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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声明 

为避免可能的危险，请按规定使用此设备。如出现损坏，非专业人士请勿擅自打开维修，请及时与本公司售后

联系。 

 

高压危险：本产品的工作电压为 AC100-240V。 

 

接地：本产品通过电源的地线与大地相连，请确保接地导体的良好接地。 

 

电磁干扰：设备应远离磁铁、马达及变压器。 

 

防潮：请将设备置于干燥、干净的环境中。如有液体浸入，请立即拔掉电源插

头。 

 

远离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禁止液体、金属碎片浸入机器内部，以免引起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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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简介 

1.1   前面板示意图 

 

菜单  轻触旋钮 调出主菜单或确认 

旋转旋钮 选择菜单项或调节参数 

导航按键 
点击可进入导航设置菜单，用户可通过此菜单快速完成设备

的配置 

ESC按键 返回键 

输入  输入源选择快捷键 与后面板输入接口标识对应，点击可进行输入信号源切换 

功能  5-WIN 调出窗口指定菜单 

MODE 呼出场景菜单 

0-Fn 自定义按键 

OSD 图片或文字加载开关 

输入源切换说明 

点按输入源选择快捷键时仅切换某个窗口的信号源，该窗口可以进行指定。按 5-WIN键后调出如下窗口指定菜

单： 

高优先级切源 

窗口 1切源 

窗口 2切源 

窗口 3切源 

高优先级切源 ：按照窗口布局中设置的优先级切源，哪个窗口的优先级最高（在最上层）即对该窗口的输入源

切换； 

窗口 1/2/3切源：指定对某一窗口进行输入源切换。 

说明：  

 输入源被分为 A、B、C、D 四组，两路输出必须是不同组的信号，也即只有不同组的两个信号源可以被同

时输出。  

 MODE 补充说明：用户可以使用配套控制软件对各个场景进行重命名。 

1.2   后面板示意图 

 

输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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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A 

CVBS1 CVBS 接口 说明： 

输入-A 区域中三个

输入源，每次仅能

使用其中的一个输

入源。 

VGA1 VGA接口 

HDMI1 

HDMI 1.3 接口，支持 HDCP 

1.3，不支持隔行信号输入 

输入-B 

CVBS2 CVBS 接口 说明： 

输入-B 区域中三个

输入源，每次仅能

使用其中的一个输

入源。 

VGA2 VGA接口 

DVI2 

DVI 接口，支持 HDCP 1.3，不

支持隔行信号输入 

输入-C DVI1 DVI 接口，支持 HDCP 1.4，不支持隔行信号输入 

输入-D 
DVI3 DVI 接口，支持 HDCP 1.4，不支持隔行信号输入 

DVI3 LOOP 环路 LOOP 输出 

输出接口 

预监 DVI DVI 预监输出，预监为四宫格样式，分别显示四路输入源画面 

DVI1 两路 DVI 输出，支持拼接输出 

每路 DVI 支持自定义输出，当输出刷新率为 30Hz时，最大输出高度

或宽度为 3840 
DVI2 

控制接口 

ETHERNET 控制接口 

USB（方口 Type-B） USB上位机控制接口 

USB（扁口 Type-A） 级联输出接口 

电源  

AC100-240V~50/60Hz 交流电源接口 

 

1.3   电气参数 

整机规范 

输入电源 AC100-240V~50/60Hz 

整机功耗 30W 

工作温度 -20~60℃ 

外形尺寸 482 mm × 278.3 mm × 52.0 mm 

包装尺寸 550mm × 400mm × 175mm 

重量 3.5kg 

总重量 7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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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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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菜单操作 

3.1   主界面 

开机后，显示屏显示主界面如下： 

   

 A：信号源的输入情况：蓝色表示该信号源正在使用中；黄色表示该信号源有输入但当前未被使用；灰色表

示该信号源未连接。 

 B：当前开窗情况，蓝色表示开窗有信号源输入。 

 C：输出接口情况和输出分辨率。 

 D：状态显示，各状态图标的含义如下： 

−  当前控制接口连接 ETHERNET 口。 

−  当前控制接口连接 USB口。 

−  当前控制接口未连接。 

−  当前开启截取。 

−  该图标为蓝色时表示 OSD开启，即有图标或文字载入，如该图标为灰色时表示 OSD关闭，当前

无图标或文字载入。 

−  表示特效为瞬切。 

− 当前屏幕未锁定。 

−  当前屏幕已锁定。 

3.2   主菜单 

在主界面下，按下旋钮，进入主菜单操作界面，按旋钮进入子菜单，按 ESC返回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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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屏体设置 

设置两个输出的拼接方式以及各自的大小。 

屏体结构    

即：仅一路输出、水平拼接以及垂直拼接。 

输出设置 

预设分辨率、自定义分辨率 

每个 DVI 输出自定义宽度为 800~3840，自定义高度为 600~3840。 

说明：  

当刷新率为 30Hz 时，最大宽度或最大高度可达 3840 像素。 

屏体 1配置 屏体 1水平宽度、屏体 1垂直高度 

屏体 2配置 屏体 2水平宽度、屏体 2垂直高度 

输出映射 DVI1、DVI2输出区域 

 

说明：  

如果仅一路输出时仅通过 DVI1 输出，DVI2 备份输出。 

3.4   窗口布局 

设置开窗数量、大小，输入源、位置以及优先级。本机支持最多开三个窗口，每个窗口均可以设置输入源，大

小、位置以及优先级等。 

窗口 1配置 
窗口 1 开启/关闭、输入源、水平宽度、垂直高度、水平起始位置、垂

直起始位置、优先级、输入截取 

窗口 2配置 
窗口 2 开启/关闭、输入源、水平大小、垂直大小、水平起始位置、垂

直起始位置、优先级、输入截取 

窗口 3配置 
窗口 3 开启/关闭、输入源、水平大小、垂直大小、水平起始位置、垂

直起始位置、优先级、输入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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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场景切换 

切换场景，直接应用场景参数，共 16个场景可供用户设置和使用。 

3.6   输入设置 

可支持对 DVI和 HDMI信号源输入进行分辨率设置，设置时可以使用预设的分辨率也可以进行自定义。 

DVI1分辨率设置 预设分辨率设置、自定义分辨率设置 

DVI2分辨率设置 预设分辨率设置、自定义分辨率设置 

HDMI1分辨率设置 预设分辨率设置、自定义分辨率设置 

DVI3分辨率设置 预设分辨率设置、自定义分辨率设置 

VGA1调整设置  水平位置、垂直位置、时钟、相位、自动调整 

VGA2调整设置  水平位置、垂直位置、时钟、相位、自动调整 

 

说明：  

 设置完成后，选择应用并确定后才可以生效。 

 自定义输入分辨率时需满足宽度不大于 1920，高度不大于 1200，像素时钟不大于 165MHz. 

3.7   画质调整 

输入源的输入画质调整。 

DVI1、DVI2、HDMI1、DVI3、VGA1、VGA2、CVBS1、CVBS2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 

说明： 

设置完成后，选择应用并确定后才可以生效。 

3.8   画面控制 

OSD 开启 / 关闭 

正常显示 选择该项，画面正常显示 

画面冻结 选择该项，画面冻结，定格于当前画面 

画面黑屏 选择该项，画面黑屏 

测试画面 纯色、渐变、网格、定位、亮度、间距、速度 

说明 

OSD 功能说明：此处为开启或关闭 OSD 功能，具体添加或设置需使用控制软件进行操作。 

3.9   高级设置 

窗口键设置 高优先级切源 / 窗口 1切源 / 窗口 2切源/ 窗口 3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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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键设置 屏体配置、窗口布局、画面控制、画面黑屏、画面冻结 

去隔行效果 0~9 

工厂复位 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清除所有用户设置的数据 

返回主界面时长 30~3600秒 

硬件版本 显示硬件的版本号 

 

3.10   通讯设置 

通讯模式 USB优先 / LAN优先 

网络设置 网络模式（自动/手动）、IP、掩码、网络参数复位 

本机支持 USB和网线两种控制模式，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IP和掩码只有在网络模式为手动时才可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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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套控制软件 

本机可使用诺瓦研发的配套软件进行更加快捷细致的配置，相关使用说明请查看控制软件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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