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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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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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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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E3000 是由诺瓦科技研发的一款符合 HDCP 标准的视频拼接处理器。E3000 采用模块

化设计，并提供 4 卡 16 路输入和 3 卡 12 路输出。可配置多种输入输出接口，如：

DVI，HDMI，SDI 接口，并具备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支持 4K 高清输入输出高质量

画面。 

E3000 配备 3 张输出卡共 12 路输出接口，每张卡输出带载能力可达 4K×2K@60Hz，

单机最大支持 24 个 Single-Link 混合图层，单台 E3000 满载的情况下，输出能力可达

24KK。 

配备全新的智能管理软件 Arpa，您可以通过该智能软件完成更加丰富的画面拼接效

果，更充分地满足您的需求。 

E3000 可提供 72 小时不间断稳定的运行能力，被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军

队指挥中心等大型屏体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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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性 

 设备采用模块化、插卡式设计，单机最大支持 16 路输入和 12 路输出。 

 最大支持 24 个 Single-Link 混合图层，可设置图层的位置、大小及边框参数等。 

 支持 3 种输入源 EDID 设置方式。 

− 支持预设 EDID。 

− 支持自定义 EDID。 

− 支持高级设置 EDID，设置输入视频源的时序参数。 

 单张输出卡最大输出分辨率可达 4096×2160@60Hz。 

 每个图层支持亮度、色调、饱和度和图层不透明调节。 

 支持 BKG 设置，BKG 文件自适应铺满显示屏。 

 支持 16 个 Logo 文件载入，文件尺寸最大支持 512×512，位置可调。 

 支持输入源抓取，并存储为 BKG 文件。 

 支持 128 个用户场景，用户可灵活保存和调用场景，场景支持循环播放。 

 支持场景淡入淡出特效切换。 

 支持对所有输入源及输出画面进行预监。 

 支持板卡工作状态监测和关键芯片温度监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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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观 

前面板 

 

区域 按键 功能 

1 开关键 短按设备开机，长按 3s 设备关机。开机 3s 后才能进行关机操

作。 

2 旋钮  主界面下，按下旋钮进入菜单操作界面。 

 菜单操作界面下，旋转旋钮选择菜单，按下旋钮选定当前菜

单或者进入子菜单。 

 选定带有参数的菜单后可以通过旋转旋钮调节参数，请注意

调节完成后需要再次按下旋钮进行确认。 

3 TFT 屏 显示设备的设置菜单。 

4 返回键 退出当前菜单或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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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控制接口 

控制接口 
USB 连接上位机，程序升级。 

ETHERNET RJ45，网络控制接口，连接中控。 

输入输出接口 

输入 

输入卡类型 规格参数 

E_4 路 DVI 输入卡 DVI 输入卡接口支持单链路和双链路手动切

换。 

 4×Single-link DVI，每路支持

1920×1080@60Hz。 

 2×Dual-link DVI（2，4 接口），每路支持

3840×1080@60Hz。 

E_4 路 HDMI 1.3 输入卡 4×HDMI 1.3，每路支持 1920×1080@60Hz

并向下兼容。 

E_4 路 3G SDI 输入卡 4×3G SDI，每路支持 1920×1080@60Hz

并向下兼容。 

E_1 路 HDMI 2.0+DP 

1.2 混合输入卡 

支持 4K 接口选择，可选一路 HDMI 2.0 或

DP 1.2。 

 1×HDMI 2.0，支持 4096×2160@60Hz 并

向下兼容。 

 1×DP 1.2，支持 4096×2160@60Hz 并向

下兼容。 

输出 

输出卡类型 规格参数 

E_4 路 DVI 输出卡 4×DVI，每路支持 1920×1080@60Hz 并向

下兼容。 

E_4 路 HDMI 1.3 输出卡 4×HDMI 1.3，每路支持 1920×1080@60Hz

并向下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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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每台 E3000最大支持 4张输入卡和 3张输出卡，且支持自定义组合。 

例如：一台 E3000满配下可以从上表的输入输出卡型号中任选 4张输入卡和 3张输出

卡自由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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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尺寸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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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场景 

E3000 的三张输出卡全部带载显示屏下，最大带载为 24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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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规格 

物理规格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0℃～5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0%RH～95%RH，无冷凝 

电源及功耗 输入电源 AC110-240V～50/60Hz 

整机功耗 280W 

物理参数 尺寸 482.6mm × 474.2mm × 144.0mm 

包装尺寸 640mm × 600mm × 255mm 

重量 15.74 kg 

总重量 17.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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