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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和注册商标 
•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
美国、日本和/ 或其他国家/ 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 Apple、Mac 和 OS X 是 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

家/地区注册的商标。 
• Photoshop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在美国

和/ 或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本使用说明书中包含的其他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可

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关于著作权 
明令禁止对本装置所附的软件进行分发、复制、反

汇编、反编译、逆向工程，以及违反出口法律将其

出口。 
 

 缩写 
本说明书中使用以下缩写。 
• 个人计算机称为“计算机”。 

 

 本说明书中的图示和屏幕显示 
• 本说明书的图示和屏幕显示中显示的内容可能与实

际显示的内容不同。 
• 请根据Microsoft Corporation 提供的指南使用屏幕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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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阅读本节！ 
  

 
警告:  
本设备必须接地。 
为了确保安全操作， 三相插头必须且只能插入标准三 
相电源插座， 插座应通过普通的家用线路有效接地。 
搭配本设备使用的延长线必须为三芯延长线， 并正确 
接线进行接地连接。延长线接线不当是导致重大事故 
的主要因素。 
本设备操作效果令人满意并不意味着电源插座已接地 
或安装完全安全可靠。为了您的安全， 如果您对电源 
插座有效接地有任何疑问， 请咨询有资格的电工。 

 
警告: 
• 为了减少火灾或触电的危险，不要让本机受到雨淋或

放置在潮湿的地方。 
• 为减少火患或电击的危险，本设备应避开一切使用液

体的场合，并只能存放在没有滴液或溅液危险的地方，

也不要在本设备顶端放置任何液体容器。 

 
注意事项: 
不要开启面板盖。 
为了减少电击的危险，不要打开面板盖。里面没有用户
能维修的部件。有关维修问题，请与合格的维修人员联
系。 

 
注意事项: 
电源线插头应处于随时能工作的状态。 
交流电源插座（主插座）必须安装在靠近设备的地方，
以便于接近。 
请从AC 插座拔下电源线插头，使设备与AC 插座完全分
离。 

 

  

注意事项: 
为了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请不要将本机安
装或置放于书橱、壁柜或其他密封空间中。
确保窗帘或其他织物不会阻碍通风条件，防
止因过热而发生电击或起火。 

 

注意事项: 
为了减少起火或电击的危险以及烦人的干
扰，请只使用推荐的附件。 

 

注意事项: 
请勿在使用时让本装置长时间与皮肤直接接
触。 
如果本装置的高温部分长时间与皮肤直接接
触，可能会遭受低温灼伤。 

 

注意事项: 
设备内安装了纽扣型电池。 
请勿将设备暴露在过热的环境中，如阳光、
火或类似环境中。 

 

注意事项: 
来自耳机的过高声压可能导致失聪。 

 
 
 
 
 
 

   
 

 
 

显示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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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入门指南  

介绍Panasonic AV-HLC100 — 连接和注册、主要功能的简要概述，以及入门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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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附件 

检查提供的以下附件及数量。
•从包装盒中取出产品后，请妥善处理电源线盖和包装材料。 
 
 交流适配器 ................................................................ 1 
 电源线 ....................................................................... 1 

 

 键盘 ........................................................................... 1 
 鼠标 ........................................................................... 1 

  
 

第 2 章 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条件 
AV-HLC100MC只能由能够确保安全操作专业音频/视频设备 
的可靠成年人使用或在其监督下使用。 
 
 小心操作。 
请勿掉落本产品，或使其受到强烈的撞击或震动。 
请勿使用渐变杆搬运或移动本产品。这一点非常重要，否 
则可能会发生故障或事故。 
 
 请在0 °C至40 °C的环境温度使用本产品。 
由于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会对内部器件造成不利影响，请避 
免在温度低于0 ℃ 的低温处或温度高于40 ℃ 的高温处使 
用本产品。 
 
 连接或断开电缆前关闭电源。 
在插拔电缆之前，请务必关闭电源。 
 
 避免潮湿和灰尘。 
由于许多的湿气和灰尘会损坏内部组件，请避免在潮湿、 
多尘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保养 
关闭本装置的电源，然后用干布擦拭产品。要去除顽渍， 
请将布在厨房用清洁剂（中性）稀释的溶剂中浸湿，拧干后 
轻轻擦拭本产品。用湿布擦拭本产品后，请重新用干布进 
行擦拭。 
<警告> 
• 请避免使用汽油，油漆稀释剂和其他的挥发性液体。 
• 若使用化学清洁布，请仔细阅读其使用须知。 
 
 创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本产品的图像切换及图像特效功能可以用于创作快速抖动 
的图像或快速变化的图像。 
但在创作过程中使用此类功能时请务必牢记，此类创作的 
图像可能会对观赏者的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需要丢弃本产品时 
为保护环境，在本产品达到使用寿命需要丢弃时，请让专 
业的承包商进行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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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关于本说明书 

  
本使用说明书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 1 部分 – 入门指南 
Panasonic AV-HLC100 简介 – 连接设备（摄像机、监视器等）。 

 第 2 部分 – 参考资料 
本部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该系统（面向有需要或仅想了解所有相关内容的人员）。 

 第 3 部分 – 附录 
以音频/视频延迟问题讨论开始。附录 B 列出了所有快捷键。您还可以在第 3 部分找到全面的关键词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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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简介 

第 4.1 节 概述 

Panasonic AV-HLC100直播制作中心是一种功能强大的视频制作系统，支持Web流传输和捕捉、内部媒

体播放器以及具有 PTZ（平移-倾斜-变焦）摄像机控制的集成式控制界面。  

AV-HLC100 可让您从各种源以最高 1080/60p 的高清格式制作实时视频节目。本系统完全支持 NewTek
的 NDI（Network Device Interface）协议。 

第 4.2 节 控制界面 

 

图 1 

AV-HLC100 的控制界面（图 1）采用传统视频混合器的“节目和预览”行配置，具有 Cut 和 Auto 按钮、推
杆以及重叠（Picture in Picture 和标题）控件。它还具有音频输入和输出控件、媒体播放器（Clip and 
Still），以及一个最多可控制 8 台独立 PTZ 摄像机的 3 轴操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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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提供各种 A/V设备连接（图 2）。键盘、鼠标和外部存储解决方案可连接至左侧 USB 3.0连接器，

而附近的 HDMI 和显示端口则支持用户界面的监视器。  

 

图 2 

连接HDMI和SDI视频源，或者使用受许多视频产品——包括多种Panasonic专业摄像机——支持的NDI
（Network Device Interface）将这两个网络输入用于 a/v 输入和输出。 

第 4.3 节 用户界面 

4.3.1 管理面板 

首次启动系统后，出现 AV-HLC100 的管理面板。您可以

在此处选择要打开的“会话”并选择其视频格式，该面板

还提供对许多其他实用工具、设置和信息的访问权限。 

与导入的其他素材一样，为当前选定会话所选择的设置以

及视频和音频输入和控制状态的配置选项将一并保留。 

提示：有关会话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1.1 节。 

请注意，每次启动 AV-HLC100 时将不会显示管理面板。

而是，AV-HLC100 将自动打开您上一次的工作会话。 

如特意打开另一个会话，可以从 Windows 开始菜单文件

夹“ Panasonic AV-HLC100”显示管理面板，或者可以

从实时桌面退出时选择显示。 

 

单击右下角的“启动”按钮可打开当前高亮的会话并直接转至实时桌面，开始制作。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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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实时桌面 

AV-HLC100 的所有实时制作功能都可以通过实时桌面（图 3）使用。 

构成实时桌面 的各种功能、控件和模块都以横条布置，如图图 4 所示。 

 

图 4 

• 最顶部条包括 Dashboard。 
• Dashboard 正下方的区域专门用于多视口监控显示，可查看所有连接的视频源、节目输出和预览。 
• 中间的 Live Control 部分显示 Video Mixer、Transitions 和 Overlay 通道，包括 PiP（画中画）

和标题控件。 
 

第 4.4 节 特点 

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简要了解一下 AV-HLC100 的一些 重要特点。 

4.4.1 物理特点 

• 机箱小巧、坚固，具有易于从后部接触的音频、视频、监控和网络连接器，从而便于以行业标准

配置进行安装。 
• 专业级推杆和 3 轴操纵杆用于视频混合、PTZ 控制等。 
• 音频和视频连接器（HDMI 除外）使用行业标准的 BNC 和 6.35 mm TRS 插孔。 
• 快速 USB 3.0 连接器支持连接外部存储设备，用于捕捉。 
• 15 针 DE-15（‘VGA-style’）Tally 输出连接器。 

 

 

 

监控 

控制面板 

视频混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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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多层故障保护 

‘Always on Air’功能提供了多层冗余软件故障保护机制。仅举几个示例： 

• AV-HLC100 还具有全面的集成系统恢复功能。可快速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在另一个卷上创建自定

义磁盘镜像，然后从该位置恢复。 
• 多层软件故障保护系统持续监控和保护现场演出。快速且谨慎地处理可恢复的软件错误状况。 

4.4.3 A/V 输入和输出 

• 最多可以连接并切换 8个外部视频源和 2个内部视频源。AV-HLC100 支持 SDI 视频输入和输出、

内部、NDI 和*NDI|HX 视频源，以及模拟和数字音频输入和输出。 
* 需要安装 Windows®版 NewTek NDI|HX 驱动程序。 

• 将节目分发至两个 SDI 输出，它们可以传输主要节目或另一个单独选择的视频源。 
• 将输出发送到网络上其他支持 NDI 的系统。AV-HLC100 的 NDI 输出可以代替多个传统输出，无

需外部分配放大器。  
• BNC 连接器提高了摄像机连接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 通过网络连接控制受支持的机械臂（PTZ）摄像机。 
• 自由混合 16:9 或 4:3 的 SD 格式，同时以 UHD、HD 和 SD 格式输出。 
• Media Player 模块可将预先录制的视频和图像插入到现场演出中。 
• 使用 NDI 扫描转换器客户端，选择同一网络中的 Microsoft® Windows®或 Apple Macintosh 计算机

作为现场制作的 Switcher 输入。 
• 混合并路由内部和外部音频源，包括模拟或（数字）嵌入式音频。 

4.4.4 Skype TX 

• AV-HLC100 支持 Microsoft 功能强大的 Skype TX 平台，几乎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 Skype 通话引
入到节目中。Skype TX 只需连接到运行（自由）Skype TX 控制应用程序的外部计算机，即可提
供通话管理。  

4.4.5 监控 

实时桌面包括一个具有多个视口的大型监控窗格，显示节目输出和抢先预览监视器，以及所有外部源和
媒体播放器。 

图 5 



   14 
 

4.4.6 视频处理 

• Full 4:4:4:4 32 位浮点内部处理所有视频源。 
• 每种源的 Proc Amps、White Balance 和 Auto Color 功能都保持原始色彩保真度。 

4.4.7 切换台 

AV-HLC100 的切换台和 NewTek 的 NDI（Network Device Interface）让您动动手指即可掌控无限量视
频源。 

 
图 6 

视频图层和转换 

实时桌面的转换部分提供了工具，可用于排列和显示众多视频和图层，有助于最终的节目输出。 

 
图 7 

• 自由热冲 或转换 外部或内部视频源。 
• PiP 和标题 源通过小型全动态秘密监视器显示在界面中。  
• 使用提供的数百个转换中的任意一个，通过动画擦除、轨迹和渐隐来显示背景 或重叠 通道。 
• 选择任意层的个别转换效果，然后调整 Speed、Reverse 和 Ping Pong 选项。 

重叠通道 

 
图 8 

• 将任何连接的外部或内部视频素材分配给 PiP 或 Title 重叠通道。 
• 两种重叠通道源均显示在紧凑型全动态秘密监视器中。 
• 使用自定义转换独立显示 PiP 或 Titles。 
• 每个重叠 通道都具备独立的剪裁、位置、3D 旋转 和扩展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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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录制和流传输 

• *录制现场切换制作影片，并轻松从节目或外部输入中抓取静态图片。 
• *流传输至多个互联网目的地，进行重新分配。 

* 需要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 插件。 

4.4.9 自动化 

使用音频跟随功能，确保可基于可视切换台源在音频混合中听到所需的源。 

4.4.10 音频混合器 

AV-HLC100 提供广泛的多通道音频控制和管理。  

• 手动或自动调整和美化节目的音频源。控制通过 SDI、模拟或 NDI 提供的外部音频源。 
• 控制节目和耳机的输出电平。 
• 广泛且灵活的‘音频跟随视频’选项。 
• 专有或锁闭的单声道 控制。 
• 每个源和输出都具备独立的 7 频段 EQ、压缩器/限幅器 和噪声门。 
• 可配置的 VU 表 刻度：将 VU 表 校准显示为数字（dBFS）或模拟（dBVU 或 dBu）。 

4.4.11 集成式剪辑播放器和静态播放器，以及标题 

• 创建播放列表，包括 a/v 剪辑、声音文件或静态图片文件。 
• 调整并重新排列播放列表条目。 
• 播放控制，包括各种速度和循环选项。 
• 控制音频混合器 中的剪辑播放器 音量和其他高级音频选项。  
• 自动播放 功能根据切换台 活动自动开始和停止剪辑 播放。 
• 实时编辑标题，即使是在‘播出’期间。 
• 在 8 种不同的标题预设之间快速切换。 
• 根据媒体元数据自动更新标题页面中的文本值。 
• 导入分层的 Photoshop® PSD 文件，然后自动将它们转换成可实时编辑的标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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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各个部分及其功能 

第 5.1 节 控制面板 

 

5-1-1. 摄像机控制区域 
5-1-2. 切换台区域 
5-1-3. 音频区域 

5-1-4. 菜单控制区域 
5-1-5. 抓取与流传输/录制区域 
5-1-6. 操纵杆区域  

5.1.1 摄像机控制区域 

 
 

1. [ZOOM]按钮 
可调整连接到网络的摄像机的对焦。 
按[TELE]按钮放大（拉近），按[WIDE]按钮缩小
（拉远）。  

2. [IRIS]转盘 
可手动调整摄像机镜头的光圈。 
• 顺时针转动转盘在开启方向操作光圈；逆时针转
动转盘在光圈关闭方向操作。 

3. [AUTO]指示灯 
当启用了光圈自动调整时，此指示灯亮起红色。 
• 检查摄像机的光圈设置（自动/手动）。有关详
情，请参阅摄像机的使用说明书。  

4. [FOCUS]转盘 
可手动调整摄像机镜头的对焦。 
• 顺时针转动转盘拉远对焦；逆时针转动转盘拉近
对焦。  

5. [AF]指示灯 
当启用了对焦自动调整时，此指示灯亮起红色。 
• 检查摄像机的对焦设置（自动/手动）。有关详
情，请参阅摄像机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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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切换台区域 

 
 

1. 节目的总线选择按钮 
[PGM 1 to 8/CLIPS/STILLS] 
选择节目输出的视频源（背景）。与被选择的视频
信号对应的按钮亮起红色。 

 
2. 预览总线选择按钮 

[PVW 1 to 8/CLIPS/STILLS] 
选择预览输出的视频源。 
与被选择的视频信号对应的按钮亮起绿色。 

 
3. [INPUT SETUP]按钮 

设置要输入的视频源。 
• 按[INPUT SETUP]按钮后，LED显示器的菜单控
制区域会显示视频源列表。使用菜单选择按钮，
选择要输入的视频源。 

 
4. [SELECT TRANS]按钮 

选择视频层转换。 
• 按[SELECT TRANS]按钮后，LED显示器的菜单
控制区域会显示转换的预设次数。使用菜单选择
按钮，选择要使用的预设。 

 
5. [CUT]按钮 

对选定的所有视频层（标题、画中画和视频源）进
行直剪。 

6. [AUTO]按钮 
执行分配给选定的视频层的转换。 
• 实施转换期间，按[AUTO]按钮可停止转换操
作。再按一次会完成操作。 

 
7. 推杆 

控制选定的视频层。 
 
8. [FTB]按钮 

让节目输出逐步淡入黑色屏幕。 
 
9. [TITLE]按钮  

按此按钮可控制标题页面的显示。 
 
10. [PIP]按钮 

按此按钮可控制画中画（PIP）的显示。 
 
11. [BKGD]按钮 

按此按钮可控制视频源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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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音频区域 

1. [VOLUME]转盘 
 调整音量大小。 

 
2. 音量指示器 

指示音量大小。 
• 亮起红色时，表示已经开始剪辑。 

3. [SETUP]按钮 
配置每个音频通道的设置。 
• 按[SETUP]按钮后，LED显示器的菜单控制区域
会显示音频源列表。使用菜单选择按钮选择音频
源，然后配置所需设置。

5.1.4 菜单控制区域 

 
 

1. [SCROLL]转盘 
更改在LED显示器上显示的页面。 
• 旋转转盘可更改页面，按转盘则可返回到之前的
显示。 

 
2. LED显示器 

显示多种菜单。 
• 显示与实时桌面的输入设置面板（[Color]选项
卡）相同的菜单。 

 
3. [PTZ PRESET]按钮 

在LED显示器显示由操纵杆控制的摄像机的预设
列表。 
 

4. [ALT]按钮 
用于操作菜单控制区域的功能（PTZ PRESET
等）。 

5. [OSD]按钮 
显示与网络连接的摄像机的OSD菜单。  
• 可使用菜单控制区域内的按钮和转盘来更改OSD
菜单的设置。 

 
6. 菜单选择按钮 

选择将在LED显示器上显示的菜单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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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抓取与流传输/录制区域 

注意：只有在安装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 插件之后，下方两个按钮才会启用。 

1. [GRAB]按钮 
可以从节目输出中捕捉静态图片。 

 
2. [REC/ STREAM]按钮 

在实时桌面的控制面板的STREAM和RECORD功能之间进行切换。 
 

5.1.6 操纵杆区域 

 
 

1. 操纵杆 
用于控制[PTZ]、[PIP]和[TITLE]按钮的功能。 

 
2. 调整环 

转动此环来调整使用顶部按钮选择的功能（变焦/
对焦）。 

 
3. 顶部按钮 

每按一次这个按钮，都会切换调整环的功能（变焦
/对焦）。 

 
4. [PTZ]按钮 

用于选择要使用菜单控制区域的各个按钮控制的摄
像机。 

 

5. [PIP]按钮 
支持使用操纵杆来移动画中画（重叠）和调整其尺
寸。 

 
6. [TITLE]按钮 

支持使用操纵杆来移动标题（重叠）和调整其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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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节 后面板区域 

 
 

 

1. 电源开关 
按[]按钮打开电源和启动本机。要关闭电源，请
再次按[]按钮。 

 
2. 电源输入插座 

连接提供的交流适配器。 
 
3. USB连接器 

连接键盘和鼠标。 
 
4. LAN连接器（RJ-45） 

使用LAN电缆连接本地网络。 
 
5. HDMI/DP连接器 

使用HDMI电缆或DisplayPort电缆连接外部计算机
显示器。 

 
6. [LINE OUT]连接器 

用于输出音频。 
 
7. [MIC]连接器 

用于输入音频。 
 

8. [TALLY]连接器 
连接外部tally灯或类似设备。 
• 只有当切换至VIDEO IN 1至4时，才会进行外部

tally输出。通过网络连接的摄像机不会进行输
出。有关详情，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9. VIDEO IN 连接器 

输入来自外部设备的视频信号（HDMI或SDI）。 
 
10. SDI VIDEO OUT连接器 

将SDI视频信号输出至外部设备。 
 
11. 模拟AUDIO IN连接器 

输入来自外部设备（音频混合器等）的模拟音频
信号。 

 
12. 模拟 AUDIO OUT 连接器 

将模拟音频信号输出至外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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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节 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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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设置 

第 6.1 节 命令和控制 

提示：使用图形用户界面的监视器分辨率为 1600x900 至 1920x1200 像素（含）。 

1. 将外部计算机显示器连接到后面板左侧 HDMI/DisplayPort 组中的某个端口。 

2. 将鼠标和键盘连接至 USB 端口。 

3. 打开计算机显示器。 

4. 将 AC 适配器电源线连接至 A/C 电源插座，并将 DC 连接器连接至电源输入插座。 

5. 按电源 翘板开关，它位于 AV-HLC100 后面板的电源输入连接器的正上方。 

 
图 9 

6. （可选）使用主板背板（图 9）上的标准 RJ-45以太网连接器，将 AV-HLC100 连接至本地网络。 

此时，LED显示器将亮起。（如果没有亮起，请检查连接并重试）。 

虽然并非硬性要求，但我们鼓励为‘任务关键型’系统采用不间断电源（UPS）。同样，可以考虑使用
A/C“功率调节”，尤其是在本地电源不可靠或有‘噪音’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电涌保护尤为重要。）  

功率调节器可以减少电源和其他电子设备的磨损，并提供进一步的措施来抵御电涌、尖峰、闪电和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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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节 输入连接 

6.2.1 连接 A/V 源 

 
图 10 

• 模拟音频输入 
• 模拟音频输出 
• 视频输入 1-4 
• SDI 视频输出 

 
1. 将本地 SDI 或 HDMI 视频源连接至 VIDEO IN 部分中的连接器（注意：输入 1 可用于连接 HDMI

源或 SDI 源，但两者不能同时连接）。 

注意：含嵌入式音频的视频源并非一定需要单独的音频连接。 

2. 将您希望使用的任意模拟音频源（例如来自外部音频混合器的输出）连接至 Audio IN 插孔；注意：
这些都是线路电平、平衡式音频输入。 

第 6.3 节 输出连接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音频和视频输出连接器，以及相关的设置。 

6.3.1 A/V 输出 

AV-HLC100 提供两个 SDI 视频输出连接器和一个模拟音频输出立体声对。  

1. 按照需要将下游的视频制作设备连接至 SDI OUT 部分中的连接器。 

提示：可在管理面板中配置输出视频格式（请参阅第 7.1.2 节）。 

2. 网络（NDI 和流）输出显然需要网络连接；除了可选的附加软件外，流传输通常还需要互联网连接。 

NDI 输出的视频格式会自动进行处理。NDI 只需要一个网络连接，即可与同一网络中支持

NDI 的系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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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外部音频设备连接至 AUDIO OUT 部分中的连接器。  

第 6.4 节 Tally 灯 

Tally 灯 支持可让您连接外部 tally 灯和类似设备。它们一般为目前在切换台的节目 行中选定的

视频输入提供红色 LED 指示灯。（NDI 输出本身也支持通过网络发送 tally 信号，且不需要独立

连接。） 

 

 

6.4.1 连接详情 

下方是 HD15 Tally 连接器的针脚清单： 
 

・ Pin1 – LED1  
・ Pin2 – LED2  
・ Pin3 – LED3  
・ Pin4 – LED4  
・ Pin5 – 未使用 

・ Pin6 – 未使用 
・ Pin7 – 未使用 
・ Pin8 – 未使用 
・ Pin9 – GND  
・ Pin10 – GND 

・ Pin11 – 未使用 
・ Pin12 – 未使用 
・ Pin13 – 未使用 
・ Pin14 – 3.3V（20 欧姆电流限制）  
・ Pin15 – 未使用 

工程注记 

 LED 应该亮起时，针脚 1-4 是‘热’的。 

 每个 LED 针脚（1 – 4）都在 AV-HLC100 内有一个 200 欧姆的限流电阻。 

 空载（开路）时，LED 针脚可以达到 5V。典型 LED 负载时，LED 针脚可以达到 3V。 

 为了避免在连接至 tally 灯插孔时损害内部组件，应注意连接至指定 GND（接地）针脚的连接始终处

于接地电位。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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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节 启动制作会话 

1. 如果 AV-HLC100 尚未运行，现在请接通电源，以便显示管理 面板。 

提示：如果已经显示实时桌面，则可能需要使用文件菜单项 “Exit to Administration”返回管理面板。 

第 6.6 节 管理面板 

  

图 12             图 13 

2. 如有必要，展开会话控制组（图 12），然后点击其中一个会话标签以将其激活。 

提示：右键点击会话标签以将其重命名。 

3. 通过展开视频设置控制组（图 13）并指定在您所在地区使用的视频标准（NTSC 或 PAL），继续

为制作做准备。  
4. 现在，单击附近的 HD 3G 格式预设按钮（即使您计划连接的摄像机输出内容有所不同）。   
5. 最后，单击面板底部的 Launch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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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 节 实时桌面 

 

图 14 

 最初，由于尚未配置输入或添加内容，实时桌面 看起来会显得有点空（图 14）。快速浏览一下，然后继

续配置设备。（在 4.3.2 节中我们只简要介绍了实时桌面，我们将在第 8 章中更详细介绍。） 

第 6.8 节 配置视频输入 

实时桌面 的监控部分中可以查看视频输入的源选择设置，我们花点

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将在本说明书的参考部分深入探讨这个问

题，现在我们先来配置之前连接的视频源（第 6.2.1 节）。  

1. 将鼠标移动到 INPUT 1 的视口上方，注意它的右下方会出现

一个配置按钮（齿轮 图标）。  

2. 单击该配置按钮，打开选项卡式设置面板。 

 

提示：仅需双击视口即可更快速访问输入配置面板。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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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3. 单击Source下拉菜单，查看可用源列表（图 17）。本地 输入、黑色 和 Input 1-4会首先与Skype 
TX Caller选项一同列出，我们将在稍后介绍。AV-HLC100发现的NDI（Network Device Interface）
源会分组在用于标识源设备（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设备类型）提供的通道的标题下。 

 

图 17 

提示：如果 NDI 源不再发送帧但保持连接，在某些情况下，会显示最后看到的帧。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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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 NDI 视频源，只需要进行选择即可完成连接设置。  

注意：要接收 NDI|HX 源（例如支持 NDI 的 Panasonic 相机的输出），AV-HLC100 上必须安装
Windows®版 NewTek NDI|HX 驱动程序。随着 NDI|HX 源比特率设置增大，交叉点切换可能会需要更
长时间。 

b. HDMI 源（仅 Input 1 选项）也会自动配置 Format。 

c. 如果连接 SDI 源，Format 菜单会默认为 SDI 自动。如果自动检测无法确定合适的格式，
则可手动指定一种格式。  

4. 继续连接，并按照相同方式配置其他视频源。 

我们稍后再来介绍其他选项和设置，现在，您应当可以查看在实时桌面 多视图监视器中配置的视频输入。 

第 6.9 节 配置音频 

在实时桌面 顶部的控制面板 中，单击音频混合器 按钮来显示音频混合器，它为所有内部和外部音频源及
输出（图 19）提供配置控制。 

 

图 19 

除了内部源和输出之外，音频混合器 还支持 8 个独立的外部音频源连接。每个输入（和输出）都有自己
的控制面板，包括音量滑块、VU 表，以及其他功能。  

每个控制面板顶部都标有识别标签。将鼠标光标移动到标签上方，在右侧显示配置按钮（齿轮），单击
此按钮时，可以打开该混合器栏的配置 面板（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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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在配置 面板的 Connection 控制组内，Connection 菜单组会显示可选的输入源。您将看到，菜单中（静
音后）首先列出的 4 个本地硬件输入为“Input 1”、“Input 2”等。 

每个本地连接都可以分配给： 

• 跟踪视频源——这是默认设置。 
• 从连接至任意视频切换台输入中选择的一个嵌入式音频源（SDI、HDMI 或 NDI）。 
• 只有 Input 2 提供对 AV-HLC100 的背板上的模拟音频输入的访问权限，并且当右侧的 Format 菜

单中选择了行选项时，才在分配给 Input 2 的任意 Audio Mixer 栏中可用。 

注意：模拟音频电平符合 SMPTE RP-155 标准。最大输入/输出电平为+24 dBu，采样率为 48 kHz。模
拟输入包含“线路电平、平衡式”连接。  

返回音频输入配置 面板，注意，它包含基础和高级音频功能。在之前的类别中，各音频源和输出的 VU
表下方都提供音量滑块。首次启用时，源滑块默认为 0 dB 增益设置。添加音频源之后，请根据需要调整
这些滑块。  

提示：按住 Shift 键并同时双击界面上的控制旋钮，可将界面中的大部分数字控件重设为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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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音频动态余量 

在数字音频系统中，超出‘法定’值的电平会被‘剪除’（统一分配最大值）。这导致音频问题稍后难以修正

或无法完全修正。因此，通常将正常操作电平（也称为‘校准电平’或‘标称电平’）设置为远低于剪切限值，

以便可以毫无风险地解决偶尔过大的声音（例如，大笑声或掌声）。 

以上这种标称电平和最高可能 电平之间的范围称为‘音频动态余量’。对于适合的音频动态余量限额的界定，

各地区、各行业应用，甚至各工作室之间都存在差异。AV-HLC100 的音频校准遵循完善的惯例，提供高

于标称电平（在 VU 刻度中，处于 0 dB 时+4 dBu）20 dB 的音频动态余量。 

提示：有时候容易造成混淆，这是因为不同的音频域通常会采用不同的校准刻度，甚至不同的设备类
型和软件也是如此。例如，模拟混合器一般会按照刚才所述索引的 VU 刻度显示电平。与之相反，数字
设备和编辑软件通常以 dBFS（分贝满刻度）为单位显示电平，最顶部为 0 dBFS（可以记录的最大绝
对信号电平）。AV-HLC100 的 VU 表具备可选校准，可随意查看传统 dB VU 刻度或 dBFS（请参阅第
13.9.1 节）。 

无论选择哪种刻度，都要使用音频输入配置 中的增益 控件，以免造成过调制。压缩器/限幅器 特性（也

位于输入配置）是一个可帮助预防剪除的工具，请参阅第 13.8 节。 

第 6.10 节  网络连接 

当然，AV-HLC100 为网络范围内的 NDI 源和 NDI 输出提供广泛的支持。该功能一般需要将系统连接到网

络。 

AV-HLC100 提供了两个‘千兆’网络连接。只需要将本机背板的以太网端口中的合适电缆连接至本地网络，

即可连接至局域网（LAN）。在某些设置中，可能需要额外步骤。您可以访问 Windows 网络和共享 控制

面板来完成更广泛的配置任务。如需更多连接帮助，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注意：要接收 NDI|HX 源（例如支持 NDI 的 Panasonic 相机的输出），AV-HLC100 上必须安装
Windows®版 NewTek NDI|HX 驱动程序。 



 

第 2 部分  参考资料  

对AV-HLC100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的全面检查：本节要考虑每个按钮、菜单项，以及功能和控件，以便充分利用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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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管理面板 

在章节图 21 中，我们简要介绍了管理面板（4.3.1），在第 6.6 节中，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我们来更

详细地介绍一下管理面板。 

 

图 21 

第 7.1 节 显示管理面板 

最初，启动 AV-HLC100 时最先看到就是管理面板，可用于配置系统的应用地区。之后启动设备时，通常

会跳过管理面板，但如果您希望修改已有的设置、启动其他会话，或者访问它包含的实用工具，则稍后

可以轻松显示此面板。 

要调用管理面板，请访问 Windows 开始菜单 中名为 Panasonic AV-HLC100 的文件夹，然后选择 AV-
HLC100链接。或者，如果已显示AV-HLC100的实时桌面，则可以从File菜单选择Exit to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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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会话 

HLC100的会话实现使您可以按需快速回调特定的操作环境。您可以将会话看做‘槽’，用来存储制作不

同节目的专属配置。六个可用会话中的每个会话存储的设置包括： 

• 您所在地区使用的广播标准？是欧洲

和其他地区通用的PAL，或是用于整

个北美地区的NTSC标准？ 
• 摄像机是否使用SDI连接、HDMI、

NDI或是这些方式混合连接？ 
• 如果使用SDI源，提供何种视频格

式？ 
• 您是否已在该界面将自定义标签分配

给了您的源？ 
 

现场制作时，您可以进行其他调整： 

• 您可能已经使用输入配置面板中提供

的Proc Amps调整了视频信号色彩属

性。 
• 您的输出配置偏好是什么？ 

 
o 您要将哪个视频流路由至 AUX

输出？ 

o 您选择了哪些音频设置？ 

• 您是否使用自定义标题页面或其他图

形元素作为重叠？ 
 

在实际的现场制作中，您可以动态执行进一步的微调，也可以添加到演示中使用的媒体目录： 

• 您可能会从节目输出中抓取一系列静态图像。  
• 并将网络流/记录输出存档至磁盘。 

注意：右键点击会话按钮，然后选择重命名以更改会话的名称，请参阅图 22。 

进行特定制作中的调整、活动和素材列表；抓取的要点是会话由上述所有内容共同组成。如果不特意恢

复会话的默认值，则可以立即回调和重新使用所有会话的媒体和设置。当您重新打开现有会话时，仿佛

可以继续上一个事件。 

因此，如果另一天您在相似的条件下回到同一地点，只需重新打开之前的会话就可以开始了。（当然，

专业的做法是在开始任何事件之前测试所有内容。）会话系统简化了与特定节目关联的文件管理，并且

还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和喜好容纳不同的用户。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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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视频设置 

 

图 23 

Video Settings 控制组可选择适合本地视频标准和制作目的之操作格式。  

注意：此处选择的格式不但会管理当前操作视频标准，还会管理系统视频输出的格式，以及受支持的
输入连接类型的扩展列表。 

1. 在标签 Standard 下选择 NTSC 或 PAL。 

2. 选择一种视频格式。 

o 单击格式预设 按钮，例如 HD 3G、HD 或 SD，自动在右侧的 Format 菜单中选择合适的条目。 

o 或者可以使用 Format 菜单，手动选择另一种合适的格式。 

作出选择后，通常要单击右下角的 Launch 按钮来显示实时桌面，但是，我们首先来看看管理面板 的其
他一些功能。 

7.1.3 实用工具 

 

图 24 

管理 面板的 Utilities 控制组中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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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管理器 

详细了解网络设备接口（NDI）的功能并更好地利用‘IP 视频’源。 

 

图 25 

NDI Access Manager 允许您将单个主机系统上的源分配给组，并选择从哪些群组接收源。您也可以从其

他子网甚至其他网络访问 NDI 源。 

接收和输出组 

Receive Groups 选项卡列出了将对本地系统可见的所有远程系统 NDI 组。默认情况下，NDI 源全部将通

道归到“Public”组，该组的成员对同一子网的所有 NDI 客户端可见，而在这些客户端的主机系统在其

Output 选项卡中包含一个匹配的“Public”条目。  

在“Output”选项卡中添加自定义组可让其他用户访问系统的 NDI 输出，方法是在其自己的接收组列表（图

26）中添加一个匹配项。如果从Output组列表中移除“Public”组，则只有配置为接收其中一个自定义组的

系统才会看到您的 NDI 输出。与此类似，组根据接收 条目，通知本地系统忽略那些不是由接收 组提供的

通道。  



   36 
 

 
图 26 

要将自定义组添加到 Receive 或 Output 选项卡，请单击面板底部的 New 按钮。 

远程源 

 
图 27 

远程源中的条目不标识 NDI 组，而标识单独的远程 NDI 和*NDI|HX 源（包括支持 NDI|HX 的 Panasonic
摄像机）。远程源在此面板中按 IP 地址标识，而非按其 NDI 设备或通道名称。 
* 要接收 NDI|HX 源，AV-HLC100 上必须安装 Windows®版 NewTek NDI|HX 驱动程序。 

请注意，此面板中列出的源可以遍历本地网络的子网，甚至还可以在满足特定标准时跨不同网络进行连
接。（这可能需要为这一流量打开特定端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NDI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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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会话的默认设置 

AV-HLC100 保留多种配置设置，包括制作中使用的视频源和音频源，以及在两次制作会话之间创建（诸

如此类）的 CLIPS 和 STILLS 媒体播放列表。 

单击 Restore Session Defaults 会清除播放列表，并将控件重设为默认设置。注意：存储在默认文件夹中

的内容将被删除，包括导入的剪辑、图像和标题，以及捕捉到默认会话文件夹的任何剪辑（除非您已经

特意将这些项目和相关文件保存到默认制作文件夹以外的位置）。  

备份和恢复系统 

 

图 28  

AV-HLC100 提供强大的系统恢复功能，以在软件安装崩溃后帮助恢复。使用此功能可通过使用本地硬盘

上的隐藏软件备份分区来修复该系统分区。而该实用工具也可以在外部USB硬盘（容量至少为256 GB）
上创建完整的自定义系统备份。 

查看文档 

  
图 29  

单击此按钮可查看 AV-HLC100 上安装的用户文档和许可证。 

7.1.4 标题页面的默认设置 

 

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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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S 和 DATALINK 

AV-HLC100 的 title pages 一般支持嵌入式文本和图像，并且可以使用集成式标题编辑器在运行中进行修

改（参阅第 12 章）。但是，title pages 也支持 NewTek 的 Datalink 系统，它为更新文本和图像提供了一

种替代方法。 

简而言之，DataLink 允许使用各种本地主机或网络源提供的数据自动更新 title pages。其方法如下：  

• DataLink 跟踪分配给一组名为 DataLink keys 的特殊变量的值。在标题页面中使用时，这些键 会
以包含在%符号中的名称标识，例如%Session Title Name%。 
 

 

图 31 

• 所以，虽然可以将公司名称作为文字条目（例如“MyFirm Incorporated”）添加到标题页面，但同

一文本值可以由 DataLink key 提供。 
 

o 可以在标题页面上输入%Session Title Name%，并将“MyFirm Incorporated”分配为对应的

DataLink key 的值。 
 

o 在输出中显示时，会对 DataLink keys 进行动态评估，结果是显示“MyFirm Incorporated”
取代键（图 31）。 

向标题页面提供文本的两种方法在显示时都会提供相同结果，但使用 Datalink 很有价值，以下是几个例

子： 

• 几乎所有 AV-HLC100 提供的数百个 title pages 都包含%Session Title Name%和%Session Title 
Description%键。有些也使用%Session Title Image%。 
 

• AV-HLC100的管理面板中的 Title Page的默认设置 控制组可让您在一个方便的位置轻松更改这三

个 DataLink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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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每个会话存储唯一的标题页面默认值。 

• 在此处设置了这些名称、描述和图像键值 之后，使用这些键 的系统的各个标题页面会立即更新

以显示新值，无需手动编辑。 
 
无论您将%Session Title Name%的值设为公司或团队名称或者其他，此功能都能帮助您节省大量

时间。同样，将您的公司标志分配为键%Session Title Name%的值，它将自动显示在大量标题页

面中。 

提示：DataLink 键还能够以许多其他方式使用。例如，某些 DataLink 键可以自动将时间和日期信息插
入标题页面。在第 12.2 节中，我们将介绍 DataLink 的其他使用方式。 

7.1.5 页脚工具 

 

图 32 

管理面板 的页脚也是几个重要按钮的所在位置。 

• 单击 About 按钮，查看 AV-HLC100 的软件版本信息。 
• 如果您希望在不打开实时桌面 的情况下关闭管理面板，请单击 Exit。 
• 单击 Launch 来显示实时桌面，并开始视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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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实时桌面 

实时桌面再现了所有现场制作，以及每个连接、控件和选项。它从管理面板 启动，或者在登录到系统时

自动启动。 

第 8.1 节 显示要求 

使用实时桌面的监视器分辨率为 1600x900 至 1920x1200 像素（含）。 

 

图 33 

第 8.2 节 概述 

实时桌面 为操作提供视觉反馈，包括监控、实时切换等。它可以分为三个水平带。  

从上到下，三个水平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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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控制类型 

您会发现在实时桌面 中重复使用的多种控制类型。下表显示了一些示例。  

控制类型 类型 示例 用途 

 

数字滑块 增益、 
平移 

顺着控件的方向拖动，以提高或降低当前值。 

 

旋转滑块 位置、 
尺寸、 
旋转 

• 上下拖动调整一个值，左右拖动调整另一个值，

对角线拖动同时调整两个不同的值。 
• 在垂直拖动时按住Alt键，以更改第3个值（Z）

（如有提供）。 

• 快速访问File、Options、Commands和Workspace menus，以及包括可选录制和流传输
功能在内的重要工具

• 音频混合器 – 开启可访问输入配置工具、电平控制、EQ以及压缩器/限幅器

• 时钟及相关功能控件

• 通知面板系统状态消息等

1 - 控制面板

• 监视器外部视频输入和内部源，以及抢先预览和节目输出

• 配置输入和输出，与CLIPS、STILLS和TITLES的播放列表配合使用

• PTZ（机械臂）摄像机控件

• 从视频源抓取静态图片

2 - 监视器

• 切换台行 – 提供对主要节目输出的快速、简单控制

• 转换控件 – 选择剪切或可选的转换模式

• 重叠视频层配置和控制

• 重叠转换选择

3 - 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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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钮 
（单个值） 

音频增益 • 左右拖动调整当前值。 

 

组合滑块 转换、 
变焦时长 

• 左/右拖动提高或降低当前值。 
• 单击数字，输入新的值。 
• 单击三角形符号来打开下拉菜单。 

 
要对滑块值实施微调，请按住 Ctrl键，同时拖动鼠标（这会将准确度提高 10倍）。按住 Shift键，同时双

击大部分控件，以将它们重设为默认值。 

第 8.3 节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中包含多项重要功能。控制面板 突出位于实时桌面 顶部，且占据屏幕整个宽度。 

 

图 34 

控制面板 的各种组件如下所列（自左侧开始）： 

1. 文件菜单 

2. 选项菜单 

3. 指令菜单   

4. AUDIO MIXER 按钮（请参阅第 13 章） 

5. STREAM/RECORD 按钮和配置（请参阅第 14 章） 

后面两项非常重要，因此本说明书会有单独的章节来介绍它们。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其他控制面

板控件和选项。 

8.3.1 菜单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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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控制面板的菜单（图 35）在操作过程中通常是隐藏的，但是当您将鼠标光标移动到画面顶部时

会出现。 

8.3.2 文件菜单 

 

图 36 

此菜单下拉之后，会显示以下项目： 

• Eject:  打开一个子菜单，可让您安全断开与选定存储卷的连接 
• Share Media:  启用此选项可显示 AV-HLC100 的默认媒体文件夹  
• Exit To Windows:  关闭现场制作会话（保留当前设置），然后返回 Windows 桌面 
• Exit To Administration:  关闭现场制作会话（保留当前设置），然后返回Windows桌面，并启

动 AV-HLC100 的管理面板 
• Shutdown:  关闭现场制作会话并安全关闭本机电源 

8.3.3 选项菜单 

 

图 37 

Options 菜单可设置 AUX Video Default。AV-HLC100 的 AUX video 输出由 SDI Output 2 以及 AUX NDI
输出通道完成。最初，此输出会复制主要输出中显示的节目视频流。 

使用用户界面或集成式控制界面，可以在 AUX 上切换任意一个切换台 源的显示。例如，您可能希望将来

自 STILLS 播放器的输出发送至投影系统，以补充主要视频演示。在以后再次将 STILLS 输出切换至 AUX
关闭时，AUX 的视频源会自动恢复为 Options 菜单中选定的默认值 Program 或 Preview（请注意，显示

在 Aux 中时，预览实际上是“Clean Preview”，因此不会显示重叠）。 

  



   44 
 

8.3.4 信息显示  

 

图 38 

命令菜单包含配置命令选项，该选项将打开配置命令面板（图 39）。 

 

图 39 

该面板具有许多有用的功能。命令列表中的每一行都标识一个特定的命令（操作），并显示当前分配给

它的第一个‘触发’。（最初，这些将是默认的键盘快捷方式。） 

以下的触发控制组允许您为任何命令最多配置四个不同的触发。点击触发框使 AV-HLC100‘听取’输入。

（例如，您可以点击编号为 2 的框，然后按键盘按钮以添加辅助快捷方式键。） 

提示：虽然最通用的触发是在键盘上输入触发，但是您也可以使用支持的外部控制设备（例如
Novation Launchpad™或选定的 X-keys®可编程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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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您的选择可能会与另一个命令的触发冲突。在图 40 中，触发 2 与另一条目冲突，因此在列表和触发控制

区域中都显示了一个黄色三角（也称为‘警告’）。 点击此警告图标，列表将跳转到冲突的命令，您便

可修正冲突。（如果有多个命令冲突，请再次点击以转至下一个需要您修正的命令）。 

提示：有时您可能会特意将相同的触发分配给多个命令。例如，您可以通过该方式一键执行多种操
作。 

点击触发区域右侧的重置，以将所选命令的所有触发恢复至默认状态。 

注意，在图 39 中，命令列表中的几个条目的右侧显示了一个金色的星星。点击一个未填充的星形小工具，

会将相关命令添加至命令菜单中以快速回调（参阅图 38）。 

提示：取消命令行左侧的复选标记可停用该条目，以防止意外按下键盘按钮触发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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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工作空间菜单 

 

图 41 

如图 43 所示，此菜单控制实时桌面监控部分中视频视口的布局。几种选择让您可以根据本地要求和喜好，

充分利用可用空间。 

8.3.6 时钟选项   

 

图 42 

点击控制面板时钟旁边的齿轮图标，打开时间码配置对话框。请注意，您可以为制作或事件设置开始时

间和结束时间。这时，附加的‘倒计时’信息将显示在控制面板上。此外，监视器工作空间中显示的时

钟也将更新，以显示具有类似倒计时信息的第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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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节 通知面板 

位于显示屏顶部的控制面板右侧、时钟旁边的信息显示会发布有关 AV-HLC100 的有用信息。 

 

图 43 

在控制面板上以‘文本气球’图标表示通知面板，该图标的颜色表示自您上次查看消息以来收到的最重

要项目的类型，如下所示： 

• White: 自您上次查看以来，无新消息发布。 
 

• Green: 收到状态更新消息（图43）。状态消息通常提供操作反馈。 
 

• Amber: 收到了（非紧急）警告消息。 
 

• Red: 已收到警告警报（可能建议采取补救措施）。 
 

 

图 44 

在该面板的底部，您可以点击一个按钮以清除所有消息，然后点击另一个按钮以打开 Web 浏览器，Web
浏览器将自动打开本地主机系统的 IP 地址，如按钮右侧所示。 

提示：按键盘上的 ALT+b 组合键，在通知面板中发布一条消息，列出已安装的 AV-HLC100 软件版
本和当前会话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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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Web 控制 

默认情况下，Web浏览器在打开时会显示AV-HLC的Web控制面板。请注意，此便捷的外部控制系统并非

为在AV-HLC100上本地使用而设计或针对本地使用。在此处打开只是为了预览，并提醒您在同一子网中

的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甚至手机上的现代Web浏览器（例如Chrome™或Firefox™）的URL栏中输入相同

的IP地址,将使您可以远程控制系统。 

有关 Web 控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 章。 

8.4.2 信息显示  

位于控制面板 的顶部中央的信息显示会发布有关 AV-HLC100 的各种有用信息。 

 

  图 45 

此显示可能展示简单的状态更新，如图 45所示；或者显示的信息可能提醒您注意某些环境条件，如图 46
中的示例所示。 

 

图 46 

状态消息可能与操作或系统条件有关；它们可能是善意的通知如图 45所示，也可能是警告（图 46）。显

示器稍后会自动清除内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这些信息会按照重要性或严重程度用颜色进行编码

（绿色、琥珀色和红色）。通常，高优先级提醒表示补救步骤可能是有序的。 

提示：按键盘上的 ALT + b 可显示已安装的 AV-HLC100 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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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 节 监控 

正如您所预期，AV-HLC100 提供了完整的监控功能，可帮助您控制现场制作。到目前为止，实时桌面 的
监控部分占用了界面的最大部分。  

 
图 47 

此区域还可访问输入设置控件、音频 VU‘可信’表、大型时钟，以及提供质量控制和创意替代方案的高级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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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节目 

节目 监视器最为重要，因此它默认位于实时桌面 左上角突出的位置。  

 

图 48 

通常，Program 监视器会随时显示 AV-HLC100 正向主要观众展示的内容。所以，它会显示 BKGD 视频

层以及其上方显示的重叠层（FTB，或‘Fade to Black’，构成最终完整的不透明视频层，完全隐藏所有其

他输出）。 

注意：默认情况下，节目输出被发送至标有“MIX 1”的 SDI 1（主要 NDI 输出通道）以及“AUX”NDI 输出。 

请注意，在节目监视器周围会环绕一个半透明的红色边框。对于目前在节目输出中可见的切换台源，其

视口周围也会显示类似的红色边框。它被称为‘tally’通知，也会发送给支持 tally 的上游 NDI 视频源和 AV-
HLC100 的背板上的硬件 Tally 端口（请参阅第 6.4 节）。 

8.5.2 预览和源视口 

实时桌面 也会在右上角突出显示抢先预览 监视器（简标为预览）。 
 

抢先预览 功能多样且相当强大。它并不是只显示一个视频源（预览行选择），而是显示利用控制界面 执
行的剪切 操作的最终结果。 

• 当委派 BKGD 时，预览 监视器将显示在控制界面 的预览 行中选择的源。 

• 在重叠层 将在下一次转换后显示时，它们会显示在预览 中。 

• 当未在控制界面 上委派 BKGD 时，该层在转换期间不会发生变化（使用控制界面 启动）。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预览 和节目 监视器会共享相同的背景。 

提示：背景视频层始终包含在实时桌面转换之中，但是控制界面可让您利用推杆旁边的委派按钮，将
CUT、AUTO 和推杆控件独立分配给背景层、重叠层或两者的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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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申，在执行下一次 Cut、Auto 或推杆操作后，‘看到的内容（预览）就是将要 获得的内容’。这可让

您设置下一个镜头，检查其构图（包括 TITLES 和 PiP 定位），然后放心地进行切换。注意：预览监视器

具有绿色的 tally 边框，而且对于目前在预览 中可见的切换台 源，其视口周围也会显示类似的边框。10
个源视口完成了实时桌面 的整个监控部分。  

第 8.6 节 视口控制 

8.6.1 上下文菜单 

右键点击视口以显示其上下文菜单，该菜单可让您在众多显示

选项中进行选择以及更改分配给视口的源。 

例如，可以分配任何视口以显示任何切换台源或输出。可以启

用多种重叠，例如安全区域显示等。 

另一个有用的选项允许您将PTZ摄像机预设嵌入视口中。例如，

如果您设置了一个视口以显示预览行源，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

启用源预设开关，则可以立即访问在预览中选择的任何摄像机

的 PTZ 预设。 

 

 

 

图 49 

8.6.2 抓取 

*要从任何视口 抓取图像，只需将鼠标移动到目标视口上

方，然后单击监视器下方的源标签旁边显示的快照（摄

像机）图标。 
* 需要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 插件。 

提示：在抓取控制组（切换台源的配置面板）中设
置抓取的文件路径。另外，请注意，默认文件名和
备注都可以使用 DataLink 以提供动态值。（必要时
文件名以数字增量。）最后，在点击快照图标时按
住 SHIFT 以自动将抓取添加至静态播放列表中。 

 

 
  

图 50 



   52 
 

8.6.3 配置选项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项目，至此，有关监视器视口的讨论就结束了。当将鼠标光标移至视口上方时，配置
小工具（齿轮）会显示在视口上方的右下角。 

 

图 51 

单击该齿轮或双击视口（标签上方）可打开对应的切换台 输入的输入配置 面板。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详细
介绍配置输入。 

 
图 52 

除了上述提到的功能以外，当集成式 Proc Amp 被用于更改源的颜色特征时（图 40），视口标签会显示
指示器，CLIPS 播放器监视器则显示时间码倒计时。 



   53 
 

第 9 章 配置视频源 

向 AV-HLC100 的 4 个 3G SDI 和 HDMI 输入添加 NDI（Network 
Device Interface）支持为其提供了全范围的输入和输出可能性。

通常，NDI 源只需要很少（如果有）配置，而传统源则可能需要

在可选连接方法和设置之间选择。 

注意：要接收 NDI|HX 源（例如支持 NDI 的 Panasonic 相机的
输出），AV-HLC100上必须安装Windows®版NewTek NDI|HX
驱动程序。 

这些设置在各个切换台 源的输入配置面板中提供。在视口上方移

动鼠标光标时，会显示齿轮图标。单击该齿轮或双击视口（标签

上方）可打开对应的切换台输入的输入配置面板。 

 

 
 

 

第 9.1 节 Input Settings 选项卡 

第一个选项卡被标记为 Input Settings，它可让您管理所

有源配置、连接和控制，以及识别问题。 

9.1.1 源选项 

在第 6.8 节中，我们曾介绍了 Source 和 Format 设置。

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这些项目。 

本地源 

本地源会首先在 Source 菜单中列出。 

 

 
 

 

 

 

 

大部分本地源都由位于本机后面板的 4 个硬件输入构成。（Input 1 由 SDI 和 HDMI 输入端口共用）。此

外，您还将看到标记为 Skype TX Caller 的条目，我们稍后再介绍（请参阅附录 C），以及方便的测试信

号发生器。 

图 55 
图 54 

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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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自动检测 

格式 菜单中的自动检测 选项让 SDI、HDMI 和 NDI 配置变得简单。通常，只需连接摄像机就会立即看到

信号，无需要设置分辨率和帧速率选项。 

注意：仅 SDI 和 NDI 输入支持 1080/59.94p 和 1080/50p 格式。 

但是，对于 SDI 源，您偶尔可能需要手动选择格式。格式 菜单列出了适合当前的会话视频标准的选项—
—PAL 或 NTSC。 

提示：所有连接的源都必须符合当前会话的视频标准要求。 

支持的格式  
其他标准 SDI 和 HDMI 选项的描述如下： 

 

 

 
下方列出的标准清晰度选项都按 4:3 和 16:9 版本提供： 

 

• 数字源、高清、渐进或交错
• 1920x1080像素，16:9宽高比
• 选择性地传输嵌入式音频

1080/59.94p, 1080/59.94i, 1080/50p, 1080/50i

• 数字源、高清、渐进扫描或PsF（混合型）
• 1920x1080像素，16:9宽高比
• 选择性地传输嵌入式音频

1080/29.97p, 1080/29.97PsF, 1080/23.98p, *11080/23.98p Telecine, 
*21080/25PsF

• 数字源、高清、渐进扫描
• 1280x720像素，16:9宽高比
• 选择性地传输嵌入式音频

720/59.94p, 720/29.97p, 720/23.98p, *2720/50p, *2720/25p

• NTSC数字格式，标准清晰度，交错
• 720x480像素，失真的16:9宽高比
• 选择性地传输嵌入式音频

480i，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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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lecine’选项从摄像机（声称为 24PsF）的输出中移除了‘2:3上拉’，但实际按 30 fps提供视频（使其适合 24P会话）。 
*2 PAL 连接类型。 

视频延迟 

当上游的视频处理结果到达 AV-HLC100 的输入的时间‘延迟’时，Video Delay 设置会非常有用。  

低带宽 

 
图 56 

Low Bandwidth 开关是针对 NDI 源显示的，并允许您请求更低质量的信号。您可以对不需要高分辨率的

输入应用此选项，例如，您计划显示为画中画 延迟的游戏时钟摄像机，也可以降低拥堵网络或缓慢网络

的带宽要求。 

• NTSC数字格式，标准清晰度，交错
• 720x480像素，4:3宽高比或失真的16:9宽高比
• 选择性地传输嵌入式音频

480i，4:3

• PAL模拟格式，标准清晰度，交错
• 720x576像素，失真的16:9宽高比
• 使用SDI输入连接器连接
• 选择性地传输嵌入式音频

*2576，16:9

• PAL数字格式，标准清晰度，交错
• 720x576像素，4:3宽高比
• 使用SDI输入连接器连接

• 选择性地传输嵌入式音频

*25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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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Input Names 

您通常都希望采用更具描述性的名称来替换默认的切换台 输入名称，例如（INPUT 1、2 等）。Input 
Names 组包含 3 个可编辑的文本字段。Video 标签显示在视口下方。较短的按钮 标签会显示在切换台按钮

上。  

 

图 57 

较长的 Comment 字段可用作备忘录，但是像视频 标签一样，它也可作为 DataLink 键 用在标题中（请参

阅第 12.2 节和 7.1.4）。准备得当的标题页面可以使用它自动从这些包含您输入的信息的字段‘调取’数据，

以便让您能够每次显示正确识别其源的标题。 

9.1.3 PTZ（连接） 

AV-HLC100 可以控制一个网络连接中的多个 PTZ 摄像机。 

 

图 58 

PTZ 组中显示的 Connection 控制会因从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的 Connection 类型而出现差异： 

• NDI – 为支持NDI的Panasonic摄像机或其他设备选择这个控制连接选项。本案例不需要其他设置。  

• Panasonic – 为通过 SDI 或 HDMI 视频连接提供视频的 Panasonic PTZ 摄像机选择这个控制连接

选项。然后输入值，以继续配置该设备。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摄像机协议。对于 NDI 摄像机，通常只需要完成这些操作。要控制不具备 NDI 连接

的 Panasonic 摄像机的连接，您还需要输入该设备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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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对于 NDI 摄像机连接方法，这会增加一项优势。在本机将摄像机识别为可在网页上配置的 NDI 源时，在

Source 菜单旁边会增加一个 Configure 按钮（图 59）。单击此按钮可通过 AV-HLC100 Web 浏览器来配

置高级设置。 

注意：要接收 NDI|HX 源（例如支持 NDI 的 Panasonic 相机的输出），AV-HLC100 上必须安装
Windows®版 NewTek NDI|HX 驱动程序。 

第 9.2 节 PTZ 选项卡 

如上所述，AV-HLC100 的 8 个切换台输入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被配置为 PTZ 摄像机。  

为 PTZ 摄像机建立控制连接后，可以直接从实时桌
面 或控制界面 控制摄像机（请参阅第 15 章）。  

在实时桌面中，PTZ 摄像机控件位于一个特殊选项卡

中，当检测到 NDI 摄像机控制连接时（默认），或者

当控制选项设置为 Panasonic>Ethernet（以太网）

时，此选项卡会出现在输入配置面板中。  

除了平移、倾斜和变焦控制以外，您还可以管理摄像机

的白平衡 设置、Focus和 Iris（或‘亮度’），以及受支持

摄像机的设置。  

 AV-HLC100还提供了 PTZ预设系统，可锁定所需镜头

并快速访问。 

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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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手动导航 

 

图 61 

手动位置、Zoom、Focus 和 Iris 控件等都位于 PTZ 预设箱下方的中央位置。在将鼠标拖动到它们上方，
进行手动调整。（后两项由正下方的自动对焦 和自动光圈 切换按钮补充。） 

9.2.2 PTZ 预设 

 

图 62 

上方的大型预设箱 显示了摄像机的前 24 个 PTZ 预设（控制界面提供 99 个访问预设的权限）的缩略图图
标。单击预设图标，摄像机将自动开始向存储位置移动。 

提示：若要快速显示当前在预览行中选择的 PTZ 摄像机的此预设面板，请按键盘星号（*）键。 

要配置和保存预设： 

1. 使用位置、缩放 和对焦 控件来导航至所需的摄像机角度等。 
 

2. 然后将鼠标移动到您希望保存（或更新）的预设图标上方，单击图标（图 62）的右上角弹出的快
照（摄像机）图标。 

提示：单击快照（摄像机）小工具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在不更改该槽中保存的预设的情况下更新典
型的缩略图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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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设置 

 
图 63 

对于 Panasonic PTZ摄像机，白平衡 菜单中会提供 AWA和 AWB预设，以及 3200和 5600 Kelvin选项。
（白平衡是一种‘全局’设置，不会保存在摄像机的预设中。与之相反，对焦 设置和其自动 切换的状态都
会单独保存在各个预设中。光圈 设置和其自动 切换设置也是如此。） 

当摄像机反转安装时，Flip 开关可进行补偿。位于状态标记为反转 的组下方的 Pan、Tilt 和 Zoom 开关可

反转指定的控制操作的方向。 

9.2.3 PTZ 和控制界面  

已连接的机械臂摄像机的平移、倾斜、变焦控制以及预设选择都直接受到控制界面的支持。请参阅第 15 
章、控制界面了解详情。 

第 9.3 节 图像选项卡 

 

图 64 

AV-HLC100 为各个视频源提供丰富的颜色控制处理选项。它们都位于输入配置 面板的 Color 选项卡中。 



   60 
 

9.3.1 自动色彩 

在开展现场活动期间，光照条件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户外活动尤其如此。而制作过程通常涉及采用多个
摄像机，它们的颜色特征可能不一致，由此进一步增加了问题难度。如果切换了摄像机，或者环境和时
间发生变化，那么可能需要花点时间进行色彩校正以响应亮度的变化。  

为了帮助您克服这些问题，Auto Color功能会在光照条件发生变化时，自动更新您的视频源的颜色特征。
在很多情况下，只需要打开 Auto Color 开关，即可制作看起来非常稳定一致的演出。 

Multicam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 Auto Color 的摄像机都会进行单独处理，不参考其他源。但是，在相似的照明环境
中成批处理光源甚至能实现更高的一致性。为多个摄像机启用 Multicam 后，Auto Color 将统一评估和调
整这些摄像机。举例来说，您可以为室内体育场馆一侧的摄像机启用 Multicam，但是单独处理室外或工
作室的资料源。 

Listen Only 

Listen Only 开关可在 Multicam 组中添加一个源，但不用将其资料源添加到组评估中。因此，对准巨大紫
色恐龙的摄像机可以自动校正，而不会不成比例地偏置组评估和后续的 Auto Color 校正。或者，可以面
向多个源启用 Multicam，为除一个摄像机以外的所有摄像机开启 Listen Only——有效地让该摄像机成为
该组中的其他摄像机应遵循的色彩参考。 

注意：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Proc Amp，它是自动色彩系统的下游产品。它可对单个源实施进一步手动色
彩调整，无论是为了微调还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效果”。 

9.3.2 Proc Amp 

 

图 65 

位于 Proc Amp 控制组顶部的开关会打开/关闭该功能。其他控件的使用方式如下： 

• Brightness：调整范围：-50 至+50 IRE（默认值为 0）。作为参考，可以将视频信号的可视部分的完
整亮度范围视为‘100 个 IRE 单元’（以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命名）——忽略较小的区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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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st – 调整范围为 25 - 400%（默认为 100%）。 

• Hue – 调整范围为-180°至+180°。调整来自所附源的视频信号的主色彩，摆动整个图像穿过色环频谱。 

• Saturation – 调整范围为 0-500%。如果饱和度为零，得出的就是‘黑白’照片；饱和度越高，色彩越丰

富。高饱和度值可以放大信号的颜色部分。  

（注意：过度饱和的颜色对于广播传输不合理，可能导致某些设备出现显示问题。） 

提示：处理 LiveMatte 之后还会应用 Proc Amp 调整，在编排绿屏拍摄以匹配背景或 LiveSet 时很有帮
助。 

• White Balance – 要自动 实施白平衡，请单击并按住色彩 区域的鼠标按钮，然后将‘滴管’指针移动到

相应源的监视器上方。在处理后应显示为白色的图像上方的某个位置，释放鼠标按钮。 

高级色彩控制 

 

图 66 

当您单击标签旁边的三角形工具时，会显示第二个控制组。 

除了每颜色通道（RGB）亮度 和对比度 滑块之外，它还添加了 U Offset 和 V Offset 控件。 

• 视频信号的 U 形部分传输蓝色和黄色信息。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U Offset 旋钮，信号会转为蓝色，按逆

时针方向旋转，信号会转为黄色。 
 
• 视频信号的 V 形部分传输红色和绿色信息。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V Offset，信号会转为红色，按逆时针

方向旋转，信号会转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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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Switcher 和 Overlays 

 

切换台组 重叠 

 

图 67 

实时桌面 最底部的一行（监控部分的下方）包含切换台、相关的控制和功能，包括Overlay控件（图67）。 

第 10.1 节 切换台 

切换按钮 转换模式 

 

图 68 

 AV-HLC100 使用单行 Switcher（图 68）来完成控制界面至少需要分两步完成的操作。  

所以，单击 Switcher 按钮可以完成以下几项操作： 

• 将单击的源分配到 AV-HLC100 的内部‘预览’行（与之关联的音频源可能也会受到切换台 活动的影

响，请参阅第 13.8.4 节）。 
 

• AV-HLC100 可以实施转换，显示指定的（预览）源，这是通过应用右侧的 Transition Mode 设置

定义的转换来实现的。 

10.1.1 AUX 视频输出 

切换台行也可用于确定将哪些视频源发送至 AUX 视频总线（由 SDI 2 和 AUX NDI 输出传输）。  

正如章节 8.3.3 所述，默认源可以是 Program，也可以是（清洁）Preview。但是，在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的同时单击切换台 行按钮，则可将任意切换台源转而发送至 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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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AUX 标签会被添加至切换台 显示器，用于标识选择的源。要恢复默认的 AUX 源，请在此标签上方滚动

鼠标，然后单击显示的（x）小工具。 

10.1.2 了解视频层  

虽然 AV-HLC100 的内部节目 和预览 总线在实时桌面 中并不是独立描述，但它们会显示在控制界面 中
（并受到控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使用多个视频层创建节目的过程。 

• 背景层  

o 对于发送至 AV-HLC100的节目 输出来说，背景（也被称为“BKGD”）视频层是最底部的

一层。 

o 这一层融合了当前的两个基本视频层，即节目 层和预览 层。 

 节目 行的选择决定了背景层 的主导源。 

 预览行 的选择决定了哪些源将排入队列，等待在下一次转换时在背景 层中显示。 

o 转换期间，背景层 中来自输入预览 行视频源的部分会不断增大，直到最后，该输出源完

全从输出中移除（被转换到之前的预览行选择所在的位置）。 

• 重叠层 

o 重叠层（也被称为“下游键”）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背景层上方（或者，如果您愿意也

可以在其前方）。重叠 层一般用于重叠图形和标题等，但它们也可能用于其他用途。 

o AV-HLC100 实际提供 3 个重叠层（实时桌面 中只显示前 2 个）： 

 PiP 1（画中画 1） – 这个层通常用于显示另一个视频或媒体源，作为节目输出中

的画中画（PiP）元素。 

 PiP 2 – 默认情况下，此视频重叠用于显示标题页面，但可以更改用途。 

 淡出到黑色（FTB） – FTB 构成最终的重叠层，应用该层时可以模糊掉所有其他层。

FTB 受控制界面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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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 节 切换台转换  

 
图 70 

如上所述，单击 Switcher按钮会执行由右侧的转换模式控件分配的背景层 转换（图 70）。此区域显示了

两个转换缩略图图标。  

第一个位于左侧，标记为 Cut。当 Cut 模式激活后，如同其图标周围的蓝色边框所示，AV-HLC100 会立

即剪切您在切换台行中单击的任意源。转换模式控制组中的第二个图标代表更复杂的转换。这个图标被

选定后（具有蓝色边框），在您选择切换台时，会应用所示的转换。 

10.2.1 预设 

在这第二个图标上方滚动鼠标光标，您会看到其上方出现一个齿轮工具。单击齿轮，打开转换预设箱，

它可以快速访问 9 种不同效果（图 71）。  

 

图 71 

•节目

•预览
BKGD PiP 1

PiP 2

（标题）
FTB 节目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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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单击其中一个预设图标，将其选为当前的转换模式效果，并使用下方的控件调整其速度。之后，单

击 Switcher 按钮即会使用选择的转换。 

注意：当鼠标悬停在图标上方时，会显示 8 个预设槽各自的效果名称。第一个预设会永久性地分配至淡
出，但是其他预设可被 AV-HLC100 上提供的数百个转换效果中的任意一个替代。要给预设槽分配不同的

效果，请单击在鼠标光标悬停在图标上方时，图标右上方出现的+符号。此举会打开 AV-HLC100 的媒体

浏览器（关于媒体浏览器 的详情，请参阅第 11.1.3 节）。 

10.2.2 时长 

利用预设箱底部的缓慢、中等、快速图标，或利用右侧的数字时间控制，以‘每个槽’为基础，保存转换时

长。可以使用这个控制菜单设置其速度，也可以在数字显示器上方左右拖动鼠标光标来设置速度，或者

直接在键盘中输入速度。 

背景 转换的时长菜单提供两种其他选项： 

• Reverse – 配置当前转换，让其在下次应用时以相反方向运行。 
• Ping Pong – 启用时，此选项会使转换的方向在每次应用后都自动进行交换。 

第 10.3 节 重叠 

两个分别标记为 PiP 1 和 PiP 2 的重叠层控件占据了最右侧的切换台控制区域。 

提示：“PiP”是“画中画”的通用缩写 

 

图 72 

此处显示的重叠图像（图 72）实际上是实时视频视口，显示了不同模块当前的视频层。使用视口右上方

的菜单选择 PiP 层的当前源。 

10.3.1 配置转换 

每个重叠层都有自己的转换效果。与切换台的转换模式控件类似，单击重叠视口下方的转换图标将显示

转换预设箱。单击面板上的条目进行选定，或者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各个图标上方弹出的“+”上，然后单击

打开 AV-HLC100 的媒体浏览器。 

在媒体浏览器中，您可以从 AV-HLC100 包含的数百个转换效果中进行选择，其中包括彩色动画存储效果

（关于媒体浏览器的详情，请参阅第 11.1.3 节）。选定的效果将取代预设箱中现有的效果。 

提示：作为重叠层效果应用的转换方向将自动交替。如果首次单击会使用效果显示层，则下次单击会
使用相反效果移除层。对于背景层转换而言，‘Ping Pong’行为是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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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位置 

每个重叠层都包含位置控件，用于调整重叠
源的大小，并根据喜好放置。  
 
在该层的视口上方滚动鼠标光标，以显示熟
悉的齿轮图标。 
 
点击此按钮将打开熟悉的添加了新 PiP 选项
卡的输入配置面板，包括相关层的位置和剪
裁设置的控制组。 

注意：特别是可以将 PiP 2 层分配给
Titles。在这种情况下，打开 Title Editor
（自有位置控件以及更多其他控件）。 
其功能在第 12 章中讨论。 

 
图 73 

Position 选项卡 

位置面板会整合到选项卡中。首个位置包含 Position、Zoom 和 Rotation 控件。  

所有位置设置都可以使用提供的开关一起开启和关闭。 

• 单击并拖动位置按钮，以重新在框架中安置 PiP 层，按照垂直或水平的方向。直接在两个邻近的
数字控件上向左或向右拖动，只会调整在单个轴上的位置。  

提示：如果您先按住 Ctrl 键再进行拖动，就可以将鼠标的移动范围限制在一根轴上。  

• 在 Zoom按钮（放大镜）上拖动光标会影响重叠的表观尺寸。  

再次说明，如果您只拖动其中一个关联数字小工具，则可以
在一个维度上调整相应的层——宽度或高度。 

• 以类似的方式，在 Rotation 按钮上拖动光标，并且按鼠标左
键，对三个轴上的重叠源做如下转换： 

o 左/右拖动，绕 Y（垂直）轴旋转源。 

o 上/下拖动，绕 X（水平）轴旋转源。 

o 拖动的同时按住 Alt 键，绕 Z 轴旋转。 

o 拖动单个数字滑块，或按住 Ctrl 键，将旋转限制在一
根轴上。 

 

提示：如果单击数字字段（或右击），则可以使用键盘在小工具中输入值。按 Enter 键完成编辑操作，
或按 Esc 键取消操作。 

当位置面板打开时，重叠层会自

动显示在预览显示器中。 

这样可以调整位置，且结果不会

意外显示在输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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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 

裁剪控件与刚才所描述的这些类似，但它可剪裁画中画层重叠（仅限在其他地方查看的原始素材仍未剪

裁）。 

提示：对于大多数类似控件，在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双击，都可让单个边缘设置恢复到默认值。单击“重
设”，将所有位置或边缘选项卡的参数恢复到默认设置。  

10.3.3 重叠和透明度 

分配给重叠的源通常部分透明。CLIPS 播放列表文件中的项目可能包含一个嵌入式的阿尔法通道，也可

能包含 NDI 源和标题页面。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重叠层会自动遵守源提供的透明通道。背景层会采用合理的透明度，透过源显现或

围绕源显现。 

重要注意事项：在 CLIPS 播放器中，使用带直通（亦称“非预乘”）阿尔法通道的文件。预乘文件重叠
在其他图像上时，一般都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 

PiP 层提供了许多创意可能性。显而易见，它可以用于显示站台 ID‘错误’或公司徽标，以便在 CLIPS 中添

加‘旋转球体’动画播放，或者用于其他目的。 

10.3.4 委派重叠 

通常，单击切换台源只能转换背景层。但是，您可能希望配置 AV-HLC100，让其在背景层转换开始时自

动显示标题页面。  

要委派重叠层与背景层同时转换，只需要单击该层位于小视口上方的重叠层标签（PiP 1 或 PiP 2）。标

签按钮将变为蓝色，表示已代表该层。下次单击 Switcher 按钮时，重叠转换和背景转换将同时启动。  

提示：抢先预览监视器会遵循重叠委派选择，让您能够放心为即将到来的切换台操作配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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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媒体播放器 

 AV-HLC100 包含两个内部媒体播放器，分别是 CLIP 和 STILL 播放器。 
从这些播放器的名字可以看出它们都适用哪些不同的媒体类型： 

• CLIP 播放器专用于播放剪辑，包括长格式‘电影’。它也可以播放音频文件。 

• STILL 播放器主要用于显示图像文件，例如照片、图形等。 

注意：安装可选的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 插件后，媒体播放器支持的音频和视频文件格
式。 

第 11.1 节 播放列表 

AV-HLC100 的内部媒体播放器的内容都组织在故事板类型的播放列表中，并在其输入配置面板（图

74）的选项卡中显示。  

提示：友情提示，在将鼠标移动到实时桌面上监控部分的 CLIP 或 STILL 视口上方时会出现齿轮图标，
单击该图标可打开输入配置面板。 

选择新剪辑后，CLIP 播放器的播放位置会自动设置到第

一个框。  

双击缩略图（或点击播放按钮），就像点击页脚中的+符
号一样，从当前文件的 In 点开始播放。 

双击播放列表窗格的任何位置，打开媒体浏览器（在

单击打开系统文件浏览器而非自定义媒体浏览器时，

按住 shift 键）。 

播放期间，播放列表轮流播放的项目的脚标亮起蓝色。

必要时，播放列表窗格会滚动显示当前正在播放的项目

的图标。在当前播放的缩略图下方的标签中，会显示进

度条。 

 

 

 

 

 

提示：播放期间，选择状态与剪辑播放相互独立。所选项目的播放列表窗格周围有白色边框。 

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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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11.1.1 文件操作 

必要时，右侧的滚动条可容纳长播放列表。使用熟悉的拖放技巧，可快速轻松地重新排列播放列表中的图

标。甚至可以在播放期间更改播放列表（当然，如果当前正在播放的条目已被移除，则会立即停止播放）。  
图标下方会显示一个别名（一般默认显示项目的文件名称）。CLIP 播放器播放列表中的项目也会显示其

播放时长。单击播放列表中的项目，即可将其选定。支持标准的 Shift + click 和 Ctrl + click 多选择操作，

所有选择的项目的图标周围都会显示白色边框。  
• 单击播放列表窗格下方左侧的较大+（添加媒体）按钮，打开媒体浏览器（请参阅第 11.1.3 节）。或

者，双击播放列表窗格的空白位置打开。 
• 新增文件在播放列表窗格中变为已选择项目。 
• 右键单击播放列表窗格，显示一个菜单，包含来自以下列表的上下文相关项项目（操作会图像选择的

播放列表项目）： 
o 剪切 
o 复制 
o 粘贴 
o 删除 
o 属性 

• 播放列表条目可以使用标准的剪切、复制、粘贴和删除按键。 
• 不可使用（缺失、损坏或不受支持）的文件图标显示灰色。 

提示：大部分操作（包括设置时长）都支持多选（仅适用于 Still 和 Title）。 

大部分剪辑上下文菜单项都不需要加以说明，但是，我们来更详细地探讨其中一项。 

11.1.2 属性 

显示名称 

Properties 面板可编辑播放列表中文件的 Display 
Name。本条目默认为文件名称，但实际上是本地

别名，或者‘昵称’。 
编辑此名称不会更改您的硬盘上文件的名称。将鼠标

放置在图标上方，查看它真正的文件名称和路径。 

备注 

可以在Comment方框中输入与文件有关的元数据。 
  
  
 

提示：所选剪辑的显示名称和备注方框内容都可作为 DataLink 键，而该键又可用于实时 title pages。
请参阅第 7.1.4 节和第 1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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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通道支持 

对于具有透明度的文件，例如 32 位图像文件，使用非预乘（或‘直通’）阿尔法通道。预乘文件重叠在其

他图像之上时，一般都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  

11.1.3  媒体浏览器 

AV-HLC100 的自定义媒体浏览器提供简单的导航

和内容选择。该浏览器可在实时桌面中的任意位置

使用，您可能会希望在这些位置选择制作中使用的

内容、转换或效果。  

面板布局主要包含两个窗格，即左右窗格，我们一

般将它们称为位置列表和文件窗格。 

位置列表 

位置列表是一列包含喜爱的“位置”，以 Clips、
Titles、Stills 等为标题进行分组。  

媒体浏览器对上下文敏感，所以显示的标题始终都
适合打开目的。  

在位置列表中，每个主标题的下方可能会出现一个子标题列表。在选择子标题后，右侧窗格（即文件窗
格）将会填充内容。 

浏览 

单击 Browse，打开一个标准系统文件浏览器，而不是自定义媒体浏览器。 

提示：要从媒体播放器跳转至标准系统文件浏览器（而非自定义媒体浏览器），需要按住 Shift 键，然
后单击“添加”按钮。 

文件窗格 

文件窗格中出现的图标表示在位置列表的左侧选择的子标题中的内容。这些图标分组在以子文件夹命名

的水平分隔符下，以便您整理相关内容。 

文件过滤器 

文件窗格视图经过过滤，仅显示相关内容。例如，选择 Titles 时，浏览器只显示 Title page 文件（.cgxml）。 

 
图 77 

另一个过滤器显示在文件窗格上方。此过滤器会快速定位符合输入标准的文件，即使打字时也是如此。

例如，如果您在过滤器字段输入“PNG”，文件窗格会显示当前位置中文件名称中含有这个字符串的所有内

图 76 



   71 
 

容。其中包含扩展名为“.PNG”（a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 formatted image file）的所有文件，也包含

“PNGirl.jpg”。 

文件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右侧窗格中的文件图标，显示一个提供重命名和删除选项的菜单。请注意，删除会从您的硬盘

移除内容。（如果项目受到写保护，不会显示此菜单。） 

11.1.4  播放器控件 

 
图 78 

位于播放列表窗格下方的简单控件集提供与播放有关的功能： 

• Previous 按钮 :  转至前一个播放列表条目 
• Stop（在已经停止的情况下单击停止会进入第一个帧） 
• Play 
• Next 按钮 :  转至下一个播放列表条目 
• （未显示） :  双击播放列表窗格中的一个条目，开始从头播放该播放列表条目 
• Timecode :  播放项目时，倒计时；变为琥珀色，然后变为红色，表示播放时间还剩

10秒和 5秒。 

循环播放 

 
图 79 

启用圆环形小工具会不断重复播放该项目。 

Autoplay 

启用之后，Autoplay 开关具有几个重要作用。第一，当关联媒体播放器被置于节目上时（直接切换台操

作或者通过重叠操作显示），会自动开始播放。 

第二，如果播放器输出在节目中显示，那么播放快结束时，会自动进行反向切换台转换。然后，在播放

自动停止后，播放指针会跳转到播放列表中的下一个项目。 

注意：与切换台转换不同，在播放接近尾声时，重叠‘输出’效应不会自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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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标题编辑器 

我们探讨过重叠层的用法，包括标题重叠，请参阅第 10.3 节。Titles 选项仅针对 PiP 2 显示，并且在选择

时提供重要的标题控制。集成式标题编辑器是这个功能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 

 

图 80 

当将 Titles 分配为层的当前源时，将鼠标移动到 PiP 2 视口上时，点击右下侧的齿轮

图标，打开 AV-HLC100 的 Title Editor。（图 81）. 

提示：可以通过拖动右下角调整此窗格的大小，也可以拖动标题栏来调整位置。 

允许在显示期间打开 Title Editor 弹窗，因此可以在现场制作期间更改标题页面（更新结果立即显示）。

当将鼠标光标移动到标题页面编辑器的预览中的可编辑文本上时，文本四周会出现白色边界框。如果您

单击方框内部，则会选定文本对象，并显示文本编辑字段。  

按 Enter 或单击方框以外的区域完成编辑操作，或者按 Tab 进入下一个输入字段（按 Shift + Tab，而非

跳转到之前的文本字段）。 

提示：字母或词语下方的红线表示拼写检查工具质疑拼写是否正确。右键单击词语，打开菜单，查看
推荐的替代拼写。如果您想更新原来的拼写，请单击所示的任何条目。 

请注意：光标箭头（即上/下和左/右箭头）也可用于在当前的标题页面的文本字段中和文本字段之间导航。 

提示：使用 ALT+键盘上的箭头键，可以在选定的文本中上下左右移动，每次一个像素。如果同时按住
SHIFT 键和 ALT 键，则选定的文本对象每次会移动五格。 

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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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1 节 编辑选项卡 

Title Editor 有两个选项卡，分别为 Edit 和 Position。第二个选项卡中的控件与第 10.3.2 节标题 Position
选项卡 下讨论的控件相同。本节我们将集中介绍编辑 选项卡。 

12.1.1 文本工具 

 
图 82 

Title Editor的标题中含有各种各样的文本属性控件。其中包括字体选择器菜单、数值大小控件、加粗、倾
斜、下划线以及‘大写’切换。  
如您所料，单击加载会打开 AV-HLC100 媒体浏览器，用于选择标题模板。单击清除会删除当前页面。 

12.1.2 代替图像 

Title Pages中包含的图像可能被锁定，也可能是可以编辑的‘代替图

像’。当将鼠标移动到嵌入式图像上方且图像周围显示白色边框，则

表示该图像是代替图像。单击代替图像，打开媒体浏览器，然后选

择一个图像文件（按住 Shift 键，选择使用系统文件浏览器）。 

如果右键单击代替图像，上下文菜单（图 83）用于在可用方法之间

选择，以将图像放置到帧中。 

Stretch 会让图像完全布满整个帧。  
Fill Area 保留该图像的原始图像，并做适当剪裁，以便能够放入帧。 
Show All Image 也会保留原始图像，但会将图像整个纳入帧范围

（可能导致‘拉长’或‘拉宽’）。  

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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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菜单可打开 Image Properties 面板（图 84）。  

 

图 84 

此对话框提供相同的 Fill Mode 选项集，但会添加一个 Image Source 框，支持通过路径直接转至图像文

件。Image Source 框与下一个主题 DataLink 相关。 

第 12.2 节 DataLink 

 
图 85 

标题页面上的文本和图像都接受 DataLink 键作为输入。Title Editor 通过显示自定义鼠标光标（%DL）来

指明哪些输入框接受 DataLink 键。要加快键盘 输入的速度，只要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符号，可用的

DataLink 键就会在下拉菜单中列出（键名采用%key name%格式表示）。如果继续输入，显示的列表会

被过滤，只显示相关的键名称。 

页面显示时，已设置给键名的标题页面上的文本行或图像可能自动被分配给该键的当前值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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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技术的用途广泛，有大量方法可用来提供和更新分配给 DataLink 键的值。如需一个示例，请参阅标

题为 Title Pages 和 DataLink 的第 7.1.4 节。此外，请参阅第 11.1.2 节，了解 DataLink 如何从为剪辑输

入的内容中提取元数据，以便自动更新标题页面值。也可以利用热门的 Chrome Web 浏览器的 DataLink
扩展，轻松地通过几乎能在任何平台上运行的浏览器将标题页面发布到整个网络。 

第 12.3 节 预设 

 

图 86 

位于 Title Editor 右上角的 Presets 控件会弹出一个拥有 8 个预设槽的箱。所以，当

您鼠标移动到预设槽上方时，会显示一个快照（摄像机）图标。单击这个图标可保

存当前的标题页面，包括在位置面板中使用的所有设置。右键单击进行清除，或者

利用上下文菜单更新预设。 

类似预设图标也会出现在切换台的标题重叠控件的标题标签中。单击它打开预设

箱，允许您在制作期间，从一种预设快速更换为另一种。 

 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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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音频 

关于外部音频连接和基础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6.2.1和6.3.1节。AV-HLC100展示了在图形Audio Mixer
面板（图 88）中对单个音频源和输出的准确控制。  

 

图 88 

要打开 Audio Mixer，请单击实时桌面顶部控制面板中与之同名的按钮。 

此面板中的紧凑型子面板针对单个音频源以及下列音频输出（从左到右）提供配置和控制： 

• 针对音频 Inputs 1-8 的控制。 

• TALKBACK :  提供的一种特殊输入，用于和 SkypeTX 输入配合使用。 

• CLIP :  CLIP player 播放列表中的视频剪辑中嵌入的音频。 

• Master :  控制主要的音频总线。 

AV-HLC100 的立体声模拟输出连接负责传输主音频混合的前两个通道。 

第 13.1 节 规格 

AV-HLC100 的模拟音频符合 SMPTE RP-155 的标准。最大的输入/输出电平为+24 dBu。标称输入电平

为+4 dBu（-20 dBFS），采样率为 48 kHz。在 VU 表中，高于 0 dBVU 的电平显示为红色，以提醒您过

高的电平可能导致录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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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 节 耳机 

在 Audio Mixer 的最左侧，您会看到控制耳机输出音量的简单示例。默认情况下，连

接到这个立体声输出插孔的耳机会传输主总线分配的音频信号的前两个通道，也就是

说，由设备背板的 AUDIO OUT 组中被标记为 1 和 2 的模拟输出传输的相同音频。  

请谨记，耳机输出也会受到 Audio Mixer 中的各控制组最底部的单声道开关的影响。

为一个或多个源启用单声道后，只会将单声道源发送给连接器。（参阅章节 Solo 中

的 13.7.2 了解与此功能有关的更多信息。） 

第 13.3 节 VU 表  

 VU（音量单位）表正好位于整个混合器的音量控制滑块上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更改 VU 表的校准。

单击位于耳机控制左下方的标签，打开一个包含以下 3 个选项的小菜单： 

• dBVU :  使用典型模拟音频混合器的用户很熟悉 

• dBFS :  dB ‘Full Scale’数字标准；查看音频动态余量标题第 6.9 节下的注释 

• dBU :  基于 0.775 VRMS 电压（很少公开的一种少见刻度，用于获得发烧友级的完整

性、比较性以及娱乐性） 

第 13.4 节 外部源 

第一个控制组中的栏按 Input 1-8 编号。它们可以分配给可用音频源中的任意一个 – 无论是提供给后面板

连接器的模拟（线路电平）声音、来自其中一个背板视频输出的 SDI 或 HDMI 嵌入式音频，还是任何可

用网络音频源。  

 

图 90 

要访问 Connection 菜单，请将光标移动到输入的标签中，然后单击右侧出现的配置（齿轮）按钮。将显

示高级音频配置面板（图 90）。可以从页面顶部的下拉 Connection 菜单中选择一个受支持的源： 

• 默认情况下，本地物理源被列为 Input 1、2 等。 
• Follow Video Source – 默认选择，跟随编号相同的切换台视频输入 
• 所有可用的 NDI（网络）音频源 

图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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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会选择将这些音频源与后连接板上邻近的行的编号相同的视频输入联系起来。但是，这种名义上

的联系并未严格执行。  

您可以直接连接至高级配置面板上的任意外部音频源。此外，出于您自身的原因，您可能更愿意将多种

音频源和名义上关联的视频输入分开对待。 

13.4.1 连接类型 

一个音频输入只能使用一个有效连接。要访问 Connection 菜单，请将光标移动到输入的标签中，然后单

击右侧出现的配置（齿轮）按钮。将显示高级音频配置面板。可以从页面顶部的下拉 Connection 菜单中

选择一个受支持的源。 

• 默认情况下，本地物理源被列为 Input 1、2 等。 
• Follow Video Source – 默认选择，跟随编号相同的切换台视频输入 
• 所有可用的 NDI（网络）音频源 

13.4.2 模拟音频输入 

对于大部分 Inputs 1-8，右侧的连接类型控制默认设置为 Auto-Detect（或 Embedded in Video），以自

动检测来自 HDMI、SDI 和 NDI 视频源的声音。要连接至模拟音频输入连接器，则应选择 Input 2，然后

从此菜单选择 Line 选项。 

第 13.5 节 Skype TX 与混音消除 

外部 Audio Mixer 默认采用的连接选项是 Follow Video Source。当 AV-HLC100 的其中一个视频输入被分

配给 Skype TX Caller 源，则默认将音频控制组自动分配用于管理来自远程 Skype 呼叫者的音频。 

注意：无需配置特殊音频‘混音消除’，并将其作为远程 Skype 呼叫者的回音。AV-HLC100 会自动进行
处理，确保（启用 TalkBack 功能使除外）远程调用器接收到特殊的混音（由主混音组成，去除了远程
调用器的声音）。 

第 13.6 节 TalkBack 

以TALKBACK为标签的Audio Mixer输入具有特殊用途，提供了一种用电缆广播与远程Skype TX Callers
通讯的方式（例如，不会侵入您的直播节目）。和前面章节讲述的一样，您可以从多种输入类型种选择

要用于 TalkBack 的音频源。  

如前所述，默认 Audio Mixer 输入采用的 Connection 选项（分配给 Skype TX 通道）允许对应的控件来管

理来自远程 Skype 呼叫者的音频。在这种情况下（即当音频控件‘听取’Skype TX 通道的指令时），会在

组的单声道按钮旁边新增一个以 TALK 为标记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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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TALK 按钮亮起之后，您通过 TALKBACK 输入（可能是来自 3.5 mm 主板音频输入）提供的音频会被发

送给远程调用器，暂时替代远程调用器可能听到的正常的混音消除声。同时，AV-HLC100 将来自远程

Skype 呼叫者的声音发送给它的耳机输出，可双向通话。 

注意：您想要采取措施（例如开启静音，或者可能跟随节目视频），防止在 TalkBack 通话期间，来自
Skype 呼叫者的声音被发送至您的直播音频混音中。 

第 13.7 节 常用控件 

许多重要特性和可选设置都是大多数源类型共有的，有的甚至是输出的特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
再继续下面的内容。  

13.7.1 静音 

输入和输出的 Mute开关显示为‘麦克风’图标，位于主 Mixer面板正上方。单个开关控制多个通道，适合该

源。启用 Mute 会消除下游所有音频混音和输出的声音。 

提示：遭遇静音的声音仍会在 VU 表上显示器信号活动，但电平以灰色显示，不再显示全彩色。对于
Follow 已设置，但目前不能在输出上听声的源，情况也是如此。 

13.7.2 Solo 

考虑几个基本的设计概念： 

 为一个源启用 Solo 会将其（推子后）声音发送到耳机输出，并从该输出移除所有其他源。 

 Solo 不会给主音频混音带来影响。 

 Solo功能常规的使用方式正如其名称‘独奏’（或‘X-Or’类型）。这表示为给定源启用 Solo会禁用所

有其他 Solo 按钮。 

 可以使用名为‘Solo 锁’的功能，它将多个源聚集起来，用于 Solo 输出。按住 Ctrl 键，然后单击其

他 Solo 按钮，以往锁闭的 Solo 组中添加或从中移除各自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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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音频源 

1. 首先将该声音静音，并从主要输出中移除。（如果您使用了跟随选项，此不需要执行此步骤。） 

2. 然后启用 Solo，在耳机输出中试听此声音。 

13.7.3 CLIP 播放器 

CLIP player 的播放列表中的视频和仅音频文件可能包含音频。CLIP 播放器至多输出前四个音频通道，其

他的嵌入式通道会被忽略。这些子面板中的其他选项和控件都与外部音频源类似。 

第 13.8 节 高级配置 

所有输入（包括内部音频源）以及效果、流、Aux 和主输出组

都包含一个配置按钮，在将鼠标移动到输入标签上方时会显示

出来。 

熟悉的‘齿轮’图标会打开音频配置面板。在探讨为外部音频输入

选择和配置 Connections 时，我们已谈到过这个面板。但是，

音频配置面板具备更多功能和控件。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13.8.1 音频延迟 

同步到达输入的音频和视频在整个系统中都将保持同步（输出

或录制）。但是，您应该注意，上游问题可能导致视频出现的

时间要晚于对应的音频。 
 
为了消除这种类型的外部问题，AV-HLC100提供了可调整的音
频延迟设置。 
 
 
 
 
 
 
例如，许多摄像机都支持同时性的数字和模拟音频输出。摄像机内部的处理可以延迟数字 a/v 输出，通
过有效的方法，让模拟音频输出实际引导数字输出。 

  

图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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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 Pan 

  

图 93 

音频配置面板也提供 Pan 控制。它能够在立体声通道（由音频混音构成）上调整来自源音频通道的声音

位置。  

使用 Pan 可将 channel 1 全部或部分地融入 channel 2，反之亦然。当 Pan 因为 channel 1 被设置到最左

侧位置时，它的音频将全部发送至 Input 1 组的第一个通道。将 Pan 旋钮（以 1 为标记）置于中央会将来

自 Input 1 的声音平均分成两份，一份发送至 channels 1，一份发送至 2。  

将 channel 1 的 Pan 一直滑动到最右侧会导致只有 channel 2 能听到声音，将它完全从原来的通道清除。

Pan 也会调整左侧和右侧通道上的声级，以免整体音量因为调整的缘故而升高或降低。 

提示：“Pan”不同于“Balance”。立体声系统中的平衡控件在左右声道上的相对等级不同，但左声道中的
声音绝不会自右侧麦克风传出，反之亦然（Pan 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13.8.3 处理 

均衡器 

7 频段均衡器可‘重塑’声音，根据不同的音箱特性（例如，不合适的麦克风）分配源，尽量减少反馈或回

滚音频频谱中不需要的部分。  

使用控制组上方的标签的旁边的开关来启用或禁用均衡器。垂直滑快衰减，或者增大以顶部显示的频段

为中心的音频频段。 

随着声音越来越靠近邻近的频率（任意一边），其效果会逐渐降低。单击 Reset，让所有滑块回到 0 dB
位置。 

提示：一般来说，降低或增大一个或多个音频频段的等级也会影响到整体的输出电平。这可能造成，
您需要为受影响的输入或输出调整主要的等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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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压缩器限幅器 

Compressor/Limiter 可以防止因意料外的峰值和瞬变（参阅第 13.9.1 节）而中断。 

THRESHOLD 

将对高于设定 Threshold 等级的声音实施压缩；压缩的程度和压缩的方法都由其他设置决定。 

RATIO 

4:1 的 Ratio 表示如果输入等级比阈值高 4 dB，那么压缩过后输出信号的声级只会比阈值高 1 dB。增益

（等级）会降低 3 dB。“limiter”的设置比例非常高，这也是功能标题为何含有这个词的原因。高比例设置

将非常有效地将高于阈值的信号一直降低到阈值等级（正如 Attack 设置所述，当声音源的声级猛然增高

时的片刻时间是例外）。 

压缩器…限幅器，两者到底有什

么不同？ 

压缩和限制并非真正不同的工

艺，但从程度和后续效果来说，

是有不同。原则上，压缩都是很

细微的，基本是对声级做极细微

的调整。限幅器更多用于管理，

甚至‘破坏’不想要的峰值和瞬

变。 

除了这个区别以外，一般来

说，限幅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

比例很高、冲击时间很快的压

缩器。音频工程师一般认为

‘压缩’比为 10:1，如果值更

高，则属于‘限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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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 

Attack（类似 Release）以毫秒为单位。设置指的是达到指定的增益变化量所需的时间。将这种设置视为

更改图表的坡度也不算严重错误，该图表描述了为达到目标值压缩器到底用了多大力度（定义方法：用

Ratio 设置乘以信号超过阈值的部分）。值越短，力度越大，值越长，则越轻微（要让观众不易觉察）。 

RELEASE 

Release 与 Attack 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但它以速度作为参考，由此消除压缩效果，让源信号回落到本身

的值，让其再也不会超过 Threshold。 

GAIN 

压缩会影响源或输出的整体输出电平。Gain 控制能够进行补偿，让后级压缩器/限幅器信号重新回到令人

舒适的标称范围。 

提示：不同的环境会引来不同的 Attack 和 Release 策略。例如，力度较小的设置对声乐有效，但对小
军鼓就没什么效果。许多网站都就如何针对不同环境建立最佳的压缩器/限幅器设置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 

噪声门 

Audio Mixer 的高级选项面板也包含可配置的 Noise Gate，适用于各个音频源和所有输出。这可确保阻挡

不想要的低声级声音，以免其进入混音，带来不利影响。 

13.8.4 Automation 

Processing 选项卡中也包含输入 Automation 功能。 

跟踪节目视频 

 

图 95 

为音频源启用 Follow Program Video 选项会让其跟踪影响关联视频源的切换台操作。已在音频配置面板

启用 Follow Program video 的源的音频会自动从混合输出中移除，直到一个或更多指定的视频源实际在

节目输出中显示。 

提示：当对应的视频源未在输出中显示时，音频源的 VU 表等级显示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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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9 节 输出控制 

MASTER 音频输出由其在 Audio 中的控制组代表，会调整发送至物理 AUDIO OUT 连接器以及 MIX 和

AUX NDI 视频输出的声音。 

提示：Shift + 双击音量旋钮可恢复期默认值（0 dB）。 

主设置从所有音频源开始，在下游生效。 

13.9.1 动态余量备注 

在数字音频系统中，超过最大值的信号电平统一采用最大值，即已知的“剪切”条件。剪切不可避免地会带

来扰人的声音问题。更糟的是，过度调整可能在现场制作期间聆听时并不明显，但可能会出现在录制文

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虽然声级似乎是在规定的限值以内（0 dBFS，允许的最大数字声级）。  

提示：剪切发生时，AV-HLC100 会暂时让问题声道对应的 Audio Mixer 标签亮起红色，以此来提醒
您。 

因为这个问题，数字音频系统设计通常允许在基准‘校准等级’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动态余量’，以此减少过

度调整发生的几率。对于熟悉模拟音频系统的人员而言，这个余量可能有点高；但在专业数字音频领域，

18 至 24 dB 之间的动态余量并不少见。 

AV-HLC100 的录制声级默认设置为-20 dBFS（在录制配置面板中设置），几乎接近于典型的专业实践。

这对系统的音频输出声级没有影响，但可以避免录制文件遇到剪切。高级用户因此能够根据区域标准或

个人偏好录制文件，大幅减少录制文件遭遇音频剪切的可能性，必要时，甚至可在联机期间调整声级。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要记住重要的一点：对于数字音频录制“少往往是多”。涉及声级时，则想尽一切办法

让其尽量高，但不要高于需要的声级。 

提示：Audio Mixer 还为每个输入和输出提供压缩器/限幅器。在解决因过调导致的剪切问题时，它们极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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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流/录制 

第 14.1 节 安装 

重要注意事项：要具备本章讨论的所有特性和功能，就需要安装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插件。 

1. 将本机连接到互联网。 
2. 在实时操作 GUI 屏幕的控制面板区域，单击 Stream/Record 按钮（图 96）。 

 

图 96 

3. 弹出屏幕上会显示“Do you want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this plugin?”。 
单击 Download 按钮（图 97）。 

 
  

图 97 

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Please wait...”，并开始执行安装流程（图 98）。 

  

图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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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屏幕上出现“A restart will be needed for full plugin functionality.”时，安装完成。单击 Close 按

钮关闭该屏幕（图 99）。 

  

5. 重启实时操作 GUI 屏幕。现在可以使用抓取和流传输/录制功能。 
 

图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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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2 节 概述 

重要注意事项：要具备本章讨论的所有特性和功能，就需要安装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 插
件。 

为 a/v 流和其他目的实施编码涉及到广泛的属性。有时，为了使用流服务或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需要提供帐户登录信息。  

再者，您也可能持有多个流服务帐户，它们各有用途。此外，您也可能将编码视频文件用于其他用途。 

 

图 100 

AV-HLC100 的 Streaming Configuration 面板支持创建和配置所有可能在此环境下用到的信息和设置。要

打开 Streaming Configuration面板（图 100），请单击 Configure按钮（齿轮形状），它位于 Dashboard
的大 STREAM/RECORD 按钮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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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3 节 编码器的配置 

 

图 101 

编码器的设置是在 Configure Encoder 对话框（图 101）中完成的。单击 Streaming Configuration 面板标
题左侧标记为 Encoding 的配置（齿轮）图标，打开此对话框。选择编码器 Preset（例如 Medium 或
High），或者使用下方的 Video 和 Audio 控件组内的控件手动配置自定义设置，然后单击 OK。 

第 14.4 节 预设 

给定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或其他编码器目标的信息也会保存在预设中。通过使用面板右下
角的新预设菜单将新预设值添加到 Streaming Configuration 中。 

提示：默认文件抓取预设可从编码器或文件抓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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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至 Streaming Configuration 预设列表的每一个条目旁边的复选框可将流输出从编码器切换至右侧的
预设。 

 

图 102 

如果将鼠标光标移动到预设上方，右侧会显示两个新工具（图 102）。单击熟悉的配置齿轮图标，打开
正确的对话框。它可能邀请您在站点中输入帐户凭证，然后登录，或者给其他必要的设置提供合适的控
制。或者，在 File Capture 预设中，可以为编码文件输出选择路径。 

毫不意外，单击小小的（x）符号会删除预设。  

14.4.1 自定义预设 

 

图 103 

除了 New Preset 菜单中列出的许多可以识别的名称外，您还可以看到标记为 Custom 的菜单项。在选择
此项打开的对话框中，您可以输入通用流服务一般需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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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录制（File Capture） 

录制节目输出是将编码器生成的直播流文件保存归档。出于这个目的，只需要配置和勾选 File Capture 预

设。 

第 14.5 节 Web 浏览器 

 

图 104 

Streaming Configuration 面板的标题中的 Web Browser 按钮能打开 Web 浏览器。处理 Web 流或者内容

交付网络帐户时，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我们不建议在实时操作期间进行一般性的网络冲浪。  

提示：如果因为实时桌面操作优先而隐藏了 Web 浏览器，则可以重新使用此按钮将浏览器窗口置于前
端。 

第 14.6 节 启动流 

准备好后，通过单击实时桌面面板顶部的控制面板中的 STREAM/RECORD 按钮，启动流传输，让其传

输到在流传输配置面板中选择的预设目标中。 

第 14.7 节 流传输策略 

开始（流传输制作节目）时的最佳方法之一是与商业流媒体提供商建立合作关系。好的提供商可以引导

您越过防火墙，提供公共地址，让每个人都能查看您的流媒体，并提供无尽的宝贵指导。  

它的价格可能没有您想象得那么高昂（成本可能因为诸多考量而不同：例如您希望获得多少观众、您每

月想使用多少 Web 带宽等）。有些服务以广告模型为依托，甚至可以免费托管您的流媒体。 

14.7.1 按需流传输或实时流传输？ 

并非所有的‘流传输’都是‘实时流传输’。不同之处类似于 i）在方便的时候观看您之前录制的电视节目，或

者 ii）观看现场直播活动。 

按需流传输被存储在服务器上（通常由外部服务提供商提供），以便在观看者想要观看时立即传输。实

时流传输只能在播出期间可用，例如举行现场音乐会或活动期间（某些 CDN 通过提供 DVR 样式的暂停

和回放功能来模糊实时流传输和 VOD 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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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托管 

如第 14.4.2 节所述，当安装了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 插件时，AV-HLC100 允许您将实时节

目录制到本地存储上。生成的文件稍后可以托管到网络上，观看者想观看的时候可以随时连接。如果您

有可用的资源，则可以自己托管视频，但是，如果很多人都想看您的制作，您可能会利用一种服务以您

的名义进行流传输。 

理想情况下，‘按需’流传输视频在一段时间后开始播放。（让流传输的进度比客户端设备播放的进度快一
点，就是所谓的‘缓冲’，可以帮助确保播放的流畅性）。这与其他类型的在线视频发布完全不同，它们需
要观看者完全将视频文件下载下来，之后才能开始播放。假定主机和观看者之间具有足够的高速连接，
那么这些观看者会能够享受到无缝的观看体验，中间不会出现卡顿或其他问题。  

实时流传输 

实时视频不采取录制文件并稍后处理的方式，而是通过网络传输（在‘近实时’——可以说，就是提供或花
费一点时间‘进行传输’。）  

提供出色的流传输需要考虑网络连接能力，以及观看者的网络连接能力。同样，为了确保实现可靠传输，
需要对观众的规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流传输视频通常进行高度压缩，以减低带宽需求，并使视频在更
广泛的组中发布。关于实时流传输采用哪种编码格式，将由您或（在某些情况下）您的客户决定。需要
考虑的事项如下： 

 有些公司和机构网络管理器选择只支持一种或另一种格式。（请咨询 IT 部门，了解这是否会影响
到您的决定）。 

 
 RTMP 和 RTSP 结合起来拥有非常广大的已安装用户群，并可在多个平台上良好运行（PC、Mac、

Linux 等）。 

带宽考量 

‘比特率’与流传输有关，指的是每秒的数据吞吐量（一般按千比特每秒为单位测量，或者 Kbps）。 

一旦流传输离开了您的直接环境，即使您能提供良好的本地吞吐量，带宽也可能会在传输路径某处受到
限制。互联网的流量等级会带来一些限制，但另一大影响因素则是观众使用的连接类型。  

我们不妨设想一种场景：尽管您知道大部分的观众都会使用（速度相对较慢）无线设备连接您的节
目，您还是会使用极高的输出比特率，认为这样绝对能够满足需求。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高比特
率实际只能带来不良的观看体验。客户端播放器尝试按照指定的比特率播放，但是（在本示例中），
无线瓶颈问题会阻碍其传输。很遗憾，最终的数据流相当不足，而来自客户端播放器的输出将严重降
低。 

要想获得可靠性能，请尝试确保从系统到网络的潜在上传带宽大约是您选择的比特率的两倍。您可以用
接近限值的速率广播，但是可靠的性能要拥有动态余量。 

此外，还请考虑观看者希望获得的下载能力。理想情况下，通常希望安全裕度达到流传输比特率的 1.5 倍。
这可能意味着您需要考虑使用较低的分辨率，或者降低您的流传输的帧速率，但在需要时这样做一般都
能获得稳定的结果，是很明智的选择。（请参阅章节速度测试中的“14.8.1”，了解一些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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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流媒体提供商 

使用商业流媒体提供商（有时称为内容交付网络，或者简称为‘CDN’）来绕过编码计算机的高带宽要求。

当您安排好让流媒体提供商来分发您的流媒体，编码器就只需要足够的带宽即可将单个 a/v 流传输至该提

供商。所有终端用户都通过连接至提供商来查看流。 

大部分流传输提供商都能够使用大量带宽（而且，在极少引起注意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增加您的配额，
以满足临时需求。）因为您的本地带宽实际只用于上传单个流，所以您可以发送高质量的流，并确保在
观看者再次尝试观看时质量不会瞬间降级。 

其他因素 

当您为Web创建视频时，需要谨记在心的两个要素是对比度和运动。在为Web分发视频编码时，可能丢
失大量视频信息和详情。所以，您的源视频要有良好的照明，这非常重要。  

此外，在处理细节、转换和运动方面，Web 流传输的表现并不算好，所以最佳拍摄应是近距离、无大量
运动。使用摄像机或便携式摄像机时，您应该至少使用一个小型夹垂式麦克风，以确保您只录制真正需
要的音频。 

第 14.8 节 诊断和故障排除 

视频流传输需要考虑许多不同的标准和多样化环境。AV-HLC100 为您提供了所需的工具，但您仍会碰到

一些发展初期的问题。本节描述对应措施。 

14.8.1 测试流 

提到要在专业的现场制作环境中使用您的系统时，如果事先没有做好测试，就不仅是不明智了，还会毁

灭自己的职业。 

您应该已经意识到，专业环境需要冗余（您不止带了一台摄像机，对吗？）与任何设备的可靠性一样，

墨菲定律持久有效…所以，您做了准备，带来了合适的设备，例如不间断供电设备，有可能还需要备份

录制设备。但是，您还需要执行现场测试，确保您的流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正常运行。 

1. 做好准备，并从 AV-HLC100 启用测试节目流。 
 

2. 您可以使用集成 Web 浏览器来仔细检查流，除此以外，您还应该使用外部系统来实施确认。  

这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您已大功告成。您可能可以从本地观看流，但是，不在本地环境范围内的其他人

是否能通过互联网连接流？找出答案的最佳方法就是：让远程位置的人来确认您的流是否能正常传输。

如果能，太好了；如果不能，那么请继续阅读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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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ing 进行测试 

如果要观看您的流，无论是通过本地内部网还是互联网，客户端计算机（或者您的服务提供商）都需要

与您的系统建立网络连接。  

Ping 是一种简单但高效的工具，可以确保存在基本连接，所以它也可以帮助您解决流连接问题。（它也

可在多平台环境中运行）。Ping 向目标主机（IP 编号）发送少量数据包，然后‘侦听’是否传来回声响应。

Ping 预估往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记录所有数据丢失，然后在结束时显示总结。 

总之，如果您无法‘ping’您的目标，就表示连接存在问题（问题可能非常简单，例如电缆未连接好）。要

发出 ping，需要获知目标计算机的 IP 号码。 

对于 Windows 

1. 在搜索字段输入“run”（没有引号），然后在键盘上按 Enter 键。 
 

2. 在对话框中输入“cmd”（没有引号），然后在键盘上按 Enter 键。 
 

3. 在打开的命令窗口中，输入“ipconfig”（没有引号），然后再次按 Enter 键。 
 

4. 系统的 IP Address 将报告在窗口中（位于“IPv4 Address”旁边），除此以外，还显示其他数据。 

要找到运行 OS X 的系统的 IP Address  

1. 单击桌面左上角的 Apple 图标，然后选择 About This Mac。 
 

2. 在打开的面板中单击 More info…。 
 

3. 单击左侧内容栏中的 Network。 
 

4. 系统的 IP 号码将会在右侧窗格中列出。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cket_%28information_technology%29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und-trip_ti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liseconds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cket_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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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 Ping 

Ping 是一种命令行程序，必须在发布计算机的命令 shell 中运行。要打开命令窗口并发送 ping，请遵循下

方适用的流程。 

Windows  

1. 重复上述步骤，重新打开命令窗口。 
 

2. 输入“ping”（没有引号），后接空格，然后输入目标 IP 号码（如下图所示），然后按 Enter 键。 
 

 
图 105 

3. Ping 将开始工作，片刻之后开始报告结果。ping 如果失败（表示网络存在问题），会显示和图

106 类似的内容。ping 如果成功，会显示和图 107 类似的内容。 
 

 
图 106 

 
图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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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OS X 

对于运行 Apple OS X 的系统： 

1. 双击应用程序/实用工具文件夹中的终端。 
 

2. 在终端中输入以下命令（没有引号），然后添加 IP 号码，然后按 Enter 键： 

    “ping –c 4 ipnumber.” 

（所以，举例来说，您可以输入：ping –c 4 192.168.1.101） 

您将得到和上方描述的 Windows 示例类似的响应。再次提醒，ping 如果失败，则表示网络连接存在问题。  

14.8.2 速度测试 

是否确定您的上传带宽足以满足您为流设置的比特率？进行测试和验证是个不错的办法。有一些网站提

供免费的速度测试。通过测试，您基本能了解您的实际本地带宽。有一个网站提供了一份在线速度测试

资源列表：http://www.dslreports.com/speedtest?more=1 

14.8.3 真的是本地问题吗？ 

涉及到流问题时，请勿忽略了一个事实：AV-HLC100 只是其中一个难题。有很多其他东西，它们同等重

要。一种有用的尝试是检查流传输文件。使用 File Capture 预设将流输出文件归档到本地，然后检查文件

是否存在任何问题。此文件与 AV-HLC100 的编码器发送给下游服务器的文件完全一致。假设发生同步问

题、低帧率问题、音频爆音问题等，如果属于编码问题，那么它会显示在本文件中。反之（如果文件看

起来没有问题），那么问题肯定出现在 Panasonic 系统的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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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控制界面 

第 15.1 节 平面布局 

一般来说，您可以将提供的多个控件组看成被归类为多个组。  

 
图 108 

15.1.1 控件组 

每个横条中的控件都可以分成以下组： 

1 – 摄像机控件：缩放、对焦和光圈  
2 – 切换台：管理视频层，使用这些控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节目 
3 – 音频：主音量、VU 表和选择  
4 – 菜单：LED 显示器和选择按钮，用于管理 A/V 源等 
5 – Grab & Stream/Record  
6 – 操纵杆：PTZ 和定位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查看各个组中的控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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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2 节 摄像机控件 

 

这个控件组正好在左手下方，便于使用，因此能够快速调整。  

提示：这个组的操作会直接反映到操纵杆当前控制的同一个摄像机上。 

这个组中的主导控件是 Zoom 摇杆，用食指和中指即可轻松使用，可以对连接网络、

已配置好的摄像机实施变焦。  
 
Iris 和 Focus 旋钮正好分别落在中指和食指所在的范围，相当方便。旋转这些旋钮来

调整摄像机设置的名称，或者按旋钮在 Auto Iris 和 Auto Focus 选项之间实施切换

（邻近的红色 LED 指示灯在它们激活时亮起）。  
 

  

第 15.3 节 切换台组 

 
图 110 

15.3.1 节目和预览 

这个非常重要的控制组主要由红色和绿色按钮行组成，并用标签标记，以便识别可以选做 Program 和

Preview 行源的切换台输入。 

AUX 视频输出 

Preview 行也可用于确定将哪些视频源发送至 AUX 视频总线（由 SDI 2 和 AUX NDI 输出传输）。如第

8.3.3 节所述，AUX 输出可以被默认设置为 Program 或（清洁）Preview，也可以分配给实时桌面，用于

显示所选的切换台源（请参阅第 10.1.1 节）。  

与此类似，如果先按住控制界面的 ALT 按钮，然后按 Preview 行按钮，则对应的切换台源会被发送至

AUX 输出。接着，在按 ALT 时，Preview 行中的 AUX 源按钮会亮起。要恢复为默认的 AUX 源，请按住

ALT，然后按 Preview 行中亮起的按钮。 

图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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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切换台委派 

 

位于推杆右侧的一小列按钮决定了哪些视频层（请参阅第 10.1.2 节）会受到

Cut、Auto 和推杆操作的影响。 
 

这些按钮被称为委派按钮。当按 TITLE 按钮时，PiP 2（Title）Overlay 层受到

‘委派’，移动推杆（例如）可以控制当前的标题页面显示。  
 

切换台委派按钮支持多选，可以（例如）从预览行引入新背景源，同时显示合

适的 Title 重叠。 

提示：FTB（Fade to Black）位于委派按钮组上方，但它本身不是委派按钮。 

 

FTB 

既然这里提到了，我们接下来就探讨一下 FTB 功能。这个缩略词代表 Fade to Black。  

按 FTB 的结果不会让您很惊讶。FTB 提供一种简单方法来达到其名字所示的效果——让 Program output
完全淡入黑暗。将 FTB 当做添加到所有其他视频层上的最后一个视频层（在 Program 输出之前）可能非

常有帮助，它能完全掩盖在其下方的事物。 

作为记忆辅助工具，FTB 按钮在开启时会发射脉冲。FTB 的淡入/淡出时间来自 BKGD层的转换时长设置。  

注意：隐藏或显示 FTB 会触发 Autoplay 和 Audio Follow Video（当它们处于激活状态时），并且会显
示 CLIP 播放器。FTB 还会在显示时淡出主音频，在被移除后回到原来的状态。 

15.3.3 剪切与自动 

单击 Cut 按钮会对当前选定的所有视频层（FTB 除外，如上所述，它属于特殊案例）执行直剪。  

同样的，如果您按自动（或者键盘上的空格键），会执行分配给任意委派视频层的转换。转换期间，如

果您第二次单击自动按钮，则可以中途停止自动操作。操作会在您下次单击该按钮后完成。 

15.3.4 推杆 

调整推杆，以手动调整委派视频层之间的转换进度。 

提示：当推杆出现偏离时，会发生部分转换。对于某些转换，这有助于实现分屏效果。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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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 设置  

 

图 112 

这个小组正好位于节目行右侧的上方，包含两个按钮： 

• INPUT SETUP 
• SELECT TRANS 

 
Input Setup 按钮用于配置切换台输入视频源，无需使用图形用户界面。

Select Trans 按钮用于快速选择转换。 

 
为了讨论这些功能，我们也必须简要考量 Menu 控件组，其中包含蓝色 LED 显示器（图 113）。 

 

图 113 

Input Setup 

INPUT SETUP 提供对切换台 视频源配置的全面控制（您可以使用实时桌面中的功能来设置切换台源，

请参阅第 9 章。） 

要配置切换台 源，请按 INPUT SETUP，以在菜单组的 LED显示器上显示一份切换台源列表。使用 LED下

方的按钮，选择想要设置的项。LED 显示器会更新显示一份源选项列表，排第一位的是 CFG SRC（配置

源）。  

提示：除 CFG SRC 以外，LED 显示器会显示实时桌面的输入配置面板的颜色选项卡下的所有处理选
项。（使用 LED 显示器旁边的滚动按钮来显示更多选项。） 

选择 CFG SRC，显示器会再一次更新。现在，您可以选择 LOCAL，然后在黑色、Inputs 1-4 或 Skype 
TX Caller 之间选择），或任何可用的 NDI 视频源。如果您选择硬件输入（1-4），您可以继续指定 AV-
HLC100 是会自动检测视频格式（这是默认行为），还是手动分配特定格式（请参阅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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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P 和 STILL 

CLIP 和 STILL 位于顶端 CFG SRC 菜单的最前面，在 Inputs 1-8 之前。以便快速访问专属于这两个模块

的播放器控件。例如，选择 CFG SRC > CLIP 会在 LED 显示器上显示 PREV、STOP、PLAY 和 NEXT
控件。 

选择转换 

当您按 SELECT TRANS 时，Menu 组显示以 TRNS 1-8为标记的选项。使用 LED 显示器下方的按钮进行

选择，从转换箱预设槽中，为切换带委派按钮组（推杆旁边）中已选定的视频层选择转换效果（请参阅

第 15.3.2 节）。  

第 15.4 节 音频 

音频控件组位于界面的左上方，包含 Volume 旋钮、LED VU 表和 SETUP（配置）按钮。  

图 114 

• VU 表 – 显示主输出音量。上方的 LED 表示已发生剪切。 
 

• Volume – 默认情况下，调整主音量水平，但可以和 SETUP 按钮配合使用，以

控制选择源的单声道等级。 
 

• SETUP – 为切换台组的 CFG SRC 按钮提供类似功能（如前所述）。 

o 按 SETUP 按钮会让菜单控制组的 LED 显示器罗列所有音频源。  

o 做出选择（使用显示器下方的按钮），显示每个音频通道从源获得的

CFG SRC 和 GAIN 项。  

 CFG SRC - 此选项可让您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Silence 

• Follow Video（默认） 

• Local - 其中一个硬件音频输入（Input 1-4），主板麦克风插孔被

显示为Micr Real（“Microphone（Realtek）”的缩写）以及Skype 
TX Caller。 

• 其他检测到的输入，包括 NDI 音频源。 

 GAIN – 音量旋钮将控制已选择通道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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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5 节 菜单 

 

图 115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使用这个组中的控件。还有以下其他功能。 

• OSD – 按此按钮，为已连接网络的 Panasonic PTZ 摄像机选择屏幕显示菜单。摄像机的 OSD 显示

将在其输出上启用。使用滚动旋钮上/下导航光标，然后按下旋钮确认选择。（如果摄像机菜单需

要左/右导航，则由 OSD 模式下附近的音量旋钮提供。） 
 

• Scroll – 旋转此旋钮，在菜单显示页面上下移动。按此旋钮返回上一级菜单。 
 

• PTZ Preset – 按此按钮显示操纵杆当前正在控制的 PTZ 摄像机的预设列表（请参阅第 15.7 节）。  
 

o 选择菜单，调出存储的预设。  
o 按 ALT 键，选择一项预设来存储/更新预设。 
o 使用 Scroll 旋钮来访问摄像机的预设扩展列表。 

 
• ALT – 按此按钮来修改或扩展其他功能，如同本节某些部分所述。 

提示：在附录 D 中，可以找到所有菜单项的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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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6 节 抓取与流/录制 

 
图 116 

这两个按钮与捕捉和互联网流传输有关。 

• GRAB – 按此按钮可从节目输出中抓取静态图片。 
 

• STREAM/REC – 此按钮用于切换 STREAM/RECORD 功能（可在

实时桌面顶部的控制面板中找到）。 

注意：流/录制需要安装可选的 NewTek Streaming for AV-HLC100 插
件。 

第 15.7 节 操纵杆 
 

图 117  

本机的 3 轴操纵杆比简单的 PTZ 摄像机控件提供了更多功能。  

操纵杆下方有三个委派按钮，分别让操纵杆控制以下功能： 

• PTZ – 按此按钮，然后使用左侧的菜单控件来选择要控制的 PTZ
摄像机。 
 

• PIP – 按此按钮，以使用操纵杆来移动或调整画中画重叠的大小。从

菜单选择 PiP 源。 
 

• TITLE – 按相同的方式，此按钮委派操纵杆来控制标题重叠的位置

和大小。使用菜单选择要加载的标题预设。 

默认情况下，向前推操纵杆（远离操作源）让 PTZ 摄像机向下倾斜，将操纵杆推回原位让 PTZ 摄像机向

上倾斜，和飞机中的操纵杆一样。但是，在PIP或TITLE已被委派的情况下推动操纵杆会得到相反结果，

会让屏幕上的重叠向上移动。 

顺时针移动操纵杆会放大摄像机图像，或按比例放大重叠。理所应当，向相反移动会得到相反结果。 

提示：可在实时桌面反转 PTZ 控制操作的应用顺序（请参阅第 9.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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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WEB CONTROL 

当从同一网络下的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远程操作 AV-HLC100 将非常有用。借助 AV-HLC100 强大的

Web 控制小程序使您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方便地访问许多功能。 

第 16.1 节 访问 Web 控制 

 

 

图 118 

之前（8.3.6），我们提到您可以点击通知面板页脚中的 Web 浏览器按钮来打开 AV-HLC100 的便捷 Web
控制页面。 

不过通常，您会想要使用连接到同一网络的外部系统上的浏览器导航到 Web 浏览器按钮右侧显示的

URL。这将打开 AV-HLC100 的 Web 控制系统的主页（图 119）。 

注意：系统将要求您输入网络凭据以打开此页面。要更改默认密码，请使用 AV-HLC100 管理面板中实
用工具控制组中的“设置 LivePanel 密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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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2 节 主页 

 

图 119 

主页显示一组控制小程序的图标，如下所示： 

• Audio Mixer –监视和控制音频混合器源和输出的音量电平。 
 

• DataLink –查看和编辑DataLink键及其值以远程更新标题页面目录。 
 

• Media –修改STILLS和CLIPS播放列表的组成，并远程执行播放控制。 
 

• Switcher –从平板电脑或其他移动设备上切换节目。 
 

• Builder –使用此功能强大的工具设计自己的远程控制界面。 

提示：Web 控制小程序在设计和操作上简单易懂；点击每个小程序标题栏中的（？）图标，便可找到
每个用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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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3 节 Audio Mixer 

基于 Web 的音频混合器小程序为所有音频源提供了方便的外置音频电平控制。 

每个输入和输出均由主音量推子和 VU表表示。可以通过上下拖动推子来调节源音量；

点击 VU 表上方的扬声器图标以切换静音。 

 

 

图 120 

点击静音按钮旁边的齿轮图标打开一个小面板，为相关源提供的每个单独通道提供VU和电平控制。还要

注意，您可以在此弹出对话框中修改源名称（图120）。 

混音器小程序的一个独特功能是承载音频混合器预设（图121）。在音频混合器小程序的标题栏中，点击

（？）左侧的预设箱按钮以打开预设箱。点击一个空的预设以存储当前的混音器设置，以后再次点击以

回调。右键点击现有预设以重命名，或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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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点击SOLO按钮，您可以独家收听AV-HLC100耳机输出上的相关源。 

要在调整后返回首页，请点击页面标题右侧的主页图标，或使用最左侧的菜单（由三条纹图标标记）跳

转至另一个小程序。 

第 16.4 节  Datalink 

通过DataLink™页面，您可以远程输入DataLink键的新值（您可使用回调极大扩展AV-
HLC100的标题系统（请参阅第 12.2 节）。 

 

图 122 

键名在可扩展标题下按类型分组。实际上，新键/值对组允许您创建自己自定义的DataLink键并设置其

值，然后可以使用小程序对其进行远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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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由于键值可以来自多种源，其中一些可以在外部进行修改或自动更新*，因此标题栏含有刷新图

标。 

* 例如，时间组中某些键值会不断变化，因此，您所做的任何本地编辑很可能会在稍后被覆盖。 

提示：WebKey 部分公开了 DataLink 插件提供的键和值，DataLink 是一款可用于 Chrome®Web
浏览器的免费下载插件。要访问，请点击小程序标题栏中的相应按钮。 

第 16.5 节  Media 

通过媒体页面上的控件，可以远程访问 AV-HLC100 的内部媒体播放器（CLIPS 和

STILLS）。 

 

图 123 

点击STILL或CLIP选项卡以查看实时播放器输出以及相应播放列表的目录。上一个和下一个选择控件位
于滑动条下方，或者您只需点击播放列表图标将其选中。 

媒体小程序底部的自动播放按钮可在CLIP播放器中切换相应的功能。 



 

   108 
 

第 16.6 节 管理媒体 

点击+图标打开媒体浏览器，其提供对AV-HLC100上相关文件夹的访问，并进行选择以将该项目添加至

播放列表中。或者，非常方便地，点击媒体浏览器页脚中的蓝色浏览按钮以打开本地文件浏览器，访问

承载Web浏览器的设备（或本地网络中的其他位置）上的文件。 

在后一种情况下，所选文件将通过网络复制到AV-HLC100上的适当存储位置（除添加至播放列表外）。 

提示：根据提供的带宽，在现场制作期间，以这种方式将大型视频剪辑通过网络传输至 AV-
HLC100 并不总是适合的。 

第 16.7 节 Switcher 

切换器小程序虽然很简单，但却是更强大的 Web 控制功能之一。 

 

图 124 

来自AV-HLC100的每个已连接源和内部源的视频都显示在组成该小程序显示下半部分的两个选项卡式面

板中的其中一个。节目输出显示在这些选项卡的左上方，两个重叠通道（PiP和Title）显示在此选项的右
下方。 

重叠监视器下方的下拉菜单允许您更改分配给这些通道的源。 

同样，重叠通道下方的‘矩阵’小工具，且程序会打开关联视频通道的转换预设箱。该对话框允许您从

九个转换预设中选择一个，并更改应用选择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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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必须在AV-HLC100界面中配置箱中的预设效果。前两个预设被永久分配给CUT和FADE，
以提供对这两个重要效果的快速访问。 

切换节目源或显示（或隐藏）重叠通道很简单，只需将所需源的视口轻按至CUT，然后在其上水平滑动

（或点击并拖动）即可使用所选效果进行转换。 

第 16.8 节 Builder 

构建器可能是 Web 控制库中功能最强大、最灵活的小程序。通过构建器的核心，您可

以将任何 AV-HLC100 命令（标在可分配给键盘快捷方式操作列表上的图）分配给浏览

器界面中出现的按钮。反过来，按钮可以进行设置样式、标签，甚至可以显示图像或移

动视频流。 
 

 

 

 

 

 

 

 

 

 

 

 

图 125 

起初，这里看似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组方形按钮，但当点击这些按钮时，便可轻松控制。您可能想知道

看似奇怪的编号方案。让我们花一些时间设计一些自定义按钮，所有这些都将变得清晰起来。 

图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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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功能分配给按钮，我们需要启用构建器的编辑模式。为此，请点击构建器标题栏中右侧的齿轮图

标。红色边框会添加至按钮面板，以表示编辑模式已激活。 

另外，请注意，在按钮面板上方添加了一组四个数字选项卡。构建器提供了四个单独的按钮页面供您使

用，从而使您可以设置不同的布局以满足独特的控制要求。 

 

图 127 

首先添加一个简单的按钮： 

1. 然后，在编辑模式下，点击编号为“1”的按钮。将打开图127中所示的按钮配置对话框。 
2. 将宽度值更改为“4”，高度保留为默认值“2”。 
3. 点击背景色彩色板，然后选择最深的灰色。 
4. 输入“页面1”编辑标签值。 
5. 然后使用向下命令菜单选择“切换至页面1” 
6. 点击OK 
7. 现在点击按钮5，然后重复步骤2-4，但是这次选择“切换至页面2”作为向下命令。 

 

图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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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已经在首页上添加了两个‘页面按钮’（图128）。继续创建两个类似的按钮以转至页面3和
页面4。 

此时，我们可以通过再次点击齿轮图标以退出编辑模式，并且我们可以从页面1切换至构建器中的其他页

面...但是，这样做之后，我们将无法切换回页面1，因为我们尚未向页面2添加任何功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保存页面1的布局，然后将其复制至页面2-4。 

 

 

 

 

 

图 129 

8. 如上所述，在页面1中添加了四个‘转到页面’按钮，然后点击标题栏中的保存选项卡配置

（图129）图标，以将该按钮布局存储在本地下载文件夹中。 
9. 转至第二个构建器选项卡，然后点击附近的加载选项卡配置图标。 
10. 导航至本地下载文件夹，然后加载上面保存的（JSON格式）文件。 
11. 对剩下的构建器选项卡重复以上两个步骤。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切换页面了，但是由于它们是相同的，无需这样做。让我们从页面1开始添加一些有

用的功能。 

12. 仍处于编辑模式，通过点击页面顶部的选项卡1返回至页面1。 
13. 点击按钮33打开其配置对话框。 
14. 将宽度设置为“8”，高度设置为“4”。 
15. 删除按钮标签字段中的所有文本，将其留空。 
16. 点击背景菜单，然后选择“视频素材”按钮。 
17. 在触发视频素材弹出对话框中，选择TITLE条目。 
18. 选择“标题：自动执行”作为向下命令。 
19. 点击OK完成此按钮的设置。 

 
此时，如果您退出编辑模式，则“页面1”应类似于图

130（假设您有一个标题页面存储在标题模块的预设1
中）。 
 
现在，您可以在Web浏览器中查看当前激活的标题页

面，更妙的是，它是一个按钮；点击它会使AV-
HLC100使用当前指定的转换效果在节目输出上显示或

隐藏标题。 
 

让我们为页面1添加更多有用的功能。 图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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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20. 编辑按钮41，将其标签更改为“标题1”，并分配命令“标题箱：选择预设1”作为“向下命

令”。 
21. 对按钮43、45、47、73、75、77和79重复上一步,增加标签字段中的数字（“标题2”，“标

题3”等）并为每个连续按钮预设（“选择预设2”，“选择预设3”）。 
 
 

  
图 132 

现在您已经创建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您添加的少数控件将允许他人使用移动设备的 Web 浏览器（例

如平板电脑或手机）轻松选择指定的标题页面，并进行显示，最后在几分钟后将其从视图中移除。 

让我们通过配置页面 2 继续探索构建器。 

22. 通过点击构建器标题栏中的齿轮图标，重新启用编辑模式，然后选择第二个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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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23. 如图所示，通过选择CLIP和Mix 1视频素材作为各自的背景，分配两个大（8x5）“按钮”作为

‘实时监视器’。 
24. 继续使用下面列出的按钮命令和上面学习的技能，以完成图133所示的布局： 

 
a. 剪辑: 上一个 

b. 剪辑: 停止 

c. 剪辑: 播放 

d. 剪辑: 下一个 

e. 转换：执行剪切 
f. 转换：执行自动 
g. PGM行：设置索引01-06  
h. PGM行：设置剪辑 
i. PGM行：设置静态 
j. PRV行：设置索引01-06 
k. PRV行：设置剪辑  
l. PRV行：设置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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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此页面后，您现在可以通过选择红色的‘节目行’按钮直接切入切换台源，或在预览中为即将到来

的源排队，并使用 AUTO 按钮转换该源。同样，您可以在 CLIPS 播放列表素材中选择和预览当前项目，

并控制播放。 

提示：如果您将 AV-HLC100 的 AUX 视频默认设置（选项菜单）设置为预览，则可以使用此构建
器页面中的绿色按钮行来切换 AUX 源。 

本微型教程介绍了构建器小程序的多功能性，可提供便利简单的远程控制。 



 

 
 

第 3 部分  附录  

此部分是一些问题及其答案，帮助节省时间，之后则是大量快捷键列表、原理图和关键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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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性能考量 

A.1 IMAG 和延迟 

IMAG 这个术语与什么有关？它是“Image MAGnification”的简称。通常，在现代 IMAG 应用中，视频摄像

机为投影系统提供实时图像，放大扬声器和播放器的效果，以便大型场馆中距离较远的观众也能观看。 

IMAG 大多数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需要精密的安排，以及尽可能的测试。IMAG 装置所拥有的设计，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项目关联的广播，以视频和音频流的形式使用。 

相关性和光速 

与视频图像的画面相比，声音传输非常慢，所以即使在相对较小的礼堂，后排观众听到声音的时间要比

前方的观众晚很多。  

不严格来讲，以 600 英尺长的礼堂为例，声音到达后排观众的耳中，大概需要半分钟的时间。因此，

音频工程师们通常在整个“房间”内安装扬声器，然后在深思熟虑后，使用电子手段引入延迟，以确保前

方扬声器发出的‘延迟声音’到达更后排位置的时间不会晚于距离最近的扬声器的声音到达的时间。 

另一方面，光传播的如此之快，以致同一设置中意图发射的所有传输都可以被认为是发生在同一瞬间。

所以，后排观众在看到屏幕上的图像很久之后，处于同一位置的扬声器的声音才会传到。 

延迟和您的观众 

“延迟” – 您问的是什么？在本文中，延迟指的是视频信号经过一部分 IMAG 路径（从摄像机镜头到最终的

显示器）所花费的时间。延迟一般用毫秒或视频“帧”表示（一般为 25 帧或 29.97 秒）。  

如上所述，如果从与观众之间过短的距离来看，少量的视频延迟不是件坏事。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

实际应用中，少量延迟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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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只要音频和视频能同时到达您的位置，只有相当‘大’程度的延迟也会引发异议 – 除非您碰巧非

常接近舞台。对于前排观众，少量多余的帧延迟可能会令人不舒服。（IMAG 主要是从后排观众的角度考

虑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前排观众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延迟，会很容易让您分心。） 

因为这个原因，需要将视频延迟保持在可接受的最小限度，但请放弃任何‘零延迟’的概念。这不但需要违

反物理法则，还是个糟糕的主意。 

在考虑最大程度降低设备链中的延迟之前，应该了解实际舞台经验。例如，在您的 IMAG 布局中，如果

前排的观众不将眼睛从舞台人物身上挪开，他们就看不到屏幕，那么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少量延迟。 

延迟和您的 AV-HLC100 

AV-HLC100 现场制作系统（虽然关键）只构成了设备链中的一环。总体的系统延迟其实是由每个设备一

点一点贡献得来的。  

AV-HLC100 贡献的延迟对于总延迟量来说，完全在此类设备可接受的范围内，约在 1 到 2.5 个帧之间

（实际的量可能有细微差别，具体由几个因素决定）。  

例如，假设一个摄像机提供的‘视频帧’是在另一个视频帧被发送给输出之后的 1 毫秒才打到输入。显
然，新到的帧必须排队等候；只有当排在它前面的帧离开以后，它才能被传输。所以，新到的帧几乎
必须‘等待’整个帧的时间，才会轮到它。 

其实，您可以很轻松地对自己的线路做一个简单的延迟评估。直接将时间码运行到 1）监视器，同时 2）
经过切换台到达第二个（完全一样的）监视器。拍一张照片，其中包含两台监视器，然后比较显示的时

间码。 

其他延迟源 

通常，大量延迟都是由 IMAG 链中在切换台之后的设备带来的。投影仪是最常见的延迟贡献者，但摄像

机也是。 

在设计和连接您的系统时，考虑以下几点是非常有帮助的： 

• 如果可能，让切换台发送的分辨率匹配投影仪本身的分辨率。（对于某些投影仪，这样可以避免

让它们使用内置的比例，这种内部比例正是造成大量多余延迟的原因。） 
 

• 有些投影仪提供‘低延迟模式’，可以禁用设备的那些造成大量延迟的功能。使用此模式之后，会稍

微增加定位投影仪的难度（因为您可能需要降低定位的能力，并使用投影仪菜单功能来调整图像

大小），但能降低延迟，这非常值得。 
 

• 有些摄像机的有些功能会比您想象地更能制造延迟。例如，图像稳定（根据定义）会增加一个字

段的延迟，有时候更多。尽可能禁用这种类型的功能。 
 

• 渐进式会话的延迟要低很多，因此，如果要获得最低延迟，理论上最好采用渐进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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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键盘快捷方式 

 

操作 快捷方式 
（显示/隐藏）切换台输入配置对话框 上面一行数字（1-8） 
（显示/隐藏）用于预览选择的输入配置对话框 * 
（显示/隐藏）CLIPS 配置对话框 i 
（显示/隐藏）STILLS 配置对话框 o 

CLIP PREV j 
CLIP 停止 k 
CLIP 播放 l 
CLIP NEXT ;（分号） 
CLIP 切换自动播放 '（撇号） 
STILL PREV ,（逗号） 
STILL NEXT .（句号） 
STILL 切换自动前进 / 
标题编辑器（显示面板） t 
调回标题预设编号 数字键（1-8） 
存储/更新标题预设编号 CTRL + 数字键（1-8） 
关闭对话框 ESC 
显示软件版本 Alt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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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 Skype TX 

AV-HLC100 具有以下功能，支持 Skype TX 输入和输出： 

• 开始时，将一个 a/v 输入分配为 Skype TX 输入，它可以和 SDI 或 NDI 源一样，混合到您的节目
之中。使用 AV-HLC100 的输入配置面板中的源 菜单来选择本地>Skype TX Caller 选项。 

• 远程 Skype 呼叫者发来的音频一般采用和其他声音源一样的控制方式。当视频输入被分配给
“Skype TX Caller”之后，对应的 Audio Mixer 输入会显示一个 Skype 图标，且会在其中添加一个
TALK 按钮（在 Solo 旁边）。  

• AV-HLC100 会自动准备一个“混音消除”音频返回混合，并将它发送给远程呼叫者，它由主节目声
音构成，但去除了呼叫者的声音。（这可以避免让呼叫者听到扰人的‘回音’。）要设置这种特殊音
频混合，或将其分配给 Skype 音频返回，并不需要采用配置。 

• 您也可以在音频混合器中配置特殊的“TALKBACK”输入（您可以从两个 6.35 mm 线路级别的音频
连接器中选择一个，或者从主板选择小型的粉色（Mic 级别）连接器） 

• AV-HLC100 操作员可以按 Skype 的声音传入通道的 TALK 按钮，无需通过‘直播’，而是直接与远
程Skype呼叫者通话。这样可以消除主音频混合中来自Skype TX的声音，并重定向至耳机输出。  

• 同时，来自 TALKBACK输入的声音会直接发送至远程呼叫者（只发送给远程呼叫者）。这被用来
进行‘呼叫筛选’和中断广播。 

C.1 Skype TX 控制应用  

 
图 134 

Skype TX 系统包含一个独立应用——被称为“Skype TX Control”。  

注意：Skype TX Control 与 AV-HLC100 一样，在同一网络的另一台设备（例如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下载 Skype TX 安装程序的链接：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5887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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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将这个应用当做 Skype TX 的‘交换台’。Skype 通话就是这样发起，或者回应的。 

Skype TX 控制可以同时连接和控制发送至多个 Skype TX 客户端的通话，包括 HLC-100 在内，也包括

（例如）NewTek TriCaster 和 TalkShow 系统。  

它提供许多功能，包括访问 Skype 帐户用来登录至控制应用的联系人列表。 

C.2 将控制应用连接至 AV-HLC100 

您必须将每个 Skype TX 客户端设备的 Skype TX 通道（在本例中，AV-HLC100）连接到 Skype TX 控制

应用，以便在设备之间发送 a/v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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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告诉 Skype TX 控制连接至您的 AV-HLC100
开始。  
 
方法是，在控制应用的配置面板内，输入将目标

应用的 IP 地址输入到‘添加要控制的 Skype TX
设备’。 
 

• 在控制应用的主面板左侧，会显示一个新的列，

询问您是否要添加一个通道。  

 
图 136 

 
 
 
• 选择所示的通道，然后您需要按要求输入访问

该系统的凭证。  

注意：您的 AV-HLC100 必须设置为需要提供
密码，才能和 Skype TX 一起使用。 

• 之后，控制应用会连接至 AV-HLC100 的可用

Skype TX 通道，并准备接收 Skype 流量。 
 

注意：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如何使用 Skype TX 控制的

信息，请访问以下 URL：  

https://media.skype.com/skype-tx/ 

（虽然配置 SkypeTX 控制需要一些时间，且开始时

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学会使用之后就会非常简单，而

且只需要配置一次。） 

 
图 137 

 
 

https://media.skype.com/skype-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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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控制界面菜单 
 

1 2 3 4 5 6 说明 
INPUT SETUP           配置切换台输入 
  CLIP         配置剪辑播放器   

PREV 
   

转至上一个播放列表项目   
STOP 

   
停止/转至第一帧   

PLAY 
   

播放剪辑   
NEXT 

   
转至下一个播放列表项目   

RESE ALL 
   

重设所有颜色设置   
BRT NESS 

   
调整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CONTRAST 

   
调整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HUE 

   
调整视频色度   

 
-5 Deg、 
-1 Deg、 
+1 Deg、 
+5 Deg 

  

按值调整 

  
SAT 

   
调整饱和度   

 -5%、-1%、
+1%、+5% 

  
按值调整 

  
U OFST   

  
调整 U 偏差   

 
-5 IRE、 
-1 IRE、 
+1 IRE、 
+5 IRE 

  

按值调整 

  
V OFST 

   
调整 V 偏差   

 
-5 IRE、 
-1 IRE、 
+1 IRE、 
+5 IRE 

  

按值调整 

  
RED BRGT 

   
调整红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RED CONT 

   
调整红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BLUE BRGT 

   
调整蓝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BLUE CONT 

   
调整蓝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GRN BRGT 

   
调整绿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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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说明   
GRN CONT 

   
调整绿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RED WBAL 

   
调整红色的白平衡值    

-5 RED、 
-1 RED、 
+1 RED、
+5 RED 

  
按值调整 

  
BLUE WBAL 

   
调整蓝色的白平衡值    

-5 BLU、 
-1 BLU、+1 
BLU、+5 BLU 

  
按值调整 

  
GRN WBAL 

   
调整绿色的白平衡值    

-5 GRN、-1 
GRN、+1 
GRN、+5 GRN 

  
按值调整 

  STILL         配置静态播放器  
 PREV 

   
转至上一个播放列表项目  

 NEXT 
   

转至下一个播放列表项目  
 RESE ALL 

   
重设所有颜色设置  

 BRT NESS 
   

调整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CONTRAST 

   
调整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HUE 

   
调整视频色度   

 
-5 Deg、 
-1 Deg、 
+1 Deg、
+5 Deg 

  
按值调整 

  
SAT 

   
调整饱和度   

 -5%、-1%、

+1%、+5% 

  
按值调整 

  
U OFST 

   
调整 U 偏差   

 
-5 IRE、 
-1 IRE、+1 
IRE、+5 IRE 

  
按值调整 

  
V OFST 

   
调整 V 偏差   

 
-5 IRE、 
-1 IRE、+1 
IRE、+5 IRE 

  
按值调整 

  
RED BRGT 

   
调整红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RED CONT 

   
调整红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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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说明   
BLUE BRGT 

   
调整蓝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BLUE CONT 

   
调整蓝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GRN BRGT 

   
调整绿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GRN CONT 

   
调整绿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RED WBAL 

   
调整红色的白平衡值    

-5 RED、 
-1 RED、

+1 RED、
+5 RED 

  
按值调整 

  
BLUE WBAL 

   
调整蓝色的白平衡值    

-5 BLU、 
-1 BLU、+1 
BLU、+5 BLU 

  
按值调整 

  
GRN WBAL 

   
调整绿色的白平衡值    

-5 GRN、 
-1 GRN、

+1 GRN、
+5 GRN 

  
按值调整 

  IN(1-8)         选择要配置的切换台输入（1-8）   
CFG SRC 

   
配置选定的视频输入    

LOCAL 
  

配置本地硬件视频源     
Black 

 
黑色     

Inpu 1 
  

    
（NTSC） HDMI Auto HDMI Auto-Detect      

HDMI COMP HDMI Auto-Detect 
（计算机显示器）      

1080/60p HD SDI 1080/59.94p      
1080/60i HD SDI 1080/59.94i      
1080/30p HD SDI 1080/29.97p      
1080/30s HD SDI 1080/29.97PsF      
1080/24p HD SDI 1080/23.98p      
1080/Tele HD SDI 1080/23.98 Telecine      
720/60p HD SDI 720/59.94p      
720/30p HD SDI 720/29.97p      
720/24p HD SDI 720/23.98p      
480i 16:9 SDI 480/59.94i（16:9）      
480i 4:3 SDI 480/59.94i（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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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说明     
（PAL） HDMI Auto HDMI Auto-Detect      

HDMI 
COMP 

HDMI Auto-Detect 
（计算机显示器）      

1080/50p HD SDI 1080/50p      
1080/50i HD SDI 1080/50i      
1080/25p HD SDI 1080/25p      
1080/25p HD SDI 1080/25PsF      
720/50p HD SDI 720/50p      
720/25p HD SDI 720/25p      
576i 16:9 SDI 575/50i（16:9）      
576i 4:3 SDI 575/50i（4:3）     

Inpu  
（2-4） 

  

    
（NTSC） 1080/60p HD SDI 1080/59.94p      

1080/60i HD SDI 1080/59.94i      
1080/30p HD SDI 1080/29.97p      
1080/30s HD SDI 1080/29.97PsF      
1080/24p HD SDI 1080/23.98p      
1080/Tele HD SDI 1080/23.98 Telecine      
720/60p HD SDI 720/59.94p      
720/30p HD SDI 720/29.97p      
720/24p HD SDI 720/23.98p      
480i 16:9 SDI 480/59.94i（16:9）      
480i 4:3 SDI 480/59.94i（4:3）     

（PAL） 1080/50p HD SDI 1080/50p      
1080/50i HD SDI 1080/50i      
1080/25p HD SDI 1080/25p      
1080/25p HD SDI 1080/25PsF      
720/50p HD SDI 720/50p      
720/25p HD SDI 720/25p      
576i 16:9 SDI 575/50i（16:9）      
576i 4:3 SDI 575/50i（4:3）    

（NDI 
设备名称） 

  
选择一个 NDI 设备 

    
（NDI 
通道） 

 
选择一个 NDI 通道 

  
AUTO C ON 

   
启用自动色彩   

AUTO C 
OFF 

   
禁用自动色彩 

  
RESE ALL 

   
重设所有颜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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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说明   
BRT NESS 

   
调整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CONTRAST 

   
调整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HUE 

   
调整视频色度   

 
-5 Deg、 
-1 Deg、 
+1 Deg、 
+5 Deg 

  
按值调整 

  
SAT 

   
调整饱和度   

 -5%、-1%、

+1%、+5% 

  
按值调整 

  
U OFST 

   
调整 U 偏差   

 -5 IRE、-1 IRE、
+1 IRE、+5 IRE 

  
按值调整 

  
V OFST 

   
调整 V 偏差   

 -5 IRE、-1 IRE、 
+1 IRE、+5 IRE 

  
按值调整 

  
RED BRGT 

   
调整红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RED CONT 

   
调整红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BLUE BRGT 

   
调整蓝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BLUE CONT 

   
调整蓝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GRN BRGT 

   
调整绿色通道的亮度   

 -5%、-1%、

+1%、+5% 

  
按值调整 

  
GRN CONT 

   
调整绿色通道的对比度   

 -5%、-1%、

+1%、+5% 

  
按值调整 

  
RED WBAL 

   
调整红色的白平衡值    

-5 RED、 
-1 RED、

+1 RED、
+5 RED 

  
按值调整 

  
BLUE WBAL 

   
调整蓝色的白平衡值    

-5 BLU、 
-1 BLU、 
+1 BLU、 
+5 BLU 

  
按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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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说明   
GRN WBAL 

   
调整绿色的白平衡值    

-5 GRN、 
-1 GRN、
+1 GRN、
+5 GRN 

  
按值调整 

SELECT 
TRANS 

          为委派的视频层选择转换 

  TRNS  
(1-8) 

        选择一个转换预设 

AUDIO           配置音频源 
  AUD  

(1-8) 
        选择要配置的音频混合器 

输入   
SET SRC  

  
将一个源分配至音频混合器输入   

 Silence 
  

静音   
 Follow Video 

  
跟随视频   

 Local 
  

选择一个本地硬件音频源     
Inpu  
（1-4） 

 
从 input 1-4 中选择音频 

    
Micro Real 

 
选择主板麦克风插孔      

Skyp TX C 
 

选择 Skype TX Caller 音频源    
（NDI 设备

名称） 

  
选择一个 NDI 设备 

    
（NDI 
通道） 

 
选择一个 NDI 通道 

 
 CH（1-4）GAIN   调整单个通道（1-4）的增益 

  TALK CH（1-4）GAIN   调整单个通道（1-4）的增益 
  CLIP CH（1-4）GAIN   调整单个通道（1-4）的增益 
PTZ PRESET           为委派的 PTZ 摄像机选择 PTZ

预设 
  IN1-8 P 

 (1-100) 
        选择一个 PTZ 预设（1-100） 

PTZ           将操纵杆分配给 PTZ 摄像机 
  IN(1-8) PTZ         选择 PTZ 摄像机（1-8）  
PIP           将操纵杆分配给 PIP 重叠 
  IN(1-8)         选择输入 1-8 
  CLIP         选择剪辑播放器 
  STILL         选择静态播放器 
TITLE           将操纵杆分配给标题重叠 
  TTL(1-8)         选择一个标题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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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尺寸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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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规格 

显示的重量和尺寸都为近似值。 
 
电源： 19 V (16.2 V - 22.8 V)  直流（ ） 

（使用交流适配器时） 

电力消耗： 110 W 
 

显示安全信息。 
 

 

周围工作温度 0 °C 至 40 °C 

周围工作湿度 20 % 至 80 %（无水汽凝结） 

尺寸（宽高深） 427 mm  93 mm  278 mm 
 [不包括突出部分] 

重量 约 6.05 kg 
[没有安装选件时，不包括配件部分] 

ME数量 1ME 

切换台通道数 
 

10： 
• 8个外部输入（从43G-SDI、33G-SDI+ 1HDMI、8NDI源中选择） 
• 2个内部输入（1CLIP、1STILL） 

键控器数量 2： 
• PiP 
• 标题 

系统视频格式 1080/59.94p*, 1080/59.94i, 1080/29.97Psf, 1080/23.98p, 1080/50p*, 1080/50i, 
1080/25PsF, 720/59.94p, 720/50p, 720/29.97p, 720/25p 
*：3G SDI仅对应A级。 

视频输入 SDI4或SDI 3 + HDMI 1*1，*2 
*1：不能同时使用SDI输入1和HDMI连接器。 
*2：3G SDI仅对应A级。 

网络输入源 8： 
• 来自支持NDI | HX和NDI兼容设备的Panasonic PTZ相机的NDI输入。 
• 来自兼容Skype TX的PC的IP输入。 

音频输入 15： 
• 4通道SDI/HDMI嵌入式音频4 
• 4通道NDI嵌入式音频8 
• 6.35 mm平衡线路2 
• 3.5 mm 直径立体声 mini 插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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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输出 4： 
• 1BNC 3 G-SDI（PGM）*1 
• 1BNC 3 G-SDI（可从PGM/PVW/AUX选择）*1 
• 1HDMI或1DisplayPort（适用于GUI）*2  
• 1网络输出 
*1：3G SDI仅对应A级。 
*2：HDMI和DisplayPort不可同时使用。 

网络视频输出 1： 
可从MIX（PGM或PVW）/AUX中选择 
• NDI输出 
• RTMP格式流输出* 
*：只有安装NewTek提供的插件之后方可使用。 

音频输出 6： 
• SDI嵌入式音频2 
• 6.35 mm平衡线路2 
• 3.5 mm直径立体声mini插口1 
• NDI 嵌入式音频1 

效果与转换 擦除/混合/剪切 
• 背景视频 
• 画中画 
•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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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混合 • 4通道主（节目）混合 
• 12推子：8个外部音频输入各1个，以及1内部剪辑播放器和1Skype TX 

Talkback输入；1主输出和1耳机 
• 另配备1独立音频推子，用于视频流输出 
• 每个输入和输出配备7波段均衡器和立体声压缩器/限制器，以及按输入提供的音频

延迟控制 

视频剪辑内存 • 1ch，自动播放功能 
支持的格式： 
1) 未安装由NewTek提供的插件时 

视频格式： avi、mpg、gif 
音频格式： wav、wma、au、midi 

2) 已安装由NewTek提供的插件时 
视频格式： 3g2, 3gp, asf, avi, dif, dv, f4v, flv, h261, h263, h264, m2p, m2t, m2ts, 

m4a, m4v, mjpeg, mjpg, mkv, mov, mp4, mpeg, mpg, mts, mxf, ts, 
webm, wmv 

音频格式： aif, aiff, mp3, wav, wma 

静态存储内存 • 1ch，AutoAdvance功能 
支持的影像格式： 
1) 未安装由NewTek提供的插件时 

jpeg, bmp 
2) 已安装由NewTek提供的插件时 

3fr, arw, bay, bmp, bmq, cap, cine, cr2, crw, cs1, cut, dc2, dcr, dds, dng, drf, 
dsc, erf, exr, fff, g3, gif, hdr, ia, ico, iff, iiq, j2c, j2k, jif, jp2, jpe, jpeg, jpg, k25, 
kc2, kdc, koa, lbm, mdc, mef, mng, mos, mrw, nef, nrw, orf, pbm, pcd, pct, 
pcx, pef, pfm, pgm, pic, pict, png, ppm, psd, psdz, ptx, pxn, qtk, raf, ras, raw, 
rdc, rw2, rwz, sgi, sr2, srf, sti, targa, tga, tif, tiff, wap, wbm, wbmp, xbm 

标题缓冲器 1个标题缓冲器（显示8个缓冲器预设中的1个） 

参考输入 仅限内部 

PTZ摄像机控制 
（通过IP） 

连接的摄像机台数：多达8台摄像机 
平移/倾斜/变焦/对焦控制：3轴操纵杆 
（按上方的按钮切换变焦/对焦） 
变焦控制： 独立的摇杆开关 
光圈控制： 独立的IRIS转盘，按自动/手动进行切换 
对焦控制： 独立的FOCUS转盘，按自动/手动进行切换 
预设控制： 储存/调用，多达100个位置 
OSD菜单控制： OSD按钮* 
白平衡控制： GUI屏幕摄像机菜单或OSD屏幕（自动/PST A/PST B/执行）* 
CAM/BAR选择： GUI屏幕摄像机菜单或OSD屏幕* 
*：Panasonic PTZ摄像机的SDI和HDMI输出具备OSD功能。NDI HX输出不具备该

功能。 

Tally输出 DB-15 Tally端口 

网络连接器 2RJ-45 1000BASE-T/100BASE-TX/10BASE-TX 

USB主机I/F 4US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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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适配器 
 
电源：  100 V– 240 V 交 流 ( ), 50 Hz/60 Hz, 1.8 A 

功耗： 19 V 直流（ ）, 6.32A 
 

显示安全信息。 
 

周围工作温度： 0 °C 至 40 °C 

周围工作湿度： 20 % 至 80 %（无水汽凝结） 

尺寸（宽高深）： 151.3 mm  75.6 mm  25.4 mm 

重量： 约 45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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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铬
（Cr（Ⅵ））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外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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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依据 SJ/T11364 的规定编制。
○ :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k :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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