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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演播室灯光系统的设计

【来自武汉珂玛影视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虚拟演播室灯光技术是电视演播室的一种形式，是将现场实时视频与计算机三维图形所创造的虚拟

场景通过色键处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电视节目制作系统。

一、虚拟演播室的概念

虚拟演播室灯光是通过虑拟的场景与真实的人或物合成电视画面的一种制作形式。其实质是将计算

机制作的虚拟三维场景与电视摄像机现场拍摄的人物活动图像进行数字化的实时合成，使人物与虑拟背马

能够同步变化，从而实现两者天衣无缝的融合，以获得完美的合成画面。

虚拟演播室技术包括色键技术、计算机虚拟场景设计和蓝背景技术、灯光技术和摄 像机跟特坊术等，

视频伍钟哭对摄俛机获得的前景信号与虚拟澝播室系统产生的背景信 号进行处理，而灾可浣操主休（播音

员、演播人物等）与虚拟场景的合成。

蓝背景技术的背景（蓝箱）可以是蓝色也可以是绿色，这主要考虑人的肤色和背景要求，黄种人用

蓝背景更好处理些。

摄像机拍摄的主持人在带识别标志的蓝(绿)屏前表演的视频图像，一路送数字图像处理部分，实时获

取运动摄像的内外参数，另一路送视频延时器，以保证前景与虚拟背景在合成时严格同步，其输出送数字

色键器，从带识别标志的主持人图像中去掉识别标志和蓝背景部分，并给出描述前景 与虚拟背景融合比例

的键信号。三维虚拟场景制作、发生工作站既能根据节目需要制作 虚拟场景，又能借助三维加速卡在摄像

机运动参数控制下实现变换场景，视频源 1 送人 虚拟场景发生器，显示在虚拟场景中的虚拟大屏幕电视墙

上，视频源 2 送入多层图像合成器，可以制作出众多的特殊效果。虚拟演播室主要包括 三个部分:摄像机运

动参数的获取和实时计算、实时色键计算、三维虚拟场景实时生成和输出。

在虚拟演播室技术是在传统色键抠像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计算机三维图形 技术和视频合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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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根据摄像机的位置与参数，使三维虚拟场景的透视关系与前景 保持一致，经过色键合成后，使得前景

中的主持人看起来完全沉浸于计算机所产生的 三维虚拟场景中，而且能在其中运动，从而创造出逼真的、

立体感很强的电视演播室效果。在虚拟演播室系统中，摄像机的工作状态信息传送给图形工作站，计算机

依此得到 前景物体与摄像机之间的距离和相对位置，从而计算出虚拟场景最适宜的大小、位置， 并按要

求计算生成虚拟场景的三维模型。现场视频采用色键原理，将演员在蓝色背景前 的表演，利用切换台上的

色键功能从蓝色背景中分离出来，实时地与计算机产生的三维 模型完美无缺地集成在一起，构成一个现实

中不存在的，但是在电视画面上却又起到演 播室作用的那种假想的新的环境和气氛，最终得到把将实拍的

人物与虚拟景物无缝地融合起来的画面。

前景人物一般是在呈“U"形或“L”形的虚拟蓝箱里做着各种表演，实际的，或真实的前景摄像机对

其进行拍摄，背景图像(画面装饰、道具和风光布景)大都是三维立体图，由制作人员预先用计算机生成，前

景与背景图像在传输或录制过程中混合。 与传统的蓝幕色键技术截然不同的是，虚拟演播室灯光技术中的

真实摄像机(前景图像)与“虚拟摄像机”(产生背景图像)始终保持同步互锁，为此，必须确定真实摄像机的

俯仰、摇移、旋转角度，镜头的调焦和聚焦等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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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拟演播室的跟踪技术

在虚拟演播室灯光中，摄像机为了获取摄像机运动的七个参数，分别是摄像机的变焦, 聚焦、摇移、

俯仰，以及摄像机的 X.Y.Z 的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种跟踪方法。

(一)机械传感方式

在摄像机水平和俯仰运动的云台上安装机械式的传感装置，用来跟踪每个方向上 的运动。通过机电

传感器获得摄像机的方向信号，用跟踪变焦和聚焦的传感器安装在镜 头上与齿轮咬合，跟踪变聚焦参数，

跟踪系统将跟踪数据发送到用于图形渲染的计算机中。

工作原理是系统直接将机械运动转换成电子脉冲并进行处理，再将处理后的数据传 送给虚拟演播室系统。

具体又可分成机械云台和电动云台两种工作方式。

机电跟踪系统的主要优势是:高可靠性、高精度、高准确度(摄像机参数角度精度 为 0.001”，位移精

度可达到 0.01mm);安装简单，操作方便，摄像机可以自由摇移、俯、仰、变焦和聚焦，也可以结合导轨、

升降台、吊臂进行拍摄，支持多台摄像机，获取跟 踪数据没有延迟。

缺点:安装成本高，机械云台校正时间较长，跟踪系统重启后，需进行演播室校 正，增加摄像机时，须增加

相应的跟踪装置，摄像机只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运动(PTZF), 采用 PTZF 云台的系统，拍摄过程中摄像机位置

不能移动，摄像机位更换后须重新进行 演播室校正。

(二)网格识别系统

在涂有蓝色色键漆的蓝箱上绘制特定模式的网格，通过计算机分析前景摄像机所拍摄的视频信号中

的网格，来计算出摄像机的每个运动参数。

它是以摄像机获取的图像为基础进行处理的系统，可分为模式识别和背景图像识别两种方式。而 两

者都需要对摄像机运动前后拍摄的图像进行边缘 处理、图像模块匹配、透视关系变化分析等计算， 以得

出系统所需的机头运动、镜头运动和机位位置等参数。这些工作通常是逐场进行的。数字视频包含大量据

流，须要进行数亿次图形计算，一般使用图形工作站来处理数据，延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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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外线传感摄像机跟踪系统

红外跟踪分被动和主动两种工作方式。

被动方式用户需要在蓝幕上方安装一套可以发射和接收红外线的红外摄像机对准 演播室，摄像机顶

部还需安装红外线反射球。通过对反射回摄像机的红外线进行图像处 理，以确定摄像机的位置和方位。镜

头信息则通过安装在镜头上的机械编码器传回。

主动方式工作原理与被动方式类似，只不过系统以动态红外发射器替代了安装在摄 像机顶上的红外

反射球。

这种系统的优点是，一旦系统搭建好，即可迅速重新定位和校正，增加机位时成本 较低，摄像机可

自由运动，不受任何限制。缺点是，覆盖范围小，容易受到红外反射面 的影响，对演播室高度及可支持的

机位数有一定的限制，红外摄像机与接收器之间不能 有遮挡，所以对道具放置的要求比较苛刻;对镜头运动

的支持精度不及机械方式的镜头 编码器;需要在摄像机上安装传感装置，可能会对其他设备如提示器的安装

产生影响。

(四)辅助摄像机跟踪系统

在演播室摄像机上安装一台小型摄像机，镜头正对天花板，在天花板上装满 20cm 的圆形图案编码

盘，编码盘间距 1m。拍摄时，至少要拍到 4 个编码盘，来确定摄像机 的位置和方向，

这种方式的缺点是价格高，对环境有一定要求，摄像机变焦和聚焦要用机械传感器 来测量校准。优点是摄

像机拍摄范围能够大于 360 度，图像 2 帧延时。

(五)混合系统

混合系统实际上就是采用多种跟踪技术的综合系统。从某种角度讲，红外系统也是混合系统它将红

外跟踪方式与机械编码器结合起来使用。大多数混合系统依据一种系统提供位移和方位参数，利用另一种

系统获取视角镜头参数。混合系统通过结合不同的跟踪系统来提高跟踪的精确性和可靠性。比如，机械跟

踪和红外系统结合，可获得更大的拍摄自由度，同时能保证变焦范围较大时由机械云台提供参数的精确性。



- 5 -

虚拟演播室无论是采用哪种跟踪方式，其目的都是要确定摄像机的位置及运动参数。再把所有参数经过处

理后传送到用干洁垫虎拟背景的图形工作站中，云用这些公 使其输出的背景画面根据摄像机运动而相应运

动，实现前景(要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时)与背景实时叠加，使之天衣无缝地合为一体，合成效果逼真立体感

强的图像。

三、虚拟演播室的特点

虚拟演播室与传统演播室比较，有下列一些特点。

(一）为编导提供更广阔的创作思维空间

虚拟演播室拓宽了编创人员的想象空间，不受实际物理条件、时空条件如节 拍摄性、可制作性的限

制。虚拟场景可以是真实的模拟，也可以是想象中的虚构 制作出真实演播室无法实现的效果。

(二)不需要搭制真实背景

在虚拟演播室中制作电视节目不需要在演播室内搭制实际背景。不需要搭建实 不古用演播室搭景、

拆景时间，省去庞大的道具仓库，缩短了节目制作周期，节约] 力、物力、财力。制作成本大幅降低，周期

大幅缩短。但是虚拟场景的制作费用还是 高的，但随着技术的提高系统的完善，费用会有所降低。

(三)虚拟场景可共享和重复使用

虚拟场景是通过计算机软件制作完成的虚拟场景，它可重复使用，并可根据导演的 创作意图对虚拟

场景进行任意的修改和补充，可更方便地更换虚拟场景，使各档节目能 够连续录制，提高了演播室利用率。

虚拟场景能随时修改，反复利用。场景文件的交换， 传送也极为方便，可有效实现虚拟场景的共享。随着

网络传输技术对虚拟演播室的支持, 地域条件对电视节目制作的限制也不复存在，甚至可两地、数地同时同

制一台节目

(四)空间无限真实感较强

虚拟演播室中人物在虚拟场景中的活动能够做到与在实景中一样的效果。巧妙地运 用虚拟演播室，

可在小的演播室拍摄出大场面、大气派、令人感觉耳目一新的场面，但这需要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全体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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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密切配合。虚拟制作可以引人大量虚拟特殊环 境与道具，因此可创作出更丰富、更吸引人的节目，

使导演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时间、 空间和道具制作方面的限制，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的想象空间，能够以低

廉的成本产生新奇的视觉效果，

(五)特别的蓝色箱体

虚拟演播室中的人物演区，需要一个特殊的场地，即由几而蓝板组成的一个半开放 式的“蓝色箱体”。

并且要求各面蓝板的交界处为圆弧面连接，箱体连接处无明显接缝。

(六)灯光特点

合理布置灯光，使前景与虚拟背景的亮度及方向匹配，实际和虚拟光照同步变化。 理想情况下，实

际光线任何变化都可以被计算机产生的背景检测到，并来触发虚拟灯光 随之变化，反之亦然，色键控制器

也会同步取出适合新的灯光状况的设置。

演员及真实道具投下的影子也要一起进入虚拟空间，为了更好地拾取阴影，灯光的 设置应使阴影处的蓝色

电平与背景蓝幕布的蓝色电平有较大的区别，影子的方向也要和 虚拟空间中的光源方向一致。

灯光的布置决定着虚拟背景的真实感，有些实时的灯光效果也是很难做到的，必须要事无认具处理，如追

光造成摄像机到光束方向上虚拟景物的光线变化，就很难实时地实现。仔细观察虚拟画面会感觉到一些不

“真实”的痕迹。

一般来说，虚拟演播室的灯光技术能满足大多数节目制作的要求，但还有待于新技 术的支持。灯光

控制的智能化，是保证灯具状态的精确适时控制的基础。

根据虚拟演播室视频技术对“蓝色箱体”照明的要求，活动区域内的灯光照度一般 要求要均匀，光

线要柔和，不能有明显的光斑和灯的影子，也就是说蓝箱四个面的照度 值应基本一致。因此在蓝背景区域

内，不仅需要顶部悬挂灯具，沿墙面和地面也需要增 加一些灯具。

虚拟演播室对人物光的要求与传统演播室基本一致,一般依照三点布光的原则进行 布光，所不同的是

要注意人物的光影关系要于虚拟背景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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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拟演播室的工艺设计

虚拟演播室的工艺设计包括蓝箱设计和灯光系统设计。

(一)蓝箱设计

虚拟演播室一般设置有两个立面和地面构成的“L”形蓝板区，或三个立面和地而围成的“U”形蓝

色箱体。

录制节目时人物可在蓝色箱体内根据虚拟场景提供的景区范围进行活动和表演，摄像机的镜头跟随

人物的移动进行“推”“拉”“摇”“移” 等动作。从现场合成的电视虚拟图像中，主持人如身临其境的

在景区中运动，真实感很强。

在虚拟演播室中，考虑到拍摄对象运动及摄像机运动，蓝箱设计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1.蓝箱大小

蓝箱的大小并无严格规定，主要取决于虚拟演播室的用场。如果拍摄对象数量少， 且其活动范围不

大，那么蓝室的物理尺寸就小，如果拍摄对象数量多，且其活动范围较 大，那么蓝室的物理尺寸就应该大。

2.蓝箱形状

有背景，有边墙，有地板才能称其为蓝箱。为了使演播室布光容易，正面墙面角的 角度应大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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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避免光线在墙壁间相互反射。蓝箱的墙地角避免用折角，应用四角，有助于减少灯光的明暗差异，

会使保留阴影变得更容易，否则，需要在键控器上进 行额外的调整来均匀明暗差异，这将使保留阴影变得

困难。

3.蓝箱颜色

蓝箱的颜色不一定局限于蓝色，也可以是红色、绿色，甚至是其他颜色。然而使用 蓝色的确有几个

优点:蓝色可以很好地补偿皮肤色，并能更好地保存皮肤色，特别是对 黄种人更加适合;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对蓝色的反感程度要次于绿色，演员及播音员在 蓝色环境中工作会比在红色、绿色环境中工作更舒适。

(二)灯光系统设计

要得到真实感极强的前景与背景合成图像一个非常重要要素就是灯光。在虚拟演播室灯光系统中有

两套灯光布置蓝箱中真实灯光布置及虚拟场景中虚拟灯光布置(虚拟灯光 是用计算机技术模拟真实的灯光

效果，如同真实世界中产生真实感极强的模拟阴影、反 射、折射等光影效果)。实际应用时要注意:

蓝箱中真实灯光要均匀照亮蓝箱，才便于抠像，得到良好抠像效果，调整真实灯光与虚拟灯光强度

和方向一致，以保证前景与背景具有一致照明亮度和 方向。这是增加合成图像效果真实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1.灯具的要求

与传统演播室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可以参照传统演播室灯光系统设计要点，但要适当增加

柔光灯的比例，基本以柔光灯为基础。这种灯光斑角大、发光柔和均 匀、阴影淡，光布在主持人脸上自然

而逼真。 虚拟演播室的照度不同于传统演播室，它要求前景与蓝箱背景照度相匹配、追求光 照的一致性。

另外，虚拟演播室栏目的灵话性、电子背景的多样性也要求照度必须满足 不同栏目、不同电子背景的需要。

2.布光特点

虚拟演播室灯光布光与传统的布光方法基本一致，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区域布光:为了增强节目的真实性，活泼性，主持人都会有一定的活动区域，因此， 对前景人物布光不能像

新闻类节目一样采用定位的点布光方法，而必须进行区城布光。 立体布光:根据虚拟演播室技术色键器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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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特点，要很好地消除蓝光对前景 人物的影响，必须加强立体布光效果，多使用轮廓光处理技术。

布光顺序:先前景后蓝箱顺序。因为柔光灯发光面积大，对前景人物布好光后，必 将在蓝箱上产生一定的光

照度。在前景照度符合要求后，再对蓝箱进行适当补光就能骗 足计算机抠蓝的要求。前景与电子背景完美

融合的关键在于前景与蓝箱科学而合理的 布光。

蓝箱布光:蓝箱的布光既要均匀，又不要太强，要根据虚拟场景的实际情况认真调整。

面光布置:面光低平避免产生身上的初级投影。蓝箱反射光作用于阴影，通过计算 机处理后，会被色键器的

蓝消除电路消除，从而影响前景人物的图像质量。不建议使用 主光源硬光，如果使用不当，可能出现实际

光源与虚拟光源不一致的逻辑错误。另外， 硬光在蓝箱上产生的次级投影也会影响计算机的图像处理。

逆光布置:传统的布光原则是逆光强于面光，从而凸现主持人鲜明的轮廓，增强空 间立体感。虚拟演播室必

须注意逆光的合理使用，逆光太强，会使蓝箱地面过亮破坏蓝 箱色调的一致性，影响抠蓝效果，前景人物

在蓝箱地面上的投影也会影响计算机的图像处理，逆光太弱，会使前景人物像贴在电子背景上，缺少立体

感会很死板。逆光的合理 使用能很好地体现人与场景的关系，从而加强纵深感，增强三维立体效果。

侧光布置:虚拟演演播室必须加侧光。因为虑拟系统由的色键器采用蓝色消除电 路，由蓝箱反射光作用于主

持人衣物边缘+的蓝色调将被世色消除由路去除，出来的主 持人边缘变黑。因此必须加侧光以消除主持人

衣物边缘上的蓝色成分。

消除散射光，尽量避免主持人服饰反光，透明类道具所产出的折射光对蓝箱的 影响，蓝箱上的高亮

点会造成合成图像的背景部分出现雾状影像。

武汉珂玛影视灯光科技有限公司，专攻“演播室灯光”18 年，在全国电视台，大专院校，企事业单

位，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5580 个案例，分别应用在：演播室，会议室，录播教室，直播间，摄影棚场景中。

武汉珂玛影视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0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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