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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Ultra Encode系列网络编码盒为系统集成商、直播专业人士和OEM客户提供了灵活且

高性价比的编码解决方案，产品适用于直播推流、视频制作和监看、远程素材回传和

AV over IP工作流等场景。该系列包含HDMI和SDI两款接口型号，支持众多网络传输

协议，让用户可以在有线或无线的网络环境下实现高质量的H.264/H.265（HEVC）和

NDI | HX编码。 

编码盒支持输出当前主流直播协议流，包括RTSP/RTMP/RTMPS/SRT Caller/SRT

Listener/NDI|HX2/HLS(push)/TS over UDP/TS over RTP，覆盖市面上主流直播业

务。 

设备可分别对视频进行H.264/H.265（HEVC）编码，对音频进行AAC高质量编码，音

频码率可高达256 kbps，更好的还原输入信号。配套的Web UI管理工具可进行强大

的设备管理和自定义配置功能，包括实时显示设备系统信息和信号相关信息，缩图实

时预览，根据推流任务进行个性化设置，升级固件版本，享受最新产品特性等。

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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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特性 系统要求

网络要求

Web UI支持的浏览器

Ultra Encode系列

发送RTSP/RTMP/RTMPS/SRT Caller/SRT Listener/NDI|HX2/HLS (push)/TS

over UDP/TS over RTP协议流

■

同时编码主/次双码流■

同时推流多视频平台■

视频编码支持H.264/H.265（HEVC）■

音频编码支持AAC■

提供Web UI管理工具，对设备进行自定义配置和管理，包括：■

设备状态 -实时监控设备当前状态，缩略图预览。■

直播服务器-添加、修改直播服务器的配置。■

通用设置-修改设备名称、输入、输出等通用参数。■

编码参数-配置音视频编码相关参数。■

网络设置-查看、修改各种网络连接方式的参数。■

固件升级-通过在线或手动方式升级设备固件。■

用户管理-添加、修改用户。■

关于-查看系统信息，导出设备配置文件。■

10/100/1000Mbps有线网卡■

Wi-Fi 802.11 a/b/g/n/ac■

USB3G/4G移动网卡（需自备）■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Microsoft Edge■

Mozilla Firefox version 61及以上版本■

Google Chrome version 49及以上版本■

Apple Safari 11.1及以上版本■

Opera 55.0.2994.44及以上版本■

Ultra Encode HDMI■

Ultra Encode S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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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设备发现

登录界面

快速上手教程

本教程以使用编码器设备，通过有线网络同时推流1080p视频到哔哩哔哩-bilibili和斗鱼为例，说明如何安装、配置设备，以及推流成功后，如何查看直播效果。

设备发现

1. 用网线连接设备到局域网，接通电源，并连接输入信号。

2. 打开Web UI：

i. 在同一局域网电脑上（适用于Win 7/8/8.1/10用户），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即文件夹），在“网络 > 其他设备”区域，找到设备。

ii. 双击设备图标，打开Web UI登录界面。

3. 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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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直播

1. 登录成功后，在“直播服务器”中依次添加2个RTMP服务器，分别填入斗鱼直播间（参考图1）和bilibili直播间（参考图3）的地址和流密钥。

2. 返回“直播服务器”页面，打开2个推流目的地的开关 ，即可开始同时推流。

3. 推流成功后，分别在斗鱼（如图2）和B站（如图4）查看推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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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到斗鱼的参数配置

图1 斗鱼直播间VS编码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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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斗鱼直播画面

图2 斗鱼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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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到bilibili的参数配置

图3 bilibili直播间VS编码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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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bilibili直播

图4 bilibili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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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安全注意事项

电气安全要求

操作安全要求

在使用适配器或延长线之前请寻求专业帮助，因为这些设备有可能会干扰到接地的回路。■

确认电源适配器符合当地电压要求。如果有疑问，请联系当地供电公司进行确认。■

如果电源适配器损坏，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使用设备前，请确认所有线缆完好。如果您发现线缆破损，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为避免发生电路短路的问题，请勿将剪刀、螺丝钉等放在连接头、插槽、插座和电路附近。■

避免灰尘、潮湿和极端温度变化可能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请尽量避免放置在这些地方。■

在使用过程中，请保持产品被稳定固定。■

如果您在使用美乐威产品时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技术信息，请联系美乐威技术支持团队：support.cn@magewel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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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合规声明

此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中的规范。操作设备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会导致有害干扰；

(2) 此设备可承受任何外来干扰，包括可能导致非预期操作的干扰。

此设备经测试确定符合B类数码设备（依照FCC规则第15部分规范）的限制。这些限制的设计旨在为居住场所安装条件下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此设备生成、使用并可以发

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按照指示安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但是，在特定安装条件下，不保证这类干扰不会发生。如果此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机接收信号造成有害干扰，而这一点可以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那么建议用户尝试

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来消除干扰：

未经合规方批准的变更或修改可能会使用户失去操作设备的权力。

FCC辐射暴露声明
操作此设备时，设备应当与人体保持至少 20 厘米（8 英寸）的距离，并且不能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机一起工作。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重新放置。■

扩大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其他电路的插座中，而不是接收器所连接电路的插座。■

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机技术人员以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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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和指示灯

Ultra Encode HDMI

图1 Ultra Encode HDMI

需要连接设备热点时，请安装Wi-Fi天线（设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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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Encode SDI

图2 Ultra Encode SDI

需要连接设备热点时，请安装Wi-Fi天线（设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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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状态说明如下。指示灯在编码器上的位置如接口图所示。

PWR（电源）

IN（输入信号）

LIVE（直播状态）

ETH（有线网络连接）

Wi-Fi（无线局域网连接）

其他状态说明如下：

指示灯

常亮：接通电源■

灭：未接通电源■

常亮：检测到信号■

灭：未检测到信号■

常亮：正在直播到至少一个服务器地址。■

呼吸：无直播任务。■

常亮：已连接网络■

灭：未连接■

常亮：已连接网络■

灭：未连接■

除PWR电源指示灯外，其他指示灯同时闪烁一次：正在启动/重启。■

输入信号指示灯（IN）到无线局域网连接（Wi-Fi）指示灯循环点亮：正在升级固

件。

■

如果出现任何其他状态，请尝试拔插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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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发现

设备可以通过有线网络、Wi-Fi发现和连接。

1. 连接设备到局域网并接通电源。

设备支持通过有线网络和Wi-Fi（需安装附件中的Wi-Fi天线）接入网络。

2. 打开Web UI：

3. 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初次使用设备

为了保证视频流畅，建议连接有线网络。

通过Windows文件管理器打开

i. 在同一局域网电脑上（适用于Win 7/8/8.1/10用户），打开“文件资源管

理器”（即文件夹），在“网络 > 其他设备”区域，找到设备。

ii. 双击设备图标，打开Web UI登录界面。

■

连接设备热点，通过192.168.48.1打开

i. 在智能手机/平台电脑/笔记本端，打开无线局域网功能，搜索并加入设

备热点。

热点名称为“设备序列号”，密码为序列号后8位。如某设备序列号为

A304210101001，则热点密码默认为10101001。

移动管理端和编码器距离不超过10米。

ii. 加入后，在当前设备的网页浏览器中，输入192.168.48.1，打开Web UI

登录界面。

■

使用此方式，需安装Wi-Fi天线（设备附件）。

默认的管理员账号和密码均为Admin，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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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初始化

初次使用设备时，根据Web UI界面提示对设备进行初始化设置。

初次登录后，建议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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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Web UI

设备可以通过有线网络、Wi-Fi发现和连接。

1. 连接设备到局域网并接通电源。

设备支持通过有线网络和Wi-Fi（需安装附件中的Wi-Fi天线）接入网络。

2. 打开Web UI：

Web UI配置

为了保证视频流畅，建议连接有线网络。

通过Windows文件管理器打开

i. 在同一局域网电脑上（适用于Win 7/8/8.1/10用户），打开“文件资源管

理器”（即文件夹），在“网络 > 其他设备”区域，找到设备。

ii. 双击设备图标，打开Web UI登录界面。

■

连接设备热点，通过192.168.48.1打开

i. 在智能手机/平台电脑/笔记本端，打开无线局域网功能，搜索并加入设

备热点。

热点名称为“设备序列号”，密码为序列号后8位。如某设备序列号为

A304210101001，则热点密码默认为10101001。

移动管理端和编码器距离不超过10米。

ii. 加入后，在当前设备的网页浏览器中，输入192.168.48.1，打开Web UI

登录界面。

■

使用此方式，需安装Wi-Fi天线（设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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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登出Web UI

1. 登录：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2. 登出：点击右上角用户名后面的下箭头图标  选择 “退出登录”。

默认的管理员账号和密码均为Admin，区分大小写。■

初次登录后，建议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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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输入/输出音量

设置色彩参数
支持设置Web UI缩图预览和推流输出的亮度、对比度、饱和度和色调。

设备状态

在“设备状态”页签，缩图预览设备当前的推流状态，查看设备硬件信息和设备当前性能。在Web UI左上角，实时显示设备名称和当前输入信号格式。

HDMI/SDI IN： 调节设备输入信号的音量。■

“LINE IN”： 调节通过设备LINE IN接口外接的音频输入音量。■

“LINE OUT”： 调节通过设备LINE OUT输出的音频。输出音频为输入音频+LINE

IN外接音频。

■

点击 静默当前通道声音。■

点击 恢复当前通道声音。■

“完成”： 修改音量后，点击保存当前配置。■

“重置”： 将各参数恢复为默认值。■

“亮度”： 取值范围是-100~100，默认值为0。■

“对比度”： 取值范围是50~200，默认值为100。■

“饱和度”： 取值范围是0~200，默认值为100。■

“色调”： 取值范围是-90~90，默认值为0。■

“完成”： 修改后，点击保存当前配置。■

“重置”： 全部恢复默认值。■

20



缩略图预览
通过Web UI可实时查看输出的视频状态和各路推流参数。

查看设备硬件信息

查看设备性能
实时监控正在运行进程所占用的CPU、内存和各网络连接的发送和接收带宽。CPU、

内存以百分比模式显示，更直观的监控当前系统的性能。

“序列号”： 显示当前设备的序列号。■

“硬件版本”： 显示当前设备的硬件版本。■

“固件版本”： 显示当前设备的固件版本。可在“固件升级”页签，自动或手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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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直播任务
设备支持自动启动推流。即首个推流任务添加成功后，设备自动开始推流；或有同类

推流任务正在执行中，再次添加相同协议流任务时（如TS、SRT或RTMP协议流任

务），设备自动开始推流。

已添加的推流任务将以列表形式体现在直播服务器页签，可手动添加、修改、删除。

说明

直播推流策略说明如下：

直播服务器

点击进入“直播服务器”页签，根据直播任务使用的协议类型，添加推流目的地。

点击“编辑”，修改当前服务器参数。■

点击“删除”，将当前服务器从预设列表中移除。■

打开/关闭服务器开关 ，开始/结束此推流任务。■

点击“添加”，加入更多类型服务器，包括RTMP、RTMPS、RTSP、SRT

Caller/Listener、NDI|HX2、HLS (push)、TS over UDP/RTP。

■

支持推流协议为RTMP/RTMPS/RTSP/SRT Caller/SRT

Listener/NDI|HX2/HLS(push)/TS over UDP/TS over RTP的直播服务器。

■

使用相同推流协议的任务可同时执行，其中：■

TS over RTP和TS over UDP可同时推流，最多同时推送6路。■

SRT Caller和SRT Listener可同时推流，最多同时推送6路，其中SRT Listener不

超过1路。

■

RTMP和RTMPS可同时推流，最多同时推送6路。■

HLS (push)/RTSP/NDI|HX2均只支持1路推流，不可与其他任务同时执行。■

网络连接方式对总码流的影响：■

通过有线网推流时，总码流建议不超过24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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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到国内直播平台（即推流到RTMP/RTMPS服务器）
常见的斗鱼、bilibili等国内直播平台均支持接收RTMP协议流。

1. 点击“+ 添加”，选择 服务器。

2. 输入“名称”，支持1~30个字符。

3. 选择“码流”类型，主码流或次码流进行直播。主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

设置。

4. 输入地址和密钥。

5. 如果直播服务提供方要求认证，打开“认证”功能。

请向直播服务提供方获取用户名和密码。

6. 设置“网络”，选择直播推流的优先使用网络。

默认情况下，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直播时，按照

配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连；网络失效后，重新

搜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需要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通过无线网推流时，总码流建议不超过16 Mbps。■

支持推流到各大主流直播平台和自搭建服务器，如斗鱼等。■

每一路推流都可选择使用主码流或次码流推流。■

为了保证直播视频流畅，建议连接有线网络。

向直播服务提供方获取直播服务器地址和流密钥。■

完整地址示例："rtmp(s)://192.168.1.136:1935/live"。

示例说明：根据选择服务器端选择"rtmp://"或"rtmps://"；推流端口

号":1935"可省略，取值范围是1~65535；如果地址为域名，则live可以省略；

若为IP地址，则不可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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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测试”上传速率。

8. 测试通过，点击“保存”。

9. （可选）重复步骤3~5，添加其他RTMP或RTMPS直播服务器。

10. 返回“直播服务器”界面，打开服务器行首的  的开关，即表示向此目的地推

流。

编码器可同时向6个RTMP/RTMPS服务器推流，通过有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

流小于24 Mbps；通过无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16 Mbps。

11. （可选）删除服务器：点击“删除”服务器，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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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到Twitch
如果需要推流到Twitch，请确保您能连接到此网站并已注册Twitch帐户。

1. 点击“+ 添加”，选择 ，根据界面说明登录账户，选择服务器。

登录后界面显示用户名和头像。

2. 设置“网络”，选择直播推流的优先使用网络。

默认情况下，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直播时，按照

配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连；网络失效后，重新

搜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需要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3. 点击“测试”上传速率。

4. 测试通过，点击“完成”。

5. （可选）重复步骤3~5，添加多个直播服务器。

6. 返回“直播服务器”界面，选择推流目的地。

7. （可选）删除服务器：选定服务器，左划点击“删除”此服务器。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确认”。

为了保证直播视频流畅，建议连接有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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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流到Facebook Live
如果需要推流到Facebook，请确保您能连接到此网站并已注册Facebook帐户。根据

需求选择通过Facebook接口推流，或通过自定义RTMPS推流。

为了保证直播视频流畅，建议连接有线网络。

通过Facebook接口推流。

1. 点击“+ 添加”，选择 ，设置推流名称。

2. 点击“登录”。根据界面说明打开Facebook，输入验证码后，登录账户。

3. 设置“网络”，选择直播推流的优先使用网络。

默认情况下，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直播时，按

照配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连；网络失效

后，重新搜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需要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4. 点击“测试”上传速率。

5. 测试通过，点击“完成”。

6. 返回“直播服务器”界面，打开服务器开关 ，开始推流。

7. （可选）删除服务器：选定服务器，左划点击“删除”此服务器。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确认”。

■

登录后界面显示用户名和头像。

26



通过自定义RTMPS推流。

1. 点击“+ 添加”，选择  服务器。

2. 输入“名称”，支持1~30个字符。

3. 选择“码流”类型，主码流或次码流进行直播。主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

签设置。

4. 输入Facebook服务器网址（rtmps://）和直播密钥或固定直播密钥。

■

设置“网络”，选择直播推流的优先使用网络。

默认情况下，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直播时，按照配

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连；网络失效后，重新搜

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需要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

点击“测试”上传速率。■

测试通过，点击“完成”。■

返回“直播服务器”界面，打开服务器行首的 。■

（可选）删除服务器：选定服务器，左划点击“删除”此服务器。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确认”。

■

27



推流到YouTube
如果需要推流到YouTube，请确保已注册YouTube帐户并提前至少24小时打开直播功

能。

1. 点击“+ 添加”，选择 ，设置推流名称。

2. 点击“登录”。根据界面说明打开YouTube，输入验证码后，登录账户。

3. 设置“网络”，选择直播推流的优先使用网络。

默认情况下，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直播时，按照

配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连；网络失效后，重新

搜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需要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4. 点击“发布到”，选择推流目的地。

选择“新建直播”并输入标题、描述和访问权限。授权账号下将自动新建直播事

件，支持一键直播，无需在YouTube端操作。

选择已有推流对象时，为了保证直播能正常观看，建议在YouTube端，打开直播

界面。

5. 点击“测试”上传速率。

6. 测试通过，点击“完成”。

7. （可选）重复步骤3~5，添加多个直播服务器。

8. 返回“直播服务器”界面，打开服务器开关 ，开始推流。

9. （可选）删除服务器：选定服务器，左划点击“删除”此服务器。

为了保证直播视频流畅，建议连接有线网络。

请参考YouTube帮助，启用直播功能。

登录后界面显示用户名和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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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提示窗口中，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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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推流服务器的参数说明如下：

RTMP/RTMPS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

“码流”： 选择推送主码流或次码流。主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地址”： 输入RTMP/RTMPS目的地址。完整地址示

例："rtmp(s)://192.168.1.136:1935/live"。根据选择服务器端选

择"rtmp://"或"rtmps://"；推流端口号":1935"可省略，取值范围是1~65535；如果

地址为域名，则live可以省略；若为IP地址，则不可省略。

■

“流密钥”： 输入从推流目的地获取的密钥。如无，则留空。■

“认证”： 根据直播服务提供方要求，打开“认证”功能，并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网络”： 直播时，按照配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

连；网络失效后，重新搜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默认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

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

“测试”： 测试设备是否能访问直播服务器。■

“保存”： 保存当前直播服务器设置。■

编码器可同时向6个RTMP/RTMPS服务器推流，通过有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

小于24 Mbps；通过无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16 Mb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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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SP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

“端口”： 指定RTSP推流端口，默认为554。■

“连接数”： 设置单路RTSP流的客户端连接数，最多支持8个客户端。■

“主码流”： 打开支持推送主码流。主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主码流密钥”： 指定主码流密钥。主次码流不能使用相同密钥。■

“次码流”： 打开支持推送次码流。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次码流密钥”： 指定次码流密钥。主次码流不能使用相同密钥。■

“音频”： 打开推送带音频数据流，关闭则推送不带音频数据流。音频数据流包括

输入信号内嵌音频和LINE IN外接音频。

■

“认证”： 根据直播服务提供方要求，打开“认证”功能，并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保存”： 保存当前直播服务器配置。■

编码器只支持1路RTSP推流，不可与其他任务同时执行，但可配置多个RTSP服务

器。

■

配置完成后，主次码流播放地址自动显示在页签右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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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 Caller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

“码流”： 选择推送主码流或次码流。主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地址”： 输入Listener端地址。如果SRT Listener和SRT Caller在同一局域网内，输

入局域网内SRT Listener的私有IP地址。如果SRT Listener和客户端在不同的网络环

境中，输入SRT Listener的公共IP地址。

■

“端口”： 指定推流端口号。取值范围是1~65535。■

“连接超时”： 指定连接超时时间。取值范围是1000~30000ms，默认为3000ms。■

“重试等待时间”： 指定重试等待时长。取值范围是0~10000，默认为10000ms。■

“延迟时间”： 取值范围是30、60、120、500、1000、5000、8000ms，默认为

120ms。建议接收端与推流端的延迟时间保持一致。

■

“带宽”： 指定SRT开销占总带宽的比例。根据网络链路质量设置为10%、25%、

50%、75%。所使用的网络链路条件越差，正常传输所需的开销就越多，需要设

置的带宽越大；质量越好，则可设置更小的值。

■

“MTU”： 指定最大传输单元（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大小。取值范围

232~1500字节，默认为1496。

■

“流 ID”： 指定Stream ID，取值范围是0~256字符。必须与发送端的Stream ID一

致。

■

“加密”： 支持对码流进行AES加密，确保传输内容的安全。支持AES-128/192/256

加密。

■

“密码”： 指定加密密码，支持10~79个字符。配置后，接收端需要配置对应的密码

才能接收成功。

■

“网络”： 直播时，按照配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

连；网络失效后，重新搜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默认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

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

“测试”： 测试设备是否能访问直播服务器。■

32



SRT Listener

“保存”： 保存当前直播服务器配置。■

编码器可同时推流6个SRT任务。通过有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24

Mbps；通过无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16 Mbps。支持与SRT Listener任务

同时工作。

■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

“码流”： 选择推送主码流或次码流。主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端口”： 指定推流端口号。取值范围是8000和10000~65535。默认为8000。■

“延迟时间”： 取值范围是30、60、120、500、1000、5000、8000ms，默认为

120ms。建议接收端与推流端的延迟时间保持一致。

■

“带宽”： 支持设置为10%、25%、50%、75%。■

“MTU”： 指定最大传输单元（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大小。取值范围

232~1500字节，默认为1496。

■

“连接数”： 支持最多8个连接。■

“加密”： 选择码流加密方式，支持进行AES-128/192/256加密。配置后，接收端需

要配置相应的解密方式。

■

“密码”： 指定加密密码，支持10~79个字符。配置后，接收端需要配置相同的密码

才能接收成功。

■

“保存”： 保存当前直播服务器配置。■

编码器只支持打开1个SRT Listener任务，但可与SRT Caller任务一起执行，最多同

时推流6个SRT任务。通过有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24 Mbps；通过无线

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16 Mbps。

■

配置完成后，播放地址和加密文本自动显示在当前页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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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 HX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

“视频源”■

“组名称”：不区分大小写，可包含A-Z，a-z，0-9和特殊字符，包括_-。编码

器配置多个组时，可设置为用英文逗号隔开的多个值。默认组名为“public”。

■

“视频源名称”：默认为#serial-no#，即序列号。■

“传输模式”■

“UDP单播”： 编码器与接收端通过 UDP 协议进行单播传输。可以获得更低延

时，且多个接收端同时取流时不会互相影响。

■

“UDP组播”： 编码器与接收端通过 UDP 协议进行多播传输。适用于同时传输

到较多接收端的使用场景，编码端只需发送一路编码流，减少 CPU 利用率。

各参数取值如下：

■

“组播 IP”：224.0.0.0 ~ 239.255.255.255。■

“组播掩码”：根据接入的网络设置掩码，取值为 255.0.0.0~255.255.255.0

范围内合法的掩码地址。

■

“生存时间”：1 ~ 255，默认值为 4。■

“RUDP单播”： 编码器与接收端通过可靠UDP协议进行单播传输。■

“TCP单连接”： 编码器与接收端通过TCP协议建立单连接。■

“TCP多连接”： 编码器与接收端通过TCP协议建立多个连接。■

“发现服务”： 打开“发现服务”功能，则不在同一网段的发送端和解码器之间如果能

互相ping通，也可被自动发现。此时，需要将“服务器 IP 地址”设置为运行发现服

务器的服务器端地址。默认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

“备用通道”： 当视频源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用通道，视频源故障修复后，自动

切换回源通道。此功能默认关闭。在NDI传输故障时，通过设置的备用通道进行业

务保护，提高可靠性。

■

“视频源名称”显示备用NDI通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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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

点击“更改...”，列表中显示与源视频通道属于同一用户组的视频源名称，选择

一个做为备用视频源。

“IP地址”显示备用视频源的IP地址。

在选中备用视频源后，自动获取其IP地址。

■

“接收端控制”： 打开“Web 控制”后，可通过NDI Studio Monitor软件打开设备的

Web UI。此功能默认关闭。

■

编码器只支持1路NDI推流，不可与其他任务同时执行，但可配置多个NDI服务

器。

■

推流到NDI服务器时，同时发送主次双码流。■

推流到NDI服务器时，支持的次码流参数如下：■

分辨率：640x480、640x360、480x360、480x270■

帧率：60、59.94、50、30、29.97、25、24、15、10、5fps。为了保证取流

成功，建议帧率设置为29.97fps及以上。

■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

“主码流”： 打开支持推送主码流。主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主码流密钥”： 指定主码流密钥。主次码流不能使用相同密钥。■

“次码流”： 打开支持推送次码流。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次码流密钥”： 指定次码流密钥。主次码流不能使用相同密钥。■

“保存”： 保存当前直播服务器配置。■

编码器只支持1路HLS推流，不可与其他任务同时执行，但可配置多个HLS服务

器。

■

配置完成后，主次码流播放地址自动显示在当前页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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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over UDP/RTP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

“码流”： 选择推送主码流或次码流。主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地址”： 指定推流目的地址。■

“端口”： 指定推流端口号。取值范围是1~65535。■

“网络”： 直播时，按照配置的优先级连接可用网络。网络中断时，设备将自动重

连；网络失效后，重新搜索并按照优先级顺序连接可用网络。

默认网络优先级为：移动宽带 > 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

通过移动宽带推流时，请在编码器上插入USB移动网卡。

■

“保存”： 保存当前直播服务器配置。■

编码器支持同时执行6个TS任务。通过有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24

Mbps；通过无线网络推流时，建议总码流小于16 Mb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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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U ISSP
推流TVU ISSP任务需要单独固件支持，请在美乐威官网 > 下载中心 > Ultra

Encode下，获取TVU ISSP版本固件。TVU ISSP版本固件仅支持创建TVU ISSP任务，

不支持推流到其他服务器。

“名称”： 指定任务名称，方便添加多个服务器时进行管理。支持1~30个字符，包

括A-Z、a-z、0-9、空格、特殊符号._-+'[]()并且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束。

■

“码流”： 选择推送主码流或次码流。主次码流参数可在“编码参数”页签设置。■

“端口”： 指定推流端口号。取值范围是6539，10000-65535。■

“保存”： 保存当前直播服务器配置。■

编码器支持添加16个任务，推流1路任务。■

配置完成后，播放地址自动显示在当前页签的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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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取值范围是1-32个字符，包括A-Z, a-z, 0-9, 空格 . _ - + ' [ ] ( )，且首位和末位不能

为空格。

无信号显示 

打开开关，设置无信号时显示的画面。开关默认打开。设备提供2张默认图片且无法

删除，支持用户上传2张自有JPEG格式图片，图片大小不超过1920x1080、512KB。

通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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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输出

“色彩空间”： 默认显示输入视频的编码格式。勾选后，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其

他色彩空间，包括RGB、YUV BT.601、YUV BT.709、YUV BT.2020。

■

“量化范围”： 默认显示显示输入视频的量化范围。勾选后，可以从下拉菜单选择

其他量化范围，包括Full range（0-255）、Limited range（16-235）。

■

“色彩空间”： 勾选后，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其他色彩空间，包括YUV BT.601、

YUV BT.709。

■

“量化范围”： 勾选后，可以从下拉菜单选择其他量化范围，包括Full range（0-

255）、Limited range（16-235）。

■

“饱和范围”： 勾选后，可以从下拉菜单选择其他量化范围，包括Full range（0-

255）、Limited range（16-235）、Extended GAMUT range（1-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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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

设备支持加入Magewell Cloud远程管理。目前支持同时加入2个云平台（云平台1和云

平台2）。

加载了TVU ISSP版本固件的设备不支持此功能。

您可以在美乐威官网 > 技术支持 > 下载 > Ultra Encode下，获取非TVU ISSP

版本固件。



点击 “注册...”：，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以下参数，保存配置。■

“邀请码”： 输入申请加入的云平台的邀请码。如无，则留空。一般为4位数

字。

■

“云平台地址”： 输入申请加入的云平台的IP地址或域名。■

“HTTP 端口”： 输入和云平台进行通信的HTTP端口，和云平台侧保持一致。

取值范围1~65535。

■

根据显示参数，判断云平台和设备注册状态：■

“云平台状态”： 一般为 “在线” 或 “离线”。在线说明设备与云平台当前通信正

常，可被远程控制；离线说明设备与云平台通信中断，此时无法被远程管理。

■

“注册状态”： 显示当前设备申请状态。你可以根据当前状态判断下一步操作。

常见状态包括：

■

邀请码错误：请重新获取最新的云平台邀请码并修改。■

等待审核：申请已成功提交到云平台。■

审核通过：申请已通过，设备可与云平台正常通信，并可以被远程管理。■

拒绝：申请被拒绝。■

已删除：申请已被删除，此时可重新申请加入云平台。■

“云平台地址”： 显示云平台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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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同步

直播

“HTTP 端口”： 显示和云平台进行通信的HTTP端口。■

音频偏移: 取值范围是-200 ~ 200ms。

音频超前时，建议设置为正值，音轨将延时播放；音频滞后时，建议设置为负

值，音轨将提前播放。

设置完成后，建议重启正在进行的直播任务。

■

TS over UDP/RTP MTU: 指定最大传输单元（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大

小。取值范围228 ~ 1500字节，默认为1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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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时间

还原

“时区”： 设置设备当前时区。■

“自动设置时间”： 打开开关，设备从指定的NTP服务器上自动获取时间；关闭开

关，可手动输入日期和时间。

■

“NTP 服务器 1”： 默认为0.pool.ntp.org。■

“NTP 服务器 2”： 默认为1.pool.ntp.org。■

“还原所有设置”： 恢复所有参数为默认值。■

“重启设备”： 关闭设备电源并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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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隔行

对于隔行信号，关闭去隔行功能，且主次码流均使用HEVC编码，则可输出隔行信号

模式编码的HEVC码流。

自定义主编码流

默认和输入信号一致。打开开关，可修改主码流参数。

编码参数

“视频去隔行”： 默认打开去隔行开关。主次编码流必须使用HEVC(H.265)编码，

才能关闭去隔行功能。关闭后，主次码流均只能使用HEVC编码。

■

“输出”： 默认分辨率、帧率、码率和输入信号一致。像素率高于170MHz的

4:4:4/4:2:2输入信号，水平和垂直分辨率均降为原值的1/2。

■

“码率类型”： 推流直播时，建议使用CBR （Constant Bitrate）, 恒定速率推流保

证带宽稳定。VBR（Variable Bitrate）表示可变比特率。设置为VBR时，需要指定

量化参数。量化参数控制画面压缩程度。较大的值意味着更多的压缩和更低的质

量，占用较少的带宽；较小的值意味着更小的压缩、更高的质量，占用较高的带

宽。

■

“最小量化参数”： “码率类型” 为VBR时，指定此参数，取值范围0-50，默认为

4。可根据需求微调，建议使用默认值。

■

“最大量化参数”： “码率类型” 为VBR时，指定此参数，取值范围1-51，默认为

40，必须大于“最小量化参数”。可根据需求微调，建议使用默认值。

■

“编码类型”： 支持H.264和H.265（HEVC）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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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质量”： 选择H.264编码时，质量可设置为High/Main profile/Baseline；

H.265（HEVC）编码质量可为Main profile。

■

“量化范围”： 支持Full range（0-255）、Limited range（16-235）。■

“宽高比转换”： 支持 充满画面，忽略宽高比；裁减部分画面，保持宽高比；填充

黑边，保持宽高比。

■

“关键帧间隔”： 取值可为0.5、1、2、5、10、30、60sec。关键帧间隔越小，文件

越大，切换到此视频时等待的缓冲时间越少。

■

“位率统计周期”： 按照图像复杂度调节码率，保证设置周期内码流的稳定。建议

使用默认值。数值越小，图像数据有突发时，可能需要丢弃的信息越多。

■

“时间码 SEI 信息”： 默认关闭此开关。可用于多个设备之间的视频同步。HDMI产

品支持提取vendor specific (VS) info frame的时间码信息，如Sony A7S II，写入

SEI信息；SDI产品支持将系统时间码，或从输入信号中提取的SMPTE RP-188 时间

码，写入SEI信息。

■

“字幕 SEI 信息”： 默认关闭此开关。打开后，保留原信号中的CC（Closed

Caption）字幕信息。字幕需符合CEA-608或CEA-708内嵌CEA-608标准。仅 SDI

产品支持此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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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次编码流

“输出”： 默认为1280x720p30，1Mbps。■

“码率类型”： CBR （Constant Bitrate）恒定速率推流保证带宽稳定。

VBR（Variable Bitrate）表示可变比特率。设置为VBR时，需要指定量化参数。量

化参数控制画面压缩程度。较大的值意味着更多的压缩和更低的质量，占用较少

的带宽；较小的值意味着更小的压缩、更高的质量，占用较高的带宽。

■

“最小量化参数”： “码率类型” 为VBR时，指定此参数，取值范围0-50，默认为

4。可根据需求微调，建议使用默认值。

■

“最大量化参数”： “码率类型” 为VBR时，指定此参数，取值范围1-51，默认为

40，必须大于“最小量化参数”。可根据需求微调，建议使用默认值。

■

“编码类型”： 支持H.264和H.265（HEVC）编码。■

“编码质量”： 选择H.264编码时，质量可设置为High/Main profile/Baseline；

H.265（HEVC）编码质量可为Main profile。

■

“量化范围”： 支持Full range（0-255）、Limited range（16-235）。■

“宽高比转换”： 支持 充满画面，忽略宽高比；裁减部分画面，保持宽高比；填充

黑边，保持宽高比。

■

“关键帧间隔”： 取值可为0.5、1、2、5、10、30、60sec。关键帧间隔越小，文件

越大，切换到此视频时等待的缓冲时间越少。

■

“位率统计周期”： 结合图像复杂度调节码率，保证设置周期内码流的稳定。建议

使用默认值。数值越小，图像数据有突发时，可能需要丢弃的信息越多。

■

“时间码 SEI 信息”： 默认关闭此开关，用于多个设备之间的视频同步。■

45



音频编码

“AAC”： 修改音频编码参数将影响所有码流的音频质量。取值范围16~256

Kbps，默认值为128 Kb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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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SmartEDID

EDID（扩展显示标识数据）

点击进入 “EDID” 页签查看EDID信息。点击页面右下角“恢复默认值”，可取消当前页面所有配置，将所有参数恢复为默认值。

只有HDMI产品支持此功能。

TM

SmartEDID■ TM

默认启用SmartEDID 功能。关闭后，其他相关功能将无法设置。■ TM

SmartEDID 功能根据编码器和环出设备的视频处理能力，智能地选择向视频

源设备发送EDID，以确保编码器和环出设备都能正常输出信号。只有连接了环

出设备时，SmartEDID 功能才生效。

■ TM

TM

保持最后一次的环出 EDID■

默认不启用此功能。使用此功能必须先启用SmartEDID 功能。启用后，如果

环出设备中断连接，仍然使用当前EDID，不会更新，保持视频传输的连续性；

关闭时，如果环出设备中断连接，编码器将重新发送EDID文件给信号源，更新

输出信号格式，可能导致信号闪断。

■ TM

增加音频支持■

强制输出信号源的音频。■

当环出的显示器不支持输出音频时，信号源将不输出音频，此时设备也无法输

出带有音频的视频流。打开“增加音频支持”功能后，信号源会强制输出音频，

使得编码器的输出带有音频信息。

■

限制像素时钟■

启用后，如果环出设备支持的像素分辨率超过编码器的处理能力，将自动降低

像素时钟，使图像可以正常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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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输入端口EDID
可以对设备的输入端口EDID进行以下处理：

查看输出端口EDID
显示输出端口连接设备的EDID。

说明：仅HDMI产品支持此功能。

“重置”：点击“重置”将当前端口EDID文件恢复为默认值。■

“导入”：点击后，从本地文件夹选择导入新的EDID文件。■

“导出”：点击后，输入文件名，导出EDID文件（后缀名为.bin）。■

“导出”：点击后，输入文件名，导出EDID文件（后缀名为.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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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

设备在联网后，自动检测并接入网络。如果联网失败，请手动设置IP地址。

1. 打开“手动设置IP地址 ”，输入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 服务器”。

2. 点击“应用”，保存配置。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点击“是”。

3. 验证：在Web浏览器中输入设置的IP地址，确认可以打开Web UI。

网络设置

在“网络设置”页签修改以太网、Wi-Fi、AP连接的设置。设备支持多种联网方式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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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设备可保存已成功连接过的无线局域网，支持手动修改连接的无线局域网，可保存16

个Wi-Fi登录信息。

修改Wi-Fi热点

1. 点击“更改...”，在“其他网络”中选择一个网络，输入密码。

2. （可选）点击“自动连接”，则下次设备检测到该网络时，会自动加入。

3. 点击“连接”。

手动添加Wi-Fi热点

1. 打开“手动设置IP地址 ”，输入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 服务器”。

2. 点击“应用”，保存配置。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点击“是”。

3. 验证：在Web浏览器中输入设置的IP地址，确认可以打开Web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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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连接设备，登录192.168.48.1，进行远程控制。

移动宽带

设备支持通过移动网卡进行推流直播。

“SSID”： 默认为设备序列号。■

“IP地址”： 设备AP地址固定为192.168.48.1。■

“子网掩码”： 固定为255.255.255.0。■

“关闭”： 关闭AP模式后，设备无法通过AP连接进行远程控制。■

修改密码■

“AP 密码”： 默认为序列号的后8位，如某设备序列号为A304210101001，则热

点密码默认为10101001。可设置为8-16个字符，包括A-Z、a-z、0-9、空格._-

+'[]()并且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束。

■

“IP地址”: 显示移动网卡分配的IP地址。■

“子网掩码”: 显示子网掩码。■

“网关”: 显示默认网关地址。■

“DNS 服务器”: 显示DNS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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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升级
设备默认支持在线自动检测固件版本，检测到新版本时，固件升级页签上显示 

。 可关闭在线自动检测功能。默认显示当前固件版本号。

1. 打开  开关，打开自动检测功能，设备联网时自动查询最新的固件版本。

2. 点击 ，手动刷新，查询最新的固件版本。

3. 点击“立刻升级”，设备自动下载、安装新的固件版本。

升级过程中，请勿切断设备电源或对设备进行其他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安装完成后，设备自动重启。

4. 验证：在“设备状态”或“固件升级”页签，查看设备“固件版本”，应为新的固件版本

号。

固件升级

设备支持联网检测并升级到最新的固件版本；通过手动添加升级文件，升级到指定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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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更新

1. 将设备固件拖拽到虚线框区，或“点击上传”选择固件文件。

从官网下载升级文件。

设备自动校验升级文件是否有效。校验通过后，自动加载文件。

2. 点击“立刻升级”，安装新的固件版本。

升级过程中，请勿切断设备电源或对设备进行其他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安装完成后，设备自动重启。

3. 验证：在“设备状态”或“固件升级”页签，查看设备“固件版本”，应为新的固件版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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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删除普通用户
使用管理员账号登录后，通过添加一个或多个普通用户，方便多人监视、使用同一台

设备。

1. 打开Web UI，使用管理员账号登录。

2. 点击进入“系统设置 > 用户管理”页签。

3. 点击“添加用户”。

4. 输入用户名、密码，并确认密码。

5. 点击“确定”。

6. 重复步骤3到5，添加多个用户。 最多支持添加15个普通用户。

7. 删除用户：在用户名下方，点击“删除”。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点击“是”。

用户管理

使用管理员账号登录后，可以对设备进行以下设置。使用其他账号无法进入此页签。

新建/删除普通用户■

修改用户密码■

用户名区分大小写，取值范围是3-12 个字符，包括A-Z、a-z、0-9和下划

线。

■

密码区分大小写，取值范围是1-32个字符，仅支持大小写字母、数字、下划

线和特殊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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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用户密码
设备支持通过以下方式修改密码

1. 修改当前用户登录密码：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用户名后的下拉菜单。

2. 修改任意指定用户的密码：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后，在“用户管理”页签中修改。

修改当前用户登录密码

1. 登录Web UI。

2. 点击右上角用户名后的下箭头图标 ，选择“修改密码”。

3.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密码、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密码区分大小写，取值范围是1-32个字符，包括A-Z、a-z、0-9和特殊符号

_~!@#$%^&*-+=。

4. 点击“确定”。

修改任意指定用户的密码

1. 打开Web UI，使用管理员账号登录。登录成功后，可以修改所有用户的密码。

2. 点击进入“系统管理”页签。

3. 将光标移至需要修改密码的用户，点击“重置密码”。

4.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密码区分大小写，取值范围是1-32个字符，包括 A-Z、a-z、0-9和特殊符号

_~!@#$%^&*-+=。

5. 点击“确定”。

56



查看设备信息

导出配置文件
需要获取售后服务时，提供配置文件能够为技术支持人员提供设备相关的信息。

1. 打开Web UI，使用管理员账号登录。

2. 点击进入“关于 > 报告”。

3. 点击“导出...”，获取HTML格式的报告。

4.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导出”。

关于

在关于页签获得设备维护相关信息。

“产品名称”： 显示当前设备名称，可在“通用设置 > 设备名称”中修改。■

“序列号”： 显示设备序列号。■

“硬件版本”： 显示设备硬件版本。■

“固件版本”： 显示设备固件版本，可在固件升级页签更新。■

“以太网 MAC 地址”： 显示设备以太网MAC地址。■

“无线网 MAC 地址”： 显示设备无线网MAC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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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开/关闭AP模式

设备默认打开AP模式，支持通过在WebUI的“网络设置 > AP”，打开/关闭AP模式

和修改密码。

能否设置一个直播平台用主码流，另一个用次码流?

可以。每一路推流都可选择使用主码流或次码流推流。

Ultra Encode是否支持同时推流到多个直播平台？ 直播时，使用的编码格式是什么？

主次码流均支持使用CBR(constant bitrate)或VBR(variable bitrate)编码。支持在

WebUI的“编码参数”中修改主次码流参数。

常见问题（FAQ）

使用相同推流协议的任务可同时执行，■

TS over RTP和TS over UDP可同时推流，最多同时推送6路。■

SRT Caller和SRT Listener可同时推流，最多同时推送6路，其中SRT Listener

不超过1路。

■

RTMP和RTMPS可同时推流，最多同时推送6路。■

HLS (push)/RTSP/NDI|HX2均只支持1路推流，不可与其他任务同时执行。■

58



忘记Web UI登录密码如何处理？

忘记管理员密码：设备通电状态下，按下复位孔至所有指示灯（除电源指示灯

外）同时闪2次，再松开复位孔松开即可。

此操作将导致设备丢失所有配置数据，请谨慎操作。

■

忘记普通用户密码：管理员账户登录后，在Web UI的“用户管理”页签中修改指定

用户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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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最新信息

如果您在使用美乐威产品时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技术信息，请访问以下路径：

技术支持

联系美乐威技术支持团队：

技术支持

TV：热门视频■

知识库: Ultra Encode■

优酷频道: 美乐威Magewell■

电话: 15365077036■

邮箱: support.cn@magewel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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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协议

有限保修服务范围

除非您和美乐威有其他书面约定，否则免费有限保修服务将从您出示的购买凭证上标示的日期开始执行。购买凭证可以为：订货合同、正式的销售收据或发票，以上凭证标示的

最早日期为保修期的开始时间。

免费的有限保修服务期限如下：

如何获得有限保修服务

1. 美乐威建议您先通过微信：“magewellsupport” 或邮件（support.cn@magewell.net）联系美乐威技术人员，以确定您产品的问题是否需要退回给美乐威维修。此过程美乐威

有可能会请您对问题产品的正反面拍照。

2. 如您产品的问题确定需退回至美乐威做进一步检查或维修，美乐威的技术人员会提供一个退回许可书给您。请您按照退回许可书中的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如产品属于一般维修：购买者将承担往返的运费、关税和保险费（如适用）；如产品属于第一次使用即有故障，则美乐威将承担运费。

3. 如美乐威在维修过程中需要更换零件，美乐威将根据情况，选择使用新的或修复的零件对产品进行维修。维修的产品能够正常运行及配件的性能不变，并能够在良好的工作

环境下正常运行，且至少功能上是等同于原始的一部分。更换下的零件成为美乐威的财产，为您更换上的部件将成为您的财产。

4. 如果产品在保修期内，美乐威将自行选择维修或更换。在更换的情况下，美乐威将根据情况，选择新的或修复的或翻新的产品进行更换。被更换的产品成为美乐威的财产，

为您更换的产品将成为您的财产。

5. 如果产品不在保修期内，美乐威将告知购买者是否能维修及维修所需费用，如购买者确定继续维修，美乐威将在收取购买者相关费用后安排修理或翻新或更换零件；如购买

者放弃维修，美乐威将按照购买者的选择退回产品或销毁产品。

6. 更换或送修的产品，保修期为下列期限中的较长者：（1）被更换产品或送修产品保修的剩余期限；（2）更换或维修之日起90天。(该延长保修承诺仅针对已维修的部件)。

7. 维修服务周转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产品本身。

查看完整有限保修条款，请访问：cn.magewell.com/quality-assurance。

Ultra Encode系列的有限保修服务期限为贰（2）年；■

随产品附带的线缆和电源适配器的有限保修服务期限为壹（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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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版权所有 (c) 2023 南京美乐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包括影印，录制或其他电子或机械方法）复制，分发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除非在简短引用的情

况下在版权法允许的严格审查和某些其他非商业用途中使用。

商标

关于此文档

HDMI、HDMI的标志和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是HDMI Licensing LLC公司注册的商标；Windows是微软的注册商标；OS X、macOS 为Apple Inc.的注册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持有人的财产。■

本文档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实物为准。■

用户请根据文档说明进行操作，因违反手册说明造成的损失，请用户自行承担。■

如果PDF文档无法打开，请将阅读工具升级到最新版本或使用其他主流阅读工具。■

本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文件中任何信息的权利；修订后的内容将添加到新版本中，可能不会事先通知。产品的某些功能在修订前后可能略有不同。■

本文档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内容、与产品功能和操作的不一致或印刷错误。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

在产品随附的明确保修声明中，已阐明Magewell产品的有限保修服务内容。本文档中的任何信息均不应被视为构成额外保修。Magewell不为本文档中包含的技术或编辑错误

或者疏忽承担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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