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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環球電視台，再今年完成採購台南亞第一套 On-Air 能力的電子虛擬攝

影棚系統 RT-SET，頓時在今年位於 Las Vegas 的 NBA 傳播器材展中備受關愛。

相信各位在看到本文的同時，大概已經能在電視上看到這個魅力十足的新傳播方

式了。 

  電子虛擬攝影棚(Virtual Studio System)自 1995 年粉墨豋場以來，在電視界與

相關攝影棚引起了一個不算小的震撼。他所引起的話題並不只是討論這個新加入

的伙伴，能夠帶來多麼驚人的效果，而是這個新工具對電視傳播媒體產生的視覺

革命。 

 

壹、 什麼是虛擬攝影棚？(VSS，The Virtual Studio System) 

 電視和電影是我們生活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這兩者扮演著提供資訊休閒和

娛樂的重要角色。無論是電視或電影的製作，都需要有一個能夠阻絕外部干

擾，讓拍攝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的封閉空間，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攝影棚」。 

 既然期望在攝影棚中能夠完整的拍攝，所以他必須包含了許多視訊和音訊相

關的專業器材設唄。當然隨著每一個攝影棚的設計差異與功能區隔，其所使

用的器具也不同。如拍攝電視使用的攝影機是將攝得畫面記錄在向錄影帶的

儲存設配，而拍攝電影則是記錄在膠捲底片上的。 

 攝影棚內如了這些冰冷的設備器材外，還有許多的工作人員，控制設備，和

一堆因需求而製作的道具和佈景。這些體積龐大，數量眾多的道具和佈景，

為了延續在下一次的拍攝工作中被使用，那麼另尋一個能夠妥善抱存的足夠

空間是一項考驗。 

 如過能以各種科學技術，將這些體積和數量都十分驚人的佈景道具簡化，甚

至轉為無形，則是過去六年來大家尋找的方向。因為它可省去許多場地空

間，管理保存的困擾，而且如此一來，大幅降低製作成本的期待變成許多電

視電影業者所極為盼望。 

 電腦科技是被指定為實現這個虛擬化理想的不二選擇。其實電腦的價值本就

是為解決人們的需求而存在。 

 將一切的攝影棚內被看到，被使用到的道具佈景，由電腦繪圖和視覺模擬技

術來取代，再將之與傳統攝影棚內設備器材作一個前所未有的組合，這就是

「虛擬攝影棚」。 

 

貳、 虛擬攝影棚的概念 

 虛擬攝影棚是電視製作上的一個觀念革命，這個嶄新的視覺處理方式，結



合了發達的電腦繪圖科學和先進的視訊技術，兩者相輔相依而來。 

 虛擬攝影棚系統的技術基礎，是由「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和「視覺模

擬(Visualization)」兩種電腦發展科技架構而得，再與視訊工程(Video 

Engineering)的技術和設備結合而成整個系統.。這個極為先進的虛擬系統是

由電腦產生一個可以被人類視覺所相信存在的虛擬場景(Virtual Set)環境影

像，然後再將由真實攝得的視訊源(Video Source)和視訊效果(Video Effect)，

三者相互合成而產生一連串最後由觀眾所看到的輸出畫面。 

 這個即時(Real-Time)的虛擬系統，結合了由現場演員(Live Actors)攝得的畫

面資料，完美置入虛擬 3D 空間中，並產生了達到廣播級(Broadcast)的專業

視訊輸出品質，最後變成為現播出(Live-to-Air)或現場錄影(Live-to-Tape)的

完成畫面。 

 

參、 虛擬攝影棚所帶來的利益 

 降低成本 

由於虛擬攝影棚只需使用較小的實際面積，且不需頻繁地更換佈景道具，所以它

節省下來的成本包括道具製作，棚景搭設和耗時的拆搭景成本。既然沒有實際的

佈景道具，也自然不需找另一個龐大空間來存放這些棄之可惜的另一種成本。 

 提升業者專業製作能力 

虛擬攝影棚的尖端科技將無限擴展了視訊傳播的領域，藉由電腦的設計能力，電

視業者可充分發揮節目企劃的想像空間和創造力。這個系統具備了實現特殊視覺

特效的能力，讓許多深具革新創意的理念，不再受到真實環境的約束與限制。 

 延伸傳統器材與設備之限制 

由於虛擬攝影棚的效果範圍並不受到真實攝影棚的限制，故將攝影棚使用面積甚

至延伸到棚外是其一大特色。又虛擬系統可和傳統類比或數位器材整合，不但確

保原來器材的投資，更將使用實效發揮到極致。而且產生的視覺震撼絕非傳統器

材可相提並論。 

 

肆、 RT-SET 虛擬攝影棚系統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有關這一套來自以色列高科技公司 RT-SET 的產品特性和齊

涉獵到的技術和設備。 

 RT-SET 所開發的虛擬攝影棚系統依照其使用目的及功能而區分為三種等

級。 

１. LARUS VSS 

這是當今虛擬攝影棚系統中能力最完整且速度最快速的，國內環球電視所使

用的就是這個令人引以為傲的產品，軟體架構於 SGI ONYX 平台使用。 

 

２. OYUS VSS 

它是 RT-SET 公司為現場錄影(Live-to-Tape)所開發的系統，系統功能大致與其



旗艦 LARUS 差異不大，卻只需較低價位之 SGI Indigo2 系列工作站便可運作。 

３. IBIS VSS 

這是RT-SET更為了一些較小型攝影棚開發了另一套以處理 2D影像效果的虛

擬系統，支援單部攝影機，且適用於 SGI O2 全系列工作站。 

 

 RT-SET 之虛擬攝影棚產品特性與功能 

１. 能在單一電腦平台上執行軟體系統，不限制所用的攝影機數量，且能夠同步

切換至任一 Camera。 

２. 系統可同時準確辨別 Camera 的所有變化，包括 X，Y，Z，TILT，PAN 之位

移與旋轉，Camera 鏡頭的 Zoom 與 Focus，且能同步連動至 SET 3D 場景與

道具。 

３. Video 訊號與任一虛擬道具或場景皆可即時作互相遮蔽(Obstruct)，且無前後

景之限制。 

４. 整合後之系統在運作時能夠完全排除 Video 或 Audio 訊號延遲之現象。 

５. On-Air 可在任何 Camera 真實訊號與虛擬訊號間，進行即時同步訊號轉換的

切換(Cut)與淡出/入(Dissolve)。 

６. 電腦操作人員可即時在畫面任何位置使用任何特效(如爆炸、煙、火光等)。 

７. 虛擬攝影棚可再任一十間即時改變場景，或使用任一虛擬道具及加入截取視

訊源(如 Camera，Video，Clip 等)，將之置於所有 3D 虛擬場景中。 

８. 可將聲音訊號即時與場景移動同步，使其作出 3D 立體聲音變化的特需效果。 

９. 可重複將演員(Actor)置入虛擬 3D 場景中作真實聚焦之立體景深變化，就如

同演員再真實場景中走動一般。 

10. 有 Real-Time 讀取 Camera 的聚焦(Focus)與景深(Depth of Field)訊號的能力，

並連帶同步控制虛擬場景之變化。 

11. 可建立並延伸藍背景無法涵蓋之部分，讓鏡頭可自由 360 度旋轉或移動，而 

毫無穿幫之虞，甚至向上攀至燈光源益不必擔心。 

12. 具備虛擬攝影機(Virtual Camera)，可在虛擬 3D 場景中自由遊走，並可與真

實攝影機同步反向連動；而且完全不限真實攝影棚之尺寸與形狀。 

13. 具備虛擬訊源切換器(Virtual Switcher)，可執行各種視訊源間的切換工作。 

14. 可輕易與外來系統連結，如 GAME 與氣象系統等重要的資源，讓預期的效

果提升。 

15. 可即時對演員產生投影(Shadows)的能力。 

16. 提供前製整合工具，讓使用人員能夠在事先輕易的建立或修改已存在的虛擬

場景及道具，將這些資料重新組合，加入效果與運鏡變化，讓市前演練更有

效率。  

17. 提供虛擬貼圖功能，讓使用者以最方便而直接的方式改變或調整圖之素材，

讓藝術指導的美工設計輕易實現。 

18. Live to Tape 系統並提供後製編輯工具，讓所設計的節目流程，以最簡易的方



式將播出各種訊號源作自動或手動操控設定，設定範圍包括時間、流程、場

景變化方式、動畫、燈光控制，音效與特殊效果等，在現場錄影後將錄得之

影像進行後製作的編排與合成。 

 

 RT-SET 虛擬攝影棚所應使用之主要設備 

一、電腦硬體系統(Computer Hardware) 

一套具備高速度，完整圖形處理能力，且含有音效處理能力的電腦系統是絕

對必要的，它的控制能力將會涵蓋： 

１. 管理所有圖形資料庫與棚景資料，對播送節目進行排幕編輯與管理所有

實際棚內設備資訊。 

２. 必須及時接受因攝影機運動產生的變化訊息，特別是攝影機的位置、高

度、方位角與進退變焦等。 

３. 立即分析由攝影機傳來的每一訊息，並快速而正確的計算出圖形影像與

虛擬舞台間相對位置與尺寸變化。 

４. 即時顯示運算後之影像資料。 

５. 同步控制各種周邊設備與外部視訊器材。 

６. 可即時切換虛擬舞台之資料庫，同時顯示為背景影像。 

７. 快速產生棚景變化所需之影像資料與立體 3D 音效。 

二、攝影機軌跡紀錄器(Tracking System) 

這個器材幾乎是虛擬攝影棚最重要設備之一。他負責將真實攝影機在棚內全

方向移動和變化的分毫訊息，正確且完整的傳達至電腦運算，它也是傳統攝

影棚內未曾被使用過的器材。 

其測量之訊號輸入可多達八組，這些訊息包含了： 

 感應攝影機在棚內空間運動的訊息，並轉換成電子資料。包含了水平方

向的 X、Y 位移訊號，和地面相對高度的 Z 位移訊號。 

 感應攝影機水平方位角(Camera Pan)與垂直方位角(Camera Tilt)之變

化。如左右水平旋轉與上下垂直旋轉。 

 感應攝影機鏡頭之景深變化(Zoom Data)。 

 感應攝影機鏡頭之聚焦變化(Focus Data)。 

三、高速傳輸通信設備(FCU，Fast Communication Unit) 

這個高速傳輸電子訊號的配備包含了硬體設備與軟體程式，它負責連結多部

攝影機和視訊設備，將所有控制資訊在電腦與棚內器材傳送，為一個極為重

要的媒介，也是用來排除視訊延遲效應的重要配備，它同時可連接六組外部

器材。 

四、系統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 ) 

這是當今所有類似系統中差異最大的部份，軟體程式在虛擬攝影棚中為掌控

運作之核心，它必須具備整合所有被偵測的變化訊息而加以高速運算，並指

揮電腦運作程序，如由攝影機移動而牽連至虛擬攝影棚景同步運鏡的複雜運



算。其軟體系統再設計時的規劃，直接影響到系統精準度與執行效率。 

五、人機介面(Jser Interface) 

系統軟體之執行既然是人員操作，那麼我們期許這個人機介面能夠提供一個

快速而有效的工具，使其對虛擬攝影棚內的所有設備運作，能夠充分的將之

設定，監控與執行。在介面中，系統軟體的執行功能必須包含： 

１. 場景編輯台(Scene Editor) 

這個部分提供整個節目再舞台中進行的編排工作，包含環境設定與各種資源

的安排尺寸與形狀，各種視訊設備，電腦佈景道具，真實攝影棚(Physical 

Studio)之軌跡紀錄器等所有器材，同時亦須具備對特殊節目做個別定義之能

力。 

2. 虛擬攝影棚別編輯台(Virtual Set Editor) 

    這個部分應提供使用者一個圖形化工具，以使操作人員能夠快速而清楚的設  

定所有存在於電腦中的資料庫，並操作執行。這些編輯範圍涵蓋了攝影機，

燈光照明，電腦動畫效果，舞台設計，音效和其他相關視訊設備，另一個

比較特殊的功能是「虛擬空間配置」(Virtual Mapping Tool)他能夠將實際攝

影棚的環境，輕易而彈性的被安排在任一個虛擬舞台的空間中，而且還可

以縮放成任意比例，如將舞台置入一個運動中的太陽系。 

3. 即時監控台(Real-Time Control Tools) 

它負責控制所有在即時製作流程中將被引用到的資訊與特效。這個資源包

括：虛擬視訊轉換(Virtual Switcher)，視訊畫面指標(Video Cursor)，腳本編

輯(Script Editor)，與劇本執行器(Script Player)，以讓整個舞台能夠實際演練

與執行運作。 

4. 後製作業工具(Post-Production Tools) 

有時棚內作業並非用於即時播出(Live-to-Air)，那麼系統應提供一個可以供

給後製的管道，包括在現場錄影後的編排工具，如效果安排，動畫效果，燈

光修正，音效與特效演出等的時間控制(Timing)與演出順序(Images)。 

六、資源管理(Database) 

軟體系統除了要能在及時播出時作全程掌控，亦必須具備一個完善的資料管

理能力，包括有虛擬舞台(Virtual Scenes)與電子影像資料(Images)。 

 

伍、虛擬攝影棚的基本技術要求 

虛擬攝影棚的架設牽扯到許多觀念與技術瓶頸的突破，除了已先進的電腦技術克

服現有程度和功能障礙之外，更有對其週邊器材設備所因而產生的一連串規格更

新和整合任務。現僅就主要設備部份作一陳述。 

 電腦硬體部分 

(一) 作為系統運算用的主機，必須具有絕佳運算的效率，並且充分具備控制設備

的能力，尤其當他的連結設備並不是傳統電腦時。 

(二) 主機須具備對圖形會至運算能力的絕佳環境，包含能夠產生每秒 60 圖場



(fields)的顯示能力，即時運算並數量龐大的線架構模型，與同步處理高達數

10MB 的貼圖(textures)資料。 

(三) 主機需具備輸出和輸入傳播標準視訊規格畫面的能力，且須同時具備對類比

和數位視訊信號的接受能力。 

(四) 主機亦須具備對傳播標準音訊規格的輸出入和處理能力。 

 軟體系統部分 

(一) 軟體系統必須同時支援多部攝影機運作，且包含所有攝影機鏡頭廠牌與規格

的完整資料庫，尤其是光學鏡頭調校能力。 

(二) 軟體必須可以同時處理對攝影機在棚內運動的 8 種基本訊號與 32 個向量運

動的計算，包括軌道、機械支臂、迴旋機架等的轉軸運動。 

(三) 軟體內對視訊設備(如 Video Switcher、Video router、Video keyer 等)的支援能

力必須充分且完整，其資料庫內英同時包含各廠牌的類比和數位攝唄。 

(四) 軟體必須具備檢視(PVW)和傳送(PGM)的同步作業能力，並完成包含對攝影

機與副空室(Sub-Control)的訊號傳送。  

(五) 軟體系統應具備攝影機光學鏡頭的 Focolense 全域數值有同步掌控的能力。 

(六) 軟體系統應具備對攝影棚內視角歸零作業的完整作業，並具備去除演員活動

區域外雜景排除之能力，如遮蔽光源與無限延伸藍幕至全景的能力。 

(七) 具備虛擬攝影機的功能，並可對攝影機主控權在每部攝影機切換且無延遲交

替的困擾。 

(八) 在影像畫面輸出時，可同時顯示當時的環境資訊，包括視訊頻率，視訊像位，

舞台模型，運動速率，景外區域檢視和使用中的周邊設備供作動態提示等。 

(九) 軟體須具備棚景物理幾何校正能力(如地板歪斜、平坦或傾角)，並不得使用

藍幕格板(Grid Pattern Painter)，以免造成 keyer 值域擴大及日後重建藍幕困

擾。 

 視訊器材之連結 

(一) 系統軟體須具備廠牌主副控式視訊機組的通信協定能力。 

(二) 各廠牌視訊設備間之搭配使用必須完整。 

(三) 各訊號源間之視訊規格統一。 

(四) 各訊號源間傳送與接收須由同步信號源(Syn. Generator)調配各相位。 

(五) 視訊線材間串訊與干擾現象比須完全排除。 

(六) 攝影機用之平衡座必須可連結 Tracking System 水平與垂直感測元(XY 

Decoder)。 

(七) 攝影機升降腳架必須可連結 Tracking System 之升降感測元(Z Decoder) 

(八) 攝影機鏡頭之步進馬達連動設備需具備移除側架(Removing Brackets)，以連

結 Tracking System 推鏡與聚焦感測元。 

(九) 攝影棚內藍幕轉向接角需做圓弧處理以減少佈光均勻度差異及陰影。 

(十) 音訊延遲系統需與 Video 訊號同步，以保持末端傳送品質。 

(十一) 攝影師所操控之機組須包含三訊元之觀景器，以便確認次一畫面之欲取



位置。 

 團隊工作人員 

(一) 虛擬攝影棚之參與人員包括：Art Director，Technical，Director，Cameraman，

Light Operator，Sub-Control，Operators，VSS Operator，GG Animator，System 

Administrator，Video Engineer 與 Audio Engineer。 

(二) 參與虛擬攝影棚作業之各專業人員須全程參加訓練課程，熟悉工作原理。 

(三) 每一場景設計需有完整前製計畫腳本，並有事前全程演練之作業，以充分掌

握虛擬攝影棚之特性與優勢。 

 

陸、 虛擬攝影棚的未來 

  虛擬攝影棚在當下可說是炙手可熱的趨勢，它也是電視工業革命中最直接影

響觀眾視覺震撼的一波。虛擬攝影棚的應用範圍，幾乎包含了所有和攝影機有關

的事務，它可用現場播出貨後期製作的新聞類、綜藝類、戲劇類節目、尤其是商

業廣告、休閒節目、音樂節目、選舉報導、事件報導和新聞氣象的應用更可展現

其極緻的效果。 

  未來，將虛擬攝影棚的視訊畫質更往上達到電影的高解析度，是整個傳播界

的期待。第一個首當其衝的設備改革將會是電影底片用的攝影機或許連著沖片步

驟也一併革新。 

 

柒、 後語 

  以往的虛擬攝影棚需要兩部 ONYX 主機同時運作才組以處理大量系統程式

將資料轉換成圖形與視訊輸出的大任，而使用兩部大型主機並聯運作，在安裝時

的高難度與可觀費用，著實讓許多響往者膽怯。我在想，其實最令響往者懼怕的

可能並不是這些器材本身，而是恐懼系統提供者或本地代理商沒有提供足夠資訊

讓他們解除疑慮，或者連他們自己也沒有答案。 

  其實，虛擬攝影棚的安裝與運作非常細膩，因為一個傳統攝影棚的運作本來

就工程浩大，包含攝影機、鏡頭、燈光、信號分配、信號同步、信號轉接等等醫

大堆昂貴器材，還有一群令這冰冷設備能夠真正工作的各種專業分工人員。 

  誠如身為國內第一家引用虛擬攝影棚的環球電視工程人員說到：「我們期待

RT-SET LaurusTM VSS 電子虛擬攝影棚在實際現場節目作業中有完美的表現，且

帶領公司在電視傳播市場脫穎而出，誠為這個領域的先鋒，我更期望它能讓環球

電視公司在環太平洋地域一夕成名。」 

  Team Work，就是這個字眼，就是它讓攝影棚、副控式、主控室、新聞部、

節目部、乃至整個電視台能夠完美運作的原動力。當然，我們在家裡電視機螢光

幕前看到的唯美畫面或精彩內容，都應該給這群默默為大眾傳播貢獻心力的功臣

最大的喝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