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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产品简介

MVP980D 是摩西尔一款 高端 4K x 2K@60Hz 拼接处理器，强大的 4 通道多图形

多输入拼接处理器，拼接处理器可同时输入 4个 4Kx2K 的画面，画面任意漫游实现

4 个 4Kx2K 的画面任意缩放，满足超高清显示要求。输出支持自定义分辨率，单通

道可输出 265 万点，4通道达 1060 万点输输出。单台最大拼接 15360×640或 4608

×2304 或 9216×1152 或 4096×2304 或 1920×4800 等。

产品特色
 支持 4K@60Hz输入

 同时支持 4 个 4K x 2K输入

 支持 4 画面任意位置任意缩放

 自定义输入 EDID
 最大拼接 15360×640或 4608×2304或 960×8640
 4 通道 8DVI 输出

 自定义分辨率输出

 图像旋转和镜像

 同步音频解码输出

 3.5 寸高清 IPS屏
 支持 WIFI 控制

 支持定时切换和定时锁机

 支持黑屏和画面冻结

应用场景
可广泛应用于小间距、租赁屏、透明等 LED 显示屏，在高端会议租赁、电视直播等应

用场合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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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介绍
DP 视频输入

输入数量：2

接口形态：DP 插座

信号标准：DP1.2 向下兼容

支持分辨率：VESA 标准，3840X2160@60HZ，自定义 EDID。

DVI 视频输入

输入数量：1

接口形态：DVI 插座 DVI1.0

信号标准：DVI1.0 向下兼容

支持分辨率：1920X1200,自定义 EDID

HDMI 视频输入

输入数量：2

接口形态：HDMI 插座

信号标准：HDMI1.4 以下兼容

支持分辨率：VESA 标准,3840X2160,2560X1600@60Hz 自定义 EDID

VGA 视频输入

输入数量：1

接口形态：B15 插座

信号标准：R、G、B、Hsync,Vsynco to1vpp±3d8(0.7V Video+0.3VSync)

支持分辨率：VESA 标准,PCto1920X1200,

复合视频 CVBS 输入（CV）

输入数量：1

接口形态：BNC

信号标准：PAL/NTSC 1vpp±3d8(0.7V Video+0.3VSync) 75ohm

支持分辨率：480i、576i

3G-SDI 视频输入选配

输入数量：1

接口形态：BNC

信号标准：SD-SDI,HD-SDI,3G-SDI

支持分辨率：1080p 60/50/30/25/24/25(PsF)/24(P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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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p 60/50/25/24
1080i 1035i
625/525 line

DVI 视频输出
输入数量：4通道-DVIX8

接口形态：DVI-I 插座

信号标准：DVI 标准：DVI1.0 VGA 标准:VESA

支持分辨率:1024×768@60Hz
2048×640@60Hz
1024×1920@60Hz
1920×1280@60Hz
1280×720@50Hz
1920×1080@50Hz
2048×1152@60Hz
2304×1152@60Hz
2560×960@60Hz
3840×640@60Hz

自定义分辨
单通道：265 万像素 @60Hz
单通道最宽/最高 3840/2160
4 通道：1060 万像素@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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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参数
硬件介绍

外观说明

拼接方式

拼接处理器的自定义分辨率输出，使得市场适应性强，最长可达 15360 像素，最高

可达 864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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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旋转和镜像

任一图层都可实现任意旋转和水平镜像功能。

画面任意缩放和漫游

这款处理器拼接后，可在拼接区域开 4个图层，可对任何一个画面进行缩放和调整位

置。

EDID 管理

拼接处理器的 DVI、HDMI、DP 接口拥有自定义 EDID 功能，解决了源端分辨率异常和

显示比例问题，使显示效果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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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规格
规格参数
重量 6.5kg

尺寸（mm）

机箱体尺寸：440 x 335 x 88

机箱最大尺寸（含接口及挂耳）：（长宽高）

485 x 350 x 98

外包装尺寸：（长宽高）540 x 450 x 190

输入电源 100VAC-240VAC 50/60Hz

最大功率
26W

工作温度
0℃~45℃

储藏湿度
10%~90%

注意事项

 安装过程须由专业人员完成。

 必须防静电。

 请注意防水，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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