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卓越的影像品質，可擴充性和靈活性

慧榮科技新電視牆解決方案

簡介
由於各種新領域的需求出現，電視牆市場正快速成長
中。電視牆長期以來一直使用於利基型應用，例如道
路交通控制中心、航空交通、鐵路運輸或工業流程，
以及大型娛樂和展覽館。 

然而，現在以消費者導向為主的營業場所，例如商店和
購物中心、酒吧、餐廳和公共交通運輸站，發現電視牆
在吸引觀眾對娛樂、資訊或廣告內容關注的能力。 

這為電視牆顯示設備製造商提供了新機會，去滿足這
些新興客戶類型以及現有使用者的特殊需求。 

這些新的零售業使用者，將被具有以下特性組合的電
視牆設備所吸引： 

• 容易安裝
• 容易使用
• 可擴充性和靈活特性，讓使用者於首次安裝後，
能夠增加多螢幕顯示或修改其設計

• 高畫質，可相容 4K 超高解析度 (UHD) 內容，甚
至更高畫質

為了提供改良的價值，電視牆設備製造商在影像處理
上需要超越傳統技術，例如 HDMI 影音分配器。如本
文所示，慧榮科技為開創的電視牆內容處理和管理的
新架構提供了高效能、靈活性和簡易使用者控制等吸
引力的組合，同時減少對硬體基礎架構的投資。

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內容處理選項的雙重缺點
目前在多個顯示面板上顯示單一視訊串流的最常用方
法是使用 HDMI 影音分配器。輸入通常是 HDMI 或 
DisplayPort 位元流。分配器產生固定數量的 HDMI 輸
出，支援固定配置的顯示面板。為了執行新的電視牆，
使用者通過單一 HDMI 線將內容來源連接到分配器的
輸入，並通過多條 HDMI 線將多個顯示面板連接到 
HDMI 分配器的輸出。 

然而這種方法有兩個嚴重的缺點。第一個可在安裝時立
即看見。第二個可能只在首次安裝完成後才會被發現。

第 一 個 明 顯 的 缺 點 是 影 像 品 質 。 分 配 器 只 能 存 取 
HDMI 或 DisplayPort 格式的資料，這些資料為了可
以在單個顯示器上播放已經過處理。在 HDMI 分配器
中，該位元流被粗制地調整大小並按比例縮放，以在

多個面板上顯示，這一過程降低了影像品質。這表示，
例如，當透過 HDMI 分配器在典型的 2x2 或 3x3 排列
上播放時，在單個顯示面板上可以用 4K UHD 超高畫
質播放的內容，將出現比高解析 (HD) 更差的內容。 

第二個缺點，通常只在安裝後變得明顯，是分配器的
固定配置。當使用者購買固定配置的 HDMI 分配器，
例如 2x2 顯示面板。 

但是使用者的需要可能會在安裝後發生改變。使用者
可能希望使用 4x1 配置中的四個面板而不是原始的 2x2 
配置。或者可能需要擴充電視牆的大小，需要 2x4 排
列來取代原來的 2x2 排列。 

第一代 HDMI 分配器現在已經無效，因為 HDMI 分配
器只能支援單一配置。要為新的 4x1 或 2x4 面板排列
提供內容，使用者必須丟棄第一代 HDMI 分配器並替
換為新款的分配器 - 每次客戶希望更改或擴充其電視牆
陣列時都要這樣做。 

這表示 HDMI 分配器的投資既不可擴充也不靈活。 

CAT 內容調適性技術：被驗證用於視訊影像處理的演
算
許多電視牆操作者仍繼續使用 HDMI 分配器，大部分
是因為它們易於使用。儘管他們缺乏靈活性和低劣的
影像品質輸出。 

這意味著新型電視牆設備的市場機會，可以簡易搭配 
HDMI 分配器，同時提供高畫質的額外優勢，並可自
由更改顯示配置，免費或低價輕鬆擴充電視牆安裝。 

如上文所述，影像在 HDMI 或 DisplayPort 上執行影
像並進行縮放，這原本是不可能達成的。 

但在慧榮科技開發的電視牆設備的新解決方案中，使
用慧榮科技的內容調適性技術 (CAT) 軟體，將影像處
理和縮放操作應用於未壓縮的視訊來源。用於影像處
理和資料壓縮的 CAT 軟體已經在 USB 集線器和電腦擴
充基座中獲得驗證，讓使用者能夠通過有限頻寬的 
USB 連接在任何顯示器上顯示任何內容。  

同時，在軟體上新型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也展現
卓越效能 
CAT 軟體可相容於任何在 Windows® 10 操作系統下
的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或伺服器，可對原始視訊
內容執行影像處理。該軟體可以在任何顯示面板配置
下分割內容。然後將重新縮放的內容進行壓縮，以通
過單個 USB 通道傳輸到電視牆盒，單進多出單位，將
視訊內容發送到多個顯示面板。 

這款以軟體為主的 CAT 解決方案其主要優勢是： 
高畫質 – CAT 軟體能夠縮放影像，以保持原始內容在
多個面板上的解析度。CAT 軟體能夠處理多達 16K 的
內容於電視牆上顯示。目前大多數在電視牆上顯示的
內容都是 4K 或 HD 解析度，CAT 為主的技術提供了一
種未來趨勢的解決方案，已經與下兩個世代的視訊攝
影機技術接軌。 

高壓縮比 – CAT 軟體可以用 1GB/秒的資料速率壓縮 
4K 超高解析位元流，輸出僅為 50MB/秒，並且不會降
低影像品質。這意味著，在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
中，內容伺服器和電視牆盒之間的所有視訊資料都皆
可在 USB 3.0 速度規格下傳輸。 

- 1 -

WHITE PAPER
進階內容管理 – 操作者可以利用多種視訊設定選項，
例如藝術或馬賽克設計（參考圖 1），以及進階功能，
如減少邊框、加入廣告內容和浮水印。 

低延遲 – CAT 軟體處理作業的時長短於標準廣播視訊
畫面的持續時間。延遲可被忽略意味著內容顯示在電
視牆上沒有時間停滯 – 這對於安全或時間關鍵使用者
（如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而言是一項重要功能。

慧榮科技的新功能：慧榮科技完整的電視牆硬體/軟體
解決方案
慧榮科技現已將其 CAT 軟體與用於電視牆應用的專用
圖形處理器系統級晶元 (SoC) 和 SM769 相結合，作為
完整解決電視牆安裝方案的一部分。 

SM769 解壓縮由 CAT 電腦主機提供的視訊位元流。然後
將視訊訊號轉換為 HDMI、LVDS 或類比訊號，並將輸出
提供給一個或兩個顯示器（參考圖 2）。

完整的電視牆解決方案將所有 SM769 硬體與所有必需
的軟體相結合。包括：

• SM769 圖形處理器系統級晶元 SoC
• 電視牆圖形驅動程式和管理器，以 CAT 技術為
基礎

• 使用者控制軟體
• 硬體設計參考各種輸出端配置的電視牆盒

在熟悉的 Windows 10 環境中操作控制器軟體，對於使
用者來說很容易學習，並使操作人員能夠快速、輕鬆地
為任何顯示面板排列配置設備的輸出（參考圖 2）。該
軟體最多可支援 64 個面板的超大排列。

設計參考包含了電視牆設備製造商的產品開發的進程。
圖 3 顯示了電視牆盒的參考設計板，通過四個 SM769 
SoC 支援多達八個 HDMI 顯示面板。 

靈活且可擴充的架構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受益於卓越的軟體和硬體技
術：CAT 軟體，SM769 SoC 和人性化的控制面板軟體。 

該解決方案的操作為電視牆操作者提供了完全的靈活
性和可擴充性。典型使用者的架構如圖 4 所示。這展示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可以處理任何輸入，包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內容，在標準筆記型電腦或平板
電腦均可輕鬆控制。
 

該解決方案提供了靈活性，因為顯示面板配置是在使
用者控制軟體中進行，如圖 2 所示。例如，使用者可
能最初安裝 3x3 面板排列，由 10 連接埠電視牆盒驅
動。安裝後，使用者可以更改其配置，如圖 5 所示，
而不對電視牆盒進行任何更改：所有配置更改都可在
使用者的控制面板上進行。

它也是可擴充的：如果操作者在首次安裝後想將 3x3 排
列的電視牆擴充到 4x4 排列，這只需要原先的 10 連接
埠盒中加入一個新的六連接埠電視牆盒。 

這與 HDMI 分配器的使用成本形成對比：原始的 3x3 
分配器需要被丟棄，然後以更新更昂貴的 4x4 HDMI 
分配器取代。

高效能，低系統成本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的其他特性，可幫助盒子
製造商為最終使用者帶來額外價值。 

SM769 為主的電視牆提供高畫質輸出，它可以在目前
的原始解析度下顯示 HD 和 4K UHD 內容，並且支援
未來的 8K 和 16K 標準。例如，當通過慧榮科技圖形
軟體和兩個 8 連接埠電視牆盒（每個包含四個 SM769 
SoC）表現時，4x4 排列的 HD (1080p) 顯示面板現在
可以以 8K 解析度顯示 8K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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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擴充性。典型使用者的架構如圖 4 所示。這展示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可以處理任何輸入，包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內容，在標準筆記型電腦或平板
電腦均可輕鬆控制。
 

該解決方案提供了靈活性，因為顯示面板配置是在使
用者控制軟體中進行，如圖 2 所示。例如，使用者可
能最初安裝 3x3 面板排列，由 10 連接埠電視牆盒驅
動。安裝後，使用者可以更改其配置，如圖 5 所示，
而不對電視牆盒進行任何更改：所有配置更改都可在
使用者的控制面板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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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可擴充的：如果操作者在首次安裝後想將 3x3 排
列的電視牆擴充到 4x4 排列，這只需要原先的 10 連接
埠盒中加入一個新的六連接埠電視牆盒。 

這與 HDMI 分配器的使用成本形成對比：原始的 3x3 
分配器需要被丟棄，然後以更新更昂貴的 4x4 HDMI 
分配器取代。

高效能，低系統成本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的其他特性，可幫助盒子
製造商為最終使用者帶來額外價值。 

SM769 為主的電視牆提供高畫質輸出，它可以在目前
的原始解析度下顯示 HD 和 4K UHD 內容，並且支援
未來的 8K 和 16K 標準。例如，當通過慧榮科技圖形
軟體和兩個 8 連接埠電視牆盒（每個包含四個 SM769 
SoC）表現時，4x4 排列的 HD (1080p) 顯示面板現在
可以以 8K 解析度顯示 8K 內容。 

  



簡介
由於各種新領域的需求出現，電視牆市場正快速成長
中。電視牆長期以來一直使用於利基型應用，例如道
路交通控制中心、航空交通、鐵路運輸或工業流程，
以及大型娛樂和展覽館。 

然而，現在以消費者導向為主的營業場所，例如商店和
購物中心、酒吧、餐廳和公共交通運輸站，發現電視牆
在吸引觀眾對娛樂、資訊或廣告內容關注的能力。 

這為電視牆顯示設備製造商提供了新機會，去滿足這
些新興客戶類型以及現有使用者的特殊需求。 

這些新的零售業使用者，將被具有以下特性組合的電
視牆設備所吸引： 

• 容易安裝
• 容易使用
• 可擴充性和靈活特性，讓使用者於首次安裝後，
能夠增加多螢幕顯示或修改其設計

• 高畫質，可相容 4K 超高解析度 (UHD) 內容，甚
至更高畫質

為了提供改良的價值，電視牆設備製造商在影像處理
上需要超越傳統技術，例如 HDMI 影音分配器。如本
文所示，慧榮科技為開創的電視牆內容處理和管理的
新架構提供了高效能、靈活性和簡易使用者控制等吸
引力的組合，同時減少對硬體基礎架構的投資。

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內容處理選項的雙重缺點
目前在多個顯示面板上顯示單一視訊串流的最常用方
法是使用 HDMI 影音分配器。輸入通常是 HDMI 或 
DisplayPort 位元流。分配器產生固定數量的 HDMI 輸
出，支援固定配置的顯示面板。為了執行新的電視牆，
使用者通過單一 HDMI 線將內容來源連接到分配器的
輸入，並通過多條 HDMI 線將多個顯示面板連接到 
HDMI 分配器的輸出。 

然而這種方法有兩個嚴重的缺點。第一個可在安裝時立
即看見。第二個可能只在首次安裝完成後才會被發現。

第 一 個 明 顯 的 缺 點 是 影 像 品 質 。 分 配 器 只 能 存 取 
HDMI 或 DisplayPort 格式的資料，這些資料為了可
以在單個顯示器上播放已經過處理。在 HDMI 分配器
中，該位元流被粗制地調整大小並按比例縮放，以在

多個面板上顯示，這一過程降低了影像品質。這表示，
例如，當透過 HDMI 分配器在典型的 2x2 或 3x3 排列
上播放時，在單個顯示面板上可以用 4K UHD 超高畫
質播放的內容，將出現比高解析 (HD) 更差的內容。 

第二個缺點，通常只在安裝後變得明顯，是分配器的
固定配置。當使用者購買固定配置的 HDMI 分配器，
例如 2x2 顯示面板。 

但是使用者的需要可能會在安裝後發生改變。使用者
可能希望使用 4x1 配置中的四個面板而不是原始的 2x2 
配置。或者可能需要擴充電視牆的大小，需要 2x4 排
列來取代原來的 2x2 排列。 

第一代 HDMI 分配器現在已經無效，因為 HDMI 分配
器只能支援單一配置。要為新的 4x1 或 2x4 面板排列
提供內容，使用者必須丟棄第一代 HDMI 分配器並替
換為新款的分配器 - 每次客戶希望更改或擴充其電視牆
陣列時都要這樣做。 

這表示 HDMI 分配器的投資既不可擴充也不靈活。 

CAT 內容調適性技術：被驗證用於視訊影像處理的演
算
許多電視牆操作者仍繼續使用 HDMI 分配器，大部分
是因為它們易於使用。儘管他們缺乏靈活性和低劣的
影像品質輸出。 

這意味著新型電視牆設備的市場機會，可以簡易搭配 
HDMI 分配器，同時提供高畫質的額外優勢，並可自
由更改顯示配置，免費或低價輕鬆擴充電視牆安裝。 

如上文所述，影像在 HDMI 或 DisplayPort 上執行影
像並進行縮放，這原本是不可能達成的。 

但在慧榮科技開發的電視牆設備的新解決方案中，使
用慧榮科技的內容調適性技術 (CAT) 軟體，將影像處
理和縮放操作應用於未壓縮的視訊來源。用於影像處
理和資料壓縮的 CAT 軟體已經在 USB 集線器和電腦擴
充基座中獲得驗證，讓使用者能夠通過有限頻寬的 
USB 連接在任何顯示器上顯示任何內容。  

同時，在軟體上新型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也展現
卓越效能 
CAT 軟體可相容於任何在 Windows® 10 操作系統下
的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或伺服器，可對原始視訊
內容執行影像處理。該軟體可以在任何顯示面板配置
下分割內容。然後將重新縮放的內容進行壓縮，以通
過單個 USB 通道傳輸到電視牆盒，單進多出單位，將
視訊內容發送到多個顯示面板。 

這款以軟體為主的 CAT 解決方案其主要優勢是： 
高畫質 – CAT 軟體能夠縮放影像，以保持原始內容在
多個面板上的解析度。CAT 軟體能夠處理多達 16K 的
內容於電視牆上顯示。目前大多數在電視牆上顯示的
內容都是 4K 或 HD 解析度，CAT 為主的技術提供了一
種未來趨勢的解決方案，已經與下兩個世代的視訊攝
影機技術接軌。 

高壓縮比 – CAT 軟體可以用 1GB/秒的資料速率壓縮 
4K 超高解析位元流，輸出僅為 50MB/秒，並且不會降
低影像品質。這意味著，在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
中，內容伺服器和電視牆盒之間的所有視訊資料都皆
可在 USB 3.0 速度規格下傳輸。 

進階內容管理 – 操作者可以利用多種視訊設定選項，
例如藝術或馬賽克設計（參考圖 1），以及進階功能，
如減少邊框、加入廣告內容和浮水印。 

低延遲 – CAT 軟體處理作業的時長短於標準廣播視訊
畫面的持續時間。延遲可被忽略意味著內容顯示在電
視牆上沒有時間停滯 – 這對於安全或時間關鍵使用者
（如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而言是一項重要功能。

慧榮科技的新功能：慧榮科技完整的電視牆硬體/軟體
解決方案
慧榮科技現已將其 CAT 軟體與用於電視牆應用的專用
圖形處理器系統級晶元 (SoC) 和 SM769 相結合，作為
完整解決電視牆安裝方案的一部分。 

SM769 解壓縮由 CAT 電腦主機提供的視訊位元流。然後
將視訊訊號轉換為 HDMI、LVDS 或類比訊號，並將輸出
提供給一個或兩個顯示器（參考圖 2）。

完整的電視牆解決方案將所有 SM769 硬體與所有必需
的軟體相結合。包括：

• SM769 圖形處理器系統級晶元 SoC
• 電視牆圖形驅動程式和管理器，以 CAT 技術為
基礎

• 使用者控制軟體
• 硬體設計參考各種輸出端配置的電視牆盒

在熟悉的 Windows 10 環境中操作控制器軟體，對於使
用者來說很容易學習，並使操作人員能夠快速、輕鬆地
為任何顯示面板排列配置設備的輸出（參考圖 2）。該
軟體最多可支援 64 個面板的超大排列。

設計參考包含了電視牆設備製造商的產品開發的進程。
圖 3 顯示了電視牆盒的參考設計板，通過四個 SM769 
SoC 支援多達八個 HDMI 顯示面板。 

靈活且可擴充的架構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受益於卓越的軟體和硬體技
術：CAT 軟體，SM769 SoC 和人性化的控制面板軟體。 

該解決方案的操作為電視牆操作者提供了完全的靈活
性和可擴充性。典型使用者的架構如圖 4 所示。這展示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可以處理任何輸入，包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內容，在標準筆記型電腦或平板
電腦均可輕鬆控制。
 

該解決方案提供了靈活性，因為顯示面板配置是在使
用者控制軟體中進行，如圖 2 所示。例如，使用者可
能最初安裝 3x3 面板排列，由 10 連接埠電視牆盒驅
動。安裝後，使用者可以更改其配置，如圖 5 所示，
而不對電視牆盒進行任何更改：所有配置更改都可在
使用者的控制面板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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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慧榮科技為八面板電視牆盒開發的參考設計

圖 1：CAT 軟體可以將畫面顯示旋轉任何角度

圖 2：用於電視牆配置的慧榮科技使用者軟體

它也是可擴充的：如果操作者在首次安裝後想將 3x3 排
列的電視牆擴充到 4x4 排列，這只需要原先的 10 連接
埠盒中加入一個新的六連接埠電視牆盒。 

這與 HDMI 分配器的使用成本形成對比：原始的 3x3 
分配器需要被丟棄，然後以更新更昂貴的 4x4 HDMI 
分配器取代。

高效能，低系統成本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的其他特性，可幫助盒子
製造商為最終使用者帶來額外價值。 

SM769 為主的電視牆提供高畫質輸出，它可以在目前
的原始解析度下顯示 HD 和 4K UHD 內容，並且支援
未來的 8K 和 16K 標準。例如，當通過慧榮科技圖形
軟體和兩個 8 連接埠電視牆盒（每個包含四個 SM769 
SoC）表現時，4x4 排列的 HD (1080p) 顯示面板現在
可以以 8K 解析度顯示 8K 內容。 

  



簡介
由於各種新領域的需求出現，電視牆市場正快速成長
中。電視牆長期以來一直使用於利基型應用，例如道
路交通控制中心、航空交通、鐵路運輸或工業流程，
以及大型娛樂和展覽館。 

然而，現在以消費者導向為主的營業場所，例如商店和
購物中心、酒吧、餐廳和公共交通運輸站，發現電視牆
在吸引觀眾對娛樂、資訊或廣告內容關注的能力。 

這為電視牆顯示設備製造商提供了新機會，去滿足這
些新興客戶類型以及現有使用者的特殊需求。 

這些新的零售業使用者，將被具有以下特性組合的電
視牆設備所吸引： 

• 容易安裝
• 容易使用
• 可擴充性和靈活特性，讓使用者於首次安裝後，
能夠增加多螢幕顯示或修改其設計

• 高畫質，可相容 4K 超高解析度 (UHD) 內容，甚
至更高畫質

為了提供改良的價值，電視牆設備製造商在影像處理
上需要超越傳統技術，例如 HDMI 影音分配器。如本
文所示，慧榮科技為開創的電視牆內容處理和管理的
新架構提供了高效能、靈活性和簡易使用者控制等吸
引力的組合，同時減少對硬體基礎架構的投資。

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內容處理選項的雙重缺點
目前在多個顯示面板上顯示單一視訊串流的最常用方
法是使用 HDMI 影音分配器。輸入通常是 HDMI 或 
DisplayPort 位元流。分配器產生固定數量的 HDMI 輸
出，支援固定配置的顯示面板。為了執行新的電視牆，
使用者通過單一 HDMI 線將內容來源連接到分配器的
輸入，並通過多條 HDMI 線將多個顯示面板連接到 
HDMI 分配器的輸出。 

然而這種方法有兩個嚴重的缺點。第一個可在安裝時立
即看見。第二個可能只在首次安裝完成後才會被發現。

第 一 個 明 顯 的 缺 點 是 影 像 品 質 。 分 配 器 只 能 存 取 
HDMI 或 DisplayPort 格式的資料，這些資料為了可
以在單個顯示器上播放已經過處理。在 HDMI 分配器
中，該位元流被粗制地調整大小並按比例縮放，以在

多個面板上顯示，這一過程降低了影像品質。這表示，
例如，當透過 HDMI 分配器在典型的 2x2 或 3x3 排列
上播放時，在單個顯示面板上可以用 4K UHD 超高畫
質播放的內容，將出現比高解析 (HD) 更差的內容。 

第二個缺點，通常只在安裝後變得明顯，是分配器的
固定配置。當使用者購買固定配置的 HDMI 分配器，
例如 2x2 顯示面板。 

但是使用者的需要可能會在安裝後發生改變。使用者
可能希望使用 4x1 配置中的四個面板而不是原始的 2x2 
配置。或者可能需要擴充電視牆的大小，需要 2x4 排
列來取代原來的 2x2 排列。 

第一代 HDMI 分配器現在已經無效，因為 HDMI 分配
器只能支援單一配置。要為新的 4x1 或 2x4 面板排列
提供內容，使用者必須丟棄第一代 HDMI 分配器並替
換為新款的分配器 - 每次客戶希望更改或擴充其電視牆
陣列時都要這樣做。 

這表示 HDMI 分配器的投資既不可擴充也不靈活。 

CAT 內容調適性技術：被驗證用於視訊影像處理的演
算
許多電視牆操作者仍繼續使用 HDMI 分配器，大部分
是因為它們易於使用。儘管他們缺乏靈活性和低劣的
影像品質輸出。 

這意味著新型電視牆設備的市場機會，可以簡易搭配 
HDMI 分配器，同時提供高畫質的額外優勢，並可自
由更改顯示配置，免費或低價輕鬆擴充電視牆安裝。 

如上文所述，影像在 HDMI 或 DisplayPort 上執行影
像並進行縮放，這原本是不可能達成的。 

但在慧榮科技開發的電視牆設備的新解決方案中，使
用慧榮科技的內容調適性技術 (CAT) 軟體，將影像處
理和縮放操作應用於未壓縮的視訊來源。用於影像處
理和資料壓縮的 CAT 軟體已經在 USB 集線器和電腦擴
充基座中獲得驗證，讓使用者能夠通過有限頻寬的 
USB 連接在任何顯示器上顯示任何內容。  

同時，在軟體上新型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也展現
卓越效能 
CAT 軟體可相容於任何在 Windows® 10 操作系統下
的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或伺服器，可對原始視訊
內容執行影像處理。該軟體可以在任何顯示面板配置
下分割內容。然後將重新縮放的內容進行壓縮，以通
過單個 USB 通道傳輸到電視牆盒，單進多出單位，將
視訊內容發送到多個顯示面板。 

這款以軟體為主的 CAT 解決方案其主要優勢是： 
高畫質 – CAT 軟體能夠縮放影像，以保持原始內容在
多個面板上的解析度。CAT 軟體能夠處理多達 16K 的
內容於電視牆上顯示。目前大多數在電視牆上顯示的
內容都是 4K 或 HD 解析度，CAT 為主的技術提供了一
種未來趨勢的解決方案，已經與下兩個世代的視訊攝
影機技術接軌。 

高壓縮比 – CAT 軟體可以用 1GB/秒的資料速率壓縮 
4K 超高解析位元流，輸出僅為 50MB/秒，並且不會降
低影像品質。這意味著，在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
中，內容伺服器和電視牆盒之間的所有視訊資料都皆
可在 USB 3.0 速度規格下傳輸。 

進階內容管理 – 操作者可以利用多種視訊設定選項，
例如藝術或馬賽克設計（參考圖 1），以及進階功能，
如減少邊框、加入廣告內容和浮水印。 

低延遲 – CAT 軟體處理作業的時長短於標準廣播視訊
畫面的持續時間。延遲可被忽略意味著內容顯示在電
視牆上沒有時間停滯 – 這對於安全或時間關鍵使用者
（如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而言是一項重要功能。

慧榮科技的新功能：慧榮科技完整的電視牆硬體/軟體
解決方案
慧榮科技現已將其 CAT 軟體與用於電視牆應用的專用
圖形處理器系統級晶元 (SoC) 和 SM769 相結合，作為
完整解決電視牆安裝方案的一部分。 

SM769 解壓縮由 CAT 電腦主機提供的視訊位元流。然後
將視訊訊號轉換為 HDMI、LVDS 或類比訊號，並將輸出
提供給一個或兩個顯示器（參考圖 2）。

完整的電視牆解決方案將所有 SM769 硬體與所有必需
的軟體相結合。包括：

• SM769 圖形處理器系統級晶元 SoC
• 電視牆圖形驅動程式和管理器，以 CAT 技術為
基礎

• 使用者控制軟體
• 硬體設計參考各種輸出端配置的電視牆盒

在熟悉的 Windows 10 環境中操作控制器軟體，對於使
用者來說很容易學習，並使操作人員能夠快速、輕鬆地
為任何顯示面板排列配置設備的輸出（參考圖 2）。該
軟體最多可支援 64 個面板的超大排列。

設計參考包含了電視牆設備製造商的產品開發的進程。
圖 3 顯示了電視牆盒的參考設計板，通過四個 SM769 
SoC 支援多達八個 HDMI 顯示面板。 

靈活且可擴充的架構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受益於卓越的軟體和硬體技
術：CAT 軟體，SM769 SoC 和人性化的控制面板軟體。 

該解決方案的操作為電視牆操作者提供了完全的靈活
性和可擴充性。典型使用者的架構如圖 4 所示。這展示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可以處理任何輸入，包括 
Windows 10 桌面上的內容，在標準筆記型電腦或平板
電腦均可輕鬆控制。
 

該解決方案提供了靈活性，因為顯示面板配置是在使
用者控制軟體中進行，如圖 2 所示。例如，使用者可
能最初安裝 3x3 面板排列，由 10 連接埠電視牆盒驅
動。安裝後，使用者可以更改其配置，如圖 5 所示，
而不對電視牆盒進行任何更改：所有配置更改都可在
使用者的控制面板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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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一個 10 連接埠電視牆盒可以支援多達 10 個顯示面板的
任何配置。此圖僅顯示部分配置選項

9 顯示配置範例

2X3

4X2

3X2

2X4

3X3

圖 4：使用 SM769 為主的電視牆盒安裝電視牆的架構

電視牆伺服器

HDMI

HDMI

HDMI

USB 集線器或
網路交換器

SMI 電視牆盒

SMI 電視
牆盒

SMI 電視牆盒

它也是可擴充的：如果操作者在首次安裝後想將 3x3 排
列的電視牆擴充到 4x4 排列，這只需要原先的 10 連接
埠盒中加入一個新的六連接埠電視牆盒。 

這與 HDMI 分配器的使用成本形成對比：原始的 3x3 
分配器需要被丟棄，然後以更新更昂貴的 4x4 HDMI 
分配器取代。

高效能，低系統成本
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的其他特性，可幫助盒子
製造商為最終使用者帶來額外價值。 

SM769 為主的電視牆提供高畫質輸出，它可以在目前
的原始解析度下顯示 HD 和 4K UHD 內容，並且支援
未來的 8K 和 16K 標準。例如，當通過慧榮科技圖形
軟體和兩個 8 連接埠電視牆盒（每個包含四個 SM769 
SoC）表現時，4x4 排列的 HD (1080p) 顯示面板現在
可以以 8K 解析度顯示 8K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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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電視牆控制面板以三個版本提供給最終使用者

慧榮科技解決方案還以其低系統成本而著稱。慧榮科
技軟體可在任何標準電腦或伺服器上執行。從內容伺
服器到電視牆盒的連接是通過標準的低成本 USB 3.0 
纜線完成。如果需要擴充已安裝的排列，可以在保留
現有盒子的同時加入一個額外的盒子。 

專業支援電視牆設備製造商
慧榮科技設計的電視牆解決方案易於設備製造商執行，
同時與傳統的 HDMI 分配器相比，為使用者提供了大量
的附加價值。 

慧榮科技將其技術發展為完整的硬體/軟體解決方案，
包括三種不同的使用者控制面板軟體，以滿足不同使
用者的需求。使用者軟體的功能如圖 6 所示。

慧榮科技電視牆盒參考設計可免費提供，並提供完整
的文件，包括設計檔和原理圖。在修改參考設計時，
慧榮科技的工程團隊隨時準備為客戶提供電氣、熱學
和機械方面的建議。  

電視牆市場的新機會
通過採用慧榮科技電視牆解決方案，製造商有機會改
變今日被低效能 HDMI 分線器佔據的市場。使用新產
品 － 電視牆盒，來取代這種次級技術，為使用者提供
大幅度改善的影像品質，使用標準電腦和連接器技術
簡單進行安裝，以及在電視牆設備上投入少額或甚至
不需要額外投資的情況下，可以自由快速重新配置和
擴充電視牆安裝。 

版本需求

• 電視牆設置
• 任一牆面設計配置（2x2、3x3、1x4 等切割方式）

CMS（內容管理系統）

• 多區域和視窗管理
• 無邊框影像播放器
• 多影像播放器
• 插入廣告標題
• 商標/品牌浮水印
• 內容編排

矩陣牆

• 全部複製/部分顯示
• 縮小邊框
• 投影機邊緣融合
• 面板顏色一致性
• 四度旋轉（直向/橫向）

藝術牆

• 全部複製/部分顯示
• 縮小邊框
• 投影機邊緣融合
• 任一角度旋轉
• 任何形狀/解析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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