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68-5G直播一体机，是禾鸟科技 引领5G时代创新应用的首款5G智能

直播终端产品。相比前作V66， V68-5G在外观设计上，更加美观精致，

8寸大屏带来 更舒适的操作体验，同时在 电池容量，外置接口等方面均

有所提升。 V68 采用 高通X55 高性能5G模块，支持NSA/SA 网络模式，

可广泛应用在电商直播，同步课堂，远程医疗等场景。

V68产品简介
V68 product introduction



V68 接口介绍

Ø 接口说明1 Ø 接口说明2

PART1



接口说明1

上

HDMI信号输入 

USB3.0接口

Type-c数据接口

下

HDMI信号输出

HDMI信号输入

USB3.0接口

Type-c电源接口



接口说明2

上

4G SIM卡槽+SD卡槽

热靴

麦克风输入

音频输出

下

开关机键

5G SIM卡槽

RJ45网线接口

音频输入



功能特性
PART2



全新外观设计，8寸大屏，带来更优的握持
和操作体验。

丰富的视频接口，内置强大多机位导播软件，可以
满足各种直播，常态录播等应用。 典型如，电商带
货，教学直播等等。

支持 HDMI音频、麦克风、线路音频，USB音频等多种音
频输入方式。 可以实时混合多个输入音频，替代传统调
音台

采用高通 X55 5G芯片，支持NSA/SA 组网
模式，支持n41/n78/n79 等主要5G频段

USB 3.0接口+ 全千M 网口
内置大容量电池，更长续航时间

搭载 禾鸟 全新的 广电级导播软
件- V导播Pro,  四机位专业直播 
一人轻松搞定

V68

一人轻松搞定

5G模块

接口丰富

音频多种输入

8寸大屏显示

长续航



对比前作V66， V68更大，更薄。

搭载8寸大屏，带来尺寸的增加同时，仍有优

良的握持手感。更好的散热与工艺，使得

V68 具备广电级产品水准。（配细节图）

8寸
大屏显示

Bigger,
 thinner

8寸大屏显示

全新设计外观



高性能方案

采用高通 八核 高性能处理器

搭载Android 系统

能支持最高 4K+H265编解码



多种信号源接入-1
Multiple signal source access -1

多视频源接入
V68 提供 多种 视频信号接入 能
力，并能同时支持多路视频信号
的接入。

双路HDMI

拥有双路HDMI输入，最高

支持4K分辨率，同时支持

 1080P ,1080I ,720P等各种

输入分辨率。

双USB接口

提供 两个USB 3.0接口，可以接

入 高清 USB视频外设，如USB摄

像头，USB视频采集卡等。



多信号源接入-2

Multiple signal source access -2

◆ HDMI-IN : 专业摄像机，电脑，无人机等

◆ USB摄像头: 各种高清会议摄像头，美颜摄像头

◆ USB采集卡： 可以再扩展HDMI/SDI 视频机位。

◆ 网络流：通过网络拉取各种规格的视频流。



V68支持双屏异显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求选择HDMI OUT环出画面，也可以在自带屏幕

和外接大屏上输出不同的画面。

通过V68的 HDMI OUT可以外接大屏显示器，

输出1080P的画面。

高清HDMI输出+双频异显

Hd HDMI output + dual frequency dissimilarity



左右对分屏7:3分屏 (发布会模式) 画中画模式

V导播-Pro
We Do Our Best For Your Business

V68 内置 V导播-PRO 软件。它继承了 V导播的所有功能，包括：拥有丰富的画面模式，选择。多样的图层在线编辑。全面的视频源接入：从

HDMI，USB外设，再到MP4,手机投屏，网络流等等。精彩回放，美颜，蓝绿抠图等 特色功能一应俱全。



◆ 提供 独立的PGM和PVW窗口。

◆ 细腻的音量操控界面。

V导播PRO-专业导播模式

V PRO- professional director mode



V导播PRO-专业导播模式

V PRO- professional director mode

◆ V68 搭载的V导播PRO –内置专业导播模式。

◆ 充分发挥大屏优势，接轨专业导播台操作界面。

◆ 更适合 专业人士操控。



强大的流媒体中心

Powerful streaming media center

◆ V68 凭借 高性能的 CPU方案，以及禾鸟科技
深厚的流媒体技术积累，内置强大的流媒体引擎， 
为专业直播及流媒体从业人士，提供了一个便携
的流媒体处理中心。

◆ 它支持 当前各种主流的 流媒体协议包括：
RTMP ,RTSP, HTTP-FLV, HLS，WEBRTC 等，
兼容各种流媒体格式。

◆ 通过它可以实现 各种协议的推拉流，格式变换，
转码等。从而形成 丰富的 场景应用。
包含直播，视频互动，异地导播，录像等等。



抗网络丢包能力强，
适合复杂网络环境。

SRT 基于 UDT传输
目前支持 SRT的 平台越

来越多。

SRT

新一代的直播传输协议

V68 支持 SRT
很低的网络延时，它
全面由于 RTMP协议

SRT 拥有
能带来 更高的可靠性，
是广电级 视频传输应用 

不二之选。

V68+SRT推流

通过内置5G网络的高带

宽，结合 SRT协议，可实

现 40M码率的 4K高清视

频编码 超低延时传输

(<=500ms)

V68 支持 4K高清编码

支持 SRT，打造广电级 4K视频应用
SRT is supported to create broadcasting 4K video application

SRT

SRT

SRT



创新高端应用：
5G网络切片+高清云导播

◆ V68 设备的最大 特色自然是 内置 高通 X55的 5G模块。

◆ 这是目前最强大的  5G模组。

◆ 一台V68设备，即能实现 异地多路云导播功能。 结合强

大的5G网络，可保证各路异地信号稳定+同步。  

Animation

支持 NSA/SA 组网模
式，兼容国内 四大

5G运营商的 各种5G
网络频段。

V68
禾鸟科技 联合 国
内5G网络运营商   

打造  5G网络切片
的亮点应用。

通过 V68 +5G
网络切片，可实
现单台设备，接
收 4路 来自 云
端导播通道的高

清信号。

无需使用 
费用高昂，
操作繁杂
的 云导播

系统。

Innovative high-end applications:
5G network slice + hd cloud broadcast



官网：http://www.hemiaolive.com

电   话：400-8320-882
             0513-55880420

地   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京大道82号

联系人：

手   机： 技术交流群

禾鸟科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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