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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Port

计算机高清信号

     

最高支持1920×1080输入分辨率，最高支持128路信号输入，符合HDMI1.3规范，支持HDCP。常见于会议系统终端、
硬盘播放器、DVD 播放器等设备。

最高支持 3840×2400 输入分辨率，最高支持 128 路信号输入 ; 双链路接口最高支持 3840×2400（典型值），可在
线修改 EDID 支持更高分辨率，最高支持 36 路信号输入；支持 HDCP。

最高支持 1920×1200 输入分辨率，最高支持 128 路信号输入，输入接口为 DB-15 接 口，兼容   RGB 信号输入（另
配转接线）。

最高支持 1920×1080 输入分辨率，最高支持 128 路信号输入，标准 BNC 接口。常见于高清监控摄像头、卫星电视
接收机等设备。

最高支持1920×1080输入分辨率，最高支持128路信号输入，使用时需要配转接线（随机发货），转接线接口为RCA/F。
常见于 DVD 播放器。

高画质 CVBS 复合信号支持 P/N 制式自适应，最高支持 128 路信号输入，画质优异，色彩艳丽，标准画质符合信号
视频卡最高支持 512 路信号输入，适用于安防监控等输入信号多、需要多画面分割显示的场合，使用时需要使用随

设备发货的视频转接线。

 
  DVI-102-B 双绞线传输器发送端（DVI-102-B-T）配合使用，实现中距离信号源直接输入融合系统。双绞线传输器支持
DVI-D信号输入，最高支持1920×1200分辨率，最高支持64路信号输入，最大传输距离100m，采用六类屏蔽双绞线传输。

需要与单模单芯光端机发送端（TriF-T1SD-B）配合使用，实现远距离信号源直接输入融合系统。发送光端机支持    
DVI-D 信号输入。最多支持 128 路光纤信号输入，光纤接口为 LC，最大传输距离 10km，采用单模光纤传输。

HDMI

影音数字信号

DVI-D/VGA/RGB
计算机信号

SDI
数字串行信号

YPbPr
高清模拟分量

CVBS
标清复合视频

Twisted Pair
双绞线传输信号

光纤传输信号

  

技术参数 产品特性

  教育 /会议                 指挥监控                    展览展示                      虚拟仿真

控制信号

     型号系列                  210 系列纯硬件多通道多窗口边缘融合处理器                                      

                       
 

    输入信号类型              Dual-link-DVI、DVI、HDMI、VGA、CVBS、SDI、YPbPr、HDBase-T                               

    
    输出信号类型              DVI、VGA、HDBaseT（选配）                  
 

    输出通道开窗能力          单机最大支持 32 通道融合，每通道支持 4路信号同时开窗                    
 
    输出分辨率                1024X768，1280X720、1280X800、1400X1080、1920X1080、1920X1200 等                                  

    
    协议标准                  支持 DVI1.0 和 HDMI1.3a 协议，同时支持 HDCP 协议及 EDID 管理功能    
 
    色彩空间                  支持 RGB4:4:4、YUV4:4:4、YUV4:2:2 及 YUV4:2:0 色彩空间，支持色域扩展             

    传输带宽                  10.2Gbps                
 

    传输距离                  25m（数字线缆），30m（模拟线缆），100m（6 类屏蔽网线）                         
 

    控制方式                  RS232 串口及 LAN 局域网等方式                                                    

    工作温度、湿度            温度：-20℃ ~ +70℃，湿度：10%~90%                                                          

    产品尺寸 /重量            根据实际通道数                                                                     

    启动时间                  小于 5秒  

～

行业应用

TM

  性能指标

< 支持 4 K 超高分辨率                          
满足特殊分辨率的定制要求。设备可配置 DVI 双链路的采集卡，单个
双链路 Dual-link DVI 接口能实现最大分辨率 4000×2000 的超高清
采集，使用多个 DVI 双链路采集卡，可实现更大规模的显示分辨率。
实现拼接墙上像素点对点显示的最佳效果。

<纯硬件架构
采用纯硬件构架，无 C P U、硬盘、内存等常规计算机配
件， 内经优化的冷却系统可提供最佳的系统可靠性。
它本身不是计算机而是一台专业图像处理设备 , 不需
要操作系统支持，上电即可工作，开机时间少于 5秒。
可 2 4 x 7 x 3 6 5 持续无故障工作。一旦发生系统故障，
系统自带的断电保护功能可在重新启动后自动快速恢
复到之前的运行状态，保障画面和资料不丢失。

< 融合带羽化处理
融合带的羽化处理，是将两个投影机投射画面的重叠部分，分别
做图像强度的连续而非线性变化，让两个投影机投射的画面重叠
部分图像强度与融合带两侧没有经过重叠部分的图像强度相一致，
最后产生色彩一致的融合画面。

< 投影机颜色和亮度辅助校正
在融合显示项目上，不同投影机之间的颜色和亮度都有些区别，
210 系列融合器能够校正不同投影机的颜色和亮度，达到各台投影
机亮度和颜色的一致性。
支持色域校正技术，可对每一台投影机输出的画面做独立调整，
从而使多台投影机输出的色彩一致，融合后图像一致性更好。

< 任意的几何校正
支持任意曲面图像矫正，独立生成网络，像素级别调整，可任意
设置节点完成局部调整，在异形幕上进行图像校正，支持各种异
形融合模式，可实现的融合系统包括：球面、穹顶、折幕等。

< 被动 3D 融合
被动 3D 立体融合，是指在一个由至少两台投影机组成的立体投影
系统内，两个投影机镜头的前端，各配置一个方向相反的偏振光
过滤器，用来分别投射左右眼图像。银幕前的观看者佩戴被动式
偏振眼镜，从而使观看者的大脑产生立体的感觉。但是单台投影
机投影面积和分辨率有限，为了实现更大面积和更大分辨率的 3D
立体效果，可以使用边缘融合器。

< 暗场补偿机制
投影机的漏光，是指投影图像为全黑色的时候，投影机仍旧有一
部分光线能投射到投影幕上。这样两台投影叠加以后，在纯黑场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中间亮带。融合器需要用提升非叠加部分光强

的方式，来抵消此亮带，这一过程为暗场补偿。

< 全同步数据处理技术

210 系列融合控制器是单时钟纯数字图像处理设备，所有信号在系统
主时钟的控制下同时进行处理，做到了系统全同步效果，从而从根本
上消除了信号不同步问题。在播放高速动态视频时，图像整齐、流畅，

不存在图像撕裂现象。

< 支持主、被动立体 3D 融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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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持投影幕旋转拼接融合功能
7. 支持主、被动立体 3D 融合技术    

8. 支持 DVI、VGA、DBaseT、（选配）等
接口输出
9. 支持 M×N多通道方式融合
10. 支持高清点对点底图显示功能
11. 支持各种自定义的异形窗口显示功能   

http://www.hense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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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系列边缘融合处理器具备了图像融合
所需的所有处理功能。主要包括融合带的自动
生成、融合边带的特性处理、相邻投影设备的
色差匹配等功能。融合器可以支持多路不同的
信号输入，支持 M×N 的无缝拼接显示，能实
现多路信号的开窗口显示、窗口任意漫游、窗
口大小任意缩放、视频与计算信号的任意叠加
等功能。

          210 系列融合器产品外观

          210 系列融合器的系统连接

想了解更多？
欢迎登陆 www.hensens.cn

1. 全插卡式设计，支持快速“0”秒无缝切换
2. 支持多路视频信号漫游、叠加窗口显示
3. 支持任意形状曲面网络式矫正功能
4. 支持独有字幕和台标显示功能
5.VGA、DVI、DVI、CVBS、HDMI、HDBaseT、
3G-SDI、Dual-link 等各种接口的输入均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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