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明

欢迎您选用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瓦科技）的产品，如果本文档

为您了解和使用产品带来帮助和便利，我们深感欣慰。我们在编写文档时力求精确可靠，随

时可能对内容进行修改或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如果您在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或者有好的

建议，请按照文档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对您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会尽力给予支持，

对您提出的建议，我们衷心感谢并会尽快评估采纳。

版  权

本文档版权归诺瓦科技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

文本内容进行复制、摘录等，违者必究。

商  标

 是诺瓦科技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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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240V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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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说明

前面板

按键 功能

开关键 设备的开关按键。

LCD 屏 显示设备状态和设置菜单。

旋钮 选择菜单，调整参数和确认操作

返回键 退出当前菜单或操作。

CONTROL

快捷键

四个控制快捷键。

• PIP：画中画启用 / 关闭切换键。

−  亮：已启用画中画。

− 不亮：关闭画中画。

• SCALE：画面缩放启用 / 关闭切换键。

−  亮：已启用缩放功能。

−  不亮：关闭缩放功能。

• MODE：模板加载或保存的快捷菜单。

• TEST：测试画面开启 / 关闭切换键。

−  亮：进入测试画面。

−  不亮：退出测试画面

输入源 快速切换窗口输入源和显示主窗口输入源状态。

• 亮：有输入源接入，正在使用。

• 闪烁：无输入源接入，已使用。

• 不亮：输入源未使用。

功能按键区 • TAKE：PIP 画面开启，Main 画面和 PIP 画面切换。

• FN：可自定义菜单键。

USB USB（Type-B 方口）：连接上位机。

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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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接口 数量 说明

3G-SDI 1 最大支持 1920×1080@60Hz 分辨率视频源输入，向下兼容。

支持逐行信号和隔行信号输入。

SDI 支持去隔行处理。

1×3G-SDI 环路输出。

AUDIO 1 外置音频输入接口。

VGA 1 VESA 标准，最高支持 1920×1200@60Hz 输入视频源输入，

向下兼容。

CVBS 1 PAL/NTSC 标准视频输入。

DVI 1 • VESA 标准，最高支持 1920×1200@60Hz 输入视频源输

入，向下兼容。

• 支持自定义分辨率。

−  自定义最大宽度 3840 像素（3840×652@60Hz）

−  自定义最大高度：1920 像素（1246×1920@60Hz）

• 支持 HDCP 1.4。

• 支持隔行信号输入。

• 1×DVI 环路输出。

HDMI 1.3 1 • 最高支持 1920×1200@60Hz 输入视频源输入，向下兼容。

• 支持自定义分辨率。

−  自定义最大宽度 3840 像素（3840×652@60Hz）

−  自定义最大高度：1920 像素（1246×1920@60Hz）

• 支持 HDCP 1.4。

• 支持隔行信号输入。

DP 1 • 最高支持 1920×1200@60Hz 输入视频源输入，向下兼容。

• 支持自定义分辨率。

−  自定义最大宽度 3840 像素（3840×652@60Hz）

−  自定义最大高度：1920 像素（1246×1920@60Hz）

• 支持 HDCP 1.3。

• 支持隔行信号输入。

输出接口

千兆网口 1 4 路网口输出接口，最大带载 230 万像素。

• 水平分辨率最高 3840 像素。

• 垂直分辨率最高 1920 像素。

仅网口 1 支持音频输出，通过多功能卡解析音频时，多功能卡

必须连接到网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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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 OUT 1 预监接口，预监输出显示屏画面。

控制接口

ETHERNET 1 连接 PC 通讯，或接入网络。

USB(Type-B 方口 ) 1 连接 PC，通过 PC 控制。

用于设备级联输入。

USB(Type-A扁口) 1 用于设备级联输出。

2  信号连接
参考前面章节的接口说明连接所需的硬件设备。（注：信号连接时，请先关闭设备电源）

VX4S-N 信号连接示意图

如需同时控制多台 VX4S-N，请按下图进行连接。

多机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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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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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4S-N 尺寸图（单位：mm）

4  操作动作说明
旋钮 : 

 � 主界面下，按下旋钮进入菜单操作界面；

 � 菜单操作界面下，旋转旋钮选择菜单，按下旋钮选定当前菜单或者进入子菜单；

 � 选定带有参数的菜单后可以通过旋转旋钮调节参数，请注意调节完成后需要再次按

下旋钮进行确认。

ESC: 返回键，退出当前菜单或操作。

按键锁定 / 解锁 : 同时长按旋钮和 ESC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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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界面
控制器开机后，操作屏幕显示主界面如下：

第一行：产品型号名称和设备 IP 地址。 

第二行：主画面 1、信号源、输入源信号格式。

第三行：画中画 2、信号源、输入源信号格式。

第四行：状态栏，各图标含义如下所述；

 
输出网口

（当前为网口 2 输出，且为主控模式，备份状态则显示为 ） 

画中画关闭  

画中画开启

当前显示效果为点对点显示

当前为缩小模式

当前为放大模式

拼接带载禁用；    

拼接带载启用

当前为 USB 控制

当前为网口控制

当前亮度为 25%

按键锁标识，当主界面出现此图标时表示当前处于按键和旋钮功能锁

定状态。



VX4S-N 用户手册

-6-

6  菜单操作
VX4S-N 功能强大，其操作非常简单，一个旋钮和一个返回按键即可完成所有操作。多个快捷

键的设计使操作更快捷。

一般通过输入设置→快捷点屏→亮度调节→输出设置四个步骤即可点亮显示屏，且亮度

适中，可以开始正常使用。其他菜单可帮助用户更好地控制 LED 显示屏。

第一步 输入设置

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设置输入源的分辨率。目前仅支持 DVI, HDMI，DP 三种输入

接口可直接在 VX4S-N 上设置其输入分辨率，其他输入接口只能通过在前端输出设备上修改

输出分辨率的方式实现。

输入分辨率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设置：

方式一：预设分辨率设置

在控制器预设的标准分辨率中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刷新率固定为 60Hz）。如预设中没有，

可选择方式二，自定义分辨率。

亮度调节 25%
快捷点屏

输出设置
输入设置

1024x768
1280x1024
1366x768
1440x900

预设分辨率
自定义分辨率

方式二：自定义分辨率设置

旋转旋钮设置自定义宽度（以偶数递增），自定义高度，自定义刷新率，然后选中“应用”，

按下旋钮确定并应用，如果不应用，那么自定义的分辨率无效。

第二步 快捷点屏

快捷点屏的前提条件是：屏体规则（非异型），箱体规则，各箱体带载大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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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点屏操作步骤：

第 1 步    显示屏上电，如箱体显示正常，进入第 2 步，如显示不正常，则必须先载入箱体文件，

并固化至接收卡，具体操作请查看高级设置 ；

第 2 步    进入“快捷点屏”的子菜单，转动旋钮，分别进入其他选项进行设置；

亮度调节 25%

输入设置

箱体行数
箱体列数
网口1带载箱体数
屏体走线方式（正视）

3
3
4

快捷点屏

输出设置

箱体行数
箱体列数
网口1带载箱体数
屏体走线方式（正视）

3
3
4

第 3 步    根据屏体实际情况，设置 VX4S-N 带载的箱体行数和列数；

第 4 步    设置网口 1 带载箱体数。设备对网口带载数有一定的限制，具体请看注意事项 a)；

第 5 步    设置屏体走线方式，请注意查看注意事项 c)、d)、e)。

箱体行数
箱体列数
网口1带载箱体数
屏体走线方式（正视）

3
3
4

注意：

（a）如有带载的网口数为 n（n ≦ 4）,

则前 n-1 个网口带载的箱体数必须

相等，且必须是箱体行数或列数的

整数倍，同时大于等于第 n 个网口

的带载箱体数。

举例说明：

如：网口 1、网口 2、网口 3 都有带载，那么网口 1

与网口 2 的带载箱体数必须相同，且必须是箱体行

数或列数的整数倍，因此屏体设置时仅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设置网口 1 带载箱体数；网口 3 带载接收卡

数则≤网口 1 的带载箱体数。

（b）如果是异形箱体、箱体大小不同、异形屏，需连接软件 NovaLCT-Mars 配置显示屏；

（c）设置走线方式时，旋转旋钮可实时在显示屏上预览不同走线的效果，如果满意必须

按下旋钮保存设置，直接按返回键则退出当前操作，不会保存预览的走线方式；

（d）设置走线方式时，必须确保每个网口的走线能顺着同一个方向向下连接；

（e）设置走线方式时，必须确保网口 1 的起始位置是整个走线的起始位置；

VX4S-N 最大可带 230 万个像素（2048×1152@60Hz）。横向带载最宽可达 3840 个像素点（此

时屏体最大为 3840×600@60Hz），纵向最高可带载 1920 个像素点（此时屏体最大 1200 

×1920@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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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亮度调节

返回主菜单界面，按下旋钮，选中亮度调节菜单的对应数值，此时可转动旋钮调节亮度值。

亮度调节
快捷点屏
输入设置
输出设置

25% 亮度调节
快捷点屏
输入设置
输出设置

25%

第四步 输出设置

输出设置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禁用缩放，即输出图像与输入图像大小一致，原比例输出。如果输入分辨率在某个

方向上小于屏体，则会出现屏体在该方向上不被点亮的现象；如果输入分辨率在某个方向上

大于屏体，则会出现输入的内容在该方向上显示不完全的现象。该选项适用于要求点对点显

示的应用场合。根据需要还可以设置画面水平偏移和垂直偏移，此时会出现显示内容在屏体

上向左或者向上移位的情况。

此时【启用缩放】为禁用。

禁用缩放显示效果示意图

第二种：自动全屏播放。此时【启用缩放】为启用，【自动全屏缩放】为启用。

自动全屏缩放时，输入内容被完全缩放到屏体大小，输入内容自适应显示屏大小。此模

式适合演播内容全屏播放的情况。

第三种：自定义缩放。此时【启用缩放】设为启用，【自动全屏缩放】设为禁用。

自定义缩放需要执行以下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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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    设置输入截取，即从输入的图像中，截取输入图像的某个起始点之后的部分感兴趣

的画面在显示屏上显示。一般需要设置水平宽度（小于等于输入源横向分辨率），

垂直高度（小于等于输入源垂直分辨率），水平起始和垂直起始。

启用缩放
自动全屏缩放
自定义缩放
画面偏移

启用
禁用

输入视频源
水平宽度
垂直高度
水平起始

HDMI
720

输入截取
输出窗口

240

垂直起始 0

0

第 2 步    设置输出窗口，窗口尺寸小于等于显示屏大小，设置好窗口后，图像只能在窗口范

围内自适应大小显示，用于在显示屏上预留边框或者是限制画面播放区域的应用场

合。

窗口垂直高度
窗口水平起始
窗口垂直起始

600
100

输入截取
输出窗口

窗口水平宽度 800

100

按照以上两步进行设置后，显示屏仅会在设定的区域内显示输入截取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输入源 显示屏体

(100,100)

800

600

(0,0)

720

240

自定义缩放效果示意图

拼接带载

当显示屏点数超过单台 VX4S-N 的带载能力时，就需要使用拼接带载功能。所有级联的

VX4S-N 带载的区域大小加起来即大屏的总点数。

首先需要选择拼接方案：等分、不等分。

 � 等分：每台 VX4S-N 带载面积相同，只需要设置大屏的总点数、行列数以及本台带载区

域即可。

 � 不等分：即每台 VX4S-N 可以带载不同的面积。需要设置大屏的总点数，再设置每台

VX4S-N 带载的区域大小，以及带载区域的起始位置。

拼接实例：显示屏总点数为 3000×1000，超过了单台 VX4S-N 的带载能力。可以使用拼接带载

功能，使用两台 VX4S-N 进行拼接处理。连接方法请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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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数设置时可以选择等分或不等分，具体参数设置分别如下两表。

“等分”时参数设置 “不等分”时参数设置

VX4S-N（1） VX4S-N（2） VX4S-N（1） VX4S-N（2）

水平总点数 3000 水平总点数 3000

垂直总点数 1000 垂直总点数 1000

拼接行数 1 水平宽度 1500 1500

拼接列数 2 垂直高度 1000 1000

带载区域 1 2 水平起始 0 1500

—— —— —— 垂直起始 0 0

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包含多个主要功能的设置选项，如下图。下面章节将详细讲述每个功能。

通讯设置

拼接带载
高级设置
工厂复位

双画面
冗余设置
高级属性
预设模板

自定义按键
声音设置
画面控制
输入源热备份

输出分辨率

灰度调节 13
硬件版本 V1.3.0.0

屏参设置

双画面
设置双画面的开启和关闭，主画面和画中画的输入源，以及画中画的的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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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画面
双画面布局
主画面输入源
画中画输入源

启用
自定义

水平宽度
垂直高度
水平偏移
垂直偏移

128

0
128

0

透明度
窗口交换

双画面截取设置
0

双画面
冗余设置
高级属性
预设模板

双画面布局：即画中画相对于主画面的位置。包含自定义、左上、左下、右上等八种布局方式。

当设置成除自定义外的其他七种中任一布局后，画中画的水平和垂直偏移量会自动调整为布

局对应的数值。各布局含义如下：

 � 自定义即画中画的大小和位置均需设置；

 � 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中心表示画中画与主画面的左上角、左下角、右上角、右下角、

中心重合；

 � 上下、左右表示主画面和画中画上下分布或左右分布。

主画面输入源 / 画中画输入源：设置主画面和画中画的输入源，与主面板上的输入源切换按

钮作用相同。

水平宽度：画中画的水平宽度；垂直高度：画中画的垂直高度；

水平偏移：画中画的水平坐标；垂直偏移：画中画的垂直坐标。

双画面截取设置：从设置的起始位置开始截取画面显示到画中画窗口，大小为设置的水平宽

度和垂直高度。需先启用画中画功能，才能进行双画面截取设置。

透明度：画中画的透明度。

窗口交换：主画面和画中画播放内容交换。

PIP( 画中画 ) 信号源冲突列表

主通道输入源

HDMI DVI VGA CVBS SDI DP

PIP

输

入

源

HDMI × √ √ √ √

DVI × √ √ √ √

VGA √ √ √ √ √

CVBS √ √ √ √ √

SDI √ √ √ √ √

DP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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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主画面和 PIP（画中画）可以同时使用的输入源。
• ×：表示主画面和 PIP（画中画）不能同时使用的输入源。
• 灰底：表示主画面和 PIP（画中画）使用的是同一输入源。

冗余设置
设置本机为主控或备份。

高级属性
双画面
冗余设置

预设模板
高级属性

VGA自动调整
ADC校准
视频同步 启用
返回主界面时长（s） 60

 � VGA 自动调整：自动调整对 VGA 输入信号的采样参数，使 VGA 画面清晰完整。选中该

菜单后按一下旋钮，就进行一次 VGA 自动调整。

 � ADC 校准：未进行 ADC 校准的处理器在接入模拟信号时可能会出现偏色或画面偏暗等

不良现象，VX4S-N 可自动根据输入模拟信号（包括 CVBS 和 VGA）进行 ADC 校准以

解决以上所述不良现象。选中该菜单后按一下旋钮，就进行一次 ADC 校准。

 � 视频同步：使本机的输出和输入同步。

 � 返回主界面时长：不进行任何操作时，停留在当前界面多长时间自动返回主界面。

预设模板
将当前配置参数保存为预设模板，下次可以直接加载模板，默认可保存 10 个预设模板。

自定义按键
自定义 Fn 快捷键的功能，可以设置的功能包括：画面黑屏，画面冻结，VGA 自动调整，

视频同步。设置完成之后，按 Fn 键时，相应功能直接作用。

声音设置
控制音频的启用与禁用，音量大小，伴音模式。  

例如，要使用由 Audio 口输入的音频，则要先启用音频，然后把伴音模式选为固定。如

果要使用从 HDMI 进来的声音，则启用音频后，把伴音模式设为伴随，再把源切到 HDMI，

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从 HDMI 进来的声音了。

自定义按键
声音设置
画面控制
输入源热备份

音频
音量
伴音模式

启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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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控制

正常显示
画面黑屏
画面冻结
测试画面

自定义按键
声音设置
画面控制
输入源热备份

画面调整
通道切换特效

 � 正常显示：正常播放当前输入源的内容。

 � 画面冻结：冻结当前播放内容。

 � 画面黑屏：显示屏黑屏不显示。

 � 测试画面：包含纯色和线条共八种测试画面。

 � 画质调整

根据要求设置画面的红、绿、蓝色亮度、色温、Gamma 值、对比度、饱和度、色调、调整

到满意之后可以将参数固化。

 � 通道切换特效：设置画面切换时的效果，包含瞬切、淡入淡出、中心收缩、左上收缩、

中心放大、左上放大等多种特效。选定需要的效果后，需要按下旋钮才可以生效。

提示：当画中画功能开启时，通道特效功能自动失效。只有当画中画功能关闭时，通道切换

特效功能才可以生效。

输入源热备份
为输入源指定备份，当输入源信号中断时自动切换至备份源，提高可靠性。

HDMI DP  表示将 DP 设置为 HDMI 的备份，箭头左侧为主输入源（不能修改），箭

头右侧为备份（可修改）；

自定义时主输入源和备份均可以自行设置。

输出分辨率
此功能可以设置监控输出的分辨率。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使用中的需要进行设置，可以选

择预设分辨率也可以进行自定义。

输出分辨率

硬件版本
灰度调节
屏参设置

预设分辨率
自定义分辨率

V1.3.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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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参设置

输出分辨率

硬件版本
灰度调节
屏参设置

载入箱体配置文件
固化至接收卡

V1.3.0.0
15

载入箱体配置文件

VX4S-N 与 PC 连接，在 PC 上运行 NovaLCT-Mars，将之前保存的箱体配置文件导入。

1 )  保存箱体配置文件

接收卡配置完成后，点击 ，将箱体配置文件（.rcfg）保存至 PC 本地文件。

2 )  将箱体配置文件导入到 VX4S-N

3 )  载入箱体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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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128×128载入箱体配置文件
固化至接收卡

固化至接收卡

将 VX4S-N 接收卡相关的所有配置固化至接收卡，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

灰度调节
调节 OLED 屏的灰度。

硬件版本
查看 VX4S-N 的硬件版本。如有新版本发布，可通过 PC 连接 LCT-Mars，升级 VX4S-N

的固件程序。

工厂复位

将本机恢复至出厂时的状态。

通讯设置

设置 VX4S-N 的通讯模式和网络参数。

通讯模式包括：USB 优先和互联 LAN（局域网）优先，当 VX4S-N 同时连接 USB 控制

接口和 ETHERNET 控制接口，此处设置的为 USB 优先，则系统采用 USB 控制；反之设置为

LAN 优先，则系统优先采用 LAN 控制。

网络参数设置分为手动和自动，手动设置时注意 IP 地址不可以与其他设备冲突。

语言设置

进行界面的语言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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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规格

输入指标

 端口 数量 分辨率规格

VGA 1 VESA 标准，最高支持 1920×1200@60Hz 输入

DVI 1 VESA 标准 （支持 1080i 输入），支持 HDCP 1.4

CVBS 1 PAL/NTSC

HDMI 1.3 1 EIA/CEA-861 标准，符合 HDMI-1.3 标准，支持 HDCP 1.4

DP 1 VESA 标准 , 支持 HDCP 1.3

3G-SDI 1 480i、576i、720P、1080i/P

输出指标

端口 数量 分辨率规格

DVI LOOP 1 DVI 输入环出，与 DVI 输入一致

SDI LOOP 1 SDI 输入环出，与 SDI 输入保持一致

DVI OUT 1 预监输出接口

LED OUT 4

4 路千兆网口输出，仅网口 1 支持音频输出，通过多功能卡解析

音频时，多功能卡必须连接到网口 1

水平分辨率最高 3840 像素

垂直分辨率最高 1920 像素

整机规范

输入电源 100-240V~，50/60Hz，1.5A

整机功耗 25W

工作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20%RH~90%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10%RH~95%RH，无冷凝

尺寸 482.6mm × 250.0mm × 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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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常见问题

问题 处理方式

LED 显示屏不亮

检查电源是否正确连接且开关打开；

打自测试画面确认 LED 是否连接正确并工作正常；

检查 VX4S-N 的输入是否有信号，输出是否是黑屏，比如扩展模式、

PIP 遮挡或者截取太小等；

检查配屏方式及参数是否正确；

监控口输出异常

检查输入通道是否有图像输入并正确显示；

检查画中画是否开启，2 通道是否有信号输入，并正确显示；

检查监控输出是否正确连接且未松动；

如连接显示器，请确认显示器是否支持 VX4S-N 输出分辨率；

尝试设备断电重启，VX4S-N 复位，重新操作；

VGA 输入相位偏移 进行 VGA 自动相位调整；

双画面显示异常
检查 2 通道，是否有信号输入，并正常显示；

检查双画面，参数设置是否正常；

淡入淡出异常 检查特效开关是否已打开；

拼接异常
检查 VX4S-N 拼接开关是否打开，拼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输入信号源是否正常；

声音异常

检查音量的设置是否合适；

检查伴音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确认 VX4S-N 和多功能卡完好连接并且主界面上对应的输出网口图

标已高亮；

确认多功能卡的音频输出模式为 HDMI 模式（需连接 LCT 进行确认

和设置）；

请按照以上步骤初步排查问题，如无法排除问题，请及时联系当地经销商或本公司客服。

机器内有高压部件，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自行对处理器进行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