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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录课直播方法及系统，包括雾化

绿膜、投影装置、触控装置、摄像装置和数据处理

装置，投影装置将教学内容投影至雾化绿膜，摄

像装置将拍摄的雾化绿膜背景及讲课人视频发

送至数据处理装置；数据处理装置将拍摄的视频

实时提取前景，即人像，并与所述教学内容、触控

信号合成为录课直播视频。本发明的装置采用绿

色半透明PDLC液晶膜作为绿幕，在饱和的灯光条

件，能够实现清晰、实时的视频推送，且可以结合

红外触控装置和Kinect体感摄影机实现教学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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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录课直播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雾化绿膜；所述雾化绿膜为呈绿色半透明状态的PDLC液晶膜；

投影装置，将教学内容投影至雾化绿膜；

触控装置，所述触控装置为红外触控装置，其形成红外探测网覆盖所述雾化绿膜；触控

装置将红外探测网采集的触控信号发送至数据处理装置；

摄像装置，拍摄范围包括雾化绿膜及讲课人，拍摄的视频发送至数据处理装置；

数据处理装置，将拍摄的视频实时提取前景，即人像，并与所述教学内容、触控信号合

成为录课直播视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绿膜RGB通道数值满足：G-R>20，

G-B>20，且RGB各通道数值均＜16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绿膜RGB通道数值满足：G-R>30，

G-B>30，且RGB各通道数值均＜1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录课直播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Kinect体感摄影机，所述

Kinect体感摄影机捕捉教学者的手势动作，基于自定义的手势命令操作投影内容。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绿膜G通道数值为90~
1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录课直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装置为计算机，所

述摄像装置为计算机自带摄像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录课直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控装置为若干红外发射元

件、接收元件组成的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将其分别组装在雾化绿膜四周形成边框。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录课直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装置的拍摄范围内仅为

雾化绿膜及讲课人。

9.一种录课直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教学内容投影至雾化绿膜，所述雾化绿膜为呈绿色半透明状态的PDLC液晶膜；

教学者触控雾化绿膜，触控装置采集触控信号；

摄像机拍摄视频，拍摄范围包括雾化绿膜及教学者；

将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提取前景，即人像；

将提取的人像与所述教学内容、触控信号合成为录课直播视频。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应用Kinect体感摄影机捕获教学

者手势动作，通过自定义的手势命令进行投影内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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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课直播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互联网和图像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录课直播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课堂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形式，应用越来越广泛。2020

年，全国各地学校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推迟开学，网络课堂的再一次成为研究热点。随着

“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各类优课、微课、MOOC、精品课、网络课程、培训教学的课程制作需求

量增加，但符合要求的教学资源不足，且耗费教学者和制作者大量精力，难以实现标准化、

精品化、个性化定制的统一。

[0003] 现有的在线教学包括预先录制好的录播教学视频和在线直播教学，不管是录课视

频或是直播视频，对视频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网络课堂发展至今，录课视频、直播视频发展

出如下几种形式：

1、教学者站在幕布前，通过电脑操控投影内容，借助激光笔之类标记讲解内容，摄像机

对投影图像、教学者进行摄像。这是最传统的模式，这种方式录制视频，教学者需要经常操

作电脑，且拍摄的投影内容清晰度低。

[0004] 2、交互式投影系统，例如CN102063618A。教学者站在幕布前，利用手势互动操作投

影内容，摄像机对投影图像、教学者进行摄像。采用这种方式，教学者不需要再经常性的低

头操作电脑，减少了一个操作对象，便利了教学者。但这种模式仍然属于传统录制形式，拍

摄的投影内容受光线影响，导致触控不够准确，并且无法在绿幕上实现触控；此外，视频中

投影图像清晰度低。

[0005] 现有技术中已有利用红外激光笔形成标注内容，来实现与投影视频的互动，但红

外激光笔标注也仅是实现在教学内容上增加标注互动，并不能使教学者脱离对计算机的操

作。如果要让教学者能直接对投影内容进行操作，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绿幕抠像视

频，操作投影内容意味着绿幕投影画面可被操作，同时拍摄的视频还要实时抠除绿幕，这形

成了一道技术门槛，目前尚无有效的解决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可通过触控操作投影内

容，同时基于绿幕抠像合成高清教学视频的录课直播系统及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录课直播系统，包括：

雾化绿膜；所述雾化绿膜为呈绿色半透明状态的PDLC液晶膜；

投影装置，将教学内容投影至雾化绿膜；

触控装置，所述触控装置为红外触控装置，其形成的红外探测网覆盖所述雾化绿膜；触

控装置将红外探测网采集的触控信号发送至数据处理装置；

摄像装置，拍摄范围包括雾化绿膜及讲课人，拍摄的视频发送至数据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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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装置，将拍摄的视频实时提取前景，即人像，并与所述教学内容、触控信号合

成为录课直播视频。

[0008] 本发明的雾化绿膜为“绿色半透明”状态的PDLC液晶膜，PDLC液晶膜通电透明，断

电呈乳白色的不透明状态。当切断电源时，调光膜内的液晶分子呈不规则的散布状态，使液

晶分子颗粒和聚合物产生的反射光散射，使其呈现不透明的状态。当通电时，这些液晶分子

颗粒会呈有序排列，使得平等光透明而呈现透明状态。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雾化绿膜RGB通道数值满足：G-R>20，G-B>20，且RGB各通道数值均

＜160。在这一范围下，可满足所述的“绿色半透明”状态。更优选的是G-R>30，G-B>30，且RGB

各通道数值均＜130。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雾化绿膜G通道数值为90~130。饱和的灯光条件下G通道数值90~
130时抠像效果更好，更优的是100~110。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数据处理装置为计算机，所述摄像装置为计算机自带摄像头。

[0012] 进一步的，还包括Kinect体感摄影机，所述Kinect体感摄影机捕捉教学者的手势

动作，基于自定义的手势命令操作投影内容。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触控装置为若干红外发射元件、接收元件组成的红外发射管和红

外接收管，将其分别组装在雾化绿膜四周形成边框。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摄像装置的拍摄范围内仅为雾化绿膜及讲课人，排除其他背景干

扰。

[0015] 本发明的第三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录课直播方法，包括：

将教学内容投影至雾化绿膜，所述雾化绿膜为呈绿色半透明状态的PDLC液晶膜；

教学者触控雾化绿膜，触控装置采集触控信号；

摄像机拍摄视频，拍摄范围包括雾化绿膜及教学者；

将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提取前景，即人像；

将提取的人像与所述教学内容、触控信号合成为录课直播视频。

[0016] 进一步的，还包括，应用Kinect体感摄影机捕获教学者手势动作，通过自定义的手

势命令进行投影内容操作。

[0017] 本发明的方法及系统具有如下效果：

（1）雾化绿膜可在透明和半透明状态间切换，雾化前呈透明状态，不影响美观，雾化后

可用于抠像视频制作，且雾化后的绿膜呈绿色半透明状态，可展示投影机背投影像。

[0018] （2）雾化绿膜的硬度、透光性使其能够利用任何硬质环境，如墙面，透明玻璃等。

[0019] （3）触控要求硬质的绿幕，透光性和成像性的结合点非常重要。本发明利用雾化绿

膜，即绿色半透明状态下的PDLC液晶膜作为绿幕背景应用至绿幕抠像合成视频中，背景易

于抠除，且可结合红外触控和Kinect体感摄影机实现触控投影屏幕和手势互动，实现视频

的高质量实时抠像与合成。配合饱和的灯光条件，使用免费开源的OBS软件即可轻松做到绿

幕实时抠像合成及各大直播平台的推流直播。教学者可选择合适的环境进行录课及直播，

释放双手，所见即所得，从演课回归讲课，简易独立地创作精品化课程。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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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2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3系统演示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可触控投影内容的录课直播系统。所述系统包括雾化绿膜、投影装

置、触控装置、摄像装置、数据处理装置。

[0024] 触控装置包括若干红外线发射与接收元件，其形成的红外探测网覆盖所述雾化绿

膜。本实施例中触控装置为红外发射元件、接收元件组成的发射管和接收管，将其分别组装

在雾化绿膜四周形成边框，使红外探测网覆盖雾化绿膜。触控装置将红外探测网采集的触

控信号发送至数据处理装置。

[0025] 本实施例的数据处理装置为计算机，如图1所示，计算机自带的摄像头作为摄像装

置。将计算机连接投影装置，向雾化绿膜投影教学内容，教学者站在雾化绿膜前触控屏幕，

计算机摄像头拍摄教学者及雾化绿膜，计算机的数据处理模块，即OBS软件对视频进行实时

抠像，提取带透明通道的人像视频，与教学内容、触控信号、人像视频进行合成，获得录课或

直播视频。

[0026] 本实施例的系统配置简单，硬件仅包括一块1.0m×1 .0m的雾化绿膜、一台自带摄

像头的计算机（笔记本电脑）、一台投影仪、4根触控条（红外发射元件组成的发射管2条和红

外接收元件组成的接收管2条）。绿膜可卷起触控条方便携带，在录课场所内进行简单悬挂

和张贴，可以实现移动教学直播。

[0027] 本实施例中雾化绿膜的RGB通道数值为R0，G106，B0，在饱和灯光条件下进行录课/

直播，教学人员能够通过触控雾化绿膜进行翻页操作，使用OBS软件对视频进行实时抠像，

扣除效率高，且前景（人像）边缘清晰，可实现高质量的视频实时推送。

[0028] 计算机在使用时，可以连接多台显示器实现多屏显示，多台显示器可以各司其职，

也可共同显示同一界面，本系统中投影触控的界面的信号则来源于同一计算机。其他显示

器界面则可用来进行实时抠像合成和直播监控。

[0029]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摄像装置为独立的摄像机，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摄像机可以是高清及4K摄像机，在计算机上选装SDI和HDMI视频采集卡，可应对兼容市面上

所有高清及4K摄像机。

[0030]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还包括Kinect体感摄影机，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Kinect体感摄影机可以实现即时动态捕捉，通过Kinect体感摄影机捕获教学者手势命令，

并预先基于编程语言开发自定义手势命令，可以实现利用手势命令操控投影屏幕。采用

Kinect体感结合自定义的手势命令，可以实现利用手势命令操控投影屏幕。Kinect  for 

Windows  SDK可以利用C++、C#或VisualBasic等语言开发手势命令，如：放大、缩小、翻页、返

回、选择等电脑使用常见命令。

[0031] 实施例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可触控投影内容的录课直播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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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学内容投影至雾化绿膜，所述雾化绿膜为PDLC液晶膜在绿色单通道下形成的绿

幕；

教学者触控雾化绿膜，触控装置采集触控信号；

摄像机拍摄视频，拍摄范围包括雾化绿膜及教学者；

将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提取前景，即人像；

将提取的人像与所述教学内容、触控信号合成为录课直播视频。

[0032] 实施例5

本实施例和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应用Kinect体感摄影机捕获教学者手势动作，通

过自定义的手势命令进行投影内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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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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