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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窗口（Series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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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窗口设备页面允许您查看和编辑所有 Series 5000 的服务器和设备。它的功

能和外观与之前的 APPolo 前端类似。

Series 5000 是一种基于机架的终端设备解决方案，用户可以从广泛的可用解

决方案中任意配置卡模块组合。这包括音频分发、转换和处理以及视频分发、

转换、加嵌和解嵌。帧同步、测试发生器、下变频器和视频处理器。

卡模块非常紧凑，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制造技术，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功能

集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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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窗口菜单

蓝窗口子页面

连接  

Series 5000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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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蓝窗口页面可见时，会在主菜单栏中添加一个蓝窗口下拉菜单。在该下拉菜

单中可以找到与蓝窗口页面相关的项目。

• 折叠设备树图

• 展开设备树图

• 显示空槽

• 流程图导航

• 流程图标签

连接子页面是配置控制服务器的地方，也是在控制服务器和 RCT 5023 机架控

制器之间创建附件的地方。它也是配置本地 COM 端口的地方。

LYNX Technik Series 5000 信号

处理系统由带板的机架、机架控

制器和 lynxcentraal 控制系统组

成。每个 Series 5000 机架需要

一个 RCT 5023。对于大型配置，

可以添加运行系统软件的可选专

用控制服务器。机架控制器和控

制服务器通过 IP 网络在逻辑上相

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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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 5023-G 机架控制板卡

OH-RCT5023-SVR 

yellobrik 机架控制器

RCT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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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 5023-G 是您将 Series 5000 2RU 机架连接到 lynxcentraal 控制软件所需的

基本控制板卡。它有一个局域网接口，通过机架终端板上的局域网进行连接。所

有与局域网相关的设置都存储在内部闪存中。在系统中的每个控制板卡需要有一

个独立的 IP 地址。

OH-RCT5023-SVR 选件是一个独立的 Linux 
服务器，具有自己的 IP 地址。对于电源和局

域网连接，它作为一个迷你服务器被夹在控

制板卡上。将 OH-RCT5023-SVR 选件添加

到系统中，可实现完整 SNMP 控制、整个系

统的备份还原等功能。

机架控制器可以将 yellobrik 设备连接到具有 
SNMP 支持和备份/恢复功能的完全冗余服务

器系统（需要 Series 5000 的服务器），其

功能类似于 Series 5000 RCT 5023-G 机架

控制板卡。

RCT 1012 是典型紧凑的 yellobrik 机架控制器，占

据一个插槽位。支持最多12个 yellobrik 模块连接

到以太网端口进行控制。它无需单独连接到每个

模块以设置参数或

更新固件，所有连

接的 yellobrik 模块

在远程网络上均可

见，是用于管理和控制多个 yellobrik 的简单，快

速，高效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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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编辑器

当前基础设施配置

可用机架控制器

将 RCT 5023 机架控制器连接到控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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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 1012 可以像普通 yellobrik 一样安装在 yellobrik 机架中。它有12个 USB 
端口，可以连接同一机架中的模块。然后，这些多达12个模块通过网络连接到 
LynxCentral。

网络连接编辑器允许您通过 IP 网络定义控制服务器与 RCT 5023 和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之间的逻辑连接。它也是定义冗余服务器集群的地方。

左侧的当前基础设施配置表列出了通过以太网广播在 LynxCentraal IP 网络中发

现的所有控制服务器。在每个控制服务器下面。是其当前控制器附件的列表。

此表中不显示当前操作员不允许的服务器，或当前操作员筛选出的服务器。 

右侧的可用机架控制器表列出了通过以太网广播在 LynxCentraal IP 网络中发现

的所有 RCT 5023 和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

可以使用页面右上角的 IP 查找工具明确添加位于不同 IP 子网中的控制服务器、

RCT 5023 和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

• 从可用机架控制器表中选择 RCT 5023 或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并将其拖到

当前基础设施配置表中，然后将其拖到所需的控制服务器上。

• 在可用机架控制器表中选择 RCT 5023 或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打开其关联

菜单并选择“连接”。这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允许您选择所需的控制服务器。

• 从可用机架控制器表中选择 RCT 5023 或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此操作将用

数据填充底部的信息区域。单击“当前附件”部分中的“附加”按钮。这将显示一个

对话框，允许您选择所需的控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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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服务器上移除 RCT 5023 机架控制器

安装和配置冗余服务器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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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RCT 5023 或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最多可连接到三台控制服务器。每个

服务器都可以为控制器分配一个单独的名称。

· 从当前基础结构确认表中选择要移除的 RCT 5023 或 RCT 1012 机架控制

器。将其拖放回可用的机架控制器表或下面的垃圾桶。

· 从当前基础结构配置表中选择要移除的 RCT 5023 或 RCT 1012 机架控制

器。打开其关联菜单并选择“移除”。

· 从两个表中选择一个 RCT 5023 或 RCT 1012 机架控制器。此操作将用数据

填充底部的信息区域，单击“当前附件”部分中的“移除”按钮。

在当前 LynxCentral 配置表中，可以配置两

个控制服务器以形成冗余服务器集群。

由于控制服务器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因

此系统维护和功能可能需要备份和故障切换

解决方案。

用户可以向系统添加第二个控制服务器，作

为备份服务器或辅助服务器。在主服务器网

络不可用的情况下，辅助服务器系统将接管

活动角色和所有功能。因此，即使在主服务

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系统的功能也始终可

用。

注意：两个服务器都在各自的 IP 地址下运行。可以在两个不同的 IP 地址下访问

整个系统。

注意：即使主服务器不可用，处理板也将继续工作。在服务器故障的情况下，只

有远程访问(例如来自 GUl 和额外的系统功能(例如 AutoControl)将不再可用。

LYNX Technik Series 5000 系统将检测主控制服务器的故障，并自动将控制更改

为辅助控制服务器。将向您提供适当的通知和警报。

作为创建冗余服务器集群的一部分，需要将两个现有的独立服务器分别标识为主

服务器和辅助服务器。主服务器的完整当前配置将被复制到辅助服务器，并丢弃

该服务器上的任何以前的配置设置。在 lynxcentral UI 中定义的集群名称下，可

以看到完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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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冗余服务器集群

控制服务器操作和热故障转移

同步服务器之间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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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当至少一个参与服务器启用了适当的软件选项时，才能定义集群。

请参阅许可与软件部分。

管理员可以删除现有的冗余服务器群集，从而使得两台服务器不再连接或群集。

断开群集后，将不再自动同步数据，也不再进行自动故障切换。要删除冗余服

务器群集，请在“连接管理器”对话框中右键单击群集的关联菜单。

一旦一对控制服务器被配置为一对冗余服务器一起工作，它们就被称为冗余服

务器集群。默认情况下，主服务器具有主动角色，而辅助服务器具有被动角色。

所有控制 Uls 或外部控制系统都连接到活动服务器。被动服务器处于热备用模

式，并准备在需要时变为主动。

成对的服务器持续连接，当辅助服务器无法访问网络中的主服务器超过15秒
（此值可以调整）时，辅助服务器自动切换到活动模式并接管整个系统的控制。

LynxCentraal UI 以及任何远程控制系统都将收到此开关的通知，并相应地调整

其行为。

当冗余服务器集群进入故障切换模式时，整个系统将继续正常工作，您将能够

访问所有服务和功能。故障切换模式的通知通过 UI、远程控制和 SNMP 功能

提供。该通知会向管理员提供问题的原因，以便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问题。

当主服务器回到网络中时，管理员可以使用 lynxcentraal 将控制权更改回主服

务器。

在维护计划期间，管理员可以手动将活动控制分配给主服务器或辅助服务器。

将一对服务器配置为冗余服务器群集后，主动服务器（默认情况下：主服务器）

的当前配置将自动镜像到被动服务器（默认情况下：辅助服务器）。这就是被

动备份服务器如何与已应用于系统的最新配置更改保持同步的方式。这个过程

是完全自动的。保持两台服务器同步无需手动操作。

如果需要将活动操作从主服务器切换到辅助服务器，Series 5000 系统将继续在

相同配置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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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串行连接

备份和恢复

系统备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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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显示电脑上所有可用 COM 端口的列表。如果将 COM 端口连接到 Series 
5000 机架背面的控制插座，并将适当配置的传统控制器 RCT5021 插入机架，

则可以通过复选框激活此页面上的 COM 端口，然后通过 UI 控制机架中的设备。

由于当前的 PC 和笔记本电脑中没有更多的 COM 端口，此列表通常为空。如果

将一个或多个 USB COM 适配器连接到电脑上，它就可以使用。这些连接可以

打开或关闭。通过关闭 LynxCentraal 中的 COM 端口，可以保护未涉及的 COM 
连接。

此外，该页面显示与 yellobrik 的活动 USB 连接数。

由于某些更复杂的模块具有1000个可编辑参数，备份策略至关重要。虽然模块

设置始终存储在非易失性闪存 RAM 中，可在电源故障后保存，但它不能防止

硬件故障，这需要将设备更换为新设备。交换硬件需要手动重置所有设置，前

提是在某处记录了这些设置。LYNX 提供了两种备份解决方案。

还可能需要备份完整的系统配置。备份和还原子页面解决了这一问题。备份过

程是 OH_RCT5023_SERVER 的一个功能，需要 OH_RCT5023_SERVER 中
的 OC-RSL-FUNC 软件选项。

这些设置作为文件或备份集存储在服务器上。可以将备份文件导出到

LynxCentraal 前端或从 LynxCentraal 前端导入备份文件。

如果 LYNX 系统用于不同的功能或会话，并且需要定期全局更改系统配置，则

备份/恢复功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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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同步备份

控制  

设备树图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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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同步备份旨在针对硬件故障提供保护。热同步

备份是安装在每个机架中的单个 RCT 5023 控制

器卡的功能，可在控制子页面中激活。当为特定

控制器启用时，它将立即对安装在机架中的模块

进行清点，并复制控制器自身内部闪存 RAM 上
备份的所有模块设置。更改模块的设置后，备份

副本将立即自动更新为新设置。这确保了模块备

份始终是最新的。系统将检测何时卸下模块并更

换新单元，并自动将设置的备份副本恢复到新模

块上。这个过程只需要几秒钟。不需要启动或计

划的备份，它是100%自动的，始终在后台运行。

控制页面包括用于编辑和设置单个 Series 5000 卡的控制界面。

设备树图位于控制页面的左侧。所有机架和模块都列在服务器/设备层次结构中。

它是选择和编辑连接到系统的处理模块、控制器卡和服务器的主要导航区域。

每个设备条目的左侧是彩色 LED - 绿色、黄色或红色。它表示位于模块前部的

通用报警 LED。在设备树中选择模块后，您可以看到 Ul 右上角显示的报警以及

错误消息。

要搜索特定设备，请开始在

“搜索设备”编辑框中键入。

键入时，所有匹配项都显示

在下拉列表中。您可以使用

上/下箭头在下拉列表中向前

和向后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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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下文菜单

内容

重命名

定位

保存设置

锁定

添加到收藏夹

设置管理

重置出厂默认

控制子页面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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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显示设备信息，包括机架位置。

可以自定义每个单独模块的名称。自

定义名称与插槽位置和板卡一起存储

在服务器上。即使您用相同类型的另

一个模块替换该模块，自定义名称仍

将保留。

选择定位将使设备上的 LED 闪烁，有助于在机架中查找物理设备。

将参数设置的当前状态保存到非易失性闪存 RAM。

锁定设备，因此无法执行参数更改。

设备将被添加到收藏夹页面

当使用较大的系统时，可能需要以相同的方式设置相同类型的模块。设置管理

允许您将参数设置从一个模块复制并粘贴到另一个模块。

将设备的所有参数重置为出厂设置。

控制子页面基于特定控制接口的卡片组成，用于编辑和设置您在设备树图中选

择的 Series 5000 板卡。

可用设备树图位于左侧，所选设备显示在右侧。右侧的视图是流程图视图，因

此所有基于流程图的导航都适用。控件子页面还有更多选项卡，这些选项卡根

据设备功能可视化。

使用任何参数控件上的关联菜单，可以检查关联的参数、其来源和当前状态。

请参见“中央 Ul 元件”部分的流程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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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节点

输入检测

测试模式

元数据

帧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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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设备都具有所有这些功能）

以下节点描述仅涉及具有松紧带流程图设计的板卡。

左侧的音频和视频输入连接显示当前信号存在状态。 绿色表示存

在信号，黄色表示可能存在冲突或问题，红色表示不存在。

测试模式是一个简单的视频信号发生器，具有广泛的静态

测试模式。输出视频标准可以设置为遵循各自处理通道的

最后检测的视频标准或固定的视频标准。

测试模式发生器可配置为对帧同步节点的输入上的 TRS 检测作出反应，并可输

出至冻结。这是识别输入信号上 TRS 错误的好方法。如果相应处理路径的输入

信号丢失，测试模式发生器也可以配置为启动。

通过“元数据”节点，可以管理所有视频信号的元数据。时间代码，关闭字幕，电

视文本和更多可以监控，转换/重新定位。

帧同步功能有三种不同的同步模式。

帧同步：

输入信号总是为一个视频帧进行缓冲。如果在

输入帧中检测到 TRS 错误，则最后一个良好

的输入帧将重复传送到输出。输入和参考时钟

之间的差异将通过在输出上重复或删除单个视

频帧来同步。从输入到输出的总视频处理时间至少为1个视频帧加上输入信

号到参考信号的时间差。

线路同步（H）：

在时钟同步信号的情况下，可以激活线路同步器 H 模式，以实现最小延迟。

输入信号被缓冲一行以校正定时差。此模式只能用于时钟同步信号，而不能

用于异步 SDI 输入。

线路同步（V）：

在此模式下，同步器将输入信号延迟到下一帧开始，以获得水平和垂直对

齐的图片。延迟是输入信号和参考帧脉冲之间的定时差。这会产生帧对齐

信号，而不会增加帧同步器模式的一帧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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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解嵌

加嵌

色彩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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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模式：

在视频错误（TRS 错误）过多的情况下，可以将输出配置为冻结（TRS 错
误时冻结）或将输入信号清晰地传递到输出。

所有音频信号，外部和非嵌入式 AES，可以单独处理。提供以下功能。左通道

和右通道分别处理。

• 测试音（开/关）

• 静音

• 反相

• 单声道下混音 - 每个输出单声道：允许将其他（同级）单声道添加为简

单的（a+b/2 下混音）。

• 增益调整（+18dB..-66.3dB）
• 过载检测 - 如果信号内容达到数字限幅的趋向，将显示黄色警告指示

• 静音检测 - 如果检测到信号内容静音（<60dB）超过10秒，将显示黄色

警告指示）

SDI 音频解嵌器最多可同时解嵌四个音频组。 当解嵌器检测到输入的 SDI 信号

时，所有组的解嵌过程开始，所有组将在所有通道之间以正确的相位对齐进行

解嵌。

所有四个嵌入的音频组都可以重新嵌入到 SDI 输出中。即使不嵌入任何内容，

也可以从 SDI 信号中删除现有的嵌入组。（重新）嵌入一个组将从输入 SDI 信
号中隐式删除该组（如果适用）。

嵌入的音频组只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组嵌入，包含两个 AES 流。如果您只想替换 
SDI 中的两个 AES 流中的一个，则需要将来自解嵌器的另一个 AES 流通过音

频处理块和输出交叉开关馈送到嵌入器。 这将替换 SDI 信号中的完整嵌入组。

将音频嵌入 HD-SDI 和 3G-SDI 流将始终以 24 位分辨率完成。

这是 RGB 色彩空间中的一个简单的原色校正功能。它提供两

种模式：

• 增益和偏移量

• 峰值和黑色

滑块可以组合在一起，强制将红色、绿色和蓝色设置为相同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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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噪

视频处理

自适应降噪以渐进或隔行格式处理输入数据。对带噪隔行信号应用降噪可以优化

去隔行器性能。

提供了不同的算法。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针对视频内容中特定类型的噪声伪影进行

了优化。

• 一般降噪：

一般降噪包括自适应 2D 和 3D 降噪。3D 降噪可校正时间和空间噪波，而 
2D 降噪仅校正空间噪波。3D 降噪适用于像素速率小于或等于 75Mp/s 的
任何隔行或逐行扫描信号。2D 降噪适用于任何隔行扫描或逐行扫描信号。

2D 或 3D 降噪处理的选择由固件根据正在处理的视频信号自动控制。

• 块伪影减少：

块伪影减少（BAR）定位并减少基于 DCT 压缩处理产生的块边缘。BAR 
可以应用于任何隔行或逐行输入信号。

• 减少蚊虫噪音：

蚊虫噪声抑制（MNR）动态地适应图像内容，在基于 DCT的压缩中有效地

减少锐利边缘周围的蚊子伪影。它可以应用于任何隔行或逐行扫描信号。

• 细节增强（锐化和纹理）：

细节增强功能提供锐化和纹理增强，通过自适应水平、垂直和对角大边缘

和小边缘增强过程实现。提供过冲/欠冲控制，以最小化增强边缘上的振铃。

此外，提供噪声抑制以最小化应用于图像的噪声区域的增强量。

• 级别：

此参数控制将添加到原始信号的水平、垂直和对角线高通滤波图片内容的

级别。

• 门槛：

此参数控制信号的电平，该电平用于电平控制。低于此阈值的信号中的所有

振幅将不用于细节增强。

视频处理提供了一系列视频处理功能，包括图像处理（饱和度、黑电平、增益、

色调、光圈）和空白间隔删除。

• 剪辑 CR/Cb 动态余量：

如果激活，所有低于 64 和高于 940 的亮度 (Y) 值和所有低于 64 和高于 
864 的色度 (Cr.CB) 值都将被剪裁。

• H 和 V 消隐：

为 H（水平）和 V（垂直）消隐提供了一个复选框选择。 选中后，SDI 输
入信号的 HANC 和/或 VANC 区域将在信号传送到音频嵌入阶段之前完全

消隐。

• 无输入时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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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器 (UP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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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在检测不到 SDI 输入信号时要生成的 SDI 输出信号的内容。如果选

择 OFF（关闭），则在未接收到输入信号时，SDI 输出将处于电死状态。

• 冻结模式：

指定冻结模式激活时将传递到输出的确切内容（字段1、字段2或完整帧）。

此选择仅适用于隔行扫描 SDI 格式。

冻结模式选择选项有:

• 测试模式预选：

提供了多种图案，可使用下拉选择进行选择。如果冻结模式设置为测试模

式或手动启用测试模式，则将使用预先选择的模式。

• 全场黑色
• 全场白色
• 全场黄色
• 全场青色
• 全场绿色
• 全场洋红
• 全场红色
• 全场蓝色
• 15%灰色（全场）
• 75%彩条
• 75%的色条超过红色
• Pathological PLL/EQ

• 测试模式标准：

在没有连接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模块。使用此选项的独立测试发

生器可以将测试模式确认为任何支持的标准，也可以将其设置为遵循最后

的输入标准。

        • 跟随最后一个输入（默认）

        • 固定标准（一半。相同或两倍或当前参考帧速率）

• 测试模式启用：

此复选框打开预先选择的测试模式。

• 视频调整：

提供四个滑块以允许调整单个视频参数。为视频亮度（增益）、饱和度、

底座（黑色水平）和色调提供单独的滑块。

扫描器是一种高质量的广播转换器，它允许几乎无限量的转换和缩放可能性。

• 控制模式：

输入纵横比和其他设置可以手动指定（默认设置），也可以从支持的标准

格式描述指示之一派生：AFD、WSS 或 VI。
• 输入纵横比：

对于 SDTV 输入信号，源纵横比可设置为4:3或16:9。此设置可以从 AFD、

WSS 或 VI 派生，请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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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框图

背板

音频固定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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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输出控制

• 输出格式：

指定输出视频格式。可用的选择由频率预选和附加的参考信号限定。对于 
SDTV 输出格式，纵横比也是选择的一部分。此选择会影响纵横比操作模

式，以及插入的 WSS 值, AFD,VI 代码（如果适用）。

• 转换模式：

为纵横比转换操作提供不同的模式。

• 运动自适应过滤：

这种类型的过滤用于提高运动图像的图像质量并减少运动模糊，应选择用

于正常使用。对于静止图像和从渐进到渐进标准的转换，应关闭复选框。

• 输入裁剪：

裁剪控件可以裁剪将用于转换的输入图像。

• 输出尺寸/定位：

大小和定位控件改变输出图像的大小和定位。结果图像中没有内容的任何

剩余部分都将填充为黑色。通过使用鼠标手动拖动输入和输出裁剪手柄可

以进行编辑。只需将鼠标放在您要移动的绿线上，单击该线并将其拖动到

图像上所需的点。如果使用非标准设置，转换设置将自动切换到自定义。

信息显示有关所选设备或服务器的可视信息。

方框图以图形形式描述了通过设备的信号流。可以使用鼠标或热键缩放和平移

图像。

背板图以图形形式描述了设备的背板。

音频固定图以带标签的图形形式描述了音频电缆的固定。

每个模块都有一个事件子页面，可以在其中组织错误报告。事件编辑器允许您

仅配置和显示感兴趣的日志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输入视频信号经常丢失，因为输入源经常更改。由于这种行为

在给定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禁用记录输入事件。类似地，您可能只

想在特定事件发生时记录，而不是在纠正时记录。例如，如果您想在信号丢失

时记录，而不是在信号返回时记录。

还可以以相同的方式配置发送到外部监视或日志记录设备的 SNMP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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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用户预设

保存用户预置

加载用户预置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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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子页面以树图格式显示选定设备的所有参数。选择一个参数将显示其名称、

描述、访问权限和当前值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树图的顶部搜索要筛选的查找帮助。

您可以在参数详细信息的右侧设置所选参数的当前值。只读参数无法编辑。

您还可以执行工厂重置或将参数导出为 HTML 或 XML。

用户预设提供存储和调用七组不同预设的功能。每个预设包含设备所有参数的

当前值。加载预设将存储的值一次应用于所有参数。不可能只影响参数的子集。

所有用户预设都存储在车载闪存 RAM中，在长时间无电源的情况下，这些预设

会一直保存。

• 按“保存到”按钮，将显示“保存预设”对话框。

• 单击右侧的小按钮，选择一个用户预设插槽。这将启用该插槽。如果愿

意，可以选择重命名预设。

• 单击保存按钮将整个设备的当前配置存储到所选插槽中。

• 单击用户预设旁边的加载按钮。

•  “加载”对话框将提示您进行确认。

• 加载预设将使用预设中存储的状态覆盖所有参数值。

在具有选项的设备上，“选项”子页面是可以监视和修改选项状态的位置。您可以

在此请求选项代码，以及启用、删除和激活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