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 
 

桌面控制台 

 

 

 版本编号： V1.0.0  

 文档编号： NS160000234 

 

 

 

使用手册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novastar-led.cn i  

 

 

版权所有 ©2018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播。 

 

商标声明 

是诺瓦科技的注册商标。 

 

声明 

欢迎您选用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瓦科技）的产品，如果本文档为您了解和使用产品带来

帮助和便利，我们深感欣慰。我们在编写文档时力求精确可靠，随时可能对内容进行修改或变更，恕不另行

通知。如果您在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请按照文档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对您在使用

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会尽力给予支持，对您提出的建议，我们衷心感谢并会尽快评估采纳。 

 

 

 

 

 

 

 

 

 

 

网址： http://www.novastar-led.cn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novastar-led.cn/


 

www.novastar-led.cn ii  

 

目  录 

1 简介 .................................................................................................................................................. 1 

2 硬件介绍 .......................................................................................................................................... 2 

2.1 外观 ............................................................................................................................................................. 2 

2.2 前面板 ......................................................................................................................................................... 3 

2.3 后面板 ....................................................................................................................................................... 10 

3 应用场景 ........................................................................................................................................ 11 

4 常用操作 ........................................................................................................................................ 12 

4.1 准备工作 .................................................................................................................................................... 12 

4.2 配置 ........................................................................................................................................................... 13 

4.2.1 添加设备 ................................................................................................................................................. 13 

4.2.2 设备属性 ................................................................................................................................................. 15 

4.2.2.1 输入 ..................................................................................................................................................... 16 

4.2.2.2 输出 ..................................................................................................................................................... 22 

4.2.2.3 快速拼接 .............................................................................................................................................. 26 

4.2.2.4 高级拼接 .............................................................................................................................................. 27 

4.3 编导 ........................................................................................................................................................... 28 

4.3.1 图层 ........................................................................................................................................................ 28 

4.3.2 特效 ........................................................................................................................................................ 32 

4.3.3 OSD ........................................................................................................................................................ 33 

4.3.4 BKG ........................................................................................................................................................ 35 

4.3.5 LOGO ..................................................................................................................................................... 37 

4.3.6 场景 ........................................................................................................................................................ 38 

4.3.7 抓图 ........................................................................................................................................................ 41 

4.4 设置 ........................................................................................................................................................... 42 

4.4.1 设备状态 ................................................................................................................................................. 42 

4.4.2 程序升级 ................................................................................................................................................. 43 

4.4.3 U 盘导入导出 .......................................................................................................................................... 44 

4.4.4 通讯设置 ................................................................................................................................................. 45 

4.4.5 语言设置 ................................................................................................................................................. 45 

4.4.6 恢复出厂 ................................................................................................................................................. 46 

4.4.7 厂商信息 ................................................................................................................................................. 47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1 

使用手册 1 简介 
 

www.novastar-led.cn 1 

 

1 简介 

C1 是诺瓦针对终端视频处理产品专门研制的一款控台产品。主要应用于现场舞台控

制。 

C1 配备 2 个液晶显示器，一个显示屏用于实现输入多画面预监，另一个显示屏与面板

上的按键搭配使用，可对场景中的图层大小，位置，输入源，输出分辨率，图层边框

和输入源截取进行配置。 

C1 配备摇杆和 T-Bar，摇杆能精细化调整图层的大小和位置，T-Bar 支持 1024 等级划

分，能精细控制场景的切换效果。 

炫酷的灯光按键，高灵敏的摇杆和 T-Bar 加上双显示屏使得 C1 操作更加简单，极大地

方便了现场舞台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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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件介绍 

注意： 

本文中所提到的短按及长按说明如下： 

 短按：按下即松。 

 长按：按住三秒及以上。 

2.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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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面板 

显示屏 

C1 配备两块液晶显示屏，用于预监和操作配置。视频预监屏，对输入源，PVG 和

PGM 进行监控，可以实时查看输入源的内容，PVW 实时编辑内容和 PGM 当前播放

内容。可触摸操作屏，给用户提供一个可视化的操作平台，可通过液晶界面直观地查

看相关参数和图层编辑等一系列的操作。 

图2-1 预监显示屏及液晶操作屏 

 

Operation 

操作区域按键主要进行导航及确认当前操作。 

图2-2 操作按键 

 

 PgUp：向前一页，短按操作。 

 PgDn：向后一页，短按操作。 

 APP：应用按键，使当前配置参数生效，短按操作 

 ：短按退出当前操作，返回上级操作；长按返回主界面。 

 OK：确认按键，短按操作。 

  /  /  /  ：方向按键，短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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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Number 

C1 最大可同时连接 16 台设备，单按数字按键选择数字按键相对应的设备，设备选中

时，按键灯为绿色。 

在液晶触摸屏的界面操作时，1~10 号按键作为数字按键实现数字键入功能，配合液晶

界面上的参数设置参数的取值，短按“Backspace”键删除输入值。 

图2-3 数字按键 

 

Function 

功能按键区域操作主要包含拼接模式选择，输出画质调整，图层参数的保存，测试画

面选择，黑屏操作，一键进入编导界面等操作。 

图2-4 设置按键 

 

 MOSAIC：进入拼接界面，短按操作。 

 EASY MOSAIC：进入屏体快速拼接界面，短按操作。 

 OUTPUT COLOR：进入输出画质调整界面，短按操作。 

 EDID：进入输入源的输入分辨率设置界面，短按操作 

 CAPTURE：画面抓取，将抓取后的画面保存到 OSD 或者 BKG。 

− 抓取输入源 

短按“CAPTURE”按键，CAPTURE 按键绿灯闪烁，短按需要抓取的源对

应的按键，图片抓取成功后进入图片保存界面，选择保存为 OSD 或者

BKG。 

− 抓取 PGM 或 PVW 

短按“CAPTURE”按键，CAPTURE 按键绿灯闪烁，短按功能区的

PGM/PVW 按键抓取 PGM 当前画面，长按功能区的 PGM/PVW 按键抓取

PVW 当前画面，图片抓取成功后进入图片保存界面，选择保存为 OSD 或者

BKG。 

 DSK：进入抠图配置界面，短按操作。 

 USER KEY：保存图层的参数，短按操作。 

 CLONE：图层复制，短按操作。 

 AUX：进入辅助输出设置界面，短按操作。 

 FTB：黑屏操作，短按操作。 

 NORMAL：画面正常显示，短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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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PATTERN：测试画面设置界面，短按操作。 

 RESET：重置液晶面板当前编辑的参数，短按操作。 

 PGM EDIT：启用和关闭 PGM 画面编辑，短按操作。 

短按“PGM EDIT”按键，PGM EDIT 绿灯亮，启用 PGM 编辑，此时编辑区为

PGM，再次短按“PGM EDIT”按键，PGM EDIT 按键灯灭，关闭 PGM 编辑，

此时编辑区域为 PVW。 

 GENLOCK：进入同步设置界面，短按操作。 

 EXP：当前设备是否启用级联模式，短按操作。 

 DUAL LINK：启用和关闭双链路输出。 

 MIRROR：将选中的图层画面左右镜像。 

在图层区域选中一个图层，短按“MIRROR”按键，设备会再添加一个图层，并

且图层中显示画面与选中图层画面左右对称。 

 MAIN：一键进入编导界面，短按操作。 

 PGM/PVW：短按选中 PGM，长按选中 PVW，主要是配合“CAPTURE”按键抓

取 PGM 或 PVW 的当前画面，或者是配合 AUX 按键，将 PGM/PVW 作为 AUX

的输入源。 

Preset 

C1 控台最大支持 32 个场景，短按操作，当前选中场景按键灯为绿色。 

图2-5 场景选择按键 

 

 场景按键黄色灯亮，表示该场景中有图层数据、。 

 场景按键红色灯亮，表示已预置了场景模板。 

 场景按键绿色灯亮，表示使用当前场景。 

 绿灯亮表示的是场景 1 到场景 16。 

 绿灯亮表示的是场景 17 到场景 32。 

Preset Edit 

图2-6 场景编辑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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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复制选中的场景的图层数据到另一场景中，短按操作。 

按下“COPY”按键，按键黄色闪烁，场景区有图层数据的场景按键黄色灯亮，

选择一个场景，再在场景区选择一个场景作为目标场景，即可将第一次选择的场

景数据复制到第二次选择的场景中。 

 TEMPLATE：应用场景预设模板，短按操作。 

按下“TEMPLATE”键，“TEMPLATE”键黄色闪烁，场景区域中预置场景模板

对应的按键红色灯亮，短按红色场景模板按键选择一个模板，将选择的模板应用

到当前编辑区。 

 CUSTOM：调用自定义场景，短按操作。 

按下“CUSTOM”键，CUSTOM 键黄灯闪烁，场景区域中已保存过场景参数的

场景对应的按键黄色灯亮，短按场景编号，将该自定义场景应用到当前编辑区。 

 SAVE CUSTOM：将当前编辑后的信息保存到自定义场景中，短按操作。 

按下“SAVE CUSTOM”键，SAVE CUSTOM 键黄灯闪烁，选择场景区的场景按

键，将当前的操作的图层信息保存到选中的自定义场景中。 

 DELETE CUSTOM：删除用户自定义的场景。短按操作。 

按下“DELETE CUSTOM”键，DELETE CUSTOM 键黄灯闪烁，场景区中已保

存的自定义场景的按键黄灯亮，选择场景区的场景按键，将当前的选中的自定义

场景删除。 

 PREVIOUS：上一个场景，短按操作。 

 NEXT：下一场景，短按操作。 

 CLEAR：清空当前选择的场景参数，长按操作。 

 LOCK：场景区域的操作进行锁定，长按锁定 PRESET 区域和 PRESET EDIT 区

域按键。 

 ALL：选中所有自定义场景。配合“DELETE CUSTOM”按键，可以一次删除所

有自定义场景。 

Layer 

C1 最多支持 8 个图层，1 路 OSD，1 路 LOGO 和 1 路背景操作，按键数字即表示图

层序号，本区域按键全为短按操作，按键按下后绿色常亮。 

图2-7 图层选择按键 

 

 数字按键：图层序号和选中图层序号的图层，短按操作。 

 OSD：选择 OSD 图层，短按操作。 

 LOGO：选择 LOGO 图层，短按操作。 

 BKG：选择 BKG 图层，短按操作。 

 ALL：选中所有图层，包括图层，OSD，BKG 和 LOGO，短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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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异形图按键：设置异形图层，支持设置心形，椭圆形，圆形，月牙形，五角

星形和菱形图层，短按操作。 

 ADD LAYER：添加图层，短按操作。 

进入编导界面，按下“ADD LAYER”按键，PVW 中即显示新添加的图层，默认

图层大小为 800×600。 

 CLEAR LAYER：删除图层，若未选择图层，则短按“CLEAR LAYER”按键时，

先删除优先级最高的图层后，继续按“CLEAR LAYER”按键则按照图层序号由

低至高进行清除。短按操作。 

按下图层区的“ALL”键后，短按“CLEAR LAYER”键可以清除编辑区的所有图

层，OSD，BKG 和 LOGO。 

 LAYER EDIT：进入选中图层的编辑界面，可查看当前图层序号，图层优先级，图

层使用的源及其分辨率，修改图层大小和位置，短按操作。 

 LAYER COLOR：进入图层画质调整界面，可设置亮度，对比度，饱和度和色

调，短按操作。 

 TOP：置顶所选图层，短按操作。 

 BOTTOM：置底所选图层，短按操作。 

 MASK：进入图层遮罩设置界面，短按操作。 

 LAYER FREEZE：冻结所选图层，短按操作。 

 CROP ON/OFF：单个输入源截取功能的启用与不启用，短按操作。 

 OSD ON/OFF：OSD 功能的启用与不启用，短按操作。 

 LOGO ON/OFF：LOGO 功能启用与不启用，短按操作。 

 BKG ON/OFF：BKG 功能启用与不启用，短按操作。 

Source NO. 

1~16 数字按键表示 16 个不同的输入源，输入源正常时按下为绿色高亮，当输入源出

现故障或者未连接，按下对应的按键显示为红色高亮，松开即正常显示。该区域按键

为短按操作。 

图2-8 输入源区域按键 

 

 按键灯绿灯亮：当前输入源已被使用。 

 按键灯黄灯亮：下位机已接入信号源，但未被使用。 

 按键灯不亮：未接入输入源或者输入源异常。 

Lock 

现场操作时为避免造成误触，在编辑完成后可根据使用情况选用本区域按钮。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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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锁定区域按键 

 

 ALL LOCK：锁定控台和液晶触摸屏，锁定生效，按下按键红色闪烁直至红色高亮

即操作生效，长按操作。 

 FREEZE PGM：冻结 PGM 中播放的当前帧，但 PVW 中仍可进行编辑，冻结生

效，按键按下时为蓝色高亮，短按操作。 

Adjustment 

图2-10 调整区域按键 

 

 摇杆：对图层大小，位置等的调整；旋钮主要是对图层优先级的调整及输入源截

取大小的设置。 

 POS：配合摇杆当前对图层位置进行调节，短按操作，按下按键绿色灯常亮，操

作完成，再次按下恢复正常状态。 

在液晶界面中选中一个图层，按下“POS”按钮，摇动摇杆，对该图层位置进行

移动。 

 ZOOM：配合摇杆当前对图层大小进行调节，短按操作，按下按键绿色灯常亮，

操作完成，再次按下恢复正常状态。 

在液晶界面选中一个图层，按下“ZOOM”按钮，摇动摇杆，对该图层的大小进

行缩放。摇杆向上推纵向缩小或向左推横向缩小，向下推纵向放大或向右推横向

放大。 

 CROP：对输入源截取，短按操作，按下按键绿色灯常亮，操作完成，再次按下

恢复正常状态。 

选中一个图层（图层中有输入源），按下“CROP ON/OFF”按键，“CROP 

ON/OFF”按键绿灯亮，开启图层的输入源截取，液晶界面进入到输入截取的界

面，按下调整区“CROP”按键，通过滑动宽度、高度、X、Y 的滑块，单击加减

符号和键入数字调节大小及位置。  

 Full Screen：对选中图层进行全屏操作，短按操作，再次按下图层大小和位置都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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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液晶界面界面上选中某个图层，然后按下“Full Screen”按键，图层铺满该图

层所在的拼接屏。 

 H/V：选择摇杆当前调整的方向，短按操作，按下按键绿色灯常亮，操作完成，再

次按下恢复正常状态。 

− H：锁定横向操作，H 按键绿灯亮起时，摇杆上下左右推动时，图层横向调

整。 

− V：锁定纵向操作，V 按键绿灯亮起时，摇杆上下左右推动时，图层纵向调

整。 

− H 按键和 V 按键不能同时使用。 

 Z：摇杆当前对图层叠加的顺序进行调整，短按操作，按下按键黄色常亮，操作完

成，再次按下恢复正常状态。 

在液晶界面选中一个图层，按下“Z”按钮，旋转摇杆上的旋钮，对该图层的优先

级进行调整。 

 ：横向和纵向等比缩放，按下按键绿色高亮，再次按此按键取消等比缩放。 

− 配合“POS”键，等比调整横向和纵向位置。 

− 配合“ZOOM”键，等比调整图层大小。 

 STEP：选择对摇杆的步进进行调整，短按操作，按下按键绿色灯常亮，操作完

成，再次按下恢复正常状态。 

 -/+：摇杆步进的减少/增加，单次增加或减少一个像素，短按操作。 

Transition 

本区域除特效按键按下黄色常亮以外，其他按键均为按下黄色高亮，松开恢复正常状

态。 

图2-11 切换区域按键 

 

 SWAP：设置 PVW 与 PGM 的信息切换方式为交换，短按操作。 

 AUTO FADE：自动淡入淡出，短按操作。 

 More：进入特效选择界面，短按操作。 

 ：图层切换特效，从左上擦入，短按操作。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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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层切换特效，从右上擦入，短按操作。 

 ：图层切换特效，从底部擦入，短按操作。 

 ：图层切换特效，左右扩展，短按操作。 

 ：图层切换特效，上下扩展，短按操作。 

 ：图层切换特效，四周扩展，短按操作。 

 TAKE：PVW 与 PGM 带有特效切换，短按操作。 

 CUT：PVW 直接瞬切到 PGM，不带切换特效，短按操作。 

 T-Bar：手动控制 PVW 与 PGM 之间的信息切换，T-Bar 仅支持淡入淡出特效的操

作。LED 灯带显示 T-Bar 的切换进度。 

2.3 后面板 

图2-12 后面板 

 

1. ON/OFF：开关键。 

2. AC-100-240V~50/60HZ：交流电源接口。 

3. Ethernet：网线连接接口，用于控制下位机。 

4. USB：连接上位机，用于 C1 的程序更新。 

5. U-Disk：用于程序升级及 OSD 文件导入。 

6. Monitor IN：预监 HDMI 接口，连接下位机的预监接口。 

7. Monitor LOOP：预监 HDMI 环路输出接口，可将下位机的预监环路输出到其他显

示器上。 

8. RS232：RS232 控制接口，用于连接上位机。  

9. RESET：针孔复位按键，用于 C1 的复位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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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场景 

注意： 

设备连接时，请先关闭电源。 

图3-1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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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操作 

C1 设备主要有配置、编导、设置三大功能，方便快捷地实现对处理器设备的控制和管

理。 

 配置功能主要包括添加设备，删除设备，查看输入基本属性，设置输入源 EDID

及查看输出接口信息，设置输出分辨率，调整输出画质，设置测试模式和同步模

式等功能。 

 编导功能主要包括选择场景，添加图层，锁定液晶面板，查看图层属性，设置特

效及特效时长，在图层属性页面可查看图层信息，调整输入截取画面，调整输入

画质等功能。 

 设置功能主要包括查看设备状态，程序升级，通讯设置，语言设置，恢复出厂设

置及查看厂商信息。 

图4-1 操作流程图 

开始 设备连接 设备添加 设置拼接模式 创建图层 Take切换 结束

设置图层输出
分辨率/画质/
大小位置

保存场景

C1和受控设备

IP设置为同网
段

设置拼接屏体
高度和宽度

添加图层、

OSD、BKG和
LOGO

选择切换特效

主流程

子流程

设置特效持续
时长

  

4.1 准备工作 

将设备的控制网口和 C1 的网口使用网线连接，设置设备的 IP 地址（以 J10 为例），

设置步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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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设备 IP 设置 

 

设置 C1 的本机 IP，保持和 J10 在同一个网段；IP 设置步骤如下：主界面—设置—通

讯设置，在通讯设置页面进行 IP、子网掩码、网关设置。 

图4-3 C1 控台 IP 设置 

 

4.2 配置 

配置功能主要包括添加设备，删除设备，查看输入基本属性，设置输入源 EDID 及查

看输出接口信息，设置输出分辨率，调整输出画质，设置测试模式和同步模式等功

能。 

4.2.1 添加设备 

步骤 1 在 C1 主界面页单击“配置”，进入配置页面，单击“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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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搜索设备 

 

步骤 2 在液晶面板选中所要添加的设备，单击“添加”。 

图4-5 添加设备 

 

设备添加完成后，在设备列表里面可以查看当前添加的设备列表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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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设备列表 

 

在设备列表界面，单击删除按钮，选择需要移除的设备，再次单击删除按钮。 

说明： 

C1 对添加的设备自动进行编组，最大可搜索 50 个设备，最多可添加 16 台设备。 

4.2.2 设备属性 

从设备列表界面单击 进入设备属性界面或者选中设备，单击“OPERATION”区

域的“OK”按键。设备属性包括“输入”、“输出”、“快速拼接”和“高级拼接”四

个操作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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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设备属性 

 

4.2.2.1 输入 

接口 

查看接口对应的输入源基本属性和调节输入源 EDID。 

步骤 1 单击“输入”，进入接口列表。 

图4-8 选择输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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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输入源序号 ，展开输入源属性设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4-9 输入源属性设置 

 

 基本属性 

基本属性包含输入源类别、槽位号、分辨率及连接容量。用于查看当前接口的基

本信息。 

− 连接容量：表示分辨率的级别，分为 SL，DL 及 4K 三种。SL 表示

1920×1080，DL 表示 3840×1080，4K 表示 3840×2160。 

图4-10 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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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D 

分辨率和刷新率的设置，可进行预设选择，也可进行自定义，设置完成后，单击

“应用”。 

预设分辨率包括：800×600，1024×768，1280×720，1280×768，1280×800，

1280×1024，1366×768，1440×900，1600×1200，1680×1050，1920×1080，

1920×1200，1920×2160，2048×640，2048×1152，2048×1536，2304×1152，

2560×816，2560×960，2560×1600，3840×1080，3840×1600，3840×2160。 

预设刷新率包括：60Hz，75Hz，120Hz。 

图4-11 预设 EDID 

 

通过滑动滑块、单击加减符号及数字键入三种方式自定义 E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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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自定义 EDID 

 

说明： 

采用“FUNCTION”区域按键中的“RESET”按键可对当前操作页面参数重置，短按

操作。 

 画质 

调整输入源的整体亮度、RGB 单色亮度、对比度、饱和度以及色调，输入源画质

调整操作可选择滑动滑块、单击加减符号及手动键入参数值实现，单击“重置”，

此页参数恢复到默认值，默认值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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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画质调整 

 

热备份 

热备份功能开关，以及热备份的通道设置。在一个通道进行播放同时，其备份通道处

于待机状态，当主通道在播放时出现异常，备份通道自动接替播放，保证播放不会因

接口故障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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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热备份 

 

单击“启用热备份”滑块，启用热备份功能，单击备份设置一栏 图标进行备份通道

选择，确认主通道的备份通道后，单击“应用”。 

通道 A 较其他通道分辨率较大，通道 A 分辨率为 3840×1080，其他通道为

1920×1080，因此不能将通道 A 设置为备份通道。 

图4-15 选择热备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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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输出 

输出设置包括查看输出接口信息，设置输出分辨率，调整输出画质，设置测试模式和

同步模式。 

图4-16 输出设置 

 

 输出接口 

单击“输出接口”，单击目标输出接口，即可查看输出源的输出名称、槽位号、分

辨率及连接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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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输出接口 

 

图4-18 输出属性 

 

 分辨率 

分辨率和刷新率的设置，可进行预设选择及自定义。选择 C1 预先设置的可选分

辨率及刷新率或通过滑动滑块，单击加减符号及数字键入三种方式自定义设置。

操作完成后，单击“应用”。 

预设分辨率包括：800×600，1024×768，1280×720，1280×768，1280×800，

1280×1024，1366×768，1440×900，1600×1200，1680×1050，1920×1080，

1920×1200，1920×2160，2048×640，2048×1152，2048×1536，2304×1152，

2560×816，2560×960，2560×1600，3840×1080，3840×1600，3840×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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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刷新率包括：60Hz，75Hz，120Hz。 

图4-19 自定义分辨率 

 

 画质 

调整输出的亮度、RGB 单色亮度、对比度、饱和度以及色调，输出源画质调整操

作可选择滑动滑块、单击加减符号及手动键入参数值实现，单击“重置”，此页参

数恢复到默认值，默认值为 50。 

图4-20 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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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重置画质调整页面参数可采用“FUNCTION”区域按键中的“RESET”按键，短按操

作。 

 测试模式 

展开测试模式界面栏，可选择测试画面，短按“FUNCTION”区域“NORMAL”按

键恢复正常显示。 

图4-21 测试模式 

 

说明： 

测试模式界面页可采用“FUNCTION”区域按键中的“TEST PATTERN”唤出，短按

操作。 

 同步模式 

开启同步模式，让播放画面更加流畅，同步源可选输入源和 Genlock 源，选择输

入源为同步源即表示当前同步模式为内同步，选择 Genlock 源为同步源即表示当

前同步模式为外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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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同步模式 

 

说明： 

同步模式设置可采用输入源区域按键实现，具体操作参考输入源区域按键说明。 

4.2.2.3 快速拼接 

C1 支持快速拼接，只需要输入屏体宽度和品题高度，系统自动计算拼接方式。 

步骤 1 单击“快速拼接”后的“>”进入快速拼接界面。 

图4-23 快速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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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按“FUNCTION”区域的“EASY MOSAIC”可快速进入此界面。 

步骤 2 选择滑动滑块、键入数字或者单击加减符号设置屏体总的宽度和高度值。 

步骤 3 单击“应用”，系统会自动完成屏体快速拼接。 

4.2.2.4 高级拼接  

根据屏体的大小，选择合理的拼接模式。 

步骤 1 单击“拼接模式”右边的下拉款，并从下拉框中选择拼接模式。 

拼接模式分为 1×1，1×2，2×1，2×2，1×3，3×1，1×4，4×1。 

步骤 2 单击“下一步”。 

图4-24 拼接模式选择 

 

说明： 

高级拼接界面页可短按“FUNCTION”区域中的“MOSAIC”按键。 

步骤 3 选中拼接屏，可选择滑动滑块、键入数字或者单击加减符号进行拼接屏宽度、高度调

整，调整完毕，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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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调整拼接屏 

 

4.3 编导 

在编导中提供用户对窗口进行编辑和克隆，保存、调用和清除场景数据，设置切换特

效，OSD、BKG 和 LOGO。 

4.3.1 图层 

添加图层 

步骤 1 单击“编导”，进入图层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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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编导界面 

 

步骤 2 在图层编辑区的按键中的按下“ADD LAYER”按键，添加一个默认图层大小为

800×600 的新图层。 

图4-27 添加图层 

 

删除图层 

删除图层有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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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图层区域数字按键选中图层或者在液晶屏上单击图层选中图层，在按键的图

层区域，短按“CLEAR LAYER”，删除选中图层。 

 在“PRESET EDIT”区域长按“CLEAR”按键，删除当前编辑区的所有图层。 

修改图层属性 

选中图层，选择底部工具条中“窗口设置 > 窗口属性”，进入图层属性设置界面。 

图4-28 图层属性 

 

 图层信息 

单击“图层信息”或者在按键的“LAYER”区域短按“LAYER EDIT”进入图层

信息界面，在“图层信息”界面，可以查看当前图层的图层序号、图层优先级、

图层信号源以及输入分辨率，修改图层大小和图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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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层画质 

单击“图层画质”或者在按键的“LAYER”区域短按“LAYER COLOR”进入图

层画质调整界面，在“图层画质”界面，可以调节图层的整体亮度或者 RGB 单色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和色调。 

 

拖动滑块或者在文本框中直接输入数字可以对各个参数进行调整，单击+/-对各参

数进行微调。 

亮度及 RGB 单色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的默认值为 50，取值范围[0,100]。 

色调默认值为 0，取值范围[-180，+180]。 

 输入截取 

输入截取操作实现视频源区域放大播放。单击“输入截取”进入输入截取界面，

单击输入截取开关按钮，或者在按键的“LAYER”区域短按“CROP ON/OFF”

进入并开启输入截取。调整宽度、高度、X、Y 等参数设置截取区域的大小和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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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滑块或者在文本框中直接输入数字可以对各个参数进行调整，单击+/-可以对

各参数进行微调。 

− 宽度：截取区域的水平宽度。 

− 高度：截取区域的垂直高度。 

− X：截取区域的水平起始位置。 

− Y：截取区域的垂直起始位置。 

说明： 

截取的大小和位置可以通过按键和摇杆实现。短按“JOYSTICK CONTROL”区域的

“CROP”按键，“CROP”按键绿灯亮常亮，短按“H”并转动摇杆上的旋钮和摇动摇

杆，对输入源截取的宽度和水平位置进行设置，短按“V”，并转动摇杆上的旋钮和摇

动摇杆，对输入源截取的高度和截取的垂直位置进行设置。 

4.3.2 特效 

特效指 PVW 上所有图层通过 TAKE 向 PGM 切换时的展现效果，每个图层都以相同的

特效进行切换，共有 13 种特效。单击“<”或“>”左右滑动查看特效，单击特效图标

选中一个特效后，单击“时间”后的下拉框选择时长，设置特效持续时间。 

时间取值范围：0s~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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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 特效选择 

 

说明： 

特效选择页面可通过短按“TRANSITION”区域中的“MORE”进入，或直接短按

“TRANSITION”区域的六个常用的特效快捷键，详情参考切换区域按键介绍。 

4.3.3 OSD 

C1 支持导入图片资源或读取下位机中的导入的图片或者截取的画面，并将图片资源应

用于 OSD 或者 BKG。单次最多导入 30 张图片。 

步骤 1 将储存了图片资源的 U 盘插入到 C1 背面板的扁口 USB 接口中。 

步骤 2 C1 会自动识别 U 盘文件，并弹出提示文件导入框，单击“导入”，系统会将 U 盘中

的图片资源导入到 C1 中。 

C1 支持添加 5 个 OSD 作为备用。 

步骤 3 选择“窗口设置 > OSD”，进入 OSD 界面。 

步骤 4 单击“开启”右边的滑块，开启 OSD 功能。 

在按键的“LAYER”区域，短按“OSD ON/OFF”进入 OSD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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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OSD 界面 

 

步骤 5 选中其中一个 OSD 文件，单击 OSD 名称后的“>”进入 OSD 设置界面。 

可以通过设置 X、Y、W、H 的值设置 OSD 截取位置和大小。 

 X：OSD 文件截取区域的水平起始位置。 

 Y：OSD 文件截取区域的垂直起始位置。 

 W：OSD 文件截取区域的宽度。 

 H：OSD 文件截取区域的高度。 

说明： 

设置了 OSD 的宽度（W）和高度（H）的值后，界面会出现一个灰色的矩形块，可以

通过拖动矩形块设置截取的位置，即对应的 X 和 Y 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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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 OSD 设置 

 

 回读信息：读取下位机已添加的 OSD 文件信息到 C1。 

 载入本地：将导入的图片资源添加到当前选中的 OSD 中。 

步骤 6 单击“应用”或短按“APPLY”按键，将截取后的 OSD 文件应用到 PVW 或者 PGM

中。 

4.3.4 BKG 

C1 支持 BKG 设置，设置 BKG 后，BKG 自动置底并缩放至全屏显示。 

步骤 1 将储存了图片资源的 U 盘插入到 C1 背面板的扁口 USB 接口中。 

步骤 2 C1 会自动识别 U 盘文件，并弹出提示文件导入框，单击“导入”，系统会将 U 盘中

的图片资源导入到 C1 中。 

C1 支持添加 10 个 BKG 文件作为备用。 

步骤 3 选择“窗口设置 > BKG”，进入 BKG 界面。 

步骤 4 单击“开启”右边的滑块，开启 BKG 功能。 

在按键的“LAYER”区域，短按“BKG ON/OFF”进入 BKG 界面并开启 BKG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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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BKG 界面 

 

步骤 5 从 BKG 列表选中其中一个 BKG 文件，单击 BKG 名称后的“>”进入 BKG 设置界

面。 

图4-33 BKG 设置 

 

 回读信息：读取下位机已添加的 BKG 文件信息到 C1。 

 载入本地：将导入的图片资源添加到当前选中的 BKG 中。 

步骤 6 单击“应用”或短按“APPLY”按键，将修改后的 BKG 文件应用到 PVW 或者 PGM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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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LOGO 

C1 支持 LOGO 设置，设置 LOGO 后，LOGO 文件将自动置顶。 

步骤 1 将储存了 LOGO 文件的 U 盘插入到 C1 背面板的扁口 USB 接口中。 

步骤 2 C1 会自动识别 U 盘的图片文件，并弹出提示文件导入框，单击“导入”，系统会将 U

盘中的图片资源导入到 C1 中。 

C1 支持添加 10 个 LOGO 文件作为备用。 

步骤 3 选择“窗口设置 > LOGO”，进入 LOGO 界面。 

步骤 4 单击“开启”右边的滑块，开启 LOGO 功能。 

在按键的“LAYER”区域，短按“LOGO ON/OFF”进入 LOGO 界面并开启 LOGO

功能。 

图4-34 LOGO 界面 

 

步骤 5 从 LOGO 列表选中其中一个 LOGO 文件，单击 LOGO 名称后的“>”进入 LOGO 设

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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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 LOGO 设置 

 

 回读信息：读取下位机已添加的 LOGO 文件信息到 C1。 

 载入本地：将导入的图片资源添加到选中的 LOGO 中。 

步骤 6 单击“应用”或短按“APPLY”按键，将修改后的 LOGO 文件应用到 PVW 或者

PGM 中。 

4.3.6 场景 

C1 最大支持 32 个用户自定义场景和 32 个模板场景。进入到 C1 场景后，场景状态分

为以下三种。 

 场景名称为红色，表示该场景已经被加载到 PVW。 

 场景名称为绿色，表示该场景中已经包含了图层数据。 

 场景名称为白色，表示该场景为空白场景，未保存任何图层相关数据。 

保存场景 

C1 支持将已编辑好的 PVW 或者 PGM 保存为场景，便于以后直接加载调用该场景。 

单击“保存”，进入保存场景界面，选中一个场景，单击右上角的“保存”，将当前编

辑的图层数据保存到选定的自定义场景中。 

保存场景也可以通过按键快速操作，操作方法如下： 

在“PRESET EDIT”区域短按“SAVE CUSTOM”键，SAVE CUSTOM 键黄灯闪

烁，同时场景区域中有数据的场景按键黄色灯亮，无数据的场景按键灯不亮，选择要

将当前编辑存储到的场景按键，即可将当前的操作的图层信息保存到选中的自定义场

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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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保存场景时，若选择黄色灯亮的场景按键，即选中的场景中数据替换为当前场景数

据。 

图4-36 保存场景 

 

载入场景 

C1 支持直接调用自定义场景和场景模板，在液晶界面上载入的是自定义场景，场景模

板需要通过按键调用。 

 载入自定义场景 

在液晶主界面上单击“加载”，进入场景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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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7 加载场景 

 

选择一个场景，单击“加载”即可将场景加载到当前编辑的区域上。 

说明： 

加载自定义场景，也可以通过按键进行操作，短按“CUSTOM”键，CUSTOM 键黄

灯闪烁，场景区域中有数据的场景按键黄色灯亮，短按场景编号，将该自定义场景加

载到当前编辑区。 

 加载场景模板 

加载场景模板，只能通过按键实现，按下“TEMPLATE”键，“TEMPLATE”键

黄色闪烁，场景区域中按键红色灯亮，场景区按键作为场景模板编号，短按场景

区域按键，将选择的模板应用到当前编辑区。 

清除 

单击“清除”可清除当前编辑区域的图层、OSD，BKG 和 LOGO 信息。 

清除场景 

使用清除场景，可以清除 C1 中保存的所有自定义场景或者清除一部分自定义场景。单

击“清除场景”进入清除场景界面，单击场景名称选择需要清除的场景，单击右上角

的“清除”即可清除选中的自定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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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8 清除场景 

 

4.3.7 抓图 

C1 支持输入源抓图，将输入源的图片抓取后存储为 OSD 或者 BKG。 

短按“FUNCTION”区域的“CAPTURE”按键，CAPTURE 按键绿灯闪烁，短按需

要抓取的输入源对应的按键抓取该输入源的当前帧。抓取后进入抓取界面。 

图4-39 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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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 OSD1~OSD5 或者 BKG1~BKG10 的名称，单选选择，选择好后，单击“应

用”，完成抓图保存。 

4.4 设置 

设置区域包含设备状态、程序升级、U 盘导入导出、通讯设置、语言设置、恢复出

厂、厂商信息七大功能设置，设置是对 C1 控台的操作。 

图4-40 设置 

 

4.4.1 设备状态 

单击“设备状态”，查看设备当前的温度和电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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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 设备状态 

 

4.4.2 程序升级 

C1 支持通过 U 盘进行升级，将升级程序文件存储在 U 盘中，并将 U 盘插入 C1 背面

版的扁口 USB 接口中，在“程序升级”界面单击“程序升级”，系统会自动检索 U 盘

内存储的程序升级文件，并弹出提示窗，单击“确定”系统会利用 U 盘中的程序文件

进行自动升级。 

图4-42 程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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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 提示窗 

 

4.4.3 U 盘导入导出 

C1 支持将存储于 U 盘中的配置文件导入到 C1 中，也支持将 C1 中配置文件全部导出

到 U 盘中，以便下次直接导入到另一台 C1 中快速应用。 

图4-44 U 盘导入导出 

 

U 盘导入 

1. 将存储了 C1 配置文件的 U 盘插入 C1 的背面板的 USB 接口中。 

2. 选择“设置 > U 盘导入导出”，进入 U 盘导入导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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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U 盘导入”，系统会自动将 U 盘中存储的配置文件导入到 C1 中。 

U 盘导出 

1. 将 U 盘插入 C1 的背面板的 USB 接口中。 

2. 选择“设置 > U 盘导入导出”，进入“U 盘导入导出”界面。 

3. 单击“U 盘导出”，系统会自动将 C1 中的配置文件导出到 U 盘中。 

 

4.4.4 通讯设置 

当 C1 通过路由器或者交换机连接多台下位机时，需要在通讯设置中设置 C1 的 IP、子

网掩码和网关，以保证 C1 和需要 C1 控制的下位机在同一网段内。 

通讯设置可设置网络模式（静态和动态），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图4-45 通讯设置 

 

4.4.5 语言设置 

C1 的界面语言目前只支持“中文”和“英文”，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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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 语言设置 

 

4.4.6 恢复出厂 

C1 可将 C1 及受控设备恢复至出厂时的状态，可选择“恢复出厂”和“恢复出厂（保

留 IP）”，也可选择对终端设备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 恢复出厂：恢复所有参数至出厂前。 

− 恢复出厂（保留 IP）：恢复除 IP 以外所有参数至出厂前。 

图4-47 恢复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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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厂商信息 

查看 C1 设备的厂商信息，主要包括官网信息和产品二维码信息。 

诺瓦科技官方网址：http://www.novastar-led.cn 

提供诺瓦科技官方微信和 Facebook 的二维码。 

图4-48 厂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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