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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为确保系统可靠使用及人员的安全，在安装、使用和维护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1. 在使用本设备前，必须阅读并理解所有的使用指示。 

2. 给设备供电时必须有完善的接地，否则，不仅造成信号的干扰、不稳定或设备损坏，

而且还可能因漏电引起人身事故；请使用标准的 220V 三线电源插座，其地线接地电

阻应小于 2Ω。 

3. 系统设备工作时会发热，因此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以免温度过高导致显示画面

质量下降或损坏设备。正常工作坏境温度 0℃—45℃（无冷凝）。 

4. 系统显示屏幕为光学结构屏幕，不可用硬物磕碰。投影机为激光光源，镜头前方请勿

放置遮挡物，请勿直视光束。 

5. 请勿在油烟、烟雾、潮湿、凝露的环境下长期使用，减少在雷雨天气使用。 

6. 不要将任何化学品或者液体洒在设备上或其附近。 

7. 非专业人士未经许可，请不要拆开机箱，不要私自维修以免发生意外事故或导致设备

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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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校准功能介绍 

WOOMAX 激光大屏显示系统采用激光投影呈像，大屏系统开启后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聚焦优化，

建议提前 30 分钟左右启动系统。系统进入稳定状态后服务器将自动画面优化，以避免局部画面重影模

糊发生。 

由于周围环境的变化，投影机投射画面可能发生位移，若屏幕中央出现画面重影模糊的状况，且

自动手动优化均无法达到理想效果时，用户可使用遥控器进行快速校准，以保证画面清晰。 

操作方式： 

 

操作： 

按遥控器菜单键⑤调出菜单，选择“系统维护”子项，

再选“快速校准”按 OK 键，设备预热完成之后开始向

导调整。从左上角开始，根据画面提示依次调整每个提

示点。调整完毕后保存参数。 

菜单页面： 

 

快速校准调整界面如下： 

 

选择“快速校准”功能后，按“④OK 键”进入预热状态，屏幕画面出现等待时间（等待时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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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预热完成后，系统进入“向导调整”。用户需按向导顺序参照屏幕边沿的标记点，按“④方向键”

将网格边沿线对齐标记点，总共需要调节 14 个点。（注：用户需要进行多轮“向导调整”才能将标记点

全部对齐，将画面调整至最佳状态） 

 

完成向导调整后，按“⑥返回键”提示保存参数，再按“④OK 键”退出，屏幕提示框显示“快速

校准完成，参数已保存”，则参数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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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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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介绍 

1.1. WOOMAX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 

      WM2000-SVS 

WM4000-SVS            

WOOMAX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是深圳市康帕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集图像融合、音视频矩

阵功能于一身的，投影融合专用的图像综合处理器。 

1.2. 参数说明 

项目 参数说明 

名称 WM2000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 WM4000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 

型号 WM2000-SVS WM4000-SVS 

处理能力 

等效净荷总线带宽：251GBPS 等效净荷总线带宽：753GBPS 

等效高级缓存： 12M 

并行运算芯片 FPGA：单片容量 160000LE 

并行运算芯片 DSP 结构：单片多达 700个独立的 DSP运算处理模块 

单片 DSP 运算处理速度：12.9Gbps 

视频输入 

输入接口： 多路 HDMI (兼容 DVI-D、DVI-I)；所有接口支持 HDCP 

分辨率范围：800*600、1920*1080、1920*1200至 3840*2160 高清输入自适应 

水平频率：50kHz-100 kHz 

垂直频率：50Hz-85Hz 

输入阻抗： 100 欧姆（±15%） 

最高输入像素时钟： 297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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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色彩深度：8bit/像素 

缩放和显示：缩放比例 0.01-256 

识别方式：自动识别 

有效插槽数量：最大可支持 3个 有效插槽数量：最大可支持 6个 

视频输出 

输出接口： 多路 HDMI 输出(兼容 DVI-D、DVI-I) 

分辨率范围：800*600 至 1920*1200 

输出阻抗：100欧姆（±15%） 

最大色彩深度：8bit/像素 

显存：768MB 

刷新频率：60～120Hz 

有效插槽数量：最大可支持 2个 有效插槽数量：最大可支持 6个 

控制方式 

串行控制：RS-232(RJ45 8针接口) 

蓝牙遥控器：遥控板、USB接收头 

网络控制：TCP/IP 

网络数据速率：10/100Base-T 

网络协议：TCP/IP，UDP 

程序控制：超融合视频服务器控制软件 

一般规格 

尺寸规格：430*400*110mm  尺寸规格：430*400*208m 

颜色： 黑色 

电源规格： 110-220V AC，50/60Hz; 

功耗：<70W ； 待机<5W 功耗：<240W ；待机<5W 

净重：11.5Kg 净重：22.5Kg 

工作温度：0～45℃ 工作温度：0～45℃ 

工作湿度：15～85%无凝露 

运行噪音：小于 45dB 

启动时间：≤30秒 

无故障运行时间： 300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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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包装与配件 

包含主机、蓝牙遥控器、说明书、网线/串口线、电源线。 

 

 

1.4. 设备端口说明 

将电源线插入机箱后部电源接口，按照机器后方标识接入控制网线、信号源以及激光投影机。 

 
 

端口 说明 

INPUT HDMI HDMI 高清输入端口，连接信号源 

OUTPUT HDMI HDMI 高清输出端口，连接激光投影机 

LAN TCP/IP 控制端口  

CONSOLE1 RS-232 串行控制端口 

CONSOLE2 激光投影机控制端口 

USB 蓝牙接收端连接端口 

SPDIF 光纤音频连接端口 

RESET 视频服务器重置按钮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 

产品说明书 网线 电源线 

蓝牙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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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WOOMAX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可由超融合视频服务器控制软件及蓝牙遥控器进行功能操控。本说明

书将介绍蓝牙遥控器以及超融合视频服务器控制软件的操作说明。 

 

2.1. 蓝牙遥控器使用说明 

确认显示系统所有设备的输入输出线缆均按要求连接完好，即可上电使用。 

     WOOMAX 激光大屏显示系统均配备一个蓝牙遥控器，使用蓝牙遥控器即可完成系统的正常使用

操作。 

（1） 蓝牙遥控器介绍 

 

电源键：开启/关闭显示系统。注：如需断电重启服务器，则需在服务器关闭 30 秒后再开启； 

切换键：快捷切换预设场景； 

空键； 

方向键/OK 键：方向选择、OK 确认；在多窗口画面场景下，可进行最大窗口的快速切换； 

菜单键：调出/隐藏菜单； 

返回键：返回上级操作、退出当前界面； 
 

加\减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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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用按键的快捷功能介绍 

激光大屏系统的主要功能可以通过使用蓝牙遥控器快捷键来快速调用，或者通过调用系统菜单调

用，快捷键常用功能如下： 

① 电源键： 

开机：单击电源键系统开启； 

关机：单击电源键，屏幕显示“再次按下电源键，系统待机”，再次单击电源键，系统进入待机状

态。 

 

② 切换键： 

当大屏系统正常运行时，可快速切换预设场景。 

操作方式：按切换键即可快速的切换预设场景。 

切换规则：按控制软件预设的场景（场景同时也会在菜单列表里展现）列表循环调用； 

遥控按键 预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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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方向键/OK 键： 

当大屏系统正常运行时多窗口显示场景下，可进行主副窗口的快速切换。 

操作方式：按 OK 键，窗口会出现黄色框，再按上/下键移动黄色框，选择要切换的副窗口，选中后

再按 OK 键，则该窗口会与主窗口位置互换。 

遥控按键 样图 

 

 

注：1、默认最大窗口为主窗口，其余为副窗口；所有窗口大小均等时，默认左上角为主窗口； 

2、该操作不会保存窗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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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功能菜单的调用介绍 

开机后按遥控菜单键，屏幕出现功能菜单，利用方向键/OK 键点选所需功能即可进行操控。功能菜

单包括：预设场景、音频输出、字幕设置、底图设置、系统维护、系统时间、系统信息。 

 

（1）预设场景：选择软件预设场景，也可以用切换键一键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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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频输出：选择音频输出或者关闭音频输出； 

 

（3）字幕设置：预设字幕的打开与关闭； 

 

（4）底图设置：选择预存的底图、关闭底图及底图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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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维护：选择快速校准功能（详细使用操作翻至页 3）以及恢复出厂设置； 

 

（6）系统时间：选择打开或者关闭系统时间； 

 

（7）系统信息：显示服务器的 IP 地址、子网、网关、版本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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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控制软件 

安装康帕斯超融合视频服务器控制软件，确认超融合视频服务器已通过网络与控制电脑连接（同一

网段），打开软件，提示【连接成功】，进入管理平台。 

 

 

 

WOOMAX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控制软件主要有三大功能页面，分别是主页、窗口配置页面、字幕设

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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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界面介绍与操作 

一、 主页： 

用户可在此界面获取设备运行的主要信息以及对服务器的操控设置。 

 
1) 断开/连接： 

点击“断开”可以中断对视频服务器的连接，图标转化为“连接”，点击“连接”后即可重新连接视

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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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可供用户更改服务器 IP、子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 

 

3)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为只读界面，可读取服务器硬件版本、软件版本、UID、MAC 地址、IP 地址、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分支名、哈希值信息等。 

注意：哈希值可用于核对软件版本是否适用于当前视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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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控页面： 

监控页面为只读界面，可读取服务器运行状况和各输入端、输出端的连接状态等。 

  

5) 中控页面： 

用户可在中控页面可选择受控的相应机型，默认出厂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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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授权页面： 

授权页面可查看系统的授权信息（公钥、UID、总时间以及剩余时间）以及进行授权码信息操作。 

 

1、公钥 

公钥是一串随机十六进制数字，用户可以通过授权页面获取，每次开机都随机生成。(注：授权等待时
请勿关闭该窗口，) 

2、UID 

每个产品的唯一 ID 号，固定在控制板的芯片中，更换控制板后，ID 会发生变化，用户可以通过授

权页面获取。 

3、总时间 

用户可以通过授权页面查询视频服务器授权给予的总使用时长。 

4、剩余时间 

用户可以通过授权页面查询视频服务器授权给予的目前可使用的时间。 

5、授权码 

由 UID 和私钥等算出来的一串十六进制数字，可对视频服务器产品授权。 

当临时授权剩余小时为 10 小时时，系统每次开机 3 分钟后弹出提示窗口提醒购买授权（如下图所

示），提示 3 分钟后消失，直至剩余时间为 0 小时，提示窗口将不再消失，且逐渐增大直至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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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获取授权，需登入授权页面，将 UID 以及公钥（也可打开二维码拍照）提交给相关销售或售

后人员获取授权码，在页面中输入正确授权码，点击【确认】，关闭电源重启，重新打开授权页面即可

查看最新的授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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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窗口配置 ： 

用户可通过输入配置界面管理大屏的显示。 

 

1．扩展区： 

此区域包括输入信号管理界面以及预设场景模式管理界面。 

（1）输入端口： 

显示端口信号源，若显示绿色圆点表示已识别信号源，若显示黄色圆点表示未接入信号源。 

（2）场景： 

可切换显示预设好的场景，最多可以设置 32 个场景模式。 

（3）新建： 

新建新场景。 

（4）重命名： 

重命名已设置好的屏幕、信号源、场景，允许最多 10 个中文字符。 

（5）模式： 

设置模式的对比度和亮度。 

（6）保存： 

保存新建场景。 

（7）另存为： 

另存为新场景。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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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底图设置： 

新建底图，导入所需底图，完成后按底图同步即可。 

 

2．操作区： 

此区域提供画面窗口管理功能，可对窗口进行更加细节的调整。 

 

（1）自适应： 

点击【自适应】，可使当前操作的信号源自动扩大至周围参考线的大小; 

点击自适应【上下左右】，可使当前操作的信号源的单个边界拉伸至旁边的参考线。 

（2）删除： 

删除当前操作的信号源。 

（3）清空： 

清空当前场景的所有信号源。 

（4）对齐： 

点击对齐【上下左右】，可使当前操作的信号源对齐旁边的参考线。 

（5）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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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实时显示信号源的大小及位置，可以填入数值自定义信号源大小及位置。 

（6）输入端口： 

下拉输入端口列表（即信号源列表），可调用其他信号源替换当前操作的信号源。 

 
（7）屏幕模式： 

下拉屏幕模式列表，可调用当前场景，当前操作的信号源的色彩模式。 

 

也可自定义增加屏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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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音频端口： 

针对场景设置音频输出端口。 

 

（9）底图选择： 

     切换已上传底图。可用轮循方式进行所有底图播放，也可单独指定其中一张或直接关闭。 

 

 

（10）缩放比例： 

下拉缩放比例列表，可更改场景定义区的显示比例，可选 10%、25%、50%、75%、100%，推荐使用

25%。 

（11）调整风格： 

调整风格决定画面参考线的多少，可选 1×1、2×2、3×3、4×4。 

  



WOOMAX 超融合视频服务器使用说明书 

深圳市康帕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5 

 

三、 字幕设置 ： 

 

操作方式：勾选“开启”，在内容框里输入字幕内容，点击写入，字幕载入成功后，大屏显示字幕内容。

用户可根据需求设置字体、颜色、大小、滚动速度等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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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见故障 

1. 软件无法连接： 

 设备 LAN 口网线连接松动； 

 连接平台本地 IP 与设备 IP 不在同一网段或网关设置不正确。 

2. 不显示调用的信号源： 

 信号源未接入/待机，信号源显示模式设置不正确，如 windows 系统电脑需切换为复制/扩展

模式； 

 信号源分辨率与板卡分辨率不对应。4 输入端口板卡仅支持 1920×1080@60Hz-3840×

1080@30Hz 及以下，2 输入端口板卡支持 4K@60Hz； 

 确认场景是否切换到连接的信号源上。 

3. 画面显示不全： 

 视频信号源输出分辨率不匹配，如 16:10 或 4:3 分辨率的信号源显示会有黑边； 

 窗口定义分布未划分好。 

4. 遥控器不响应： 

 确保蓝牙 USB 模块是否已接入； 

 确保没有金属物体挡住设备，在有效范围内使用； 

 确保遥控器电池可以使用。 

5. 画面不清晰： 

 画面中间区域出现模糊重影。使用遥控器选择聚焦调整。 

 整屏画面突然显示不清，检查信号源端分辨率或投影机聚焦设置。 

 整屏画面长时间显示不清，检查投影机镜头是否清洁。 

6. 接入音响后无声音： 

 信号源音频输出选择不正确，应当是“WOOMAX SYSTEM”。 

 音响输入源选择不正确。 

 软件“窗口配置”中“音频端口”选择不正确。 

7. 有声音但音视频不同步： 

 软件“窗口配置”中“音频端口”选择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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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器串口通信协议 

1. 串口配置 

波特率 默认 19200,可更改 

数据位 8 

校检位 None 

停止位 1 

流控 None 

2. 控制代码 

功能 字符命令 说明 

开机 #:PWR=ON% 用于控制视频服务器开机 

关机 #:PWR=OFF% 用于控制视频服务器关机 

场景选择 #:SCE=% 

用于选择设定好的场景， 

如 【 #:SCE=1% 】 选 择 第 一 个 场 景 ，

【#:SCE=2%】选择第二个场景。 

 
  





 

 

官方网站：www.woo-max.net 

售后邮箱：support@compasstech.com.cn 

服务热线：4000-85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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