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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感谢你使用 Lightware 设备控制软件。你可以利用此软件在本地或者远
端通过以太网、USB、RS-232 轻松和便捷的设置 Lightware 设备。新
的 LDC （Lightware Device Controller） 继续保持了统一的外观，改
善并增加了很多有用的特性，同时也保留了之前的所有特性。此版本同
样不仅有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版本，也有 Mac 操作系统的版本，并且
都支持在线自动更新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很方便的获得最新的版本。

1.1. 支持的型号
绝大部分 Lightware 设备都支持 LDC 软件控制 （除 25G 和 MODEX，它们有独立的控制
界面）。2014 年 5 月之后发布的设备固件将完整兼容 LDC 的功能和特性。

注意！  
LDC 的优势只有在配合最新设备固件后能发挥到最大，建议升级你的设备，以防止任何可
能的不兼容问题。关于升级固件的详细说明可以在设备的用户手册中找到。固件升级有任
何的疑问请联系你当地的经销商，或我们 Lightware 支持团队。

1.2. 特点
注意！   
下面提到的特点要视你使用的 Lightware 产品不同而不同。其中有一些功能在你的软件界
面内可能不可用，具体请阅读你所使用产品的用户手册。

独特的外观和体验
LDC 拥有独特的图形化用户界面，使得它无论是使用或是培训起来都十分简单。

简单明了
软件采用了尽可能简单的设计，使得各项功能可以快速被访问。同时又提供了丰富的提示
信息，以便让用户快速识别各类状态。

动态的交叉路由布局
新的 LDC 可以自动适应不同的电脑分辨率。使得这个应用可以更好的适用于触摸屏等设
备，例如拼贴视图就是从实际应用出发，为平板电脑以及带触摸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
电脑而设计的。

事件管理器
在一个简单的环境中，事件管理工具可以检测设备不同的状态变化，从而执行一系列预先
设置的控制动作。因此在不太需要复杂控制的环境中，用户不需要再考虑投资额外的控制
系统， Lightware 的产品是最佳的选择。

高级 EDID 管理
EDID 管理工具可以很容易的创建、仿真和管理 EDID 信息，从而保证系统中始终传输的是
最合适的音频和视频。

帧检测和信号分析
通过 LDC 软件可以准确的检测和确认音频、视频信号的格式，例如：时序、频率、扫描模
式、HDCP 状态、色彩范围、色彩空间以及音频采样率等。

自动更新
当 LDC 软件运行在能访问互联网的电脑上时，不需要用户手动更新，软件可以在线自动检
测是否有新的可用版本。如果发现新的版本，在用户确认后将自动完成软件更新。

图示说明

信息  
普通的提示信息，它可能包含有用的信息，忽略此信息不影响正常的操作。

注意！  
应当关注的重要信息，如果忽略此信息可能导致操作失败。

警告！   
非常重要的信息，强烈推荐阅读此信息，并在任何时候都留意！

技巧  
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但是却很方便实用的技巧。

文档信息
此文档内容对照以下软件版本号编制：

1.10.0b0

文档版本： 2.0

变更内容：新的图形化用户界面、功能提示和改进的日志查看器

编辑： Tamas Forgacs

翻译： Tmo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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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2.1. 不同的安装方式

有两种方式来安装应用程序： 标准方式和快照方式。

标准方式 快照方式

支持 Windows 和 Mac OS X 仅支持 Windows

在同一系统中以唯一实例方式安装 不能更新

更新会影响系统所有的其他用户 用户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的版本

标准方式和快照方式对比表

默认为标准方式安装。

信息  
安装完毕后的软件在 Windows 和 Mac 系统下拥有相同的操作界面和功能

2.2.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安装步骤
在 Windows 下安装 LDC 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步骤。

Step 1. 访问 Lightware 的网站 （www.lightware.eu） 并下载 Windows 版 LDC 安装程
序。

Step 2. 运行安装程序。如果出现用户帐户控制提示窗口请点击 允许。

Step 3. 将进入欢迎界面。点击 Next.

Step 4. 选择安装类型。如前所述，可以选择标准方式或者快照方式安装。选择好安装方式
和组件后点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步。推荐以默认的标准方式安装。

Step 5. 选择软件安装的目标文件夹并点击 Next ，强烈推荐使用默认的安装路径。

Step 6. 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并点击 Next ，强烈推荐使用默认的文件夹。如果在 Step 3 时
没有勾选任何的菜单条目，将不会出现此窗口。

Step 7. 验证设置，如果没有问题请点击 Install，如果不是，请点击 Back 更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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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8. 离安装完毕只差最后一步了，点击被激活的 Next 按钮 

Step 9. 安装完毕，点击　Finish ，如果不需要马上启动控制软件请取消选择框内的小勾。

2.3. Mac OS X 操作系统下的安装步骤
在 MAC 下安装 LDC 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步骤。

Step 1. 访问 Lightware 的网站 （www.lightware.eu） 并下载 Mac OS 版 LDC 安装程
序。

Step 2. 双击它加载这个 DMG 文件。

Step 3. 拖动控制软件的图标到应用程序文件夹，如果你想复制控制软件到其他的位置只需
要拖动图标到对应的目录即可。

3. 更新设备控制软件
这一章将展示更新 LDC 软件的步骤。

Step 1. 运行这个软件。

自动搜索功能将会连接到 Lightware 服务器自动检查控制软件的版本，如果发现有新的版
本，将弹出更新对话框。

当前版本号以及更新的版本号将出现在窗口的上方，快照方式安装下也能看到此信息。

Step 2.  设置更新所需要的选项。

 ▪ 如果你不希望自动检查更新，请取消 Options 下方的勾选框

 ▪ 如果希望选择其他时间再检查更新，可以在下拉列表中
选择合适的推迟时间

 ▪ 如果需要通过代理方式连接服务器，请设置好代理选项
后点击 OK 按钮

Step 3. 点击 Download update 按钮开始下载更新。

用户可以在设备搜索页面通过点击 About 按钮手动检查更新 （按钮位置见章节 4.2 页面 
10 ），点击 Update 按钮，然后点击 Check now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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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和设备搜索窗
这一章将展示如何将设备连接到你的电脑以及介绍 LDC 内的设备搜索窗口。

4.1. 连接使用的接口
设备可以通过运行在基于 Windows 或者 Mac OS X 系统电脑上的 LDC 软件，利用以太
网、USB、RS-232 进行连接并控制。

将设备通过合适的接口连接到电脑，设备支持的接口：

a) 串行端口，使用 RS-232 线缆。

b) 以太网端口，使用网络跳线（本地网络），确保电脑在同一个网络网络内。

c) 以太网端口，使用网络交叉直连线（直接连接）。

d) USB，使用 mini USB 线缆。

信息  
如果电脑有多个以太网连接（比如 Wi-Fi 和有线网络同时在使用），你必须知道用于连接
设备的 IP 地址。

信息  
如果电脑通过 USB 和设备连接，设备将被识别为标准 HID 设备并且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4.2. 设备搜索窗
启动应用程序。设备搜索窗口内会自动显示出通过以太网连接的设备（请确保程序不被防
火墙拦截）。窗口包含两个部分：Favorite Devices （fix IP） 和 All Devices.

3

4

7

8
9

1

q

2

5

6

w

e

r

1 连接类型 搜索到的设备将按照类型出现在对应的列表内。
Ethernet Devices：设备通过以太网和电脑连接。
Serial Devices：设备通过 RS-232 线缆和电脑连接。
USB Devices： 设备通过 USB 线缆和电脑连接。

2 仅显示可连接设备 如果这里被选中，常用设备列表内将只显示在线的以太网设备。如
果这里未被选中，常用设备列表内也将显示不在线的以太网设备，
但不在线的设备将以灰色显示。

3 常用设备 列表显示被标记为常用的设备。

4 所有设备 列表显示通过以太网连接的所有设备。

5 工具按钮 点击后会出现一个菜单：

Log Viewer： 打开已经保存在电脑上的日志文件，进行日志分析，
详情请查阅章节 4.4 在页面 13。

Create EDID： 打开 EDID 创建向导。你可以在这里创建和保存特
殊的 EDID 文件，详情请查阅章节 4.5 在页面 14。

Demo mode： 你可以连接到一个虚拟的矩阵，尝试它的功能和设
置， 详情请查阅章节 4.6 在页面 14。

6 终端按钮 打开终端窗口，可以在这里查看 LDC 与连接设备的指令交互记录，
也可以在这里手动发送独立的指令给设备。

7 连接按钮 点击此按钮连接到选定的设备。

8 设备选择 点击对应的设备将其标记为常用设备。被标记为常用设备后标签会
附带黄色星号标识。再次点击带黄色标记的设备可将其从常用设备
列表内移除。

9 刷新按钮 点击此按钮将手动刷新可以连接的设备列表。

q 设备计数 显示在以太网找到的可以使用 LDC 连接的 Lightware 设备数量。

w 常用设备的功能
按钮

A
将选择的设备上移A
将选择的设备下移A

Remove 将选择的设备从常用设备列表内移除A
Modify

修改选择设备的连接属性。详情请查阅 4.3.1 在
页面 13A

Add
添加一个新的设备到常用设备列表。你需要准备
好待添加设备的 IP 地址，详情请查阅 4.3.2 在页
面 13

e 退出按钮 退出并关闭软件

r 关于菜单 点击此按钮将打开关于窗口。当前软件的版本号、Lightware 的网站
地址以及支持邮件地址会显示在这里。点击更新按钮可以手动更新 
LDC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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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串行设备列表

串行设备列表

在列表内选择通过 RS-232 连接的设备。点击 Query 按钮显示目标设备信息，双击建立连
接。

信息  
在 RS-232 连接模式下可以使用 9600 或 57600 波特率。控制软件可以自动确定波特率。

4.2.2. USB 设备列表

USB 设备列表

在列表内选择通过 USB 连接的设备，双击目标设备建立连接。

注意！   
请确保程序不被防火墙拦截！

4.3. 其他功能按钮和设备搜索窗

4.3.1. 添加按钮
如需手动添加一个固定 IP 地址的设备到常
用设备列表内，请点击 Add 按钮。你需
要准备好待连接设备 IP 地址以及指定的网
络端口号（默认端口号：LW2 协议设备为 
10001， LW3 协议设备 为6107）。

你可以为这个设备取一个别名，以便更容
易识别它（别名只会保存在你的电脑上）
。如果需要，请再 Local alias 后面输入，
并点击 Save 按钮。

4.3.2. 修改按钮
你可以通过点击 Modify 按钮修改连接属
性，例如 IP 地址、端口号以及别名。修改
完信息后记得点击 Save 按钮保存。

请确保 IP 地址的正确性，错误的 IP 地址将
无法连接设备！

4.4. 日志查看
这个工具可以用来查看
之前保存的日志文件。

点击软件左下角的 Tools 按钮打开菜单，找到并点击 Log Viewer 按
钮。接着点击 Open LOG 按钮找到并打开电脑上已经保存好的日志文
件。日志的内容将展现在下方的窗口中。

查看日志文件内容时有两个选项：User information 和 Debug。 
Debug 选项下将显示日志原始的内容，User information 选项下将显
示为用户可理解的内容。 默认将启用 User information 选项，这也是

被推荐的。

日志查看窗口 - 已打开一份日志文件

A
Add

A
Modify

Tools

Tools
Log viewer

Create EDID

Demo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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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创建 EDID
这个工具将打开简易 EDID 创建向导窗口，可以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创造一个独特的 EDID 
文件。你选择好一个指定的分辨率、信号类型（比如是否支持 3D）、音频格式后即可保存
为 .bin 或 .dat 格式的文件。

点击软件左下角的 Tools 按钮打开菜单，找到并点击 Create EDID 按
钮。其功能项和简易 EDID 创建向导一模一样，详情请查阅章节 9.4 在
页面 37。

4.6. 演示模式工具
演示模式下 LDC 将在内部虚拟一台 MX-FR17 矩阵路由器的所有功能。其功能、选项与真
实的 MX-FR17 设备一样。

点击软件左下角的 Tools 按钮打开菜单，找到并点击 Demo mode。 
打开的设置界面以及功能与 LDC 连接真实矩阵的一模一样，详情请查
阅章节 7 在页面 22。

LDC 的演示模式

Tools

Tools
Log viewer

Create EDID

Demo mode

Tools

Tools
Log viewer

Create EDID

Demo mode

5. 技术
5.1. 基础知识

EDID 是显示扩展设备的身份识别数据。简单来说 EDID 是显示扩展设备（监视器、电视、
投影机等）的身份证。它详细记录着显示设备的能力，比如支持的分辨率、刷新率（也称
为时序详情）、设备类型、生产厂家等等。

当连接好一个数字信号源到一台数字信号显示器，信号源会读取显示器的 EDID 以便输出
准确分辨率、刷新率等特性的图像。

EDID 通讯

大多数电脑数字显示器的 EDID 由 128 个字节构成。 但是数字电视和兼容 HDMI 的显示器
将再有额外的 128 个字节，被称作为扩展 EDID（E-EDID），扩展 EDID 由美国消费电子
协会（CEA）规定。扩展的信息包括可选的时序详情、音频能力、扩声能力以及 HDMI 能
力。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有兼容 HDMI 的设备必须有 CEA 扩展数据， 但并不是所有设备
都兼容 HDMI 的扩展。

5.2. 与 EDID 有关的常见问题
问题： 我在 Lightware 设备上为信号源更换了一个 EDID，想让信号源输出

不同的分辨率，但是没有任何变化。
解决方案： 有些显卡和视频源只有在通电启动的时候读取 EDID 信息，之后将

不在检测 EDID 的改变。你需要重新启动信号源以便重新让他读取 
EDID。

问题： 我有一个 Lightware 的发送器，使用的是工厂预设的 EDID。我想在
信号源手动选择一个不同的分辨率，但在我的信号源里面只有一个分
辨率选项。

解决方案： 大多数工厂预设的 EDID 只有一个分辨率，这是为了保证让信号源只
输出特定的信号。你需要在工厂预设 EDID 列表内选择一个支持所有 
VESA 分辨率的通用 EDID。

5.3. 高级 EDID 管理
每一个 DVI 终端 （例如监视器、投影机、等离子显示器以及矩阵路由器的输入）必须支持 
EDID 数据结构。信号源 BIOS 和操作系统都可能通过 DDC2B 协议询问终端，以确认其能
支持的像素格式和支持的信号类型。DVI 标准规定了通过 EDID 数据结构来识别监视器的
类型和能力。大多数的数字信号源（例如显卡、机顶盒等）在接收到 EDID 信息后才能将
信号输出给显示终端。如果信号源读取 EDID 失败，将不会输出视频信号。

你是谁？ 我是监视器
这是我的 EDID

好的，我知道
该发什么信号

给你了

Lightware 设备控制软件 （L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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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送端提供 Lightware 高级 EDID 功能有利于系统整合。发送端内置非遗失性存储空
间，可以保存和仿真工厂预设 EDID、用户自定义 EDID 以及连接到接收端的监视器 、投
影机等显示终端的动态 EDID。这样一来即便是监视器连接断开甚至断电 EDID 信息都将一
直可用。

EDID 仿真可以将发送端存储的 EDID （静态 EDID 仿真）或将当前连接到接收端的显示设
备 EDID （动态 EDID 仿真）复制给 HDMI、DVI、DP 输入端口。例如： 发送端动态仿
真连接在 DVI 输出端的显示器 EDID。在这种情况下，当输出端连接的显示器变更时，输
入端仿真的 EDID 信息也将会随之自动变更 （只要变更后的显示器有一个正确的 EDID）。

高级 EDID 管理可以通过 Lightware 设备控制软件 （LDC） 控制。

信息  
用户不需要通过断开并重新连接到其他产品的 HDMI、DVI、DP 线缆来改变 EDID。即便输
入口连接着信号源，也无需断电就可以变更 EDID

信息  
当 EDID 改变，发送端会触发一个 2 秒的热插拔信号。但有些信号源不严格遵守热插拔检
测，可能无法识别到这个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信号源需要重新通电启动。

5.4. HDCP 管理
Lightware Visual Engineering 是一个合法使用 HDCP 的企业。并且我们已经开发了很多
有用的功能可以有效的帮助解决由于兼容 HDCP 而遇到的问题。复杂的系统通常都由支持 
HDCP 和不支持 HDCP 的设备混合组成。延长器既可以传输带 HDCP 保护的内容也可以
传输不带 HDCP 保护的内容。设备始终保证不会将带 HDCP 保护的内容送到不支持 HDCP 
的显示设备。如果将带 HDCP 保护的内容路由到了一个不支持 HDCP 的输出，输出端将会
输出一个全屏红色作为提醒。

5.4.1. 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内容
很多信号源当检测到显示终端支持 HDCP 的时候都会自动输出带 HDCP 保护的内容 - 即便
是这个内容没有版权保护。当一个支持 HDCP 的设备（例如成对的延长器）如果连接在信
号源和显示终端之间时，会出现一些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内容将无法在不支持 HDCP 的显
示设备上显示和输出，例如像一些图像控制器。

租赁和演艺行业的技术人员经常抱怨，有些笔记本在检测到连接的设备（显示器、矩阵路
由器等）兼容 HDCP 信号后总是始终输出带 HDCP 保护的信号。然而很多时候 HDCP 并
不是必须要有的，比如在展示电脑桌面上的图片时，但某些笔记本始终都会这么做。

为避免不必要的 HDCP 加密，Lightware 设计了启用和禁用 HDCP 的功能：支持 HDCP 
的能力可以在延长器上被禁用。如果 HDCP 被禁用，信号源将把连接的终端识别为不支持 
HDCP 的设备，同时关闭身份验证。

5.4.2. 真实的例子

支持 HDCP 的终端

支持 HDCP 的显示终端

所有的设备都支持 HDCP，无需手动设置，受保护的和未受保护的内容都可以输出到显示
终端。

不支持 HDCP 的终端 （HDMI/DVI） 1.

不支持 HDCP 的显示终端与未受保护的内容

不支持 HDCP 的显示终端连接到接收器。一些信号源（例如电脑）当检测到接收器支持 
HDCP 时，将始终输出带 HDCP 保护的内容。然而这里的内容并不需要 HDCP 全程保护
（像电脑桌面的图片）。如果发送端启用了 HDCP 保护，图像将无法在显示终端显示。

设置输出端口的 HDCP 参数为自动识别，然后禁用输入端的 HDCP 功能。如果不是必须保
护的内容，传输的信号将不会被加密。因此显示终端将显示未加密的图像。

不支持 HDCP 的终端 （HDMI/DVI） 2.

不支持 HDCP 的显示终端与受保护的内容

这个演示和前一个演示的设备和连接都一样，只是信号源送出的信号受到 HDCP 的保护。
如果发送端启用了 HDCP 功能，信号源将会始终送出受保护的内容。显示终端不支持 
HDCP，因此它无法显示出信号源送出的信号（有可能是黑屏、红屏、噪点、无信号等情
况）。如果发送端的输入口禁用 HDCP，信号源将不会将信号送给发送端。

解决方案只需要将显示终端更换为一个支持 HDCP 的即可。

受保护
的内容

支持 HDCP
的显示终端

加密信号
TPS / 光纤

 线缆

兼容的
接收器

发送器
HDMI/DVI/DP

线缆

加密信号

HDMI/DVI/DP
线缆

无保护
的内容

不支持 HDCP
的显示终端

未加密信号
TPS / 光纤

 线缆

兼容的
接收器

发送器
HDMI/DVI/DP

线缆

未加密信号

HDMI/DVI/DP
线缆

受保护
的内容

不支持 HDCP
的显示终端

加密信号
TPS / 光纤

 线缆

兼容的
接收器

发送器
HDMI/DVI/DP

线缆

加密信号

HDMI/DVI/DP
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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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延长器交叉路由菜单
 注意！   
下方提到的截图和说明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发送器。你使用的设备相较于本章介绍的内容可
能会有不同的端口、设置以及功能。可用的设置请查阅你所使用产品的用户手册。

6.1. 交叉路由操作

1 主菜单 此处显示可以使用的菜单，当前菜单会以深灰色高亮显
示。

2 信息条 这里会标示出连接的设备类型。点击此信息条会弹出设备
搜索窗口。

3 视频输入端口 每一个标签代表一个视频输入口。下方的拼贴显示的是交
叉路由设置；如果这个端口被路由到了输出，拼贴会以白
色显示，否则为灰色。

4 音频输入端口 每一个标签代表一个音频输入口。下方的拼贴显示的是交
叉路由设置；如果这个端口被路由到了输出，拼贴会以白
色显示，否则为灰色。深灰色拼贴意味着这个端口没有内
嵌音频。

5 高级视图 打开高级视图页面，将显示终端指令窗口和树形结构显示
的 LW3 协议内容。

6 音频输出端口 TPS 和本地音频输出；这些接口中音频信号是一样的。

7 视频输出端口 TPS 和本地视频输出；这些接口中视频信号是一样的。

6

5

2 1

3

4

7

端口拼贴

拼贴显示的颜色和图标代表各自不同的状态和信息

1 端口名称

2 端口图标

3 端口号

4 信号指示器
绿色：接入正常
灰色：无信号接入

5 状态指示

状态指示

下面的图标显示端口或信号的不同状态：

图标 灰色显示 黑色显示 绿色显示

A 信号不带 HDCP 信号带 HDCP 保护 -

A 端口正常 端口被静图 -

A 端口正常 端口被锁定 -

A 自动路由模式关闭 - 自动路由模式开启

6.2. 端口属性设置
6.2.1. 视频输入端口属性和设置

点击一个视频输入端口打
开属性窗口；信号的状态
信息以及更多的重要参数将
显示在窗口内。特殊的功
能（例如帧检测（详情查
阅章节 8.1 在页面 32）
、HDCP 启用和禁用以及
端口锁定） 会全部显示在
这个面板内。如需恢复工厂
预设请点击 Reload 按钮。

可看见和使用的内容根据端
口的不同而不同。

视频输入端口的属性请参阅
右侧的截图

LOCALOUT

A
2 5

4

1 3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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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模拟音频输入端口属性和设置

音频输入端口属性窗口

点击一个模拟音频输入端口打开属性窗口；信号的状态信息以及更多的重要参数将显示在
窗口内。用户可以设置音量、均衡和增益电平，当然端口静图和端口锁定也可以在这里设
置 。如需恢复工厂预设请点击 Reload 按钮。

可看见和使用的内容根据端口的不同而不同。

6.2.3. 输出端口属性和设置
点击一个输出端口打开属性窗口；信
号的状态信息以及更多的重要参数将
显示在窗口内。用户可以设置自动路
由和优先模式，当然端口静图、端口
锁定、HDMI、HDCP、5V 电源、色
彩空间以及 TPS 模式都可以在这里设
置。帧检测（详情请查阅章节 8.1 在页
面 32） 和线缆诊断（详情请查阅章
节 8.2 在页面 32）也可以在这里找
到。如需恢复工厂预设请点击 Reload 
按钮。

可看见和使用的内容根据端口的不同而
不同。

视频输出端口的属性请参阅右侧的截图

6.2.3.1. 自动路由模式
下面介绍了自动路由模式的三个情形。

 ▪ First detect 模式： 如果第一个输入的信号未中断将始终被输出。

 ▪ Priority detect 模式：总是优先级最高的输入信号被输出。

 ▪ Last detect 模式： 总是最新一个检测到的信号被输出。

下面的流程图将展示自动路由模式工作的特点：

自动路由模式流程图

新事件？

是

否

当前
自动路由模式？

最近一次连接
的信号被输出

之前的端口
始终有信号？

保持原有
信号输出

优先级为 0 的
端口是否有信号？

优先级为 0 的
端口信号被输出

优先级为 1 的
端口是否有信号？

优先级为 2 的
端口是否有信号？

优先级为 30 的
端口是否有信号？

优先级为 1 的
端口信号被输出

优先级为 2 的
端口信号被输出

优先级为 30 的
端口信号被输出

输出测试信号 信号发生器设置？ 无信号被输出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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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矩阵交叉路由菜单
 注意！   
下方提到的截图和说明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矩阵路由器。你使用的设备相较于本章介绍的内
容可能会有不同的端口、设置以及功能。可用的设置请查阅你所使用产品的用户手册。

7.1. 网格视图
网格视图是向用户展示交叉路由点状态最直观的图形化界面。通过这个界面可以非常容易
的改变输入和输出端口的连接关系。 

矩阵的交叉路由菜单 - 网格视图

1

3

2

6

e

5
4

8

9
q
w

7

1 主菜单 此处显示可以使用的菜单，当前菜单会以深灰色高亮显
示。

2 信息条 这里显示当前的连接类型、连接的设备的名称、型号和序
列号。如果设备通过了多种方式连接，这里只会显示一种
连接。点击此信息条会弹出设备搜索窗口。

3 页面选择条 交叉路由和设置菜单拥有多个功能页面，点击对应的选择
条打开指定页面。当前页面的选择条下方以黄色线条作为
标记。

4 输入端口 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输入端口，如果窗口内没有显示出所
有端口，可以通过点击导航按钮的左右箭头翻页显示。

5 输入端口类型 以不同颜色标识当前安装的输入板卡类型 （详情请查阅章
节 7.1.1 在页面 24）。

6 连接 深灰色意味着这个端口不可用；浅灰色表示当前端口可
用，但没有连接任何信号；白色意味着当前输入和输出端
口已经建立了连接。

7 输出端口类型 以不同颜色标识当前安装的输出板卡类型 （详情请查阅章
节 7.1.1 在页面 24）。

8 指令终端 这是通用的终端窗口，主要用来发送测试指令和检查系统
指令交互情况，更多信息请查阅章节 14 在页面 54。

9 输出端口 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输出端口，如果窗口内没有显示出所
有端口，可以通过点击导航按钮的上下箭头翻页显示。

q 静图按钮 点击此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当前输出端口的静图模式。

w 锁定按钮 可以锁定任意连接至此端口的输入信号，锁定后可防止其
他输入信号被路由到此端口。

e 导航按钮 如果窗口内无法全部显示所有的内容，可以通过这个箭头
进行翻页操作I。

 技巧  
除了导航按钮外，你还可以在窗口内通过鼠标滚轮进行翻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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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输入和输出板卡类型
Lightware 的矩阵机箱可以搭配不同类型的板卡。无论是光纤板卡、双绞线板卡还是本地
板卡都有独立的颜色标识，不同的颜色色条代表着对应插槽内安装的不同类型板卡。

信息  
你使用的 Lightware 产品可能是标准的固化式产品，没有安装特殊的板卡。但板卡的标识
颜色仍然可用，它可以帮助你识别矩阵的端口类型。

板卡类型对应的颜色图例

空的插槽或是无法识别的板卡 MX-DVI-OPT 或 MX-HDMI-OPT 
板卡

MX-DVID 板卡 MXD-UMX 或 MX-DVII-HDCP 板
卡

MX-DVI-DL 板卡 MX-TPS 或 MX-4TPS2-4HDMI 板
卡

MX-DVI-TP 板卡 MX-AUDIO 板卡

MX-HDMI 或 MX-DVI-HDCP 板卡 MX-3GSDI 板卡

MX-HDMI-TP 或 MXD-HDMI-TP 
板卡

7.1.2. 交叉路由操作

路由

点击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的交叉点来执行信号路由。如果对应的信号源没有路由到当前输
出端口（交叉点以灰色显示），当鼠标移动到这交叉点上时，鼠标指针会变成小手的标
志，直到点击鼠标。如果当前输出端口没有被锁定，路由动作将成功执行。交叉点的颜色
将变为白色，并且鼠标恢复到指针状态。

例如：矩阵的第 33 号输入端口没有和 2 号输出端口建立连接（下图-左）。当建立连接后
他们的交叉点会变为白色显示（下图-右）。

输出端口静图

通过点击输出端口旁边的静图按钮可以将对应的输出端口静图。这
将使该输出端口停止信号输出。停止信号输出时右侧的静图按钮将
以白色显示。

信息  
输出端口可以断开和任意输入端口已经建立的连接。在这种情况下，断开后的输出端口和
输入端口的交叉点将以灰色显示，和静图功能类似，输出端口也不会输出信号。点击交叉
点将重新建立连接。

锁定输出

输出端口可以和任意的输入端口锁定。当锁定一个输入端口到一个
输出端口时，将不能再路由任何信号给锁定的输出端口，直到解除
锁定。如果输出锁定功能开启，按钮的背景颜色将变为白色。

信息  
调用预设也不会改变当前锁定的状态，所有针对锁定输出的预设指令将被忽略。如果调用
预设前端口已经被锁定，则锁定端口的信号将保持不变。

7.2. 拼贴视图
拼贴视图在控制软件里是一项新的功能。这种新的方法可以将输入和输出显示在一组拼贴
里。每一个拼贴代表一个输入或输出，还会显示端口和信号的状态。因此，用户可以同时
检查许多端口的状态而不需要点击一个端口或打开端口设置窗。

1 输入端口 每一个拼贴代表一路输入端口。如果窗口的尺寸无法显示
所有的端口，可以通过导航按钮的左右箭头进行翻页。

2 输出端口 每一个拼贴代表一路输出端口。如果窗口的尺寸无法显示
所有的端口，可以通过导航按钮的左右箭头进行翻页。

3 页面指示器 当前页面显示绿点，如果有其他页面存在，他们会用黑点
代表。

4 连接的端口 连接的端口将被显示（白色背景的按钮）在这里，用以标
识有哪些端口已经和选择的端口建立了连接。

5 选择的端口 最后选择的端口会在端口窗内以黄色的背景显示，点击按
钮打开端口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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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模式

在拼贴视图下矩阵控制界面有三个显示模式：

 ▪ 查看视图

 ▪ 先信号源路由模式

 ▪ 先显示端路由模式

控制按钮

Mute 输出端口静图或恢复 Parameters 打开端口设置窗口

Lock 锁定或取消锁定选择
的输出端口

Select All 选择所有端口（仅在先
显示端路由模式）

View mode 激活查看模式 Deselect All 取消选择所有端口（仅
在先显示端路由模式）

Input switch 激活先信号源路由
模式 Autotake 打开或关闭自动执行

Output switch 激活先显示端路由
模式 Take 手动执行交叉路由改变

7.2.1. 端口标识
端口标识的颜色和显示图标代表了被选端口的不同状态与信息

1 端口名称

2 端口号

3 板卡类型

4 状态指示 

5 背景颜色

6
信号状态标识
绿色：有信号
灰色：无信号

以下部分描述了这些含义

背景颜色（端口状态）

端口的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端口状态，如下：

1
Input1 深灰色 

端口不可用（没安装
板卡） 3

Input3

H
白色 
端口已连接

2
Input2

U
灰色 
端口可用 4

Input4

D
黄色 
当前选择的端口

1
Output11

2

3 4

5
6

输出端口状态指示

输出按钮的图标颜色对应不同的状态，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图标 无显示 灰色 黑色

无连接状态信息 未连接设备
设备已连接

（检测到热插拔）

A - 端口正常发送 端口已静图（停止）

A - 端口未锁定 端口已锁定

输入端口状态指示

输入按钮的图标颜色对应不同的状态，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图标 无显示 灰色 黑色

没有关于连接的可用信
息 端口可用，但未连接 端口可用并且已连接信

号源（+5V 电源检测）

[信号类型] 没有可用的信息 最近一次连接的信号类
型

  U – 未知的信号

  D – DVI 信号

  H – HDMI 信号

  A – 模拟信号

  S - SDI 信号

A 不支持 HDCP 信号没有 HDCP 加密 信号带 HDCP 加密

板卡类型

安装板卡的类型将通过端口按钮的底部的色条来显示。不同的颜色对应类型如下：

空插槽或无法识别的板卡 MX-DVI-OPT 或 MX-HDMI-OPT 
板卡

MX-DVID 板卡 MXD-UMX 或 MX-DVII-HDCP 板
卡

MX-DVI-DL 板卡 MX-TPS 或 MX-4TPS2-4HDMI 板
卡

MX-DVI-TP 板卡 MX-AUDIO 板卡

MX-HDMI 或 MX-DVI-HDCP 板卡 MX-3GSDI 板卡

MX-HDMI-TP 或 MXD-HDMI-TP 
板卡

7.2.2. 查看模式
这个模式设计用来显示选择的端口以及和其建立连接的端口。

信息  
在查看模式不能做交叉点路由操作，但可以对端口进行设置。

View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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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交叉点路由操作
交叉点路由可以在先信号源路由模式和先显示端路由模式下操作。这两种模式的操作方法
都类似，只是一个是先选择输入端，而另一个是先选择输出端。

先信号源路由模式

这个模式也可以叫做“输入优先模式”，在这个模式下，需要首先选择输入端口，然后再
选择输出端口，最后再执行路由操作。

先显示端路由模式

这个模式也可以叫做“输出优先模式”，在这个模式下，需要首先选择输出端口，然后再
选择输入端口，最后再执行路由操作。

 注意！   
输出端口只有在先显示端路由模式下才能设置锁定和静图状态。

路由操作

手动执行

当 Autotake 按钮的边框是黑色时手动执行模式启用。 在手动确认模式
下，所有的交叉点路由或断开都需要在选择输入和输出后点击此按钮才
会执行路由：

Step 1. 点击希望的操作模式按钮 （先信号源路由模式或先显示端路由模式）。

Step 2. 选择需要的端口，端口以高亮黄色显示，同样也会出现在右侧的端口窗内。

Step 3. 已经连接的端口以白色高亮显示，同时也出现在右侧的连接窗内。

Step 4. 新选择并且即将建立连接的交叉点将会闪烁。

Step 5. 点击 “Take” 按钮执行路由动作或者按 “Cancel” 按钮忽略操作。

信息  
手动执行模式一直会保持，直到激活自动执行模式，选择其他视图模式或者菜单都不会改
变手动执行或自动执行的状态。

自动执行

当 Autotake 按钮的边框是黄色时自动执行模式将启用。在这个模式
下，所有的交叉点路由或断开再选择输入和输出后会立即自动执行。

Step 1. 点击希望的操作模式按钮 （先信号源路由模式或先显示端路由模式）。

Step 2. 选择需要的端口，端口以高亮黄色显示，同样也会出现在右侧的端口窗内。

Step 3. 已经连接的端口以白色高亮显示，同时也出现在右侧的连接窗内。

Step 4. 新选择并且即将建立连接的交叉点将立即执行路由。

信息  
自动执行模式一直会保持，直到激活手动执行模式，选择其他视图模式或者菜单都不会改
变手动执行或自动执行模式的状态.。

Autotake

Autotake

端口设置

在右侧的端口显示窗内点击对应端口的按钮打开设置页面。

信息  
端口设置也可以通过点击 “Parameters” 按钮，同样可以进入设置页面.

7.3. 端口属性和设置
7.3.1. 输入端口属性和设置

矩阵输入端口属性窗

在网格视图下点击所需的端口号打开属性窗口，在拼贴视图下点击端口连接窗或端口选择
窗内的对应端口号打开属性窗口。信号的状态信息以及更详细的信号参数将在新的窗口内
显示。音频模式、 HDCP 设置、测试信号将可以在这里设置。如果模拟音频端口有接入音
频，用户可以在这里调整音量、左右平衡和电平增益。特别的功能，例如帧检测和信号分
析（详情请查阅章节 8.1 在页面 33）以及将信号源路由到所有输出端口等也都会出现在这
个面板内。（根据端口的类型不同，展现的信息以及可设置的参数也不同）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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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输出端口属性和设置

矩阵输出端口属性窗

在网格视图下点击所需的端口号打开属性窗口，在拼贴模视图下点击端口连接窗或端口选
择窗内的对应端口号打开属性窗口。信号的状态信息以及更详细的信号参数将在新的窗口
内显示。音频模式、 HDCP 设置、测试信号将可以在这里设置。如果模拟音频端口有接入
音频，用户可以在这里调整音量、左右平衡和电平增益。特别的功能，例如帧检测和信号
分析（详情请查阅章节 8.1 在页面 32）、TPS 双绞线诊断（详情请查阅章节 8.2 在页
面 32）、RS-232 指令远程发送以及将信号源路由到所有输出端口等功能也都会出现在
这个面板内。（根据端口的类型不同，展现的信息以及可设置的参数也不同）。

7.4. 预设
当连接的设备支持预设功能时（例如矩阵），可以通过操作交叉路由菜单的下级子菜单 
“Preset” 菜单打开。每个 Lightware 矩阵路由器都可以保存 32 个预设，随时都可以加
载和保存预设。

信息  
预设将存储完整的交叉路由配置，加载预设将影响所有的输出，处于锁定状态的输出除外

预设页面

左侧选择对应的预设按钮，右侧是预设预览查看窗，可以查看当前预设下输入和输出的连
接关系。

调用预设

Step 1. 在交叉路由菜单下选择 “Preset” 页面。

Step 2. 选择一个你准备加载交叉点配置预设存储位 （预设1 - 预设32）。

Step 3. 点击预设预览窗口下的 “Load” 按钮，预设将被加载。

Step 4. 新的输入输出配置将在网格视图下显示。

保存预设

Step 1. 在网格视图或者拼贴视图下做好交叉点的路由动作。

Step 2. 选择一个你准备用于存储的预设存储位 （预设1 - 预设32）。

Step 3. 点击预设预览窗口下的 “Save” 按钮。

Step 4. 将出现一个确认信息，表示预设已经存储。

重命名预设

Step 1. 选择一个你准备重命名的预设位 （预设1 - 预设32）。

Step 2. 输入希望的名称后再点击 “Rename” 按钮完成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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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诊断工具
8.1. 帧检测

帧检测可以显示端口信号的详细信息，例如消影区、当前视频的实时分辨率。如果在系统
安装过程中发现存在兼容性问题，作为检测工具的帧检测功能将非常有用。要使用这个功
能请打开端口属性窗口，找到并点击 Frame detector 按钮。

帧检测窗

Lightware 的帧检测功就是一个信号分析仪，通过这个功能可以确切的了解在端口中传输
信号的详细视频格式，从而有助于识别很多潜在的问题。例如：实际传输的时钟参数和原
始的时钟参数不一致，这将可能会导致一些显示器无法显示视频。

帧检测功能检测信号时就像在信号链路中放置了一台示波器，但它比示波器更简单易用。
可见视频以亮灰色显示在窗口中，深灰色区域代表一个完整的帧，包含消影区间隔、嵌入
的音频数据以及信息帧等（HDMI信号）信息。显示的值是从实际的信号中检测得来，而
不是来自于 HDMI 信息帧的描述。

8.2. 线缆诊断
在一个 TPS 双绞线系统的方案中，线缆诊断是一个非常
有用的工具。它可以实时测量当前线缆的长度，同时以
数值方式显示当前传输信号的质量。如果出现绿色色条
变成了红色，这意味着信号的误码率已经高于推荐的数
值。当前连接看起来可能是正常的，但是接收端将可能
无法正常恢复出正确的图像。

信息  
每一个色条对应双绞线中不同的线对。低质量的端接将
导致高的误码率，请检查线缆的接头连接或者更换线
缆。

视频误码率

这个特性在 TPS 接收端一侧工作，以平均误码率的方式显示发送端过来的视频信号。此功
能只有在安装了对应固件的接收端才能显示出来。

参考值

数值 说明

10-10-10-9 完美的图像质量

10-8 小错误，肉眼一般不会发现

10-7 一些特殊情况下会图像会闪烁

10-6 将看到小范围的噪点

10-5 很容易就能看到图像错误

10-4 糟糕的图像质量

前面显示的 “Video BER < 10-10” 表示平均每 1010 个像素有 1 个出现错误，这意味着可
能每 15 分钟会有 1 个像素出现误码。

矩阵路由器的线缆诊断

线缆诊断在矩阵路由器上有更高级的显示模式。两个可用的模式： table view 和 chart 
view。数据可以通过点击 Export data 按钮导出到电脑。

线缆诊断 Table view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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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诊断 Chart view 模式

8.3. 测试图案
输入和输出端口可发送一个特殊的图像给连接的设备用于测试。端口可用的设置如下：

模式（Mode）

 ▪ On： 端口一直输出测试信号。

 ▪ Off： 关闭端口的测试信号。

 ▪ No signal：当端口没有信号传输时将输出测试信号。

时钟源（Clock source）

 ▪ 480p / 576p / 原始视频信号。

图案（Pattern）

 ▪ Red / Green / Blue / Black / White / Ramp / Chess / Bar / Cycle。 Cycle 意味着
每 2 秒钟将按顺序自动更换测试图案。

 注意！   
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每个端口可以单独设置模式，但时钟源和图案将一样。比如：在  
LINKOUT 接口和本地镜像输出口的时钟源和图案是一样的。

9. EDID 菜单
在 EDID 菜单中可以设置高级 EDID 管理功能。左侧面板包含可用的源 EDID，右侧面板包
含可以仿真的目标设备EDID。列表可以通过鼠标滚轮滚动或者抓取上下拖动。

EDID 菜单
控制按钮A

Export 导出 EDID 到文件

A
执行 EDID 仿真或学习 
（发送按钮）A

Import 从文件导入 EDID

A
Clear selected

删除选中的 EDID（从用
户存储空间）A

Info
通过摘要窗口打开选
择的 EDID

A
Select all 选择右侧所有的项A

Edit
通过高级编辑器打开
选择的 EDID

A
Select none 取消右侧所有的选择A

Create 打开 EDID 创建向导

9.1. EDID 操作
9.1.1. 改变仿真的 EDID

Step 1. 在需要的 EDID list 源面板中选择一个 EDID.

Step 2. 在上方的目的地面板中选择并点击 Emulated 按钮。

Step 3. 选择希望将此EDID应用的端口 （可选择多个），选中的EDID将高亮黄色显示

Step 4.  点击 Transfer 按钮执行仿真 EDID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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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学习 EDID
处理过程类似改变仿真 EDID， 唯一的区别是在目标面板上选择 User 按钮。学习的内容可
以是一个或多个工厂预设 EDID 或当前连接设备的动态 EDID。

9.1.3. 导出 EDID

 注意！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 Web 方式访问，但只可以在 Windows 或者 Mac OS X 操作系统下通过 
Firefox 或者 Chrome 浏览器访问。

源 EDID 可以导出成单个文件 （*.bin, *.dat 或 *.edid） 到电脑上

Step 1.  在源面板选择需要的 EDID （高亮黄色显示）。

Step 2. 点击 Export 按钮打开文件保存对话框将文件保存到电脑。

9.1.4. 导入 EDID
之前保存的 EDID （*.bin, *.dat 或 *.edid 文件） 可以上载到设备的用户存储空间里

Step 1. 点击源面板上面的 User 按钮并选择一个存储位。

Step 2. 点击源面板下方的 Upload 按钮。

Step 3. 在文件浏览窗口里选择并打开对应的文件， EDID 将导入进指定的存储位。

 注意！   
如果选择的用户存储位不是空的，导入的 EDID 将覆盖之前的数据。

9.1.5. 删除 EDID
用户存储位的 EDID 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删除

Step 1. 点击目标面板上的 User 按钮

Step 2. 选择准备删除的的存储位，可以选择多个。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Select All 和 
Deselect All 按钮。选中的 EDID 将高亮黄色显示。

Step 3. 点击 Delete selected 按钮删除 EDID。

9.2. EDID 摘要窗
通过点击源面板的 Info 按钮打开 EDID 摘要显示窗口。

9.3. 编辑 EDID
在源面板选择一个EDID ，点击 Edit 按钮进入高级 EDID 编辑窗口。编辑器可以读取和修
改所有的信息，包括标准信息以及 CEA 扩展信息。所有设备的存储位或者保存的文件都可
以载入到编辑器。这个软件可以修正不健康的 EDID，并且以易懂的方式展现给用户。 所
有的信息可以被编辑和保存进 EDID 文件或者载入到用户的存储位。更多信息可以访问我
们的网站 （www.lightware.eu） 下载 EDID 编辑器用户手册。

9.4. 创建 EDID - 通过 EDID 向导
前面提到的高级 EDID 编辑器需要用户对 EDID 有深入的了解，Lightware 为普通用户也设
计了向导式的 EDID 创建界面，可以快速和很容易的创建想要的 EDID。用户只需要四个简
单的步骤就可以创建 EDID。通过点击源面板下方的 Create 按钮，简易 EDID 创建器将在
新的窗口内打开。更多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lightware.eu） 下载 EDID 编辑
器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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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控制菜单
 注意！   
控制菜单并不是所有 Lightware 设备都有，具体视你使用的产品而定。

通过这个菜单里的内容可以设置哪些通道可以用来连接和控制第三方设备。

10.1. RS-232
所有的串口都可以在这个页面里进行设置。用户可以设置不同连接头的串口参数（凤凰
头、DB9、TPS 或者光纤）。RS-232 模式、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以及所支
持的 Lightware 协议 （LW2 或 LW3） 都可以在这里改变。

RS-232 设置页面

RS-232 有三个模式可以设置：

a) 控制

b) 直通

c) 指令注入

控制模式

进入端口的信号都会被内置的微处理器处理和解释。在这个模式下允许直接控制此设备。
具体控制时使用 LW2 还是 LW3 协议将根据端口当前的设置而定。

直通模式

直通模式下，设备将始终转发所有收到的信息到另一个相同类型的端口。接收的数据不会
被 CPU 做任何处理，端口传入的数据直接被发送到另一个端口。

指令注入

在这个模式下，端口相当于内置了一个双向的 RS-232 指令转换器。来自以太网的指令被
转换为 RS-232 信号，反之亦然。RS-232 端口（远端或本地）会有一个用于 RS-232 指令
注入的以太网端口号。例如本地 RS-232 端口的默认指令注入网络端口号为 8001。如果有
任何发送到这个设备 8001 网络端口的指令，都将通过本地 RS-232 串口的 TX 针脚发出。
当然，如果本地串口的 RX 针脚有接收到指令也会通过这个网络连接发送给对方。

10.2. GPIO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ports） 是一种多功能的接口，可以连接第三方
设备完成控制功能。用户可以设置名称、电平（高或低）以及每个接口的触发方向（输入
或输出）。

GPIO 设置页面

10.3. 以太网
用户可以在这个页面启用或关闭以太网端口。

以太网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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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红外
IR（Infra-Red）接收和发送的功能可以在这个页面找到。这里有三个主要的功能按钮：  
IR codes、Ports 和 Clear all IR codes.

IR codes

可以在这里修改红外代码的名称、编辑红外码（Hash）以及设置毫秒级的重复时间，还有
一些和红外代码有关的其他操作。

红外代码设置页面

Ports

在这里可以设置各个端口的名称、对应指令注入的网络端口号，还有一些和红外代码有关
的其他操作。

红外端口设置页面

10.5. 事件管理
事件管理功能可通过下面介绍的内容进行启用和设置，更多信息请阅读后面的章节。

11. 事件管理器
这个功能可以检测到端口的状态改变，并触发一个事先设置好的动作。这个功能的推出要
感谢我们用户的反馈和建议。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及时了解一些设备的内部状态（例如：
信号是否正常连接、HDCP 的状态等），但是通常又是很困难的（比如设备被放在了桌子
下方面）。

事件管理器可以在检测到一个条件被触发时去执行一个既定的动作。比如有个需求是：当 
检测到 1 号输入口有接入信号时自动将其路由到输出端口 1。这个事件可以通过 LDC 软件
在控制菜单 -> 事件页面中进行配置，或者使用 LW3 协议进行配置。可以配置的事件数量
取决于你使用的设备。

自从推出第一版事件管理功能以来，我们收到了来自用户的很多建议。因此，我们重新设
计了界面并加入了许多新的功能。在事件管理器页面内按下 Edit 按钮可以打开和编辑每一
个事件。

在事件管理器的每一行左侧有个垂直的灰色色条，如果这一行的事件被设置成了启用，色
条会以绿色色条显示。

控制菜单 - 事件管理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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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事件编辑器
点击 Edit 按钮在事件编辑窗内打开对应行的事件。

1 事件标题 显示事件的编号和名称，点击 Set name 按钮修改名
称。通过点击 Clear button 可以清除事件设置。也可以
通过勾选 Enable 复选框启用或者关闭这个事件。

2 条件标题 如果已经设置了触发条件，将会显示对应的描述（白色
字体）以及对应 LW3 协议指令（黄色字体）。如果使用
了高级编辑模式，这里将显示 Custom condition。

3 条件面板 可通过向导、高级编辑以及链接工具来设置触发条件。
参数和设置会在下面显示出来。

4 条件测试 设置好的条件可以在这里进行有效性检测。

5 延迟设置 这个功能可以在检测到触发条件后按照特定的方式延迟
执行对应的动作。

6 动作标题 如果动作已经设置好，将会显示对应的描述（白色字
体）以及对应 LW3 协议指令（黄色字体）。如果使用了
高级编辑模式，这里将显示 Custom condition。

7 动作面板 可通过向导、高级编辑以及链接工具来设置要执行的动
作。参数和设置会在下面显示出来。

8 动作测试 设置好的动作可以在这里进行有效性检测。

3 7

1

2

4

5

6

8

11.2. 创建和修改事件
11.2.1. 向导模式

在向导模式下会列出最常用的条件和动作，所以用户不需要查找 LW3 协议内容

Step 1. 在希望编辑的事件里点击 Edit 按钮，将看到 事
件编辑界面。

Step 2. 向 导 模 式 默 认 被 显 示 出 来 。 在 下 拉 列 表 框 
Category 内先选择一个类别（比如音频或视
频）。

Step 3. 在下拉列表框 Expression 内选择一个表达式，
如果有额外的参数需要设置，它会在下方显示出
来。

Step 4. 点击 Apply 按钮保存这个事件。

11.2.2. 高级模式
这种模式最终的结果和向导模式一样：设置触发条件或执行动作的内容。不一样的是这个
模式允许用户在 LW3 协议里面查找和设置自定义的条件和动作。高级模式允许用户访问所
有的功能。

Step 1. 在希望编辑的事件里点击 Edit 
按钮，将看到事件编辑界面。

Step 2. 向导模式默认被显示出来。点
击 Advanced 按钮。完整的 
LW3 协议树形结构将被展现出
来。请查找你需要的节点。

Step 3. 在下拉列表框 Property 中选
择一个内容。下方将显示可以
设置的内容指引，可以帮助你
获得正确的表达式。

Step 4. 设置正确的表达式以及运算符
后点击 Apply 按钮保存这个事
件。

11.2.3. 链接工具
新的界面允许链接一个条件到多个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条件被触发将联动执行多
个预先设置的动作。这里介绍了如何利用链接工具设置这样的事件。

Step 1. 在希望编辑的事件里点击 Edit 按
钮，将看到事件编辑界面。

Step 2. 向导模式默认被显示出来。点击 
Link 按钮。

Step 3. 所有已保存的事件触发条件将列表
显示在下方（可能需要几秒钟时间
用于刷新列表）。 点击 Show advanced expressions 按钮可以显示触发条件详
细路径和对应的参数。

Step 4. 选择需要链接的条件后点击  Apply 按钮保存这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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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特殊工具和辅助程序
事件的名称

端口的名字可以通过输入字符后点击 Set 按钮完成修改。名称可以由下面的字符组成：

英文字母 （A-Z） 和 （a-z）、数字 （0-9），特殊字符包括中横线 （ - ），下横线 （ _ 
）和空格 （ ）。

启用或关闭一个事件

事件可以在事件列表里进行启用或禁用，也可以直接在事件编辑窗口内启用或禁用。

触发条件测试

当设置好一个条件，可以对它进行有效性测试。事件列表以及事件编辑窗口内都会显示这
个条件是否被触发，以及触发了多少次。触发计数器 Counter 可以在事件编辑窗口内重
置。如果这个触发条件是有效的， detected 标签后面将显示一个持续两秒的绿色色点， 
Counter 后面的计数也将增加。

执行动作测试

这个功能和触发条件测试类似。但是这里需要手动点击 Test 按钮执行动作测试。

 技巧  
测试按钮在事件列表里也有，所以你可以不用打开事件编辑窗口就可以执行测试。

延迟执行一个动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检测到触发条件时动作都需要立即执行，但有些时候在触发条件时需要
延迟执行动作。因此，新的事件管理器加入了延迟时间设置面板，允许进行下面的设置：

 ▪ No delay：满足触发条件后，立即执行动作。

 ▪ Simple delay：满足触发条件后，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后再执行动作。

 ▪ Still exists： 满足触发条件后，指定时间间隔后如果还满足触发条件再执行动作。

 ▪ Continuously exists: 满足触发条件，并保持指定时间间隔后再执行动作。

事件中可以使用的延迟设置

 技巧  
在你查找一个属性的路径和值的时候 Show advanced expressions 按钮会非常有用。这
个按钮你可以在事件列表窗口或链接工具内找到。

延迟
满足触发条件

满足触发条件

满足触发条件

满足触发条件

continously
exist

still exist

simple delay

no delay

执行动作

执行动作

延迟

延迟

执行动作

满足触发条件 执行动作

间隔时间

11.4. 清除一个或多个事件
清除一个事件

在事件列表内或者事件编辑窗内点击 Clear 按钮。

清除所有事件

当所有的事件需要全部被清除时，可以点击事件列表上方的 Load factory defaults 按
钮，你需要进一步确认这个操作。

11.5. 导出或导入事件
这个特点可以将所有的事件保存到电脑上备份。可以将保存的备份文件上传到其他的相同
类型设备中。

导出所有事件

Step 1. 在事件列表上方点击 Export 按钮。

Step 2. 在出现的文件浏览窗口内选择要保存的位置和名称，点击 Save 按钮。

文件保存的内容为可读的 LW3 协议指令。可以通过电脑上简单的文本查看工具查看和编辑
（例如 Windows 中的记事本）。

 注意！   
只建议专业的用户来编辑此文件。

导入所有的事件

Step 1. 在事件列表上方点击 Import 按钮。

Step 2. 在出现的文件浏览窗口内选择正确的备份文件，点击 Open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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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延长器设置菜单
菜单的内容包含了当前连接设备的硬件和软件相关设置和信息。页面里的内容也是和设备
相关的。

12.1. 状态
很多和设备有关的重要信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软硬件版本号、序列号、运行温度、电压
等信息。设备的标签名称可以在这里修改，通过 Reset 按钮也可以手动刷新当前的信息。

状态页面

12.2. 网络地址
静态 IP 地址和 DHCP 动态 IP 地址可以在这个页面设置。修改设置后点击 Apply settings 
按钮保存设置。如需恢复到工厂初始状态可以点击 Load factory defaults 按钮来完成。

网络地址页面

12.3. 备份
克隆 Lightware LW3 协议下的配置是非常有用的方法，它避免了多个相同设备在类似或相
同的环境下使用时需要多次配置的问题。如果设备被安装在一个架构相同或相近的多个系
统中，只需要先配置其中一台设备，再将其配置文件导出并重新载入到其他的设备即可，
从而进一步节省时间和资源。

备份页面

12.3.1. 克隆配置的简单步骤
在安装时多个设备需要设置为相同的配置的，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完成：

Step 1. 通过 LDC 软件先将一台设备配置为你需要的参数。

Step 2. 备份这台设备的所有设置信息到你的电脑。

Step 3. 如果需要，你可以通过文本编辑软件（比如记事本）编辑你的配置文件，例如关闭 
DHCP 时使用的静态 IP 地址。

Step 4. 用 LDC 软件连接到其他需要配置的设备，上载（恢复）这个配置文件到你的设备。

Step 5. 完成，新设备将按照你的配置文件设置，当然你也可以再重新调节设置。

12.3.2. 保存设备的配置（备份）
Step 1. 应用设备上的所有设置（端口参数、交叉路由等）。

Step 2. 在菜单里选择 Settings / Backup 页面。

Step 3. 在左侧的文本框里输入简短的描述（可选）。

Step 4. 点击 Create a full backup 按钮，系统将提示你保存这个文件。默认的文件名如
下：

BACKUP_<DEVICE TYPE>_SN<SERIAL NUMBER>.LW3

Step 5. 设置好文件名称，选择合适的文件夹后点击 save 按钮保存这个文件。

 技巧  
建议在文件名中标识出具体的产品型号，这样有助于在多个配置文件中进行快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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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备份文件

备份文件是一个包含了 LW3 协议指令集的简单文本文件。第一行是简单的描述，从第二行
开始至结尾的指令将在上载恢复过程中被执行。文件可以通过简单的文本编辑工具进行查
看和修改，例如记事本。

 注意！   
编辑功能仅适合专业用户。

12.3.3. 上载配置文件到设备 （恢复）

 警告！   
请注意，上载恢复操作将永久的覆盖设备当前参数，并且是无法被撤销。

 注意！   
如果目标设备和源设备是同一类型设备，上载备份文件后将完成克隆。

恢复过程

Step 1. 在菜单里选择 Settings / Backup 页面。

Step 2. 点击右侧面板的 Choose file 按钮，在电脑上查找到目标文件。

Step 3. 点击文件后将检查此文件的有效性，结果将显示在下面的文本框。只有正确的文件
才可以被恢复到设备。

Step 4. 选择在备份成功后需要使用的 IP settings：你可以使用备份文件内的设置、保持当
前的设置、手动输入一个 IP 地址或采用 DHCP 动态获取。

Step 5. 点击 Start restore process 按钮，当出现询问的时候请点 Yes 。

Step 6. 完成后请重启设备，以完成网络设置。

12.3.4. 在设备存储中创建和恢复备份
一些特定的设备（例如 MMX6x2-HT 系列）可以将备份文件保存在自身的内部存储中，在
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出来而无需通过电脑，有 8 个存储位置可以使用。

你可以点击 Save 按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一般备份，或者点击 Save as protected 按钮将
其保存为受保护的备份。在备份列表内选择一个备份，再点击 Apply 按钮将恢复这个备份
到设备。你也可以点击 Upload 或 Download 按钮将电脑上的备份文件上载到设备自身
的存储空间，或者将存储空间内的备份保存到电脑。当然，如果你觉得某个存储的备份文
件不再有留存的必要，可以点击 Delete 按钮删除。

 警告！   
载入出厂默认设置将擦除所有保存在设备内的备份！

12.4. 系统
在这里有三个主要的功能可以使用：

 ▪ Download system log - 将日志文件保存到电脑。

 ▪ Load factory defaults - 载入出厂默认设置

 ▪ Reboot - 重新启动系统

系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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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矩阵设置菜单
菜单的内容包含了当前连接设备的硬件和软件相关设置和信息。页面里的内容也是和设备
相关的。

13.1. 配置
所有和设备连接有关的设置都在这里：

配置页面

IP 配置

IP 地址以及 TCP/IP 端口可以在这里设置。

自动设置 IP 地址

当勾选 Obtain IP address automatically 选项，设备将通过局域网中的中心服务器或者 
DHCP 服务器自动获得 IP 地址。勾选 AutoIP 后，如果中心服务器或 DHCP 服务不可用，
将获得一个类似 169.254.xxx.xxx 的 IP 。请根据你的网络需求设置合适的选项。修改配置
后点击 Apply settings 按钮保存。

手动设置 IP 地址

在这种情况下，连接设备的 IP 地址是用户或管理员手动设置的。如果修改了 IP 地址你需
要重新启动设备以及 LDC 软件。修改配置后点击 Apply settings 按钮保存。

信息  
点击 Load default 按钮将恢复默认网络设置（固定IP）。默认网络设置请查阅当前设备的
用户手册。

信息  
当设备通过 RS-232 连接时，网络设置将不可用。

TCP 端口设置

设备可以通过 TCP/IP 指定端口和其他设备建立 TCP 连接。端口号可以使用 1025 至 
65535 之间的端口，这些端口号除外：9999、14000 - 14009、30704 和 30718。如果
矩阵要和 巴可公司的 Encore 控台连接，需要将端口号设置为 23。 如果要和科视公司的 
Vista Spyder 控台连接需要设置为 10001。修改配置后点击 Apply settings 按钮保存。

串口设置

用于 RS-232 串口连接的波特率可以选择：9600、19200、38400、57600 或 115200。
修改配置后点击 Apply settings 按钮保存。

13.2. 设备信息
连接设备的基本信息以及安装的各类板卡会在这个页面内列出。

设备信息页面

13.3. 状态
设备电平状态、风扇散热、以及温度等信息会在这里显示，通过 Reset 按钮也可以手动刷
新当前的信息。

状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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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日志
在这里可以找到生成系统报告以及设备运行日志记录。界面分为两个部分：Report 和 Log 
Viewer。

日志页面

生成报告

LDC 可以收集当前设备的信息并将其保存成一个报告文件，当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用户
可以将这个文件发送给 Lightware 支持团队，以便工程师协助排查故障。

点击 红色的按钮 生成报告文件。

LDC 收集设备的信息可能最长需要 5 分钟时间。

当完成信息收集，会出现一个 "另存为.." 的对话框，请选择一个文件的保存位置，可以修
改文件名。

报告将包含以下和设备相关的信息（如果可用）：

 ▪ 当前指令协议，

 ▪ 设备型号和序列号，

 ▪ 当前交叉路由状态，

 ▪ 内部所有控制器的固件版本号，

 ▪ 机箱内安装板卡的型号和版本，

 ▪ 硬件健康状态，

 ▪ 所有的 EDID 头标识和状态（仿真、动态、工厂预设以及用户存储），

 ▪ 基础的错误信息列表、日志文件列表以及最近一次的错误日志记录。

从文件打开特殊报告

控制软件可以发送自定义的指令给某些设备，比如矩阵路由器。指令将由 Lightware 支持
团队提供。这些指令可能会是一些特殊的，用于配置设备或者用于故障排查的指令。

信息  
这个功能只在排查特殊故障的时候才会用到。

错误日志查看器（MX 矩阵路由器、UMX 延长器）

设备上保存的日志文件可以通过这个功能进行下载或查看。错误日志将有以下各列信息组
成：错误等级、时间、错误代码、错误参数、任务处理标识、资源以及额外的信息。

设备将在启动的时候自动创建一个日志记录文件，如果当前已经存在日志则自动将新的信
息添加到当天的日志末尾。日志记录查看只能选择某月某日的日志文件。

Step 1. 选择需要查看日志的月份。

Step 2. 选择其中的一天。

Step 3. 错误日志将从设备中下载到软件并显示到下面的表格内。

Step 4. 错误日志可以通过点击 Save LOG 按钮保存到电脑。

这里有两种查看模式：User information 和 Debug。在 User information 模式下数据
将以可懂的友好方式呈现给用户，高度推荐使用这个模式查看日志记录。

日志可以通过 Delete all logs 或 Delete this log 按钮全部或一个一个删除。

13.5. 用户首选项
这个页面显示了一些与 LDC 软件显示和工作模式有关的内容。

用户首选项

Lightware 设备控制软件 （LD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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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级视图/终端
高级视图或终端窗口内将看到以树形结构显示所有 LW3 协议指令。指令和特殊的参数（在
LDC 内无法用图形化界面显示的）可以被设置或运行。

1 编辑模式 默认协议树为只读模式，如果你想修改参数请勾选这个选项，
系统将会发出确认信息。

2 终端窗口 发给设备的指令和来自设备的响应将按照时间和日期顺序罗
列在这个窗口内。发送给设备的指令以红色字体显示，并
以“>”符号开始，设备回送给 LDC 的响应以蓝色字体显示，
并以“<”符号开始。点击 Clear 按钮可以清空窗口内显示的
内容。如果 Autoscroll 选项被选中，新的指令将自动换行显
示。

3 指令行 输入希望发送给设备的指令，点击 Send 按钮发送它。

4 协议树 LW3 协议树形结构，选择一个节点查看它的内容。

5 节点列表 显示当前选择节点的所有连接和参数。

Manual 按钮：调用并在窗口内显示对应项的设置参考内容。

Set 按钮： 用文本框内的内容设置值或参数。

Call 按钮：调用一个方法，比如调用恢复出厂值功能。

2

3

4 5

1

15. 支持信息
如果设备在使用过程发现任何问题或出现任何故障，请及时联系你设备的销售商，或者直
接通过以下的信息和 Lightware 取得联系：

Lightware Visual Engineering （总部）

Peterdy 15, Budapest H-1071, Hungary

E-mail: support@lightware.eu

Lightware Visual Engineering （中国）

服务邮箱: support@lightware.cn

服务电话：+86 400 9688 190

Lightware 设备控制软件 （LDC）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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