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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

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该装置包括：高亮

度LED背光屏、光场底图、透光介质、针孔阵列。将

上述部分依次紧密排列，可以重现图像的不同方

向信息。观看者站在装置前移动时，可以观看到

图像中物体的不同方向，同时视角变化连续，视

角范围可以达到90度以上。同时，由于观看者左

右眼观察到的图像的视差不同，会观察到3D效

果，即此装置可以实现裸眼3D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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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其特征是，该显示装置

依次包括：高亮度LED背光屏、光场底图、透光介质、针孔阵列，其中核心部分为光场底图和

针孔阵列，各部件依次按上述顺序紧密排列，高亮度LED背光屏提供充足的亮度使透过针孔

阵列的光线数增加，光场底图提供显示内容，透光介质改善光路和显示效果，针孔阵列分割

视角并产生三维显示效果；所述的光场底图，由M×N个子图像组成，每个子图像的分辨率w

×h表征了可观察方向和视角的数量；所述的光场底图，图像由多相机阵列采集后，并经过

光场转换的图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其特征是，所述的高亮度LED背光屏，为了提高透过针孔阵列的光束数量，即提高观察图像

的亮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其特征是，所述的透光介质，改进光线的光路并完好的将光线传播到针孔阵列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其特征是，所述的透光介质，根据其厚度的不同，可以改变观察视角的范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其特征是，所述的针孔阵列，由M×N个微小的孔组成，每个孔可以透过的光线数量非常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其特征是，所述的针孔阵列，为了提高观察图像的色饱和度和对比度，针孔以外的部分均为

黑色。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其特征是，高亮度LED背光屏和光场底图部分结合在一起，使用高分辨率显示器显示光场底

图，为了使光场底图、透光介质和针孔阵列紧密排列，将光场底图和针孔阵列打印在透光介

质两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其特征是，令图像和针孔阵列的中心为坐标原点，图像和针孔阵列的距离为g，每个针孔之

间的距离为d，人眼到针孔阵列的距离为L，第n个子图像中心到坐标原点的距离为Dn，每个

子图像的宽度为2p，最大视角的一半为θ，则Dn、g、d、L、p、θ之间的关系满足下式：2θ＝

2arctan(p/g)

Dn＝nd(L+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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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置，属于光

场显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三维显示、虚拟现实技术一直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传统的三维显示技术主要是基

于双目视差原理，通过佩戴3D眼镜或者VR(Virtual  Reality)头盔实现左右眼观看到不同

视角的图像，从而实现观看到三维场景的目的。但是，这种技术很难解决人眼的聚焦问题，

而且视差不连续，长时间使用这种设备会产生很严重的眩晕感。集成成像技术是一种新兴

的全息三维显示技术，它可以还原场景中的光线信息，可以实现任意视角的聚焦，与拍摄设

备的聚焦位置无关。另外，观看者无需再佩戴眼镜，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裸眼3D。

[0003] 集成成像的理论基础是光场理论，它由Gerdun在1936年提出。光场理论强调的是

记录场景中不同方向的光线信息，并将这些光线分离开，根据这些光线提取出深度信息，从

而对图像进行再聚焦。早期采集光场的设备包括J.C.Yang等人设计的相机阵列；1992年，

E.Adelson等人设计了一种全光相机，在传统相机的主透镜和感光CCD之间加入了一个微透

镜阵列。

[0004] 集成成像的显示过程是采集的逆过程。一般在显示器放置一个微透镜阵列，该阵

列的参数和采集时使用的微透镜阵列参数一致，才能还原光路，重建原来拍摄的场景。利用

此结构，戴志华等人提出了一种光场显微镜，用来观察样本的立体结构。

[0005] 计算集成成像技术是集成成像技术的一个分支，主要是使用计算机生成光场图

像，并模拟光学集成成像的显示过程。

[0006] 集成成像需要处理光场数据，而光场记录了场景中大部分的光线细信息，和传统

的图像相比，数据量呈几何增长，对于处理器和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的性能要

求更高。这也是制约了集成成像技术无法快速处理视频信息。

[0007] 在光场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和研究人员更多的关注了光场的采集过程，并对采集

到的光场图像进行处理，从而可以实现如数字变焦、数字聚焦、全聚焦、模拟聚焦模糊的效

果。

[0008] 集成成像显示作为光场采集的逆过程，和传统的3D显示设备相比，有很多的有点：

[0009] (1)可以完整的还原光场信息，使观察者观察到原汁原味的三维物体。

[0010] (2)随着视角的改变，还可以观察到物体的不同侧面。

[0011] (3)根据双眼的视差从而产生三维效果。

[0012] (4)无需佩戴眼镜。

[0013] (5)针孔阵列和微透镜阵列相比，尽管透光度不如微透镜阵列，但针孔阵列制作成

本更低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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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主要使观察者观察到立体的3D物体，同时随着观察者的移动，可以观察到

物体的不同侧面，实现裸眼3D的效果。相比于传统的光场显示装置，本发明可以观察视角产

生大范围的变化。另外，本发明还和光场相机有很好的兼容性，光场相机采集到的图像只需

经过简单的处理即可放在本发明的装置上使用，但由于传统光场相机采集图像包含的方向

信息较少，使用光场相机采集的图像时，视角变化会很少。

[001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

示装置，依次包括：高亮度LED背光屏、光场底图、透光介质、针孔阵列，各部件按上述顺序依

次紧密贴合排列，高亮度LED背光屏提供充足的亮度使透过针孔阵列的光线数增加，光场底

图提供显示内容，透光介质改善光路和显示效果，针孔阵列分割视角并产生三维显示效果。

[0016] 优选地，所述装置中的高亮度LED背光屏，用于提高针孔阵列的透光度，提高观察

效果。

[0017] 优选地，所述装置中的光场底图，由计算机生成，生成方法如附图1和图2。

[0018] 可选地，所述装置中的光场底图，使用传统光场相机采集的图像。

[0019] 优选地，所述装置中的光场底图，用于显示不同方向的图像信息。

[0020] 可选地，所述装置中的高亮度LED背光屏和光场底图，可以结合在一起，即可使用

高分辨率的显示器显示光场图像。

[0021] 优选地，所述装置中的透光介质，表面需要平整，透光度好。

[0022] 优选地，所述装置中的针孔阵列，每个小孔透过的光线数量有限。

[0023] 优选地，所述装置中的光场底图、透光介质和针孔阵列可以结合在一起。

[0024] 优选地，令图像和针孔阵列的中心为坐标原点，图像和针孔阵列的距离为g，每个

针孔之间的距离为d，人眼到针孔阵列的距离为L，第n个子图像中心到坐标原点的距离为

Dn，每个子图像的宽度为2p，最大视角的一半为θ。则Dn、g、d、L、p、θ之间的关系满足下式：

[0025] 2θ＝2arctan(p/g)

[0026] Dn＝nd(L+g)/L

[0027] 本发明可以实现的效果是，观看者站在装置前移动时，可以观看到图像中物体的

不同方向，同时视角变化连续，视角范围可以达到90度以上。同时，由于观看者左右眼观察

到的图像的视差不同，会观察到3D效果，即此装置可以实现裸眼3D功能。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相机阵列采集光场的示意图。

[0029] 图2为光场图像的处理过程。

[0030] 图3为本发明所述装置的结构图，其中，1为高亮度LRD背光屏，2为光场底图，3为透

光介质，4为针孔阵列。

[0031] 图4为图1所示结构生成的多视角图像。

[0032] 图5为图2所示方法生成的光场底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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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如图1-3所示，本发明一种基于针孔阵列的连续视差、广视角的三维光场显示装

置，包括：高亮度LED背光屏1、光场底图2、透光介质3、针孔阵列4。

[0035] 所述装置中的高亮度LED背光屏1，用于提高针孔阵列的透光度，提高观察效果，

LED背光屏的亮度达到2万尼特以上。

[0036] 所述装置中的光场底图2，若使用计算机生成，生成方法参照附图1、2。首先使用相

机阵列采集多视角图像，相机阵列的数量为w×h，则光场图像的视角数量为w×h，观察者可

以观察到的方向数量为w×h。相机阵列的方向变化尽可能小。然后，对于采集到的图像，使

用附图2的方式，将每个像素点重新排列，最终生成光场图像。关键代码见代码清单1。

[0037] 所述装置中的光场底图2，若使用光场相机采集的图像，如斯坦福大学的光场相机

拍摄的图像，将其进行简单的适配，即可作为光场底图，但图像所包含的方向信息较少，并

且分辨率较低。

[0038] 所述装置中的光场底图2，可以使用打印的方式打印在高质量的相纸上，使用打印

的方式，可以得到色彩较好，分辨率极高的图像。

[0039] 当把所述装置中的高亮度LED背光屏1和结合在一起时，即使用高分辨率显示器显

示，此方法所显示图像的分辨率不高，同时，由于需要将光场底图和透光介质紧密排列贴

合，此方法会对显示器造成伤害。

[0040] 所述装置中的透光介质3，由于装置结构的特殊性，需要将光场底图中的子图像和

针孔阵列的小孔一一对应起来，微小的偏移和形变都会导致观察效果变差。

[0041] 所述装置中的透光介质3、光场底图2和针孔阵列4结合在一起时，透光介质的两面

打印上光场底图2和针孔阵列4，但对打印机的要求较高，光场底图2和针孔阵列4应一一对

应。图4为图1所示结构生成的多视角图像。图5为图2所示方法生成的光场底图。

[0042] 代码清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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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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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此代码为处理函数，使用Unity3D配合多相机采集到的图像使用，可以处理得到光

场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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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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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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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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