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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1.1.产品概述： 

简介：SDI 字符叠加器/字幕机可在 3G/HD/SD-SDI 视频图像信号上叠加显示

日期、时间及中英文字符等图文信息。它主要通过计算机及相应的字幕软件，在

3G/HD/SD-SDI 视频图像上监控场合中将中英文字符等与视频信号叠加后显示出

来，然后把叠加后的图文信息传输给后端的 SDI 记录设备及控制设备使用。使监

视器中能显示高清 SDI 摄像机监控场所信息，对监控系统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方便

性和准确性。 

 

     应用：随着视频及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SDI 字幕机用途越来越广泛，不

仅仅应用于电视台的节目字幕播出、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在视频监控、民用广告、

婚庆录像等活动中也大量的使用，同时操作字幕机也变得简单易用，就连很多没

有多少计算机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够轻松上手。 

 

 

http://product.dzsc.com/product/searchfile/13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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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功能特点： 

 

◇ 将一路 SDI 信号叠加字符后分配为 2/3/4路 SDI 带字符输出； 

◇ 支持 HD-SDI/SD-SDI/3G，符合 SMPTE292M/424M/259M 标准；支持

720P/1080i/1080p25/30/50/60 分辨率 

◇ 支持 XP,WIN7,WIN10 等操作系统，可中英文数字混合字符叠加； 

◇ 符合国标 GA-T 751-2008技术标准；每一区域为一行，1080P分辨率下，72*72

字，每行可叠加 15 个汉字或 30 个英文字符，总字数不超过 49个汉字或 98个字

符；64*64，每行可叠加 19 个汉字或 38个英文字符，总字数不超过 62个汉字或

124个字符；48*48，每行可叠加 34个汉字或 68 个英文字符，总字数不超过 96个

汉字或 192个字符；32*32，每行可叠加 78个汉字或 156个英文字符，总字数不

超过 250 个汉字或 500 个字符 

◇ 支持宋体，楷体，黑体，隶书；字符（区域）位置任意可调； 

◇ 字符颜色可选；带/不带背景可选；背景颜色可选；支持字符带/不带勾边功能，

字符的勾边为 4面勾边形式； 

◇ 可以设定对齐方式，可以左对齐，右对齐，也可指定单独的其中一列。 

◇ 字幕叠加效果实时预览功能。 

◇ 板载指示灯实施指示是否存在视频信号。 

◇ 各区域均支持静态/动态字符，可显示时间日期或其它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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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字幕滚动功能，滚动方式从左往右，从右往左，上滚，下滚，滚动速度可

调节； 

◇ 自带日历时钟，可实时显示时间日期，支持多种日期时间显示格式； 

◇ 仿真 GUI图形软件设置界面，读取屏显示数据“所见即所得”； 

◇ 支持设备数据保存调用功能。 

◇ 支持内嵌音频透传功能。 

◇ 带自动电缆均衡，支持信号中继传输；内置时钟恢复电路，保证信号完整性。 

 

1.3.技术参数： 

 

视频输入路数 1（4-8-16） 

视频输出路数 2/3/4出 

视频输入 SMPTE 424M, SMPTE 292M 和 SMPTE 259M 

视频输出 SMPTE 424M, SMPTE 292M 和 SMPTE 259M 

汉字显示数量 ≤250个（最多） 

汉字字库  32*32，48*48，64*64，72*72  点阵 

时钟误差 ±2.5Minutes per year(±5ppm) at25℃ 

通讯接口 RS-232（单路），RS485，网络控制 

电源输入 单路 DC5V/1A,,  机箱交流 220V/50Hz 

功率消耗 ＜30W 

工作温度 0℃—+45℃ 

环境湿度 ＜95%RH 

MTBF ＞20000小时 

整机净重 1KG（单路），6KG(16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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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硬件说明 

 

2.1 设备接口定义： 

 
2.2 硬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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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配置软件使用说明 

 

3.1 软件登录 

      首先打开我们提供的网络叠加器配置工具 SerialportSample，成功打开界

面如下图所示。 

 

使用网线及 RS-485 接口连接时选择网络型，使用 USB连接时选择串口型，下

文以串口型，串口号为 4为例。登陆成功后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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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角标题栏分为：文件、配置工具、和帮助。 

点击“文件”可打开或保存已编辑的各通道文本内容，文件格式为 Excel 文件。

点击“文件”可进行校时、清屏和读取。全部设置完成后点击“一键同步”即可

使编辑的字符叠加到屏幕上，同步的顺序为“清屏—配置设置的内容—校时”。“校

时”可进行时间校准，用于调试时间时使用。“清屏”可清楚屏幕文字。“读取”

可读出已存储的信息。 

下面具体说明下方框中的①②③④功能键的各功能及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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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容与位置设置 

 
点击“内容与位置设置”后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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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选择通道 

首先检查“连接设置”处的串口号是否正确，检查无误后根据具体的硬件连

接情况编辑“起始通道”（连入的最小编号）和“结束通道”（连入的大编号）。通

道可为任意起始的连续序列，但中间不可中断。如通道可为起始 4，结束 7，即连

接了 4、5、6、7通道，但不可连接 4、5、7、8通道。 

3.2.2  编辑文本 

通道选择完毕后，在下图的处表格中，双击相应通道的空白处即可编辑该通

道显示的文本，每个通道最多可编辑 12 个文本（包含时间显示），每个文本代表

其中的一行，如下图中文本 1表示第一行，依次类推。 

以通道 1 为例，如果想实现在通道一中显示六行文字字符“深圳市澳科森电

子有限公司 SDI高清字符叠加器”，可按下图方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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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位置设置 

编辑好所需文本后，可设置文本的显示位置，点击相应通道的文本行、列号，

输入想要显示的数字即可完成编辑，如下图通道一中的第一行文本字符“深圳市”

所在起始位置为第三行第一列，其它文本位置依次类推。本软件也支持批量修改

功能，鼠标左键选择某一区域，在右侧的“行”或“列”设置数字即可将该区域

所有行或列改为同一数字。（注意：同一通道的不同文本不可设置为同一行，否则

会报错，若需在同一行的文字中显示间隔，可在该文本处添加“空格”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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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时间与滚动控制 

如下图所示： 

 
 

对应功能列表： 

序号 区域名称 说明 

①  显示控制 调整字符距屏幕边缘距离 

②  字号设置 不同通道可以设置不同字号 

③  时间信息 设置、显示时间信息 

④  滚动设置 设置指令滚动方式、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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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显示控制 

 

 

左边距”与“上边距：用于微调整字符与屏幕边缘的距离。 

背景效果：用于选择字符是否需要有描边，或背景显示，有“无效果”，“勾边”，

“底色”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3.3.2  字号设置 

 

字号设置：每个通道的字符可选择 32*32，48*48，64*64，72*72四种大小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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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时间信息设置 

以修改通道 1 中时间日期信息为例，如希望“通道 1”中的时间日期在屏幕第

10 行第 5 列、按“2012-12-12  星期三  12：12：12”格式显示时间日期与通道

名称，如下图设置前和设置后的对比。 

 

1、首先将“通道 1”勾选，选择“时间显示”，再下拉设定时间格式列表，

点击选中我们想要的格式。 

2、单击“设定时间格式”，然后选中“行位置”，输入 10，在“列位置”输

入 5，勾选“通道”、“年四位”选项。若时间与当前时刻不符，可点击“校时”按

钮进行校准。 



                                              高清 SDI 字幕机使用说明书 

14 
 

3、单击“一键同步”，即可看到效果。 

 

 

3.3.4  滚动设置 

如下图所示可更改通道 1的滚动方式：上，下，左，右或静态模式还有滚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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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颜色与字体设置 

如下图所示 

（注意：打开软件后如果直接选择该选项卡可能会出现颜色显示不全的情况，此

时先切到其他选项卡，再切回“颜色与字体设置”即可正常） 

 

功能说明： 

颜色设置： 

1、如果想将“通道 1”的第 1 行到第 7 行均设置为白色，首先选中这些行，

如下图所示。从“选中的行列的颜色”处可以看到当前选择行列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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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开调色板，选择我们需要的白色。同时在这里可以从右侧的色带中选

择常用的颜色添加到自定义颜色中。 

3、点确定以后再点击“设定颜色”即可完成设定。 



                                              高清 SDI 字幕机使用说明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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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设置： 

进行字体设置时可以利用 Ctrl 与 Shift 等键一次选择多个行列批量进行设

置，选择需要的字体即可，软件可选的字体有宋体，黑体，楷体_GB2312,隶书，

微软简隶书五种，如需特殊字体，可定制。（注意：该配置软中的字体是从所操作

的电脑中调用的，所以在选择这些字体时要确保电脑中有这些字体，否则在显示

时会出现字体显示不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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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预览 

点击预览按钮，可显示出同步后在屏幕上显示的所有信息及相应位置（但不

包括颜色和背景效果），用户在“一键同步”前可点击该按钮进行最后一次确认。 

 

 

3.6 一键同步 

所有内容设置完毕检查无误后，点击“一键同步”按钮，配置成功后即可在

屏幕上显示处预计的内容效果。 

下面为两幅实际效果图： 

 

 



                                              高清 SDI 字幕机使用说明书 

20 
 

第四章.注意事项 

 
1、 安装场所 

远离高温的热源和环境，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为确保本机的正常散热，应避开通风不良的场所。 

本机应水平安装，为了防止电击和失火，请勿将本机放置于易燃、

易暴的场所。 

小心轻放本机避免强烈碰撞、振动，避免安装在会剧烈震动的场所。 

避免在过冷、过热的场所间相互半动本机，以免机器内部产生结露，

影响机器的使用寿命。 

2、 避免电击和失火 

切记勿用湿手触摸电源开关和本机。 

勿将液体溅落在本机上，以免造成机器内部短路或失火。 

勿将其它设备直接放置于本机上部。 

当本机的电源线于电源插座连接后即使未启动本机，机器内部仍有

电压。 

安装过程中进行接线或改线时，都应将电源断开，预防触电。 

重要提示 

   为了避免损坏、请勿自动拆开机壳，必须委托有专业维修人员在指

定的维修单位进行维修。 

   清洁装置时，请勿使用强力清洗剂，当有灰尘时用干布檫拭设备。 

   不得在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的场合下使用该机器。 

   务请通读本使用说明书，以便您动本说明书后，请把它妥善保存好，

以备日后参考。 

环境防护 

   本机符合国家电磁辐射标准，对人体无电磁辐射伤害。 

声明 

   未经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该产品全部或部分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