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显示系统

方案设计书

北京威林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VLINC VIDEO TECHNOLOGY CO LTD



目录

融合显示系统 .................................................................................................................................... 1

目录 .................................................................................................................................................... 2
一、 系统说明： ........................................................................................................................ 3

控制系统解决方案链路图 ................................................................................................4
融合效果图 ........................................................................................................................ 5

1.1 实验室融合显示方案 ..........................................................................................................6
边缘融合需求 .................................................................................................................... 6

1.2 边缘融合设计原则 .............................................................................................................. 7
1.3 边缘融合的原理 .................................................................................................................. 8
1.4 产品介绍 ............................................................................................................................ 10

MT 系列融合控制器 ........................................................................................................10
MT-1900-HDB 节点 ..........................................................................................................17



一、系统说明：

大屏幕显示系统是使工作人员获得各种信息的最后环节，它的功

能和效果直接影响到信息的可视化程度和决策的成效，也直接影响整

个管理系统的效能的发挥。

大屏幕拼接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系统充分考虑到先进性、稳

定性、实用性、集成性、可扩展性和经济性等原则，建成一套采用先

进成熟的技术、遵循布局设计优良、设备应用合理、界面友好简便、

功能有序实用、升级扩展性好的投影机融合系统，以达到既能满足大

屏幕图像和数据显示的需求。



控制系统解决方案链路图

5 通道融合（环幕 3 通道+平幕 2通道）



融合效果图



1.1 实验室融合显示方案

边缘融合需求

整个投影屏幕具有高分辨率、高亮度、高对比度等特点，色彩还

原真实，在室内正常的环境光条件下屏幕能够显示清晰明亮的图形/

图像效果，幕布周边无眩光。

全屏范围内显示的图像无非线性失真。整个屏幕亮度均匀，无“暗

角”或“亮角”现象，画面稳定无闪烁。

支持各种制式的视频图像（可显示录像机、摄像机、DVD、实物投

影仪等图像）和不同分辨率的计算机信号。

信号源的显示切换过程无停顿、黑屏现象。

该大屏幕显示系统具有先进性、稳定性和可扩充性，使用寿命长，

易于维护。

大屏幕显示系统软硬件连接简单，无需对原系统做任何调整和改

动。

不管用户使用环境的软件及网络硬件有何改变，大屏幕显示系统

均可正常使用，确保整个系统的通用性及可任意扩展性。



1.2 边缘融合设计原则

系统的先进性

系统的建设具备当今先进水平，从实际需求出发，尽可能采用较

先进的技术，以延长系统的生命力，而不至于过早被淘汰。

系统的实用性

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在满足系统功能、质量、性能和服务的前

提下，追求适用的设备配置，切实地解决用户实际问题，精心设计，

充分展示出最好的显示效果。

系统的安全性

系统具有完善的安全保护措施和严格的用户权限管理功能，能够

避免遭受外界攻击，禁止超越权限操作，支持系统数据备份，保护原

始数据，避免系统遭到破坏。

系统的扩展性

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今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需要，具有更新、扩

充和升级的功能，系统的建设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以满足今后的发

展需求。

系统的稳定性

系统的建设支持长时间运行使用，各设备性能可靠且兼容稳定，

支持 7x24 小时不间断运行，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大于 100000 小时。



1.3 边缘融合的原理

1）两个需要融合的图像

大画面的产生需要借助多个投影来实现，通过多个投影组合来增

加画面的宽度及分辨率，例如：两通道融合需要两个投影输出的画面。

2）融合边带

融合边带的形成需要借助投影，两个投影的叠加区域产生相应位

置的边带，边带需依据具体的显示画面而定。

3）亮带的产生

融合的边带叠加相比于单一的投影叠加亮度增加一倍，画面的整



体性不够一致，中间亮带影响人的视觉感受。

4）融合带处理

融合图像处理主要是通过控制设备进行融合画面的几何校正、叠

加带的亮度衰减、颜色调整，最终使两个投影画面形成一副完整的、

中间无明显处理痕迹的超大显示画面。

实现原理及显示效果



1.4 产品介绍

MT 系列融合控制器

产品型号：VL-MT 系列(MT1900服务主机/MT-1900-HDB 融合节点)



产品简介

MT 系列融合控制器是基于市场需求而开发的一款全新的融合控制系统，采用集分式设

计，系统由 MT1900 服务主机、MT-1900-HDB 融合节点等模块组成，MT 采用全新技术，集

数据采集、信号切换、几何校正、边带羽化、颜色调节等功能于一身，确保图像在边带融合

处理、暗场处理、融合调试等部分均具有良好的效果。

产品特性

 集分式架构，支持拼、融、切一体化应用管控，一套系统实现多种应用；

 采用领先的 32 位 ARM 架构主控芯片，增强数据处理速度，提升系统稳定性；

 集分式设计，无失真实时传输技术，保证图像清晰度及整体同步性；

 所有输入模块、输出模块、控制模块均支持热插拔；

 I/O输入板：支持 CVBS/VGA/DVI-D/HDMI/SDI/双绞线/IP/HDMI1.4/Dual-link DVI 等；

 I/O输出板：支持 DVI-I/HDMI/HDBaseT 等；

 支持包括曲面、柱面、球面、异形及其他多种不规则幕面校正；

 多色段融合羽化调整模块，保证红绿蓝白在各颜色灰度下都具有良好的调试效果；

 领先的色彩增强算法，最大限度保证投影亮度不损失，提升色彩还原效果；

 全区域暗场补偿技术，黑场画面不出现漏光带，暗场状态下具有很好效果；

 所有信号窗口可在显示范围内任意移动、叠加、缩放、多画面、画中画等功能；

 支持不少于 64 组融合优化曲线调整；

 具备运行状态监测功能，可对设备的运行状态、版本信息、板卡温度进行监控；

 支持输入信号字符叠加功能，字符的大小、位置、颜色、字体均可调整；

 具备 VTimer 同步技术，输出信号同步无撕裂，输出延时不大于 30ms；
 实时无缝切换，切换过程中无闪烁的雪花、抖动、静帧、黑屏等问题；

 支持不少于 160 个场景存储，具备场景预案备份功能；

 具有强大的扩展能力，支持 HdbaseT、DVI 等多种接口；

 支持 RS232、RS485、网络、中控等多种控制方案；



技术优势

拼融切一体化结构处理

多组屏共享及数据管理，将所有显示终端统一通过一套 MT 进行支撑与管理，系统兼具拼接、

融合、矩阵切换功能，支持不少于 5 个屏组的系统管理及应用。

先进的几何校正性能

先进的几何校正性能，支持任意像素点拖动矫正，支持平面融合、弧面、柱面、球幕、异形

梯形、纵向弧形、横向弧形、波浪曲线等，曲线几何矫正、单像素校正，几何校正的网格及

基准移动步距点数可任意调整。

领先的融合处理技术

采用全新的算法结构，支持几何校正、融合带设置、色阶调整、暗场补偿等融合调试技术，

系统运算能力更佳，融合处理效果更好。



全区域暗场补偿

支持暗场补偿功能，可有效的对融合后投影之间的发光暗场位置进行补偿处理，保证融合在

暗区和亮区均具有很好的显示效果，采用漏光补偿机制，能够完美拟合投影漏光带，将投影

间进行综合。

融合优化曲线调整

MT 具有 64 组融合优化曲线调整技术，确保四种色彩红、绿、蓝、白颜色下的不同阶段亮

度颜色独立调整，确保颜色平滑过渡。

多窗口显示



边缘融合器支持图像开窗功能，可支持多个不同的图像同时进行融合拼接处理，每个图像窗

口都可进行位置、大小、漫游叠加。

字符叠加及滚动字幕

支持输入信号字符叠加功能，字符的大小、位置、颜色、字体均可调整，在不增加外部设备

的情况下，在融合幕布上显示滚动字幕（如欢迎词等），字体大小、颜色、位置、滚动速度

可自定义。

优化色域校正

即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投影机存在色差问题，通过 MT1900 节点可以解决不同投影机间的

色差问题，通过白红绿蓝四个色域的分级校正，使输出画面色彩一致。

4K 超高清输入

边缘融合器支持 HDMI/DVI/DP 等高清接口输入，输入支持 3840*2160、1920*1080 等分辨率。



可视化管理平台

MT 包含可视化管理模块，可实现对前端输入信号的可视化预览，提前了解当前输入设备的

信号显示情况，每路视频分辨率达到 1080P@30/60fps 或 720P@30/60fps。



技术规格（MT1900服务主机）

项 目 2U 4U 8U

集

中

控

制

箱

板卡最大输入数量 3 6 16

板卡最大输出数量 3 4 9

信号最大输入数量 12 24 64

信号最大输出数量 12 16 36

公共槽位 支持 支持 支持

输入插卡类型

MT-4N SDI；MT-4N HDMI；MT-4N DVI；MT-4N VGA；

MT-2N-HDMI4K；

MT-2N-DP 4K；

输出插卡类型 MT-4T HDMI；MT-4T DVI；

处理技术 纯硬件FPGA实时处理技术

处

理

功

能

启动速度 ＜5S
结构类型 模块化热插拔结构

安全特性 无病毒、死机现象发生

显示方式 画面移动、缩放、开窗、预监等

画面裁切 任意比例、尺寸画面裁切

切换速度 ＜16ms
开窗数量 单通道 8 窗口，层次任意组合、叠加、缩放，互不局限影响

最大融合数量 72 融

融

合

处

理

融合类型 平面融合、弧面、柱面、球幕、3D 立体、异形融合

几何矫正
曲线几何矫正、单像素校正、几何矫正点数任意设置，灵活操

作

色彩校正 优化色域校正

边带调整羽化 边带发生宽度任意调整，边带羽化处理

颜色调整 64 组融合优化曲线调整技术

暗场补偿
漏光补偿，完美处理暗场，融合后投影间的发光暗场有效补偿

处理

控制接口 RS232，9 针母 D型接口

串

口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停止位 数据位：8，停止位：1

控制接口 RJ45

网

络

控制协议 TCP/IP

控制速率 10M/100M,全双工或半双工

电源 100-240VAC,50/60Hz

规

格

工作温度 -5℃—55℃

工作湿度 10％—70％

MTBF 100000h



MT-1900-HDB 节点

型号 MT-1900-HDB

输入 1路HDMI输入

输出 1路HDMI及HDBaseT输出

分辨率 3840*2160 1920*1200、1920*1080、1400*1050、1024*768

配置规格

(8融以内)

MT1800-2HDBT:2U机箱,2路HDMI输入，2路DVI/HDMI输出，HDBT融合节点*2

MT1800-3HDBT:2U机箱,4路HDMI输入，3路DVI/HDMI输出，HDBT融合节点*3

MT1800-4HDBT:2U机箱,4路HDMI输入，4路DVI/HDMI输出，HDBT融合节点*4

MT1800-5HDBT:4U机箱,4路HDMI输入，5路DVI/HDMI输出，HDBT融合节点*5

MT1800-6HDBT:4U机箱,4路HDMI输入，6路DVI/HDMI输出，HDBT融合节点*6

MT1800-7HDBT:4U机箱,4路HDMI输入，7路DVI/HDMI输出，HDBT融合节点*7

MT1800-8HDBT:4U机箱,4路HDMI输入，8路DVI/HDMI输出，HDBT融合节点*8

控制方式

控制接口 RJ45网络接口（TCP/IP协议）控制/RS232串口控制

控制协议 TCP/IP

控制接口 RS232，9 针母 D型接口

波特率 9600

技术规格

物理尺寸 210*150*50mm

供 电 DC12V/5A

功 率 15W

工作温度 -5—45℃

存储温度 -10—60℃

MTBF 10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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