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遥控操作说明

1、遥控器

单屏：设置 ID 和幕墙大小后，点击单屏，
可以从 
拼接直接切换到单屏模式；
 拼接：设置 ID 和幕墙大小后，点击拼接，
可以从
单屏直接切换到拼接模式；
 信号源：按出信号通道列表，可以选择切换
的通
道；
 随机码：按下此键用来，设置 ID 和选中当
前屏幕；
 具体操作参考后续说明；
 旋转：无效；
 显示：按下此键，显示当前单元的 地址、
分辨率
信息和版本信息；
 位置：VGA 信号下，图像自动调整功能快捷
键。
 AV/VGA/HDMI/DVI:信号源快捷键，按下此
键，即
可切换到对应的信号输入通道；

     ：USB 多媒体模式下，播放功能；
     ：USB 多媒体模式下，暂停功能；
     ：USB 多媒体模式下，停止功能； 

1.1.1�幕�墙�ID�设�置
屏地址设置：将单台处理器接遥控接收头，按遥控的“随机码”键，屏幕出现下图�1.1.1：

图�1.1.1：

“选择起始地址”：这⾥是输⼊屏幕要控制的屏幕的��开始的地址到结束的地址的。
如：输⼊：03�01�03�01�确定后，此时只能控制地址为�0301�的⼀个屏幕单元。
如：输⼊：02�01�03�01�确定后，此时可以控制地址从�02�01�到�03�01�的所有屏幕单元。



1.1.1.2：⽤遥控器的⽅向键选择“地址设置”，按遥控器的“确认”键，进⼊如下图�1.1.2：

图�1.1.2

1.1.1.3：⽤遥控器的数字键输⼊显⽰的随机码，如下图�1.1.3

图�1.1.3

1.1.1.4：按遥控器的“确认”键。进⼊下图�1.1.4：

图�1.1.4

“⽔平地址”和“垂直地址”：是此单元要设置的新的真实地址。
“幕墙⽔平单元总数”和“幕墙垂直单元总数”：是整个拼接幕墙的⼤⼩。

将⽔平地址，垂直地址，⽔平单元总数，垂直单元总数改完后按“确认”键。注：如果在⼀个⼤
屏幕拼接项⽬中有随机码相同的屏，请在这⼀个步骤选“重置随机码”来重新⽣成新的随机码。
按上述步骤将拼接单元所有屏的地址改正确，才开始做下⾯的操作。



1.1.1�遥控器选择屏幕
1.1.1.1�:按随机码进⼊如图�1.1.5�进⾏地址选择：

图�1.1.5

第⼀位：起始单元的⾏；�第⼆位：起始单元的列；�第三位：结束单元的⾏；�第四位：结束单元的列；
例如：当前地址是�1�⾏�1�列。如果只是对当前的控件输⼊：01�01�01�01�按确定；如果要控制1�⾏�
1�列到�2�⾏�2�列所有的屏输⼊：01�01�02�02�按确定。

1.1.2.2:当输⼊正确后屏幕右上⻆会提⽰如图�1.1.6�菜单，这时才可以⽤遥控器可以进⼊菜单
对处理器进⾏设置。

图�1.1.6
1.2.3�:主菜单界⾯描述：

1.2.3.1：图像设定如下：



图像模式：调节图像的画质如亮度、对⽐度、清晰度、饱和度、⾊调；�
⾊温设定：调节图像的⽩平
衡中的红、绿、蓝亮平衡；
缩放模式：在单屏下可以做�16：9、4:3、点对点。降噪:�调节模拟信号下降噪关、低、中、⾼；
⼏何校正：调节VGA�信号下的位置⾃动调整、⾏位置、场位置、时钟、相位；�
背光亮度：调节液晶
屏的背光亮度。

1.2.3.2：功能设定如下：

拼接调置：设置⼤屏的起始地址，结束地址进⾏幕墙拼接；
框驾设置：设置幕墙的边缘对⻬；
功能设置：设置⻛扇开关、⾼亮模式开关、温控开⻛扇的温度；
预案设置:�对当前场景如拼接、⾊彩进⾏保存和调⽤；
固件升级（USB）:升级光机控制盒的软件。�
将程序放到�U�盘⾥⾯，点击“确定”即可进⾏产品升级。



1.2.3.3：菜单设定如下：

菜单语⾔：设置系统语⾔英语、繁体中⽂、简体中⽂；
透明度：�设置菜单背景颜⾊透明度关、低、中、⾼；OSD�消失时间;关、5S、10S、15S;
恢复⼯⼚设置：对图像的信源，⾊彩等恢复到出⼚的设置。

1.1.3�进⼊⼯⼚模式⽅法
选中屏幕单元地址后，按“菜单”键，再按�1920，即可进⼊⼯⼚菜单。



⼆、控制软件说明

1、新装⼯程快速拼接流程

1.1�将我司传过来的软件⽂件夹复制保存到D盘或者E盘（尽量不保存在C盘，防⽌更新系统的
时候删掉控制软件）。

1.2打开⽂件夹，如下图1.2界⾯：

图1.2

1.3�双击������������������������������������，将⾃动检测系统环境，并安装启动软件在启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电脑防⽕墙的安全信息，如图1.3.1：

图1.3.1

按图1.3.1中第⼀步点击“更多”，选择“允许程序所有操作”。
启动界⾯图⽚可更换为⾃定义的图⽚，更换⽅法参考本使⽤⼿册的第



三章的�3.8�节启动图⽚⾃设定。
⼏秒后进⼊主控制平台，下图�1.3.4：

通过左上⻆“⽤⼾登陆”调出菜单，输⼊⽤⼾名、密码，进⼊⾼级模式；



图1.3.4

1.4新建⼯程

图1.4.1



按图1.4.1中第⼀步点击“系统配置”按钮，第⼆步点击“新建”，出现以下图1.4.2：

图1.4.2
按图1.4.2第⼀步填写⽂件名，第⼆步选择保存的位置，第三步点击“保存”按钮。注：保存路径
最好不选择C盘，防⽌系统更新删掉⼯程⽂件。
点击“保存”按键后，出现以下图1.4.3：

图1.4.3

在上图1.4.3中的第⼀步填⼊新⼯程拼接屏⾏和列的数量，第⼆步选择设备型号，第三步点击
“保存/应⽤”。



1.5�串⼝设置
下图1.5.1第⼀步点击红⾊框中的串⼝设置，第⼆步设置可⽤串⼝，第三步点击“新增”按钮，第
四步点击“确定”按钮。

图1.5.1
1.6�智能ID设置
1.6.1�屏地址设置：将单台处理器接遥控接收头，按遥控的“随机码”键，屏幕出现下图1.6.1：

图1.6.1

⽤遥控器的⽅向键选择“地址设置”，按遥控器的“确认”键，进⼊如下图1.6.2：

图1.6.2

⽤遥控器的数字键输⼊显⽰的随机码，如下图1.6.3

图1.6.3



按遥控器的“确认”键。进入下图1.6.4：

图1.6.4

将⽔平地址，垂直地址，⽔平单元总数，垂直单元总数改完后按“确认”键。注：如果在⼀个⼤屏
幕拼接项⽬中有随机码相同的屏，请在这⼀个步骤选“重置随机码”来重新⽣成新的随机码。
按上述步骤将拼接单元所有屏的地址改正确，才开始做下⾯的操作。

1.6.2�点击控制软件的��������������,所有⼤屏出现类似下图1.6.5信息：

图1.6.5

控制软件出现如下图1.6.6：

图1.6.6



将图1.6.5中的信息填⼊图1.6.6中，就变成下图1.6.7：

图1.6.7

填完后点击“设置”按钮。将每个屏显⽰的这些信息都按上⾯步骤填⼊并设置，就完成了ID设置。
完成设置关掉设置窗⼝。
1.7�拼接和信号源选择
按照下图1.7.1，第⼀步点击”信号源选择”右边的

图1.7.1

通过上述步骤就已经完成了⼤屏拼接。⼿册下⾯描述控制软件各功能的使⽤流程和⽅法。



3、拼接系统加⼊矩阵流程

点击控制软件上的������������������，在软件主界⾯右边出现下图2.1.1：

图2.1.1

第⼀步，根据矩阵协议选择“矩阵⼚家”、“矩阵类型”、“矩阵地址”、“输⼊通道数”、“输出通道数”等。
注：如果矩阵⼚家中没有对应的⼚家，请联系业务代表。
第⼆步，点击“新增”按键。
例如使⽤的是GTC001的DVI矩阵，8进8出。那么设置如下图2.1.2：

图2.1.2



点击新增后，在软件的左边的�����������������������������������������������，点击��������，会看到如下图2.1.3：

图2.1.3

完成上述步骤就可以设置屏与矩阵的连接了。
软件默认的屏与矩阵的对应关系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对应。如果现场屏与矩阵的连接
⽅式不是这样的，那么要根据连线⽅式改变软件设置，请按下⾯流程：
例如：第⼀块屏连接矩阵的第2输出⼝，那么设置如下：
双击第⼀块屏，出现如下图2.1.2：

图2.1.2



第⼀步选择矩阵类型”DVI”，第⼆步选择矩阵输出⼝”Matrix�Output:2”。
根据屏与矩阵的实际连接⽅式，将每个屏都安装上述⽅法设置完成。
通过上述步骤就完成了矩阵加⼊，如果有需要设置矩阵轮巡了，步骤如下：点击�����������������，出现
下图2.1.3：

图2.1.3

在图2.1.3中第⼀步设置的参数与上述步骤中的矩阵参数⼀致，第⼆步设置多组轮巡的和间隔
时间，第三步就是设置每组轮巡的输⼊输出⽅式，第四步就是勾选参与轮巡的组别，第五步就
是启动轮巡。在第三步中，“IN”指矩阵输⼊通道，”OUT”指矩阵输出通道，选择好输⼊输出通道
后，点击“+”，就把当前的输⼊输出通道⽅式增加到当前的轮巡组中，每⼀组轮巡组都像这样可
以设置多个输⼊输出通道组合。

3、其他功能操作流程
3.1�预案保存与调⽤

点击预案模式右边的���������，出现下图3.1.1：

图3.1.1



在图3.1.1的预案号点⿏标右键，出现保存预案和重命名预案，如下图3.1.2：

图3.1.2

选择保存预案，可以保存当前拼接模式，选择重命名预案可以将预案编号改成⾃⼰熟悉的名字。
双击预案名字可以调⽤保存的预案。

3.2�⼏何校正

点击�������������������,在软件界⾯的右边出现以下图3.2.1：

图3.2.1

注：在⼏何校正中的⾃动调整功能对DVI,HDMI⽆效。
时钟：调节图像频率（仅VGA模式下有效）；
相位：调节图像相位（仅VGA模式下有效）；
⽔平位置：调节屏幕的往左、往右移动；
垂直位置：调节屏幕的往上、往下移动；
框架开关：图像框架功能开关；
框架⽔平调整：图像的⽔平处理；
框架垂直调整：图像的垂直处理。



3.3�功能设定

点击�������������������，在软件界⾯的右边出现以下图3.3.1：

图3.3.1

功能设定中包含了OSD透明度，蓝屏模式，开机LOGO，降噪开关，镜像模式（SP385有90和270
度），⻛扇开关，边缘亮度（SP385有效），去雾相关的功能（SP385去雾程序有效），⼯⼚初始化。

3.4�图像调整

点击�����������,在软件界⾯的右边出现以下图3.4.1：

图3.4.1



亮度：调节屏幕图像前景的⿊⾊程度；
对⽐度：调节屏幕图像背景的⽩⾊程度；
清晰度：调节屏幕图像的明晰度及焦聚；
饱和度：调节图像⾊彩的深浅程度（仅视频模式下有效）；
⾊调：调节图像的⾊调模式（仅视频模式下有效）。

3.5�ADC

点击��������������,在软件界⾯的右边出现以下图3.5.1：

图3.5.1

ADC（仅VGA下有效）中可设置增益RGB、偏移量RGB的参数值。
增益-红：调节模拟信号红⾊的增益；
增益-绿：调节模拟信号绿⾊的增益；
增益-蓝：调节模拟信号蓝⾊的增益；
偏移量-红：调节模拟信号红⾊的偏移量；
偏移量-绿：调节模拟信号绿⾊的偏移量；
偏移量-蓝：调节模拟信号蓝⾊的偏移量；
⾃动调节图像⾊彩（仅VGA模式下有效）。



3.6�⾊差修正

点击������������,在软件界⾯的右边出现以下图3.6.1：

图3.6.1

⾊差修正⼀般应⽤在多个屏的拼接中有某块屏偏⾊，对偏⾊屏进⾏调整。
在上⽅的⾊块区域中，点击任意⼀个⾊块，在”调⾊板”三个字的后⾯会出现⼀串数字。
例如：                                     ，在这串数据中A代表透明度，默认为255.�R代
表三原⾊的红，G代表三原⾊的绿，B代表三原⾊的蓝。
点击任意⼀个⾊块，控制软件通过串⼝发送组成这个⾊块的R,G,B三个值，这个⾊块就形象的
展⽰了发送的R,G,B三个值混合成的颜⾊样板，但是并不代表发送的R,G,B三个值在屏上的显
⽰与⾊板⼀致。
亮平衡-红：调节亮平衡的红⾊；

亮平衡-绿：调节亮平衡的绿⾊；

亮平衡-蓝：调节亮平衡的蓝⾊；

暗平衡-红：调节暗平衡的红⾊；

暗平衡-绿：调节暗平衡的绿⾊；

暗平衡-蓝：调节暗平衡的蓝⾊；



3.7�虚拟遥控
虚拟遥控就是把遥控器的功能集成在控制软件上⾯，当没有遥控器在⼿的时候也可以使⽤遥
控器功能。

点击����������������，在软件界⾯的右边出现以下图3.7.1：

3.8�启动图⽚和Logo⾃设定
3.8.1�启动引导图⽚：�将图⽚的⽂件名改成“Wlecome.bin”或“Welcome.png”⽂件，拷⻉
到控制软件所在⽂件夹即可；
3.9.1�软件左侧Logo：�以管理员⾝份运⾏后，在左侧图标点击⿏标右键，选择“Load”，选择
Logo图⽚，图⽚会⾃动缩放，建议尺⼨为145×145；
上述设置完成后，请打包备份整个⽂件夹；
3.9�字幕设置
字幕设置功能是利⽤电脑端软件在电脑桌⾯产⽣⼀组字幕，当这个电脑桌⾯显⽰在⼤屏上
的时候，同时字幕也会在⼤屏出现；

点击�����������0���,出现下图3.9.1：



图3.9.1

左侧输入框可以编辑想要显示的字幕；
Font按钮设置字幕的字体，⼤⼩等属性；

Clr1按钮设置字幕颜⾊；

Clr2按钮设置字幕背景颜⾊；

Speed�置字幕滚动速度（单位ms）；

Opacity�置字幕区域透明度；

Width�置字幕区域宽度；

Show按钮显⽰设置好的字幕；
在字幕上点击右键，选择UNLOCK后可以移动字幕区域的位置，释放鼠标后字幕按照你
的设置正常显示；
注意：该字幕为PC端模拟字幕软件，如果大屏显示的信号不是来自于电脑（如碟
机），则不可以用该方法显示字幕.

产品使⽤注意事项：

1）移动拼接屏的注意事项。
�����移动拼接屏时，请确认插头从电源插座
�����上拔下并断开天线
�����视频连接瞎按及任何固定绳的链接。
�����搬动拼接屏时，⾄少需要两⼈。
�����务必直⽴搬动。
������搬动拼接屏时，请勿将拼接屏屏幕⾯触
�����碰到尖锐物体。

2）请勿擅⾃维修、改装或拆卸拼接屏。
请让维修技术⼈员检查和维修。



设备保养和环保说明
���������保养的重要性：

���������保养可以防⽌⼩问题变⼤问题�,�确保机器的安全性。���������
保养可以使得机器的性能达到最佳�,�达到更⻓的使⽤寿命。

���������������������������保养⼯具：���������
⼲净不起⽑的布�,�例如⽆尘布或者⿅⽪布。
������������������
���������
清洁剂�,�例如⼯业酒精

���������������������������保养措施：

���������
擦布浸⼊清洁剂�,�拧⾄半⼲�,�不能滴出⽔。
������������������
���������
擦拭屏幕保护玻璃表⾯的灰尘�,�以及整机⾯框。
������������������
���������

擦拭�2�⾄�3�遍�,�最好⽤新的⼲净的擦布擦⼲残留的清洁剂。
������������������
���������

清洁完成后�,�待机器⽔分⾃然⻛⼲可正常使⽤。
������������������

�����保养前将整机关闭�,�电源�I/0�开关关闭�,�电源线拔掉确保⼈⽣安全。

四、设备保养

三、常见故障处理说明

�����在准备修理前，阅读以下表,能否找到您所遇到的故障原因。当您确信完全按照本⻚使
�����⽤指南操作,仍然不能排除故障后,请您联系产品服务中⼼进⾏产品维修。

系统故障
现象 处理⽅法

不开机（电源指⽰灯不亮）
1.检查电源线是否损坏，是否存在接触不良问题
2.电源是否已接⼊市电确认电源已打开

所有拼接单元不受控

1.检查拼接软件的端⼝设置是否正确
2.检查串⼝线是否损坏、与产品和�PC�的接⼝是否接触良好
3.检查�PC�的串⼝是否有问题，可换⼀台�PC�测试拼接单元的地址是
否设置正确，参⻅地址设置

个别单元不受控 1.检查该设备的地址设置是否正确对该设备进⾏单独控制是否成功

单个或多个设备⽆输⼊

1.检查单元板与信号源端⼝是否接触良好
2.更换⼀条�VGA/DVI/HDMI�线测线
3.该设备是否设置在相应输⼊状态输⼊信号是否超出本产品的输⼊
范围



《废�电�电子产品回�处理�理�例》提示性说明

为了更好地关爱�保护地球，当用户不再需要此产品或产品�命终止时，请��国�废�电�电子产品回
�处理相关�律�规，�其�给当地�有国�认可的回�处理资质的厂�进行回�处理，不当利用或者处
�可��对环�和人类健�造成�响。

�告

此为A级产品。在生活环�中，该产品可��造成�线电干�。在这�情况�，可�需要用户对干�采�
�实可行的措�。

该电子电气产品�有某些有�物质，在环保使用期��可��心使用，超过环保使用期��后则应该进�
回��环�统。

中国 RoHS 合格评�制�标识

SDoC

中国大陆RoHS

�据中国大陆《电�电子产品有�物质�制使用�理办�》，���分列�了本产品中可���的有�物
质的名�和�量。

�件名�

有�物质

铅（Pb） 汞（Hg） 镉（Cd）
�价铬（Cr
（VI））

多溴联�
（PBB）

多溴二��
（PBDE）

�� ○ ○ ○ ○ ○ ○

后壳 ○ ○ ○ ○ ○ ○

LCD�panel × ○ ○ ○ ○ ○

电路�组件 × ○ ○ ○ ○ ○

电源线 × ○ ○ ○ ○ ○

其他线材 × ○ ○ ○ ○ ○

��� × ○ ○ ○ ○ ○

* ：电路�组件�括�刷电路��其构成的��件，如电阻、电�、�成电路、连��等。

本�格�据SJ/T 11364的规�编制。

○：�示该有�物质在该�件�有�质材料中的�量�在 GB/T 26572 规�的�量要求��。

×：�示该有�物质��在该�件的某一�质材料中的�量超� GB/T 26572 规�的�量要求。

上�中打“×”的�件中，应功�需求，�分有�物质�量超� GB/T 26572规�的�量要求，但是符合
�盟RoHS�规要求（属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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