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解决方案



视睿讯3D图像融合拼接处理

器 开创了多个唯一

• 业界唯一具有3D拼接功能的可定制化拼接处理器

• 业界唯一实现2D、3D多画面同时开窗的拼接处理器

• 业界唯一可以同时实现主动式、偏振光式3D覆盖全方位3D解决

方 案的拼接处理器

• 业界唯一同时实现片源左右格式、上下格式、帧连续格式的拼
接 处理器

• 业界唯一实现3D视频直播的拼接处理器

• 业界唯一实现单台设备超过8K分辨率3D信号点对点输入的拼接
处 理器



公司介绍

企业资质

3D方案介绍

核心产品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案列煉展示



公司介绍
COMPANY PROFILE



北京视睿讯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领先的视频处理设备与解决方案提供 商，
主营LED、LCD、DLP高清视频图像处理器；3D融合拼接处理器；LED控
制系统和幻影播控系统以及音视频周边设备，秉承“视界未来 智慧显控”的企业愿 
景，为全球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智能化视频图像处理设备及解决方案。

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从事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于一 
体的高科技企业，是专业显示与智控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广泛应用于交通、 
政府、教育、医疗、电力、能源、传媒等领域。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专业的 
技术人才及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合作伙伴提 
供专业的综合解决方案及服务，持续提升客户体验，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经 
过多年不懈努力，凭借专业的技术研发实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视睿讯已经成 
为中国知名品牌。

视睿讯科技是国家认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火炬企业。所研发产
品拥有多项硬件专利以及软件专利，并取得CCC、ISO9001、CE、FCC、 RoHS、
CNAS、OHSAS18001、ISO14001等多项国际认证。为了充分满足市 场及用户
的需求，视睿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分公司及办事机构，使公司的产 品销售及
售后服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多年的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实力为视睿 讯在智慧
显控的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申请专利百余项 软件著作权二十多项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及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软件产品认证

3C认证（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CE认证（欧盟健康和安全强制性认证）  

RoHS认证（欧盟绿色产品环保认证）  

FCC认证（美国强制性产品电磁兼容及使用环境安全认证）

质量体系认证 环境体系认证 职业健康认证



3D 方案介绍



3D便是指三维空间，相比普通的2D画面，3D更加立体逼真，让观众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

3D显示技术逐步成为近年的潮流和公认的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为近年来显示市
场大放异彩的LED显示屏，随着其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室内高清显示领域，如何实现 
适合LED显示屏的3D显示技术也开始备受关注。

作为全球领先的LED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视睿讯凭借其一贯领先的创新和
开发能力，为行业提供了最适合LED显示屏的3D显示控制解决方案。

应用背景



3D显示技术基本原理和分类

立体感源于人类的视觉系统。人眼平时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立体的，这是因 
为人的两个眼球瞳孔之间的小距离间隔，看到的是两幅有细微差别的画面，这种 
细微的差别让大脑能在视线消失方向换算出物体之间的一个个空间坐标，我们也 
就能通过这种感觉来区分出物体的远近和大小，也就是立体感，即三维空间感。



3D显示的基本原理，即通过眼镜或者其他设备，将给到观看者左右眼的 
内容区隔开来，使得两只眼睛可以分别获得左眼和右眼的图像，最后到脑子里 
就是3D的感觉。

当两眼的时差为零视 
差时，即图像即呈现 
在屏幕位置。

当两眼的时差为负视 
差时，即图像即呈现 
在屏幕前方。

当两眼的时差为正视 
差时，即图像即呈现 
在屏幕后方。

零视差：图像在屏幕上 负视差：图像有凸出感 正视差：图像有凹进感



目前的3D技术可以分为眼镜式和裸眼式三种，眼镜式3D技术可分为色差
式、快门式和偏光式（也叫色分法、时分法、光分法）三种，而裸眼式3D技术 
可分为透镜阵列、屏障栅栏和指向光源三种，每种技术的原理和成像效果都有 
一定的差别。



视睿讯3D显示控制方案，采用最适合LED显示屏的 

快门式3D技术，采用主动式成像模式，无需复杂的周 

边设备即可拥有最出色的的3D显示效果，支持显示分 

辨率高，同时资源相对较多，厂商宣传推广力度大，  

是目前国际普遍采用的主流技术。

同时，视睿讯3D显示控制方案，采用主流

RF-2.4GHz 3D同步标准，连接更灵活、更高效，为消 

费者带来更大的自由度，带来最佳的3D观看体验。

方案概述

快门式3D技术



偏光式3D技术也叫偏振式3D技术，配合使用偏光 

屏、被动式偏光眼镜。视睿讯偏振光式3D融合拼接处 

理器是针对行列式、棋盘式覆膜LED/LCD显示屏，而 

开发的3D偏光融合拼接处理器。具有图像连贯流畅， 

不闪烁、不撕裂、眼镜成本低等优点。目前3D电影 

院、3D液晶电视等大多采用的是偏光式3D技术。

方案概述

偏光式3D技术



快门式3D主要是通过提高画面的刷新率 

来实现3D效果的，通过把图像按帧一分为

二，形成对应左眼和右眼的两组画面，连续交 

错显示出来，同时信号发射器将同步控制快门 

式3D眼镜的左右镜片开关，使左、右双眼能 

够在正确的时刻看到相应画面。这项技术很轻 

松地让用户享受到真正的完美的3D效果。

方案优势

主动式3D技术效果出众



偏光式3D技术也叫偏振式3D技术，配合 

使用的是被动式偏光眼镜。偏光式3D技术的 

图像效果比色差式好，而且眼镜成本也不算太 

高，目前比较多电影院采用的也是该类技术， 

不过对显示设备的亮度有要求。

方案优势

偏光式3D技术成本低廉



视睿讯3D融合拼接器可同时实现主动 

式3D、偏光式3D，是一款覆盖全方位的 

3D解决方案拼接处理器。

方案优势

可同时实现主动式、偏光式3D

偏光式3D

主动式3D



国内国际首创2D与3D拼接融合，  

只需一台3D设备就实现了在多画面的基 

础上，选择任何一个或多个画面播放3D  

或2D视频。从而实现多路3D视频同时显 

示，或者3D视频和2D视频混合显示。

方案优势

2D/3D同时显示



国内国际首创 与 拼接融合， 

同一块LED显示屏快速2D、3D切换。

方案优势

2D/3D快速切换

同一块LED显示屏快速改造成3D显示屏

同一块LED显示屏2D和3D之间快速切换



支持左右格式、上下格式、连续帧 

格式等多种丰富的3D片源格式。

方案优势

支持多种3D片源格式

上下格式

左右格式 连续帧格式



采用RF-2.4GHz标准，连接更灵 

活、更高效，可高效避免干扰，为消费 

者带来更大的自由度，带来最佳的3D  

观看体验。

方案优势

RF-2.4GHz 3D同步标准



支持HDMI2.0/DP1.2超高清信号 

输入，单个输入口4Kx2k，让您看到 

的视界更清晰，细节更多，色彩更鲜 

艳，还原真实的世界。

方案优势

4K超高清输入



视睿讯3D融合拼接器可实现8K分辨 

率3D信号点对点输入。

方案优势

单台设备超8K



可根据用户实际需求搭配不同类 

型的输入接口。实现不同类型的输入 

信号在拼接屏上显示,支持CVBS、 

3G-SDI、VGA、DVI、HDMI、 

HDMI1.4、HDMI2.0、DP1.1、 

DP1.2、IPC。

方案优势

输入类型可定制化



单台设备可同时实现LED大屏拼接、 

LCD液晶屏、3D LED大屏、投影融合四合 

一混合应用的拼接处理器。

方案优势

支持不同类型显示屏



常规显示屏+普通接收卡+只需 

一台视睿讯3D融合拼接处理器+3D  

眼镜+片、源 。

方案优势

方案简单易实施



核心产品
PRODUCT SERVICE



主动式3D融合拼接处理器

视睿讯3D显示控制方案，采用最适合LED显示屏的快门式3D技术，采用主动式成像模式，无需复 
杂的周边设备即可拥有最出色的的3D显示效果，支持显示分辨率高，同时资源相对较多，厂商宣传推 
广力度大，是目前国际普遍采用的主流技术。同时，视睿讯3D显示控制方案，采用主流RF-2.4GHz  
3D同步标准，连接更灵活、更高效，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自由度，带来最佳的3D观看体验。



偏光式3D融合拼接处理器

视睿讯3D显示控制方案，采用最适合LED显示屏的偏光式3D技术，采用偏光式成像模式，无需复杂 
的周边设备即可拥有最出色的的3D显示效果，支持显示分辨率高，眼镜无需充电，同时资源相对较
多，厂商宣传推广力度大，主要用于教育、影院、展览展示，不是目前主流的技术。



产品特色
1、采用快门式3D技术，主动式成像模式，持主流厂家发送卡；无需复杂的周边设备，即可使任何普通LED显 
示屏拥有3D显示效果。
2、纯硬件，采用高性能FPGA架构，内部无操作系统，无系统崩溃、病毒侵扰、兼容性等问题，允许频繁开关
机，开机启动响应时间不超过5秒。
3、模块化设计，包括FPGA卡、控制卡、风扇、电源等都是模块化的设计，以便于以后的系统升级和维护。
4、输入支持DVI、HDMI、VGA、CVBS、3G-SDI、IP、HDMI1.4、HDMI2.0、DP1.1、DP1.2D输出支持
DVI、HDMI等多规格信号源输入输出。
5、最多可支持同时76块LED显示屏同时3D播放。
6、3D/2D一键切换，2D模式下所有输入信号均可在LED屏的任意位置开窗、叠加、拉伸、漫游、跨屏、缩放或 
画中画显示。
7、支持对前端大屏的开关机控制及信号切换控制。
8、支持PC端、移动端以及中控端控制，且PC版支持windowsXP-SP3以上包括win7、win8.1、 win8、win10
等系统，移动版APP支持：移动端软件不需要转发服务器，移动设备可以对设备进行直接控制。
9、信号源状态监测，可实现软件中监看信号是否在线。
10、支持OSD字符叠加功能，可以在图像上添加文字或图片。
11、多张发送卡拼接控制，图像全同步，无撕裂。
12、信号源支持自定义名称和分组，便于信号源管理。
13、输出通道自定义，可随意调整输出通道顺序。
14、支持信号源裁剪，以便于实现去掉信号源的黑边或实现图像重点区域的放大显示。
15、场同步技术，画面无缝同步切换，无黑场，无延时。
16、支持预存场景，支持场景一键切换，支持场景轮巡。
17、网口和串口RS-232通讯控制，并开放控制协议。
18、拼接器加密功能：由一级授权或二级授权此拼接器才能正常工作。



技术指标
板卡参数

眼镜参数



产品资质

3D融合拼接处理器检测报告 3D融合拼接器专利认证 主动式3D融合拼接器软件认证 偏振光式3D融合拼接器软件认证





3D+展馆（3D融合拼接处理器为展馆打造沉浸式震撼体验，“地标式”亮点）



在教学上所谓的3D，是以3D教学资源为核心，3D多媒体 
教学设备为首，利用3D数字影视技术，将复杂、抽象、难懂的 
概念，转化成3D影视、模型等讲解资源，为师生提供无与伦比 
的逼真学习情景环境，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环境中，激发强 
烈求知欲，辅助老师高效教学。

与传统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相比，3D教学具以下明显优势： 
一、3D教学突破传统教学沟通模式，让学生主动探索学习

领取，帮助学校解决复杂知识无法被简单传播的困扰，加深孩 
子们对所学能力模块知识的主观认识，提升课堂的趣味性、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

二 、将3D优质资源与3D教学系统引入并融合到常规多媒 
体教室，使整个互动教学更具有可视化和可参与性，具有更加 
形象、更容易引发学生关注和兴趣等优势，可以令教师讲解更 
为生动易懂，大大提高学生的成绩以及学生对信息的记忆时 间。

三、通过引入3D校园安全教育资源，帮助学校解决对学生 
进行广泛安全教育宣传和思想道德熏陶这一大薄弱环节和难 题，

让学生照样在常规课堂中，也能提高自我安全防护意识。

3D+教学



3D手术直播，实现手术室、诊断室、检查 
室、治疗室和示教观摩端（示教教室、学术报告 
厅等）之间全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实现了对手 
术现场多镜头、治疗室、各种医疗设备等3D信 
号；实时同步录制，多画面场景同步网络直播和 
保存。系统管理人员在管理控制中心对系统进行 
远程管理和控制，专家也可在此进行示教及观摩 
讲解。



VS传统3D影院

1.无投射光束

2.亮度高，不用在暗室中观看，不伤眼

3.对比度高，无灰蒙蒙现象

4.不闪，无3D眩晕感

5.色彩还原度高

6.无需专门的播映室

7.寿命长

8.无视觉疲劳

3D+影院



通过3D融合拼接器构建一个虚拟旅游环

境，使旅游专业的相关人员培训进如一个全新的 
时代。

同时，在景区或其他场所设立虚拟旅游平 
台使游客能身临其境地进入到景区环境，感受旅 
游场景。

•建设导游实训室可以使旅游相关专业的师 生在

教学中通过三维虚拟平台浏览诸多景点，方 便
师生进行交互式的导游模拟体验，大幅度提高 
旅游教学质量和效果、改善传统教学模式中的弊 
端、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增加学生实际操作机 
会。景区可视化智能管理。

3D+旅游



支持可视化操作

支持可视化的管理方式，信号源可视化，  
大屏状态可视化，场景预览可视化。所有视频信 
号画面实时预览，大屏画面实时回显，全触控的 
操作方式，拖动、拉伸、点击即可完成复杂的系 
统管理。

3D+可视化



案列•展览
CASE&EXHIBITION





北京总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创业中心4栋5层

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创维创新谷2A1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