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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示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显示系统及方法，包括光

源装置、光学处理组件、反射装置、光调制器。光

源装置用于发射多束光；光学处理组件用于对来

自光源装置的每一束光进行光路调节从而使其

以预设光锥角照射到反射装置；反射装置用于将

来自光学处理组件的光束反射到光调制器；光调

制器用于通过各个可控单元对光束进行调制从

而出射符合要求的显示光。显示系统的第一方向

或第二方向与水平方向具有预设倾角的偏差。本

发明的光源装置发射的激光光束在光调制器得

到进一步调制，从而出射用以产生更近似期望图

像的显示光，避免了容易产生的差错，空间光调

制器上的光斑弥散程度差异更小，减小了显示系

统成像中的畸变与颜色偏差，提高了成像质量和

画面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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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光源装置、光学处理组件、反射装置、光调制器；

所述光源装置用于发射多束光；

所述光学处理组件用于对来自所述光源装置的每一束光进行光路调节从而使其以预

设光锥角照射到所述反射装置；

所述反射装置用于将来自所述光学处理组件的光束反射到所述光调制器；

所述光调制器包括多组可控单元，所述反射装置反射的一束光对应于一组可控单元，

所述光调制器通过控制一组可控单元中的一个或多个可控单元对该组可控单元所对应的

一束光进行调制从而出射符合要求的显示光。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源装置包括固态光源阵列，用于发射多束激光，所述固态光源阵列的任一固态

光源发射的一束光束对应所述光调制器的一组可控单元。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所述光源装置和所述光调制器相连接；

所述控制器用于接收控制信号，根据控制信号控制所述固态光源阵列的某一个固态光

源的发光状态，并控制该固态光源对应的该组可控单元中的一个或多个可控单元的调制状

态，从而使得所述光调制器对该固态光源发射的光束进行调制并出射符合控制信号期望的

显示光。

4.如权利要求2或3任一项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学处理组件包括第一中继透镜组、匀光棒单元、第二中继透镜组；

所述第一中继透镜组用于将来自所述光源装置的各光束汇聚到所述匀光棒单元；

所述匀光棒单元用于对来自所述第一中继透镜组的各光束进行匀光处理并出射到所

述第二中继透镜组；

所述第二中继透镜组用于调节来自所述匀光棒单元的各光束从而使每一光束以预设

光锥角照射到所述反射装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匀光棒单元为矩形匀光棒阵列，所述固态光源阵列的任一光源与所述匀光棒阵列

中的任一匀光棒一一对应，且该固态光源与该匀光棒对应所述光调制器的一组可控单元。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设光锥角的取值范围为16°-34°。

7.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射装置的设置使得来自所述光学处理组件的光锥形态的光束与所述反射装置

的出光面夹角为17°-51°。

8.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投影屏幕，用于接收来自所述光调制器的显示光从而显示图像。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源装置与所述第一中继透镜组之间的中轴线方向为第一方向；

所述第二中继透镜组中各透镜之间的中轴线方向为第二方向；

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具有预设倾角的偏差。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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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具有2°-3°的偏差。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方向为水平/竖直方向，所述第二方向与水平/竖直方向具有预设倾角的偏

差；

或者，所述第二方向为水平/竖直方向，所述第一方向与水平/竖直方向具有预设倾角

的偏差。

12.一种显示方法，其采用如权利要求2-11任一项所述的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控制所述固态光源阵列发光并控制每一个固态光源来调制该固态光源发出光束的出

光强度；

控制该固态光源对应的一组可控单元中的一个或多个可控单元的翻转角度/时长，从

而控制通过该组可控单元的光束的出射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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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示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投影、显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显示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显示器主要包括光源、第一光电调制器、成像系统、第二光电调制器、投影

屏幕等组成单元，根据某一图像信号，需要利用两个光电调制器对光束进行控制，结构复

杂，且容易产生差错。对于某些显示器中的设计，使用内反射棱镜对光的传播方向进行改

变，由于内反射棱镜展开的光锥角过大，形成的球差和像散导致光电调制器上的光斑弥散

程度差异较大，导致系统成像中产生畸变与颜色偏差，颜色均匀性差，成像显示的质量不够

理想。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一种显示系统，包括光源装置、光学处理组件、反射装

置、光调制器；光源装置用于发射多束光；光学处理组件用于对来自光源装置的每一束光进

行光路调节从而使其以预设光锥角照射到反射装置；反射装置用于将来自光学处理组件的

光束反射到光调制器；光调制器包括多个可控单元，反射装置的设置使得其反射的一束光

对应照射到一组可控单元，光调制器用于通过各个可控单元对光束进行调制从而出射符合

要求的显示光。

[0004]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显示方法，包括：

[0005] 控制固态光源阵列发光并控制每一个固态光源来调制该固态光源发出光束的出

光强度；

[0006] 控制该固态光源对应的一组可控单元中的一个或多个可控单元的翻转角度/时

长，从而控制通过该组可控单元的光束的出射光强度。

[0007] 本发明通过在固态光源阵列端和空间光调制器端同时进行控制，使得固态光源阵

列发射的激光光束在空间光调制器得到进一步调制，从而出射用以产生更近似期望图像的

显示光，避免了容易产生的差错，通过预设倾角的设计，使得空间光调制器上的光斑弥散程

度差异更小，减小了显示系统成像中的畸变与颜色偏差，提高了成像质量和画面的显示效

果。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显示系统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a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显示系统的矩形匀光棒结构正视图；

[0010] 图2b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显示系统的矩形匀光棒结构侧视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显示系统中光锥角度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空间光调制器上光锥照射范围与像素单元对应关系图；

[0013] 图5为现有技术的显示系统中光锥照射空间光调制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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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6为现有技术的显示系统中空间光调制器上光斑弥散程度差异示意图；

[0015]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显示系统中光锥照射空间光调制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7] 实施例一：

[001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显示系统包括光源装置10、光学处理组件、反射装置30、空

间光调制器40、控制器、屏幕；控制器分别与光源装置10和空间光调制器40相连接；光学处

理组件包括第一中继透镜组201、匀光棒单元202、第二中继透镜组203。

[0019] 光源装置10为固态光源阵列，用于发射多束光束；空间光调制器40包括多个可控

单元即像素单元，光源装置10的每一个固态光源发射的一束光束都对应空间光调制器40的

一组像素单元。需要说明的是，固态光源包括激光器和LED，以下除非有特别说明之外，将以

激光器和激光器阵列为例进行说明。

[0020] 本实施例的显示系统产生显示光的原理简述如下：

[0021] 控制器首先接收到控制信号，控制信号可以是包含一帧图像中各像素的信息，控

制器根据控制信号控制激光器阵列10的每一个激光器发光，各激光器所发出的光具有独立

的状态，例如各激光器可以是根据控制信号控制其开或关状态或者控制其发出具有不同光

强或亮度的激光光束。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方式中，光源装置也可以设计成单个激光光源

搭配光调制器的方式，光调制器的各个可控单元根据控制信号将照射到其上的激光分别进

行调制，只要能达到将激光光源发射的激光分解成不同状态的光束即可。

[0022] 激光器阵列10将各光束发射到第一中继透镜组201，在实际应用中，从显示系统的

光学元件的尺度来考量，激光器阵列10发射的激光光束具有一定的发散，而不能视为一纯

粹的光线，相应地，从光学处理组件出射的激光光束则为光锥形态，具有光锥角。第一中继

透镜组201的作用在于将各光束汇聚到匀光棒单元202。本实施例的匀光棒单元202采用如

图2a、2b所示的矩形匀光棒阵列，从而更有利于对来自第一中继透镜组201的各光束进行匀

光处理并出射到第二中继透镜组203，图2a为矩形匀光棒正视图，图2b为侧视图。激光器阵

列10的任一激光器对应匀光棒阵列202中的一个匀光棒，且该激光器与该匀光棒对应空间

光调制器40的一组像素单元。第二中继透镜组203可采用经典的TRP(tilt&roll  pixel，倾

斜翻转像素)照明光路；第二中继透镜组203由不同透镜搭配而成，其设计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于调节来自匀光棒单元202的各光束从而使每一束光都以预设光锥角照射到反射装置

30，预设光锥角的取值小于等于34°，优选地，预设光锥角的取值范围为16°-34°，例如，本实

施例中，光束在第二中继透镜组203中经历一系列的透射与折射作用后，以34°的预设光锥

角照射到反射装置30，此处，34°角是根据光学设计的原理而得到的，跟空间光调制器40的

可控单元的翻转角度有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与光学元件做适应性调整，本实施例的空间

光调制器40优选地支持34°光锥角，如果大于34°，光学效率以及成像质量会受影响。本领域

技术人员结合常规技术手段，可以设计出各种方案的光学处理组件，只要能达到使出射到

反射装置30的光锥角度为34°即可，不限于图1所提供的结构。

[0023] 本实施例中反射装置30可采用全内反射镜，如图3所示，其设置使得来自光学处理

组件的光束的光锥与全内反射镜的出光面夹角为17°-51°(锐角)，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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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根据光束光锥角的不同，以及考虑到显示系统的整体设计，光束的光锥与全内反射镜

的出光面夹角还可以是其它的范围。

[0024] 本实施例的空间光调制器40(SLM，Spatial  Light  Modulators)的像素单元可以

通过透射率可变型显示器、液晶显示器或数字微镜元件(DMD，Digital  Mirror  Device，

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等技术实现。图4为空间光调制器40的平面示意图，包括多

个可独立编址的像素单元401(或称DMD镜片)，由反射装置30反射到其上的每一光锥的照射

区域001’对应一组像素单元，一组像素单元中具体的像素单元个数可以是一个或多个。激

光阵列10与被数百等分的DMD工作面形成一一映射关系，控制器利用某一控制信号控制激

光器阵列10的某一激光器发射激光003时，还同时利用该控制信号控制照射区域003’对应

的九个像素单元401，九个像素单元401分别对应独立的信号值，例如控制九个像素单元401

发生各自独立的偏转角或翻转时长从而使通过每个像素单元401的光具有不同亮度、通光

量或透过率值等，图中的照射区域003’即由激光003通过反射装置30后形成。一个像素单元

401可以进一步包括可独立编址的次像素单元4011，次像素单元4011例如可以与红绿蓝等

特定颜色相关联。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以采用其它常规技术手段，在激光器阵列10端和空

间光调制器40端同时进行控制，使得激光器阵列10发射的激光光束在空间光调制器40得到

进一步调制，仅利用激光器阵列10可以获得原始图像，而通过空间光调制器40的进一步调

制可以出射用以产生更近似期望图像的显示光，能够保证画面中最大亮度的区域外的其它

暗区域达到足够的暗画面，让暗画面时的画面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显示光投影到屏幕并成

像后将带给观看者更好的视觉感受。

[0025] 简单总结本实施例的光路控制原理即：激光器阵列10发出光束，其中，每一个激光

器都对应匀光棒阵列202中的一个匀光棒且对应一组DMD镜片，本实施例可以通过控制每一

个激光器来调制其发出光束的出光强度，并控制该激光器对应的该组DMD镜片中的一部分

或全部DMD镜片的翻转角度/时长以控制入射于该组DMD镜片上的该束光的出射光强度，从

而该束光被反射至镜头，即对激光器和DMD镜片组进行串联控制，一束光在激光器端和DMD

镜片端都得到控制。

[0026] 令光源装置10与第一中继透镜组201之间的中轴线方向为第一方向，令第二中继

透镜组203中各透镜之间的中轴线方向为第二方向，如图5所示，现有技术的显示系统通常

将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都设计为水平方向，空间光调制器40接收光照的面也为水平方向，

以第二中继透镜组203出射的两束光即第一光锥001和第二光锥002为例，则第一光锥001和

第二光锥002光轴方向也为水平方向。第一光锥001和第二光锥002被反射装置30反射后，光

锥顶点(可认为具有直径d’)并不都刚好处于水平线上，如图6所示以第二光锥002作为理想

情况考虑，第二光锥002在空间光调制器40上的照射区域002’刚好与一组像素单元对应重

叠，其直径为d’；而第一光锥001在空间光调制器40上的照射区域001’则偏大，其直径d1超

出了一组像素单元的区域。因此，现有显示系统的这一现象导致许多光斑(即照射区域)弥

散程度差异较大，影响了空间光调制器40对光的控制，降低了成像质量。

[0027] 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将激光器阵列10按照预设倾角沿水平方向向上倾斜，例如

向上倾斜2°-3°，即第一方向为水平线向上2°-3°，第二方向水平，则照射到反射装置30的第

一光锥001和第二光锥002光轴方向也为水平线向上2°-3°。则第一光锥001和第二光锥002

被反射到空间光调制器40上后，以第二光锥002作为理想情况考虑，第二光锥002在空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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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器40上的照射区域刚好与一组像素单元对应重叠，第一光锥001在空间光调制器40上

的照射区域其直径为d2，且明显可以看出d2小于d1，即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施例的显示系

统在空间光调制器40上的光斑弥散程度差异更小甚至可忽略，成像质量得以提高。在本发

明的其它实施方式中，还可以是将第二中继透镜组203中各透镜之间的中轴线方向即第二

方向沿水平方向向上倾斜预设的角度，第一方向水平；或者是将光学处理组件中各透镜之

间的中轴线方向沿水平方向向上倾斜预设的角度，第一方向水平；或者是第一方向和第二

方向都向上倾斜预设的角度，也能达到第一光锥001和第二光锥002光轴方向为水平线向上

预设角度的效果。另外，预设倾角既可以是沿水平方向向上倾斜，根据显示系统的实际设

置，还可以是水平向下倾斜。当显示系统整体并非水平而是竖直设置时，则可以通过将第一

方向或第二方向沿竖直方向偏离预设倾角从而达到第一光锥001和第二光锥002光轴方向

也沿竖直方向偏离预设倾角的效果，使得最终照射到空间光调制器40上的光斑弥散程度差

异比现有技术小，提高成像质量和画面的显示效果。

[0028] 本发明的显示系统及显示方法可用于HDR(High-Dynamic  Range)高动态对比度数

码成像及投影显示技术领域，例如可以作为应用TRP照明的DLP (Digital  Light 

Procession)投影机中。通过在激光器阵列10端和空间光调制器40端同时进行控制，激光光

源可高速开关和调制的特点使得每个激光光源都可以实现第一个光电调制器的功能，使得

激光器阵列10发射的激光光束在空间光调制器40得到进一步调制，即单独控制每个激光器

和与之映射的DMD局部区域从而实现HDR功能，从而出射用以产生更近似期望图像的显示

光，显示光投影到屏幕后将带给观看者更好的视觉感受；同时，与现有技术采用两个空间光

调制器的设计方案相比，本发明只用到一个空间光调制器，不仅简化了光路结构，也避免了

因控制两个空间光调制器容易产生的差错，更加符合用户的利益，同时能够保证画面中最

大亮度的区域外的其它暗区域达到足够的暗画面，让暗画面时的画面层次更加细腻丰富，

带给观看者更好的视觉感受。并且，本发明解决了传统的显示系统中空间光调制器上的光

斑弥散程度差异较大的问题，减小了显示系统成像中的畸变与颜色偏差，亮度和色彩都更

加均匀，物象更加近似，提高了成像质量和画面的显示效果，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让技术人

员实现在DMD工作面内设计更加精细的影射关系，为HDR功能的实现提供更为优质硬件支

持。本发明的改进无需增设更多的光学元件或光调制器件，利用与现有技术相当的成本和

条件却能达到显著的改进，对于显示系统的研发者、制造者以及用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0029]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具体实施只

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

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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