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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对高性能虚拟现实技术及虚拟现实系统的需求与日俱增, 而虚拟
现实设备营造高沉浸感的关键之一在于良好的显示效果. 本文介绍了当今虚拟现实领域所涉及的主
要显示技术, 对每种技术的原理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和总结. 特别地, 对当前虚拟现实的最主流
显示方式, 即头盔显示器,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并通过头盔显示技术的演变阐述当前显示技术所致力
解决的问题与期望达到的目标. 最后对虚拟现实中显示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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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 VR), 是利用计算机模拟产生的三维空间, 提供使用者视觉、听觉、
触觉等感官的模拟, 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虚拟的世界. 虽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多感官协
同作用的过程, 但人所接收的信息绝大多数来源于视觉, 人对图像的敏锐程度也远高于听觉、嗅觉或
者触觉. 在虚拟现实中, 要实现高沉浸感, 关键在于虚拟图像的显示. 本文所关注的也是虚拟现实中的
显示技术.

2

虚拟现实图像显示的要求

虚拟现实中的显示技术需要服务于虚拟现实的目的, 即营造一种逼真的虚拟环境, 让用户具有很
好的沉浸感. 沉浸感是用户感觉到的虚拟环境的真实程度, 良好的沉浸感会使得用户难以分辨环境的
真假. 需要从人眼视觉特性着手, 人眼的单目视场角为水平 150◦ , 竖直 120◦ , 两只眼睛的视场只有部
分重合, 重合区域为 50◦ 至 60◦ . 同时, 人眼的分辨率由视场中心到边缘迅速下降. 另外, 两眼观察同
一景物时, 由于左右眼位置的区别, 每只眼睛的视角会有所差别, 双眼的视差会使得大脑获得物体的深
度信息. 所以, 作为虚拟现实的显示设备, 应当具有与人眼类似的视场角、良好的显示效果 (足够的分
辨率和色彩显示性能), 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眼立体视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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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盔式虚拟现实显示系统

头盔显示系统 (head-mounted display, HMD) 是最为典型的虚拟现实显示系统, 也是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虚拟现实显示系统, 它是指佩戴在用户头部, 可以随着用户移动和转动, 并且向用户眼睛显示
图像信息的设备. 头盔显示系统的分类是多样的. 按照所采用显示器的大小可以分为采用微显示器的
头盔显示系统与采用较大显示器的头盔显示系统. 按照物像关系可以分为目镜式头盔显示系统与非成
像式头盔显示系统, 大多数头盔显示器中的微显示器与用户眼底具有物像关系, 属于前者, 而视网膜投
影 (扫描) 头盔以及光场显示头盔则不是. 按照立体感的程度划分, 常见的头盔显示器利用左右眼双目
视差形成立体感, 而多焦面头盔、视网膜投影 (扫描) 头盔、光场头盔和利用单眼视觉的头盔等利用人
类视觉的深度感知特性, 能产生更真实的立体感. 下面的几节将介绍与分析数种虚拟现实头盔显示中
的关键技术.
3.1

目镜式头盔显示系统

目镜式头盔显示系统原理是将小型二维显示器所产生的影像藉由光学系统放大、拉远. 放大的效
果等效于视场角的扩大, 并通常将虚拟图像拉远至人眼前侧 3∼5 m. 另外, 由于左右眼往往各用一个
显示通道, 左右眼通道显示具有一定视差的图像, 用户能够获得深度感觉. 头盔显示器主要由微显示
元件和光学系统组成. 微显示元件的关键性能参数有分辨率和刷新速度. 前者指所能显示的像素的多
少, 后者表示显示元件更新图像的快慢. 头盔显示系统采用的微显示器件主要有液晶显示器 (LCD)、
硅基液晶显示器 (LCoS) 和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光学系统的关键参数有视场角、出瞳距离 (设计人眼位置到最近镜片的距离) 和出瞳直径 (人眼
位于出瞳直径范围内能看见完整画面). 通常, 能够良好佩戴的头盔系统, 出瞳距离应大于 10 mm, 而
出瞳直径至少 4 mm. 更大的出瞳距离和出瞳直径将会让用户更容易佩戴.
头盔显示系统的分类方法多样. 考虑到光学系统是配合显示器作用的, 不同尺寸的显示器, 其配
套的光学系统结构形式也会有差别. 据此, 将头盔显示器划分成使用微显示器 (通常 0.3 英寸到 0.8 英
寸) 的头盔系统和使用中等大小显示器 (通常 3.5 英寸到 5.5 英寸) 的头盔系统.
早期的头盔显示系统采用微显示器, 通过球面镜系统成像获得虚拟图像. 由于球面镜系统校正像
差的能力较弱, 需要的镜片数目较多, 并且系统往往具有比较小的视场角. 举一个典型例子, 6 片式
的球面系统, 经过精心优化设计后可以提供 52◦ 视场角, 其出瞳距离和出瞳直径分别为 19 mm 和
8 mm [1] . 为了减小镜片数目, 同时又保持或者提高光学性能, 非球面和衍射元件也应用到了头盔显示
器中 [2∼6] . 在光学设计中, 衍射面和非球面具有相似的作用, 其校正像差的能力强于球面系统.
自由曲面棱镜式头盔最早由 Okuyama 和 Yamazaki 提出 [7] , 其微显示器发射的光线通过折射进入
这个楔形的棱镜后, 发生一次全内反射和一次反射后透射出棱镜表面, 进入人眼. 从而单片自由曲面
元件产生了 4 个有效的光学面. 又由于自由曲面出众的像差校正能力, 自由曲面棱镜式头盔第一次仅
用一片光学元件就实现了良好的头盔显示效果, 同时又保证了系统的轻小型特性. Cheng 等 [8] 对自由
曲面棱镜系统进行再设计, 如图 1 所示, 并通过像质自动平衡算法实现 53.5◦ 的大视场角与 1.875 的小
F#, 这些参数远优于同时期的其他自由曲面棱镜系统 (见表 1), 大大提升了显示效果. 使用中等尺寸
显示器的头盔显示器在最近几年随着 LCD 与 OLED 显示屏分辨率的显著提升而普及. 这种头盔显
示器的特点在于可以借助手机屏幕作为显示器. 而智能手机本身就是具有运算、处理和交互一定功能
的设备, 使用其作为头盔显示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 此外, 从光学设计的角度出
发, 使用较大尺寸的显示器意味着光路中光线的偏转角相对较小, 光学系统可以相对简单, 见图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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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TIR

4.50 mm

图 1 (网络版彩图) Cheng 等设计的自由曲面棱镜式头盔光路图 (a) 与棱镜实物 (b)
Figure 1

(Color online) 2-D layout (a) and the prototype (b) of the free-form prism HMD designed by Cheng et al.

表 1 不同自由曲面棱镜头盔的参数比较
Table 1
Parameter
Field-of-view

(◦ )

A comparison of diﬀerent free-form prism HMDs

Eye-Trek FMD

Z800 3Dvisor

i-Visor

ProView SL40

FF prism

37

39.5

42

40

53.5

Exit pupil distance (mm)

23

27

22

30

18.25

Exit pupil diameter (mm)

4

4

3

5

8

Focal length (mm)

21

22

26.7

20.6

15

Size of micro-display (inch)

0.55

0.61

0.81

0.59

0.61

F/#

5.25

5.5

8.9

4.1

1.875

FOV/F#

7.05

7.25

4.72

9.76

28.53

对比. 目前的使用中等尺寸显示器的头盔系统往往只需采用单片球面透镜或者非球面透镜就能实现
良好的显示效果, 视场角可以达到 90◦ 甚至更大. 最早将中等尺寸显示器头盔成功推向市场的是美国
的 Oculus 公司, 近些年来这种类型的头盔显示设备成为消费级虚拟现实显示器的主流产品. 对于这
类头盔目镜的设计, 大视场角会导致镜片元件中心厚度的增大. 为了避免这一点, Wearality sky 利用
Fresnel 透镜减小镜片厚度, 实现 150◦ 的超大视场. 不同结构形式的头盔显示器的参数参见表 2. 目
前, 约束该类型头盔显示设备的关键因素在于显示器 (手机屏) 分辨率的不足, 在具有大视场角的头盔
中往往能观察到网格状的像素结构. 而在下一节, 我们将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像素感的头盔显示技术.
3.2

大视场高分辨率头盔显示技术

为了提高头盔显示的沉浸感, 必须尽量提高其目视光学系统的视场角. 当实际应用要求头盔显示
器的视场角进一步增大时, 采用单显示通道的传统设计方案会出现分辨率下降的问题, 影响到显示的
沉浸感效果. 因为视场角和分辨率存在 R = 2θ/N 的关系, 其中 R 为最小可分辨角度, θ 为半视场角,
N 为头盔中使用的微型显示器在这个方向上的像素数. 在 N 为一定值时, R 与 FOV 相互制约, 无
法同时满足大视场和高分辨率的要求. 因此, 研制高分辨率大视场头盔显示器必须采用新的解决方法.
获得大视场高分辨头盔的途径有 3 条, 其一是提高显示器的分辨率 (总像素数), 这要求显示器在不
改变尺寸的情况下其像元的尺寸减小. 另外两条途径通过光学手段实现大视场高分辨率: 利用人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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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5.5 mm

11.36 mm

图 2 (网络版彩图) 采用微显示器的头盔目镜系统 (a) 与采用中等大小显示器的目头盔目镜 (b)
Figure 2

(Color online) HMD system with micro-display (a) and medium-sized display (b)

表 2 不同结构形式的目镜式虚拟现实头盔显示器典型产品的技术指标
Table 2

A comparison of diﬀerent types of immersive HMDs

Type

Number of lenses

Type of image source

FOV

Spherical HMD

6

0.61′′

Micro-display

52◦

FF prism

1

0.61′′ Micro-display

53◦

Spherical HMD

1

5.5′′

Display

90◦

Fresnel lens HMS

2

5.5′′ Display

150◦

觉特性, 合理分配显示内容; 通过光学拼接的方式, 将多个具有较小视场角的显示通道合成后获得大
视场.
利用人眼视觉特性的方法具体可以分成 3 种实现方式. 第一种利用人眼小凹成像的特性, 仅对关
注区域进行高清化显示. 这种方法在大视场范围内显示一幅低分辨率的背景图像, 同时对用户眼部进
行跟踪获知用户关注区域, 将另一幅小视场的高清图像重叠在该位置. 这种方法缺点在于需要高精度、
快速的眼球跟踪装置, 结构也比较复杂. Rolland 等 [9] 提出静态光电插入式头盔显示原型. 如图 3 所
示, 该系统利用微透镜阵列将高分辨率图像复制成图像阵列, 再利用光学开关阵列选通, 将与用户观察
位置对应的图像单元叠加在背景图像上. 双目分视技术是另一种利用人眼视觉融合特性的方法. 图 4
为这种方法的示意图, 用户的一只眼睛观察大视场低分辨率图像, 另一只眼观察中心区域小视场高分
辨率图像. 该方案成本低廉, 但是用户只能观察到中心区域的高清晰图像, 且无法产生立体效果. 美国
Kaiser Electro-Optics (KEO) 公司推出相关产品1) . 双目交叠技术使得左右眼观察到的视场仅仅只有
中心一部分重合, 从而在不损失分辨率也不增加头盔复杂程度的条件下增大水平方向的总视场. 但是
这种方法要求低畸变的光学系统, 设计装调难度较大, 同时可能造成用户合像困难、视觉疲劳等问题.
光学拼接将一系列 (N 个) 小视场、高分辨率的显示单元按特定的方式排列安装在一起, 在相接
的区域采取部分视场重叠的方式消除缝隙. 拼接式头盔显示器将视场扩大到近乎原来单个模块的 N
倍, 并且在整个视场内的角分辨率与单个模块时相同. 对于视场和分辨率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个完全解
决方案, 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分辨率大视场头盔显示器, 非常适用于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环境. 但
是该技术需要多个显示通道, 结构复杂, 拼接装调相对困难. Song[10] 通过双通道目镜的拼接获得了全
视场 66◦ × 32◦ 的头盔显示系统. 由于两个通道的光轴不重合, 梯形畸变难以避免. 除此之外, 传统旋
转对称目镜系统的光学拼接还会造成有效出瞳距和有效出瞳直径的减小以及存在视点畸变等问题. 然
而, 这些缺陷在自由曲面光学拼接中可以得到校正. 由于自由曲面的非对称特性以及高自由度, 在设
1) http://www.rockwellcoll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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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t display
Objective
Duplicator
Switch array

Eye
Eyepiece

Beam
splitter
Background display

图 3 (网络版彩图) 光电插入式头盔显示原理, 修
改自 [9]
Figure 3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ptoelectronic inset HMD, modiﬁed from [9]

(a)

Micro display
FFS prism

FFS
lens

图 4 (网络版彩图) 双目交叠显示原理
Figure 4
overlap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binocular

(b)

Exit pupil

Visual axis
Y
X

Z

图 5 (网络版彩图) 自由曲面棱镜拼接式大视场高分辨率头盔显示系统: (a) 为两面拼接实现 56◦ × 45◦ 的大视场,
在虚拟现实应用中并不需要右侧的自由曲面补偿透镜; (b) 为 6 片拼接以实现 119◦ × 56◦ 的大视场角 [11]
Figure 5 (Color online) Optical tiling of free-form prism HMD (a) and the scheme of achieving a FOV of 119◦ × 56◦ with
6 prisms (b)

计各个自由曲面子通道的时候可以让其光轴与人眼视轴重合, 从而消除视点畸变与梯形畸变. 通过控
制表面面型可以保证系统的有效出瞳距与出瞳直径. Cheng 等 [11] 提出了双自由曲面棱镜拼接式的头
盔显示设备, 获得 56◦ × 45◦ 的大视场与 3.2 角分的角分辨率, 参见图 5. 同时, Cheng 等 [11] 还提出其
他的自由曲面棱镜拼接形式, 其中六块棱镜拼接可以获得 119◦ × 56◦ 的大视场角, 同时角分辨率保持
为 3.2 arcmin.
3.3

多焦面头盔显示技术

人眼对深度信息的感知依据有多个, 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人双眼的会聚线索与单眼的调焦线索.
当前大多数立体显示设备都是通过显示具有一定视差的图像引导用户双眼形成特定会聚角而形成立
体感. 然而, 用户的眼睛却聚焦到所显示的图像的位置, 这个位置往往和双眼会聚的位置不一致. 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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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Hu 等采用变形镜的多焦面头盔显示系统原理图, (a) 与 (b) 分别为自由曲面棱镜头盔显示光
路与采用变形镜的中间像生成光路, 修改自 [16]
Figure 6 (Color online) 2-D layout of the dual focal-plane HMD with deformable mirrors (DM) proposed by Hu et al.
(a) The freeform prism HMD, and (b) the intermediate image generator with a DM, modiﬁed from [16]

料显示, 会聚与聚焦的不一致是用户观看立体图像时视觉不适和视疲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让用户
获得舒适的虚拟现实体验, 需要具有调节人眼聚焦距离 (即显示的图像的深度) 的头盔显示设备.
1996 年, Shiwa 等 [12] 提出通过改变目镜到显示器距离的方式调整人眼聚焦的方法并进行实验.

在实验中, 由用户控制的步进电机带动目镜进行沿光轴方向的运动, 从而改变人眼聚焦距离, 始终让
虚拟图像的深度与双眼会聚的深度一致. 他们的系统能够在 0.3 s 内实现 30 cm 到 10 m 图像深度的
切换. 后来也有研究以目镜固定而显示器轴向运动的方式实现类似的功能 [13] . 这类系统含有快速运动
元件, 并不实用. 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种设备还需要辅助设备来获悉人眼试图聚焦的深度, 才能将显示
的画面调整到正确的距离.
为了避免要根据眼睛聚焦的位置来显示图像的情形, 人们提出构建多个具有不同深度的虚拟图像
平面 (焦面), 并将待显示的三维物体渲染到不同焦面上的方法. 不同焦面的场景相互融合形成有立体
感的三维图像, 有效地改变人眼的调节距离, 产生具有真实感的立体视觉. 现有的产生多个焦面的方
法主要有两种: 分时复用式与空间并行式.
分时复用式多焦面头盔在某个特定时刻只具有一个深度的焦面, 通过自身光焦度或者物像关系的
变化使得系统的焦面在几个特定深度之间迅速切换, 进而生成若干焦平面. Love 等 [14] 提出利用方解
石晶体的双折射效应与偏振光开关构建分时复用的多焦面头盔显示设备. 这个样机包含两片透镜, 每
个透镜具有两个光焦度, 于是根据偏振态的不同能生成 4 个焦面. 使用一个光电液晶起偏器控制通过
各镜片的光线偏振态. 这个系统并未能小型化作为头盔显示器使用. Liu 等 [15] 提出了利用液体透镜
生成两个焦面的显示系统并进行了实验验证. Hu 等 [16] 利用变形镜改变中间像的轴向位置, 再借由自
由曲面棱镜实现了双焦面的构建, 其光路图如图 6 所示. 这个双焦面系统已经可以佩戴于头部, 但由
于光路复杂, 镜片数目较多, 体积仍然比较庞大.
空间并行式多焦面系统往往采用多个显示器, 通过多个光学显示通道获得多个焦面. 与分时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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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Cheng 等设计的空间并行式双焦面头盔显示系统 [18]
Figure 7

(Color online) 2-D layout of the spatial-multiplexed dual focal-plane HMD proposed by Cheng et al.

式不同, 空间并行式系统能够同时显示数个不同深度的图像. Rolland 等 [17] 于 1999 年提出一种多焦
面显示方式, 使用多个具有不同深度的显示器堆栈, 并将待显示的三维场景各个部分显示在位置最接
近的显示器上. 目前这个构想还没有实现. Cheng 等 [18] 利用两片自由曲面棱镜的轴向堆叠, 首次设计
出了可以佩戴的轻小型双通道头盔显示器, 如图 7 所示. 在这个系统中, 两个显示通道分别产生位于
1.25 m 和 5 m 处的焦面.
对于分时复用系统, 由于受到人眼最小刷新频率和液体透镜或变形镜、微型显示器刷新频率的限
制, 一个微型显示器和液体镜头 (或变形镜) 可以生成 2 到 3 个焦平面. 如果需要更多的焦面则需要
额外的分光镜和液体透镜 (或变形镜). 对于空间并行系统而言, 要实现更多的焦面在光路结构上更加
困难. 所以目前仍然难以实现具有多个焦面的轻小型头盔显示系统.
3.4

利用单眼视觉的头盔显示技术

利用单眼视觉可能是缓解会聚与聚焦不匹配问题的另一条道路. “单眼视觉” 原本是治疗老花眼
(基本丧失屈光度的调节能力, 往往只能看清远处的物体) 的一种方法: 通过佩戴眼镜、隐形眼镜或者
通过手术的方法让一只眼镜能够观察近处的物体而另一只眼镜观察远处的物体. 尽管左右眼不能同
时看清物体, 但这种治疗方法具有良好的患者反映. Johnson 和 Konrad 各自独立地将其应用到立体
显示领域中 [19, 20] . 图 8 显示了单眼视觉显示的原理. Konrad 制作了单眼视觉头盔, 左眼图像位于
500 mm、右眼图像位于无穷远处, 并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单眼视觉头盔显示系统相对与传统视差
型头盔显示系统能让用户识别目标更加精确, 耗时也更短, 同时无需牺牲使用的舒适度. 而相对于多
焦面头盔系统, 单眼视觉头盔系统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3.5

视网膜投影技术与视网膜扫描显示技术

普通的头盔显示系统, 无论其采用怎样的结构形式, 其实质上都是一个目镜系统, 将显示器生成的
图像变成放大、拉远的虚像, 再借由人眼聚焦在视网膜上. 如果将人眼也视为系统的组成部分, 则显示
器面和人眼视网膜面是共轭的物像面, 通常要获得更大的视场角则需要更大口径、更复杂的系统. 而
视网膜投影显示 (retinal projection display, RPD) 打破了这种物像关系, 它采用 Maxwell 观察法, 使用
空间光调制器在光束的不同孔径高 (h)、不同方位角 (θ) 的位置叠加图像信息, 让用户眼底的每一点
对应于从空间光调制器出射的特定孔径高、特定方位角的光线. 简化的视网膜头盔原理图如图 9 所示.
在这种对应关系下, 扩大系统视场角变化成为扩大光束的孔径, 也即对应于增大汇聚透镜的数值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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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focus

Monovision display mode

图 8 (网络版彩图) 单眼视觉显示原理, 修改自 [19]
Figure 8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monovision display, modiﬁed fro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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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视网膜投影原理: Maxwell 观察法
Figure 9

(Color online) 2-D layout of Maxwellian view

从光学设计角度, 由于汇聚透镜只有零度这唯一的视场角, 采用非球面可以获得大数值孔径. Ando 在
其提出采用全息光学元件的头盔显示器中首先用到了 Maxwell 观察法原理 [21] .
另一方面, 这个系统可以看作具有无穷小出瞳直径的小孔成像模型. 我们知道对于理想的小孔成
像系统, 景深为无限大并且改变像面的位置或者倾斜角度并不会对成像的清晰度产生显著影响, 而只
是引起放大率和畸变的变化. 同样地, 视网膜投影显示的图像没有远近的概念, 在人眼视度调节的过
程中图像始终是清晰的, 而在实际中, 由于系统并不是理想的针孔模型, 系统的景深是有限的. 视网膜
显示系统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提供更清晰的图像、更高的对比度和更大的景深, 如图 10 所示 [22] .
视网膜投影成像与视网膜扫描显示 (retinal scanning display, RSD) 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认为视网
膜扫描光束的口径足够细, 则可以将后者看作通过时序方式实现了视网膜投影. 两者之间的另一个差
别在于, 对于视网膜扫描系统而言, 由于扫描是逐点显示的过程, 可以通过快速调焦来使得每个视场
点具有不同的眼底离焦量, 这个离焦量的不同也就对应于显示画面的不同深度. 常见的方法是采用变
形镜的方式. von Waldkirch 等 [23, 24] 研究了部分偏振光照明的视网膜扫描显示系统, 并提出用快速
调焦的液体透镜进一步扩大视网膜投影系统景深的方法. 2003 年 McQuaide 等 [25] 利用带有变形镜
的单眼视网膜扫描显示头盔实现 33 cm 到无限远的显示深度. Schowengerdt 等 [26] 将其扩展为双目系
统, 实现了会聚与聚焦可以分别调制的立体头盔显示系统. Kim 等 [27] 将视网膜投影与扫描显示相结
合, 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作用, 用户观察到的是无数个 Maxwell 观察合成的效果, 从而生成了具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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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0 (网络版彩图) 视网膜投影显示的图像具有很大的景深, (a) 和 (b) 分别为聚焦在 5 cm 和 1.5 m 处的图像.
图中字母 “A” 为虚拟图像, 写有 “手前” 与 “奥” 的纸片分别位于 5 cm 与 1.5 m 处, 修改自 [22]
Figure 10 (Color online) The depth of view of RPD, the system is focused at 5 cm (a) and 1.5 m (b). Letter “A” is the
displayed virtual image, and the card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t 5 cm and 1.5 m respectively, modiﬁed from [22]

实深度感的显示效果. 2014 年, Takahashi 等 [28] 利用衍射光学元件, 通过构建多个视点的方式实现了
具有真实立体感的视网膜投影. 目前已经投入市场的视网膜投影显示设备与视网膜扫描显示设备主要
有 MicroVision 公司的 NOMAD 激光扫描视网膜投影器 [29] 、日本兄弟公司的 Airscouter 视网膜扫描
头盔2) 以及近期进入市场的 Avegant 公司的 Glyph 视网膜投影显示头盔3) .
视网膜投影显示技术的局限性在于, Maxwell 观察法的汇聚点需要落在用户的瞳孔上, 这需要比较
精准的佩戴. 用户在观看过程中的眼球转动也可能导致无法观察到图像的情况. 针对这一点, Takahashi
等 [30] 对 Maxwell 观察法进行改进, 使汇聚点的位置不落在瞳孔中心, 而是落在眼球转动中心的位置,
使得眼镜在转动过程中依然能看见画面. 对于类似于 Kim 以及 Takahashi 提出的具有多个汇聚点以
实现真实立体感的视网膜投影显示或者视网膜扫描显示系统, 则需要保证全部或者足够多个汇聚点同
时落在用户瞳孔上.
3.6

光场头盔显示技术

除了多焦面显示与视网膜显示外, 光场成像, 或者说集成成像, 也能够实现真实立体感. 光场显示
模拟了真实场景中的光线的位置和传播方向. 光场头盔显示器常常借助微孔阵列或者微透镜阵列. 所
要显示的每一个点, 都由数条不同传播方向、但反向延长线相交的光线表示. Wetzstein 等 [31] 利用多
层 LCD 屏与定向背光照明, 通过张量显示的方法获得了沉浸式光场头盔显示, 其外形尺寸与采用中
等大小显示器的目镜头盔相当. Song 等 [32] 在自由曲面棱镜与它的微显示器之间加入微孔阵列获得
光场头盔显示器, 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其具有 200 mm 至 1 m 深度显示范围, 参见图 11. Hua 等 [33]
采用微透镜阵列与自由曲面棱镜的组合获得了类似的深度显示效果. 对于沉浸式显示而言, 可以直接
在显示器前一定位置放置微孔阵列或者微透镜阵列构成光场头盔显示器. Lanman 等 [34] 利用 OLED
微显示器与微透镜阵列实现的光场显示器在包含机械结构的情况下只有 11 mm, 约为普通目镜系统的
四分之一, 其外形与显示效果如图 12 所示. 沉浸式光场头盔显示器优点是厚度薄、质量轻, 而且具有
真实立体感. 其缺点也很明显, 为了实现对光线传播方向的采样牺牲了空间分辨率, 利用小孔阵列或
者液晶屏开关系统显示的图像由于衍射效应会产生弥散. 另外为了获得最终的显示效果, 显示器上的
内容需要很大计算量才能获得. 2015 年, Huang 等 [35] 在 Wetzstein 的基础上研制出了具有高分辨率
2) http://www.brother.co.jp/special/hmd/airscouter/index.htm.
3) https://www.aveg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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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版彩图) Song 等设计的光场头盔显示器. (a) 为原理样机, (b) 与 (c) 分别为聚焦于 200 mm 和
1 m 处的显示效果, 图中条纹为显示的虚拟图像 [32]
Figure 11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ight-ﬁeld HMD designed by Song et al. The prototype is shown in
(a); (b) and (c) show the display results when focused at 200 mm and 1 m, respectively, and the stripes are displayed virtual
image

Near-eye light field display

“Percelved” image
(close-up photo)

Displayed image

Bare microdisplay

图 12 (网络版彩图) Lanman 设计的光场显示器设备 (a) 与显示效果 (b), 修改自 [34]
Figure 12
from [34]

(Color online) The device (a) and display eﬀect (b) of the light-ﬁeld HMD proposed by Lanman, modiﬁed

的光场头盔显示系统, 将光场头盔的实用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3.7

虚拟现实显示中的视度调节

虚拟现实头盔显示器作为一种目视系统若要获得广泛的应用, 则需要具有一定视度调节能力, 使
得具有不同视力水平的用户均能正常使用. 以最简单的头盔显示器, 即使用较大显示器的单片式头盔
(如图 2(b)) 为例, 视度调节可以通过改变透镜与显示器之间的距离实现. 另外, 在光路中加入液体透
镜、变形镜等变焦距元件也可以实现视度的补偿.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改变物距使用单个变焦距元件
的视度补偿方式通常会造成显示视场角的变化. 在光学系统设计中采用像方远心结构可以避免物距变
化引起的视场大小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 采用液体透镜或者变形镜的分时复用型多焦面头盔显示系统
的硬件均可以用于视度调节, 虚拟现实中视度调节实质上相当于调整焦面的远近. 其与分时复用型多
焦面头盔系统的差别在于视度调节并不需要快速的焦面移动, 所以可以采取相对简单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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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网络版彩图) 投影式头盔显示系统原理样机, 修改自 [38]
Figure 13

3.8

(Color online) Design and prototypes of head-mounted projective displays, modiﬁed from [38]

投影式头盔显示系统

投影式头盔显示器最早由 Fergason [36] 于 1997 年提出, 虽然它是用户佩戴在头部的显示设备, 但
它的显示原理更接近于投影显示. 投影式头盔显示器用一对小型投影透镜与 45◦ 放置分束镜的反射将
显示器的图像投向远处. 与普通投影机的差异在于: 这种投影系统并不会在屏幕上产生一个实像, 实
际上它的屏幕位于焦面前面. 屏幕采用回向反射材料, 入射到屏幕面上的光线沿原路返回, 透射过分
束镜进入人眼, 用户观察到的实际是一个虚像, 但这个虚像却是需要借助屏幕才能实现的. 投影式头
盔显示器较传统的头盔显示器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 例如采用目镜的头盔显示器的尺寸会随着视
场角的增大而增大, 而采用投影透镜的头盔尺寸不会随着视场角的增大而显著增大, 这样的特性可以
为光学透视式头盔显示器设计出具有大视场角、超轻与小型化的光学器件. 如果使用投影透镜的对称
设计, 投影式头盔显示器的最大的视场角可以达到 90◦ (一般为 50◦ 到 70◦ ), 而且边缘视场的畸变能够
降低到 15% 以下. 2002 年, Hua [37] 的研究组在引入衍射光学元件和塑料光学元件的基础上研制了超
轻型、高投影质量的镜头, 并于 2008 年结合用户自定义的镜头完成了另一种更加紧凑、适合于佩戴的
样机 [38] , 如图 13 所示. 该样机能达到 50◦ 的视场角, 重量仅为 750 克. Inami 等 [39] 研发了名为 X’tal
Vision 的类似光学结构并提出了面向对象的显示和视触觉显示.

4

其他虚拟现实显示技术

除了头盔显示系统以外, 虚拟现实还有其他多种显示方式. 这些显示方式各具特点, 有着各自的
应用领域.
4.1

投影显示系统

大屏幕立体投影显示系统是通过光的偏振原理来实现的, 即采用两台投影机同步放映图像, 将两
台投影机前的偏光片的偏振方向互相垂直, 让产生的两束偏振光的偏振方向也互相垂直. 偏振光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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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网络版彩图) CAVE 系统原理图
Figure 14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a CAVE system

到专用的投影幕上再反射到观众位置时偏振光方向不改变, 观众通过偏光眼镜每只眼睛只能看到相
应的偏振光图像, 从而在视觉神经系统中产生立体感觉. 如果一对投影机产生的画面大小不能满足要
求, 可以通过数对投影机进行拼接式超大屏幕显示 (也称为多通道投影显示). 这种拼接的关键技术在
于多通道渲染、多通道图像同步、投影图像几何校正与融合以及投影图像色彩平衡等. 同时, 为了营
造逼真的场景, 让用户转动头部或者环顾四周都能看见场景, 投影幕往往采用柱面、球面或者胶囊状
表面.
动态投影沙盘系统通过投影机将动态的虚拟图像投影到实体沙盘的表面, 实现了真实与虚拟的有
机结合. 与大屏幕投影不同的是, 动态沙盘投影并不需要很大投影画面, 其关键在于能够在异形表面
上精准地投影没有畸变的图案. 有的动态沙盘系统通过控制大量的可伸缩的推杆来控制投影表面的形
状, 并通过投影将虚拟内容投影在沙盘上, 实现了实体和虚拟的双动态显示.
洞穴式自动虚拟环境 (CAVE 系统) 是一种融入式投影显示系统, 它基于多通道视景同步技术和
立体显示技术的房间式投影可视协同环境, 可提供一个房间大小的四面 (或六面) 立方体投影显示空
间, 供多人参与, 所有参与者均完全沉浸在一个被立体投影画面包围的高级虚拟仿真环境中. 借助相
应虚拟现实交互设备 (如数据手套、力反馈装置、位置跟踪器等), 从而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高分辨率
三维立体视听影像和 6 自由度交互感受, 参见图 14 4) .
4.2

体三维显示系统

体三维 (volumetric 3D, V3D) 成像技术在透明体空间内显示的图像具有宽度、高度和深度, 可以
多用户同时观察, 并且无需佩戴眼镜等辅助设备. 体三维的主要实现方式是高速旋转的二维画面, 利
用人眼的视觉暂留特性获得三维物体. 为了正确形成三维图形, 体三维采用 “体像素” 的概念, 整个图
像看作是所有体像素的集合. 体三维可以通过高速旋转 LED 屏幕的方式实现或者采用投影的方式获
得转动的发光面. 发光面进行旋转, 每个时刻显示当前时刻所在截面的体像素. 采用投影仪的体三维
显示系统可以采用一台与屏幕共同旋转的投影仪, 也可以采用环状分布的多台静止投影仪, 每个时刻
只点亮正对屏幕的投影仪. 另外, 还可以将屏幕做成螺旋形状, 从而只需要一至两台静止投影仪就能
够实现体三维显示.
4) http://www.jamstec.go.jp/esc/research/Perception/vr.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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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网络版彩图) 北京理工大学研制的基于多投影机旋转屏的体三维显示系统 (a) 与显示效果 (b), 修改自 [44]
Figure 15 (Color online) (a) Volume 3-D system developed by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b) its display performance, modiﬁed from [44]

体三维显示系统的早期研究主要在美国海军和美国宇航局 (NASA) 资助下进行,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德州仪器、GENEX 等多家公司研制出基于氪氩离子激光器的真三维显示装置, 并将具有真实
物理深度和全视景观察的真三维旋转面技术应用到航空、宇航与地球科学等领域 [40] . 21 世纪以来,
Actuality 公司开发出基于高频单投影机和平面旋转屏的真三维显示器 PerspectaTM 3D 系统 [41] , 该系
统被用于战场可视化、石油天然气勘探与辅助诊断. 国内浙江大学建立了基于二维 LED 旋转屏的体
三维显示装置 [42] , 实现了 292×165 mm3 的体显示空间, 体分辨率 256×64×512, 1 bit 灰阶. 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研制出基于旋转螺旋屏的三维立体成像系统 [43] . 北京理工大学研制了基于多投影机旋转屏
的真三维显示系统, 大幅提高了系统刷新率和分辨率 [44] , 其光路与显示效果见图 15.
与 2D 显示器相比, 真三维显示器可作为 3D 设计、可视化的显示终端. 在模具设计和外形设计等
领域, 如飞机、汽车或者手机外形设计方面, 在未生产样品前就能够获得几乎与实际物体相同的直观
效果, 有助于提高设计和制造人员的工作效率, 缩短产品的试制周期. 在飞机风洞实验中, 配合各种传
感器, 利用该系统可以帮助设计人员更加准确地进行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和实验. 由于真三维显示图像
无遮挡, 具有透视效果, 该系统尤其适用于医疗中 CT 图像的显示, 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确定病灶的
位置, 从而进行有效治疗. 除此以外, 在机械装配、气象分析和空中交通管理、军事模拟以及广告娱乐
等领域中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体三维显示的局限性在于所生成的图像是半透明的, 难以实现真实
物体的遮挡效果, 另外由于结构尺寸的显示, 体三维很难显示大尺寸的物体.
4.3

计算全息显示系统

计算全息显示系统按照技术路径具体可以分为 (1) 基于空间光调制器的显示系统, (2) 利用合成
计算全息图实现的动态三维显示系统, (3) 基于视差原理的全息三维显示系统, 和 (4) 多幅全息图合成
的三维显示系统.
计算全息显示技术的困难有几点: 其一是 CCD 和空间光调制器的分辨率限制了显示的分辨率;
其二是在软件方面巨大的计算量也限制了显示分辨率; 其三是观察再现像的视角受限, 这个问题与
全息图的制作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45] . 目前, 高分辨率、大观察角度的计算全息显示依旧是很难实
现的.
4.4

其他显示系统
除了前述几种常见或热门的虚拟现实显示方式以外, 还有其他各种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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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式透明显示器通过半反半透玻璃将下方的图像反射到用户的眼中以实现半透明的显示效果.
通过将多片半反半透镜放置成倒金字的形式, 可以实现悬浮显示的效果. 用户围绕其走动可以观看不
同视角的画面.
空气显示器通过高速喷射压缩空气在空中实现一层虚拟的屏幕, 通过投影机将虚拟画面投影到该
层屏幕上可实现半透明显示效果. 传统的显示器往往只有比较小的视角, 而空气显示器可以在各个角
度观看, 并且屏幕大小可以随意调整. 这种空气显示器将水转换成水蒸气形成一种独特的屏幕, 这些
水蒸气可以悬浮于空气中. 目前俄罗斯的 Displair 公司已经向市场推出空气显示屏产品5) .

5

结束语

虚拟现实的显示手段多种多样, 各具特色. 头盔显示设备是最为典型也是最具有发展前景的虚拟
现实显示设备. 小型化与大视场高分辨显示依然是头盔显示发展的趋势. 当前的头盔显示系统的研究
热点已经从单通道的左右视差型头盔向多通道、兼具大视场与高分辨率以及真实立体感头盔的方向
转移. 除了具有物像关系的传统目镜式头盔显示外, 视网膜显示技术、光场头盔显示技术这些新型头
盔显示技术蓬勃发展.
目前的头盔显示器距离长时间使用中舒适的用户体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解决会聚与聚焦的不匹
配问题是提高用户舒适度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目前多焦面头盔还难以实现轻小型的实用系统. 视网
膜显示设备的严格的佩戴精度要求使得用户体验打了折扣. 而对于光场头盔, 如何实现优良的图像显
示效果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不同技术交叉融合, 各取所长将会诞生出新型的高性能头盔显示设备. 如前所述, 视网膜显示技
术与多视点技术的结合产生了具有真实立体感的头盔显示设备; 集成成像与自由曲面棱镜的结合诞生
了光场头盔显示系统. 此外, 近些年眼动跟踪技术的发展也会对头盔显示技术有所促进. 带有眼动跟
踪功能的头盔显示器可能具有更加轻小的结构和更加卓越的性能. 透射式头盔显示技术与其他虚拟现
实显示技术, 例如投影技术、CAVE 等, 相结合能产生多层次的虚拟现实显示效果以及适用于多用户
的虚拟现实显示系统.
除了头盔以外的显示方式仍然有一定的发展与应用前景. 尤其是计算全息显示系统, 如果计算能
力不足的难题得以突破、空间光调制器的分辨率得以提高, 则不失为一种优秀的真实立体感虚拟现实
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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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technologies in virtual reality systems
Yongtian WANG* , Dewen CHENG & Chen XU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Mixed Reality and Advanced Display, School of Optoelectron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E-mail: wyt@bit.edu.c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high-end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iques and such devices are increasing rapidly. And one of the key points to achieve high performance of VR
devices is a high-quality display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state-of-the-art display techniques in VR are discussed
with their features analyzed and compared. Particularly, as the main form of VR display, head-mounted displays
(HMD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by analyzing the hot fields in HMD technology, th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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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im of display techniques in VR are expounded. The last part is the prospect of display technology in V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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