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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Before using this LED Video processor，please rea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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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这个符号提示用户，该设备用户手册中有重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这个符号警告用户该设备机壳内有暴露的危险电压，有触电危险。 

注意 

阅读说明书 • 用户使用该设备前必须阅读并理解所有安全和使用说明。 

保存说明书 • 用户应保存安全说明书以备将来使用。 

遵守警告 •   用户应遵守产品和用户指南上的所有安全和操作说明。 

避免追加 •   不要使用该产品厂商没有推荐的工具或追加设备，以避免危险。 

警告 

电源 • 该设备只能使用产品上标明的电源。 设备必须使用有地线的供电系统供电。 第三条线（地

线）是安全设施，不能不用或跳过。 

拔掉电源 • 为安全地从设备拔掉电源，请拔掉所有设备后或桌面电源的电源线，或任何接到市电系

统的电源线。 

电源线保护 • 妥善布线， 避免被踩踏，或重物挤压。 

维护 • 所有维修必须由认证的维修人员进行。 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以更换的零件。为避免出现触电

危险不要自己试图打开设备盖子维修该设备。 

通风孔 • 有些设备机壳上有通风槽或孔，它们是用来防止机内敏感元件过热。 不要用任何东西挡住

通风孔。 

版权 

Copyright © 2013 深圳市摩西尔电子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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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MVB6S 是针对 LED 显示屏开发的一款操作简易，功能丰富的纯硬件设备，

支持高清多类型接口输入，集专业的显示屏控制技术与强大的视频处理能力于一

体，简化现场环境搭建视频处理器，采用了高性能图像处理芯片；具有先进的隔

行图像自适应处理技术及超清晰降噪引擎消除规频图像运动拖尾和锯齿现象，视

频图像增强技术让更加清晰细腻，细节丰富，色彩饱满，图像质量稳定。 

功能特性 

 单机带载 390万像素，自定义输出分辨率，输出水平最宽 7680 像素， 垂

直最高 3840 像素 

 4 画面同时显示 

 音视频随动切换/音量大小调节 

 输入端口： DVI*1,HDMI*2, DP*1, VGA*1, 音频*1 

 模板保存及加载 

 多画面无缝切换， 单图层无缝切换 

 时间任务表 

 一键黑屏 

 内置测试图卡 

 USB 升级 

 按键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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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参数                  

基本参数 

带载能力 
单网口 65万像素点 

整机 390万像素点 

最宽点数 整机 7680 

最高点数 整机 3840 

 

前面板 

 

 

前面板说明 

序号 按键 说明 

1 电源开关 设备开启/关闭电源 

2 LCD 显示操作菜单 

3 操作按键 

旋钮按键，可选择菜单 

返回按键 

4 输入源切换键 DVI DVI 输入口/数字键 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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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1 HDMI1 输入口/数字键 2 

HDMI2 HDMI2 输入口/数字键 3 

DP DP输入口/数字键 6 

VGA VGA 输入口/数字键 7 

TEST 测试图卡键/数字键 8 

5 功能按键 

Win 图层选择/数字键 4 

Part 

部分全屏快捷键/数字

键 5 

TEMPLATE 多画面模板快捷键 

SIZE 

调整画面大小快捷键/

数字键 9 

FREEZE 图像黑屏/数字键 0 

MODE 加载场景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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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输入接口 

序号 接口类型 数量 说明 

3 

DVI 1 
1920x1080/60HZ 、 3840*540/60HZ 及

EDID管理 

HDMI1 1 
1920x1080/60HZ、3840*1080/60HZ 及

EDID管理 

HDMI2 1 
1920x1080/60HZ、3840*1080/60HZ 及

EDID管理 

DP 1 
1920x1080/60HZ、3840*2160/60HZ 及

EDID管理 

VGA 1 1920x1080/60HZ及 EDID管理 

输出接口 

 

1 2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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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口类型 数量 说明 

5 千兆网口 6 

接口类型： RJ45 

传输速度：1000BaseTX 

支持接收卡：摩西尔系列接收卡和多功

能卡 

音频接口 

序号 接口类型 数量 说明 

4 

AUDIO IN 1 3.5mm 音频接口输入 

AUDIO OUT 1 3.5mm 音频接口输出 

处理器控制接口 

序号 接口类型 数量 说明 

2 

UPDATE 1 USB升级端口 

USB 1 发送卡调试接口，连接 AutoLED软件 

LAN1 1 百兆网通讯接口（预留接口） 

RS232 1 串口接口 

扩展功能接口 

序号 接口类型 数量 说明 

1 SD卡 1 
安装 SD 卡存储大屏配置参数用于数据

巡检 

电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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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口类型 数量 说明 

6 电源接口 1 AC电源输入接口 100V~240V 

操作菜单 

主界面 

处理器开机后，LCD 屏显示主界面如下：  

 

精确显示我们前端输入过来的信号源分辨率、各个窗口信息、网口连接状态、按键锁状态、

USB调试线连接状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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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输出 

1. 分辨率 

进入“输出”菜单，如下图： 

 

系统预设 18种输出分辨，见上图。当实际应用在 LED显示屏上时，我们可以选择比 LED

屏幕分辨率大的预设输出分辨率，也可以设置成刚好 LED显示屏分辨率大小的输出分辨率。 

例如，我们使用一台式机配 1920X1080 分辨率的显示器，显卡输出设成复制或扩展

1920X080分辨率，DVI线输出到视频处理器，LED屏幕分辨率是 1344X704，使用 1张发送带

载，要怎么设置 LED视频处理器参数呢？下面介绍常规的设置方法： 

操作方法： 

首先，各硬件设备接口正常、输入输出连线正确，这里不详细介绍了。 

第一步， 设置输出分辨率，具体操作：主菜单-“输出”-“分辨率”选择比 1344X704 大的

预设分辨率即可，如“1366X768、1680X1050、1920X1080”都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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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设置全屏显示，就是电脑整个桌面缩放显示到 LED屏幕上，具体操作：主菜单

-“输出”-进入“窗口调节”中将水平宽度修改为 1344，垂直高度修改为 704； 

第三步，将设置的参数做为一个模板，具体操作：主菜单-“场景”保存，选 1 个模板保

存即可。 

自定义分辨率 

 

当预设的 18个输出分辨率中没有满足我们需要的输出分辨率时，如 1920X1280 大小，

这时就要自定义分辨率，具体操作：主菜单-“输出显示”-“分辨率”-“自定义分辨率”，将屏幕

宽度设成 1920、屏幕高度 1280、刷新率 60、应用即可。 

2. 显示模式 

旋钮切换至“输出”-“显示模式”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输出显示模式，最多可开启 4个窗口。 

  

多窗口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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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窗图示 注意事项 

序

号 

开窗图示 注意事项 

1 

 

1,2 都不能过垂直中线 6 

 1,2,3 不能过垂直中线,1,2 可以

上下移动 

2 

 

 1,2 都不能过水平中线 7 

 1 可以在屏幕范围内随意移

动,2,3不能过垂直中线,能上下移

动 

3 

 2 起始不能靠在 1 的左右两边,间

隔为一列,1,2 在屏幕范围内可以

随意移动 

8 

 3 可以在屏幕范围内随意移

动,1,2不能过垂直中线,能上下移

动 

4 

 1 可以随意移动, 2,3 不能过垂直

中线 

9 

 1,2,3,4 不能过垂直中线,能上下

移动 

5 

 1,2,3 不能过垂直中线, 但 2,3 可

以上下移动 

      

 

LED 

进入“LED”菜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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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亮度调节 

对 LED大屏亮度进行调节。 

2. 简易连屏 

如下图所示，处理器提供了 8种常见的显示屏连接方式，用户可根据网线实际连接情况

进行选择应用。 

 

排列方式,选择水平垂直排列,设置水平,垂直偏移, 下一步，依次设置箱体列数、箱体行数、

走线方式，完成后设置下一网口 

3. 环境亮度 

连接光感传感器后，连接调试线，在上位机软件“屏幕调节”-勾选“自动调节”-断开

USB调试线，再在此界面设置环境亮度范围以及分段数，以此来设置屏幕自动调节的参数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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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屏幕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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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屏幕巡检---内部巡检 

在上位机屏幕配置界面里的复杂调屏里发送显示屏连接文件,再点击旁边的巡检数据保存数据即

可,进行内部存储巡检可选择巡检类型: 接收卡,发送卡,全部; 可选择巡检次数, 只有接收卡巡检可以

无限巡检, 发送卡,全部只能选择一次; 巡检后进行固化; 注意: 接收卡无限巡检开启后需拔掉 USB,

拔掉 USB 后菜单不可操作, 恢复可长按按键 10 秒关闭巡检或重新插上 USB 关闭即可; 

 

LED---屏幕巡检---外置 SD 卡巡检 

在上位机屏幕配置界面里的复杂调屏里发送显示屏连接文件,再点击旁边的巡检数据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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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保存文件到 SD 卡中(文件后缀必须是: .bin), 进行外置 SD 卡巡检可选择巡检类型: 接收卡,发送

卡,全部; 可选择巡检次数, 只有接收卡巡检可以无限巡检, 发送卡,全部只能选择一次; 巡检后进行固

化; 注意: 接收卡无限巡检开启后需拔掉USB,拔掉USB后菜单不可操作, 恢复可长按按键 10秒关闭

巡检或重新插上 USB 操作即可; 

5. 备份恢复 

 

备份: 数据可以备份到两个地方, 一个接收卡, 一个本地生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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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默认是自动, 优先从接收卡恢复如果失败则从本地恢复配置数据, 也可以手动去

选择从接收卡或本地恢复数据; 

 

场景 

进入“场景”菜单，如下图： 

  

 

在此，我们可对视频处理器设置好的参数进行保存和加载操作，包括输入信号、输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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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输出分辨率、位置偏移、缩放、截取等信息进行保存为模板，方便下次使用，系统设

有 8个模板供用户保存。 

图像 

进入“图像”菜单，如下图： 

 

1、亮度：（默认 50）调节 0-100数值。 

2、对比度：（默认 50）调节 0-100数值。 

3、色温：分别切换“冷色、正常、暖色”模式。 

4、饱和度：（默认 50）调节 0-128 数值。 

5、锐度：（默认 50）调节 0-128 数值。 

6、色调：（默认 50）调节 0-128 数值。 

7、伽马：可调节档位 1.8、2.0、2.2、2.4、2.6 。 

8、恢复默认：所有图像参数恢复出厂状态。 

高级 

进入“高级”菜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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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内有“定时切换、定时亮度、EDID、VGA校正、SD卡备份、测试模式、音频输入、音量、

冻结、黑屏”10个功能设置，下面分别介绍。 

1. 定时切换 

 

时段，可设置断段 1-5，5个时段，时间有重叠时，优先执行前面时段。 

状态，默认关闭，打开可启动定时切换，到了设置的时间切换端口。 

端口，设置切换端口“HDMI、DVI、VGA、CVBS”。 

时间，自定义起始、结束时间。 

次数，选择单次或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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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时亮度 

 

时段，可设置断段 1-5，5个时段，时间有重叠时，优先执行前面时段。 

状态，默认关闭，打开可启动定时切换，到了设置的时间切换端口。 

亮度，设置亮度值，范围“0-100”。 

时间，自定义起始、结束时间。 

次数，选择单次或每天。 

 

3. EDID 

  

 

可 选 择 输 入 信 号 VGA,HDMI1 、 HDMI2,DP,DVI 。 可 设 置 1366x768_60Hz 、

1440x900_60Hz、1920×1080_60HZ, 2560×1080_60HZ, 3840×1080_60HZ,3840×

2160_60HZ等常用 EDID，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 E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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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GA校正 

输入 VGA 信号，当 LED 屏幕出现画面缺失、偏移等不正常现象时，应用该功能，

可自动对 VGA信号位置做出调整 

5. SD 卡备份 

处理器参数设置备份到 SD 卡中，或者从 SD 卡还原参数。 

6. 测试模式 

默认关闭，开启时依次切换白、红、绿、蓝、黑等测试画面。 

7. 音频输入 

可选择音频对应跟随窗口 1,2,3,4 

8. 音量 

（默认 30）设有 0-100 级可调节 

 

9. 冻结 

默认“关闭”状态，通过旋钮操作，当旋转到“开启”时，输出画面冻结不受控，再转

到“关闭”时，输出画面继续显示。 

10. 黑屏 

默认 0，切换 1为黑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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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进入”系统”界面，可查看系统程序版本信息及系统设置。 

  

 

1. 版本信息 

进入“系统设置”菜单——“版本信息”，显示当前视频处理器型号，系统程序版本号信息，

如下图： 

  

2. 时间设置 

进入“系统设置”菜单——“时间设置”按照“年、月、日、时、分、秒”设置日期与时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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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3. 按键锁 

 

开启按键锁功能，是为了防止误操作，锁定前面板按键功能。默认“关闭”状态，选择“开

启”状态，再按 OK键确认， 3分钟无操作自动锁定； 

解锁方法：按 OK键解锁。 

4. 语言 

默认系统语言是“中文”，可切换成“English”语言，按 OK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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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厂设置 

按 OK键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6. 升级处理器 

插入 U盘选择升级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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