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CMS-P 分布式协作管理系统

锐影DCMS-P系列分布式协作管理系统，是东平科技针对广大用户网络化、IP化的需求所提供的最新分布式解决方

案。采用独有的视频网络传输技术，为用户提供超低延时、高清无损画质的极致音视频体验。

锐影DCMS-P系列分布式协作管理系统集成了音视频远距离传输、矩阵切换、KVM坐席管理以及大屏拼接管理等实用

功能。锐影DCMS-P传输系列为用户提供了极致的音视频远距离传输服务。

锐影DCMS-P坐席系列为用户提供了超低延时的极致坐席操作体验，同时提供了坐席间推送抓取、一键大屏信号

分享，

USB3.0 高速传输等行业领先的坐席实用功能。

锐影DCMS-P拼接系列为用户提供了高清无损的极致视频体验，同时提供了拼接画面实时同步、任意位置开窗、任意

布局显示，高清静态底图、高清滚动字幕等实用功能。

锐影DCMS-P系列分布式协作管理系统配合完善的可视化管理软件，被广泛应用于联合指挥、机场空管、会议通讯，楼

宇间信息共享等多种场景。

产品概述
Product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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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能
Functional performance

�� “双码流”编解码传输

支持“双码流”编解码传输，即同时兼容深压缩和浅压缩

编解码技术，既可以通过浅压缩编解码技术实现超高画质

和超低延时，也可以通过深压缩技术享受超低带宽，并且

兼容市面上的深压缩设备。

�� 无损画质传输

采用独有的视觉无损压缩算法，对视频信号采用无损传输，保

证视频的全高清显示。最大程度保存了画面原始，无损的清晰

图像。远端显示设备完美还原原始图像质量，实现真正媲美本

地直连的高清、细致的显示效果。

�� 超低延时

采用独有的超低延时处理方式，分布式系统中发送端到接收

端视频实时延时≤12ms，完美实现视频画面的实时传输

显示。为用户提供在视频，音频和控制上的实时极致体验。

�� 4K@60Hz 4:4:4
支持4K@60Hz超高清视频信号采集与传输，视频图像解析

度可达RGB色域中全4:4:4色度取样，实现了高品质的图像

还原和图像细节。

�� 完善的大屏拼接控制

支持完善的大屏拼接显示功能，支持多路信号源的开窗、

拼接、漫游、窗口叠加、缩放等功能。

�� 实时预览

对系统信号源进行实时预监、对大屏显示画面进行实时预

览。预览画面清晰流畅、无卡顿，真正实现对信号源的实

时监看。

�� 卓越的图像拼接同步性

采用专业的同步显示技术，保障大屏拼接视频输出每一帧

完全同步。

�� 滚动字幕功能 
支持大屏滚动字幕显示，动态显示标语和欢迎词。

�� 高清底图功能

支持高清底图显示，未开窗口时也可以展示底图内容。

�� 多组屏管理 
支持同时对多组不同分辨率的独立拼接屏进行管理。

�� 多用户权限管理 
多用户多权限划分，支持多用户多角色同时操作，实时同

步。可进行细致的用户权限划分，精确至单个屏组，单个

信号源，不同分组进行权限细划。智能权限管理系统，有

效解决多级别用户之间权限交互问题，提升权限交互效率。

�� 可视化 OSD 控制

坐席输出节点具备OSD菜单管理功能，可通

过快捷键调取OSD菜单进行显示信号的快速

切换、坐席间信号的便捷推送与调取。

�� 画面推送功能

操作员可将当前坐席显示视频画面，推送

至其他坐席显示器用于坐席间的信息分享

或将当前显示的视频画面一键推送至拼接

大屏进行显示。

�� 多类型计算机 KVM 坐席鼠标滑屏功能

可通过一套键盘配合多台显示器实现一个操

作员对多类型、多系統计算机，如

Windows、 MAC OS、 Linux、 RedHat、凝思

磐石、中标麒麟。Solaris Ubuntu等系统的

管理和控制。一套鼠标键盘可以在不同屏幕

间自由进行跨屏滑动操作，滑动过程中鼠标

位置移动流畅、无卡顿。

�� USB 透传功能

用户可将U盘，外置硬盘等USB存储设备中

的文件、数据内容通过网络的方式拷贝，

发送至远端信号源电脑，也可将信号源电

脑中的内容拷贝至存储设备中。

�� 双机备份

系统支持冗余备份机制供用户选择以保障系

统的稳定运行，主用链路失效时，无需管理

员操作，备用系统链路自动接管，系统链路

切换无黑屏，保障系统信息传递的安全稳定。

�� 人机分离

服务器或计算机统一部署在机房，与业务

操作人员实现物理隔离，实现无人机房，

节省空间，隔绝噪声、热量，服务器便于

管理，保证数据安全。

�� 快捷键操作

支持全中文可视化操作界面的同时，支持

快捷键操作。用户可根据自身使用需求设

置不同的快捷键，实现信号源的切换。坐

席间的数据分享等功能。

�� 独立的音视频切换

在视频切换的同时，兼顾音频独立切换功

能。任意输入节点可实现音频一对一、一

对多独立自由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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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Specifications

锐影 DCMS-P 分布式输入节点 

分辨率 1080P@60 4K@60 

接口类型 DVI、SDI、HDMI HDMI 

视频环出 DVI、SDI、HDMI HDMI 

音频输入 支持 支持

音频环出 支持 支持

反向音频输出 支持 支持

网络接口 RJ45 接口 x2 RJ45 接口 x1 

光纤接口 仅部分型号支持 仅部分型号支持 

USB 接口 USB 接口 x2 USB 接口 x2 

RS232/485 接口 RS232/485 接口 x1 RS232/485 接口 x1 

IR 接口 IR 接口 x2 IR 接口 x2 

KVM 控制 支持 支持

USB 透传 支持 支持

远程开关机 支持 支持

液晶面板 支持 支持

设备尺寸 210mmx166mmx43mm 

设备重量 单个节点:1Kg 

散热方式 被动散热 主动散热

工作温度 0℃ ~40℃ 

存储温度 -10°℃ ~60℃

设备功耗 小于 25W 

存储环境 无腐蚀性和溶剂性气体，无扬尘，无强磁场干扰

POE 供电 支持 支持

机柜安装 专用机柜标准托盘或集中式工装

锐影 DCMS-P 分布式解码输出节点 

分辨率 1080P@60 4K@60 

接口类型 DVI、SDI、HDMI HDMI 

音频输出 支持 支持

网络接口 RJ45 接口 x2 RJ45 接口 x1 

光纤接口 仅部分型号支持 仅部分型号支持 

RS232/485接口 RS232/485 接口 x1 RS232/485 接口 x1 

IR 接口 IR 接口 x2 IR 接口 x2 

液晶面板 支持 支持

设备尺寸 210mmx166mmx43mm 

设备重量 单个节点:1Kg 

散热方式 被动散热 主动散热

工作温度 0℃ ~40℃ 

存储温度 -10℃ ~60℃

设备功耗 小于 25W 

存储环境 无腐蚀性和溶剂性气体，无扬尘，无强磁场干扰

POE 供电 支持 支持

机柜安装 专用机柜标准托盘或集中式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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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Specifications

锐影 DCMS-P 分布式坐席输出节点

分辨率 1080P@60 4K@60 

接口类型 DVI、HDMI HDMI 

音频输出 支持 支持

反向音频输入 支持 支持

网络接口 RJ45 接口 x2 RJ45 接口 x1 

光纤接口 仅部分型号支持 仅部分型号支持

RS232/485 接口 RS232/485 接口 x1 RS232/485 接口 x1 

IR 接口 IR 接口 x2 IR 接口 x2 

KVM 控制 支持 支持

USB 透传 支持 支持

远程开关机 支持 支持

液晶面板 支持 支持

设备尺寸 210mmx166mmx43mm 

设备重量 单个节点:1Kg 

散热方式 被动散热 主动散热

工作温度 0℃ ~40℃ 

存储温度 -10℃ ~60℃

设备功耗 小于 25W 

存储环境 无腐蚀性和溶剂性气体，无扬尘，无强磁场干扰

POE 供电 支持 支持

机柜安装 专用机柜标准托盘或集中式工装

锐影 DCMS-P 分布式拼接输出节点 

分辨率 1080p@60 4K@60 

接口类型 HDMI HDMI 

音频输出 支持 支持

网络接口 RJ45 接口 x4 RJ45 接口 x1 

光纤接口 仅部分型号支持 仅部分型号支持

RS232/485 接口 RS232/485 接口 x1 RS232/485 接口 x1 

IR 接口 IR 接口 x2 IR 接口 x2 

液晶面板 支持 支持

设备尺寸 210mmx166mmx43mm 

设备重量 单个节点:1Kg 

散热方式 被动散热 主动散热

工作温度 0℃ ~40℃ 

存储温度 -10℃ ~60℃

设备功耗 小于 25W 

存储环境 无腐蚀性和溶剂性气体，无扬尘，无强磁场干扰

POE 供电 支持 支持

机柜安装 专用机柜标准托盘或集中式工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