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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窗口页面允许您查看和编辑网络中可用的所有 greenMachine。它的功能和外

观与 greenGUI 前端的功能和外观相似。

greenMachine 可以重新编程以执行不同的功能。这是通过在机器上部署功能组

来实现的。一个功能组由应用程序组成，这些应用程序分为不同的颜色。每个应

用程序描述一个基本的功能类别，例如视频转换或图像处理。

LynxCentraal 可与 2 个可用的 greenMachine 硬件设备配合使用。4 通道 3G 或
单通道 4K 的 greenMachine titan 和 2 通道 3G 的 greenMachine call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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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组

Callisto+ 双通道 3G 上/下/交叉转换器

Titan 3G UPXD 四通道 3G 上/下/交叉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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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to+ 2C UPXD 功能组是一种广播级品质的双通道上/下/交
叉转换器，带有帧同步器，支持每通道高达 3G-SDI（1920 x 
1080）的格式。该功能组为需要可靠的广播级上/下/交叉转换

品质和具有完整音频处理能力的帧同步而设计。所包括的扫描

器允许视频信号的空间转换，包括通用的感兴趣区域（ROl）
选择。还提供了高性能去隔行器，用于转换隔行视频信号。双

电平 SD 参考信号和三电平 HD 参考信号可用于同步视频信号。

还提供定时参考输出（SD 或 HD）。BNC、光纤或 HDMI 都可
以用于处理输入和输出。多个附加处理功能允许调整视频内容：

增益、色调等。每个通道还提供基本测试图形生成器，提供最

常见的线条和填充图案，如彩条、病理测试图案、全域色彩等。

广泛的音频处理功能可将所有音频进行解嵌，并支持一个 MADI 
输入和输出以及四个外部音频输入或输出，可单独配置为模拟

（平衡）或数字（AES）接口。多个内部交叉开关允许广泛的

音频混洗，包括 MADI 流。它还提供了两个 Dolby E 解码器，

Dolby E 同步，完整的音频处理以及音频和视频的多个可调用户

延迟。

UPXD 3G UPXD 功能组是广播级品质四通道上/下/交叉转换器，

带有帧同步器，支持每通道高达 3G-SDI (1920 x 1080) 的格式。

该功能组专为需要可靠的广播级上/下/交叉转换品质和具有完整

音频处理能力的帧同步的应用而设计。随附的扫描器允许视频

信号的空间转换，包括通用的感兴趣区域 (ROI) 选择。还为两

个处理通道提供了高性能的去隔行器，用于转换隔行视频信号。

双电平 SD 参考信号和三电平 HD 参考信号可用于同步视频信

号。还提供定时参考输出（SD 或 HD）。BNC、光纤或 HDMI 
都可以用于处理输入和输出。多个附加处理功能允许调整视频

内容：增益、色调等。每个通道还提供基本测试图形发生器，

提供最常见的线条和填充图案，如彩条、病理测试图案、全域

色彩等。广泛的音频处理能力可解嵌所有音频，并支持一个 
MADI 输入和输出以及四个外部音频输入或输出，这些输入或

输出可以单独配置为模拟（平衡）或数字 (AES) 接口。多个内

部交叉开关允许广泛的音频混洗，包括 MADI 流。它还提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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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 4K UPXD 单通道 12G 上/下/交叉转换器

Titan 4FS 帧同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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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Dolby E 解码器、Dolby E 同步、完整的音频处理以及音频

和视频的多个可调用户延迟。

4K 上/下/交叉转换器功能组是一种广播品质上/下/交叉转换器，

支持高达 4K UHD (3840x2160) 的格式。该功能组专为需要可

靠的广播级上/下/交叉转换品质和具有完整音频处理能力的帧同

步的应用而设计。该转换器包括强大的扫描功能，允许进行通

用的感兴趣区域 (ROI) 选择。随附的 3G Level A/B 和 3G 去隔

行器使 greenMachine titan 兼容高达 3G（Level A 或 Level B）
的任一 SDI 标准。该模块还支持用于 4K UHD 信号的 4x3G 
SDI（2SI 四链路）或 12G SDI（单链路）输入和输出。使用 
2SI 四链路<>单链路转换信号可以在单链路和 2SI 四链路之间

交换。广泛的音频处理能力可以解嵌所有音频，并支持一个 
MADI 输入和输出以及四个外部音频输入或可单独配置为模拟

（平衡）或数字 (AES) 接口的输出。多个内部交叉开关用于广

泛的音频混洗，包括 MADI 流。它还提供两个 Dolby E 解码器、

Dolby E 同步、完整音频处理以及多个音频和视频的可调用户延

迟。

4x3Gbit/s 帧同步器功能组是一种视频帧同步器，适用于高达

3Gbit/s SDI 的格式。该功能组专为需要可靠的广播品质和完整

的音频处理能力的帧同步的应用而设计的。包含的扫描器允许

视频信号的空间转换，包括通用的感兴趣区域 (RO1) 选择。双

电平 SD 参考信号和三电平 HD 参考信号可用于同步视频信号。

还提供定时参考输出（SD 或 HD）。BNC、光纤或 HDMI 都可

以作为输入输出处理。多个附加处理功能允许调整视频内容：

增益、色调等。每个通道还提供一个基本的测试模式发生器，

提供最常见的线条和填充模式，如彩条、病理测试模式、颜色

等。广泛的音频处理能力解嵌所有音频，并支持一个 MADI 输
入和输出以及四个外部音频输入或输出，这些输入或输出可以

单独配置为模拟（平衡）或数字（AES）接口。多个内部交叉

开关允许广泛的音频混洗，包括 MADI 流。它还提供两个

Dolby E 解码器、Dolby E 同步、完整的音频处理以及音频和视

频的多个可调用户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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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 HDR Evie+ 分格动态 HDR 到 SDR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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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 Static 功能组是广播品质的 HDR 到 SDR、

SDR 到 HDR 或跨标准 HDR 到 HDR 转换器。它包

括帧同步和上/下/交叉转换。Static HDR 统一应用颜

色和对比度参数，以在整个程序中产生平均亮度/颜
色范围。4K 功能组提供单个 12G 4K-UHD 处理通道。

4通道功能组为高达 1080p 3Gbits 的 SDI 信号提供4
个独立的处理通道。HDR-Static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用于处理动态范围和色域，即使没有最新的 HDR 显
示器，也可以向观众呈现比以前看到的更多的动态图

像。它提供转换功能，同时将其与静态（实时）色调

映射算法相结合。此应用程序允许您在常见的输入和

输出曲线（包括 Gamma、PQ、HLG 和 Slog3）之

间执行向上、向下和交叉转换，以及通过适当的静态

色调映射在全范围和窄范围之间进行转换。包括 
Rec. 601、Rec. 709 和 Rec. 2020 的颜色空间之间

的转换也是可能的。 HDR 内容也可以通过对比压缩

显示在不支持 HDR 的电视显示器上，从而为所有可

能的显示类型产生高水平的 HDR 增强图像品质。

HDR Evie+ 功能组是广播品质的分格动态 HDR 到 
SDR 转换器。 Evie 代表增强型视频成像引擎，该术

语用于描述动态色调映射算法。Evie+ 结合了一种称

为分格动态色调映射算法的新方法，该算法可以逐帧

实时分析图像的不同部分，并将颜色和对比度参数动

态应用于每个单独的部分。这允许相互独立地调整图

像上的光影区域。它包括帧同步、元数据处理、音频

处理和基本测试发生器模式。它提供单个 12G 
4K-UHD 处理通道或 4 个高达 3G 的通道。

HDR Evie+ 是处理动态范围和色域的强大工具，即

使没有最新的 HDR 显示器，也能向观众呈现比以前

看到的更多的动态图像。它提供转换功能，同时将其

与部分动态（实时）色调映射算法相结合。HDR Evie 
允许您从 PQ ST-2084、PQ BT-2100、HLG、Sony 
Slog3、Arri LogC、Reg Log3G10、BMD film、

Panasonic V-log 和 Cannon C-Log2 等常见输入曲

线执行下变频到输出曲线特别提款权。除了全范围和

窄范围之间的转换，HDR Evie+ 还提供 Rec 709 和 
Rec 2020 色度之间的转换。



LYNXTechnik AG

Titan Testor 视频和音频测试

Titan BIDI 双向传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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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r 功能组是 LYNX 最新推出的测试信号发生器。Testor 是
一个理想的音频和视频故障排除工具，适用于在现场、工作室

应用程序中工作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以及主控制室中的排队任

务。任何有音频和视频测试、设计、维修和故障排除环境的地

方，greenMachine Testor 都会很有帮助。Testor 功能组是一个

视频和音频测试信号发生器，为 greenMachine titan 平台预先

配置。4K 功能组提供具有 4K/UHD（高达 3840 x 2160p）
-12Gbit/s SDI 的单通道测试发生器。四通道功能组提供四个独

立的测试发生器，可处理高达 3G SDI 视频格式。包括标准静

态和动态视频测试信号和模式。为了增加灵活性，用户可以上

传自己的用户定义的信号模式。还可以将图标和文本添加到测

试信号中，这对于频道识别等非常有用。包含的模式集合支持

高达 4K/UHD 的所有视频标准。可以为其他标准重新采样用户

定义的模式上传。此外，完整的测试信号集合可以与网络中的

所有 greenMachine 设备共享。集成的图形编辑器为用户提供

了放置图像和图标、添加文本以及添加用户定义的信号模式和

图形的工具。只需使用计算机鼠标即可移动和编辑所有项目。

扫描器确保用户可以扫描测试模式以匹配格式。

BIDI 传输功能组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双向传输解决方案，允许在

两个 greenMachine Titan 硬件设备之间高效传输视频、音频、

以太网和 GPI。它是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适用于需要在两条

单光纤上交换多个信号的应用远距离链接。两个 
greenMachine Titan 硬件设备之间使用主/从通信模型，其中一

台机器将充当主设备，而另一台将作为从设备。一个 12G 信号 
(12 Gbit/s) 或四个 3G 信号 (2.97 Gbit/s) 或六个 HD 信号

(1.485Gbit/s)、4 个外部模拟或数字音频信号和四个 GPl 可同

时通过光纤端口双向传输。作为示例，两个 greenMachine 之
一（主设备）的参考也被传输到另一个 greenMachine（从设

备），并且可以在远程位置使用以同步相机。为了进行信号传

输，两个 greenMachine Titan 需要通过两根单模光缆（当与收

发器 SFP 一起使用时，例如可选的 LYNX OH-TR-1 LC SFP）
或一根单模光缆（当与收发器 SFP 一起使用时）连接可选的

双向 SFP 模块，例如 LYNX OH-BD-1 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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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universe 包括网络中所有可发现的设备。打开设备并连接以太网后，它

自动在 UI 中显示。

您可以从 universe 菜单栏中的 green 菜单导入/导出的当前状态。 universe 文
件包含有关整个系统状态的数据，包括位置、功能组、功能组位置、尺寸和形

状。

Constellation 是 APP 的集合。它基本上是一个模板，用于定义在哪个处理路径

上找到哪个 APP，以及处理 APP 的顺序。LynxCentraal 中有几个预定义的 
Constellation 可用。Constellation 列表随着 greenMachine 的新功能的实施而

增长。

当您在 greenMachine 上部署功能组时，它会重新编程设备以执行定义的功能。

有关部署功能组的说明，请参见部署功能组。

notch 是封装在节点中的一组 APP。notch 采用颜色编码，并按照 notch 中的 
APP 沿信号路径处理的顺序显示在星座中。当您查看 Green/Universe/
Constellations 子页面时，您将看到一个功能图，其中包含与该 greenMachine 
上可用的信号路径一样多的信号路径。一个用于 Titan UHD，两个用于 Callisto 
或 Callisto+，四个用于 Titan Quad。notch 表示为彩色半圆顶。属于每个 notch 
的应用程序按在机器上处理的顺序显示为图标。

目前可用的 notch 包括：

• 输入分析（青蓝色）

• 路由输入（灰色）

• 混合类型（红橙）

• 同步（红色）

• 视频转换（浅绿色）

• 图像处理（紫色）

• 生成（绿色）

• 路由（灰色）

• 输出分析（蓝绿色）

• 全局（橙色）

• 音频输入/输出（黄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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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APP）

撤销/重做

绿窗口菜单

LynxCentraal  参考手册 - 版本 1.0

36 / 113

node（APP）是一组参数，共同执行特定功能，
如颜色校正或缩放。应用程序的参数封装到流程
图中的 node 中。node 是封装应用程序参数的可
视容器。某些 node（如主要 notch 节点）是其他
节点的容器。

编辑控制页面上的设备参数时，更改将直接发送到

设备，并且不可撤消。UI 中有一些任务不是特定于

设备的，是可撤销的。

当绿窗口页面可见时，绿窗口菜单将添加到主菜单栏。

特定于使用绿窗口页面的项目可在菜单下拉列表中找到。

• 流程图导航器

• 流量图选项卡

• 导入范围

• 出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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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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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网络中有3个不同的

表用于查看 greenMachine。
Rolodex 表，Path 表和 Tree 
表。如右边所示。

Rolodex 视图以动画透视图显

示 greenMachine。可视化数

据包括设备名称、设备类型、

IP 地址、设备状态和 LED。

使用关联菜单，可以将非模拟

设备添加到收藏夹中。

路径视图在列表视图中显示 greenMachine。除了 rolodex 中可视化的数据外，

它还显示每个信号路径的名称和颜色。在路径文本上单击鼠标右键将显示一个

弹出窗口，您可以在其中更改路径名称和路径颜色。当您改变这些值中的任一

个时，流程图中间的路径标签将被更新。

树图以压缩格式显示所有设备，可视化数据与 rolodex 相同，但采用简化的非

动画格式。使用关联菜单，可以将非模拟设备添加到收藏夹中。

要搜索特定的 greenMach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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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箭头在列表中向前和向后导航。

这是与搜索不同的功能。搜索允许您扫描特定设备，而

Find 允许您在不同的子网中查找 greenMachine，因为它

不是自动发现的。 输入您在表格中与其他自动发现的设

备一起查找的 greenMachine 的 IP 地址，然后按 Find。
如果查找成功，它将与其他自动发现的设备一起出现在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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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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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e 子页面是网络中所有 greenMachine 的可视化页面。它也是执行功能

组部署的地方。部署一个新的功能组需要重新启动 greenMachine，以执行一组

新的功能。Universe 子页面布局由左侧的设备树、中间的主视图以及右侧的功

能组图和预设表组成。点击左侧的设备将使主视图放大表示该设备的图形。您

也可以双击主视图中的设备容器进行放大。主视图是流程图，因此所有基于流

程图的导航都可用。右边是功能组图和预设表。使用功能组表部署新功能，使

用预设表将新参数设置加载到设备钟。这两个操作都是通过“拖-放”完成的。转

到按钮位于每个设备图形的右侧。按下其中一个按钮是显示主、参数或预览子

页面的快捷方式。也可以使用“保存预设”按钮保存预设。

在 Universe 页面的右上方从左到右有以下

按钮:

当此按钮为红色时，表示 Universe（设备位置、功能组等）已由该用户在不同

设备上更改。如果按下按钮，更改将同步。如果不同步，下一次显示 Universe 
视图时，将自动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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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待定功能组

添加功能组

Universe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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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按钮仅在一个或多个功能挂起部署时启用。如果有绿色边框的 greenMachine 
图形，您可以看到存在挂起的部署任务。

此按钮仅在一个或多个待部署功能组时启用。按此按钮将清除所有待部署的功
能组。

按下此按钮会启动拖/放操作，以便您可以向 Universe 添加一个功能组。您也可
以双击该按钮，一个功能组将被添加到视图的中心。

Universe 中有两个基本项目，greenMachine 图形和功能组图形。

greenMachine 图形封装了有关 greenMachine 设备的信息。可以在控制、功能

组或许可模式下查看它们。功能组图形是用于虚拟组织您的 greenMachines 的
容器。例如，如果您在不同的房间有 greenMachines，您可以按房间来组织它

们。

要将功能组添加到视图中，请按添加功能组按钮并将

光标拖动到视图中您想要的位置。您也可以双击该按

钮将功能组添加到视图的中心。功能组有两种形状：

圆形（默认）和方形。 功能组关联菜单包含 3 个项目：

删除功能组、缩放功能组和方形图型。添加功能组后，

您可以将 greenMachine 图形拖入其中，并根据需要

对其进行排序。一旦您将 greenMachine 图形拖入其中，功能组图形就会得到

一个光环，确认该操作是合规的。

所有图形都可以在视图中移动。功能组图形可以通过拉动调整大小手柄来调整

大小。移动和调整大小是不可撤销的。选择通过在图形上单击鼠标来进行。您

可以将选择的图形相乘，前提是它们的类型相同。要执行多项选择，请在单击

鼠标的同时按下命令或控制键。您还可以使用 shift 修饰键并在视图上拖动光标

来绘制选取框。

每个用户的所有项目位置、功能组大小和形状都存储为 Universe 状态。这意

味着每次您启动 LynxCentraal 时，您的 greenMachine Universe 将与您离开

时一样。如果您使用同一用户登录到两台不同的计算机，并且一个用户更改了 
Universe 布局，则同步 Universe 按钮  将变为启用状态并变为红色。您可以通过

按下按钮来同步更改或忽略它们，但请注意，一旦您离开 Universe 页面并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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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功能组

Universe 导航  

控制

功能组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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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最后的更改将被同步。基本上，总是保留最后一次更改。因此，最好不要
让同一用户在多台计算机上登录 LynxCentraal 前端。

要部署功能组，请将功能组列表中的一个功能图标拖到一个 greenMachine 图
形上。可以在“控件”、“功能组”或“许可证”选项卡中将功能拖放到图形上。不管

设备是放大还是一路缩小。如果操作可行，将功能拖到图形上将使设备周围出

现绿色光晕。如果你试图把 titan 功能拖到 Callisto 的设备上，光环就不会出现，

移除也没有效果。一旦您将一个合规的功能放置在设备图形上，光环将闪烁，

部署功能按钮（universe 页面的右上角）将启用。如果按下按钮，将执行部署。

如果您决定要取消操作，您可以按清除挂起的功能按钮，这将删除挂起的功能

并停止选通。请注意，您可以一次将不同的功能组部署到多台设备上。

Universe 有三种不同的视图：控件、功能组

和许可证。这些视图影响所有 greenMachine 
图形。

“控件”视图显示编辑 UI。这将精确显示您在控件/主子页中看到的视图。有两

个选项卡，一个用于图像，一个用于音频。每个控件视图看起来都不同，这取

决于您部署的功能。

功能组视图显示当前部署的功能中可用的等级和应用程序。如果将鼠标悬停在

某个应用程序图标上，将显示其名称。

Licenses（许可证）视图为您提供了每台设备上可用的许可证以及正在使用的

许可证的概述。许可证视图也是您可以导出、锁定和加载许可证的地方。

每个部署的功能都需要许可证，以避免输出视频/音频信号上出现水印。您可以

将相同的功能部署到任意数量的设备上。当许可证用完时，没有许可证的计算

机将具有水印。

许可证从当地 LYNX 代表处购买。购买的许可证将作为附加的.Ixl文件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并可存储在运行 LynxCentral 的计算机上的任何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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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购买许可证，请单击

Green/Universe/licenses 子页面

中的导入按钮。

该按钮可在左下角的每个 
greenMachine 图形上找到。从

中导入许可证的 greenMachine 
图形是许可证的初始所有者。每

个许可证都与 greenMachine 的
序列号绑定。序列号显示在 
greenMachine 图形的左上角。

许可证在 Universe 中共享。如果功能组 A 的许可证 A 的原始所有者部署了功能

组 B，则许可证 A 现在可用于其他计算机使用。如果另一台设备部署了功能组 
A，它将从原始设备上移除许可证 A。当另一台机器上不再需要许可证 A 时，例

如，部署了带有许可证 C 的功能组 C，许可证 A 移回原始所有者。如果当时原

始计算机当前不在网络中，则许可证将保留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当原始机器返

回网络时，许可证将自动移回原始所有者。

要禁用许可证共享，请按下 greenMachine 图形左下角的锁定按钮。有关锁定的

说明，请参见锁定。

当拥有许可证的 greenMachine 断电或从网络中删除时，其许可证将不再可用。

在执行此操作之前，可以使用导出对话框将许可证导出到另一台机器。导出是

直接位于导入按钮上方的按钮。导出许可证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是，必须提供序列号，以便可以更改许可证的所有者。

lynxcentraal 绿窗口页面中有两种类型的锁定。

这种形式的锁定在 universe/licenses 
选项卡上执行。当锁打开时，设备将

退出许可证共享，这意味着即使不使

用许可证，它也不会放弃许可证。

这种形式的锁定可以从任何 Universe 
视图中所选 greenMachine 的关联菜

单中激活。要打开关联菜单，只需右

键单击相应设备的视图。它锁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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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当前功能组配置，这意味着不可能部署不同的星座。

功能组列表显示所有可用的功能。表中的每个功能都显示

其名称和可被分配到的设备类型。许多 Titan 同时在 Titan 
UHD 和 Titan 四通道上工作。如果双击某个项目，它将显

示其功能组图，其中包含所有信号路径和可用应用程序的

可视化。再次双击将关闭图形。单击其他项目也将关闭图

形。您可以从搜索区域搜索顶部的特定功能组。

预设表中列出了所有可用预设。每个预设都有一种颜色和

一个标签。您可以使用项目上的关联菜单更改它们。通过

单击相应的标题，可以按标签上的任一颜色对列表进行排

序。如果双击某个项目，它将显示其预设图形，其中包含

所有信号路径和存储应用的可视化。再次双击将关闭图形。

单击其他项目也将关闭图形。您可以从搜索区域的顶部搜

索特定预设。预设值存储在冗余文件共享系统中。您可以

导出和导入预设以与不在网络中的用户共享，或制作备份

副本。可以使用垃圾箱按钮或关联菜单删除预设。没有

“确定”对话框，因为此操作是可撤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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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是设备上所有可用参数的快照。参数集合会有所不同，取决于当前部署的

功能组图。预设不包含任何设备特定信息，它只展示参数。您可以使用“保存预

设”按钮或其中一个设备图形上的关联菜单将预设保存为 Green/Universe。

创建预设后，它将在预设表中可见。当您想要应用它时，只需将其拖放到所选

的设备图形上。将显示应用预设对话框。它有每个信号列出的所有应用程序。

您可以全部应用，也可以精确选择要应用的应用程序参数。

预设不可能被放置到错误类型的机器上，例如，四通道 Titan 预设只能放置到部

署了四通道 Titan 功能的设备上。

许可证列表显示与 Universe 许可证视图中类似的信息，但采用可扩展的树格式。

它列出了所有 greenMachine，以及每个设备包含哪些功能许可证的信息。默认

情况下，项目是折叠的。如果项目左侧有箭头，则可以展开该项目以显示许可

证列表。您可以看到哪些许可证正在使用，甚至哪些许可证是从另一台设备转

赠的。

系统子页面以概览格式显示有关所选设备的信息。它有一个描述基本处理流程

的图形，以及电压和温度小部件。左上角还列出了设备名称、版本和状态等基

本只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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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 greenMachine 在主视图中显示其界面。所有的输入都在左侧显示，输出

在右侧显示。有单独的视频和音频编辑页面。

缩小后，主视图将显示颜色编码的槽口，并带有描述每个主节点封装的节点

(APPS) 的图标。已部署功能的各个节点从左到右分组为槽口。

主视图是流程图视图，因此所有基于流程图的导航都适用。双击主节点放大其中

一个处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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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下的流程图章节。

视频页面显示的水平信号数量与 greenMachine 的信号路径数量相同。Titan 
Quad 中有四条信号路径，两条在 Callisto+ 中，一条在 Titan UHD 中。Titan 和 
Callisto+ 在 greenMachine 的每个输入都有一个小预览，直接从原始视频中采

样。在输入视交叉开关的下转换还有更大的预览，它还显示信号的元数据。每个

信号路径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预览。双击任何主节点都会将流程图缩放到该

节点组中。例如，双击 Image Proc 主节点将显示当前功能组中该槽口可用的节

点。Titan 四通道帧同步器中的 Image Proc 包含视频调整、颜色校正和全局设

置。节点也在选项卡中从左到右组织。每个选项卡都包含用于编辑 
greenMachine 上许多可用的参数的小部件。每次更改都会立即反映到设备。没

有可用于参数编辑的撤消/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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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输出状态节点显示设备上物理输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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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状态节点将放大并显示有关输入的附加信息。

在具有 4K 模式的功能组中，4K/UHD 信号可以在四链路 (2Sl) 和单链路之间转

换。

对于输入的 4K/UHD 信号，您可以在 UHD 输入控制中指定所涉及的信号类型，

以及在四路链路（2SI）的情况下，链路顺序的外观。然后 greenMachine 会相

应地进行调整。

在输出端，可以确定输出 4K/UHD 信号的输出标准（四链路 (2SI) 或单链路）。

帧同步器可用于广播中的基本 SDI 同步问题。它为高达 3Gbit/s（自动检测）的 
SDI 格式提供多格式支持。该节点利用强大的飞轮同步，可适应各种低质量异步 
SDI 源。所有嵌入的音频都被自动提取和延迟以匹配视频处理延迟。即使在丢帧

或添加帧时，音频也不会受到干扰。 结合加嵌器/解嵌器功能，帧同步器还包括

Dolby E 帧同步器。如果输入帧速率与参考信号的帧速率（决定输出帧速率）不

匹配，则输入信号将通过简单的丢弃和重复机制自动转换为帧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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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XD 节点是一个高品质的广播转换器，它允许几乎无限的转换和扫描可能性。

输入裁剪包括完整的感兴趣区域 (ROI) 选择。可以灵活地调整输出图像大小。

输入和输出都可以调整以保持纵横比。除了 ROI 功能之外，扫描器还可以从任

何支持的输入格式转换为任何支持的输出格式。与高品质的去隔行相结合，转

换器提供了原始的转换品质。

扫描器节点与 UPXD 节点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是扫描器具有较低品质的去隔

行器。如果您执行隔行到逐行的转换，您可能会在输出信号上遇到一些运动伪

影。Ul 中的警告会提醒您注意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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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节点是管理视频信号元数据的强大工具，可以监控、转换/播放时间码、

隐藏字幕和图文电视。 当启用元数据 APP时，处理通道最初将是空白的。

3G Level A/B 转换器可以将 3G Level A 输入信号转换为 3G Level B 输出信号，

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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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调整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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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隐间隔删除。

颜色校正节点在 RGB 中提供增益/白色、提升/黑色、伽玛和偏移调整。在 
CMYW 中提供增益和偏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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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发生器

测试信号发生器节点是一个具有广泛静态测试模式的简单的视频信号发生器。输出视

频标准可以根据对应处理通道被设置为最后检测到的视频标准或固定视频标准。

测试图型发生成器可以被配置为在帧同步节点的输入上对 TRS 检测作出反应，也可以

被冻结输出替代。这是识别输入信号上 TRS 错误的好方法。测试图型生成器还可以被

配置为在相应处理路径的输入信号丢失时启动。

静态 HDR
Static HDR 节点是广播品质 HDR 到 SDR、SDR 到 HDR 或跨标准 HDR 到 HDR 转换

器。Static HDR 通过统一整个程序的应用颜色和对比度参数来生成平均亮度/颜色范围。

它提供转换功能，同时将其与静态实时的色调映射算法相结合。此节点可实现通用输入

和输出曲线（包括 Gamma、PQ、HLG 和 Slog3）之间的上、下和交叉转换。此外，

可以通过适当的静态色调映射执行全范围和窄范围之间的转换。包括 Rec. 601、Rec. 
709 和 Rec. 2020 的颜色空间之间的转换也是可能的。HDR 内容也可以通过对比度压

缩在不支持 HDR 的电视监视器上显示，从而为所有可能的显示器类型制作高水平的 
HDR 增强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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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HDR 节点有30个自定义 LUT 上传槽位。每个槽位可存储一个 LUT。
支持的 LUT 文件格式为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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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 EVIE+
HDR Evie+ 节点是一个广播品质分格动态 HDR 到 SDR 转换器。HDR Evie+ 实时逐

帧分析图像的不同部分，并将颜色和对比度参数动态应用于每个单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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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用户提供了可调的动态与静态比例设置，其中动态色调映射和静态色调映射按比

例组合或混合。它还提供了选择局部动态和全局动态转换比例的均匀化工具。此功能

丰富的节点支持您设置目标亮度、对比度。四路 3G 中每个处理通道的饱和度、自适

应速度、场景检测阈值和剪切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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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r
Testor 节点提供多格式测试信号发生器功能。它是现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工作室应

用程序、后期制作以及各种其他视频源和电缆测试测试信号的理想故障排除工具。

Testor 节点在 Tatin 硬件上可用，支持 12G，3G，HD，SD-SDI 格式。在 UHD 模式

下，Testor 可以提供单通道测试发生器。在 3G 视频格式（及以下），Testor 提供四

个独立的测试发生器，带有单独的图标和文本插入。包括标准静态和动态的视频测试

信号和模式，以及可上传的自定义的信号模式。可以将图标和文本插入测试信号中进

行通道识别。

嵌入到 SDI 视频中的测试器还包括一个集成的音频测试发生器，具有可调增益和频率

（4Hz 步长）。

Testor 具有额外的 AV 同步分析器功能，可提供音频到视频定时的测量，并提供实时

测量结果在 GUl 或其他可选覆盖。这使操作人员能识别 AV 定时不匹配，避免猜测，

并提供更准确的测量。它显著减少了不必要的错误。

Testor 节点界面

节点界面分为3个部分：标准、视频和图标/文本覆盖。

• 设置：

设置部分具有视频标准、Level B 和启用覆盖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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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在视频部分，您可以设置要显示的图案。Testor 提供各种静态和动态测试图案。

静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图像和线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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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是所有可用模式的缩略图列表。中间是所选模式的详细信息，右侧是附加参数。并非所有

模式都有附加参数。

• 可用模式列表由已包含的标准集合和用户导入的模式或图像组成。只有导入的模式和图像将通

过文件冗余共享。

• 视频标准是模式和图像的重要部分。每个模式或图像都符合一个标准。因此，描述模式支持哪

些标准是必要的。已包含的标准集合支持所有视频标准。当您导入线条模式或完整图像时，您

将看到一个非排他的单选按钮设置在导入过程中可以选择生成重采样图像的位置。在文件中找

到的标准将被检查，并且不能取消。附加参数指文件不支持的其他标准。对于所有还没有图像

存在的选定项目，软件将生成它们。

• 在重采样过程中，您还可以控制重采样的类型：缩放到填充，纵横比匹配、纵横比填充和居中。

• 可以通过向右拖动分配器来关闭附加参数部分。如果有任何关于该项目的元数据或信息，它将

在表中以短条显示，在详细信息中以长条显示。例如，一个比特的信息无论选项是图像还是线

条模式，支持哪种标准，所支持的标准都可以在详细信息中看到。

• 如果一个模式不支持所选的标准，它的“Present（状态）”列部分不会被选中，详细信息在信息

字段中显示。

• 导入按钮允许您导入新的线条模式或图像。该软件将生产在系统中使用导入数据所需的 XML 

文件。该软件还将生成一个缩略图，同时导入并存储在 greenMachine 里。如果在导入时放弃

重新采样，仍然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选择“generate（生成）”按钮生成缺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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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同步分析器

在四通道测试中，一个输入可以与同步测量数据叠加，并支持 out4 电端口或光 / HDMI 端口。

在 4K 测试模式下，四链路 12G 信号支持所有端口(电、光、HDMI)的覆盖输出。单链路 12G 信
号支持在 OUT 4 电端口和 光端口 OUT 2 输出 。

TESTOR AV 定时

Testor AV 同步读取器允许您通过 greenMachine 的输

出覆盖或通过 LynxCentraal 输出查看 AV同步输入测试

信号的定时同步。此节点的目的是检测 AV 同步测试信

号的状态，并测量/验证音频/视频时间延迟。它还用于

验证音频通道是否已交换或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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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文本覆盖:
• 最后一个部分是图标 /文本叠加部分。图像/文本可以放在视频信号上。该部分由工具栏、编辑

视图和元素列表组成。该图型视图完全支持编辑和缩放、支持使用鼠标移动和编辑项目。撤销/
重做可用于所有更改。

• 标题包含用于添加图像或文本元素，复制或删除元素，打开和关闭网格和网格快照的按钮，以

及用于进入全屏模式的控件，从而获得更身临其境的体验。“Import（导入）”将打开浏览器将图

像导入系统。“Load（加载）”将打开浏览器来显示系统中已经存在的文件。

• 工具栏中提供了所有可用的编辑功能：位置，比例，不透明度，背景颜色，文本颜色，字体。

文本可以在视图中直接编辑。可以通过选择更改图像按钮来更改图像覆盖中的图像。

• 元素列表中列出了所有元素。取消选中可以隐藏元素。元素也可以被锁定，以避免在已完成的

元素中发生不必要的位置变化。

• 添加元素后，它将被放置在视图的中间。要删除一个元素，选择它并按减号或按键盘上的删除

键。当一个元素被选中时，可以通过拖动来移动它。每个元素都有不透明度，用于制作半透明

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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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R AV 同步覆盖

您可以选择路由到 SDI 4 的视频信号和显示的覆盖：嵌

入式 SDI，外部 AES 或无。此外，如果输入端没有有

效的 AV 同步测试信号，您可以确定是否隐藏覆盖。

音频  

主要音频模块

音频块位于音频页面的中心。它被分为 Crossbars（交叉）、Parameters（参数） 和 
Dolby（在 greenMachine 中）。参数和 Dobly 都有输入和输出部分（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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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音频信号由颜色区分

音频输入：

• 解嵌

• MADI
• AES 外接音频

• Testor

音频输出：

• 加嵌

• MADI
• AES 外接音频

• T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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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开关矩阵(路由块)

路由块中的输入或输出栏可以通过单击栏上

的任意位置来展开。这也将扩展相应的有路

由信号的输入或输出条。如果一个输入音频

类型被路由到多个输出音频类型，则展开将

打开所有的输出音频类型。您可以随时展开

和折叠路由框的部分。交叉开关矩阵可以全

部放大以便操作。将鼠标悬停在交叉点上将

显示有关该点受影响的音频通道的详细信息。

要更改交叉点，只需单击其中一个网格框。

处理

全球音频处理是一款灵活的音频处理APP，支持多种功能。每个单声道音频通道的增益可以调整、

静音或反转。此外，每个单声道音频通道都有单独的静音和过载监测，以及 1kHz 测试信号发生

器。每个立体声信号都可以混合到单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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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和参数是可变可见的。每个音频类型都有一个扩展条，包括输入和输出。当展开时，它显

示当前的交叉设置或处理参数。

右键单击交叉点，通过激活“编辑单声道”，在上下文菜单中激活目的

地的单声道路由。然后，音频信号也可以在单声道级别上路由。在同一

上下文菜单中，您可以将音频目标静音。（立体声或左/右声道单独）

重要备注：

可以全局锁定交叉开关以避免操作错误。如果锁定处于活动状态，单击一次不足以进行更改。

单击时必须按下换档键。可以在“常规首选项”菜单中激活和停用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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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BY

Dolby E 流的解码在音频处理模块之

前进行，使您能够为解码的音频添加

增益等。如果所选源流中没有 Dolby 

E 音频，则该流通常会按常规 PCM 

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流不会受

到影响。当内容从 PCM 变为 Dolby

E（反之亦然）时，音频可能会出现

干扰。如果 Dolby E 音频被解码的流

没有被用于制作的 PCM 流，它仍然

包含完整的 Dolby E 信息。对于 

Dolby E 解码器 APP 的每个实例，您必须定义应将哪个 AES 流用作 Dolby E 源。还需要定义4个 

AES 流 (3个用于5.1环绕内容，第4个用于附加音轨) 将用于 Dolby E 目的地产生的 PCM 流。目

的地被定义为一组4个连续的 AES 流或立体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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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或输出处理参数可以在处理段中进行编

辑。AES、音频和 MADI 部分可以像在路由块

中进行扩展。除了可扩展部分，您还可以选择

需要编辑的音频频道。您为编辑启用的音频通

道越多，显示的参数小部件就越多。最好一次

只处理一段音频频道，这样更容易导航，而且

各个参数窗口小部件有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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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嵌/解嵌

加嵌/解嵌器 APP 是一种高品质的多格式音频加嵌器，可将多达16个单声道音频通道嵌

入 SDI 输出。它可以从任何处理过的视频或外部音频输入中输入任何频道。加嵌器还可

以嵌入 Dolby E 信号，该信号与帧同步器一起将始终保持保护带。该节点也是一个通用

的多格式音频解嵌器，可以从输入 SDI 中提取所有16个通道。当与加嵌/解嵌器功能结

合使用时，解嵌的音频可以输出到外部音频输出或重新嵌入到输出视频中。

MADI
MADI APP 将 greenMachine 变成 MADI 音频信号的处理器和多路复用器。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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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输出纵横键对 PCM 音频进行单声道混洗。在这种情况下，您将丢失3个或4个
AES 通道以供输出交叉开关选择。

Dolby E 解码器 APP 的每个实例都有以下参数用于控制解码器：

• 来源选择：

• 从外部 AES 和可用的嵌入式音频中进行选择。选择的是一对立体声。默认值为第

一个外部 AES。单击顶部的一个端口以更改源。

• 目的地选择：

• 通道1-8：从外部 AES 和可用的嵌入式音频中进行选择。所选内容是第一对立体

声。默认值为第一个外部 AES。要更改输出端口，请单击所选端口或单击已启用

的链接并将其拖到您感兴趣的端口。

• CRC 错误时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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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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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 音频通道的音频处理功能（如果与音频处理一起部署）

•MADI 音频通道的音频延迟功能（如果与定时一起部署）。

•如果与交叉开关矩阵联合部署，MADI 音频频道可实现多路复用和频道混洗功能。

在预览页面中，您可以通过参数控件旁边的预览编辑特定设备上特定功能的参数。预览是对原件

的再次采样，但确实提供了在附近没有外部视频监视器的情况下工作的可能性。左边是所有可供

编辑的节点的列表。 在顶部，你可以选择你想编辑的处理路径。 选择的功能将显示其参数。 在

右边，你可以查看音频和视频，输入或输出。

在设置页面，您可以配置基本设置，如设备名称。IP 或 SNMP 设置。

• 重置或重新启动选定的绿色机器

• 编辑 greenMachine 的前面板设置 

• 编辑音频电平表的设置

• 检查所选 greenMachine 的物理 GPI 触点的 GPI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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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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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greenMachine 都有一个

事件子页面，可以集中错误

报告。事件编辑器允许您配

置并只显示您感兴趣的日志

信息。事件编辑器还允许您

配置哪些事件将被存储在日

志文件中。

可能存在输入视频信号由于

频繁改变输入源而经常丢失

的情况。由于此行为在给定情况下是可接受的，因此可以禁用输入事件日志记

录。同样，您可能只想在特定事件发生时进行日志记录，而不想在事件得到纠

正时进行日志。例如，如果您希望记录信号丢失的时间，而不是返回的时间。

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配置发送到外部监控或日志记录设备的 SNMP 陷阱。

参数子页以树形格式显示所选设备的所有参数。选择一个参数将显示其名称、

描述、访问和当前值的细节。

树形图可以在顶部进行过滤，以帮助找到你要搜索的参数。

您可以在右边的 "参数详情 "中设置所选参数的当前值。只读的参数不能被编辑。

您还可以执行出厂重置或将参数导出为 HTML 或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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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信息

背板

背板显示了所选 greenMachine 的后连接面板图。您可以使用鼠标和键盘进行平

移和缩放。

GPI / 串行 固定 
greenMachine titan 通过 RJ45 连接器提供四个输入和四个输出通用接口

（GPI）。RJ45 连接器的固定符合 TIA/EIA 568-B。

音频固定

音频固定子页面显示外部音频输入和输出的详细音频固定信息。建议使用高品质

屏蔽（双绞线）电缆进行平衡音频连接。LYNX Technik 提供可选的音频分接电

缆，可将所有音频连接连接到直列 XLR 连接器：型号 R AC MF 25-4/4、R AC 
M 25-8 或 R AC F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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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日志子页面中访问所选 greenMachine 的最后9个日志文件。旧的日志

文件将被覆盖。您可以一次在一个或几个日志文件中搜索所需的关键词，也可以

把需要的文件保存到您的电脑上。当前的日志文件被称为“gmGUI.logfile.txt.”

信息子页面显示有关所选 greenMachine 的各种类型的常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