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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由本书所含错误及其供应、性能或使用所造成的意外性或随发性损失概不负责。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产品用户手册 

3 

 

目   录 

1 产品简介 ............................................................................................................................................ 4 

2 产品特性 ............................................................................................................................................ 4 

3 系统框图 ............................................................................................................................................ 5 

4 系统结构 ............................................................................................................................................ 5 

4.1 中心插卡式机箱 ................................................................................................................................. 5 

4.2 接口定义 ............................................................................................................................................. 7 

4.3 前端点屏设备 ..................................................................................................................................... 7 

5 控制软件介绍 .................................................................................................................................. 10 

5.1 主界面 ............................................................................................................................................... 10 

5.2 系统设置 ........................................................................................................................................... 11 

5.3 通讯设置 ........................................................................................................................................... 11 

5.4 拼接设置 ........................................................................................................................................... 12 

5.5 屏参设置 ........................................................................................................................................... 13 

5.6 软 ID 设定 ......................................................................................................................................... 13 

5.7 测试 ................................................................................................................................................... 14 

5.8 功能操作 ........................................................................................................................................... 14 

5.9 演示模式 ........................................................................................................................................... 15 

5.10 信号源管理 ................................................................................................................................ 16 

5.11 窗品操作 .................................................................................................................................... 16 

5.11.1 开窗口 ........................................................................................................................... 16 

5.11.2 称动 ............................................................................................................................... 17 

5.11.3 缩放 ............................................................................................................................... 18 

5.11.4 图层 ............................................................................................................................... 18 

5.11.5 关闭窗口 ..................................................................................................................... 20 

5.11.6 窗口属性调整 ............................................................................................................. 20 

5.12 视频属性设置 ............................................................................................................................ 21 

5.12.1  CVBS 属性调整 ........................................................................................................ 21 

5.12.2  VGA 属性调整 .......................................................................................................... 22 

5.13 开关机 ........................................................................................................................................ 22 

5.14 预案管理 .................................................................................................................................... 23 

5.14.1 预案保存 ....................................................................................................................... 23 

5.14.2 预案读取 ....................................................................................................................... 24 

5.1 矩阵联动 ........................................................................................................................................... 25 

5.15.1 矩阵设置 ....................................................................................................................... 25 

5.15.2 矩阵切换 ....................................................................................................................... 26 

6 安全注意事项 .................................................................................................................................. 27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产品用户手册 

4 

1 产品简介 

集中供电多屏拼接处理器是一款纯硬件的专业化的图像处理设备，能够将多个动

态画面显示在多个屏幕上面，实现多窗口拼接的功能。 

集中供电多屏拼接处理器是一款集拼接大屏电源，信号传输一体的图像处理设

备，支持多种信号源输入模式， 输出采用 CAT5E/6 网线传输高清信号，和控制信号.

以及 24V 电源远程供电传输。 

集中供电多屏拼接处理器采用大容量高速 FPGA 阵列和高速数字总线交换技术

架构，结合全数字硬件设计理念，实现无操作系统视频图像处理工作站。它具有宽带

视频信号采集、实时高分辨率数字图像处理、三维高阶数字滤波等高端图像处理功能

于一身，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能从根本上保证对所有输入信号源进行全实时处理和

数据一致性，图像没有延迟，无离散化，不丢帧。 

集中供电多屏拼接处理器, 是专为高质量大屏拼接显示场所设计，为指挥中心、

视频会议、多媒体多功能厅等大屏拼接场所的应用提供了一套理想的图像处理解决方

案。 

2 产品特性 

 全硬件架构，无操作系统，可靠稳定。 

 长线驱动点屏技术，采用超 5 类网线传输高清视频信号和屏幕控制信号，传

输距离达 30 米，大大简化布线数量和难度。 

 整合热拔插电源管理和远端电源供电技术，统一管理电源，方便维护，电源

远程供电距离长达 30 米以上。 

 高速总线并行处理技术，超高背板带宽，无压缩视频处理技术。 

 任意位置、任意大小、任意视频格式在线实时叠加显示。 

 任意位置开窗特效显示。 

 实时显示图像，无丢帧现象  

 支持大屏拼接图像冻结  

 7*24 小时不间断稳定运行  

 可灵活增加输入/输出板卡  

 支持部分输入/输出卡混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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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出卡支持热拔插，即插即用功能  

 输出支持多种分辨率，最高支持 1920*1200 

 通过 RS-232 或以太网进行控制  

 支持存储卡或网络传输超高清图片，可实现点对点的超高清拼接墙背景图  

 冗余电源设计，温控风扇 

 机箱采用背板+插卡式构架，散热、防尘性能优良，机箱内装有可更换的空气

过滤器，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3 系统框图 

 

4 系统结构 

4.1 中心插卡式机箱 

机箱是遵循 IEC60297 相关标准的 5 U 机箱，采用了模块式可插拨的设计理念。

机箱功能分两大部分：功能板卡部分，供电系统部分。机箱背面，功能板部分：可插

入控制板、CVBS/HDMI/DVI/VGA 输入业务板、视频输出板；供电系统部分：外接

入 220 伏交流电、8 个 24V 电源模块供点屏使用，1 个 12V 电源模块为功能板卡供电。

机箱正面为通风口、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机箱背面提供 12 个单

板槽位，9 个电源槽位，槽位定义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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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机箱的正面整体架构 

 

图 10 机箱的背面整体架构 

 

 

槽位说明：右下第一槽固定插控制板，其余插槽插功能卡：视频输入、输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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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接口定义 

 

 

编号 说        明 

1 风扇接入口 

2 RJ45 信号输出口 

3 RS232，RJ45 控制板卡输入接口 

4 各种信号源输入接口 

5 220V 电源输入接口 

6 24V 输出电源接口 

7 12V 电源 

 

 

4.3 前端点屏设备 

实现 1 路 24V 供电、1 路 RJ45 接口 HDMI 信号的接入，1 路点屏信号输出，2

路背光供电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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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采用独立模块式结构 

 可实现 24VDC 远端供电管理 

 可实现 30 米单根 CAT-5 类双绞线高清视频和控制数据传输 

 可实现 30 米以上远距离受电 

 可通过中心管理软件进行统一配置管理 

 支持多种尺寸屏幕点屏 

 支持双路背光控制 

 面板指示灯及接口说明： 

 面板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名称 颜色 指示灯状态 指示灯说明 

PWR 绿 
亮 电源正常供电 

灭 无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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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接口说明： 

 

供电、信号输入端接口图 

 

点屏控制信号输出接口 

 

 

背光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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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软件介绍 

5.1 主界面 

大屏拼接控制软件的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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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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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设置 

主界面菜单栏第一项为【系统设置】，点击后弹出菜单如下图： 

 

包括【通讯设置】、【拼接设置】、【矩阵设置】、【屏参设置】等内容。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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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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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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68.1.150） 和 端口（默认 2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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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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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接 间距】等内容；设置好以后，需重新启动软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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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屏参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下的【屏参设置】，弹出【屏参调整】窗口如下图： 

 

在【屏参调整】窗口中，框选中方格，可对大屏电源开关机；图像，色温调节； 

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设置【软 ID 设定】、【测试】设置好以后，需保存调整。 

5.6 软 ID 设定 

 

在【软 ID 设定】窗口中，框选中方格，产生随机数，和查看随机数，设定大屏软 ID

地址，根据大屏显示，在随机系列设置里面填入相应值，在应用，关闭菜单，保存调整。 



多屏拼接处理系统产品用户手册 

14 

5.7 测试 

 

在【测试】窗口中，框选中方格，在大屏显示不正常，模式不对，AB 组反，或 0 1 反，

LVDS线正常下，相应调节 TI MODE  ，0，1，选择，AB MODE ，A B 选择， 模式，应用，

保存调整。 

5.8 功能操作 

设置好系统参数以后，重新启动软件；大屏控制软件将应用保存的系统参数；拼接模

拟 区会根据设置的【拼接规格】来模拟拼接屏；2 x 3 的拼接模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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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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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后将进入演示模式；主界面标题栏会标记出【演示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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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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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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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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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窗品操作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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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x480)的模拟窗口。在该窗口上会显示窗口

的编号、名称、 坐标、大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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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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称动 

鼠标左键住窗口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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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同时大屏上的窗口也会移动到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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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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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同时大屏上的窗口也会更新其的大小。 

5.11.4 图层 

在一块拼接屏上，最多同时开启 4 个窗口；超出时软件将弹出图层已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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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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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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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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关闭窗口 

在窗口上单击右键会弹出菜单，如下图所示： 

 

选择【关闭】，将会关闭当前窗口。 

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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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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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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意修改窗口名称；精确指定窗口的坐标，任意指定

窗口的大小。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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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VGA 还将显示对

应的参数调 整选项卡。 

5.12.1  CVBS 属性调整 

CVBS 的属性调整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选项卡中可以整调 CVBS 的制式、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度等信息。

用鼠标 拖动滚动条可以调整参数值。如果需要保存当前的参数值，点【保存】即可；

点击【默认设 置】按钮可以恢复到默认设置。 

 

 

 



 

 第 22 页 / 共 27 页 

 

 

5.12.2  VGA 属性调整 

VGA 的属性调整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选项卡中可以整调 VGA 各个通道的亮度、对比度以及行起始、列起始、

频率、相 位等信息。用鼠标拖动滚动条可以调整参数值。如果需要保存当前的参数

值，点【保存】即 可；点击【默认设置】按钮可以恢复到默认设置。 

注意：如果左右不满屏，可调节“起始行”的参数；如果上下不满屏，则可调节

“起始 列”参数；如果图像出现抖动，则可调节“相位”参数；而“频率”这个参

数最好不要调整 它，如果不小心调整或者其它的参数都调整乱了之后，可以单击“默

认设置”，然后再微调其 他的参数，最后“保存”。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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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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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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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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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保存】，将弹出【预案列表】窗口；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窗口中共计可以保存 15 个预案；在列表中选择一个预案，点击保存，将

弹出【预 案保存】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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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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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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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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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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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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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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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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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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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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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注意事项 

1. 请认真阅读本手册； 

2. 保留此手册以备日后使用； 

3. 设备打开前应检查设备内部是否有异常； 

4. 接通设备电源前需确定电源电压,将其准确调整为 220V； 

5. 注意勿踩到电源线，勿覆盖电源线； 

6. 对设备任何部分作改动前，请先断电； 

7. 若发生下列情况，请让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8. 电源线或插头损坏； 

9. 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10. 设备损坏； 

11. 设备有明显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