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明

未经本公司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仿制、复制

本手册内容，不得将本手册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进行商品

传播或用于任何商业、营利目的。本手册所提及的产品规格

以及信息仅供参考，如有内容更新，恕不另行通知（另有特

殊约定的除外）。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手册中所有陈述、

信息均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担保。



目录

简介:............................................................................................................5

商标信用:....................................................................................................5

启用指南:....................................................................................................6

第一章

一、安全注意事项:................................................................................... 7

二、Sivision 可视化处理平台简介........................................................9

三、界面介绍........................................................................................... 10

四、产品特点........................................................................................... 11

五、前面板示意图................................................................................... 16

六、后面板示意图................................................................................... 16

七、产品参数........................................................................................... 17

八、整机规范........................................................................................... 18

第二章



一、调试软件概述................................................................................... 19

二、基本概念说明................................................................................... 19

第三章

一、软件安装........................................................................................... 20

二、同步连接........................................................................................... 20

第四章

一、输出分辨率设置............................................................................... 23

二、电视墙布局设置............................................................................... 24

三、显示窗口的开设界面....................................................................... 26

四、场景....................................................................................................31

五、设备....................................................................................................32

第五章

一、授 权..................................................................................................33

二、3D........................................................................................................36

三、预监....................................................................................................41

四、常见问题........................................................................................... 42



1

简介: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的可视化处理平台设备。希望本设备

能给您带来绝佳的视觉体验以及完美的解决方案。该可视化

处理平台的设计符合国际、行业标准，但如果操作不当，仍

然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为了避免设备可能带来的

危险，并尽可能让您从设备中获益，在安装、操作设备时，

请遵循本手册中的相关使用说明。

商标信用:

 VGA 和 XGA 是 IBM 公司的注册商标

 VESA 是视频电子标准协会的商标

 HDMI 、 HDMI 标 志 以 及 High-DefinitionMultimedia

Interface 都是 HDMI Licensing LLC.的商标

 DP 标准是 VESA 的发布标准接口

 即使并未特别说明公司或者产品商标，但是商标已经得

到了充分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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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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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安全注意事项:

危险：

设备内有高压，非专业人员不得打开机箱盖，以免发生危险。

警告：

1. 本设备严禁遭受水滴或水溅，严禁将任何化学品或液体

洒在本设备上或置于设备附近；

2. 为预防火灾，本设备禁止靠近火源；

3. 为了保持通风良好，本设备面板周围至少应保持≥20cm

的空隙:

4. 本设备如发出怪异噪音、怪味或冒烟，应立即拔掉电源

插头，并与设备供应商联系；

5. 严禁带电拔插 DVI 信号线缆。

注意:

1.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以备后用

2. 拆开设备包装箱后请对照装箱清单核对实物是否有错

漏，如有，请尽快通知设备供应商更换补齐，以免影响您的

使用；

3. 在有阴雨潮湿天气或长期不用的情况下，请拔掉电源插

头；

4. 本设备不适合非专业人员操作调试，使用者须接受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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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指导；

5. 不要从本设备通风孔塞入任何物体，以免造成设备是损

坏或触电；

6. 不宜将本设备放置于近水或其它潮湿的地方使用；

7. 不宜将本设备放置于散热片或其它高温地方使；

8. 请妥善整理放置电源线，以防破损；

9. 如下列情况，应立即拔掉设备电源插头，并通知设备供

应商处理：

1）有液体溅入本设备时；

2）本设备被跌落或机箱损坏时；

3）本设备出现明显功能异常或性能变化时。

10. 北京视睿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本说明的版权及最终解

释权，未经本公司同意，任何企业、单位及个人不得侵权，

一经发现，本公司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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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视化处理平台简介

Sivision 可视化处理平台基于硬件视频处理器、网络数

据传输、系统双向控制、人机交互、多点触摸等技术。从统

筹、指挥、管理的角度出发，根据指挥决策者的实际应用需

要，采用“所见即所得”的直观控制方式，帮助用户精准地

在控制中心大屏幕上调用、显示、控制视频信息，是一套智

能化、高效率、易操作的高端控制解决方案。

Sivision 可视化处理平台广泛应用于指挥控制中心、应

急调度中心、大型会议室、演示中心。其覆盖 LED/LCD/DLP

不同显示屏可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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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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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特点

◇人性化设计 手绘开窗

当前显示内容可视、当前布局效果可视、操作过程可视

◇4K 超高清显示

支持 HDMI2.0、DP1.2 超高清 4K 信号输入和输出，让您看到的视

界更清晰，细节更多，色彩更鲜艳，还原真实的世间万物。

◇HDR - 让精彩超越色彩

相较于传统 SDR，HDR 能渲染图像中黑暗和明亮区域里的更多细

节，营造出高光不过曝，暗调不欠曝的效果。

◇12bit 色深

色彩深度，也就是视频设备所能辨析的色彩范围。相比于传统

10bit 最大色彩数量 1073741824 色素，12bit 每一通道的色阶是

4096，这样总发射数就是 68719476736 色素。

◇全类屏幕适配

Sivision 可视化处理平台支持液晶拼接、小间距 LED、投影融合

等在内的全类型显示终端，可以自定义任意输出分辨率，输入信号源

共享。

◇支持多平台操作

Sivision 可视化处理平台支持 PAD、电脑、触控屏、手机等设备

进行操控。

◇全新插卡式的机械设计及热拔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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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卡式模块化设计，采用 ARM+FPGA+CROSSPOINT 架构，嵌入式软

件系统。可任意选配 33 张 132 路输入及 19 张 76 路输出配置，支持

多种用于 3G-SDI，HDMI， DVI，CVBS,VGA,HDMI1.4,HDMI2.0，DP，

DP1.2 视频源格式，实现任意格式输入和任意格式输出的组合，支持

热拔插在不用关闭设备的情况下可以拔插信号源。

◇灵活的板卡设计

输入采集卡、输出卡、控制卡、风扇、电源等主要模块均采用模

块式设计，用户可根据需求定制相应的板卡，灵活配置。故障时，直

接替换故障组件即可。

◇支持多电源冗余技术

正在工程应用中,直流电源往往需要多台并联使用,以满足大功

率负载的需要。分布式供电、模块化结构已经成为电源系统的发展方

向。采用分布式供电、模块化结构,不仅能使电源工作在高的频率,

保持高的效率和较快的动态响应,而且能够使电源的输出功率可以灵

活扩展,设计标准化,减少电源种类,易于维护,还可以采用 N+1 的热

备份冗余技术,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

◇支持亮度调节，窗口静帧设置，无缝切换

通过处理器可以调整单一输出口或全部输出口亮度，在多画面功

能上设置了窗口静帧可通过静帧让大屏的显示画面瞬间禁止不动，支

持无缝切换。

◇最大支持 291840x640 输出分辨率、可自定义分辨率

支持 DVI 和 HDMI 两种输出接口，满足各种型号发送卡输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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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支持 291840x640 输出分辨率。单口输出通道最高可到达 260 万点

任意自定义分辨率；3D 模式，单口最大支持 2048*640 输出分辨率。

◇支持预监多画面与多画面无缝切换

通过设置预监功能可以实现监测每个信号源传输的画面，实现预

监效果。

◇支持 PC 场景，任务定时，任务轮播

可以通过处理器控制软件把预设过的场景形成 PC 文件加载到处

理器里从而得到应用场景，设定有效时间自动调用场景，实现任务定

时，添加多个场景设定有效时间轮回播放，实现任务轮播。

◇全部信号间任意图层，多画面任意漫游、缩放

可轻松实现所有模拟和数字视频信号的开窗、漫游、叠加、缩放、

任意图层等功能。

◇最大支持 76 路输出拼接，152 画面同时显示

处理器最大输出支持 76 路拼接 输出口可选 DVI 和 HDMI 信号接

口，图像无延时、无撕裂、不丢帧，使图像显示更完美同时可在大屏

幕上显示 152 个画面。

◇软件调试，软硬件同时操作

支持手机 APP 控制、PC 控制、设备按键控制，简单快捷。

◇具有 3D 融合，拼接，处理功能，支持 2D/3D 一键切换

采用视睿讯独有的处理算法，可通过 3D功能设置让大屏实现 3D

效果，开放式 DVI 输出接口，可支持所有的主流控制系统，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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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显示屏，普通的发送卡，即可实现 2D 到 3D 的自由切换。

◇支持输入输出 120Hz 的帧连续信号输入

视频源为帧连续格式，显卡输出 120Hz 信号；处理器设置输入输

出 120HZ

◇支持左右格式、上下格式信号输入

视频源为左右格式或上下格式，显卡输出 60Hz 信号；

◇支持字幕功能，支持多台级联控制

字幕功能，支持文字或图片文字添加，可以在不用发送卡播放软

件的情况下让大屏显示字幕。

多台级联控制，可以将多台处理器串联到一起 实时控制。

◇支持不规则拼接

异形大屏可以通过可视化处理平台设备进行不规则拼接。

◇IP 解码输入

IP 输入 IP 网络流媒体解码基于 FPGA 纯硬件架构开发，采用

H.264/H.265 解码技术，且支持标准的 RTSP 协议。对于网络中的 IP

摄像头的信号，IP 解码器信号，NVR 信号或会议系统中的 MCU 视频流

都可以轻松实现解码，并灵活的限时，单张板卡可接两个 IP 输入，

单个 IP 输入接口最多接 16 路 1080P 信号。

◇帧同步设置

输出帧同步输出视频信号载系统主时钟的统一管理，达到了所有

的输出端口播放全同步。从根本上消除了每张发送卡带载的 LED 屏显

示内容不同步的问题，保证了设备在播放高速动态画面时，各拼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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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显示图像依然步调一致，播放流畅，不存在图像撕裂现象。

◇分辨率智能设置

输出分辨率智能设置抛弃了传统的输入分辨率的概念使用者只

需把每个输出口带载的宽高就可完成设置。

◇EDID 管理

LED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通常是非标准的（如 3184×1536），可

通过 EDID 管理反烧写功能使得用户可以自定义输入分辨率，完成屏

幕的点对点显示。

◇USB 流媒体

支持视频播放与图片显示。

◇Genlock 参考同步

设备自带两个 BNC 同步头，通过上台设备的 SYNC-OUT 连接到

下一台设备的 SYNC-IN 可实现设备与设备之间级联后的参考同步，保

证输出画面同步。多台设备级联可带载更大的 LED 显示屏。

五、4U 前面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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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ED 显示屏 ②菜单按键 ③功能按键

六、4U 后面板示意图

①3D 接口 ②SYNC 接口

③NET 网口 ④USB 流媒体

⑤COM 网口 ⑥输出槽位

⑦公共槽位 ⑧输入槽位

⑨电源开关 ⑩电源插孔

七、产品参数

CVBS
特点 广播级，去隔行，3D 降噪，像素增强

分辨率 PAL，NTSC，480p,576p

接口 BNC

VGA
特点 色彩还原度好，165MHZ 输出

分辨率 1920X1080,1600X1200

接口 DB-15

HDMI
EDID 自定义 支持

分辨率 1920X1080，1536x1536

接口 HDMI-A

DVI
色彩深度 32bit/像素

分辨率 1920x1080

接口 DVI-I

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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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支持协议 HDMI1.3

分辨率 260 万自定义输出分辩率

阻抗 TMDS-100Ω

接口 HDMI-A

SDI
信号格式 HD-SDI(SMPTE 292M)/3G-SDI

分辨率 720i,720p,1080i,1080p

接口 BNC

DP
信号格式 DisplayPort1.1

分辨率 单口输入分辨率 4Kx2K@30Hz

接口 DisplayPort 接口

HDMI1.4
信号格式 HDMI1.4

分辨率 单口输入分辨率 4Kx2K@30Hz

接口 HDMI-A

IP
信号格式 H.654/HH.264/RTSP/RTP

分辨率 3840x2160

接口 RJ45

HDMI2.0
信号格式 HDMI2.0

分辨率 4096x2160@60Hz

接口 HDMI-A

DP1.2
信号格式 DisplayPort1.2

分辨率 4096x2160@60Hz

接口 DisplayPort 接口

DVI
信号格式 DVI1.0 规范中的 DVI-I信号

色彩深度 32bit/像素

分辨率 260 万自定义输出分辩率

接口 DVI-I

HDMI2.0
支持协议 HDMI2.0

分辨率 829 万自定义输出分辩率

阻抗 TMDS-100Ω

接口 HDMI-A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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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整机规范
机箱规格

机箱 2U 4U 8U 15U
最大输入

路数
12 24 64 132

最大输出

路数
12 16 36 76

供电电压 110v～240v
供电频率 50/60Hz
工作温度 0-50℃
整机功耗

(W)
102W 200.4W 550W*2 550W*2

外形尺寸

（mm）
483*317*90 483*315*175mm 483*320*355mm 439*442*667mm

重量（Kg） 5.7 9.8 13.3 18.8

RS232/RJ45

功能
支持上位机控制，

中控协议控制

GENLOCK-IN/OUT

功能
支持超大 LED 屏

的多台级联拼接

3D-OUT

功能
为 3D 发射器提供同步

信号

USB
功能 流媒体播放

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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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调试软件概述：

可视化处理平台调试软件( )是整合拼接器产品的应

用特点,结合工程安装上的特点开发完成的。软件采用目前

软件设计的前沿理念，摒弃传统拼接器控制软件复杂的调试

要求，对拼接过程实现自动运算,对窗口控制过程采用所见

即所得的操作界面，避免传统的拼接器软件繁琐复杂的预设

过程，使用人员能够很快掌握该软件的各项运用。

二、基本概念说明：

通道：指接入拼接器的每路输入信号,通道分为 VGA 通

道和视频通道 2 种。

场景：指拼接单元组成的不同显示模式。在实际使用中，

往往需要对拼接墙的不同模式进行预先设置。场景设置过程

就是把不同显示单元组合成不同的拼接单元,结合信号通道

的选择完成不同模式的预设。

窗口：在逻辑屏区域内，系统可以打开一个小画面显示

其中一路输入的信号内容，所打开的小画面称为窗口。打开

小画面的过程称为开窗口。

注：请确认 PC 网卡配置，不能出现多个网卡 IP 同段情况。

如果出现，影响软件对设备的查找，防碍您的下一步使用。



16

第三章

一、软件安装

从 U 盘里将软件包复制到电脑任意盘符目录下，打开应用程

序即可。

二、同步连接

本界面实现本软件与所控制的拼接设备之间的数据通

讯连接。完成拼接设备状态与软件参数的同步，从而实现软

件对设备工作状态的了解，实现后续对设备的控制。

用户成功登录后会自动跳转到同步界面，且系统会按照

记忆，根据上一次用户使用本软件系统设定的通讯方式（网

络或串口），进行自动设备连接。

但是设备信息可能发生变动，所以，自动设备连接时可

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通信模式有两种：网络模式和串口模式，分别与控制器

支持的网络通信协议和串口通信协议相对应。要根据 PC 机

与拼接控制器的连接方式选择恰当的通信模式以保证正常

通信。

1. 网络模式：

网络模式有两种连接方法：局域网连接方法、直连方法。

局域网连接方法：通过局域网连接（自动分配 IP）。需

要服务器支持自动分配 IP，该软件会自动识别到设备的 IP。

直连方法：通过交叉网线直接把设备和 PC 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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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本地连接”的 Ipv4 属性（如图 1）。

然后重启设备 ， 在该软件中连接配置中输入

“192.168.1.199”的 IP（如图 2），此即为设备 IP。点击

连接。

图 1 图 2

2 串口模式：

串口通讯方式配置界面，选择设备对应端口，点击连接，

如图 3.

图 3

3.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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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界面上的不同功能按键，进入不

同子界面，实现对设备的不同操作。具体如图 4。

图 4

4.各功能介绍参见表 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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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输出分辨率设置

由于电视墙显示单元的分辨率可能不同，就需要控制拼

接设备匹配相应的输出分辨率。本界面就是设置设备输出分

辨率和管理任务的功能界面。

一般将输出分辨率设置为显示设备的最佳分辨率。

1. 选择输出分辨率

可根据电视墙显示单元选择固定输出分辨率。如图 5

图 5

2. 自定义输出分辨率

可根据客户需求自定义输出分辨率。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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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智能设置

在分辨率选项列表，勾选智能设置后，在显示屏拼接设置时，

可根据每个输出口带载宽度*高度，自动推荐给每个输出口

一个合适输出分辨率。见图 7

图 7

二、电视墙布局设置

电视墙是多个显示单元拼接组成的，本界面的主要功能

就是：实现设备的输出通道与电视墙显示单元的一一对应。

主要是根据屏幕的物理安装顺序来对逻辑屏顺序进行相应

设置，以保证图像进行多屏显示时不会发生错位，另外还可

以对输出进行纯色和网格测试。

1. 显示器阵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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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理显示设备的数量和分布，对逻辑屏的布局进行设

置。具体见图 8。

图 8

1.1 插入显示单元

输入要创建的单元格行数和列数，点击创建。如图 9

图 9

1.2 显示单元位置编辑

选中要编辑尺寸的单元，在图 10 所示位置键入坐标、

宽度、高度，点击修改。

图 10

2、显示器对应关系设置

本界面主要进行设备输出通道与显示单元的一一对应关

系设置。具体见图 11。

2.1 新增对应关系：点击左侧“输出通道列表”未配对

（白色底）的输出通道，直接拖动到右侧“电视墙排列图”

要配对的显示单元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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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删除对应关系：在电视墙排列图中，光标移到要删

除的配对关系的显示单元格中，直接点击单元格右上角的小

红叉，即删除此单元格中显示单元与输出通道的对应关系。

图 11

3、调整亮度

可调整单一输出口或全部输出口亮度。如图 12

图 12

三、显示窗口的开设界面

本界面是确保设备能够以开窗的方式实现多个画面、多

场景任意位置、任意大小的关键。主要功能是：对打开的窗

口预览，层次，缩放等属性进行设置。

1. 开设单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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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侧“输入源列表”中选择所需要的输入源，在“逻辑屏

布局区域”中直接用鼠标从左上角往右下角拖拽出一个矩形

窗口，即开设了一个显示窗口。

开设的窗口上会显示窗口的基本属性信息：窗口的编

号、窗口的输入、位置、大小等信息。窗口的操作比较灵活，

具体见图 13

图 13

2. 开设多个窗口

开设多个窗口可实现电视墙上显示多个画面，多个输入

源同时显示，画中画，画面任意大小，输入源快速切换，缩

放显示局部等一系列功能。如图 14

多个窗口叠加时，叠加部分显示最上层的窗口信息。

多个窗口可以是同一个输入源也可以是不同的输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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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3. 窗口剪切

当要重点显示局部画面时，可以通过窗口剪切功能实

现。对窗口进行裁剪，显示尺寸不变，相当于对剪切后剩余

部分进行缩放（聚焦）。选中要剪切的输入源，点击右键添

加剪切，弹出剪切编辑框，具体见图 15。

图 15

4.字幕功能

可通过字幕功能添加一个字幕窗口。如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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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5. 热备份功能

热备份：将两个输入通道进行相互备份。如：槽位 5,接口和

槽位 5,接口 2 备份，如果接口 1 的信号中断，由接口 1 窗口

的信号源会切换到接口 2，保证信号输出不中断。（注：所

有输入通道只能两两备份 。 不支持 CVBS 信号备份）如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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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6. 保存场景

场景设置完毕后 ，点击“保存到设备”，输入场景名称 ，

选择场景号，点击确定即可保存。勾选“开机时从此场景启

动 ” 为设置开机加载场景。如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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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四、场景

1. 场景调用

加载多个场景文件，可对每个场景进行预览、应用。点击“添

加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所要加载的文件，点击“打

开”；也可将场景文件直接拖动到场景列表中。如图 19

图 19

2. 任务定时器

设定时间调用场景，到点切换场景，设置如下图。然后点

“开”。如图 20

图 20

3. 任务轮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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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多个场景设定有效时间轮回播放。如图 21

图 21

五、设备

查看设备固件版本信息，板卡温度，输入输出通道信息，图

形测试。在调试的过程中如遇见接不出信号的时候 可以通

过图形测试来检测设备是否正常 把设备输出接到电脑显示

器上 点击图形测试 红 绿 蓝 显示器上出现红绿蓝则为正

常。图 22

图 22



29

第五章

一、授 权

查看设备授权信息，可加载授权文件。

1、点击“获取序列号”，读取设备序列号；

2、我公司根据设备序列号生成授权文件；

3、点击“打开文件”，选择授权文件后，点击“应用”，

即可完成设备授权。

注：授权到期会出现图像亮度降低，蜂鸣器报警的情况。

注：加载授权显示授权完成后，需等待 20 秒后，重启拼接

器和软件。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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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图 25

内部（软件）授权

在“授权”界面，左侧密码处输入密码“88888888”，点“登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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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进入内部授权设置，如下图 27。

修改密码，输入两次新密码 ， 然后 ， 点 “ 修改”。

限制日期，在授权文件授权的时间范围内，选择日期，

进行内部授权，限制使用时间 ， 然后点“不限制”或“限

制”。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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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D

快门式 3D 设置

1.硬件连接

把 3D 同步器和拼接器的 3D 同步端口相连。（图 35）

2.设置分辨率

采用智能模式或自定义模式设置相应的分辨率，帧率

设：120Hz，这个时候眼镜会跟同步器同步上，有闪烁、亮

度降低的感觉发送卡要支持输入 120Hz 并且不能降帧、丢帧

接收卡设置 120Hz 并且不能降帧、丢帧。

3、相位和翻转

相位：一般情况下调整到 75 也可以根据 3D 效果上下调

节。（图 29）

翻转：左右眼看到的内容交换，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设

置，一般是勾上（图 29）

图 29

连续帧设置

显卡输入分辨率帧率设为 120 帧，输出分辨率帧率设为 120

帧，在多窗口界面，左侧输入接口，右键设置同步（图 30），

同步（图 31），设置同步模式（图 32）*1 或者*2，然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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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设置同步完成。

设置同步完成后，在输入接口处会有一个绿色标志，同时，

所开窗口下面的“2D 模式”变为“连续帧”（图 33）。

图 30

图 31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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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4、保存

将设置好的 3D/2D 内容保存到设备里可以实现一键切换

调取。（图 34）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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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设置好 3D 模式后，闭上一只眼应该只能看到一半的 2D

图像，不应该出现重影。

2、带上眼镜会有立体感。

3、检查是否，是 3D 片源。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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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可选择 2 种帧率模式

1）视频源为左右格式或上下格式，显卡输出 60Hz 信号；

2）视频源为帧连续格式，显卡输出 120Hz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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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监

预监设置：

通过加载指定功能的授权文件，添加“预监”功能，然

后在多窗口，添加预监窗口。

注意：预监窗口会占用一路输出通道，如下图

然后，在“预监”选项，用需要监测的输入信号开窗口，就

能监测每个信号传输的画面，实现预监效果。

注意：预监功能中，每个输入信号只能开一个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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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

Sivsion 可视化处理平台可满足用户多种需求，具有丰

富的功能。某些功能的使用要求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当用户

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尝试自己去调校设备，如果按下面列

出的方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的，请与当地经销商或直接与本

公司的客户服务部联系。为了您的安全，请勿试图自行对产

品进行修理。

现象 检查、调校项目

设备输出无图像，前面板液晶屏幕无

显示

 检查电源线是否接触不良

 检查电源开关是否为打开状态

电脑 DVI 输入信号没有同步到大屏

幕

 电脑与处理器之间的线材、处理器与发送卡之

间的线材是否接触不良

 电脑的显卡模式是否改为复制模式

图像显示位置有偏差  设备的水平、垂直参数是否为零

 调整发送卡水平、垂直是否正常

花屏现象  发送卡参数重新发送一遍

设备异响  授权到期设备提前一周发出报警声（滴滴滴）

大屏幕显示会变暗

LED 屏不亮  可以在不接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开图形测试，大

屏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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