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源时序器

产品特性

�中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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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C-P8电源时序器⽀持10路设备接⼊，其中
8路可�过软件进⾏控制，2路为直通电源，使⽤该
设备实现对环境周边设备的智能控制。

中控平台

⽀持10路设备接⼊（2路直通电源，8路可受软件控制）；

⽀持RS232、RS485、LAN等�制�式�

�持�USB�⼝进⾏固件升级；

⽀持最⼤AC�30A�240V设备接⼊；

⽀持LED��实时现⽰设备状态；

规���

型号 WCC-P8

接⼝ AC电源插座*10，USB*1,RS232*1,RS485*1,LAN*1

控制 RS232/RS485/LAN
电源 AC 30A 240V
尺⼨ 440*120*50mm ⼯作温度 -10℃- 50℃
重量 约 5.0 KG 储存温度 -25℃- 55℃

物联⽹控制平台
电源时序器�|�中控接⼝机�|�协议转换器�|�显控⼀体机03

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可视化便捷控制系统可扩展性强 控制设备多样化

概述

�������物联⽹控制平台是指对声、�、电等各种设备进⾏�中�制的设备，���制���的升�、电动�帘的开�、
话筒�量的调节、视频的切换、灯�的��和开关、�调的开关等等。这些庞⼤离散的单体�制�统可��成在⼀
�掌�，���过⼀�终��制的�有的设备。
�������采⽤B/S架构，�需��应⽤��，可�平�、��统进⾏访问��制，�过�制专属可视�界⾯�理�统内
的�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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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平台 中控平台

产品特性

8路RS-232/485控制端⼝（⽀持115200bps及以下），可以收发RS-232、RS-485串⼝数据�

8路数字I/O和8路弱继电器RELAY端⼝，⽤于控制周边设备，如窗帘的开/闭，投影机的升/降，灯光开/关等；

⽀持8路IR红外发射⼝，可实现对DVD、CD、MD放⾳机和投影机等的遥控；

1路RJ-45接⼝，⽀持UDP客⼾端，⽤于实现远程控制；

1路USB2.0接⼝，⽤于连接电脑对控制主机进⾏设置以及⽹络升级；

1路IR红外学习接⼝，可把红外数据保存到主机供后续⼯程或维护升级使⽤；

1路RS-232端⼝（⽀持115200bps）；

⽀持拓展设备接⼝；

⽀持设备联级控制功能；

��规格参数

协议转换�

WCC-ADP是⼀款实现不同通讯格式、波特率之间数据交换
的协议⽹关，设备⽀持HOST端与DEVICE端的以太⽹（RJ-
45）、串⼝（RS-232/RS-485）之间的双向转换和收发数
据，可以将串⼝设备灵活、⽅便地链接⾄⽹络，也可以同时
兼容不同串⼝类型的设备，轻松通讯。

产品特性

1路RS-232/485（DEVICE端），⽀持115200bps及以下，可⾃由配置RS-232或者RS-485；

1路RJ-45接⼝（DEVICE端），100m，⽀持TCP/UDP客⼾端；

1路RS-232/485（HOST端），⽀持115200bps；

1路RJ-45接⼝（HOST端），100m，⽀持UDP客⼾端，可实现远程控制；

1路USB2.0接⼝，⽤于连接电脑对控制主机进⾏设置以及⽹络升级；

规格参数

WCC- ADP 参数 说明

DEVICE接⼝
RS-232 1路 ⽀持配置115200bps及以下波特率
RS-485 1路 ⽀持配置115200bps及以下波特率

RJ-45 1路 ⽀持TCP客⼾端 ,⽀持TCP服务器，UDP客⼾端

HOST接⼝

RJ-45 1路

USB 2.0 1路 软件升级

RS-232 1路 ⽀持配置115200bps 及以下波特率
RS-485 1路 ⽀持配置115200bps 及以下波特率

供电接⼝ DC 头*1，12V3A
型号

WCC-C8 WCC-C8-PRO

RS-232/RS-485 8路RS-232/RS-485接⼝，115200bps及以下波特率 8路RS-232/RS-485接⼝，115200bps及以下波特率

RELAY

I/O 8路I/O输⼊检测 8路I/O输⼊检测

IR发送路数 8路IR对外发送接⼝ 8路IR对外发送接⼝

IR接收路数 1路红外学习接⼝ 1路红外学习接⼝

8路继电器开关 8路继电器开关

控制接⼝ LAN*1,RS232*1,RS485*1,USB*1（⽤于软件升级) LAN*1,RS232*1,RS485*1,USB*1（⽤于软件升级)

视频预览 最⼤⽀持4路视频预览

可编程服务器 内置WEB可编程服务器功能

电源 DC�12V DC�12V

⼯作环境 温度:-20°~+70℃;湿度:10%~90%; 温度:-20°~+70℃;湿度:10%~90%;

中控接⼝机

WCC-C8是凯新创达⾃主研发的分布式可编
程系统的中控接⼝机，可搭配中控服务器，采⽤
开放式的可编程控制平台，⼈性化的操作界⾯，
交互式的控制结构，与数字会议系统系列产品进
⾏⽆缝连接。

⽀持TCP客⼾端 ,⽀持TCP服务器，UDP客⼾端

控制主机

���������MCC200控制主机是⼀台Linux系统的定制⼯控机， ” ”、⽀持“云媒体智能⼀体化平台 �“云媒体交互拼接系统
“智能会议预约系统平台 可编程中控平台”等控制软件的安装与使⽤”、“WEB ，布置在⽹络的任何节点，⽤于系统
的控制和切换,控制主机⽀持连接电脑控制、⽆线PAD控制、同时⽀持第三⽅的中控设备连接控制。从设计上多做
接⼝、保证稳定性、专业性等⼯业化特点。

输⼊/输出接⼝ 2*USB�2-⽹⼝�1*串⼝�1*HDMI、
1*VGA、1*LineIN�1*LineOut

控制⽅式 RS232/RJ45

系统 Linux

型号 MCC200

名称 控制主机

控制视频的点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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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平台 中控平台

显控⼀体机

DMC-EC DMC-ECHO

控制软件

���应⽤⽰意图

控制主机

系统编程PC

电源时序器

���交换机

���联级控制

���平板/⼀体机终端

����路由器

����摄像机

����投影机

����电动投影幕

����矩阵处理设备

中控接⼝机（WCC-C8）

RS-232/RS-485/IR/IO

����������凯新创达为⽤⼾提供了“WEB可编程中控软件”，通过该软件对所有设备进⾏调节和控制，⽤⼾界⾯可根据⾃
⾝需求⾃⾏编辑，详细操作⽅法可联系技术⼈员索取。

� � � � � � �DMC（Display�and�control�all-in-one�machine）�是基于AVC技术的智能化管控协作系统，为指
挥控制中⼼、应急调度中⼼及⼤型会议中⼼的⾳视频应⽤提供了视频、⾳频和控制的完整解决⽅案。采
⽤B/S� 架构，⽆需安装应⽤程序，可跨平台、跨系统进⾏访问及控制，通过⼀套定制专属界⾯管理系统
内的所有设备，视频信号、拼接布局实现本地预览，实时掌控信号源及⼤屏显⽰状态，触控式直观操控。
信号源可以在拼接墙任意位置上开窗、叠加、跨屏、漫游、缩放显⽰，⽀持多个信号源上墙、拼接、漫游、

产品特性

�实现多个信号源上墙、拼接、漫游、跨屏、放⼤缩⼩、画中画、画外画、画⾯叠加等

各种⽅式的显⽰功能；

⽀持全屏范围所有信号任意开窗漫游、叠加、缩放,⽀持单屏多窗⼝分割；

⽀持安卓系统平板/⼿机APP安装；可将信号源在平板/⼿机上实现各种功能控制；

例如场景保存、删除、切换控制；

⽀持WEB控制，可⽤于电脑/⼿机/平板通过WEB浏览器切换预案场景；

⽀持超过1000个以上预案场景保存；

可以提前预设多种场景，轻松实现各种场景的任意切换，⽀持场景轮巡，可⾃定义

轮巡时间间隔；

场景切换延时<30ms，⽆缝、⽆卡顿、⽆蓝屏、⽆闪屏；⽀持多层级⽤⼾管理；

⽀持超⾼清字幕功能，字幕的字体、颜⾊、⼤⼩、背景颜⾊、背景透明度都可灵活选择；

⽀持超⾼清静态底图，更换快捷简单，让⼤屏底图更绚丽多彩；

⽀持独⽴监视屏幕显⽰；可以控制全世界带有RS232\IR及其的协议的所有控制设备；

可以控制电动窗帘、投影机吊架、液晶升降架等可以和⻔禁系统对接、消防信号对接、

监控系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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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平台 中控平台

名称

输⼊/输出规模

接⼝类型 �HDMI：标准HDMI接⼝（19PIN)

�VGA：DB15PIN（VGA）、DVI：DVI-I�⼝（仅��DVI-D��）、
HDMI：标�HDMI�⼝（19PIN）、CVBS：BNC视频�⼝、SDI：BNC
视频�⼝、Ypbpr：DB15PIN（需配�量�⼝转VGA转�线）、输�
���：4路（标�EDID）

8输⼊/8输出

输⼊分辨率

24路（8-16）

HDMII：1920x1200@60Hz及以下分辨率

VGA输⼊⽀持最⼤分辨率：1920x1080@60Hz，
⽀持常⽤分辨率：848x480@60Hz，640x480@60Hz，
800x600Hz，1280x720@60Hz，2360x768@60Hz，
1366x768@60Hz，1024x768@60Hz，1440x900@60Hz，
1280x1024@60Hz，1680x1050@60Hz，1920x1080@60Hz，
1600x1200@60Hz；
DVI：1920x1200@60Hz及以下分辨率；
HDMII：1920x1200@60Hz及以下分辨率；
CVBS：576i/480i；
SDI：HD-SD/3G-SDI；
YPBPR：480p，576p，720p，1080p；

显⽰⽅式� 单屏幕2-4窗⼝，多屏幕多画⾯漫游、叠加，任意缩放

窗⼝⼤⼩ 平稳地调整输⼊信号窗⼝⼤⼩和移动输⼊信号窗⼝位置

RS-232/RS-485 各8路,可⾃由配置RS-232或RS-485⽀持配置115200bps及以下波特率�

RELAY� 8路

I/O� 8路

输出分辨率 ⽀持最⼤分辨率：1920x1080@60Hz

控制端⼝ RS-232，9针COM连接⼝，带串⼝环出功能、以太⽹⽹络控制、RJ485控制

IR发送路数 1路

控制接⼝ RJ-45�*1、USB�2.0*1、RS-232*1、RS-485*1

电源电压 输⼊AC�220V-240V�60Hz

⼯作温度 0°C~70°C

DMC-EC DMC-ECHO

���应⽤⽰意图

����摄像机

����投影机

����电动投影幕

����矩阵处理设备

桌⾯控制终端

⼤屏显⽰墙

���平板/⼀体机终端����路由器

RS-232/RS-485/IR/IO

⾳视频信号输出

⾳视频信号输⼊

RS-232/LAN

���交换机 LAN

DMC-ECHO

����笔记本电脑

����会议摄像头

����会议摄像机

����台式电脑

规格参数

型� DMC-EC DMC-ECHO

显控⼀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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