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出色的图像质量、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Silicon Motion 的新视频墙
解决方案

高级内容管理 – 操作员可利用多视频配置选项（如艺
术或马赛克显示样式，见图 1）、高级功能（如边框减
少）以及额外的广告内容和水印。 

低延迟 – CAT 软件处理操作的持续时间小于标准播送
视频帧的处理时间。可以忽略的延迟意味着在视频墙
上显示内容没有时滞 – 这对于注重安全性和时间性的
用户（如空管中心）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Silicon Motion 新功能：全面的视频墙硬件/软件解决
方案
Silicon Motion 已将其视频墙应用的 CAT 软件与专用
图形处理器系统芯片 (SoC) 整合在一起，即 SM769，
作为视频墙安装全面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SM769 可解压缩 CAT 主机提供的视频位流。然后，它
可将视频信号转换到 HDMI、LVDS 或模拟信号，并输
出到一个或两个显示器上（见图 2）。

简介
由于出现了各种新的市场领域需求，视频墙的市场正
在快速增长。视频墙长期以来一直用于小众应用，如
道路交通、空中交通和铁路交通、工业流程以及大型
娱乐和展览场馆的控制中心等。 

但目前顾客导向型经营（如商店和卖场、酒吧、餐馆
和轨道交通站）发现了视频墙娱乐信息或广告内容吸
引观众注意力的威力。 

这为视频墙显示设备制造商满足此类新兴客户以及已
有用户的特定要求，提供了新的商机。

这些新的零售领域用户将被具综合属性的视频墙设备
所吸引：

• 轻松安装
• 轻松使用
• 具有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可让用户在初始安装后
添加显示屏或修改布局

• 高图像质量，兼容 4K 超高清 (UHD) 甚至更高的
分辨率的内容

为提供这种提升的价值，视频墙制造商需超越传统技
术（如 HDMI 分线器）进行图像处理。正如本文所述，
Silicon Motion 首创内容处理和管理的新架构提供了有
吸引力的高性能、灵活性和简单易用的控件，同时将
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降至最低。

目前在内容处理方面最为广泛采用之方案的两大弊端
目前跨多个显示面板显示单一视频流最常用的方法是 
HDMI 分线器。该输入一般为 HDMI 或 DisplayPort 。
分线器制作了固定数量的 HDMI 输出端，支持显示面
板的固定配置。要实施新的视频墙，用户可通过单一 
HDMI 线将内容源连接到分线器的输入端，通过多条 
HDMI 线将多个显示面板连接到 HDMI 分线器的输
出端。 

但此问题有两个严重的弊端。第一个弊端在安装时
就能看到。第二个弊端可能要在初始安装完成后才
会发现。 

第一个弊端显然是图像质量。分线器只能访问 HDMI 
或 DisplayPort 格式数据（已经过处理，可在单台
显示器上呈现）的权限。在 HDMI 分线器中，此位
流被简单地调整大小和比例以在多个面板上显示，

这是一个图像质量降级的过程。这意味着，例如：可
在单个显示屏上以 4K UHD 分辨率呈现的内容，在典
型的 2x2 或 3x3 阵列上通过 HDMI 分线器一般会以低
于高清 (HD) 的分辨率呈现。 

第二个弊端，往往只能在安装后显示，是分线器的固
定配置。用户为固定配置（如 2x2 显示面板）购买 
HDMI 分线器。 

但在安装后，用户的要求可能发生变化。用户可能
希望在 4x1 配置而不是原始的 2x2 配置中使用四个
面 板 。 或 者 ， 可 能 视 频 墙 的 大 小 需 增 加 ， 要 求 以 
2x4 阵列来取代原来的 2x2 阵列。 

第一个 HDMI 分线器现在已无用，因为 HDMI 分线器
仅支持单个配置。要为新的 4x1 或 2x4 面板阵列提供
内容，用户必须放弃第一个 HDMI 分线器，代之以全
新的分线器 – 每次用户希望更改或扩展其视频墙阵列
时都要这么做。 

这表示对 HDMI 分线器的投资既无法扩展，也不具灵
活性。 

CAT：视频图像处理的成熟算法
许多视频墙运营商在继续使用 HDMI 分线器，尽管它们
缺乏灵活性且提供的图像质量较差。在许多情况下，这
样做是因为其易用性。 

这意味着新型视频墙设备有很大的商机，该设备与 
HDMI 分线器相匹配，具备简易性，同时提供了高图像
质量、可随意更改显示配置以及轻松地以零成本或低
成本扩展视频墙安装的额外好处。 

正如上文所述，在 HDMI 或 DisplayPort 位流上执行
图像缩放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 Silicon Motion 开发的视屏墙设备新解决方
案中，使用 Silicon Motion 的内容自适应技术 (CAT) 软
件，将图像处理和缩放操作应用到未压缩的视频源。
用于图像处理和数据压缩的 CAT 软件是一项用于 USB 
集线器和 PC 扩展坞的成熟技术，能够让用户通过有限
带宽的 USB 连接，在任何显示器上显示任何内容。  

该软件让新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出色
性能得以保持 
CAT 软件（兼容任何基于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笔
记本电脑、PC 或服务器）可对原始视频内容进行图像
处理。该软件可在任何显示面板配置之间分割内容。然
后它会通过单一 USB 通道，将调整比例的传输内容压
缩到视频墙盒，视频墙盒是一个一进多出的设备，可将
视频内容输出到多个显示面板。 

基于 CAT 软件解决方案的最大优点如下： 
高图像质量 – CAT 软件能够调整图像比例以在多个面
板中保持原始内容的分辨率。CAT 软件能够处理最高
达 16K 的内容以在视频墙上呈现。目前在视频墙上显
示的多数内容为 4K 或 HD 分辨率，基于 CAT 的技术提
供了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已兼容下两代摄像
机技术。 

高压缩 – CAT 软件可以 1GB/s 的数据率压缩 4K UHD 
位流，并仅以 50MB/s 的速率输出而不损失图像质量
。这意味着，在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中，
内容服务器和视频墙盒之间的所有视频数据都可通过
标准的 USB 3.0 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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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APER
视频墙与所有 SM769 硬件和所需软件相结合的全面解
决方案。它包含：

• SM769 图形处理器 SoC
• 基于 CAT 技术的视频墙图形驱动程序和管理器
• 用户控制软件
• 视频墙各种输出端口配置的硬件参考设计

控制器软件（在类似 Windows 10 的环境下操作）对
最终用户而言易于学习，可让操作员快速轻松地为任
何显示面板配置设备的输出端（见图 2）。该软件支持
最多达 64 个面板的超大阵列。

参考设计加快了视频墙设备制造商的产品开发过程。
图 3 显示了视频墙盒的参考设计板，通过四个 SM769 
SoC 支持多达八个 HDMI 显示面板。
 

灵活而可扩展的架构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则受益于出色的软件
和硬件技术：CAT 软件、SM769 SoC 和用户友好的控
制面板软件。 

此解决方案的实施为视频墙操作者提供了全面的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图 4 显示了典型的用户架构，说明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可处理任何输入（包
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内容），并在标准的笔记本
电脑和平板电脑上提供了轻松的用户控制。

由于显示面板配置在用户控制软件中进行，此解决方
案提供了灵活性，如图 2 所示。例如，用户可能最初
安装了 3x3 面板阵列，由一个 10 端口视频墙盒驱动。
安装后，用户可更改配置，如图 5 所示，而无需对视
频墙盒作任何更改：所有的配置更改都在用户的控制
面板中进行。

它还可扩展：如果初始安装后 3x3 阵列的操作员希望
将视频墙扩展至 4x4 阵列，只需将一个新的六端口视
频墙盒添加到第一个 10 端口盒上即可。 

与 HDMI 分线器的使用成本相比：原来的 3x3 集线器
需放弃，被新的、更昂贵的 4x4 HDMI 分线器所取代。

高性能，低系统成本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其它特性可帮助视
频墙盒制造商为最终用户带来附加值。

对基于 SM769 的视频墙提供高图像质量，目前可以其
原始分辨率显示 HD 和 4K UHD 内容，并已支持未来
的 8K 和 16K 标准。例如，HD (1080p) 显示面板 4x4 
阵列目前在通过 Silicon Motion 图形软件和两个 8 端
口视频墙盒（各含有四个 SM769 SoC）呈现时，能以 
8K 分辨率显示 8K 内容。 

 



高级内容管理 – 操作员可利用多视频配置选项（如艺
术或马赛克显示样式，见图 1）、高级功能（如边框减
少）以及额外的广告内容和水印。 

低延迟 – CAT 软件处理操作的持续时间小于标准播送
视频帧的处理时间。可以忽略的延迟意味着在视频墙
上显示内容没有时滞 – 这对于注重安全性和时间性的
用户（如空管中心）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Silicon Motion 新功能：全面的视频墙硬件/软件解决
方案
Silicon Motion 已将其视频墙应用的 CAT 软件与专用
图形处理器系统芯片 (SoC) 整合在一起，即 SM769，
作为视频墙安装全面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SM769 可解压缩 CAT 主机提供的视频位流。然后，它
可将视频信号转换到 HDMI、LVDS 或模拟信号，并输
出到一个或两个显示器上（见图 2）。

简介
由于出现了各种新的市场领域需求，视频墙的市场正
在快速增长。视频墙长期以来一直用于小众应用，如
道路交通、空中交通和铁路交通、工业流程以及大型
娱乐和展览场馆的控制中心等。 

但目前顾客导向型经营（如商店和卖场、酒吧、餐馆
和轨道交通站）发现了视频墙娱乐信息或广告内容吸
引观众注意力的威力。 

这为视频墙显示设备制造商满足此类新兴客户以及已
有用户的特定要求，提供了新的商机。

这些新的零售领域用户将被具综合属性的视频墙设备
所吸引：

• 轻松安装
• 轻松使用
• 具有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可让用户在初始安装后
添加显示屏或修改布局

• 高图像质量，兼容 4K 超高清 (UHD) 甚至更高的
分辨率的内容

为提供这种提升的价值，视频墙制造商需超越传统技
术（如 HDMI 分线器）进行图像处理。正如本文所述，
Silicon Motion 首创内容处理和管理的新架构提供了有
吸引力的高性能、灵活性和简单易用的控件，同时将
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降至最低。

目前在内容处理方面最为广泛采用之方案的两大弊端
目前跨多个显示面板显示单一视频流最常用的方法是 
HDMI 分线器。该输入一般为 HDMI 或 DisplayPort 。
分线器制作了固定数量的 HDMI 输出端，支持显示面
板的固定配置。要实施新的视频墙，用户可通过单一 
HDMI 线将内容源连接到分线器的输入端，通过多条 
HDMI 线将多个显示面板连接到 HDMI 分线器的输
出端。 

但此问题有两个严重的弊端。第一个弊端在安装时
就能看到。第二个弊端可能要在初始安装完成后才
会发现。 

第一个弊端显然是图像质量。分线器只能访问 HDMI 
或 DisplayPort 格式数据（已经过处理，可在单台
显示器上呈现）的权限。在 HDMI 分线器中，此位
流被简单地调整大小和比例以在多个面板上显示，

这是一个图像质量降级的过程。这意味着，例如：可
在单个显示屏上以 4K UHD 分辨率呈现的内容，在典
型的 2x2 或 3x3 阵列上通过 HDMI 分线器一般会以低
于高清 (HD) 的分辨率呈现。 

第二个弊端，往往只能在安装后显示，是分线器的固
定配置。用户为固定配置（如 2x2 显示面板）购买 
HDMI 分线器。 

但在安装后，用户的要求可能发生变化。用户可能
希望在 4x1 配置而不是原始的 2x2 配置中使用四个
面 板 。 或 者 ， 可 能 视 频 墙 的 大 小 需 增 加 ， 要 求 以 
2x4 阵列来取代原来的 2x2 阵列。 

第一个 HDMI 分线器现在已无用，因为 HDMI 分线器
仅支持单个配置。要为新的 4x1 或 2x4 面板阵列提供
内容，用户必须放弃第一个 HDMI 分线器，代之以全
新的分线器 – 每次用户希望更改或扩展其视频墙阵列
时都要这么做。 

这表示对 HDMI 分线器的投资既无法扩展，也不具灵
活性。 

CAT：视频图像处理的成熟算法
许多视频墙运营商在继续使用 HDMI 分线器，尽管它们
缺乏灵活性且提供的图像质量较差。在许多情况下，这
样做是因为其易用性。 

这意味着新型视频墙设备有很大的商机，该设备与 
HDMI 分线器相匹配，具备简易性，同时提供了高图像
质量、可随意更改显示配置以及轻松地以零成本或低
成本扩展视频墙安装的额外好处。 

正如上文所述，在 HDMI 或 DisplayPort 位流上执行
图像缩放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 Silicon Motion 开发的视屏墙设备新解决方
案中，使用 Silicon Motion 的内容自适应技术 (CAT) 软
件，将图像处理和缩放操作应用到未压缩的视频源。
用于图像处理和数据压缩的 CAT 软件是一项用于 USB 
集线器和 PC 扩展坞的成熟技术，能够让用户通过有限
带宽的 USB 连接，在任何显示器上显示任何内容。  

该软件让新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出色
性能得以保持 
CAT 软件（兼容任何基于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笔
记本电脑、PC 或服务器）可对原始视频内容进行图像
处理。该软件可在任何显示面板配置之间分割内容。然
后它会通过单一 USB 通道，将调整比例的传输内容压
缩到视频墙盒，视频墙盒是一个一进多出的设备，可将
视频内容输出到多个显示面板。 

基于 CAT 软件解决方案的最大优点如下： 
高图像质量 – CAT 软件能够调整图像比例以在多个面
板中保持原始内容的分辨率。CAT 软件能够处理最高
达 16K 的内容以在视频墙上呈现。目前在视频墙上显
示的多数内容为 4K 或 HD 分辨率，基于 CAT 的技术提
供了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已兼容下两代摄像
机技术。 

高压缩 – CAT 软件可以 1GB/s 的数据率压缩 4K UHD 
位流，并仅以 50MB/s 的速率输出而不损失图像质量
。这意味着，在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中，
内容服务器和视频墙盒之间的所有视频数据都可通过
标准的 USB 3.0 线传输。 

视频墙与所有 SM769 硬件和所需软件相结合的全面解
决方案。它包含：

• SM769 图形处理器 SoC
• 基于 CAT 技术的视频墙图形驱动程序和管理器
• 用户控制软件
• 视频墙各种输出端口配置的硬件参考设计

控制器软件（在类似 Windows 10 的环境下操作）对
最终用户而言易于学习，可让操作员快速轻松地为任
何显示面板配置设备的输出端（见图 2）。该软件支持
最多达 64 个面板的超大阵列。

参考设计加快了视频墙设备制造商的产品开发过程。
图 3 显示了视频墙盒的参考设计板，通过四个 SM769 
SoC 支持多达八个 HDMI 显示面板。
 

灵活而可扩展的架构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则受益于出色的软件
和硬件技术：CAT 软件、SM769 SoC 和用户友好的控
制面板软件。 

此解决方案的实施为视频墙操作者提供了全面的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图 4 显示了典型的用户架构，说明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可处理任何输入（包
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内容），并在标准的笔记本
电脑和平板电脑上提供了轻松的用户控制。

由于显示面板配置在用户控制软件中进行，此解决方
案提供了灵活性，如图 2 所示。例如，用户可能最初
安装了 3x3 面板阵列，由一个 10 端口视频墙盒驱动。
安装后，用户可更改配置，如图 5 所示，而无需对视
频墙盒作任何更改：所有的配置更改都在用户的控制
面板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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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可扩展：如果初始安装后 3x3 阵列的操作员希望
将视频墙扩展至 4x4 阵列，只需将一个新的六端口视
频墙盒添加到第一个 10 端口盒上即可。 

与 HDMI 分线器的使用成本相比：原来的 3x3 集线器
需放弃，被新的、更昂贵的 4x4 HDMI 分线器所取代。

高性能，低系统成本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其它特性可帮助视
频墙盒制造商为最终用户带来附加值。

对基于 SM769 的视频墙提供高图像质量，目前可以其
原始分辨率显示 HD 和 4K UHD 内容，并已支持未来
的 8K 和 16K 标准。例如，HD (1080p) 显示面板 4x4 
阵列目前在通过 Silicon Motion 图形软件和两个 8 端
口视频墙盒（各含有四个 SM769 SoC）呈现时，能以 
8K 分辨率显示 8K 内容。 

 



高级内容管理 – 操作员可利用多视频配置选项（如艺
术或马赛克显示样式，见图 1）、高级功能（如边框减
少）以及额外的广告内容和水印。 

低延迟 – CAT 软件处理操作的持续时间小于标准播送
视频帧的处理时间。可以忽略的延迟意味着在视频墙
上显示内容没有时滞 – 这对于注重安全性和时间性的
用户（如空管中心）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Silicon Motion 新功能：全面的视频墙硬件/软件解决
方案
Silicon Motion 已将其视频墙应用的 CAT 软件与专用
图形处理器系统芯片 (SoC) 整合在一起，即 SM769，
作为视频墙安装全面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SM769 可解压缩 CAT 主机提供的视频位流。然后，它
可将视频信号转换到 HDMI、LVDS 或模拟信号，并输
出到一个或两个显示器上（见图 2）。

简介
由于出现了各种新的市场领域需求，视频墙的市场正
在快速增长。视频墙长期以来一直用于小众应用，如
道路交通、空中交通和铁路交通、工业流程以及大型
娱乐和展览场馆的控制中心等。 

但目前顾客导向型经营（如商店和卖场、酒吧、餐馆
和轨道交通站）发现了视频墙娱乐信息或广告内容吸
引观众注意力的威力。 

这为视频墙显示设备制造商满足此类新兴客户以及已
有用户的特定要求，提供了新的商机。

这些新的零售领域用户将被具综合属性的视频墙设备
所吸引：

• 轻松安装
• 轻松使用
• 具有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可让用户在初始安装后
添加显示屏或修改布局

• 高图像质量，兼容 4K 超高清 (UHD) 甚至更高的
分辨率的内容

为提供这种提升的价值，视频墙制造商需超越传统技
术（如 HDMI 分线器）进行图像处理。正如本文所述，
Silicon Motion 首创内容处理和管理的新架构提供了有
吸引力的高性能、灵活性和简单易用的控件，同时将
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降至最低。

目前在内容处理方面最为广泛采用之方案的两大弊端
目前跨多个显示面板显示单一视频流最常用的方法是 
HDMI 分线器。该输入一般为 HDMI 或 DisplayPort 。
分线器制作了固定数量的 HDMI 输出端，支持显示面
板的固定配置。要实施新的视频墙，用户可通过单一 
HDMI 线将内容源连接到分线器的输入端，通过多条 
HDMI 线将多个显示面板连接到 HDMI 分线器的输
出端。 

但此问题有两个严重的弊端。第一个弊端在安装时
就能看到。第二个弊端可能要在初始安装完成后才
会发现。 

第一个弊端显然是图像质量。分线器只能访问 HDMI 
或 DisplayPort 格式数据（已经过处理，可在单台
显示器上呈现）的权限。在 HDMI 分线器中，此位
流被简单地调整大小和比例以在多个面板上显示，

这是一个图像质量降级的过程。这意味着，例如：可
在单个显示屏上以 4K UHD 分辨率呈现的内容，在典
型的 2x2 或 3x3 阵列上通过 HDMI 分线器一般会以低
于高清 (HD) 的分辨率呈现。 

第二个弊端，往往只能在安装后显示，是分线器的固
定配置。用户为固定配置（如 2x2 显示面板）购买 
HDMI 分线器。 

但在安装后，用户的要求可能发生变化。用户可能
希望在 4x1 配置而不是原始的 2x2 配置中使用四个
面 板 。 或 者 ， 可 能 视 频 墙 的 大 小 需 增 加 ， 要 求 以 
2x4 阵列来取代原来的 2x2 阵列。 

第一个 HDMI 分线器现在已无用，因为 HDMI 分线器
仅支持单个配置。要为新的 4x1 或 2x4 面板阵列提供
内容，用户必须放弃第一个 HDMI 分线器，代之以全
新的分线器 – 每次用户希望更改或扩展其视频墙阵列
时都要这么做。 

这表示对 HDMI 分线器的投资既无法扩展，也不具灵
活性。 

CAT：视频图像处理的成熟算法
许多视频墙运营商在继续使用 HDMI 分线器，尽管它们
缺乏灵活性且提供的图像质量较差。在许多情况下，这
样做是因为其易用性。 

这意味着新型视频墙设备有很大的商机，该设备与 
HDMI 分线器相匹配，具备简易性，同时提供了高图像
质量、可随意更改显示配置以及轻松地以零成本或低
成本扩展视频墙安装的额外好处。 

正如上文所述，在 HDMI 或 DisplayPort 位流上执行
图像缩放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 Silicon Motion 开发的视屏墙设备新解决方
案中，使用 Silicon Motion 的内容自适应技术 (CAT) 软
件，将图像处理和缩放操作应用到未压缩的视频源。
用于图像处理和数据压缩的 CAT 软件是一项用于 USB 
集线器和 PC 扩展坞的成熟技术，能够让用户通过有限
带宽的 USB 连接，在任何显示器上显示任何内容。  

该软件让新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出色
性能得以保持 
CAT 软件（兼容任何基于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笔
记本电脑、PC 或服务器）可对原始视频内容进行图像
处理。该软件可在任何显示面板配置之间分割内容。然
后它会通过单一 USB 通道，将调整比例的传输内容压
缩到视频墙盒，视频墙盒是一个一进多出的设备，可将
视频内容输出到多个显示面板。 

基于 CAT 软件解决方案的最大优点如下： 
高图像质量 – CAT 软件能够调整图像比例以在多个面
板中保持原始内容的分辨率。CAT 软件能够处理最高
达 16K 的内容以在视频墙上呈现。目前在视频墙上显
示的多数内容为 4K 或 HD 分辨率，基于 CAT 的技术提
供了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已兼容下两代摄像
机技术。 

高压缩 – CAT 软件可以 1GB/s 的数据率压缩 4K UHD 
位流，并仅以 50MB/s 的速率输出而不损失图像质量
。这意味着，在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中，
内容服务器和视频墙盒之间的所有视频数据都可通过
标准的 USB 3.0 线传输。 

视频墙与所有 SM769 硬件和所需软件相结合的全面解
决方案。它包含：

• SM769 图形处理器 SoC
• 基于 CAT 技术的视频墙图形驱动程序和管理器
• 用户控制软件
• 视频墙各种输出端口配置的硬件参考设计

控制器软件（在类似 Windows 10 的环境下操作）对
最终用户而言易于学习，可让操作员快速轻松地为任
何显示面板配置设备的输出端（见图 2）。该软件支持
最多达 64 个面板的超大阵列。

参考设计加快了视频墙设备制造商的产品开发过程。
图 3 显示了视频墙盒的参考设计板，通过四个 SM769 
SoC 支持多达八个 HDMI 显示面板。
 

灵活而可扩展的架构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则受益于出色的软件
和硬件技术：CAT 软件、SM769 SoC 和用户友好的控
制面板软件。 

此解决方案的实施为视频墙操作者提供了全面的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图 4 显示了典型的用户架构，说明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可处理任何输入（包
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内容），并在标准的笔记本
电脑和平板电脑上提供了轻松的用户控制。

由于显示面板配置在用户控制软件中进行，此解决方
案提供了灵活性，如图 2 所示。例如，用户可能最初
安装了 3x3 面板阵列，由一个 10 端口视频墙盒驱动。
安装后，用户可更改配置，如图 5 所示，而无需对视
频墙盒作任何更改：所有的配置更改都在用户的控制
面板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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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Silicon Motion 为八显示器视频墙盒开发的参考设计

图 1：CAT 软件可将显示器旋转到任何角度

图 2：用于配置视频墙的 Silicon Motion 用户软件

它还可扩展：如果初始安装后 3x3 阵列的操作员希望
将视频墙扩展至 4x4 阵列，只需将一个新的六端口视
频墙盒添加到第一个 10 端口盒上即可。 

与 HDMI 分线器的使用成本相比：原来的 3x3 集线器
需放弃，被新的、更昂贵的 4x4 HDMI 分线器所取代。

高性能，低系统成本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其它特性可帮助视
频墙盒制造商为最终用户带来附加值。

对基于 SM769 的视频墙提供高图像质量，目前可以其
原始分辨率显示 HD 和 4K UHD 内容，并已支持未来
的 8K 和 16K 标准。例如，HD (1080p) 显示面板 4x4 
阵列目前在通过 Silicon Motion 图形软件和两个 8 端
口视频墙盒（各含有四个 SM769 SoC）呈现时，能以 
8K 分辨率显示 8K 内容。 

 



高级内容管理 – 操作员可利用多视频配置选项（如艺
术或马赛克显示样式，见图 1）、高级功能（如边框减
少）以及额外的广告内容和水印。 

低延迟 – CAT 软件处理操作的持续时间小于标准播送
视频帧的处理时间。可以忽略的延迟意味着在视频墙
上显示内容没有时滞 – 这对于注重安全性和时间性的
用户（如空管中心）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Silicon Motion 新功能：全面的视频墙硬件/软件解决
方案
Silicon Motion 已将其视频墙应用的 CAT 软件与专用
图形处理器系统芯片 (SoC) 整合在一起，即 SM769，
作为视频墙安装全面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SM769 可解压缩 CAT 主机提供的视频位流。然后，它
可将视频信号转换到 HDMI、LVDS 或模拟信号，并输
出到一个或两个显示器上（见图 2）。

简介
由于出现了各种新的市场领域需求，视频墙的市场正
在快速增长。视频墙长期以来一直用于小众应用，如
道路交通、空中交通和铁路交通、工业流程以及大型
娱乐和展览场馆的控制中心等。 

但目前顾客导向型经营（如商店和卖场、酒吧、餐馆
和轨道交通站）发现了视频墙娱乐信息或广告内容吸
引观众注意力的威力。 

这为视频墙显示设备制造商满足此类新兴客户以及已
有用户的特定要求，提供了新的商机。

这些新的零售领域用户将被具综合属性的视频墙设备
所吸引：

• 轻松安装
• 轻松使用
• 具有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可让用户在初始安装后
添加显示屏或修改布局

• 高图像质量，兼容 4K 超高清 (UHD) 甚至更高的
分辨率的内容

为提供这种提升的价值，视频墙制造商需超越传统技
术（如 HDMI 分线器）进行图像处理。正如本文所述，
Silicon Motion 首创内容处理和管理的新架构提供了有
吸引力的高性能、灵活性和简单易用的控件，同时将
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降至最低。

目前在内容处理方面最为广泛采用之方案的两大弊端
目前跨多个显示面板显示单一视频流最常用的方法是 
HDMI 分线器。该输入一般为 HDMI 或 DisplayPort 。
分线器制作了固定数量的 HDMI 输出端，支持显示面
板的固定配置。要实施新的视频墙，用户可通过单一 
HDMI 线将内容源连接到分线器的输入端，通过多条 
HDMI 线将多个显示面板连接到 HDMI 分线器的输
出端。 

但此问题有两个严重的弊端。第一个弊端在安装时
就能看到。第二个弊端可能要在初始安装完成后才
会发现。 

第一个弊端显然是图像质量。分线器只能访问 HDMI 
或 DisplayPort 格式数据（已经过处理，可在单台
显示器上呈现）的权限。在 HDMI 分线器中，此位
流被简单地调整大小和比例以在多个面板上显示，

这是一个图像质量降级的过程。这意味着，例如：可
在单个显示屏上以 4K UHD 分辨率呈现的内容，在典
型的 2x2 或 3x3 阵列上通过 HDMI 分线器一般会以低
于高清 (HD) 的分辨率呈现。 

第二个弊端，往往只能在安装后显示，是分线器的固
定配置。用户为固定配置（如 2x2 显示面板）购买 
HDMI 分线器。 

但在安装后，用户的要求可能发生变化。用户可能
希望在 4x1 配置而不是原始的 2x2 配置中使用四个
面 板 。 或 者 ， 可 能 视 频 墙 的 大 小 需 增 加 ， 要 求 以 
2x4 阵列来取代原来的 2x2 阵列。 

第一个 HDMI 分线器现在已无用，因为 HDMI 分线器
仅支持单个配置。要为新的 4x1 或 2x4 面板阵列提供
内容，用户必须放弃第一个 HDMI 分线器，代之以全
新的分线器 – 每次用户希望更改或扩展其视频墙阵列
时都要这么做。 

这表示对 HDMI 分线器的投资既无法扩展，也不具灵
活性。 

CAT：视频图像处理的成熟算法
许多视频墙运营商在继续使用 HDMI 分线器，尽管它们
缺乏灵活性且提供的图像质量较差。在许多情况下，这
样做是因为其易用性。 

这意味着新型视频墙设备有很大的商机，该设备与 
HDMI 分线器相匹配，具备简易性，同时提供了高图像
质量、可随意更改显示配置以及轻松地以零成本或低
成本扩展视频墙安装的额外好处。 

正如上文所述，在 HDMI 或 DisplayPort 位流上执行
图像缩放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 Silicon Motion 开发的视屏墙设备新解决方
案中，使用 Silicon Motion 的内容自适应技术 (CAT) 软
件，将图像处理和缩放操作应用到未压缩的视频源。
用于图像处理和数据压缩的 CAT 软件是一项用于 USB 
集线器和 PC 扩展坞的成熟技术，能够让用户通过有限
带宽的 USB 连接，在任何显示器上显示任何内容。  

该软件让新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出色
性能得以保持 
CAT 软件（兼容任何基于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笔
记本电脑、PC 或服务器）可对原始视频内容进行图像
处理。该软件可在任何显示面板配置之间分割内容。然
后它会通过单一 USB 通道，将调整比例的传输内容压
缩到视频墙盒，视频墙盒是一个一进多出的设备，可将
视频内容输出到多个显示面板。 

基于 CAT 软件解决方案的最大优点如下： 
高图像质量 – CAT 软件能够调整图像比例以在多个面
板中保持原始内容的分辨率。CAT 软件能够处理最高
达 16K 的内容以在视频墙上呈现。目前在视频墙上显
示的多数内容为 4K 或 HD 分辨率，基于 CAT 的技术提
供了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已兼容下两代摄像
机技术。 

高压缩 – CAT 软件可以 1GB/s 的数据率压缩 4K UHD 
位流，并仅以 50MB/s 的速率输出而不损失图像质量
。这意味着，在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中，
内容服务器和视频墙盒之间的所有视频数据都可通过
标准的 USB 3.0 线传输。 

视频墙与所有 SM769 硬件和所需软件相结合的全面解
决方案。它包含：

• SM769 图形处理器 SoC
• 基于 CAT 技术的视频墙图形驱动程序和管理器
• 用户控制软件
• 视频墙各种输出端口配置的硬件参考设计

控制器软件（在类似 Windows 10 的环境下操作）对
最终用户而言易于学习，可让操作员快速轻松地为任
何显示面板配置设备的输出端（见图 2）。该软件支持
最多达 64 个面板的超大阵列。

参考设计加快了视频墙设备制造商的产品开发过程。
图 3 显示了视频墙盒的参考设计板，通过四个 SM769 
SoC 支持多达八个 HDMI 显示面板。
 

灵活而可扩展的架构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则受益于出色的软件
和硬件技术：CAT 软件、SM769 SoC 和用户友好的控
制面板软件。 

此解决方案的实施为视频墙操作者提供了全面的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图 4 显示了典型的用户架构，说明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可处理任何输入（包
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内容），并在标准的笔记本
电脑和平板电脑上提供了轻松的用户控制。

由于显示面板配置在用户控制软件中进行，此解决方
案提供了灵活性，如图 2 所示。例如，用户可能最初
安装了 3x3 面板阵列，由一个 10 端口视频墙盒驱动。
安装后，用户可更改配置，如图 5 所示，而无需对视
频墙盒作任何更改：所有的配置更改都在用户的控制
面板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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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一个 10 端口视频墙盒支持最高达 10 个显示面板的任何
配置。此图仅显示了部分配置选项

9 台显示器配置实例

2X3

4X2

3X2

2X4

3X3

图 4：使用 SM769 为主的视频墙盒安装视频墙的架构

视频墙服务器

HDMI

HDMI

HDMI

USB 集线器
或网络交换机

SMI 视频墙盒

SMI 视频
墙盒

SMI 视频墙盒

它还可扩展：如果初始安装后 3x3 阵列的操作员希望
将视频墙扩展至 4x4 阵列，只需将一个新的六端口视
频墙盒添加到第一个 10 端口盒上即可。 

与 HDMI 分线器的使用成本相比：原来的 3x3 集线器
需放弃，被新的、更昂贵的 4x4 HDMI 分线器所取代。

高性能，低系统成本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的其它特性可帮助视
频墙盒制造商为最终用户带来附加值。

对基于 SM769 的视频墙提供高图像质量，目前可以其
原始分辨率显示 HD 和 4K UHD 内容，并已支持未来
的 8K 和 16K 标准。例如，HD (1080p) 显示面板 4x4 
阵列目前在通过 Silicon Motion 图形软件和两个 8 端
口视频墙盒（各含有四个 SM769 SoC）呈现时，能以 
8K 分辨率显示 8K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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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向最终用户提供三个版本的视频控制面板

Silicon Motion 解决方案在其低系统成本方面也非常
突出。Silicon Motion 软件可在任何标准 PC 或服务器
上运行。从内容服务器至视频墙盒的连接通过标准、
低成本的 USB 3.0 线进行。如果安装的阵列需扩展，
则在保留已有视频墙盒的同时，可能需要添加额外的
视频墙盒。 

专业支持视频墙设备制造商
Silicon Motion 设计视频墙解决方案，可让设备制造商
轻松实施，同时，与传统的 HDMI 分线器相比，为用
户提供了附加值。 

Silicon Motion 提供了作为完整硬件/软件解决方案的
技术，包括三种不同的用户控制面板软件，以满足不
同用户的需求。用户软件的功能如图 6 所示。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盒参考设计可免费获得，并有
全部文档的支持，包括设计文件和纲要。S i l i con 
Motion 的技术团队随时就修改参考设计时的电气、热
量和机械影响为客户提供建议。 

视频墙市场的新商机
通过采用 Silicon Motion 视频墙解决方案，制造商有机
会让目前低性能 HDMI 分线器主导的市场得到改观，
以新型产品（即视频墙盒）替代校差的技术，为用户
大幅改善图像质量，使用标准电脑和连接器技术轻松
安装，随时快速重新配置，以较小或没有额外视频墙
设备的投资扩展视频墙安装。 

基本版本

• 视频墙设置
• 任何布局配置（横向 2x2、3x3、1x4 等）

CMS（内容管理系统）

• 多区域和窗口管理
• 无窗口视频播放器
• 多图像播放器
• 运行广告横幅嵌入
• 标志/品牌水印
• 内容计划

矩阵墙

• 全部克隆/部分显示
• 边框减少
• 投影机边缘融合
• 面板色彩校准
• 四度旋转（纵向/横向）

艺术墙

• 全部克隆/部分显示
• 边框减少
• 投影机边缘融合
• 任何角度旋转
• 任何形状/分辨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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