAVE一次容纳一到五人时可获得最佳的沉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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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Perceptive Pixel多点触控系统

介绍以及应用

1、多点触控

1.1 多点触控技术介绍

多点触摸指的是允许计算机用户同时通过多个手指来控制图形应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

多点触摸设备是由可触摸示设备（如计算机显示器、桌子、墙壁）或者触摸板组成，通过软

件识别同时发生触摸行为的点。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项稳定的多点触摸平台技术的出现，

它们分别是：由Jeff Han教授开创的受抑全内反射多点触摸技术（FTIR）；微软Surface桌

子的背面散射光多点触摸技术（Rear-DI）；由Alex Popovich提出的激光平面多点触摸技术

（LLP）；由Nima Motamedi提出的发光二极管平面多点触摸技术（LED-LP）；由Tim Roth

提出的散射光平面多点触摸技术（DSI）。

这五项技术主要是基于计算机视觉和光学为主的，除了这五项触摸技术之外还有一些

其他的技术同样可以搭建多点触摸设备，它们包括声波器、电容、电阻、动作捕捉器、定位

器、压力感应条等。通常情况下，这各种感应器结合起来，就可以搭建一个特别的多点触摸

设备。

1.2 目前市场趋势

》触控屏幕的应用成为主流 

•　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触控产品（例如：手机、平板电脑和交互显示屏等） 

•　专业级技术工具将具备多点触控功能 

》 市面上有些所谓的“触控”，并不是真正的触控 

•　真正多点触控，必定是无限量触点 

•　高质量的触控，必定是精准、可靠、低延迟 

2、Perceptive Pixel概况
2.1 企业简介

触感像素公司是一个多点触摸界面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中的领导者。公司成立于2006

年，由Jeff Han创立，总部设在纽约。在年初的TED会议上，公开展示了该公司创新的多点

触摸技术。从那时起，公司已成为公认的以产品创新，技术卓越而著称，并处在该领域的领

导地位。我们在2007年发布了我们的第一个多点触摸工作站和大屏幕墙体解决方案，并获

得2008年美国总统选 举 CNN的覆盖的历史性转变方式的广泛认可。2009年，史密森学会颁

发给触感像素在交互设计领域的国家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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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PI 市场关注

•　多点触控和交互显示先进技术：开拓者及领先者 

•　用户观察、分析、理解、展示、交流和共享信息的得力工具 

 

2.3 PPI的技术特点以及解决技术

•　PPI 多点触控技术：实现了从掌上迷你型屏幕到桌面及显示墙大型显示的技术飞跃 

•　平行视差及延迟几乎为零 

•　高亮度、高质量图像显示 

•　专利技术：FTIR（受抑全内反射）

•　多点触控屏：不限量触点同时触控，达到前所未见的准确度和精确  度。 

•　可探测触控指压的大小：8比特指压分辨率

•　客户需要完全集成解决方案，以提高工作效率

硬件

软件

服务

•  27” LCD 多点触控显示

•  55” LCD 多点触控显示

•  82” LCD 多点触控显示

•  定制：88”、160” 背投多点触控显示

•  PPI 应用软件

•  强大的多语言 API

•  第三方集成软件

•  应用与集成服务

》多点触控商业定制开发服务

》用户技术培训

•  可定制支持服务Customizable support offerings

》硬件安装与技术支持

》软件支持

•对客户开放的知识库、信息和支持门户

3、PPI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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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PI触控产品硬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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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软件解决方案
》PPI软件 

          •　推出Storyboard 分镜头应用软件，应用于交互展示及交流等流域 

》提供客户开发接口，支持客户二次开发 

          •　支持以下语言：C++, Java, Flash, C#

》与第三方软件厂家合作，把多点触控功能移植到现有流行的专业软件 

6、多媒体播放软件平台Storyboard
Storyboard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多点触控式信息交流工具，其使用界面具有直观、简便、

快捷的特点，用户可以有效地控制和调用丰富多样的媒资内容，把图像、音视频、地图、现

场实况以及PPT和PDF等富媒体信息资源整合到统一的应用平台，帮助用户创建引人入胜的

展示内容，在视觉上最大程度地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增强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效果，适合于报

告会、展览馆、企业讨论会、产品展示及培训、广播电视节目、决策讨论会和指挥控制室等

对可视化程度要求较高的高端应用场所。

6.1、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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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求建立和布置新的操作版面。

• 创建演示文稿序列。

• 展现演示题板。

6.2、构建属于自己Storyboard模板： 

建设模式允许编辑源文件通过添加和整理Storyboard模板。文档浏览器，可以让你预览

源文件，并拖到你的Storyboard。

•　最有效的信息交流手段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一个噪音充斥的时代。 Storyboard可以帮助用户把最有

价值的信息，以最有效、最快速的方式，转化成有用信息，传递给目标听众。

•　吸引眼球，征服听众

Storyboard集实用、直观和多功能于一体，利用最新的多点触控技术，将丰富多彩的媒

资内容展现形式，集成于统一的展示平台。用户凭借Storyboard这一高端信息交流工具，由

视觉而及心理，多方位地刺激听众的倾听意愿，最终达到向听众传递信息的目的。

•　弹指一挥间，信息呈眼前

Storyboard可以管理及展示多来源、多格式的数据信息。 缤纷数据，唾手可取；感官飨

宴，视摸相宜。 

•　提取有用信息，提高决策质量

Storyboard帮助用户过滤和提取有用信息，使用户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媒资，提高投资

回报。用户以直观的形式展示相关信息，参与者们不但能够看到、而且还能够直接伸手触

摸，从而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立体地认识问题，提高信息的有效价值，以便于更快更好

地做出决策。

6.3、Storyboard具体应用领域

广大专业用户经常需要在各种汇报会上实时展示多源数据，或实况报告最新形势发展，

或在公关场合向客户或重要人物作介绍 —— 这就是Storyboard的用武之地：

》政府部门

           •　任务规划



Wincomn ��0

''win-win'' is our company philosophy and goal

             •　整合多源数据，统一展示平台

             •　播放实况视频，显示近实时多元智能数据

             •　帮助快速查询信息，提高决策质量和速度

》企业

             •　使用多种类型的媒介和数据，有效地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　以最恰当的形式宣传企业价值

             •　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全面地认识问题，以便于更快、 更好地做出决策

             •　综合分析问题，制定行动计划

》媒体与广播电视

             •　帮助电视台制作内容丰富的节目，提高观众的收看兴趣

             •　把视频、影像、PPT和PDF等动态信息资源整合起来， 以简洁、直观的形式

                  传递给观众

             •　利用成型的展示模板，快速创建实况节目

             •　迅速拉开与其他使用传统技术的电视台之间的技术差距

7、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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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用户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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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一、光学度量定义
1.光
光是人类眼睛可以看见的一种电磁波，也称可见光谱。在科学上的定义，光是指所有的

电磁波谱。光是由光子为基本粒子组成，具有粒子性与波动性，称为波粒二象性。光可以在真

空、空气、水等透明的物质中传播。对于可见光的范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一般人的眼睛所

能接受的光的波长在380～760nm之间。

2.光通量
光通量是一种表示光的功率的单位。光通量指人眼所能感觉到的辐射功率，它等于单位时

间内某一波段的辐射能量和该波段的相对视见率的乘积。国际单位制中规定，光通量的符号是

Φ，单位为流明（lm）。

3.发光强度
发光强度，简称光强。用于表示光源给定方向上单位立体角内发光强弱程度的物理量，国

际单位为坎德拉，符号：cd，以前又称烛光。

与通常测量辐射强度或测量能量强度的单位相比较，发光强度的定义考虑了人的视觉因素

和光学特点，是在人的视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4.照度
照度指物体被照亮的程度，采用单位面积所接受的光通量来表示，表示单位为勒克斯

(Lux,lx) ，即 lm/㎡ 。 1 勒克斯等于 1 流明(lumen,lm)的光通量均匀分布于 1㎡ 面积上的光照

度。照度是以垂直面所接受的光通量为标准，若倾斜照射则照度下降。

5.亮度
亮度是指发光体（反光体）表面发光（反光）强弱的物理量。人眼从一个方向观察光源，

在这个方向上的光强与人眼所“见到”的光源面积之比，定义为该光源单位的亮度，即单位投

影面积上的发光强度。亮度的单位是坎德拉/平方米（cd/㎡） 亮度是人对光的强度的感受。

6.ANSI流明
ANSI流明是美国国家标准化协会制定的测量投影机光通量的方法。美国国家标准局对显

示设备的流明数设有标准，以此标准量测出的亮度通常以ANSI Lumens表示。

7.ISO21118投影机亮度标准
随着日本投影机品牌的崛起，2006年1月，日本成立了投影机厂商协会，一致要求采用

“ISO”标准来进行新的标定，从而诞生了新的测量标准——“ISO21118”标准。 ISO的中文

名称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21118：2005(E)文件里规定了关于投影机的各种标准，包括

投影机的亮度检测标准，技术用语的标准，噪音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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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屏幕的基本技术指标
1.宽高比率
屏幕宽高尺寸的比值，不同的视频信号源格式与用户不同的显示用途，不仅对屏幕尺寸有

所要求，屏幕高宽比也是最基本的指标。

•　4:3/1.33:1  主要用于显示视频/PC图像

•　16:9/1.78:1 主要用于显示高清电视图像（HDTV）

•　1.85:1     主要用于显示宽银幕电视信号图像

•　2.39:1     主要用于宽银幕立体声影像显示

       

2. 屏幕增益
屏幕反射入射光的能力。在入射光角度一定、入射光通量不变的情况下，屏幕某一方向上

亮度 与理想状态下的亮度之比，叫做该方向上的亮度系数，把其中最大值称为屏幕的增益。通

常把无光泽白墙的增益定为1，如果屏幕增益小于1，将削弱入射光；如果屏幕增益大于1，将反

射或折射更多的入射光。

3. 半增益角
半增益是衡量屏幕亮度的一项重要指标。指屏幕中心位置垂直屏幕方向观看时为屏幕的最

亮点，当观看者偏离屏幕中轴方向观看，屏幕亮度降低为最高亮度一半时的增益。另外，屏幕

的增益降为一半时的观察角度——半增益角，也是衡量屏幕技术的一项重要指标。半增益角度

越大，我们所能清晰观看到屏幕上面的内容就越多，屏幕内容也就被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清

晰而且完美的欣赏到。

4. 对比度
对比度是画面黑与白的比值，也就是从黑到白的渐变层次。比值越大，从黑到白的渐变层

次就越多，从而色彩表现越丰富。对比度对视觉效果的影响非常关键，一般来说对比度越大，

图像越清晰醒目，色彩也越鲜明艳丽；而对比度小，则会让整个画面都灰蒙蒙的。

高对比度对于图像的清晰度、细节表现、灰度层次表现都有很大帮助。在一些黑白反差较

大的文本显示、CAD显示和黑白照片显示等方面，高对比度产品在黑白反差、清晰度、完整性

等方面都具有优势。相对而言，在色彩层次方面，高对比度对图像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比度对于动态视频显示效果影响要更大一些，由于动态图像中明暗转换比较快，对比

度越高，人的眼睛越容易分辨出这样的转换过程。对比度高的产品在一些暗部场景中的细节表

现、清晰度和高速运动物体表现上优势更加明显。

5. 屏幕均匀性
投影屏幕的均匀性与投影技术密切相关，高的屏幕均匀度能够保证在水平、垂直方向上，

在0一180度观看放映时．屏幕画面的亮度和色彩会显得更加一致，而屏幕表面材料的均匀性还

能够对投影机的画面均匀性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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