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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代接收卡功能简介 

1.1 九代卡功能特点说明 

1. 12 位的 HDMI 颜色输入   

新增的 12 位 HDMI 颜色输入功能（需九代发送卡的配合），让

播放效果更加完美，展现精彩动人的每一刻。 

2. 增强的灰度等级 

采用 18 位信号处理器，最大支持红绿蓝各 18 位（26 万级）灰

度，可以使图像更细腻，效果更好。 

3. 增加的最大支持像素 

单卡最大支持 1024×256 像素点，1024 级单点色度校正，遥遥领

先其他系统的色度校正级数。 

4. 增加单卡色度空间变换 

单张接收卡支持色度空间变换,在 LED 演播室里，通过设置硬件

参数选项进行色度空间变换的设置。 

5. 配置文件回读 

接收卡支持配置文件回读，通过 LED 演播室软件来读取接受卡

的 RCG 文件，不需要重做智能设置，更加贴心的功能设计，让你省

心省力。 

6. 新增程序复制 

支持程序复制功能，用正常工作的接收卡（通过 10P 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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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 接口）来激活掉程序的接收卡。 

7. 双接收卡热备份 

支持双接收卡热备份，可用于要求极高的演出屏，确保系统的零

故障。 

8. 增加像素点故障检测 

支持像素点的故障检测功能，需要专用的芯片支持，直接通过软

件可以看到故障现象，比如检测 LED 屏出现灯不亮，死灯等情况。 

9. 网线误码测试 

通过软件可以直接实现网线的误码测试，用于检测发送卡和接收

卡之间是否出现数据掉包。 

10. 排线故障检测 

通过软件直接实现排线的故障检测，用于检测接收卡和转接卡、

单元板之间的排线故障。 

11. 增加箱体门开关监控 

箱体门开关监控功能，即箱体门开启和关闭在 LED 演播室可以

查看。 

   12. 增加两路风扇转速监控 

       采用低电压带转速控制端的风扇。（带控制线的风扇，电压范围 

5V-12V，两个风扇控制线分别接在接收卡 FAN 接口的两个针脚）    

13. 新增三路电压监控  

三路电压，一路监控接收卡电压，另两路监控箱体电压。 

14. 增加温度、湿度和烟雾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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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于监控接收卡的温度值，通过 LED 演播室的设置来进行箱

体/卡的温度监控；湿度和烟雾的监控需另购湿度传感器与烟雾模块。 

15. 完全兼容第八代 

基于第八代系统升级开发，原功能不少，新功能更多更强大，系

统更稳定更可靠，可与八代系统混合使用。 

16. 超高刷新率，高灰度 

可从一级亮度起灰，并且实现起灰等级的任意设定，新增可

选刷新率模式，超高刷新模式是标准模式（客户原来可达到的刷

新率）的 8-12 倍，并且可上 65536 级灰度。实现灰度和刷新率

分离，不管上多少的刷新率，灰度都可上 16bit（65536 级）灰度。 

17. 软件亮\色度校正功能 

可以实现 1024 级单点色度校正，其它系统一般只能支持 256 级

色度校正。 

      18. 接收卡高度转换成宽度输出 

接收卡支持二开到八开输出，可实现把高度输出变宽度输出。    

19. 增加对专用芯片支持 

    支持专用芯片 LXY28161，LXY28165，MBI5030，MBI5034，

MBI5036，MBI5039，MBI5041，MBI5042，MBI5224，KM13H，

TC62D722 等，其它专用芯片会逐步添加。 

20. 接收卡 16、20、24 口数据输出 

901 接收卡在 16 组数据基础上增加到 20 口数据输出，90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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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到 24 组数据输出。 

21. 新增 32 以内任意扫描方式 

原系统支持 16 以内扫描，新系统如果用 138 译码器可支持 32 以

内的任意扫描方式，超过 32 扫可用串行译码器来带。 

22. 接收卡可设定不同数据起始点 

接收卡任一组数据可设置独立带载起始点，支持异形屏和特殊设

置。 

23. 接收卡自动测试功能 

启用该功能后去掉网线，大屏可以每隔三秒自动显示横线、竖线、

斜线、灰度、红、绿、蓝、全亮等多种测试模式，方便测试灯板的好

坏。 

24. 支持异型分割显示 

每块接收卡最大支持 1024 段分割，用于异型/文字屏。 

25. 智能连接功能 

    同一块显示屏的多块接收卡/箱体（含备用的）可以任意交换而

不需重新设置，接收卡能智能地识别需显示的内容。 

26. 发送卡新增画面旋转功能 

    在发生卡界面里增加了 0, 90, 180, 270 度旋转选项，只需点选所

需选项画面即可旋转。（1280×1024 范围旋转） 

 27. 发送卡新增缩放功能 

可实现小屏显示大画面的效果，也可把整个电脑显示缩放到小屏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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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控制系统的安装使用 

2.1 控制系统的连接 

     2.1.1 发送卡的连接（共五步） 

 

第一步：发送卡供电 

    发送卡供电规格：5V-6.3V DC，2A。 

    发送卡供电方式多种，用户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以下供电方式： 

   （1）PCI 插口：一般用于台式机电脑内部 PCI 插槽，PCI 插口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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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电源，不作数据传输。 

    如发送卡不插入电脑外置使用时，请选择下列一个电源接口： 

   （2）D 形电源接口（IDE 电源接口）：俗称大 4Pin 接口， D 形

电源接口定义：1Pin：N/C 留空；2Pin，3Pin：负极；4Pin：正极。 

   （3）条形连接器电源（XH）：1Pin，2Pin：GND/接地；3Pin，4Pin：

正极。 

   （4）圆形插口：对于 801/801D 发送卡，圆形插口是供电电源。

圆形接口长针是正极；对于 802/802D 发送卡，圆形插口是 3.5mm 音

频插口，不能供电。 

    注：发送卡供电后，红色指示灯亮起，如果不亮，请检查供电。 

 

第二步：通讯线连接 

将随发送卡配送的 USB 线，一端（USB-A）连接到安装有或者

即将安装 LED 演播室的电脑，另一端连接到发送卡 USB-B 接口。 

 

第三步：数据线连接 

将随发送卡配送的 DVI 线，一端连接到 DVI 信号源，一端连接

到发送卡 DVI-D 接口。（兼容 DVI-A 接口线） 

如果是笔记本电脑，可以用 USB-DVI 或者 HDMI-DVI 转换线连

接笔记本电脑和发送卡 DVI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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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开启数据通讯 

    检查发送卡绿色指示灯，如果绿灯闪烁，表示数据通讯正常； 

如果绿灯不亮，对于电脑，请开启显卡复制功能。（显卡复制就是让

显卡的信号输出口同步输出，显示一样的内容） 

    一、Windows7 下开启显卡复制 

    Win7 下开启显卡复制：在桌面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 屏幕分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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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显示器选项中，选择 复制这些显示，点击 确定。 

  

     二、WinXP 下开启显卡复制 

     1．ATI 系列显卡 

（1）传统界面 

 在桌面空白处点击右键，出现设置菜单，如图 2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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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 

选“属性”，点“设置”，再点“高级”。出现图 20-3，点“显示”，

出现图 20-4, 点击该图中“FPD（F）”栏中的红色开关，开关变绿，

点确定，出现图 20-5 提示，点“确定”，这样就开启了显卡复制。 

 

图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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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4 

 

 

图 20-5 

   （2）ATI 经典界面 

     1）在桌面上单击右键选择”ATI CATALYST(R) Control Center” 

打开 ATI 控制中心(如图 20-6 和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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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6 

 

图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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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左边的菜单中选择”显示器管理器”(如图 20-8)。 

 

图 20-8 

 

3）在(图 20-8)的”连接的显示器当前被禁用”下面的灰色显示器上

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复制主机 数字面板”(图 20-9),选择”

是”保留设置(图 20-10).设置好后(如图 20-11)所示。 



                                  13 

 

 

图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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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 

 

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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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VIDIA 系列显卡 

   （1）传统界面  

    在桌面空白处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属性”菜

单，在弹出的“显示属性”对话框中选择“设置”选项，出现属性对

话框，如下图。 

 

图 20-12 

点击“设置”，再点击“高级”按钮，出现高级对话框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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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3 

点击“GeForce4…”后左手面出现菜单，点击左手面菜单上 nView 

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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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4 

在 nView 模式中选择复制，再点击【应用】按钮即可。 

   （2）新界面 

    在桌面空白处按鼠标右键,进入“NVIDIA 控制面板”在“显示”

项里选“设置多个显示器”，然后在“选择要用的 nview 显示模式”

里选取“在两个显示器上相同（复制模式）”，应用即可。如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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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5 

 

第五步：指示灯检查 

正确连接后的发送卡红灯长亮，绿灯闪烁。 

红灯不亮，检查供电，绿灯不亮，检查电脑显卡或者其它 DVI

信号源。 

 

2.1.2 接收卡的连接（共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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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接收卡供电 

供电规格：3.3V-5V DC，2A。 

供电方式多种，用户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以下供电方式： 

   （1）D 形电源接口（IDE 电源接口），俗称大 4Pin 接口，D 形电

源接口定义：1Pin：NC 留空；2Pin，3Pin: 负极；4Pin：正极。 

   （2）电源接线端子：靠近 RJ45 A 口的是 GND，供电后，红色指

示灯亮起，如果不亮，请检查供电。 

 

第二步：信号接收 

接收卡有两个 RJ45 网络接口，分为 A，B 口。两个网口皆可作

为入口或出口。 

用网线一端连接发送卡 RJ45 口，另一端连接接收卡的 RJ45 口。

此时，接收卡绿灯闪烁。表示数据传输正常。（注：如进线接入 A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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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绿灯闪烁较快，如接入 B 口则绿灯闪烁较慢） 

    如果有多张接收卡，也是用网线两两连接，形成级联。 

如果接收卡绿灯不闪，请检查网线。看网线口是否松动，网线压

法是否两端一致（同为国标 568B，或者 568A，网线压法参看后面），

网线中间有无断损。 

 

第三步：连接模组/箱体 

 

 

正确连接厂家提供的转接板，或者根据模组接口定义选择对应的

转接板。通过扣连在接收卡上，或者通过 50pin 排线连接。 

如果厂家已经在接收卡上加载正确的 RCG 和 CON 文件，按照

厂家的安装说明将箱体连接好，通电就已经正常显示了。软件上的节

目编辑播放请查看 LED 演播室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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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控制系统的设置 

     2.2.1 安装 LED 演播室 

从发送卡配套的光盘里面安装 LED 演播室，或者到网站

www.linsn.com 资料下载，下载 LED 演播室安装软件。双击打开 LED

演播室安装软件，第一步选择安装的语言，一般选第一项中文。 

 

第二步安装时提示输入序列号为“888888”。 

http://www.lin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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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提示是否安装“Silicon Laboratories 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驱动时，点击 Install。 

 

LED 演播室安装完成后，启动演播室若提示“大屏系统没有找

到”则检查发送卡的通讯线（USB 线）接好没有。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点开“端口”查看“silicon labs CP2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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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to UART Bridge”驱动是否装好；然后查看后面的“COM”的数

值是否在 6 以内，如超出请改回 6 以内。见下图所示。 

 
 

2.2.2 加载 RCG，CO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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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设置适用于已经有 RCG 和 CON 文件的情况。 

点菜单栏“设置”，“硬件维护”，单击后提示需要输入密码（168），

弹出对话框如图 3-10, 单击“加载” 按钮加载硬件产商提供的文件

(.CON 文件), 单击“测试” 按钮如果大屏显示正常则保存到显示屏。

“高级” 按钮则是加载接收卡程序（.RCG 文件）, 单击后也要提示

需要输入密码（3906）弹出对话框如图 3-11, 单击“加载” 按钮加载

硬件产商提供的文件, 单击“测试” 按钮如果大屏显示正常则保存到

显示屏(提示:错误的驱动文件可能损坏你的显示屏，如果测试驱动文

件时显示不正确，请立即关闭显示屏电源以恢复原设置，不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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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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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系统详细参数设置 

高阶设置是针对生产厂家使用，或者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使用

设置。 

3.1 进入设置对话框 

在菜单下点“设置”，“软件设置”后，输入“linsn”五个小写字

母（注意电脑上没有账号输入框显示，在键盘上直接敲 linsn 五个字

母，如有错误重新再按一次直到弹出要求输入密码对话框为止）输

入密码 168 即可进入设置对话框，如图 1 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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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送卡设置 

 

显示模式：指发送卡的带载分辨率，选择和电脑显示器/信号源

一致的分辨率；如果你的显示屏工作在 1024×768 模式不用设置即可

工作，否则需选择需要的显示模式，再点“保存到发送卡”,然后先

把电脑显卡的复制输出关掉,设置和发送卡显示模式一致的电脑分辨

率后重新把显卡的复制模式选上。 

端口：USB 桥接的 COM 口，默认自动检测。自动检测是从 COM1

到 COM6，当超出 COM6，LED 演播室会提示找不到大屏幕控制系

统，用户到电脑设备管理器的端口手动改回 COM1-COM6 之间。  

发送卡数：当前连接到软件的发送卡数量。 

自动设置起点：指发送卡高度 Y 起点。输入数值后发送卡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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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起点即可改变，如上图，发送卡带载的高度 Y 起点是 120。 

设置宽度：设置发送卡所要带载的宽度(不小于所带大屏的宽

度)，可相对应增加单条网线带载的高度，单条网线带载高度最大不

超过发送卡显示模式下的高度，发送卡单网线所带总点数为 655360

点,发送卡单网口高度的计算方法用 655360 除以所带大屏的宽度=发

送卡单网口高度。 

起点 X/起点 Y：设置大屏区域的起点，不受 U 线带载范围限制，

在发送卡带载范围内有效。在 LED 演播室“设置”菜单下的“设置

大屏区域”设置 X/Y 起点，大屏宽度/高度不能超过 U 口带载范围，

超过的话，LED 显示屏会出现静止或者乱码情况。 

宽度系数：缩小/放大显示内容，显示屏实际宽度点数/目标宽度=

宽度系数。 

高度系数：缩小/放大显示内容，显示屏实际高度点数 除以 目

标高度=高度系数。 

手动灰度：用来设定发送卡手动亮度调节板的亮度级数，16（16

级亮度），32（32 级亮度），64（64 级亮度）。 

 

屏体电源 

    自动开关：只要显卡的 DVI 口有信号输出,发送卡就会输出信                     

号。 

    关闭：关闭发送卡信号，停止信号输出，和 LED 演播室“设置”

菜单下的，“开启/关闭大屏电源”相通。 

异步模式：预留。 

硬件：发送卡程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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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当前连接发送卡型号。 

    其它：和接收卡“输出方式”同效果。 

32 点折 8 行：把大屏区域宽度每隔 32 点后的 32*8 的区域内容

折回到下 8 行显示。 

32 点折 16 行：把大屏区域宽度每隔 32 点后的 32*16 的区域内

容折回到下 16 行显示。 

    (注：针对特殊屏体，一般不用选) 

启用 10 位颜色：用于外部数字接口。 

启用 DVI 即插即用：自动开启显卡 DVI 口。 

允许软件点校正：开启校正功能，校正后把该项勾选去掉即可恢

复校正前的效果。 

启用单卡/箱体监控：开启后，在“设置”菜单，显示屏监控会

有“箱体/卡监控”栏，读取每张接收卡程序代号和温度等（预留）

参数。 

启用单点监控：预留。 

单色显示：勾选后，大屏显示一种颜色（全彩黑白色）。 

允许功能卡亮度：开启功能卡自动调节亮度功能。 

记住网卡：千兆网卡专用，使用千兆网卡，需要点选此选项。 

显卡频率：当前显卡工作频率。 

 

热备份端口：用于智能连接。 

 

允许色温调整：点选后，选择色温(一般情况让它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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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通过发送卡进行画面旋转，不是通过显卡。 

 

抽点虚拟：针对像素点斜排对齐的灯板（同一位置上行和下行                        

点错位抽点）。 

虚拟方式：第一个像素点到第二个像素点有几个抽点。 

虚拟方向：像素点是左对齐或像素点是右对齐。 

虚拟起点：第一行第一个像素点的起点位置(按正常屏体点排列

来算)。 

虚拟步距: 上行第一个像素点和下行第一个像素点之间的相隔      

点位。 

检查卡：检查当前发送卡型号 。 

默认设置：将发送卡恢复为出厂设置。 

保存到发送卡：将参数保存到发送卡。 

 

退出：退出当前窗口。 

帮助：调出帮助菜单。 

 



                                  31 

3.3 接收卡设置 

 

在进入接收卡的设置之前，先了解接收设置界面上的各项是非常

必要的，能让用户更好地了解控制系统，从而使操作更简单，快捷。 

灯板芯片：LED 灯板驱动芯片。 

扫描方式：正确完成智能设置或者加载正确的.RCG 文件后，显

示当前单元板的扫描方式或者该程序适用的单元板类型。 

文件名称：单元板驱动文件（.RCG 文件）的名称。例如：通用

全彩 8 扫 8 行 8 折，用户可自行命名。 

 

性能/效果设置 

LED 屏刷新频率：LED 显示屏更新图片的速率，刷新频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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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图像越稳定，如果要用照相机拍摄画面时无水波纹无闪烁，刷新

率应设置在 1000hz 以上，双色显示屏不追求效果一般设置成 60-75hz

即可。 

同步刷新：同步刷新打勾，使显示屏与电脑同步，接收卡要按电

脑刷新频率的整倍数选择，高刷新模式直接锁定。 

对于双色显示屏，选与不选此项对效果影响不大，但对于全彩显

示屏，必须选此项，可以使电脑与显示屏同步，效果更好，专用芯片，

默认同步刷新。 

提高亮度：高刷新模式下，让低灰效果更佳，会降低亮度有效率。 

扫描移位时钟：取决于驱动板的性能和设计。如果性能好，设计

合理，能上的时钟就越高，那么单张接收卡带的面积（像素点）就会

越大，或者在带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支持更高的灰度和刷新频率，一般

16.67Mhz。 

占空比：是指移位时钟的占空比，改变此数据，可以使扫描移位

时钟能上更高时钟，一般设为 50%。 

灰度级数：根据显示屏的要求提高灰度，灰度越高图片层次越好，

画质越好。一般来说，双色显示屏选 256 级即可(低灰效果选标准模

式)，全彩建议用 65536 级灰度(低灰效果选高刷新模式),分品质优先、

标准、刷新优先、最大刷新四种模式，推荐选用品质优先、标准模式。 

移位时钟相位：设置时钟的时序起点。如屏体有闪点，花屏等异

常现象可调整此项。 

锁存相位：调整锁存信号时序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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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灰效果：标准刷新模式与高刷新模式的切换，采用标准刷新模

式时“LED 刷新频率”较低，建议全彩屏采用高刷新模式。 

行消隐时间：10-200000 有效，如果显示屏出现有暗亮的情况，

可以通过此项来消除。双色一般设为：300，全彩设为：200，如果仍

然不能消除可以提高消隐时间，如果提高到很大，依然无效，请检查

接收卡到显示屏的连接是否正确，尤其要注意 OE 信号有没有接反。 

注意：行消隐时间上太高，亮度有效率会降低。     

消隐延迟：调整可改善暗亮现象。 

灰度补偿：调整低灰度线线特性默认值为 1，大部分显示屏不用

调。正常的灰度显示是由暗到亮，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有些单元板由于质量不好，灰度会显示不均匀，调整此项可能会

使灰度显示正常，调整数值范围：0-15。 

起灰数值：手动调整红绿蓝的起灰值。 

Gama 低灰：用伽码表调整低灰起灰值。 

使用行信号 D 作为第二路时钟使带载高度加倍：使用行信号 D

作为第二路时钟，提高接收卡的带载高度为 2 倍。 

 

输出方式：设有二开到八开的输出方式，把高度输出转为宽度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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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以充分发挥接收卡性能，上更高刷新率，下面以灯板级连方向

从右到左为例说明。 

正常输出：1 到 16 组数据自上到下高度带载。 

二到八开输出要求 LED 单元板宽度必须为 8 的整倍数。 

二开输出: 接收卡（1-8）组数据带左半灯板,（9-16）组数据带              

右半灯板,带载同样的宽度\高度。 

三开输出: 1-5，6-10，11-15 每 5 组数据横向分三部分带载相同          

宽度\高度。 

四开输出: 1-4，5-8，9-12，13-16 每四组数据横向分四部分带载

相同宽度\高度。 

五开输出: 1-3，4-6，7-9，10-12，13-15 每 3 组数据横向分五部

分带载相同宽度\高度。 

六开输出: 1-2，3-4，5-6，7-8，9-10，11-12 每两组数据横向分

六部分带载相同宽度\高度。 

七开输出: 1-2，3-4，5-6，7-8，9-10，11-12，13-14 每两组数据

横向分七部分带载相同宽度\高度。 

八开输出: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每 

     两组数据横向分八部分带载相同宽度\高度。 

使用行信号 DCB 作为时钟使带载高度为四倍：用行信号 DCB

做为 4 路时钟，提高接收卡的带载高度到 4 倍，即一组数据复制成四

组数据分别由 CLK,D,C,B 信号来带。 

 

虚拟显示：如果显示屏是虚拟屏，并且要显示在虚拟模式，此项

要打“√”，显示屏连接也要选择“全彩虚拟屏”。 



                                  35 

双 D 时钟：接收卡输出两路 D 时钟，增强 D 时钟带载能力，可

以支持上高的时钟。 

开屏渐亮：开屏时整屏的亮度由低往高，不会出现瞬间大电流。 

模块级连方向：有四个灯板级连方向，无需重做智能设置，只需

选中所要的方向即可旋转画面。 

 

更多设置： 

序号 1-16：代表出厂默认接收卡硬件接口 16 组数据输出顺序。 

输出顺序：设定接收卡，转接卡 16 组数据输出顺序，可手动交

换任意两组数据的信号输出。 

起始点：设置每组数据的起始位置，一般针对梯形屏，三角屏，

圆形屏等异形屏。 

专用芯片：专用芯片的更多设置，例如 lxy28161，会有温度保护，

和输出延时设置；MBI5042，会有红色、绿色、蓝色电流增益和 PWM

时钟调整。 

输出口奇偶交换：接收卡 16 组数据单数与双数交换，如 1 和 2

交换，3 和 4 交换。 

输出口逆序：接收卡 16 组数据，原 1-16 变成 16-1，即转接卡上

的输出口，1 口变 16 口，2 口变 15 口,依次推。 

亮度兼容旧卡：新卡（高刷新程序接收卡 RV801D）旧卡（普通

程序接收卡）亮度兼容。 

2 型卡 4 输出口：RV802D 接收卡 26P 接口的 16 组串行数据，改

成 4 组 RGB 并行数据输出。 

50 口交换：接收卡两个 50pin 数据交换，即 1-8 数据与 9-16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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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换。 

数据前插入空时钟：用于一些需插入时钟的芯片。 

2 型卡 5 输出口：802 型接收卡 26P 接口的 16 组串行数据，改成

5 组 RGB 并行数据输出。 

二口交换：接收卡 16 组数据改成 1、9、2、10、3、11、4、12、

5、13、6、14、7、15、8、16。 

20 数据口：选中此项接收卡由 16 组数据变为 20 组数据，转接

卡要更改，因为接收卡 50pin 数据定义有变。 

无信号显示：大屏无信号输入时, 用户可选显示模式。 

黑屏：接收卡没信号时，大屏黑屏。 

随机画面：接收卡没信号时，保留播放内容最后一个画面。 

图片：接收卡没信号时，显示保存的图片，显示范围为 128*128

像素点，颜色数为 16K 色。 

自测: 接收卡没信号时，可自动分别显示横线、竖线、斜线、全

亮、红、绿、蓝等多种模式，用于测试大屏。 

 

带载设置 

亮度有效率（含消隐）：当前亮度有效率百分比。 

最小 OE 宽度（应不小于 40ns）：当前最小 OE 宽度，最小宽度

应该不小于 40 纳秒(针对通用芯片)。 

设置：OE 宽度不够时，或者大屏低灰显示不正常可手动设置 OE

宽度。 

最大宽度：是指一张接收卡能带的最大宽度。它跟刷新频率，灰

度级数，扫描移位时钟有着密切的关系，会随着他们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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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刷新频率越高，灰度级别越高，一张接收卡能带最大宽度

就越小；扫描时钟越高，一张接收卡能带最大宽度就越大，但扫描时

钟的上限是由灯板驱动芯片决定的。 

实际宽度：是指一张接收卡带载的实际宽度。 

最大高度：是指一张接收卡能带的最大高度，与驱动板设计有关。 

实际高度：是指一张接收卡带载的实际高度。 

设置起始位置：接收卡的起始位置，就是大屏幕显示区域起始的

设置，默认状态下起始位置是（0，0）的，也就是显示器的左上角坐

标。 X 设置接收卡宽度起点，Y 设置接收卡高度的起点，在显示屏

连接连不起来的特殊情况下设置接收卡 X/Y 位置。注：起点加上接

收卡的宽度和高度不能超过发送卡单网口的控制范围。 

 

智能设置：此项共有七步（根据驱动板不同有些步骤可能跳过），

是用来自动检测驱动板的驱动模式和信号走向的，正确地完成这七

步，单元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从文件加载：加载 RCG 文件。 

保存到文件：单元板调试完之后，系统会自动检测出该单元板的

驱动模式和信号走向，从而生成一个程序文件，文件后缀名为*.RCG。

用户可以命名该文件，然后保存该文件到电脑，下次调试相同单元板

时，可以直接从电脑里加载就可以了，不必进行智能设置。 

发送到接收卡：智能设置完之后，用户会根据显示屏而修改接收

卡设置界面上的其他设置项，改变完一项或多项设置后一定要点“发

送到接收卡”，改变的设置才能有效，当用户调试相同单元板而从文

件加载直接调用程序文件时，也要点击“发送到接收卡”，加载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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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才能有效，否则接收卡不能正常工作。 

保存到接收卡：点击此项可以把数据永久地保存到接收卡。 

在进入接收卡设置时，设置界面上的各项先不要去改变，首先从

点击“智能设置”开始。智能设置完成后，会重新回到接收卡设置界

面，再根据显示屏需要来更改接收卡设置界面上的其他各项。 

接收卡设置很简单，对于新的驱动板接好后点“智能设置”，按

提示输入驱动板上亮的情况后（详细步骤如下），即可识别出驱动板

的扫描模式等各种设置。再根据需求调整刷新率、移位时钟，灰度级

别等参数即可。最后不要忘了要点“保存到文件”即可保存设置参数

到电脑文件。对于已经设置过的旧驱动板，只需点“从文件加载”选

择相应的程序文件，再点“发送到接收卡”，接收卡就能正常工作了。

点“保存到接收卡”可把该扫描驱动设置信息永久保存到接收卡。 

 

3.3.1 智能设置步骤 

首先，把显卡分辨率和发送卡显示模式调成一致，显卡输出为复

制模式，此时发送卡和接收卡的绿灯应为闪烁。然后把一块灯板（模

组）和转接卡的第一个数据口连接（如整屏来做智能设置，则看转接

卡第一个数据口连接的第一个模组，其余不用看）。进入设置界面时，

要一边操作，一边仔细的观看单元板的变化，设置界面会提示你所有

的操作步骤。 

1、智能设置向导 1 

 （1）点击智能设置，连接的 LED 屏/模组亮起，进入智能设置

向导 1，如下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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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2）选择显示屏类型和灯板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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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3 所示，如果用户显示屏是全彩虚拟，根据灯的排列选择正

确的虚拟像素排列方式，如图 4 所示。（注意，一个虚拟像素一般是由

两红一绿一蓝组成，上一行的红灯为红 A，下一行为红 B） 

 

图 4 

灯板芯片:查看单元板的LED驱动芯片一般和MBI5024,74HC595

等芯片类似的或者替代品可选用通用芯片。如是带有 PWM（脉宽调

制）的芯片则在“灯板芯片”下选择相对应的选项（如没有对应的选

项，请咨询我司技术员）注：MBI5041 的芯片请选 MBI5042 选项，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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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输入模块信息 

点数：一个模组（含驱动芯片的最小显示单元，也称单元板，如

下图 5）的像素分辨率（如果是虚拟屏按实点计），X:宽度多少点，

Y:高度多少点，如上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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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数据接口数：一个模组上有几个排线输入口(数据输入口)，如灯

板有一进一出数据输入\输出口,那么数据接口数为 1。 

每口数据线组数：每个排线接口(数据接口)包含几组 RG/RGB(红

绿蓝)数据。 

数据类型：观看灯板数据输入口的接口定义,如有 R\G\B（红绿蓝）

三个 DATA 数据,（并且灯板上控制的红灯、绿灯、蓝灯驱动芯片是

分开连接的，红绿蓝芯片之间没有串连）则数据类型选择红绿（蓝）

分开;如灯板只有一个 DATA 数据或只有一个 R 数据(单色屏除外, 并

且控制红绿蓝 LED 灯的芯片是串连一起),那么选择红绿蓝合一串行

或 红绿蓝合一四点串行等数据类型。(一般来说红绿（蓝）分开是用

于 LED 图文显示屏，其他各项用于灯饰、彩幕屏)HUB48 扩展 3 色串

行、HUB48 扩展 4 色串行为直传串行数据类型，HUB52 扩展红绿蓝

分开为直传并行数据类型，此两种类型一般用于护栏管和点光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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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6 所示。 

 

                       图 6 

注: 红绿蓝合一三色 1 点串行--指灯板驱动芯片其相邻的每三个

通道按红(R)\绿(G)\蓝(B)信号输出; 红绿蓝合一三色 8 点串--指灯板

驱动芯片每 8 个相邻通道输出红色信号(R),又 8 个相邻通道输出绿色

信号(G), 又 8 个相邻通道输出蓝色信号(B); 红绿蓝合一三色 16 点串

--指灯板驱动芯片其相邻的每 16 个通道分别输出红\绿\蓝信号,即三

个串连的 16 通道芯片各带一种颜色的 LED 灯。 

行译码方式：观察 LED 驱动板是否有 4953 行管（8 个引脚的小

芯片），若没有,则是静态屏，选择“静态不需译码”选项；如有 4953

行管，⑴看有否 74HC138 或相类的译码芯片，若没有，则选“直接

驱动行管有 OE”或“直接驱动行管无 OE”选项；⑵如有 74HC138

或相类的译码芯片，则选“芯片 138 译码”或相对应的芯片译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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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译码芯片都是 74HC138）如下图 7 所示。 

 

 

图 7 

双列输出：一般不选。用于特殊 PCB 板设计，指 LED 驱动芯片

相邻两个管脚同时输出信号给同一个 LED 灯，用来增强 LED 亮度。 

任意：用于模组 PCB 板设计有芯片留空的设置。主要针对无规

律驱动芯片脚位留空的模组。（如无芯片留空，则默认即可） 

    1．芯片通道数：灯板驱动芯片的通道数（一般为 16）。 

    2．芯片总数（没有空点时可填 0）：指一组 RGB 数据所控制的

LED 驱动芯片总数。 

规则：用于驱动芯片有规律空位的模组。（如无芯片留空，则默

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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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隔点数（不含空点）：连续没有空位的芯片通道数。 

    2．跳空点数：芯片连续留空的通道数。                    

模块级联方向：从显示屏正面看灯板级连走向(数据走向)。 

 

    2、智能设置向导 2 

智能设置向导 2：看灯板变化,电脑分别在 1、2 选项中选择灯板

的显示状态。(可把“状态自动变化”前的勾选去掉，手动选 1 和 2) 

例如 1 显示白色、2 显示黑色，则选状态 1 显示白色 2 显示黑色，

如下图 8 所示。 

 

                            图 8 

    3、智能设置向导 3 

观看灯板，选择正确的显示状态，(可把“状态自动变化”前的勾

选去掉，手动选 1 和 2)如下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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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4、智能设置向导 4 

    看灯板，观看状态 1 和 2，比较哪个状态亮，哪个暗，例如 1 比

2 亮，选择状态 1 比 2 亮。(可把“状态自动变化”前的勾选去掉，手

动选 1 和 2)如下图 10 所示。 

 

               图 10 

    5、智能设置向导 5 

在相应的状态选项中，看灯板显示什么颜色。比如在 1 时灯板显

红色则显示状态 1 选红色，在 2 时灯板显绿色则显示状态 2 选绿色，

在 3 时灯板显蓝色则显示状态 3 选蓝色，在 4 时灯板黑屏则显示状态

4 选黑色(可把“状态自动变化”前的勾选去掉，手动选 1、2、3、4)

如下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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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6、智能设置向导 6 

看灯板是亮横线,竖线或全亮。例如：亮横线,那么亮一行或多行，

多行的时候，中间间隔多少行（含亮一行）选中即可。如图 12 所示。 

 

                 图 12 

举两个例子说明，如下图 14 和 15 所示：实线代表亮行，虚线

代表间隔行(不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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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亮行时，灯板上所有亮行都要算； 

但计算间隔行时，只需要计算两亮行间有多少间行就可以了。 

例如灯板显示如图 14，那么亮行就是 4，间隔行就是 1+1=2 （含

一亮行）。 

有些灯板显示无间隔行，如图 15 所示，那么亮行是 4，间隔行

是 0+1=1。（无间隔行时，默认为 1，注意：暗亮不视为亮行） 

 

    7、智能设置向导 7 

     此项和单元板对应，一个格子代表一个像素点。 

看灯板显示哪一个点亮，然后点击电脑上相对应的格子。每点完

一个格子，灯板会提示点击下一个点，所有点选择完毕后会提示，然

后点下一步。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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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回退：点错了，点击回退。 

复位：重新从第一亮点开始点。 

 

  下面对驱动芯片任意空位的灯板着重说明： 

   1.智能设置向导 1 的 X 和 Y 应按没有空位的像素点数来算，

例如：灯板宽 36 点高 16 点，那么 X 应设为 48，Y 为 16（下面同）。 

   2.选中向导 1 的“任意”选项。 

   3.到向导 7 时，如灯板没有出现亮点那么在实际宽度后面的

格子点上（如上面的例子在 37 列开始向后）一直点到灯板有亮点出

来，然后再按亮点的相应位置点格子。 



                                  50 

4.智能设置完成后在生成的接收卡扫描文件界面输入

“manual”就会弹出“manual 手动设置”列表，找到下面四项修改参

数： 

⑴VerySkipDot:(实际宽度-1)，如上例输入（36-1=）35； 

⑵SkipDot:（每行空点+1），如上例（12+1=）13； 

⑶WidthExt:0 改为 1； 

⑷MSkipDot: 0 改为 1； 

5. 确定，然后把接收卡界面的实际宽度改为所需的宽度发送

即可。 

 6. 根据显示屏设定自己需要的刷新率和灰度等参数，就可使

用了，如图 17 所示。 

 

                                    图 17 



                                  51 

3.4 显示屏连接设定 

1、将你的显示屏连接好（发送卡和接收卡的绿灯要闪,红灯要长

亮），如屏不高只用发送卡一个网口,建议优先使用 U 口（即靠灯的口）,

如发送卡两个网口都使用,那么发送卡的 U 口带屏的上部分,D 口带屏

的下部分。（当然也可 U 口带左半部分，D 口带右半部分） 

2、输入在“显示屏数量”例如一个发送卡带三个显示屏就输数

字：3，点“更新屏数”，再分别设置各屏的类型（“全彩”或“双色”）

及卡数（输入显示屏长度用多少张卡（X），高度用多少张卡（Y）），

电脑就会显示平面图。正面面对显示屏，把直接连接发送卡的接收卡

定义为第一张，输入相对应的数据，然后设置第二张接收卡（直接连

接一张接收卡的接收卡），输入相对应的数据。照此类推，只要鼠标

点一圈就设置成功了。如图所示,当然其中任何一张接收卡的点数可

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也可以为空（适合做异型屏），然后发送到接

收卡或保存到电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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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简单显示屏 

    简单显示屏只适合单块长方形的显示屏，并且每张接收卡带载相

同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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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选择显示屏类型，单色显示屏，双色显示屏，全彩实像素

屏，全彩虚拟屏。 

智能连接：点选此选项，把显示屏连接参数保存到发送卡上。 

虚拟显示：全彩虚拟屏如果要虚拟显示，点选此选项。 

    伽玛值：设置伽玛值（一般默认即可）。 

    红色/绿色/蓝色亮度：手动设置颜色亮度 0-255，用于调节大屏

的亮度。 

卡颜色校正：具体参考“显示屏校正”。 

连接方式：正面面对显示屏，接收卡的连接方式。 

水平卡数：水平方向，单排的接收卡数量。 

U 线垂直卡数：垂直方向，发送卡 U 口带载的单列接收卡数量。 

D 线垂直卡数：垂直方向，发送卡 D 口带载的单列接收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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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卡宽度/高度：单张接收卡带载的宽度和高度。 

从文件加载：加载显示屏连接（.CON）文件。 

保存到文件：保存显示屏连接参数（.CON 文件）到本地。 

发送到接收卡：把显示屏连接参数发送到接收卡。 

保存到接收卡：当显示屏连接参数发送到接收卡，正确显示后，

把参数保存到接收卡。 

 

    3.4.2 标准显示屏 

    标准显示屏适合规则的单块或者多块显示屏。 

显示屏数量：输入显示屏数量，点击更新屏数，会开出对应的屏

数。 

    智能连接：点选此选项，做好显示屏连接后，大屏上的接收卡可

以相互交换不需重发显示屏连接而不影响画面的正常显示。 

 

    点选激活需要设置的屏，例如屏 1 进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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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选择显示屏类型，单色显示屏，双色显示屏，全彩实像素

屏，全彩虚拟屏。 

水平卡数：水平方向，单排的接收卡数量。 

垂直卡数：垂直方向，单列的接收卡数量。 

    出现的方框表示接收卡数量，一个方框代表对应位置上的接收

卡。 

 

自动排列序号：正面面对显示屏，根据接收卡连接方式，选择快

速生成接收卡排序。 

伽玛值：设置伽玛值。 

虚拟显示：全彩虚拟屏如果要虚拟显示，点选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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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亮度 红色/绿色/蓝色亮度：整屏亮度调节，手动设置颜色亮度

0-255。 

 

主线：选择接收卡对应的发送卡的 U/D 线，对于大型屏，会用

到多张发送卡共同控制，所以接收卡会对应不同的发送卡的不同输出

口。 

分线：分线器的输出口。 

序号：同一线的接收卡的排序。 

单张卡宽度/高度：单张接收卡带载的宽度和高度，有可能带载

不同的宽度和高度。 

异型分割：用于将规则的显示屏异型分割。 

卡亮度：选定接收卡，设置这些接收卡的亮度，相对应整屏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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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校正数据：加载校正数据，（.RVS 文件）。 

单点校正：具体阅读 显示屏校正章节。 

    网线识别：预留。 

    维修卡保存：预留。 

从文件加载：加载显示屏连接（.CON）文件。 

保存到文件：保存显示屏连接参数（.CON 文件）到本地。 

发送到接收卡：把显示屏连接参数发送到接收卡。 

保存到接收卡：当显示屏连接参数发送到接收卡，正确显示后，

把参数保存到接收卡。 

 

3.4.3 复杂显示屏 

    适用于复杂不规则的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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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连接：点选此选项，把显示屏连接参数或者.CON 文件发送

并保存到备用的接收卡上，备用接收卡可以替换使用而无需重新加载

显示屏参数。 

类型：选择显示屏类型，单色显示屏，双色显示屏，全彩实像素

屏，全彩虚拟屏。 

虚拟显示：全彩虚拟屏如果要虚拟显示，点选此选项。 

伽玛值：设置伽玛值。 

红色/绿色/蓝色亮度：整屏亮度调节，手动设置颜色亮度 0-255。 

 

    增加：增加一张接收卡。 

    删除：删除一张接收卡。 

    编辑：编辑接收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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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线识别：预留。 

    维修卡保存：预留。 

    从文件加载：加载显示屏连接（.CON）文件。 

    保存到文件：保存显示屏连接参数（.CON 文件）到本地。 

    发送到接收卡：把显示屏连接参数发送到接收卡。 

    保存到接收卡：当显示屏连接参数发送到接收卡，正确显示后，

把参数保存到接收卡。 

 

3.4.4 显示屏校正 

1、校正范围 

    单、双色、全彩户内外实像素 LED 显示屏的亮度校正，虚拟屏

暂时不支持(红色有问题)。 

2、校正硬件要求 

   （1）佳能相机一台(暂时只支持佳能 EOS5D、EOS7D、EOS50D、

EOS500D)。 

   （2）镜头一个(因户外校正距离较远，推荐使用 50-500mm，户内

一般 70-200mm 即可，品牌不限)。 

   （3）1/64 减光镜一个(品牌不限，户外屏可以不用)。 

   （4）精准云台一个(要能微调的,推荐使用曼富图 410)。 

   （5）三脚架一副(推荐使用曼富图 055DB)。 

   （6）佳能相机交流适配器和电池。 

   （7）机身镜头连接板(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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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Canon 7D 相机必设参数,要在相机上设置 

   （1）“曝光模拟”设置为“关闭”。 

   （2）“测光定时器”设置为“4 秒”。 

   （3）“自动对焦/驱动” - “人工智能伺服第 1/第 2 幅图像优先”

设置为“释放/驱动速度优先”。 

 

3、校正软件要求 

  LED 演播室 11.25 以上。 

 

    4、校正方式 

整屏校正、单箱体校正，单点，2*2，4*4，8*8,增强软件单点。

单点:普通程序 96*64(6144 点，即大屏单张接收卡带载面积为 6144

以内时，校正的处理能力为单点校正，超过为 2*2，4*4 或更高)，高

刷新程序 320*256（81920 点，即大屏单张接收卡带载面积为 81920

以内时，校正的处理能力为单点）。 

 

    5、数据传输方式 

网线，光纤。 

 

    6、校正步骤（整屏） 

   （1）整屏校正 

装好相机，相机设成 M 模式，USB 连接电脑，打开相机电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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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找到硬件，相机放置在大屏正前方 10 米处（根据屏的大小跟位

置等情况可灵活调整），打开 LED 演播室—设置—软件设置—输入

linsn—密码—进入设置硬件参数界面，如图 1，图 2, 图 3 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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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发送卡设置一般默认即可，点接收卡进入接收卡设置界面，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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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设置好接收卡，即每个卡能正常显示，点显示屏连接，设置好显

示屏连接，即整屏能正常显示，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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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点“单点校正”进入全屏校正数据编辑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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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照片分区”，进入分区的界面。 

   “屏幕分区”大小一般 X：192，Y：128，也可灵活调整，分区

设置好之后软件会根据屏幕大小自动分成 N 个区。 

   “期望值”为校正后屏幕亮度跟校正前屏幕亮度的百分比，例如

85 即校正后亮度损失 15%，也可灵活调整，如果是普通程序则根据

单卡带载的面积选择软件单点、2*2 等等，如果是高刷新程序则选择

增强软件单点。 

   “边框点”默认即可。 

  “复位校正”、“亮度增加”、“亮度降低”、“数值调整”一般为手动

校正时使用，相机校正时不用设置。 

  “从文件加载”为加载校正生成的数据。 

  “保存到文件”为把校正的数据以文件的形式保存，文件扩展名

为.RVS，此文件可拷贝以备份，换卡后可直接加载以保证整屏校正效

果及亮度一致。 

   “保存”为把校正数据永久保存到接收卡，断电不会丢失数据，

校正后接收卡可任意设置 RCG,CON，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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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点击“校正测量”进入预览界面如图 7。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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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方法”一般默认为快速即可。 

   “加载标定”一般为单箱体校正使用。 

   “减光倍数”为 64 默认。 

    点击左上角的“开始预览”，下面会显示相机的预览画面，此时

大屏幕会在第一个分区显示图案，调整相机的镜头对准屏幕分区的

图案，调整镜头使软件的预览框刚好框住屏幕分区显示图案的区域，

点击放大旋转镜头上的微调直至最清晰状态后缩小，有自动对焦的

则不用微调。 

    点击“开始测量”（或开始标定），相机会自动进行数据采集，

等待测量完成。 

    如果想看效果可这样设置，普通程序点“测试校正”，等待传送

数据完成即可点红绿蓝白查看校正前后的效果。 

    高刷新程序测试校正为灰色不可点，直接点“保存校正”即可

看到校正效果，同时会生成一个 RVS 文件，因为只校了一个区所以

此文件只是第一个区有校正效果，如果校了 2 个区保存校正的话则

只有 2 个区有效果，依次类推，如果屏幕过大分区较多的话，建议

校每几个区就保存一下，这样电脑死机或者没电重启进到软件后可

以加载上次保存的数据校正而不是从头开始）。 

    校完第一个区点下一个区再点“开始预览”，调节相机使其对准

下一个区，再点“开始测量”，依次类推直至校完最后一个区点保存

校正，此页面的保存校正为只传输校正数据其且生成文件。 

    点击“保存校正”后退出该页面回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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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页面点“从文件加载”加载图 7 保存的文件，加载之后保

存，此步骤为把校正数据永久保存到接收卡（注：整屏校正只用最

后一个 RVS 文件），保存完成后退出再进到设置硬件参数里的发送

卡选项。 

 



                                  69 

把“允许软件点校正”打钩并保存到发送卡，OK，校正全部完

成。 

    

  (2) 单箱体校正 

    单箱体校正跟整屏校正大致相同，只是显示屏连接为一个卡的连

接且一般不用屏幕分区因为单箱体校正为每个卡都是单独的数据，即

有多少个卡就有多少个 RVS 文件，单箱体校正最好把箱体跟相机固

定位置，即相机不动，校完一个箱体保存好数据之后换一个箱体，箱

体放置的位置不变，每个箱体对应的 RVS 文件一定要记清楚；单箱

体校正完成后可以“保存标定”，下一个箱体校正时“加载标定”可

以省去之前的标定步骤，节省时间，单箱体校正直接点下图的“保存

校正”即可把数据永久保存到接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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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标网线制作方法 

    第八代系统使用国标直通线,两种标准都可用。 

RJ-45 连接器的线排列有两种方法，分别是 568B 和 568A，我们

常用 568B 方式，排列见下图：  

 

    实际上在 10M 100M 网络中，仅仅使用 12 36 这四根线，1000M

网络要用所有的。  

两边使用同样标准的线称为直通线（可以用于八代系统），用于

PC 到 HUB 普通口，HUB 普通口到 HUB 级连口之间的连接。 

    两边使用不同样标准的线称为级联线（不可以用于八代系统），

用于 PC 到 PC，HUB 普通口到 HUB 普通口之间的连接。 

    不按照标准排列的线在 100M 工作时会出现不可预测的丢包现

象。 

    产生以上丢包的原因是线对之间相互干扰太大，如果你不记得标

准，至少应该让 12 36 各用一对扭在一起的线，因为他们各自彼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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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驱动的一对。 

    遵循 EIA／TIA 568B 的标准来制作接头。根据图示，线对是按

一定的颜色顺序排列的（1、白橙，2、橙，3、白绿，4、蓝，5、白

蓝，6、绿，7、白棕，8、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绿色条线必须跨越蓝色对线。这里最容易犯

错的地方就是将白绿线与绿线相邻放在一起，这样会造成串扰，使传

输效率降低。 

    对好线后，把线整齐，将裸露出的双绞线用专用钳剪下，只剩约

15mm 的长度，并铰齐线头，将双绞线的每一根线依序放入 RJ45 接

头的引脚内，第一只引脚内应该放白橙色的线，其余类推。  

 

    确定双绞线的每根线已经放置正确之后，就可以用 RJ45 压线钳

压接 RJ45接头，因为网卡与集线器之间是直接对接，所以另一端 RJ45

接头的引脚接法完全一样，完成后的连接线两端的 RJ45 接头要完全

一致。 

    最后用测试仪测试一下。这样 RJ-45 头就制作完成了。 

在进行间 HUB 级连(或 PCl 连 PC 时)，应把级连口控制开关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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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Uplink）上，同时用直通线相连。如果 HUB 没有专用级连口,

或者无法使用级连口，必须使用 MDI-X 口级连，这时，我们可用交

叉线来达到目的，这里的交叉线, 即是在做网线时，用一端 RJ-45 plug 

的 1 脚接到另一端 RJ-45 plug 的 3 脚；再用一端 RJ-45 plug 的 2 脚

接到另一端 RJ-45 plug 的 6 脚。可按如下色谱制作：  

A 端：1 橙白，2 橙，3 绿白，4 蓝，5 蓝白，6 绿，7 棕白，8 棕 

B 端：1 绿白，2 绿，3 橙白，4 蓝，5 蓝白，6 橙，7 棕白，8 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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