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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月最热门影片恐要属张艺谋的
《归来》，除了电影故事情节让大家最为关注外，

另一大因素则因它是一部采用 4K技术制作的
新片，通过超高清镜头画面展现出一幅幅细腻

的影像，让观影者更能体验到人物表情的复杂

变化，从而沉浸在影片营造的情节当中，体验到

身临其境。但要想在影院真实体验到这一感觉，

则离不开数字影院放映机本身。只有出色的投

影性能才会带给观众绝佳的视觉体验，这也是

近年来越来越多院商所关注的焦点。而激光光

源的出现，则为影院行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

是易于提升的亮度，使得激光数字放映机所投

影出的画面更加精美，让电影“变亮”。

图 1 激光数字放映机在影院中得到推广应用
以往由于传统灯泡数字放映机在使用时，

会产生亮度衰减，色彩饱和度、对比度降低等现

象，从而使输出的图像质量与新机器相比大打

折扣。后期使用成本高，已成为诟病。为了利益

最大化，多数影院在使用放映机时，并不会将亮

度调至最高值，导致实际投影出的画面亮度偏

暗，且清晰度也差强人意，尤其是观看 3D 影片
时，再戴上 3D眼镜，影像暗立体效果不佳的诸
多问题一一呈现。

随着观众的眼睛逐年挑剔，院方则必需要

与时俱进，以牢牢抓住消费者的需求。于此同

时，设备厂商也明锐的嗅觉到这一趋势，在近年

不断在新光源上加大研发力度。如激光光源技

术，其早已被应用到数字影院放映机。到了这两

年来更是被众多厂商所重视，并陆续推出具备

高亮的激光影院放映机产品。如巴可、科视、

NEC等品牌。激光光源作为新一代光源，在继承
了数字显示技术所有优点的基础上，以高饱和

度的红、绿、蓝三基色激光作为显示光源，解决

了显示技术领域长期难以解决的大色域色彩再

现难题，其色域可覆盖接近 90%人眼可识别色
彩，从而最完美地再现自然色彩。

在光的传播方式上，激光光源与传统的白

炽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普通白炽灯的光线向

所有方向发射，而激光器将所有的光线都聚集

在一个平行的光束中。此外，激光放映机比传统

放映机能够表达更大的颜色范围，提供更加清

晰的图像。高清晰度使得激光放映机能够用于

传统放映机不适用的一些领域。

另外，传统数字电影放映机受到灯泡光源

特性的局限，大幅提高画面质量的空间已经非

常小。激光是高纯度的光，在数字电影放映机

上，激光的光能量能够达到 100%被利用，而氙
灯光源的能量利用率低于 20%；在同样一台投
影机上，由于激光色饱和度极高，在同样的光通

量输出下，使用激光光源产生的视觉亮度是灯

泡光源的 1.3倍以上。
而由于激光光源属于冷光源，所以在亮度

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其寿命却可达 20000小时，
是传统灯泡使用寿命的 10倍以上。不管是 1万
流明还是 5万流明的激光投影机，其光源寿命
都能达到 20000小时以上，真正可以做到长期
免维护使用。并且激光显示的核心部件在生产

过程中不使用任何重金属，没有废水、废气、废

物排放，是名副其实的环境友好型显示光源。

也正凭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激光数字影

院放映机已被众多院线的认可并选购。如巴可

最新推出的高达 60000流明 4K六原色 (6P)激
光数字影院放映机，并率先在全球最大的连锁

影院 Cinemark院线安装。同时在国内，广州金
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太平洋院线、河

南奥斯卡影院均将成为首批拥有该顶尖激光放

映设备的院线。

图 2 巴可激光数字放映机
与光源安装在机箱外，通过“光纤接入”的

放映机不同，巴可激光放映机拥有完全集成的

光源设计，所有激光光源部件全部整合在放映

机内部，激光直接入射放映机光路，极大的提高

了系统的光效率和性能。此外，巴可的激光放映

机还具有独特的性能，可最大限度地削弱激光

散斑效应给放映效果带来的不良影响，即使在

金属银幕上，巴可激光放映机同样能够提供完

美的图像质量。

此外，如今市面上的氙灯在普通的影厅中

放映 3D时可达到 4.5fL，播放 2D影片时可达到
14fL。而目前单机亮度可达到 60000流明的机
器，也就意味着其能够在 17米的银幕上以高达
14fL的亮度播放 3D，与氙灯光源相比，亮度不

止增加一倍，即使在 40米宽的巨幕上也能实现
14fL的 2D亮度，与氙灯光源在普通影厅中的
亮度大致相当。不仅如此，现在国内巨幕的银幕

尺寸约为宽 20米左右，而 60000流明单机亮度
能够在 24米的银幕上达到 7fL，毫无疑问，相较
此前的 3D放映系统，产生了质的飞跃，与国内
市场大银幕完美匹配！

而值得一提的则是六原色(6P) 激光系统技
术。由于普通的激光放映系统仅使用一套 RGB
三原色来创造图像。这就是熟知的三原色（3P）
激光放映机，适用于影院和其他产业的 2D 投
影。然而，在使用 3P方式时，由于放映机要循环
播放左右眼画面，所以放映机总是无法同时播

放两只眼睛的画面。若要同时播放两只眼睛的

画面则需要另外添置一组 3P光源，被称为 6原
色（6P）激光系统。6P激光放映机，能从两组各
3P光源中分别产生左右眼不同画面，无需像单
组光源那样轮流产生左右眼画面导致光效率降

低！除了可以在 3D和 2D影片间无缝切换，对
放映 3D影片更不需要偏振镜，有效地提高了光
效能，最少的散斑的呈现更是强大的无可挑剔，

2D、3D效果美，可以说为影迷们带来了更加清
晰亮丽的 3D震撼效果！更是质的变化！
激光光源作为新一代显示技术，其应用于

院线放映技术，可以说是一次大的飞跃。它凭借

着高亮度、色域广、寿命长、高稳定性等诸多性

能优势，不仅为院方带来了高性价比产品，同时

也能将极致色彩、高均匀度、清晰度和亮度完美

组合在一起，将更清晰的电影画面传递给影迷，

并将影院放映技术推向了全新的高度。而激光

数字放映机也将是未来影院的绝佳选择，并将

成为投影系统光源的主流趋势。殷上海 宁兵

激 光 光 源 使 电 影 亮 起 来

作为全球数字电影放映

技术的领导者巴可公司近日

宣布，四川峨影一九五八电

影城携手巴可倾力打造的全

球单体最大 6P激光影厅在成
都“峨影·1958”电影城园区
隆重揭幕，该电影城是中国

首家园林庭院式影城，量身

打造的激光巨幕厅命名为

“巴可激光厅”并部署巴可单

机 6P激光放映机———DP4K-
60L。
作为四川省文化专项资

金项目，“峨影·1958”电影
城依托于峨影集团的平台，

在原有老园区内将一座独栋

老摄影棚进行改造，量身打

造适合激光放映的巨幕影厅。

新影厅被命名为“巴可激光

厅”，凸显出该影厅卓越的放

映技术含量。峨影·1958是峨

影集团打造的电影主题公园项

目。

3D亮度达 14FL袁 点亮极
致观影

该厅安装有一台巴可

DP4K-60L 商用激光放映机，
在 20 米 x 11 米、增益为 1.4
的漫反射白幕上呈现出超越现

有巨幕观影效果的完美画质。

据了解，现场实测 3D 画面亮
度达到 14FL，3倍于普通 3D
影厅要求的 4.5FL 的行业
标准 (全称 Foot-Lamberts,
福特朗伯,影像亮度的测量
单位 )。DP4K-60L 为全球
首创最小单体内置激光光

源的 6P放映机，配备了业
内首款也是唯一一款全集

成式“巴可灵睿”电影媒

体处理器，标配业界最具

灵活性的 Barco Laser 3D
系统，同时也支持行业内

全部主流 3D 系统。其
60000 流明超高亮度 6 原
色“Color3D”系统，无论

在放映 2D 还是 3D 影片时，
均能获得更高的亮度、更广的

色域和更高的对比度。同时也

是第一款能以 60fps高帧率放
映 4K 内容、以全 4K 分辨率
放映 3D电影的放映机。

开业仪式上放映了《一代

宗师》 （3D终极版）。与此前
2D版本相比，在激光厅放映
的 3D画面反而更加鲜亮，在
一些重点特效画面，如开篇雨

夜中叶问的打戏、火车站马三

和宫二的打戏，以及最后宫二

在雪天操练的画面等，将王家

卫导演管用的电影镜头表述方

式，用准确的色彩表现出来，

真正让观众能“走”进画面。

激光放映机将会帮助影院

提供恒定且高品质的放映质

量。全球电影技术普遍认为激

光技术已成为未来电影放映的

趋势，而中国影院在这次的技

术革新中走在了前面，峨影·

1958 影城’巴可激光厅’是
国内影城最为先进的单体激光

放映系统，成为了国内高端影

厅新标杆。

据悉，巴可单机 6P激光
放映机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部

署，2015 年 1 季度前巴可将
在国内完成 11座激光影厅的
部署，将有更多观众有幸体验

到世界顶级的影院视听体验。

殷上海 宋明

峨影 1958电影城巴可激光厅
实测 3D电影亮度创新高

酒吧及 KTV这样的噪声特性给治理带来很大难度，一是低频声波具有很强的穿
透能力，在建筑设计及装饰设计上很难有抵销该波长所需的消声腔厚度;二是需要控
制的范围过大，单地面一个面的减振就难以做到，而声音减低的话，酒吧就会因为没

有震憾效果而流失顾客。

（一）低频振动的消除

迪厅酒吧的声波通过数个音箱来实现的，在传播途径上，音箱可以通过悬挂吊

杆、顶梁、立柱、墙面、下水管 道、门窗、排气口向四处传递声波。对处于在居民楼尤其

是高层建筑中间或底层酒吧，控制难度则相当大，必须从各个点、面都进行必要的减

振隔音，才有可能达到 设计要求。

1.安装音箱减振器或减振吊钩遥酒吧音箱在播放强劲音乐时，音箱对地面、梁柱体
或楼板产生与谐振的撞击，进而以固体传声的形式传至楼上居民室内。因此，必须采

用铺垫减振系统、增加减振吊钩的形式，将点声源所带振动与建筑联接点进行隔离。

2.梁柱及楼板增设减振阻尼层和隔声层。音箱声波发出后，声波在空气中产生高
能量振动，一波一波对墙柱梁楼板产生声波撞

击，其中低频部分可以穿透水泥墙面并迅速上

传居民室内。因此，必须将主梁、主柱及楼板加

设弹性面层或吸隔声中空共振层，以消除高能

量声波对主梁、主柱及楼板产生的撞击。

3.消防管道与下水管道增设阻尼层和隔声
层遥 高层建筑的下水管一般在底层店面集中，
酒吧声波可以透过水管薄壁直传各户，因此，

必须对各与楼上住户连接的下水管道重新包裹，内层加包减振阻尼层，外层加裹隔音

层，中间还必须增加软联结。

(二)减少声波的泄漏
1.酒吧进出通道设计成“声闸”结构。在现实中，大部分酒吧仅设一道门，无论该道

大门隔声性能如何优越，在客人进出开关的时间里，酒吧声波不可避免地产生泄漏。

因此，设计上应在原大门距离不低于 1.5M 处再加设一道隔声门，目的是使客人开启
第二道门时第一道门已经关闭，声波无法泄出。

2.门缝、门槛、门碰减少漏声。过多的门缝间隙使大门隔声效果大大降低，因此必
须在该些部位采用胶条设计成密闭结构，通过胶条压紧和空气压缩变形确保声波无法从缝隙

处漏声。

3.排气口安装宽频消声器。
4.酒吧内增设吸声软包。酒吧墙面、沙发、座椅应多采用吸声材料，以降低室内声场的声压，

同时也可调节酒吧音量音调更趋和谐动听。

(三) 酒吧夹层的隔振
许多酒吧由于楼面高度较高，通常设计有夹层结构，用材上也通常采用铁花与钢结构体。

这就使得酒吧声波在夹层振动问题上愈显突出：。

因此，酒吧的夹层结构图在设计上应注意钢结构与墙体梁体的减振分离，同时根据钢结构

重量及受力分布选用固有频率接近、变形量合适的减振装置，夹层地面铺设弹性材料或阻尼

层，从而达到夹层隔振的目的。 殷上海 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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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位于成都的峨影 1958电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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