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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V-Can 是一款视频处理器的智能控制平台，支持 J6、N6 等视频处理器和 VX5s、
VX6s 等二合一视频控制器。用户可在 Windows 和 MAC 平台上，方便快捷的对视频

控制器设备进行控制和管理。根据所连接设备功能的不同 V-Can 所展现的界面及功能

会有相应区别。 

V-Can 软件特点： 

 软件操作界面简单。 
 完全可视化操作，易于使用和操控。 
 支持在 Windows、MAC 操作平台使用。 
 支持同时连接多台视频处理器和视频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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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安装 

2.1 软件获取 
登录诺瓦科技官方网站（http://www.novastar-led.cn），选择“下载中心 > 软件及资

料”，单击“视频拼接软件 V-Can”进入 V-Can 下载界面，根据当前设备及 PC 机系统

版本下载相应的 V-Can 软件及资料。 

2.2 软件安装 

软件运行环境要求： 
 处理器：1GHz 及以上 32 位或者 64 位处理器  
 内存：2GB 及以上  
 显卡：支持 DirectX 9 128M 及以上 
 硬盘空间：16G 以上 
 显示器：要求分辨率在 1280X720 像素及以上 
 操作系统：Win7 及以上，MAC OS 10.10 及以上 

软件安装 

V-Can 的安装方式与普通软件相同，根据安装向导提示操作即可完成软件的安装。 

2.3 软件运行 

软件安装成功后，双击桌面 运行 V-Can，V-Can 运行后的主界面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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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V-Can 主界面 

 

2.4 界面介绍 
根据软件界面，可以分为以下 10 个区域，如图 2-2 所示，各区域信息说明如表 2-1 所

示。当连接控制的下位机的功能不同时，V-Can 展示的界面样式会有所不同，图 2-2
以下位机为 NovaPro UHD 进行描述。 

图2-2 V-Can 软件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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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软件区域说明 

序号 名称 说明 

1 菜单栏 V-Can 的三大功能模块及各个模块下的基本功能，即系统、

配置和 OSD。 

2 快捷键 视频编辑过程中的快速操作按键，包含： 
 ：撤销，撤消上一步的操作。 
 ：重做，还原撤消的上一步操作。 
 / ：锁定已有窗口和解锁所有窗口。 
 ：清除视频编辑区域的所有图层。 
 / / ：视频编辑区域放大/缩小/自适应。 
 / :冻结或取消冻结 PGM 画面当前帧。 
 / :PGM 黑屏或取消 PGM 黑屏。 

3 PGM PGM 显示区 

4 PVW  屏体拼接方式展示。 
 窗口的添加、编辑和删除。 
 设置 OSD/BKG/LOGO 的位置及大小。 

5 设备/信源  设备：显示当前连接的设备名称和删除当前设备。 
 信号源：显示当前接入的信号源以及设备输入接口型号和

修改信源名称。 

6 用户场景 场景信息。根据下位机不同用户场景数也不同，最大支持 32
个用户自定义场景。 

7 状态栏 显示当前设备的连接状态。 

8 T-Bar  SWAP：勾选 SWAP，单击“TAKE”、“CUT”或拖动

T-Bar ， PVW 和 PGM 中图层位置互换。取消勾选

“SWAP”，将 PVW 内容通过复制方式发送到 PGM。 
 TAKE：将 PVW 中图层带特效发送到 PGM。 
 CUT：将 PVW 中图层直接发送到 PGM，不带特效。 

9 属性  布局：设置窗口的纵横比、大小位置、遮罩、输入源截

取。 
 画质：设置输出画质效果。 
 高级：设置窗口边框、设置异形窗和图层阴影。 

10 关于和帮助  帮助：查看 V-Can 的使用帮助。 
 关于：查看 V-Can 的版本和版权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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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介绍 

3.1 系统 
单击主界面上的“系统”进入系统的操作界面。 

在设备管理界面可以完成如下操作。 

 重连：完成 V-Can 与视频处理器的连接。 
 刷新：V-Can 同步视频处理器中的配置信息。 
 固件升级：查看当前连接的当前设备的硬件相关的版本列表和硬件升级。 
 自测试：查看与当前设备连接的显示屏是否正常。 
 恢复出厂：将当前连接的设备的配置信息还原成出厂时的初始状态。 
 网络设置：设置受控设备的 IP 和子网掩码。 
 语言选择：设置 V-Can 的界面语言环境。 

3.1.1 重连 

前提条件 

已通过网线或者 USB 数据线将视频处理器与 PC 机相连。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 > 重连”，系统会自动搜索并连接设备。 

步骤 2 单击“设备”查看当前连接的设备名称，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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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设备列表 

 

步骤 3 单击“信号源”查看当前设备的信号源连接和信号源状态情况。 

3.1.2 刷新 
使用 V-Can 读取当前设备的配置数据，并将当前连接设备中的配置数据显示在软件界

面中。 

前提条件 

已完成 V-Can 与当前设备的连接。 

操作步骤 

选择“系统 > 刷新”， V-Can 自动同步下位机的配置信息，并显示在 V-Can 界面

上。 

3.1.3 固件升级 
查看当前连接的设备的版本列表，并进行固件升级。 

前提条件 
 已完成 V-Can 与当前设备的连接。 
 已获取与当前设备配套的软件版本。 

操作步骤 
 查看硬件版本列表信息 

选择“系统 > 固件升级”，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即可查看当前连接设备的 MCU 版

本、FPGA 版本和图库版本信息。 
 固件升级 

步骤 1 选择“系统 > 固件升级”打开“固件升级”对话框。 

步骤 2 单击“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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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系统密码。 

系统默认密码为 admin。 

步骤 4 单击“确定”。 

步骤 5 单击“程序路径”后面的 打开程序加载文件夹，如图 3-2 所示。 

图3-2 固件升级 

 

步骤 6 选择软件版本。 

步骤 7 单击“更新”，完成当前连接设备的升级。 

3.1.4 自测试 
通过软件自带的测试画面检查当前设备连接的视频墙是否能正常显示。 

前提条件 
 已完成 V-Can 与当前设备的连接。 
 已完成当前设备与视频显示设备的连接。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 > 自测试”，进入自测试配置界面，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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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自测试 

 

步骤 2 单击测试画面后面的下拉框，选择不同的测试画面。 

步骤 3 设置动态测试画面线条间距、画面亮度和移动速度。 

步骤 4 查看设备连接的 LED 显示屏，检查 LED 显示屏是否能正常显示。 

 是 => LED 显示屏正常 
 否 => LED 显示屏有异常，请校正 LED 显示屏后再次检查。 

步骤 5 选择“正常显示”或单击“关闭”退出自测试。 

3.1.5 恢复出厂 
当需要清除设备的配置信息或者用户场景信息时，使用恢复出厂设置可以一键清除当

前的设备的配置信息。 

前提条件 

已完成 V-Can 与当前设备的连接。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恢复出厂”。 

步骤 2 仔细阅读弹出的提示信息，单击“是”，设备将清除当前设备的所有配置信息。 

3.1.6 网络设置 
V-Can 可以通过 RJ45 网线连接硬件设备，可通过 V-Can 设置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信

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 > 网络设置”，打开网络设置窗口，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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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网络设置 

 

步骤 2 输入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步骤 3 单击“确定”，完成网络设置。 

3.1.7 语言选择 
V-Can 支持语言界面切换功能，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偏好的语言模式。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 > 语言选择”，打开语言选择窗口，如图 3-5 所示。 

图3-5 设置语言 

 

步骤 2 选择界面语言为中文或英文。 

步骤 3 单击“确定”，完成界面语言环境的设置。 

3.2 配置 
在 V-Can 的“配置”中可以进行视频输入分辨率、输入画质、输出分辨率、输出画

质、拼接设置、切换特效和特效持续时长、场景播放设置、模式切换、同步模式和

AUX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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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输入设置 
3.2.1.1 输入设置 

V-Can 可以设置输入信号源的分辨率和刷新率，仅 DVI、HDMI 和 DP 接口支持调整输

入分辨率和刷新率。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配置 > 输入设置 > 输入设置”，打开输入设置窗口，如图 3-6 所示。 

图3-6 输入分辨率 

 

步骤 2 单击“信号源”后面的下拉框，选择需要修改的输入源。 

 选择“预设”时，可以直接从分辨率和刷新率中选择系统预置的分辨率和刷新

率。 
 选择“自定义”时，可以拖动滑块或者直接输入数字对分辨率和刷新率进行设

置。 

步骤 3 单击“应用”或“确定”，完成输入分辨率的设置。 

高级设置 

在输入设置的高级设置中，可以修改现有的分辨率模板和导入新的分辨率模板。 

步骤 1 选择“配置 > 输入设置 > 输入设置”，进入输入设置窗口，如图 3-6 所示。 

步骤 2 单击“自定义”选中自定义前的单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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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使用键盘盲输“edid”，界面显示“高级”选项，如图 3-7 所示。 

图3-7 输入分辨率设置 

 

步骤 4 单击“信号源”后面的下拉框，选择需要修改的输入源。 

步骤 5 选中“高级”。 

步骤 6 选择现有模板，可以对现有模板进行修改，选择自选模板，可以导入自定义模板。 

如果需要调整模板的参数，请向诺瓦科技获取技术支持。 

3.2.1.2 输入画质 
V-Can 可以设置与设备连接的各个输入信号源的亮度、对比度、色调、饱和度和

Gamma。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配置 > 输入设置 > 输入画质”，打开输入画质窗口，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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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输入画质 

 

步骤 2 单击“信号源”后面的下拉框，选择需要修改画质的输入源。 

步骤 3 拖动滑动杆设置相应参数，或者直接在相应的参数后面输入数字。 

步骤 4 单击“应用”或“确定”，完成设置。 

单击最下方的“恢复默认”，将输入画质的所有参数恢复初始设置。 

3.2.1.3 热备份设置 
当设备输入接口出现故障时，用户可以在 V-Can 中配置输入备份通道，当前通道输入

故障时，备份通道及时替代输入，以保证屏幕不出现黑屏等异常现象。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配置 > 输入设置 > 热备份设置”，打开输入热备份窗口，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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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输入热备份 

 

步骤 2 勾选“启用备份”前的复选框。 

步骤 3 单击每个通道后的下拉框选择备份通道。 

步骤 4 单击“确定”或“应用”，完成备份通道设置。 

3.2.2 输出设置 
3.2.2.1 输出设置 

V-Can 支持对设备的输出分辨率和屏幕进行设置。当下位机为视频控制器时，不支持

输出设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配置 > 输出设置 > 输出分辨率”，打开输出设置窗口，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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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输出设置 

 

步骤 2 输出分辨率设置。 

 选择“预设”时，可以直接从分辨率下拉框中选择系统预置的分辨率刷新率。 
 选择“自定义”时，可以设置输出口的宽度、高度和刷新率。 

步骤 3 设置屏幕的宽度和高度。 

1. 在“选择屏幕”的下拉框中选择需要设置的屏幕。 

2. 对选择的屏幕进行宽度和高度的设置。 

说明： 
下位机为视频处理器时，屏幕宽度和屏幕高度可设置。 

步骤 4 单击“确定”或者“应用”完成输出分辨率设置。 

3.2.2.2 输出画质 
V-Can 可以设置输出窗口的亮度、对比度、色调、饱和度和 Gamma。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配置 > 设置 > 输出画质”，打开输出画质窗口，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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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输出画质 

 

步骤 2 拖动滑动杆设置相应参数，或者直接在相应的参数后面输入数字。 

步骤 3 单击“应用”或“确定”，完成设置。 

单击最下方的“恢复默认”，将输出画质的所有参数恢复初始设置。 

3.2.3 模式切换 
当下位机为 J6 或 N6 时，V-Can 支持拼接模式和切换台模式。 

 拼接模式：V-Can 系统支持 8 种输出拼接模式，拼接模式下，用户对窗口信息的

设置将会同步显示到大屏上。 
 切换台模式：V-Can 系统支持 3 种输出拼接模式，在切换台模式下，用户仅能在

PVW 区域添加窗口和编辑窗口信息，窗口信息编辑好后，单击右上角的

“Take”，将编辑后的窗口发送到大屏上。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设置 > 模式切换”，打开模式切换窗口，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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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模式切换 

 

步骤 2 拼接模式下，单击“切换台模式”，系统将切换到切换台模式下。 

切换台模式下，单击“拼接模式”，系统将切换到拼接模式下。 

3.2.4 拼接 
根据当前设备带载的 LED 显示屏大小或者当前设备的带载能力配置拼接模式。V-Can
支持“拼接模式”和“切换台模式”，模式切换请参见 3.2.3 模式切换章节。下位机为

视频处理器时，支持拼接设置，不同的视频处理器拼接方式不同，本章节以 J6 为例说

明。 

 拼接模式下，支持 1×1，1×2，1×3，1×4，2×1，3×1，4×1 和 2×2 拼接方式。 

图3-13 拼接器模式下的拼接方式 

 

 切换台模式下，支持 1×1，1×2 和 2×1 三种拼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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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切换台模式下拼接方式 

 

单击“拼接”上的 选择拼接方式或者单击“拼接”下方的 展开拼接模式后选

择拼接方式，视频编辑区将按照拼接方式显示。 

3.2.5 添加窗口 
步骤 1 单击需要开窗的信号源。 

步骤 2 在视频编辑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松开鼠标左键即可开一个自定义大小的窗口。 

在信号源上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到视频编辑区后松开鼠标左键，即可添加一个

800×600 的窗口。 

 窗口 
− 鼠标放至窗口边缘出现双向箭头时，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可调节窗口大

小。 
− 鼠标放至窗口区域内时，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可以任意移动窗口位置。 
− 当鼠标移动至窗口上时，窗口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些功能按钮，按钮及其功能

如表 3-1 所示。 

表3-1 窗口按钮 

图标按钮 功能说明 

 单击此图标，窗口将铺满该设备所带载的整个视频编辑区域。 

 单击此图标，窗口将充满该窗口所在的视频编辑区域。 

 单击此图标，窗口将被关闭。 

 单击此图标，解除锁定已经锁定的窗口。 

 单击此图标，窗口被锁定。 

 窗口锁定后，右键单击窗口，选择“解锁”，将目标窗口解锁。 
 右键单击窗口可进行如下操作。 

− 选择“源切换”，即可切换当前选中窗口的信号源。 
− 选择“置顶”，将当前选中窗口置于顶层。 
− 选择“置底”，将当前选中窗口置于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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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上一层”或者“下一层”，即将当前选中窗口向上移动一层或者向下移

动一层。 
− 选择“锁定”或者“解锁”，将锁定或者解除锁定当前选中的窗口。 
− 选择“关闭当前窗口”，将关闭当前选中的窗口。 
− 选择“关闭所有窗口”，将关闭所有的窗口。 

3.2.6 设置窗口属性 

布局 

在“布局”菜单下可设置窗口的纵横比，窗口位置与大小，以及对选定窗口的输入源

设置截取。 

步骤 1 单击选定要设置的窗口。 

步骤 2 单击右侧“布局”，进入“布局”菜单，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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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布局 

  

步骤 3 根据需要设置窗口纵横比，窗口大小和位置，窗口遮罩以及输入源设置截取。 

 纵横比：窗口宽与高的比例，可选择设置固定纵横比或自定义纵横比。 
仅在当前连接的设备为 NovaPro UHD 时，纵横比可调节。 

 窗口：自定义设置窗口的位置与大小。 
− X：调整窗口在屏幕中的横向起始位置。 
− Y：调整窗口在屏幕中的纵向起始位置。 
− 宽度：调整窗口的宽度。 
− 高度：调整图层的高度。 

 遮罩：设置窗口遮罩，被遮罩的地方将不显示，仅显示未遮罩的部分，单位像

素。 
− 上：设置从上往下对图层进行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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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设置从下往上对图层进行遮罩。 
− 左：设置从左往右对图层进行遮罩。 
− 右：设置从右往左对图层进行遮罩。 

 截取：单击勾选“截取开关”后，可设置改窗口的输入源截取。 
− X：设置输入源截取的横向起始位置。 
− Y：设置输入源截取的纵向起始位置。 
− 宽度：设置截取窗口的宽度。 
− 高度：设置截取窗口的高度。 
单击“重置”可将截取设置的参数值恢复至默认。 

画质 

在“画质”菜单下可设置窗口画面的亮度、对比度、色调和饱和度。 

步骤 1 单击选定要设置的窗口。 

步骤 2 单击右侧“画质”，进入“画质”菜单，如图 3-16 所示。 

图3-16 画质 

  

步骤 3 拖动滑块或直接输入设置窗口画面的亮度、对比度、色调、饱和度和不透明度。 

步骤 4 （可选）勾选“单色”前的复选框，窗口画面变成黑白色显示。 

步骤 5 （可选）勾选“反色”前的复选框，窗口画面中颜色以反色显示。 

高级 

在“高级”菜单下可设置画面的边框的宽度，高度和颜色。 

步骤 1 单击选定要设置的窗口。 

步骤 2 单击右侧的“高级”，进入“高级”菜单，如图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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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高级 

  

步骤 3 勾选“显示边框”前的复选框设置边框启用窗口边框。 

步骤 4 设置边框的宽度，高度和颜色。 

 边框宽度：设置垂直方向边框的宽度，仅改变垂直方向边框线条的宽度。取值范

围为 0～16。 
 边框高度：设置水平方向边框的宽度，仅改水平方向边框直线条的宽度。取值范

围为 0～16。 

步骤 5 （可选）单击“异形窗”后面的下拉框选择窗口的形状 

支持“心形”、“星形”、“圆形”、“新月形”、“椭圆形”和“菱形”六种异形窗。 

说明： 
目前只有 NovaPro UHD 支持设置异形窗。 

步骤 6 （可选）勾选“置为背景”，可将当前窗口设置为背景并将该窗口置底且铺满整个屏

幕。 

说明： 
目前仅 NovaPro UHD 支持该功能。 

步骤 7 （可选）勾选“阴影”启用图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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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设置 X 和 Y 的值，设置阴影的位置，负数时，阴影在图层的左面，正数时阴

影在图层右边。 
2. 大小：设置阴影的大小。 
3. 不透明度：设置阴影的透明度信息，“不透明度”值越大，阴影越清晰。 
4. 模糊宽度：设置阴影的渐变效果。 
5. 单击“选择颜色”后的颜色框，打开颜色选择器，选择阴影的颜色。 

3.2.7 配置场景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主界面中单击下边的某一个场景，如“场景 1”。 

步骤 2 根据屏体大小或者设备带载能力，单击“拼接”，并选择拼接样式。 

步骤 3 设置窗口。 

步骤 4 单击“配置”，在配置窗口下，分别设置输入分辨率、输入画质、输出分辨率、输出

画质，并设置切源特效和切换速度。 

步骤 5 双击该场景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的“修改后的名称”中输入场景名称，如图 3-18 所

示。 

图3-18 场景重命名 

 

步骤 6 单击“确定”完成场景信息配置。 

 单击“保存”，保存当前场景配置信息到 V-Can 和下位机。 
 单击“载入”，将当前选定的场景载入到 PVW 上。 
 单击“清除”清除当前所选定的场景信息。 
 单击“清除全部”清除所有场景信息。 

说明： 
VX6s、VX5s 和 NovaPro UHD 支持“保存”和“载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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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特效 
V-Can 支持设置多种特效切换设置，通过添加切换特效，可以使画面展示更加灵活和

生动。当下位机不同时，切换特效数量会有所不同。 

3.2.8.1 切源特效 
切源特效仅在所连接的设备为 J6 或 N6，且在拼接模式下，才可配置。 

单击“切源特效”上的 查看切换的特效或者单击“切源特效”下方的 展开所

有的特效后选择需要应用的特效，当右键单击窗口选择“源切换”并选中某一个源，

即将输入源切换到另一个输入源，可以查看切换效果。 

图3-19 切源特效 

 

3.2.8.2 Take 特效 
切换台模式下只支持 Take 特效。Take 特效即单击“Take”后，窗口从 PVW 区到

PGM 时，PGM 上窗口的画面效果展示。 

单击“Take 特效”上的 选择切换的特效或者单击“Take 特效”下方的 展开所

有的特效后选择某一特效，当单击“Take”后，在 PGM 上可以查看切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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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Take 特效 

 

3.2.9 特效速度 
特效速度指的是切源特效或者 Take 特效持续的时间长度。 

特效速度的取值范围为：0.5s~2.0s。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特效速度设置。 

 直接单击选择界面上常用的时间。 

 单击“特效速度”下的 并拖动滑块后，单击“确定”。 

 单击“特效速度”下的 并直接输入时间值，单击“确定”。 

图3-21 特效速度设置 

 

说明： 
当下位机为 VX5s 和 VX6s 时，特效速度使用鼠标单击选择，不可调节。 

3.2.10 场景播放 
V-Can 支持场景播放配置，设置好每个场景的窗口后，V-Can 会自动将场景信息下发

保存到视频处理器中。设置场景播放时间，各场景中窗口将会按照设定时间开始自动

播放。 

场景播放仅在下位机为 J6 或 N6 且“模式切换”为“拼接器模式”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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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完成场景的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设置 > 场景播放”，打开场景播放窗口，如图 3-22 所示。 

图3-22 场景播放 

 

步骤 2 单击“读取”，读取系统时间。 

步骤 3 如果“硬件时间”和“系统时间”不一致时，单击“校时”，以证硬件时间和系统时

间一致。 

步骤 4 勾选“定时开关”前的复选框。 

步骤 5 勾选场景名称左侧复选框并设定该场景开始播放时间。 

 
 各场景开始时间不能出现重复。 
 至少需要设置两个及以上的场景才能看到自动播放效果。 

步骤 6 单击“设置”，完成场景播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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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同步模式 
当使用多台设备级联时，需要开启同步模式，通过使用信号源之间的同步来保证大屏

中拼接画面的完整和一致。 

当连接摄像机等设备时，开启同步模式能消除扫描线。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配置 > 同步模式”，打开同步模式窗口，如图 3-23 所示。 

图3-23 同步模式 

 

步骤 2 勾选“启用”左侧复选框。 

步骤 3 单击“选择源”后的下拉框，选择一个信号源。 

 Genlock：设置外部信号源作为同步源。 
 其他接口名称：使用内部的输入源作为同步源。 

步骤 4 单击“应用”。 

3.2.12 AUX 
下位机配置了辅助输出后，可通过 V-Can 控制辅助输出是否启用和设置辅助输出的输

入源。目前 NovaPro UHD 支持 AUX 配置。 

步骤 1 选择“配置 > AUX”，进入 AUX 设置界面，如图 3-24 所示。 

图3-24 AUX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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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AUX1”或者“AUX2”后的下拉框，选择一个信号源即可完成 AUX 输入源的配

置。 

3.3 OSD 

3.3.1 J6 和 N6 的 OSD 添加 
V-Can 支持为 LED 显示屏上添加图片作为背景或前景和添加文字作为屏幕提示。 

插入图片 

OSD 以图片作为背景或者前景显示在 LED 屏上。用做 OSD 的图只支持 bmp、jpg 和

jpeg 格式的图片，并且每个拼接屏只能插入一张图片。 

图片和文字只能设置一种。 

步骤 1 选择“OSD > 图片”，打开图片选择窗口。 

步骤 2 选择需要显示的图片。 

步骤 3 单击“打开”，V-Can 将会将所选图片信息发送至设备或者控制系统。 

若添加的图片大于配置的屏幕分辨率，则弹出如下界面，虚线区域为截取大小。 

1. 将鼠标悬浮在虚线框边缘，鼠标会变成双向箭头，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可修改截取

大小，或者直接在下方的“宽度”和“高度”修改截取大小。 
2. 使用鼠标左键拖动虚线区域可以修改截取位置，或者在下方的“起始位置”上直

接输入数字，也可以直接修改截取位置。 
3. 设置完截取位置后，单击“是”完成 OSD 图片添加。 

 

若添加的 OSD 图片分辨率小于当前屏体分辨率，则直接添加到 OSD。 

步骤 4 右键单击插入的图片，可做如下操作。 

 置顶：将插入的图片置于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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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底：将插入的图片放置于窗口底部，此时若插入的图片大小小于窗口时，将看

不到插入的图片。 
 删除 OSD：删除插入的图片。 
 截取：设置 OSD 截取的起始位置和大小。 
 截取使能：单击勾选“截取使能”OSD 按照“截取”中设置的区域进行显示，再

次单击取消勾选“截取使能”，则显示原 OSD 图片。 

插入文字 

OSD 以文字作为背景或者前景显示在 LED 屏上。每个拼接屏只能插入一段文字，插

入的文字以图片格式显示。 

文字和图片只能设置一种。 

步骤 1 选择“OSD > 文本”，打开文字插入窗口，如图 3-25 所示。 

图3-25 插入文字 

 

步骤 2 设置显示文字的信息，如字体、字号、颜色、加粗、斜体和下划线。 

步骤 3 在空白文本域输入需要显示的文字。 

步骤 4 单击 将文字信息发送到连接设备或者控制系统。 

步骤 5 右键单击插入的文字，可做如下操作。 

 置顶：将插入的图片置于顶部。 
 置底：将插入的图片放置于窗口底部，此时若插入的图片大小小于窗口时，将看

不到插入的图片。 
 删除 OSD：删除插入的图文。 

打开/关闭 OSD 

开启或关闭 OSD 功能。若 OSD 处于关闭状态时，插入图片或文字后，OSD 功能将自

动开启。 

 OSD 功能开启时，单击“关闭 OSD”，关闭 OSD 功能。 
 OSD 功能关闭时，单击“打开 OSD”，打开 OSD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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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其他设备 OSD 添加 

添加 OSD/LOGO 

步骤 1 单击“OSD”进入 OSD 界面。 

步骤 2 单击 OSD 区域的 ，进入添加 OSD 界面，如图 3-26 所示。 

图3-26 添加OSD 

 

步骤 3 单击“图片”，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要用作 OSD 的图片。 

步骤 4 图片选择完成后，单击“打开”，完成图片的添加。 

 若添加的图片大于配置的屏幕分辨率，则弹出如下界面，虚线区域为截取大小。 
1. 将鼠标悬浮在虚线框边缘，鼠标会变成双向箭头，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可修改截取

大小，或者直接在下方的“宽度”和“高度”修改截取大小。 
2. 使用鼠标左键拖动虚线区域可以修改截取位置，或者在下方的“起始位置”上直

接输入数字，也可以直接修改截取位置。 
3. 设置完截取位置后，单击“是”完成 OSD 图片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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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选择“自动缩放”可将图片缩放至设备带载的整个屏幕大小。 

 若添加的 OSD 图片分辨率小于当前屏体分辨率，则直接添加到 OSD。 

OSD 图片添加后如图 3-27 所示。 

图3-27 添加OSD 图片 

 

抠图 

步骤 1 移动鼠标至 OSD 图片上，鼠标上会显示当前区域的色号。 

步骤 2 选定需要抠掉的颜色后，单击鼠标，右边属性区域显示当前选定的颜色的色号，系统

将 OSD 中选定色号的颜色删除。 

通过调整“抠色范围调整”中的 RGB 的范围，可以一次抠掉 OSD 图片中选择一定范

围的颜色，如图 3-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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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抠色 

 

说明： 
仅在下位机为 NovaPro UHD 时，才支持抠色。 

添加 BKG 
 添加图片背景 

步骤 1 单击“OSD”进入 OSD 界面。 

步骤 2 单击 BKG 区域的 ，进入添加 BKG 界面，如图 3-29 所示。 

图3-29 添加BKG 

 

步骤 3 单击“图片”，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要用作 BKG 的图片。 

步骤 4 图片选择完成后，单击“打开”，完成图片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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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添加的图片大于配置的屏幕分辨率，则弹出如图 3-30 界面，虚线区域为截取大

小。 
1. 将鼠标悬浮在虚线框边缘，鼠标会变成双向箭头，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可修改截取

大小，或者直接在下方的“宽度”和“高度”修改截取大小。 
2. 使用鼠标左键拖动虚线区域可以修改截取位置，或者在下方的“起始位置”上直

接输入数字，也可以直接修改截取位置。 
3. 设置完截取位置后，单击“是”完成 BKG 图片添加。 

图3-30 图片裁剪 

 

说明： 
选择“自动缩放”可将图片缩放至设备带载的整个屏幕大小。 

 若添加的 BKG 图片分辨率小于当前屏体分辨率，则直接添加到 BKG。 

BKG 图片添加后如图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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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添加BKG 图片 

 

 添加纯色背景 

步骤 5 单击图 3-31“BKG1”右边的“+”，添加一个新的背景。 

步骤 6 单击“纯色”打开颜色选择窗口，如图 3-32 所示。 

图3-32 颜色选择 

 

步骤 7 选择要用作背景的颜色。 

步骤 8 单击确定完成纯色背景的添加。 

 添加背景抓图 
抓取输入源当前帧，用作背景图片。 

步骤 9 单击图 3-31“BKG1”右边的“+”，添加一个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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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单击“抓图”，从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抓取的输入源，系统会自动完成输入源抓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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