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图层

添加BKG / LOGO

场景保存

加载场景

在主屏界面单击保存了数据的场景，在辅屏的PVW区会展示选中

的场景的图层布局和屏体信息。

屏幕 说明

主屏 Ÿ 场景名称高亮表示已保存过场景

Ÿ 场景名称为灰色表示未保存过场景，不可被调用。

辅屏 PVW和PGM预览

在主界面单击“场景”进入场景界面。

单击“TAKE”或“CUT”将PVW中的图层发送到PGM。

液晶屏操作

在主屏上选择“编导 > 图层”，进入图层配置界面。

单击图层界面顶部的屏幕，选择操作的屏幕。

在主屏上单击软件右侧的“输入”，在输入下拖动输

入名称至PVW区域，完成图层的添加。

在屏幕下方可对添加的图层进行快速设置，或在辅屏

中设置图层的相关参数。

按键操作

在C3的前面板的“SCREEN”区域，按下一个按键灯已点

亮的按键选择屏体。

在C3的前面板的“LAYER”区域，按下一个按键灯不亮的

按键即可添加一个图层。

【可选】在C3的前面板的“INPUT”区域，短按输入源对

应的按键，可为创建的该图层切换输入源。

在主屏上选择“编导 > 图层”，进入图层配置界面。

单击图层界面顶部的屏幕，选择操作的屏幕。

单击图层选中需要切换输入源的图层。

拖动输入源至图层中绿色区域框中，完成图层切换

输入源。

液晶屏操作 按键操作

在C3的前面板的“SCREEN”区域，按下需要切换输入源

的图层所在屏幕对应的按键。

在C3的前面板的“LAYER”区域，按下需要切换的图层所

对应的按键。

在C3的前面板的“INPUT”区域，选择要切换的输入

源，并短按输入源对应的按键。

切换输⼊源

在PC机上，将用作BKG和LOGO的图片存储到U盘中。

将已存储BKG和LOGO图片的U盘插入到C3的USB接口。

选择“编导 > 图库”，进入图库界面。

单击“添加图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用作BKG或者LOGO的图片。

单击“BKG”或“LOGO”进入添加BKG或者LOGO界面。

单击“打开”，完成BKG或LOGO的添加。

液晶屏操作

在C3的前面板的“PRESET EDIT”区域，短按

“SAVE”键，SAVE按键灯闪烁。

在C3的前面板的“PRESET”区域，短按场景按键，

保存场景到选中的按键中。

按键操作
在主屏中的“编导 > 图层”界面，完成图层的添加和图层信

息调整后，单击右下角的“场景”，辅屏进入场景保存界面。

在辅屏上单击场景名称选中场景。

单击“保存PVW”或“保存PGM”，系统会将所选屏幕

PVW或PGM中的图层配置信息保存到选中的场景中。

液晶屏操作

在C3的前面板的“PRESET”区域，选择场景名

称，短按场景名称对应的按键，将已保存的场景

加载到原图层所在屏幕的PVW中。

短按“TAKE”或“CUT”键或者推动T-Bar将

PVW中图层发送到PGM。

按键操作

C3 
视频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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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显示控台中Arpa主操作界面，用于设

备添加，屏幕配置，输入输出配置，

BKG和LOGO图库配置，图层配置，场景，

预监设置。

辅屏显示属性界面，可对属性进行设置或显

示MVR信息。

❷ LAYER：图层

PRESET：场景❹

主屏

辅屏

SCREEN:�屏幕❶

INPUT：输⼊❸

主屏 辅屏

⼩液晶屏：显⽰按键对应的屏幕名称，可在辅屏的“屏幕名称”中修改。

⼩液晶屏：显⽰按键对应的输⼊源名称，可在主屏和辅屏的“名称”处修改。
⼩液晶屏：显⽰按键对应的场景名称，可在主屏中修改。

MVR

16个物理按键，显⽰图层状态或添加图层，根据控制设备的不同，设备能
添加的图层数不同，并可进⾏分⻚显⽰，短按操作，按键灯指⽰说明：
_ 绿⾊：选中的图层
_ ⻩⾊：已添加的图层
_ 不亮：表⽰未添加图层，短按不亮的按键即可添加⼀个图层

16个物理按键，显⽰屏幕状态或添加屏幕，根据控制设备的不同，设备能
添加的屏幕数不同，并可进⾏分⻚显⽰，短按操作，按键灯指⽰说明：
_ 绿⾊：表⽰当前选中或正在编辑的屏幕
_ ⻩⾊：表⽰屏幕已添加
_ 不亮：表⽰未添加屏幕，短按不亮的按键即可添加⼀个屏幕

16个物理按键，显⽰输⼊源状态，根据控制设备的不同，设备能接⼊的输
⼊源数不同，并可进⾏分⻚显⽰，短按操作，按键灯指⽰说明：
_ 绿⾊：表⽰选中的图层正在使⽤的输⼊源
_ ⻩⾊：表⽰已接⼊输⼊源
_ 红⾊：表⽰未接⼊输⼊源，但已被图层使⽤
_ 不亮：表⽰未接⼊输⼊源，未被图层使⽤



FreezePGM�/�Match�PGM�/�FTB❺

FUNCTION：功能区❼

PRESET�EDIT：场景编辑

TRANSITON：切换区

❾

NUMBER：数字�❻

LAYER�EDIT：图层编辑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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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配置参
数保存到
切换器中

后⾯板

M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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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连接图如下所示，下位机以诺瓦D12为例进行说明

2.�C3与D12连接
_

将D12的控制接口（ETHERNET接口）通过RJ45网线

与C3背面板的ETHERNET区域的ETHERNET 连接。2
_

通过DVI视频线将D12的OUT6子卡的接口1和接口2连

接C3背面板的DVI INPUT的接口1和接口2。

3.�C3连接
_

【可选】将外接显示器连接到C3背面的DVI 

OUTPUT，用于显示MVR信息。
_

 【可选】将鼠标和键盘的USB连接到C3的USB接口，

可通过鼠标或键盘操作C3，也可通过C3的按键和触屏

操作C3。
_

连接电源，C3支持两个电源互为备份，将电源线插入

到C3的电源接口，并将电源线另一端连接到电源上，

电源要求：AC 100 -240V ~ 50/60Hz。

4. C3开机和关机

_ 将电源接口旁边的开关拨动到“ON”，设备开机。

_ 将开关键拨动到“OFF”，设备关机。

❶ 在主屏上选择“编导 > 设备”，进入“设备”界面。

❷ 单击左上角的      ，  进入添加设备界面。�

系统会自动搜索当前网段内的所有在线设备，并显示设备名称，设备类型，设备

IP地址和设备状态，设备IP地址为设备的唯一标识。

❸ 勾选设备前的复选框，选中需要添加的设备。

❹ 单击“确认”完成设备的添加。

_
将所有输入源通过视频数据线连接到D12的输入接口。

_
将D12的输出接口通过相应的数据线连接到视频墙或发

送设备的输入接口。
_

将D12的OUT6子卡的接口4连接到AUX显示屏。

1. D12输⼊输出连接

添加设备

硬件连接

添加屏幕

名称 设备类型 IP地址 状态

离线System D12 192.168.0.10

确认 取消

添加设备

添加离线设备

刷新

HDMI源

DVI源

输入源

SDI源

C3

DVI2

预监

视屏墙

网线
DVI1

序号 接口 说明

USB C3固件程序升级；KVM时，通过USB线与服务器的USB接口连接。

ETHERNET 连接视频无缝切换器，对无缝切换器进行控制。

DVI�INPUT 连接视频无缝切换器的对应预监接口和回显接口，获取无缝切换器的预监和回显信号。

DVI�OUTPUT 连接监视器，对预监信号进行输出。

USB 连接鼠标，键盘或存储设备。

POWER 双电源，对C3进行供电。

将PVW与PGM信息切
换⽅式设置为交换

显⽰图层容量

1×AUX

⼀键全屏
短按按键可
将选中图层
全屏显⽰

显⽰按
键功能

100-240V~,50/60Hz,2.3A 100-240V~,50/60Hz,2.3A

2

添加屏幕

屏幕类型：

屏幕名称：

常规屏幕 AUX屏幕

行： 列：

输出 1-1

1920×1080@60.00Hz

Out1-1

34

35

36

37

38

39

输出 1-2

1920×1080@60.00Hz

Out1-2

输出 1-3

1920×1080@60.00Hz

Out1-3

输出 1-4

1920×1080@60.00Hz

Out1-4

输出 2-1

1920×1080@60.00Hz

Out2-1

输出 2-2

1920×1080@60.00Hz

Out2-2

确认 取消

屏幕1

2

输出1-1

拼接区域：1920×1080

❶
❷

❸
❹
❺

在主屏上选择“编导 > 屏幕”，进入屏幕配置界面。

单击下方的       ，打开“添加屏幕”界面。

在C3前面板的“SCREEN”区域，按下一个按键即可添加一个屏幕。

选择“屏幕类型”为“常规屏幕”，并输入“屏幕名称”。

在“添加屏幕”底部输入屏幕的行列数。

拖动右侧的输出接口到屏幕的虚线框中，完成接口与屏幕位置对应。

单击“确认”完成屏幕的添加。

（可选）选中目标屏幕，双击输入区域或单击           打开屏幕设置窗口，可以

在屏幕设置窗口自定义输出接口、查看并设置屏幕的基本信息配置、测试画面、画质调整。

说明：
只有分辨率和接口类型相同的输出才能配置到同一屏幕中。

预留功能按键

预留功能按键

预留功能按键

预留按键

PGM输出画⾯
淡出为⿊⾊或
解除画⾯⿊屏

锁定控台屏幕和按键

US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