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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G-4005  規格及應用說明書�

���
�� � � �純硬體四通道視頻牆處理器�

�
��HDMI / DP / DVI  輸入埠支援  4K/2 k 輸入�

�
�� � � ��支援視頻牆陣列達  15 × 15�

�
�� �圖像  180  度翻轉功能，顯示器可倒裝�

�
�� � �逐點邊框及位置調整達 900 像素�

�
�� � � �� �4K/2K 串接輸出�

���
業務及技術服務�

�
�

有我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

�E-mail: john141741@gmail.com�
�
�

   Tel: (07)3310-625 , Mobile: 0939-141741�
�
�

Website: www.yowow.com.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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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
� �YWG-4005  是四通道高端 10 位元電視牆處理器，具備三維去隔行、低角度平滑演算法和  3:2 / 2:2  電影模式�

� �4k/2 k  視頻處理功能。它能作圖像分割、裁剪、影像位置分配和逐點邊框補償調整。影像同步功能可以確保同�

� �步顯示完整的視頻牆。�

� �YWG-4005  的結構包括兩個獨立的處理模組，除了可以顯示單⼀一內容在整個電視牆以外，還可以顯示兩個不�

� �同的視頻源內容在四個電視視頻牆內。每個處理模組有 4 個輸入埠，可彈性連接多個信號源，也有 4K/2K 串接�

� �輸出，方便更大系統的連接。最大輸入的解析度達  1080 p @120 Hz，3840 × 2160 @30Hz 或  3840 x 1080�

� �@60 Hz，採 4:4:4  全頻取樣無壓縮輸入，包括  DisplayPort、  DVI  和  HDMI  輸入埠。�

� �每個模組可以執行  180〫影像翻轉，以允許視頻牆上顯示器做倒置安裝，以平衡上下邊框不同的尺寸大�

� �小。使用者可以設置不同的顯示模式，並儲存起來，可經由面板、RS232 或遙控器在幾秒鐘內，載入視頻牆顯�

� �示設定檔。它是⼀一個純粹的硬體系統。不須使用 PC 或軟體，方便使用、  更可靠。����
� �YW-4005 由兩個處理模組組成。每個模組都有其獨立的輸出、圖像翻轉和控制系統，允許顯示多個內容在電視牆上。�

� �*輸入︰  2 x HDMI，1 x DisplayPort，1 x DualLink DVI-I  （支援  HDMI、  DVI，VGA）�

� �*輸出︰  ⼀一個  4k/2 k  原始信號串接回路輸出埠，支援 HDCP 的 2 x HDMI  輸出埠�

每台 YWG-4005 有兩個處理模組，可以通過  [選項]�[設置]�[識別碼]  設置每個處理模組為不同的識別碼，以方便�

分開控制。例如:  設置上層模組為"1"和底層模組為"2"。利用遙控器可以分別控制個別模組:�

*按下  [851]  數字鍵，則遙控器只能控制識別碼為”1”的模組。�

*按下  [852]  數字鍵，則遙控器只能控制識別碼為”2”的模組。�

*按下  [850]  數字鍵，則遙控器能控制所有的模組。�

*在面板上看到有 LED 閃亮燈號的模組為被鎖定而不會被遙控器控制的模組。若要能被控制，請按  [850]�

   去解除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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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次項目� 功能細節�

主功能�
�
�
�

視頻處理器� 10位元�

可控制顯示器通道� 4�

主動及被動3D解碼處理� Yes�

具備180度翻轉倒置功能� Yes�

輸入和輸出�
�
�
�
�
�
�
�
�

有兩個模組，每⼀一模組均有以下設計�

輸入端子� 2xHDMI,1xDualLinkDVI-I,�
1xDisplayPort�

輸出端子� 2xHDMI輸出�

原始信號串接迴路� 1xHDMI(4k/2k)�

支援YPbPr輸入(透過DVI-I端子)� 需有YPbPr適配器�

支援輸入分辨率1080p@120Hz,3840x1080@60Hz�
及4k/2k@30Hz無壓縮4:4:4全頻訊號�

HDMI支援標準4k/2k@30Hz，�
DP&DVI支援reducedblanking�

輸入信號�

最高輸出分辨率� 1920x1200or2048x1080�

HDCP功能� Yes�

高級視頻牆設置�
�
�
�
�

影像180〫翻轉、影像分割、攫取、指定位置� Yes�

純正4K/2K視頻牆顯示� Yes�

逐點位置及邊框補償� Yes�

可作多台拼接實現更大的電視牆，單⼀一訊號可達
15*15�

Yes�

影像同步功能，可確保所有視頻牆影像同步顯示� Yes�

視頻處理器�
�
�
�
�

10位元4:4:4的全頻取樣與3D去隔行、平滑邊緣演算�
法和3:2/2:2電影模式偵測處理� Yes�

高品質的視頻和圖形放大和縮小� Yes�

顏色調整（色相、飽和度、清晰度、對比度、亮
度、預設的模式、個別RGB）� Yes�

便於使用的系統�
控制�
�
�
�

全功能紅外線遙控器，附接收器延伸線功能(達20米)� Yes�

RS-232ASCII控制協定� Yes�

可以選擇輸入解析度EDID，以獲取最佳影像畫質� Yes�

不須PC、OS或特殊工具� Yes�

可選配1U機架固定掛耳� Yes�

尺寸和重量� 機器本體，不包括控制器、電源供應器和包裝� 303x155x55mm,1.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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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電視牆應用�
�
YWG-4005  是嵌入式的硬體視頻牆功能。每個 YWG-4005  可以處理四個圖像通道及邊框補償功能。它可以做圖像拆分、�

對齊方式、剪切、位置安排。兩個圖像之間的重疊圖元還可以任意調整，影像位置也可以做+-900 像素垂直/水平位移，�

可以滿足在不同的電視螢幕尺寸、解析度和邊框尺寸的視頻牆要求。最大輸入的解析度是  3840x2160@30Hz  或 �

3840x 1080 @60 Hz。它可以使用 4 個全高清電視提供真正  4kx2k  的顯示。8k/4k  的顯示可以通過 4 台 YWG-4005 �

和 4 個從PC 輸出的 4k/2k 信號來實現。它可以直接與藍光、遊戲、媒體播放機或 PC 連接。由於有拼接能力，多台 �

YWG-4005  可以實現  3x3、 4x4、 5x5...視頻牆。從單⼀一信號源，可以顯示達 15×15 矩陣顯示。為方便多台串接，�

設計了 HDMI 4k/2k串接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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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點�

5.1�

5.2�

5.3�

5.4�

5.5�

5.6�

5.7�
��
5.8�

5.9�

最高輸入解析度: 4k/2k @30Hz  或  2560x1600/3840x1080 @60Hz  輸入訊號。�

訊號連接:  可直接連接藍光機、多媒體播放器、電玩、手機等各種訊號源�

液晶顯示器:  可使用傳統的電視機取代高價的電視牆顯示器，不須矩陣控制功能。�

影像倒置:  可使用傳統的電視機將影像作 180 度的倒置，以補償傳統電視機邊框大小不⼀一的困擾。�

切換器:  多個輸入端子，可作為訊號切換器使用。�

系統簡化:  可簡化高解析度大屏幕電視牆系統，沒有訊號延遲或同步的問題。�

影像處理器:  採用  10-bit 4:4:4  全頻取樣的高階處理器，有 3D motion adaptive 解交錯，低角度防鋸齒�

及 3:2/2:2  電影模式處理功能。�

影像寬高比調整:  可以調整影像寬高比，2.35:1 的電影可以顯示在 16:9 螢幕而無黑屏。�

視頻同步(Frame Lock):  可以讓在同⼀一電視牆的影像同步，沒有延遲的現象。�

5.10    用戶設定檔:  可以儲存五種用戶設定檔，並隨時載入不同的顯示情境。�

5.11    系統控制:  可以利用遙控器或 RS232 做系統控制。�

5.12    純硬體，不須電腦，讓系統更容易使用，更穩定可靠。�

5.13    構造:  每台 YWG-4005 包含兩個處理模組，每個處理模組有 4 個輸入端子及兩個輸出端子，故每台 �

             YWG-4005 有個輸入及四個輸出端子，可以做單⼀一或雙畫面的四屏幕電視牆。也可以無限制的多台堆疊�

            拼接實現更大的電視牆。�

5.14    純 4K 顯示:  可以將 4K/2K 的訊號無壓縮的顯示在 4 個 FHD 的屏幕上。4 台YWG-4005 可以實現 8K/4K  �

            訊號的高解析度電視牆。�

5.15    液晶顯示屏:    可以連接不同尺寸、邊框及解析度的顯示器。�

5.16    影像位置:  可以做影像全方位位移(+-900 像素)，適合做水平及垂直位置不規則的創意型電視牆。�

5.17    可以做逐點精確的邊框及影像位置修正。�

5.18    可以選取任意位置的影像顯示在螢幕上。�

5.19    配合訊號源的 90 度旋轉，可以做各種異型直立式電視牆。�

5.20    可以追加其他機種做 PIP/POP、影像旋轉及鏡像對調，增加更多的創意排列。�

5.21    可以透過雙處理模組，做多畫面顯示。�

5.22    有 HDCP 數位防拷功能。�

5.23    可以利用控制輸入信號來自動開關機。�

5.24    可自行設定 EDID，達到最佳的視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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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k/2k  顯示系統示意圖�

6.1�

6.2�

6.3�

6.4�
��
6.5�

6.6�

6.7�
��
6.8�

液晶屏可以是不同的解析度、  螢幕尺寸、  邊框大小和位置。�

輸入的源可以與不同的輸入的格式和解析度。�

4/2 k  輸入的信號可以從  HDMI，DisplayPort  或  DualLink DVI  埠輸入。�

由於雙處理模組在YWG-4005  中，如果使用者想要跨四個液晶屏顯示，顯示內容須連接至第 1 模組的 HDMI�

輸入埠，然後串接到下⼀一個模組  HDMI  輸入埠。�

依上述接法，每個模組的兩個輸出將來自相同的信號源。�

若要有真正  4/2 k @60 Hz  顯示，使用者可以應用兩個擴展模式的 3840 x 1080 @60 Hz 的信號源。�

在YWG-4005  中的每個處理模組有  4  個輸入。使用者可以同時連接多個輸入源和切換不同的輸入源，在液晶�

屏中顯示不同的內容。�

如果使用兩台YWG-4005，然後使用者可以有靈活的顯示四個內容在四台 LCD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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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多種內容的大型電視牆�

��
�
��
�
�
�
�*將不同的內容分別接到不同的 �

      YWG-4005模組，即可以得到雙內容的�

      顯示。�

�*若只要顯示⼀一個內容到所有 LCD 上，�

�  則須將訊號串接到 HDMI-A 的輸入端�

�  子，兩個模組均選擇相同的 HDMI-A�

�  輸入訊號，並做[電視牆]的適當設定即�

�  可。�

   *使用者可以將上述兩種不同的顯示模�

�  式分別儲存在不同的[用戶設定檔]，隨�

�  時可以利用遙控器呼叫出來。�

�*本例中 PC 係接到 A 模組，多媒體播放�

�  器係接到 B 模組。�

*將不同的內容分別接到不同的 YWG-4005�

  模組，即可以得到多內容的顯示。�

*若只要顯示⼀一個內容到所有 LCD 上，則�

  須將訊號串接到 HDMI-A 的輸入端�

  子，所有模組均選擇相同的 HDMI-A 輸�

  入訊號，並做[電視牆]的適當設定即可�

*使用者可以將上述兩種不同的顯示模�

   式分別儲存在不同的[用戶設定檔]，隨�

   時可以利用遙控器呼叫出來。�

*最基本的顯示單位為兩個 LCD 共用⼀一�

   個信號源。�

7  應用案例�
�
   7.1    兩個不同內容的電視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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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上面兩台電視機倒置的電視牆�

•  若要顯示單⼀一畫面，則兩處理模組均需選擇相同的輸入訊號。�

•  上圖中模組 B 係接到上面兩台電視。�
�

�7�

------------------------------------------------------------------------------------------------------------------------------------------------�����
�7.3    多內容顯示����
�                                                        *⼀一台 YWG-4005  只能提供兩個不同的畫面在�

�                                                          同一電視牆上。�

�                                                        *兩台 YWG-4005 可以設定成 1/2/3/4 多內容�

�                                                          的顯示。�

�                                                        *各種不同的顯示方式可以事先儲存在機器�

�                                                          裡，然後可以隨時可以利用遙控器或 RS232�

�                                                          載入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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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 B 須設定影像方向成為上下倒置，其程序如下:�

[影像設定]    [顯示方向]� 選取�

�*電視牆參數設定時，B 模組[位置選擇]需選擇[垂直=2]，上下邊緣的調整位置亦會顛倒，使用者可以在調整時�

� 得到即時的影像變化，藉此來判斷其調整位置是否正確。�����
7.5    倒轉功能在直立式電視牆的應用�
����

� �此種設定需要有 90 度旋轉的信號源內容，可以是用傳�

� �統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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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有  4k/2k @60 Hz  的電視牆，可以使用兩個 3840x1080 @60Hz 的 PC 信號，並設定為延伸模式，然後由�
 YWG-4005將其整合成 4K/2K @60HZ 的電視牆。���
7.7    簡化高解析度電視牆�
��
�事先將 4k/2k 信號分成四個 FHD 的信號，並接到有矩陣控制的 LCD 上，可以簡化系統。�

*須將信號接到第一台YWG-4005,並由LOOP OUT�
  端子直接由模組A接到模組B,由模組B在串接到下�
  一台YWG-4005,整個系統可以不需HDMI分配器.�
�
*若要顯示8K/4K的電視牆,PC須提供四個4K/2K的�
  輸出訊號並設定為 “延伸”模式,每一台  �
  YWG-4005會將每個4K/2K的訊號分成四個1080P  �
  的訊號給四台電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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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不規則的創意型電視牆���

�       YWG-4005  可以組成不規則的電視牆，可以保留⼀一些位置放置�

�       實體的廣告物品。LCD 只能做水平或垂直擺放，若為垂直�

�       擺放，信號源需旋轉 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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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風車型創意電視牆�

*若追加⼀一台 YWG-1001 在前面，則可以提�

   供訊號切換、子⺟母畫面及影像旋轉的功能，�

   並透過 HDMI 及 VGA 的輸出埠將訊號連接到 �

   YWG-4005。�

*YWG-4005  將執行影像分割及位置調整功能。�

*YWG-1001 最大的輸出解析度為 WUXGA�

   或 1080P，在 1080P 的輸入訊號下影像可作   �

   90/180/270 度旋轉及在上述角度下進⼀一步的   �

   作+-12 度的微調；若輸出解析度在 1366*768 �

   以下，則可以再做+_128 度的微調。�

*YWG-1001 也可以將影像作變形(如扭曲變形) �

  以增加創意功能。�

*使用者可以串接多台,作更多的創意設計。�

*YWG-2002  提供影像 90 度旋轉的功�

  能，且將⼀一個旋轉過的影像及⼀一個未�
  旋轉的原始訊號傳送給YWG-4005。�
�

*依左圖，旋轉過的影像係接到 A 模�

   組給直立式的電視，原始訊號接到 B�
   模組給正常安裝的電視。.�
�

*YWG-4005  執行影像切割、位置分配�

   及位置對準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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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可以利用雙輸出的 PC，將其中⼀一個輸出影像設定成 90 度旋轉並接到模組 A 以取代 YWG-2002 的功能。�

      其他的設定如上圖⼀一樣。請將 PC 的輸出解析度設定為 1080P，否則影像位置的調整範圍可能會不夠。�
���
7.11 寬高比調整及消除黑邊�
��

� �可以利用[電視牆]選單裡面的[重疊區調整]來改變影像攫取範圍，即可改變寬高比或消除黑邊。�

8    電視牆設定�

�電視牆設定的⺫⽬目的是為拼接多個顯示器成為⼀一個更大的視頻牆。它包括以下功能：�

� �[圖像放大率]：將訊號源圖像分成不同部分，以利分配給不同的顯示器.�

� �[位置選擇]：  將每個分割後的圖像指定給每個顯示器在正確的位置上。�

� �[重疊區設定]：  調整每台顯示器在視頻牆顯示的正確位置及做邊框補償設定。�

� �在單⼀一的訊號源之下，最大的視頻牆可以達  15 × 15 = 225  台顯示器。�
�����
8.1    [圖像放大倍率]�
����

� � �12�   www.yowo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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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選擇]  是分配每個顯示器的圖像�

  位置。�

*水平位置編號係由左至右編號，垂直位�

  置編號係由上至下編號。�

*使用者需要設置  [水平]及[垂直]  位置�

  編號來分配每個顯示器應擷取的圖像�

  位置。 �

3x3 堆疊拼接�

編號  [3]顯示器位置�

l  水平=3�

l  垂直=1�
���

� �13�

編號  [6]顯示器位置�

�水平=3�

�垂直=2�

------------------------------------------------------------------------------------------------------------------------------------------------��
�*[圖像放大倍率]是將訊號源圖像拆分給多�

�   個顯示器，以利將其堆疊成更大的視頻牆。�

�

�*使用者可以依照所需的視頻牆結構，�

�    設置水平和垂直放大倍率。�

3x1 水平堆疊拼接�

[圖像放大倍率]:�

� �水平=3�

� �垂直=1�����
�3x3 堆疊拼接�

�[圖像放大倍率]:�

� ��水平=3�

� ��垂直=3�

  www.yowow.com.tw�



YWG-4005 Quick User Manual�

14�

l  [重疊區調整]將改變影像攫取範圍及改變影像放大係數，使用者可以透過[電視牆]     �
                 [重疊區調整]來改變電視牆顯示的寬高比。�
�
l  若影像以到達訊號源的影像邊緣時，會有無影像可以調整的現象，此時[重疊區調整]會沒有作用。�
�
�

------------------------------------------------------------------------------------------------------------------------------------------------��
�8.3    [重疊區調整]�
��
� �[重疊區調整]是要調整每個顯示器的精確位置以及做精確的邊框補償。使用者可以調整圖像位置在水平/垂直位置均�

� �可達到+ _900  像素以利組成完整的顯示。也可以透過重疊區的調整，來做不規則的創意形視頻牆。當調整值�

� �為”-“時，影像會放大，當調整值為”+“時，影像會縮小(壓縮)。利用此特性，也可以改變影像寬高比。�
�
� � �*[重疊區調整]是要調整每個顯示器的精確位�

� � �  置以利組成完整的顯示。�

� � �*使用者可以調整圖像位置在水平/垂直方向均�

� � �  可達到+ _900  像素。�

� � �*[重疊區調整]會改變顯示器的影像擷取範�

� � �  圍，影像的大小比例也會改變，在多台相同尺�

� � �  寸及分辨率的顯示器拼接的視頻牆裡，所有的�

� � �  顯示單元的相對應重疊區調整值應該相同，才�

� � �  不會有影像失真或變形的現象。�

����
8.4    2x2 電視牆的設定案例������

� �左圖為將測試圖案連接到 4 台顯示器�

� �時的情況，每台顯示器會有相同的圖�

� �案。�

當 YWG-4005 的兩個模組設定[放大倍率]�
 為:水平=2,  垂直=2  時，會將畫面由中心�
 線切割成四個部分，在尚未選擇顯示位置�
 時，所有顯示器均只顯示左上角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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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顯示器安裝位置如左圖方式，則各顯示器位置會變更，則需要做進⼀一步的位置調整。���
TV1:  減少[左邊緣]的[重疊區]數值，影像會往左移動。增加[右邊緣]的[重疊區]數值，影像會往左移動。�

TV2:  減少[左邊緣]的[重疊區]數值，影像會往左移動。右邊緣不需調整。�

TV3:  減少[右邊緣]的[重疊區]數值，影像會往右移動。左邊緣不需調整。�

TV4:  增加[左邊緣]的[重疊區]數值，影像會往右移動。減少[右邊緣]的[重疊區]數值，影像會往右移動�

使用者須預估影像中心點的位置，將各 TV 的中心線移到預定的位置，外側則以最邊線的影像為基準不做變動，�

但調整另⼀一 TV 的位置來配合。�

------------------------------------------------------------------------------------------------------------------------------------------------���
��

�

�

                                                                                                                         當作如下的[位置選擇]設定後，影像會如左�

�圖般整合成⼀一個畫面。�

TV1: H=1, V=1�

TV3: H=1, V=2�

TV2: H=2, V=1�

TV4: H=2, V=2�

(H:水平位置，V=垂直位置)�

有我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www.yowow.com.tw�

Tel:(07)3310625    � Fax:(07)3310705�

Add :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57 號12 樓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