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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一种新型影院技术 ——ARMAX, 既能高质量地放映普通电影和立体电影, 又能兼容
除游戏电影之外的 VR 互动电影. 重点介绍了该影院涉及的 3 项关键技术, 以及利用自发光数字巨
屏立体电影中角色的高出屏距离和精确定位技术实现 3D 空间中观众和角色互动的方法. 最后, 对
ARMAX 目前遇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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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 2016 年成为 “虚拟现实产业元年”, 基于 VR 技术的互动电影成为关注热点. 已经有数
年推广历史的游戏电影如 “7D 影院” 等1) 的商业宣传日趋火爆, 国内外也开始推出基于头盔或眼镜的
VR 影院 [1]2) . 这两类影院基本割断了与传统影院的联系, 即, 它们与传统电影不兼容. 这也必将成为
这类影院发展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 作为高等院校中与 VR 技术密切相关的 3 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之一, “四川大学视觉合成图像图形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以下简称 “视觉合成实验室”) 一直在
探索基于 VR 技术的互动影视技术. 我们的目标是: 突破西方的技术限制, 开发一种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能够兼容传统电影和基于 VR 技术的互动电影的新型影院.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虚
拟现实与数字媒体专项等一系列项目支持下, 在北京电影学院孙立军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 实验室科
技团队与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智胜公司”) 紧密合作, 通过关键技术创新, 在
四川大学建起了世界第一个既能够完全兼容现有普通电影 (彩色、黑白) 和立体电影, 又能播放专门
制作的 VR 互动电影的新一代影院, 我们称之为 ARMAX 实验影院. 其中, AR 即 Augmented Reality
的缩写, 意为增强现实; MAX 取自顶级质量影院 IMAX. 下面分别探讨 ARMAX 影院涉及的 3 项关
键技术, 即自发光体曲面巨屏显示技术; 高出屏距离的立体互动显示技术和 3D 空间中的精确互动检
测技术.
1) http://www.xd-cinema.com/7d-cinema-technology-7d-movie-theatre/.
2) https://thevrcine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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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光体数字巨屏在提升传统电影质量同时支持虚拟现实互动

电影技术在不断革命中, 已经告别胶片并实现了数字化, 原来的胶片电影机被数字投影机取代. 在
这一轮技术革命中, 好莱坞制片巨头和日本、美国、欧洲顶级投影机厂商结成战略联盟, 控制了相关的
标准和专利, 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 电影已经不再如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那样成为中国广大群众喜闻
乐见的娱乐媒体, 而是逐步 “贵族化”.
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电影技术的希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 首先是电影继 “告别胶片” 后进一
步 “告别投影机和银幕”, 这一革命将由自发光体数字巨屏担任主角. 作为势不可挡的新兴技术, 自发
光体巨屏 (如 LED, OLED 等) 必将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进入数字投影机占领的影院市场, 甚至有可
能取而代之.
自发光体巨屏相对于数字投影机的性能优势众多, 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自发光体巨屏由众多模块单元拼接而成, 能够方便、灵活地突破分辨率、显示尺寸、长宽比例

和几何形态 (平面、柱面、球面和其他曲面) 的限制, 达到超强的视觉震撼力、沉浸感和画面质量, 赶
上甚至超过迄今最优秀的 70 mm 胶片 IMAX 电影, 而这是数字电影投影机迄今尚未做到的.
众所周知, 电影区别于电视和计算机屏幕最主要的特点是其强大的视觉震撼力和绝佳的视觉效果.
胶片电影 IMAX 将这一特色发挥到极致. 采用 70 mm 胶片的 IMAX 电影相当于数千万的分辨率, 配
合大于 500 m2 的银幕尺寸形成的沉浸感和震撼力, 是数字电影投影机很难实现的. 由于技术、成本等
诸多原因, 当前数字电影投影机的最大分辨率为 4 K, 只有 800 万像素, 普通数字电影分辨率为 2 K,
只有 200 万像素. 尽管可以用多台投影机拼接获得更高分辨率, 但这又带来新的技术问题和成本问题.
(2) 自发光数字巨屏能够克服数字投影机播放立体电影时的固有缺陷, 大幅提升立体电影的质量.

在立体电影票房已经超越普通电影票房的今天, 意义重大.
数字投影机播放立体电影采用左右眼双光路分别正交偏振滤波投射, 观众戴对应的正交偏振滤镜,
左右眼分别看到不同的光路图像, 从而产生立体视觉. 这种技术又称 “被动立体技术”, 其固有弱点是:
两次偏振滤波后, 影像亮度变弱, 色彩变差; 因双光路配准欠佳, 或正交偏振滤波不净, 造成观众看久
了头晕 [2, 3] .
自发光数字巨屏播放立体电影采用与数字投影机不同的 “主动立体” 技术3) , 并不存在双光路投
射和偏振滤波过程. 左右眼通道图像直接由电信号传至显示单元, 并在高帧屏下由电子开关控制切换,
与观众戴的电子开关眼镜同步. “主动立体” 技术本身克服了数字投影机播放立体电影的固有缺陷.
还应特别说明的是, 在立体电影另一个重要指标即 “立体感觉” 或 “出屏距离” 上, 自发光数字巨
屏更是具有独特优势, 构成实现虚拟现实互动体验的技术基础. 我们将在第 3 节详述.
(3) 自发光数字巨屏比数字投影机更适合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的要旨是沉浸感、互动性和实时性. 戴上头盔或眼镜, 隔断了观众与物理世界的联系, 观
众只能看见眼镜屏幕上的虚拟世界. 这种通过较低成本实现完美沉浸感的创举迅速把 VR 电影 (以下
简称为头戴 VR 电影) 推向了应用市场, 其市场价值和生命力不容置疑.
前言中提到我们的目标是探索与传统电影完全兼容的 VR 互动电影. 在实现基于 VR 的实时互动
上, 自发光体巨屏相对数字投影机优势突出, 主要有以下 3 点:
(1) 利用自发光数字屏的模块化特性, 组成各种异形屏 (弧形、U 形、类球面等), 实现 VR 所需的

超强沉浸感.
3) http://www.oled-info.com/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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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由 U 形 LED 屏构建的 “时空飞行器”
Figure 1

A space-time aircraft built by a U-shaped LED screen

(2) 利用自发光数字屏立体电影中角色的超高出屏距离, 实现观众与角色的自然互动 (参阅本文
第 3 节).
(3) 自发光数字屏可以灵活切分为若干子屏, 进行并行实时绘制, 解决 VR 实时互动所要求的高质
量和实时性的矛盾.
图 1 是实验室已经建成的一个基于 LED 自发光数字 U 形屏的大型实验用 VR 互动影院 “时空
飞行器”, 数十名观众可以获得逼真的可自由操控的互动飞行体验. 实验证实, 在兼容传统电影同时又
能实现高质量的 VR 互体验是完全可行的.

3

在影院条件下, 实现观众与 VR 电影角色的精确互动

按照观众参与程度, VR 互动电影大致可以分为 A, B, C 3 类, 其特点归纳见表 1.
A 类互动不能与传统电影兼容, 不是本文探讨范围. 下面重点探讨能同时实现 B 和 C 两类互动
的自发光体数字曲面巨屏立体影院 ARMAX, 这里有两项关键技术需要解决.
(1) 如何以某种接近自然的方式确认观众与角色的对应关系? 在二维电影屏幕上, 要确认这种关
系相当困难. 有人建议给每位观众配置一个鼠标, 观众自己移动鼠标来确定打算与之互动的角色, 这种
方式非常不方便、不准确、不自然.
我们发现利用基于自发光数字曲面巨屏在主动立体显示条件下超远的出屏距离, 配合影院条件下
的运动检测技术, 可以实现在三维空间中, 以接近自然的方式设计观众与互动对象的关系. 如图 2 所
示, 一只飞鸟呈现在二维屏幕上, 下面有两百名观众从不同角度都看见了这只鸟, 要确定哪个座位上
的观众和这只鸟 (角色) 建立了互动关系很难办到. 然而在 ARMAX 立体影院中, 角色出屏距离可能
超过 20 m, 超过影院中的最后一排座位. 我们可以经过计算和测试, 判断鸟儿飞到了哪个座位 (或哪
几个座位) 观众眼前, 如果观众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一下这只飞鸟, 这时配套的精确运动检测系统会检
测到这一动作, VR 影片中的飞鸟就可以和抚摸它的观众互动 (例如: 回头看这位观众、欢快鸣叫、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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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观众参与程度对 VR 互动电影分类
Table 1

类别

特点

VR-based interactive movies categorized by audience participation

观众与角色关系

互动对影片

与传统电影相容性

适用影院

差

头戴式 VR 影院

好

ARMAX 影院

最好

普通影院;

过程和结局的影响
A

深度互动

观众扮演影片中

通过互动能够

某个角色, 与其他角色及

改变影片过程和结局

其他观众扮演的角色互动
B

中度互动

观众并非电影中的角色,

基本不改变过程和结局,

但在一定条件下能与角色互动

但通过与角色互动实时生成
许多趣味性、知识性的细节

C 体验式互动

观众与角色无关,

不改变过程和结局,

互动针对整个影片进行

但能改变整体体验效果,

ARMAX 影院

如互动改变天气、季节、视点等

图 2 三维空间中的飞鸟和观众的互动关系

图 3 多维阵列和观众手环配合示意图

Figure 2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ﬂying bird and audiences in 3D space

Figure 3 The collaboration of our camera array and hand
rings of audiences

动翅膀示好等). 类似的互动也可以是观众推开一只突然冲到眼前的鲨鱼; 伸手接住丛林中猴子仍过来
的野果等.
(2) 在影院条件下, 如何准确地检测和识别某个座位上的观众作了什么动作? 定位问题 [4∼6] 和动

作识别问题 [7∼11] 是 VR 互动中的基本问题, 已经有大量的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问世. ARMAX 影院
面临的困难是影院范围较大 (数百甚至一千平方米)、观众人数众多 (数百人), 现有的定位检测和动
作识别传感器如微软的 Kinect、英特尔的 Real sense、Leap motion 公司的 Leap motion 等均不适用
ARMAX 实验影院. 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产品是基于红外摄像机多维阵列和观众佩戴的有源红外手
环配合, 如图 3 所示.
该摄像机阵列采用 6 个 200 万像素 60 帧 CMOS 摄像机, 配合带通滤光片滤除 850 nm 至 1100
nm 波长以外光线, 捕捉观众佩戴的有源红外手环发出的近红外光. 在不影响观众观影的情况下, 利用
GPU 实时计算解析所有观众动作的位置、速度、方向等信息. 通过动作模式分类器可以实现观众动作
的识别. 同时, 我们参考 ARMAX 影院的观众座椅位置架设摄相机阵列, 保证阵列可视范围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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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川大学 ARMAX 实验影院
Figure 4

The experimental ARMAX cinema in Sichuan University

所有观众, 同时对每个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进行座椅位置标定, 提高识别精度、减少观众之间的干扰.
最终, 识别服务器将识别结果通过 UDP 发送给节目服务器, 实现观众与 VR 电影角色的精确互动.
在综合研发以上技术的基础上, 视觉合成实验室在四川大学建成了国内第一个 ARMAX 影院, 如
图 4 所示. 它采用的自发光体数字曲面巨屏由近万块高清 LED 模块拼接而成, 高 5.4 m, 弧长 16.2 m,
总分辨率 1300 万像素, 影院共 12 排 200 个座位. 2015 年 12 月 23 日, 北京电影学院、广电总局电影
研究所、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专家进行了考察, 高度评价了 ARMAX 影院在播放普通电影和立
体电影时的极佳质量, 如立体画面中飞出屏幕 20 m 的鸟儿和游出屏外 20 m 的鲨鱼等.

4

总结与展望
(1) 采用自发光体数字巨屏, 可以较大地提升现有数字电影投影机在放映普通电影和立体电影时

的质量, 同时又可以兼容 B 类 (观众与角色互动) 和 C 类 (整体体验互动) VR 互动电影, 这是当前受
到热烈追捧的头戴式 VR 电影不能做到的. 两类 VR 互动电影技术都在高速发展中, VR 互动电影到
底走向何方, 目前还很难预料, 有待市场应用检验.
(2) 除了本文第 2 节讲到的 ARMAX 影院的 3 个主要优点外, ARMAX 影院还有其他诸多优点,
如亮度、色彩、饱和度、使用寿命等. 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 ARMAX 影院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待解决
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色域超界、灰度层次不够和对人眼的刺激问题.
笔者认为, 上述问题并不是自发光体数字屏固有的, 而是可以针对电影需求重新设计自发光数字
屏发光光体、控制电路和软件来解决的. 以 LED 自发光数字屏为例, 目前的标准都是针对室外和室
内广告的需求而制定的.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抓住电影 “告别投影机” 和 “虚拟现实互动电影受到追捧”
的机遇, 推进制定针对电影的自发光体数字屏技术标准, 然后按新标准设计发光体芯片、控制电路和
软件. 从本实验室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前述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3) 价格问题. 2012 年, 实验室开始构建 LED 数字电影屏时, 一块分辨率 4K (4096×2048)、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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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 mm 的 LED 屏的成本 (约 55 m2 ) 近 300 万元, 远高于进口数字投影机. 4 年过去, 高清 LED 屏

价格以大于 30% 的年下降率下降. 今天构建同样一块屏成本已接近 100 万元, 和进口 4 K 数字投影
机接近. 我们相信, 几年后, ARMAX 影院成本将显著低于同分辨率同档次的数字投影机. 可以预测不
久的将来, 高端 ARMAX 影院的成本一定会低于同分辨率的高端数字电影投影机.
(4) 电影的属性是多重的, 它既是一种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数字娱乐产品, 同时也是一种高雅的艺
术. 在国家管理者看来, 电影院应该是青少年教育、正能量宣传的重要工具. “虚拟现实元年” 的到来
极大地推动了头戴式 VR 互动电影或者游戏电影 (A 类互动模式) 的发展, 但从电影的其他功能来看,
和传统普通电影兼容、能够支持观众与角色互动和体验式互动的 ARMAX 影院也许是另一个不错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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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志胜等: 一种兼容传统电影和虚拟现实互动电影的新型影院技术 ARMAX

ARMAX: a new cinema technology for casting both common and
VR-based interactive films
Zhisheng YOU, Yanli LIU* & Ge HUANG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Fundamental Science on Synthetic Vis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E-mail: yanliliu@scu.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cinema technology—ARMAX, which can not only cast common films and
stereoscopic films in a high quality, but also be compatible with VR-based interactive films (except game films).
Three key technologies in ARMAX are highlighted, as well as the methods of facilitat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udiences and 3D roles by using out-of-screen distance and highly precis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hen, we discuss several problems currently encountered by ARMAX. Finally, we conclude the paper with some development
trends of ARMAX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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