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郑州中原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显三维技术（北京）有限公司”（CCDL）是致力于
3D 课堂教育、歌舞剧院、电影院、大型社区、现代军事等“大型健康型立体显示”服务的企
业。由于 CCDL 对于大型健康型 3D 显示技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 SMPTE、SIGGRAPH 和世
界 VR 大会上都是被特邀的唯一中国企业（单位）
。各行各业的专家们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事业
而无法投入过多的精力去关注具体的显示技术，因此这里我们就各行各业的专家们所关心的
涉及显示技术的一些问题做些解释以供参考。

虚假视频解密 ---Cicret 投影手环
在群里，一位老师转发了一段“手腕投影手机”的视频，这就是“Cicret 投影手环”或者
简称“Cicret 手环”
，实际上很多群都转发了这个视频，有不少的人都信以为真，甚至据说有人
上当受骗交了预付款。
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看，这简直太酷了，是革命性的产品。而从显示技术的专业角度看，
这就是个科幻概念。下面是 Cicret 发布的那段视频的一个主要截图，问题在哪里呢？这里首先
要说明的是，任何事物其“性”必须有一定的“量”来表示，如果忽略了“量”这个概念，则
有可能步入“意念发功”的歧途，这在任何新生事物的研发中都是必须注意的。这个概念或者
说想法很好，但在现代物理学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

图 1 Cicret 发布的视频截图
1. 这里首先指出：这个微型投影的投影图像与其镜头呈平行而不是正常的垂直状态，经完全
按照其视频进行测量，其前端的投影角度达到了 150 度，而目前最大的专业相机超广角镜
头才 120 度，目前任何镜头都达不到这项要求；而末端，及视图的最左边约为 27 度；此外，
如果实现这样的投影效果，其距离手环的最远部分的投影光强度需要比靠近手环大很多倍，
按照现代投影技术，如果在大型投影仪上实现这样的投影效果，还不能说绝对做不出来，
但是使投影显示专家们头疼的是，这两项要求都必须使用一系列的校正设备，那么问题就
来了，大型投影仪的庞大的矫正设备放在哪里？就上面的图 1 而言，任何人都可以很直觉
地看出：如果手环的尺寸就是这样，那么投影的起始宽度那么大的超宽投影角是不可能的。
2. 图 2 是 Cicret 发布的系统结构示意图，该图的左下角示出了其电池的尺寸，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完全相同的显示面积，投影反射型显示比液晶直视型显示的耗电要大很多，有人提
出这个手环即使不使用，其电池待机时间也不可能超过 24 小时，那么如果使用的话可以用
多长时间呢？我们初步做了一个估算，它的电池的尺寸约为 10X7X1=70mm3，某手机自诩
的可以供通话或者显示视频 24 小时，其锂电池的体积可能为其 400-500 倍，即便是按照等
比粗算下来，并且即使是此手环的处理器完全不耗电，这个手环电池实际显示时间也仅为
几分钟，也就是说，使用几分钟就必须进行充电一次，否则的话，必须大大地增大电池的
容量也即这么小的体积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仅仅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数据而已。加之
前述的校正问题即便能实现，也需要很大的空间，这里暂且把造价放在一边，这就有了很
大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以体积小作为噱头的，如果最终实现的体积很大，这个项目就
失去了意义。

图 2 Cicret 发布的手环结构示意图
3. 有人质疑说，黑人佩带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皮肤很黑，实际上看不清，但是
实际上说，白人佩戴显示的问题更大，因为投影光强度要成几倍增加，否则也是看不清，
后面叙述此项的其他问题，倒是有些人佩带这个手环显示的问题确实很大，如下图所示，
西亚、阿拉伯人、欧美人很多人的胳膊是这样的，他们佩带这个东西时，不但清晰度会降
低很多，而且由于此手环需要图像识别，这样的胳膊使得识别变得更加困难。这里是假定
这个手环设想是可以实现的。

图 3 多毛胳膊
4. 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轻易地否定他人的发明，特别是当某一项发明处于萌芽状态时，其
特别需要支持。但是，当某些思想违背了最基本的显示技术理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这里绝不要说他们的此项发明肯定失败或者肯定成功，但是我们肯定地说，他们发布
的视频不是真实视频而纯属一个宣传视频，或者是明确地说，是用来忽悠人的，这是事实，
因为实际上不但很多国人都信以为真，相互转发，而且已经有骗子在网上公开招骗，即收
取预付金，而金额高达每个手环两万元人民币，请大家高度警惕，切勿上当。
5.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这家公司的名称是 Cicret，是一家法国公司，创始人为父子二人，
分别是：父亲：Pascal Pommier 和儿子 Guillaume Pommier，而提出概念的儿子在 2014 年发
布这个概念时的年龄仅为 25 岁，当然这里也绝不是来否定年轻人不可以做出大概念，但是
他是一个专做 APP 的软件工程师，从其发布的系统上看，他对于硬件系统了解十分欠缺，
这就有问题了。他们在 2014 年 10 月 30 日首次在 YouTube 上公布了那一段视频，立即吸引
了几百万人次的观看和点击次数，他们在 2014 年宣布：在 2015 年肯定拿出样机，但是至
今未果。那么目前他们的进度如何呢？图 4 是 Cicret 公司公告发布的最新进展，由左上角
的示图可以看出：1. 其样机尺寸中的驱动部分与其公布的尺寸相差实在太大，根本不是一
回事，而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视图更加清楚地看到，这样就大大打了折扣；2. 即便如此，

其投射的图像最前端至投影器的距离比起公布的视频大了很多，这就又打了折扣；3. 即使
是他们已经大大地增大了投射的前端的距离，其显示末端的宽度比前段大了很多，这又打
了折扣；4. 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末端的亮度和前端相差很多，这一点根据现代显示技
术是可以校正的，这里暂且假设他们可以实现至今光学专家们并没有实现的 150 度视角问
题，但是增加的设备都放在哪里以及增加设备的造价如何，还都是问号。

图 4 Cicret2016 年公布的最新研发进展
由于各行各业的专家们都在关注自己的事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于现代显示技术进行深
入了解，我们已经在上面介绍了如何辨识这些被称之为“忽悠”的“科幻产品”或者“科幻设想”。
实际上这个 Cicret 手环比那个 Magic Leap 的“大鲸鱼落地”的虚假视频的辨识要容易得多，以
下的辨识大部分通过仔细观察即可实现：
1. 就显示器的发光情况而言，可以分为反射光（比如投影仪）和自发光（比如 CRT、LED、
PDP、OLED 等），由于他们要在手臂上进行显示，那么手臂上的光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他们的手环尚未发光时看到的皮肤，此时折射到人眼的手臂是由于灯光或者太阳光的反
射造成，当手臂上被施加显示发光时，则有两种光的合成。请看下面图 5 Cicret 发布的视
频截图，任何图像无论是发射光还是自发光，都可以使用亮度计测出其发光亮度，这里假
定皮肤上的亮度为 1，那么可以测得 2 处所指的其所谓的投影屏幕的最左边的亮度仅仅约
为 1 处所指的皮肤亮度的 20-30%甚至更低，经典物理学中，任何光打在任意处，仅可以提
高那里的原本亮度，什么光可以降低那里的原本亮度？而这个手环的光线照射到皮肤上之
后，大大降低了其原本亮度，这样的“光”自然界里没有，当然我们坚决避免在普通条件下
讨论相对论事宜，因此，必须在照明光源（灯光或者太阳光的自然采光）至手臂之间还有
一个薄膜遮挡物，这个遮挡物可以将皮肤的光亮度降低，但是如果这样，其又在 3 处所指
的天气预报呈现了白色，这里不要说其亮度太高，实际上肯定应该是亮度更高的肤色而不
是白色。

图 5 1. 皮肤 2. 投影光 3. 天气预报
2. 在其视频的多处，出现了投影视频没有与手臂的动作随动的现象，即其处理合成视频时没
有完全到位，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个合成视频，就好像 PS 的图片可以与实际完全没有关系
一样。如果是合成视频，那么使用现代技术是可以做成任何情况、任何样子的，可以与实
际毫无关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3. 在其视频的多处都有用手指来操作的情况，但是在其所有的手指接触时，手指都没有遮挡
住投影灯所发出的光，也就是说，投影光上有遮挡物时，其光不受遮挡物的阻碍，可以继
续向前透过手指继续向前，这种光在经典物理学中是不存在的。

图 6. 手指触摸时，投影光没有被手指挡住

图 7. 手指触摸时，手指没有挡住投影光

图 8 触摸屏电容式触摸感应例，感应线必须是“纵横交错”

图 9 其宣传视频上的图像识别示意，仅有“横线”

图 10 没有“纵线”，双指动作时手环怎样识别？
4. 无论是手机、iPAD、智能手表还是其他任何触摸型显示器，当手指按压或者触摸而令显示
器实施其功能时，显示器上必须有接近感应、接触感应、按压感应等中的任何一种，而且
一个面积上的感应数据采集必须是纵横交错的，如图 8 所示，但是人们的皮肤上没有可以
实施电子操作的传感器，不具有以上任何一种，所以 Cicret 必须使用图像识别技术，而 Cicret
已经表示了其识别的信息是由手环的感应而来（图 9），实际上正是由于人们的皮肤上没有
可以实施电子操作的传感器，不具有以上功能的任何一种，实际上的“识别”会根据情况发
生很大的偏差，比如人们的胳膊状况等，加之其投影的图像与其投影镜头呈平行而不是垂
直，这肯定会造成本来就有很大困难的项目更加难以实现，图 9 是其宣传视频上的识别示
意，这个识别是否可以正常实现暂且不说，即使是可以实现，但是如图 10 所示，即使是手
环感应系统可以正确地识别食指，但是由于拇指被食指遮挡了，手环感应系统怎样正确地
去感知拇指？
5. Cicret 的音频也同样存在问题，为了表示其小巧方便的特性，Cicret 的宣传中做的看起来像

是扬声器发生，但是扬声器发生在那么小的手环上是无法发出具有一定音量、且具有较高
保真度的声音的。
那么 Cicret 项目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什么？任何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其“性”都必须是有一定的
“量”来表示的，如果“量变”质也就变了。Cicret 手环的根本初中是体积小、功能强、防水，
主要是前面两项，但是由图 4 的下图可以看出，其体积比起视频所表示的“大了太多太多”，这
还不算，由前述图 4 的左上图可以看出，用于功能的部分还使用了数据电缆连接到了他处，也
就是说，实现其左上角的显示效果的某些功能元器件还在他处，也即真正的体积要比这个更大，
那么其主要目的就成了问题。那么大家也许会问，那么将来会不会就是体积大了，功能还是会
实现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便其功能实现了，根据现代显示技术理论，体积肯定会比苹果
智能手表大很多，苹果智能手表本来就是防水的，那么其意义如何？
Cicret 最近公布了将于 2017 年拿出实用样机，但是即便是将来其项目真正实现了，如果
其体积比其他智能腕带设备（比如苹果智能手表）大很多，功能却低于其他，再加上不定因素
太多，这项发明也就失去了意义。类似于此而不得不放弃的项目很多，就近几年而言，日本松
下公司的 152 寸 PDP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52 寸的大型 PDP 的显示面积大约 7 平方米，有
一个大型双人床那么大，问世之后，很多人都拍手叫好，称其肯定会在大型显示器中有其地位，
但是其生产线是巨大投资来建成的，即使是大量销售每套卖 100 万美金，也要几十年方可收回
投资，造价高而使得市场的接受能力大大降低，那么是不是可以降低造价来增大产量呢？如果
降低销售价格则永远不会收回投资，而很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赔钱黑洞，这是一个被套住了的
死结。而实际上松下在 2013 年仅仅卖掉了 36 台，这个实际情况直接造成了松下公司不得不终
止 152 寸 PDP 项目的事实。而 Google 这么大的公司近年来推进的数项新技术比如 Google 眼
镜等均不被人们看好。对于新生事物的看法，任何人均可见仁见智，这里再次声明：我们没有
必要说他们的此项发明肯定失败或者肯定成功，但是我们肯定地说，他们发布的视频是合成
的宣传视频，或者是明确地说，是用来忽悠人的，请大家注意：目前已经有骗子在网上公开
招骗，即收取 Cicret 手环的预付金，而金额高达每个手环两万元人民币，请大家高度警惕，
不要上当。
以上全文经中国图像图形学会立体专委会高级顾问李超教授审核
下一个显示技术知识预报：Magic Leap“大鲸鱼落地”的宣传视频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