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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立全息墙

想象投影仪投射出来的影像不再是平面的，而

形与普通投影仪相似的全息投影设备，同样是利用
激光束在墙上投射出影像，与普通投影仪不同的是，
影像仿佛穿过了墙壁，像是通往外界的窗口。

位于全息墙 0.5-2 米范围内，观众可以使用带
有追踪器的眼镜进行观看，单次一人使用，并有追
踪效果；位于全息墙 3 米范围外，使用普通的 3D
眼镜，可多人同时观看。

功能特性
1. 支持多用户、不同视角观看与互动；

2. 设备简单轻便，安装快捷，低成本，对安装环境要求低；

3. 使用优立全息相机，可轻松定制内容；

4. 支持 Unreal, Unity 及其他通用开发工具的内容导入及三维展示；

5. 支持超大规模（GB/TB/PB 级）的实景点云三维模型和部分人工建模模型。其中实景点云三
维模型包含倾斜摄影和三维激光建模方式获取的模型，人工建模模型包含 OBJ、FBX 等通
用格式；

6. 支持模型编辑：移动、缩放、旋转、着色以及复制、重叠、组合、添加模型参数标记；

7. 支持调整场景的光照方向、强度及颜色，还可以针对性调整单个模型的材质效果；

8. 可以实现无限量三维模型叠加（指经过优立技术预处理得到的 UDS 格式三维数据）；

9. 创建、编辑和删除书签（书签：指对当前场景视野位置及视角进行保存供后期调用）；

10. 加载、保存和创建演示场景预设（项目 -UD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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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入墙式（固定式）
设备需要用螺栓固定在墙上，投影范围为宽 3.6 米，高 2 米，出墙效果为 1 米。适用于

需避免公众直接触碰的场所，如博物馆、餐厅或者教育这些需要较强出墙效果的场合。

落地式 ( 便携式 )
此型号外形美观，放置在地上，可收纳至两个手提箱内，方便携带，投影范围宽 3.6 米，

高 2 米，出墙效果为 1 米。

适用于建筑模型演示以及全息旅行这类“向内延伸”的模型。此型号还可用于广告展览
或会议演示的舞台全息。另外，由于方便携带，对于需要随时拜访客户并现场演示的人员或演
讲者也非常适用。

由于此型号需安装在地面上，因此不建议安装在近距离无人监督的公共场所，以避免公
众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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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图 

每套全息墙包含：

功能组件 说明

1 全息运算系统 搭载英特尔微型工作站 （1 台）

2 全息显影系统 全息显影系统（1 套）

3 空间动态位置捕捉系统 空间动态位置捕捉系统（1 套）

三维动捕设备（1 套）

每套三维动捕设备包含：

• 一副可提供自主视野的 3D 跟踪眼镜

• 一个可以进行自主互动操控的 3D 跟踪手柄

4 全息墙框架 钣金框架及配件（1 套）

5 供电系统及配件 建议预留 2000 瓦供电，配件若干。

6 其他说明 可为每套全息墙配搭视野共享三维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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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环境要求
设备需要在阴暗空间使用，且无直射光线。直射的太阳光会对全息投影产生严重干扰，

一定范围的人工光则可以接受。一旦设备受到干扰，追踪器就无法正常工作。因此，保持环境
暗度才能获得最佳成像效果。另外，红外线也会产生严重干扰，例如动作探测器发出的红外信
号。同时，距离设备 4 米处不能有镜子，否则将无法正常运行。

内容制作
所有的设备都配有内容制作软件，用户可以导入模型并制作全息影像。支持导入多边形

格式、平面图像及激光扫描数据。

程序员可以通过 LUA 脚本添加额外的功能。用户可以在常见的多边形动画工具中编辑动
画对象，然后添加到软件。可以把不同的场景保存为书签，便于排列和存储。用户也可以添加
声音文件作为背景音乐、声音特效或旁白。

用户既可以在全息设备上完成上述操作，也可以使用我们 PC 端的创作软件。模型有不
同的材质可供选择，如金属、玻璃。书签可以保存进菜单（例如博物馆艺术品的展览）。对象
可以调整大小、定位或旋转。激光扫描数据应转换为优立的 UDS 格式，以便加载大型的模型，
尤其是大型城市三维模型。使用 CAD 或 REVIT 创建的建筑模型不能直接运行，须导出为普通
obj 多边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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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立全息相机
一款背包式三维数字扫描仪，重约 9 公斤，由一个长杆配备 360 度摄像头和精确激光定

位的按钮组成。使用全息相机四处走动，就可以创建真实的全息旅行，再经过优立软件系统处
理，将扫描数据转换为三维互动视频。交互式视频与普通视频不同，用户使用手柄遥控，便可
以像电脑游戏一样自由穿梭场景之中。

与激光扫描仪对比
激光扫描仪不能扫描透明物体和有光泽的
物体（如金属）。但使用全息相机制作的
影像，却能呈现出此类材质的较好效果。
不过，使用全息相机制作的全息影像，不
具备类似激光扫描仪的测量功能。

捕捉即时动态
普通的全景照片里不会有正在飞翔的小鸟、
流动的河水或者微风吹过的树林，而优立
全息相机则可以捕捉到这些即时动态，用
于三维立体导游效果尤为显著。

真实世界比例
当您在电影屏幕上看到蜘蛛侠的脸，您知
道这不是真的，因为没有人的脸会像屏幕
那么大。但是通过全息投影，每一个物体
都被校准为真实世界的尺寸，用户感受到
的是一个与现实无差别的环境。

超高清投影
目前电脑视频画质以 2k 居多，4k 是将来
5 年的发展趋势，而优立全息投影为 8k（双
8k）。我们自主研发的“双 8k 交互式立
体视频编解码器”，对单个物体进行放大
的全环绕数字扫描，并且所有扫描都以每
秒 24 帧的速度运行。

全方位立体影像
图片是平面的，无法展示物体的具象尺寸。
在优立全息影像里，用户可以亲身体会到
建筑物的巨大构成，身临其境感受其真实
情况。

自由移动
相比普通视频，用户只能被动地观看，无
法自主操控方向。全息相机允许用户通过
手柄，自由选择他们想观看体验的路径和
视野，自由探索全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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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立全息和 VR/AR 的区别
头戴式显示器（俗称“头盔”或“头显”）已经成为公众视野中虚拟现实（VR）形象代表，

然而 VR 头盔有诸多技术障碍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例如头盔线缆限制移动，头盔沉重，续航不足，
三维数据承载能力较小等；而 VR 头盔的设计架构也让其无法克服先天的缺陷，例如成像环境
将眼前狭窄空间完全遮蔽，在黑暗中，人眼面前几厘米的空间内放置高亮镜片产生的视觉疲劳，
使得头盔不适合长期连续使用；另外，用户无法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四肢，低头仅可以见虚拟的
双手，而且部分 VR 头盔还可能产生眩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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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全息墙的功能多样，广泛适用于各种场合。

智慧城市规划设计
全息墙在建筑设计和展示、城市交通规划、物联网等智慧城市建设中有广泛应用。大型

实景三维模型可以在全息墙上加载、切换场景、测量、移动或加入动画元素。可运用于园区规
划、基础设施建设、模拟军事方案、商场或建筑项目。全息墙所配备的软件，是世界上运行海
量城市级三维模型的最佳地理空间软件，它兼容多种数据格式，可供多人观看。

全息餐厅

的体验会令餐厅在众多竞争中脱颖而出。

如果您是餐厅的经营者，您可以使用软件为食物拍照，然后将它们转换成全息图像，轻
松地制作出餐厅所有菜肴的全息菜单。顾客走到全息墙前，会看到食物的大型全息影像，并通
过手柄从清单上进行选择。食物在空中多角度旋转，呈现全新的用餐体验。

全息墙附带的软件让您轻松定制三维全息影像。用普通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食物的照片，
随后将这些照片上传到软件中，就可以将它们转换成全息影像展示在全息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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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博物馆
当观众走进全息博物馆，漂浮在空气中的展品触手可及。在这里，观众可以真实地接触

到珍贵藏品，放大细节，缩小以观看全景。观众还可以体验全息数字之旅，近距离观察历史艺
术品的感觉非常新颖。

优立全息技术与普通虚拟现实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呈现的内容可来源于实景三维
数据，也就是说，您在全息博物馆里看到的文物，上面的每一条纹理都和实物一模一样。优立
无限细节技术保留了文物所有的细节和历史痕迹，让参观者细细品味当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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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细节技术保留了文物所有的细节和历史痕迹，让参观者细细品味当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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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立全息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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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教育
全息技术是未来的教育趋势。相比传统的授课方式，全息立体的呈现让学生更快理解抽

象概念。生动形象、互动的方式让学习不再枯燥，能很好的培养兴趣。

全息旅行
扫描现实世界中的名胜古迹、森林，历史建筑，洞穴，轮船等场景并制作成三维数字之旅。

突破地域、时间、空间及经济能力的限制，在全息世界里畅享虚拟旅游。

设备同时容纳 1 至 30 人，如果配备振动音响设备则更加立体逼真。例如，您可以听见鸟
鸣或者瀑布飞溅的声音，仿佛穿越了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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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广告
相比平面广告，全息广告更多样化，更全面展示产品，立体的感官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设备可安装在展厅或公共场所，人们可以看到像鞋子或饮料的大型全息影像。这种只在电影中
播放的全新体验，如果出现在热闹的街头，必将引起轰动，是极好的广告方式，能有效打动客
户，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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