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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大屏拼接控制软件是一套基于嵌入式处理器的大屏拼接集成控制软件。运行
在 Windows9x/NT/2000/XP/Win7 环境；可实现对嵌入式处理器的拼接设置、窗口管理、预

案 管理等功能，并可以集成矩阵控制；所有操作到都在软件控制界面上完成。 

2. 主界面

大屏拼接控制软件的主界面如下图： 

(图 2.1) 

主界面可分为：菜单栏、拼接模拟区、功能操作区、参数调整区、状态栏 5 个区域。

3. 系统设置

主界面菜单栏第一项为【系统设置】，点击后弹出菜单【通讯设置】【拼接设置】【矩

阵设置】等内容。如下图所示：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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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3.1. 通讯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下的【通讯设置】，弹出【通讯设置】窗口如下图：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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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器控制】一栏中可以对控制软件连接嵌入式处理器的连接方式进行设置；当选 择

【COM 口连接】时，在【COM 口】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一个用于连接嵌入式处理器的 串

口。当选择【NET 连接】时，在【IP 地址】处填写连接嵌入式处理器的 IP（默认 192.168.1.192） 和 

端口（默认 23）。 

3.2. 拼接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下的【拼接设置】，弹出【拼接设置】窗口如下图

(图 3.3) 

在【拼接设置】窗口中，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设置【屏幕分辩率】、【输出模式】、【拼接规格】、【拼

接 间距】等内容； 

3.3. 网络参数设置 
在上位机软件 Multi-Screen System Vertion 2.7.7 中，新增加了【系统设置】下的【网络参

数设置】】，如下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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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系统设置】下的【拼接设置】，弹出【网络参数设置】窗口如下图，可更改处理器下位机

网络连接 IP 及网关。 

注：在上位机软件安装包里增加了 IPcofig.ini 配置文件，里面记录最后修改后的 IP 及网关。

4. 功能操作

设置好系统参数以后，大屏控制软件将自动保存系统参数；拼接模拟区会根据设置的【拼

接规格】来模拟拼接屏；3 x 3 的拼接模拟如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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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4.1. 演示模式 

软件启动时将通过设置好通讯方式，对嵌入式处理器进行联机；如果联机失败，会弹出如

下对话框： 

（图 4.2） 

确认后将进入演示模式；主界面标题栏会标记出【演示模式】如下：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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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在演示模式下将生成虚拟信号源，可以应用这些虚拟信号源开窗演示。 

4.2. 信号源管理 
如果联机成功，软件会自动读取嵌入式处理器的输入卡信息；并显示在功能操作区的信号源

一栏中，如下图所示： 

(图 4.4)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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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红色图标代表该通道上没有外接信号；蓝色代表该通道上有外接信号。如果输入卡

或外接信号有变化，可以点击【刷新信号源】，将重新从处理器读取输入卡信息。 

4.3. 窗品操作 

4.3.1. 开窗口 
在功能操作区的信号源一栏中选择一个信号源，拖动该信号源到拼接模拟区，将会应

用 该信号源生成一个默认大小为(320x240)的模拟窗口。在该窗口上会显示窗口的信号源、

名称、 坐标、大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4.5） 

同时大屏上会出现应用这些信息生成的播放该信号源的窗口。 

4.3.2. 称动 

鼠标左键点住窗口不放，可以移动该窗口到拼接模拟区的任意位置；松开鼠标后窗口

将固定在这个位置，窗口上将显示新的坐标信息；同时大屏上的窗口也会移动到新的位

置。如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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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4.3.3. 缩放 
将鼠标移动到窗口的边缘处，这时光标将变成“<—>”的双向箭头；这时按下鼠标左键

不放，可以调整窗口的大小；松开鼠标左键将完成窗口大小的缩放操作；同时窗口上将更

新 窗口的大小信息；同时大屏上的窗口也会更新其大小。如下图所示： 

（图 4.7）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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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块拼接屏上，最多同时开启2 个窗口；超出软件时将弹出图层已满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4.8) 

如果窗口出现重叠，想将指定的窗口调到最顶层，用鼠标单击该窗口即可；顶层活动窗

口为深蓝色。如下图所示： 

(图 4.9)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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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窗口被其它窗口所覆盖，想将该窗口调出；可以点击【功能操作】下的【窗口

列表】这时会弹出窗口列表窗体，在这个窗体中按窗口名称列出了当前的所有窗口；点击窗

口名称，该窗口将自动置顶；如下图所示： 

(图 4.10) 

4.3.5. 关闭窗口 

在窗口上单击右键会弹出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 4.11) 

选择【关闭】将会关闭当前窗口。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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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窗口属性调整 
鼠标左键激活窗口后，参数调整区将出现【窗口属性】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图 4.12) 

其中列出了当前窗口坐标、大小等信息；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修改，点击【确认】即

生效。应用这些属性，可以精确指定窗口的坐标，任意指定窗口的大小。 

4.5. 视频属性设置 

鼠标左键激活窗口后，如果该窗口的信号源是 
CVBS 、VGA 、M_CVBS、M_VGA、M_DVI、 M_HDMI、M_YPbPr 还将显示对应的视

频参数调整选项卡。

4.5.1. M_CVBS 属性调整 

M_CVBS 的属性调整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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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图 4.14) 

在【视频属性 1】、【视频属性 2】两个选项卡中可以整调 M_CVBS 亮度、对比度、饱

和度、色调等信息。用鼠标拖动滚动条可以调整参数值，系统自动保存该参数值；点击

【默认设置】按钮可以恢复到默认设置。 

4.5.2. M_VGA 属性调整 

M_VGA 的属性调整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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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图 4.16) 

在【VGA 属性 1】、【VGA 属性 2】两个选项卡中可以整调 VGA 各个通道的亮度、对比

度、时钟、相位、纵向位置、水平位置以及偏移、色温等信息。用鼠标拖动滚动条可以调

整参数值，系统自动保存该参数值；点击【默认设置】按钮可以恢复视频参数到默认设

置。 

4.5.3. M_DVI 属性调整 

M_VGA 的属性调整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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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在【DVI 属性 1】选项卡中可以整调 DVI 各个通道的亮度、对比度、色温、重显率信

息。用鼠标拖动滚动条可以调整参数值，系统自动保存该参数值；点击【默认设置】按钮可

以恢复视频参数到默认设置。 

4.5.4. M_HDMI 属性调整 

M_HDMI 的属性调整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图 4.18) 

在【HDMI 属性 1】选项卡中可以整调HDMI 各个通道的亮度、对比度、色温、重显率信

息。用鼠标拖动滚动条可以调整参数值，系统自动保存该参数值；点击【默认设置】按钮

可以恢复视频参数到默认设置。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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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M_YPbPr 属性调整 

M_YPbPr 的属性调整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图 4.19) 

在【YPbPr 属性 1】选项卡中可以整调YPbPr 各个通道的亮度、对比度、色温、重显率

等信息。用鼠标拖动滚动条可以调整参数值，系统自动保存该参数值；点击【默认设置】

按钮可以恢复视频参数到默认设置。 

4.6. 开关机 

在功能操作区的【开关机】一栏中，有【屏幕开关机】；用于开关液晶屏。 

5. 预案管理

为了方便保存窗口放置等信息，软件提供了预案管理功能。 

5.1. 预案保存 

在所有窗口的位置，大小及输入信号源等均调整好后，若希望将其存档。可以点击

【功 能操作】下的【保存默认预案】或【预案保存】；用户选择【保存默认预案】，则系

统将在处理器重新上电后自动调取所保存的默认预案；如果选择【预案保存】将弹出【预

案列表】窗口；如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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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在这个窗口中共计可以保存32 个预案；在列表中选择一个预案，点击【保存预案】，

将弹出预案保存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5.2) 

在这个窗口中可以重新选择预案序号；预案的默认名称为预案序号，在这里可以修改

预案名称，点击【保存】即可。如果选择的预案序号已保存有数据，将弹出是否覆盖的对 

话框，根据需要选择是否覆盖即可。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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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预案读取 
如果需要调出以前保存的预案，可以点击【功能操作】下的【预案读取】，将弹出【预

案 列表】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5.3） 

在预案列表中选择一个预案，点击【读取预案】】将关闭当前所有窗口，恢复选定的预案信息。 

6. 矩阵联动

本软件可以集成矩阵管理功能，从而方便的实现矩阵联动。 

6.1. 矩阵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下的【矩阵设置】会弹出【矩阵设置】窗口，在这个窗口可以分别对 视

频矩阵、VGA 矩阵、DVI 矩阵进行设置。以视频矩阵为例，勾选【视频矩阵已连接】可以 启用

对应的视频矩阵功能；接下来可以选择视频矩阵的类型，设置视频矩阵的 ID 和输入输出 的数量，

及串口通讯的波特率等；如下图所示：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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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设置好后点击【确认】生效，即可看到功能操作区的【视频矩阵输入】一栏和【矩阵切 

换】下的【Video 矩阵切换】生成了视频矩阵的信息；

配置好矩阵后，还需在【系统设置】下的【通讯设置】中配置连接该矩阵的串口。 

6.2. 矩阵切换 
在【矩阵设置】中配置好矩阵；点开功能操作区的【矩阵切换】；在对应的矩阵类型中

可 以选择需切换的输入与输出，然后点击【切换至输出】即可实现矩阵切换。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 深圳市畅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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