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re are lots of small interface “brick” style products available, and we looked at them all. After carefully studying the pro’
cons, we star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lete new family of bricks, different and more feature rich than the rest - yellobriks.

ything you need to know is printed right on the module. All controls 
are easily accessible and clearly labeled, with no need to remove covers, move links or figure out complex dip switch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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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bit SDI/HDMI H.264 流媒体记录器
• 支持 SDI 视频输入高达 3 Gbit/s
• 支持 HDMI 视频输入高达 WUXGA 
• H.264 或 MJPEG 编码

• 支持流媒体格式

• 实时消息传输协议（RTMP）
• 实时传输协议/实时流传输协议（RTP/RTSP）
• 通过 UDP 或 RTP 协议传输 TS 流
• 协议播放直播流- HLS（协议直播）

• 单播或组播

• 同时记录流媒体，可记录保存到 MicroSD 或 USB 中
• 用于流媒体和记录器的独立编码器

• 用于流媒体和记录器的独立扫描器

• 如果输入信号丢失，可插入 logo，文本覆盖和用户自定义图片

• 使用移动友好网页进行配置

PEC 1864 是专为广播，电影和专业 A/V 行业宽范围应用设计的多功能，小巧

的 SDI/HDMI H.264 流媒体记录器。

该模块能被配置为同时记录流媒体。流媒体和记录器具有独立编码，可分开配

置流媒体和记录器。每个编码器包括一个上/下/交叉转换器，兴趣区域扫描和

 

文本覆盖功能。

视频输入解嵌两路音频。此外，PEC 1864 有一个线音频输入，并且其中任意

一个音频源都能被用于流媒体或记录器。

用户可以插入一个标识到视频信号流，并可任意摆放位置。

PEC 1864 支持宽范围流媒体标准以及单播和组播操作。如果你是使用RTMP

直播流到内容分发网络，通过使用 RTP/RTSP 单播或组播，在一台或多台电脑

上观看流媒体，或者 TS 流通过 UDP 或 RTP 传给专用解码器或组播地址，

PEC 1864 是一个理想的用于不同应用场合的强大设备。

PEC 1864 适用于直播事件流，网络广播，公司或企业流，演示和会议，AV 系

统监视，教堂处理流或更多。

移动友好网页用户界面可以通过 PC，Mac，平板或智能手机进行简单配置。

注：

由于法律原因，LYNX Technik AG 设计的 HDMI 捕捉设备，不捕捉，转换或传输

HDCP 保护信号源的视频或音频。（例如：卫星接收器，电缆接收器等）

技术规格
视频输入 1x75O hm BNC SDI 输入

1xHDMI 1.4a,A 类型连接头

视频格式
SDI 和 HDMI

SMPTE 424M (3G HDTV), SMPTE 292M (1.5G HDTV), 
SMPTE 259M (SDTV)
• 1080p 50/59/60Hz (Level A) 
• 720p 23/24/25/29/30/50/59/60Hz
• 1080i50/59/60Hz
• 1080p23/24/25/29/30Hz
• 1080psF23/24/25Hz
• 525, 625

视频格式
仅 HDMI

• WUXGA (1920x1200)
• WXGA (1280x768) 
• XGA (1024x768)
• SVGA (800x600)
• VGA (640x480)

视频编码 H.264 根据 MPEG - 4 AVC 部分 10:ISO/IEC 14496-10 
• 支持高度，主要和基线文件
• 支持 2.0,3.0,3.1,4.0,4.1 和 4.2 等级
MJPEG 兼容到 ISO/IEC IS 10918-1 | ITU -T 推荐 T.81

音频输入/
输出

2x3.5mm 立体声接口(黑色)
• 非平衡模拟线音频输入–黑色接头
• 绿色接头(没有激活-不能使用)

音频编码 MPEG-4 AAC LC 根据 ISO/IEC 14496-3
• 比特率：32 kbps 到 256 kbps
• 视频或外部音频输入的2路立体声

协议 RTMP,RTP/RTSP, 通过 UDP 传输 TS,HLS
支持单播和组播

记录媒体 1xMicro SD 卡槽
• Micro SDHC(SD2.0) – 速度类10或推荐高速度
• 支持格式 FAT32，NTFS3.1，exFAT 1xMini-USB
“B”类型接口
• USB 2.0
• 支持格式 FAT32，NTFS3.1，exFAT

记录格式 • mp4;ts;.mov
注：.mov 和 .mp4 的最大录制时间为4小时

网络 10/100/1000以太网 (RJ – 45)

电源 +12VDC@3.2W –（支持 5 – 14VDC 输入范围）

物理 尺寸：124mmx90mmx22mm 包括连接头
重量： 230g

环境 5 – 40℃，90% 湿度(非凝结)

型号# PEC 1864 – (EAN# 4250479325005)

PEC 1864

电源适配器选项
模块包括1个 AC 电源。以下是电源适配器选项。

P-TAP 1000
使用标准电池
P-TAP 电源

XLR 1000
使用标准 4 针 XLR
摄像机电池电源

包括 模块，AC 电源



yellobrik®

LYNXTechnik AG | Broadcast Television Equipment www.lynxtechnik.top
®

功能图
PEC 1864 功能图显示如下

PEC 1864

应用案例
PEC 1864 的功能使得它成为宽范围不同应用场合的理想解决方案。举例如下：直播媒体流到内容分发网络 (CDN)，同时备份记录

输出制作信号

高品质、MP4
记录到MicroSD

流媒体设置到RTMP

Wowza,YouTube直播
Twitch,Facebook...

组播视频到网络

摄像机信号源

流媒体设置到 RTP/RTSP

VLC
播放器 VLC

播放器

VLC
播放器多路广播

IP 网络

编码器

输入

输入

   解嵌入
1×立体声

视频处理
     亮度
   对比度
   饱和度
   反交错

商标
插入

流解码器
编码选择 (H.265,
MJPEG),UPXD,ROI
扫描器，文本覆盖

流解码器
编码选择 (H.265,
MJPEG),UPXD,ROI
扫描器，文本覆盖

线输入
编码器/操作
1×立体声，增益，
采样率，比特率，静音

音频
矩阵

网络接口

IP 

换
切

以太网

流媒体
单一广播或多路广播
通过 UDP 或 RTP 传输 TS，
HLS,RTP/RTSP,RTMP

   记录器
mp4 或 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