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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总结

功能上：直面行业痛点

性能上：产品稳定，满足7*24小时工作

用料上：选择好的原材料、更严格的来料管控

生产上：自动化智能生产，标准化流程

服务上：运输的可靠性，满足安装和售后

        LCD拼接屏经过十年的飞速发展，技术成熟稳定，在安防监控、指挥中心、会议中心、展览展示、商业显示等多个行业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成为了液晶显示领域重要的板块。

        LCD拼接屏从出现开始，中国市场就是全球需求量主要市场之一，经过产业链多年的共同努力，LCD拼接屏经历了从全

进口，到全国产的过程，无论是厂商实力还是整体体量，都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让中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LCD大国。LCD正

解锁更多的应用场景，向着商显场景大步前进，而这离不开对LCD拼接屏的深刻理解和思考，更离不开整条产业链的共同进

步，如何让LCD拼接屏产业更健康、更快速地突破瓶颈实现长足发展，是龙头企业责无旁贷之事。

        基于此，我们制作本白皮书。希望通过这个载体，让从业者、关注者、投资者、需求者得到有价值的产业信息，为LCD

拼接屏产业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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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相关定义与解释

       为满足不同行业、场景需求，LCD拼接屏采用工业级面板、电源和主控板，满足7*24小时开机的长时间使用要求，支

持多种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接入，如： VGA、BNC、SDI、DVI、HDMI、DP等。

LCD拼接显示术语 定义与解释

液晶显示器

视频图形阵列是模拟信号的显示标准

复合同步视频广播信号，其包含色差（色调和饱和度）和亮度（光亮）信息

数字分量串行接口

是一种视频接口标准，设计的目的是用来传输未经压缩的数字化视频

是一种全数字化视频和声音发送接口，可以发送未压缩的音频及视频信号

视频电子标准协会（VESA）标准化的数字式视频接口标准

Open Cell的简称，即液晶面板

指双边拼缝为5.3mm产品

指双边拼缝为3.5mm产品

指双边拼缝为2.5mm产品

指双边拼缝为1.7/1.8mm产品

指双边拼缝为0.88mm产品

分配器，信号分配装备

指电子产品工作会对周边的其他电子产品造成干扰

美国保险商试验所作出的认证的简写

德国TUV专为元器件产品定制的一个安全认证标志，在德国和欧洲得到广泛的接受

尼特是亮度的单位，1nit=1 cd/㎡。亮度是指发光体（反光体）表面发光（反光）强弱的物理量

区域调光

显示器亮度不均匀，造成各种痕迹现象

LCD

VGA

CVBS

SDI

DVI

HDMI

DP

OC面板

SNB

UNB

TNB

ENB

RNB

Splitter

EMI/EMS

UL/cUL

TUV

3C

T-con板

nit

Local Dimming

Mura

是中国政府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
品合格评定制度

时序控制电路，将主板送来的LVDS数字信号在逻辑板时序控制并转换出液晶屏玻璃基板所需的
行列驱动数字信号

第  章 行业概述1

LCD大屏幕拼接显示系统就是指采用LCD作为主要显示媒介的显示系统，其主要表现为：

LCD显示系统，大屏显示系统支持各种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接入显示，通过控制软件操作控制设备对已选择需要上墙显

示的信号进行显示。

LCD拼接屏采用专业工业级面板、电源和主控板，满足7*24小时开机的长时间使用要求。

LCD拼接屏采用专业显示图像处理芯片，在画质增强，一致性显示、场景显示上具有独特的表现效果。

LCD拼接产品产业链

LCD拼接产品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可分为整机厂、板卡厂、驱动芯片、显示屏以及终端的集成商和安装商等。

整机厂商需具有从关键器件选型到设计、生产，参与供应链各个环节的能力，且在关键工艺上均有产业布局及设计能力。

电源

生产
麦格米特、奥源

主板

生产
海康威视、金锐显

驱动

芯片
联发科、联咏

支架

生产
专业的钣金供应商

专业

安装商

背板

生产

液晶

面板

整机

生产
海康威视、
大华股份

品牌

商

海康威视、大华
股份、宇视科技、
三星、LG

专业安装服务商专业的钣金供应商

BOE、LG、华
星光电、群创、
AUO、惠科

拼接屏

·所提及厂商不包含行业中所有厂商，厂商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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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缝、尺寸、分辨率、亮度、接口、功能大概经历了如下一个变迁过程：

       液晶拼接作为终端的显示设备，1080P仍然为主流显示分辨率。而随着近几年4K技术的不断完善，在家用的电视领域已

经有不少品牌开始量产支持4K片源的电视，在液晶拼接屏领域，4K监控设备已比较常见，故4K分辨率拼接屏也应运而生，具

备替换1080P的潜力。

        液晶拼接屏的另一个技术指标是双边拼缝。从一开始的6.7mm拼缝，到后来5.3mm，到2021年主流的3.5mm拼缝， 

1.7mm和0.88mm拼缝，技术的进步快速推进拼缝不断变小，整体效果也越来越好。 系统融合互通

LCD拼接产品发展史

 LCD拼接产品规格变化

拼缝演变

       液晶拼接屏的接口也是随着产品分辨率和信号传输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的，早期主要是BNC、VGA等模拟信号，后来随着

高清和4K的出现，数字信号接口的使用占比越来越高，HDMI1.3/1.4逐渐升级为HDMI2.0，DP接口的使用也逐渐增多。

        随着液晶拼接屏产品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背光技术发展，产品亮度也从450-500cd/㎡，逐渐丰富，出现了700-

800 cd/㎡高亮度的产品，随着miniLED背光技术的出现，后续会有1000 cd/㎡超高亮度的产品出现。

LCD拼接屏发展

尺寸

拼缝

分辨率

亮度

接口

显示效果

46

宽边≥10mm

HD

标亮

不关注

46+47+55

窄边6.7/5.3mm

FHD

现场人工靠经验调整

UNB3.5mm EXNB/RNB＜2mm

借助绿蜘蛛等工具
现场简单调整

超高亮

产线采用专业设备
统一校正

发展阶段一 发展阶段二 发展阶段三 发展阶段四

46+49+55+65

FHD+UHD

标亮+高亮

模拟信号、低速数字信号 高速数字信号为主

      液晶面板是LCD拼接屏核心模块之一。拼接屏产品由于其特殊的应用场景和环境，面板需要特殊的技术和工艺； 从2009

年三星首次推出超窄边拼接产品的上市，为用户提供了震撼的大规模拼接显示画面体验，至此液晶显示产品拉开了超窄边时

代的帷幕。随着新应用场景的不断出现和丰富，市场容量的逐步扩大，三星引领其他面板龙头（LGD，AUO）积极扩大研发

投入，各面板厂在后来的10年中相继推出SNB,UNB,ENB及RNB的极致超窄拼接显示产品。2020年以后，随着国内技术的

突破，以海康、BOE、CSOT等龙头企业为代表在拼接市场规模性扩大和多场景应用下能够给市场添加更多活力和服务。

LCD拼接屏面板产业链变化

相当于0.5个硬币的厚度

0.88mm

面板产业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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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D拼接屏既能单独作为显示器使用，又可以拼接成超大屏幕使用。根据不同使用需求，可实现变大或变小的百变大屏

功能。行业应用广泛，可用于政府、公安、能源、交通、工商企业等；应用功能广泛，涵盖监控指挥、视频会议、信息发布

等。不管用在哪种场景下，拼接屏通常需要支持以下基本功能需求：

市场需求简介

第  章2 市场需求分析

        LCD拼接屏除了需要满足以上基本功能需求外，在各种应用场景下仍需要具备各自特色的应用需求，以满足市场的使

用要求。

        拼接屏应用在智慧城市等指挥中心时，用于展示业务图表、调度信息等，比如在公共交通调度部门，使用拼接墙可以同

时显示很多画面，从而对各个路段的交通状况都一目了然，便于指挥调度。

       指挥中心拼接墙对屏幕显示内容的清晰度要求较高，同时需要拼缝越窄越好，减少拼缝对视觉效果的影响。

典型应用场景需求

指挥中心

典型场景——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场景解决方案主要由前端摄像头、解码设备、存储设备、拼接屏、交换机和集中管理系统平台等组成，通过拼

接屏展示业务数据，方便工作人员观察整体情况，发现异常及时作出调整。

指挥中心解决方案拓扑图

可实现多屏拼

接放大和单屏

显示功能
可接入常见

的数字、模

拟等信号源

支持显示画面

亮度、色彩等

显示效果相关

参数的调节

支持单屏

和多屏幕

集控功能

支持设备信

息查询、升

级、复位等

设备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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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接屏应用在会议室时，一整面拼接墙用于电脑投屏，展示一个单信号源画面，用于PPT演示或者其他文档资料演示。

PPT、Excel等文档整体颜色偏浅、有大幅白色画面，且会议室观看距离近、角度范围较大，因此对单一拼接屏内部色彩的

均匀性、屏与屏之间色彩的一致性要求极高；同时会议室显示内容以文字为主，整墙投屏存在缩放，对显示内容的清晰度也

有较高要求。同时屏幕宜具有信号自环通及自拼接功能，满足内容上墙显示。

会议室

        拼接屏应用在监控中心，显示监控画面时，基本是单屏监控画面或者多画面分割显示。监控中心一般空间不大，观看距

离较近，对显示画面清晰度要求不高。但是监控中心需要不间断显示监控点位的画面，同时需要能有效看出实际场所的真实

情况，不能有失真。监控中心需要实时显示，产品需要满足7*24小时运行且具备防灼烧功能。

监控中心

典型场景——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主要由前端摄像头、解码设备、存储设备、拼接屏和管理系统平台等组成，用于实时监控多个场所的具体情况，

以便发现紧急问题时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同时存储设备保存的视频录像也经常会被用来作为佐证材料。

监控中心解决方案拓扑图

典型场景——会议室

会议室场景解决方案主要由信源设备和拼接屏组成，通过拼接屏信号自环通功能实现单信号源拼接放大显示。

会议室解决方案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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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接屏应用在展厅或者广告栏时，同样是一整面拼接墙用于展示单一画面，用来播放广告视频等宣传资料。展厅空间较

大，观看距离远，光线明亮，整体效果需要美观大方，展示内容需要抓人眼球，因此注重视觉冲击、关注画面色彩艳丽度。

减少运动画面撕裂，满足展览展示竖屏应用。

展览展示

典型场景——展览展示

       展览展示场景通用解决方案主要由信源设备、拼控设备和拼接屏组成，如果拼接屏本身支持多级信号环通功能，可以省

去拼控设备，以降低整体方案成本。然而，我司除了拥有上述通用解决方案能力外，还能通过超高分服务器搭配拼接屏即可

完成多种分辨率的拼接显示。同时还可以搭配业务平台软件对所有屏幕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给用户带来便捷的人性化操作

体验。

展览展示解决方案拓扑图

        拼接屏整机需具有7*24小时运行、高能效、高抗电磁干扰、高散热、防潮防尘等能力；具备高清显示、窄拼缝和减少

低灰漏光等显示效果。

       高性能和多种多样的用户需求要求拼接屏在关键器件设计上具有更高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功能多样性。

主控板方案

第  章 拼接屏关键器件技术3

        主控板在拼接屏中体现出重要作用，是拼接屏运行的核心。其帮助拼接屏实现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声音处理等多种功

能的同时，它也能使拼接屏接收和分析各种指令后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电路模块，以实现丰富多样的功能。拼接屏目前的功

能实现和后续的发展都需要主控板高性能的支持，以满足拼接屏对显示效果的高追求。

丰富多样的输入接口

       拼接屏主控板应具有显示处理器芯片、图像处理芯片、Splitter芯片、存储器、输入信号接口等器件以满足客户各类需

求。此类方案需要厂商有较强的研发能力，通过图像处理芯片、Splitter芯片的加持，可大大提高显示效果和客户体验度。

显示处理器芯片搭载扩展芯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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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不同场合要求，拼接屏电源方案在基于高可靠性的同时，还需满足数字化、节电环保化、小型轻量化等发展趋势和

要求。标准拼接屏电源的选择需确保设备工作的稳定性，避免因环境温度变化造成电源的减额输出，导致设备无法工作，器

件受损等问题。

       另外，在满足电源负载功率应不高于其80%额定功率，效率不低于85%（Full load）的同时，也要满足下列行业标准、要求：

结构方案

       拼接结构在设计上应兼容考虑面板外形、主控板、电源板、恒流源板、T-CON，使得各个部分有序地分布在整机内。

在拼接应用场景中，结构上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散热、防尘、可维护性等特性。 整机结构设计应采用分层设计，这种设计将

主控板、电源板与面板隔离；为保证散热，在结构背面顶部设计两个低噪声风扇。设计维护区域，并将主控板与电源板集成

在维护区域中，具有更好的可维护性——主控板或电源板维护时，实现不取屏幕直接维护。在面板四周背面使用黑色薄膜进

行保护，达到防止灰尘进入目的。 为了保证良好的尺寸精度，拼接屏结构零件应采用模具冲压加工成型，并对不同类型的模

组进行适配设计。表面处理应充分考虑电磁屏蔽效能，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整机结构爆炸图

电源板方案

        拼接屏电源的功能主要为系统提供必要的工作电流，保证屏体正常显示，是显示屏重要的组成部分。

        拼接屏电源核心元器件主要包括开关控制器、电感器、开关元器件、反馈电阻、输入滤波器件、输出滤波器件等。

开关电源的基本框图

EMI相关标准：CISPR13、EN55013、GB13837、FCC PART13

EMS相关标准：GB17626、IEC/EN61000）

安全性

UL/cUL

TUV

CE

3C

CB

EMI（电磁干扰）

传导干扰度

辐射干扰度

EMS（电磁抗扰）

静电抗扰度

脉冲群抗扰度

雷击浪涌

电压跌落

环境温度

满足高低温场景要求

环境湿度

满足高湿场景要求

海拔高度

满足高海拔场景要求

环境

RoHS

功率开关管
及高频变压器

输入
整流
滤波

输出
整流
滤波

输入保
护电路
和EMI
滤波器

90~264V

PWM
控制电路

电压反馈
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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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方案

       拼接屏模组是LCD拼接屏的关键器件，承担了拼接屏的显示功能，包含了液晶面板，背板和背光源等部分；决定了拼接

屏的显示效果、拼缝、亮度、寿命等关键参数。

       拼接屏模组采用的是专业拼接液晶面板；区别于普通TV产品的液晶面板，拼接屏的液晶面板净屏占比更高，以实现更窄

的拼缝效果，且具有7*24H的工作特性；拼接屏产品的使用以拼接墙的形式呈现，且使用距离较远，因此要求拼接屏采用高

亮度和高均匀性的产品，普通拼接屏亮度一般为500nit，显示亮度低时，图像效果会有失真现象；为满足拼接墙的用户需求，

拼接屏需拥有高均匀性特性（均匀性≥85%，区别于普通显示产品的均匀性75%以下）；拼接屏具有超窄拼缝的特点，其背

光源采用直下式LED背光，拼接屏中LED的特性是使用寿命的重要指标，其LED采用区别于普通背光产品的LED芯片和工艺，

拼接屏使用的LED效果更稳定，寿命可达到5W小时（区别于普通显示产品的寿命3W小时）；

       为了解决液晶面板功耗过高，对比度不足的问题， LED驱动采用Local Dimming技术，相比传统的TV产品，

Local Dimming的对比度更高、显示效果更好。尤其是直下式LED背光搭配Local Dimming技术，可大幅度降低电量、提高

显示画面对比度、灰阶层次等。

        模组背板是整个拼接模组的骨架，承担了拼接产品的结构稳定性和产品可靠性；模组背板强度稳定，保证产品在生产、

运输和安装过程中不易变形、长期使用散热好，显示效果稳定；模组背板的精度高，可保证产品拼接效果好，减小缝隙

进灰等问题。

        随着拼接屏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液晶模组以及芯片方案的飞速发展，用户对拼接显示产品的显示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需

求，如显示效果一致性矫正、场景显示效果智能适配以及用户使用便捷性等方面。无论是作为单独的显示单元，还是组合拼

接的超大显示屏幕，在软件功能上我们都顺应市场要求进行了开发设计，能够发挥拼接屏的使用价值。

拼接技术

第  章 拼接屏显示技术4

       拼接屏在通用使用场景中应具有设备控制、图像参数调整、色温调节、信号通道设置、背光设置及参数保存恢复等基础

软件功能，针对特殊使用场景，拼接屏应具有状态监测、级联自拼接、同步显示等功能。

       拼接显示场景中，拼接显示单元应该具有拼缝补偿功能，用于消除因物理拼缝导致图像错位现象，错位现象如图，通过

将每个拼接屏的图像分别向四周拉伸放大来弥补物理拼缝无法显示。

拼缝补偿

拼缝错位local dimming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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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接屏中，设备采用图像自动分析调整技术实现显示增强效果，且支持设置不同等级增强效果。用户只需根据自己的使用

习惯设置显示效果增强等级，设备即可根据可以根据图像内容自适应的增强显示效果，突破单屏显示晴天画面过曝、黑夜画面

过暗的瓶颈，完善细节显示。

       常见的拼接墙场景中，一般需要借助分配器或拼控器将信号传输到每块屏实现多屏显示，对于用户来说增加成本投入。应

对这种场景，拼接屏应具有16级及以上的4K、2K信号级联功能，能够替代拼控器实现简易的会议、商用等自拼接使用场景。

如下图3*3拼接规模的场景中，只需一台源端主机和几根信号线便可实现拼接墙的应用。

信号级联自拼接

3*3信号级联自拼接场景

       拼接使用场景中，应满足对每个显示单元进行独立或统一控制，通过给拼接墙中的每个显示单元分配自己的ID，实现显示

单元单独或统一控制，为拼接提供灵活的用户交互体验，拼接显示系统应具有自动ID配置的，并可根据ID控制单台或多台显示

单元。

       传拼接显示系统应该将拼控、综合平台等常用拼接显示设备与拼接屏集成交互控制，用户只需通过一个控制系统实现：源

和大屏的高度集成智能化控制与信息获取。

       高度集成的拼接显示系统，可通过前端摄像头、拼控器、解码器等设备匹配，匹配场景。

拼接集成控制

       在常见的竖屏安装拼接显示的场景中，拼接屏都不具有图像旋转功能，需要通过源将画面90°或270°旋转。这种方式

会将分辨率压缩，导致画面拉伸变形和失真。或者通过超高分服务器输出多组设定好的画面给拼接屏实现竖屏显示。

       通过屏幕自身算法实现输入画面旋转功能，可以简化对源设备旋转的要求，只需输入常规分辨率视频信号就可通过拼接

屏旋转和自拼接显示，示意图如图。

拼接画面旋转

简易竖屏拼接

       由于液晶显示特有的刷新显示方式，导致在同时拼接显示一个视频时，上下拼缝处的刷新时间相差一帧画面，如果显示

左右快速移动的画面时，就会有图中所看到的拼缝处错位的现象。常见的不同步问题主要依靠信号源的延时来解决，但延时

时长和显示位置关联性比较强，往往达不到同步显示的效果，通过软件控制每个拼接屏的行同步技术可有效解决快速左右移

动等类似场景下出现的错位问题。

信号同步控制

运动画面，拼缝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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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显示

       为满足用户对于不同使用环境、不同使用目的、不同视觉偏好的显示需求，研发工程师根据市场上大量终端用户的需求

反馈，并对用户使用素材进行整理分析后，总结出了常用的场景模式，并对各模式中的图像参数进行反复调整推敲，最终确

定了各场景模式下的预设参数。

       用户通过一键式的模式切换对图像模式进行切换选择，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行选择标准、影片、汇报、监控、用户等场

景模式，各场景模式的预设参数生效，使显示效果达到当前场景的状态。

场景设计

标准模式

       标准模式：此模式为默认模式，适用于日常基本的多场景模式。在不损失画面细节、还原图像色彩的的前提下提升了整

体显示效果的鲜艳程度。在客户不进行图像模式切换的情况下，即可以观看到艳丽明亮的广告宣传片，又可以清晰观测到监

控画面的显示细节，对文字边缘的清晰程度也可以很好的适用。

影片模式

       影片模式：适用于商场等播放色彩鲜艳亮丽画面的场景，如展厅或广告栏等。有着色彩鲜艳透亮及较强的对比度感的视

觉体验，可以吸引观看者眼球。推荐用于广告片，媒体宣传片，演示片源等播放场景。

      另外，当处于外界光照较强的环境中，如晴天的窗边、开灯的室内、白天的室外等场景时，或个人视觉偏好为高亮、高

饱和度、高对比度的终端用户时，也推荐使用此图像模式。

左侧为影片模式效果，右侧未处理效果

       如上图右侧的显示效果，未经过针对高亮、高饱和度、高对比度的效果处理，整体画面显示较暗淡，颜色不够鲜艳。

       对比可见，左侧影片模式下针对高亮、高饱和度、高对比度进行了效果处理，整体画面鲜艳生动，在播放广告片等宣传

影片时更抓人眼球。

左侧为影片模式效果，右侧未处理效果

       市场上现有显示效果如上图右侧所示，对比产品可见，两者显示效果的明亮度基本一致，在鲜艳度上，左侧系列产品略

胜一筹。

图像模式

标准模式

影片模式

汇报模式

监控模式

推荐典型场景

指挥中心等大多数场景

展厅、广告栏

会议室

监控中心

效果提升点

一致性、还原细节、鲜艳亮丽

一致性、色彩鲜艳亮丽

均匀性、一致性、文字清晰度提升

还原细节、真实不失真



汇报模式

       汇报模式：适用于会议、汇报、教学、日常办公等显示文字较多，如会议室等对画面及文字清晰度要求较高的场景。在

播放文档或PPT文件时，对画面整体通透性及文字边缘进行了优化处理，使文字显示更加清晰自然，提升用户观看体验。

左侧为汇报模式效果，右侧未处理效果

       市面上右侧的显示效果，未经过针对文字边缘的效果处理，画面整体通透性较差。深蓝底色的黑色“nice”，可以明显

看出右侧未进行优化的文字边缘不清晰，有白色重影，显示效果较为模糊。

       对比产品可见，左侧汇报模式下针对文字边缘进行了优化处理，无勾边重影现象，文字显示自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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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监控模式效果，右侧未处理效果

       在专业的灰阶测试图测试时，产品对比可见，两台机器灰阶都可以清晰区分，但其他高端产品灰阶整体偏蓝，部分灰阶

有过渡不良问题。

监控模式

      监控模式：适用于监控画面的显示场景，如监控中心等。此模式针对画面的亮部和暗部细节进行了优化。在播放监控画面

时，用户即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近灯光处或正午阳光下的细节没有过曝，也可以清晰地观测到夜晚等光线不足场景中的讯息。

左侧为汇报模式效果，右侧未处理效果

       市面显示效果，在夜间有灯光的监控画面下整体画面显示泛白，模糊不清，白色货车的车牌号无法识别，灯光处细节无

法显示。

       对比产品可见，左侧监控模式下针对夜晚暗场景进行了优化处理，画面显示自然清晰，即使在灯光下的细节也清晰可见。

左侧为监控模式效果，右侧未处理效果

       在摄像头实拍的监控画面测试时，被用户广为认可的高端产品整体显示过于艳丽，使得楼梯部分装饰红布的褶皱消失不

见，红墙显示偏色不自然。对比可见，左侧整体显示自然清晰，很好的还原的实拍场景的真实效果，场景细节清晰可见。



       拼接墙由单体拼接而成，通常情况下，拼接上图后，整个画面色彩斑斓，无法达到一致的显示效果。该问题由制程、材

料等导致，如“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道理。

Mura原因分析

第  章 拼接一致性5

        拼接屏色差根据表现可分为屏内mura和屏间色差现象；

        Mura现象为同一块屏局部亮暗不同，造成屏内mura的原因通常有：膜片厚度、异物、背光不均、偏光片不良、挤压等；

屏内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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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缝调节

       拼接屏拼缝指的是在屏幕拼接后，屏与屏之间的边框的宽度，通常以毫米测量计算。拼接屏拼缝大小直接影响着画面的

显示效果。拼缝调节方式包含左右-上下之外，还有前后调节，从而保证所有屏幕在一个竖直平面上。

       良好的拼缝调节结构必须包含，上下-左右-前后六向无极调节。因为大楼常常处于低幅震动，拼接屏的支架的拼缝调节

挂钩应具有锁定结构，保证在低幅震动的环境中，屏幕不会下沉导致产生挤压。

       拼接屏壁挂场合下，为了实现拼缝便捷调节及装修包边效果，常使用前维护支架。超窄拼缝拼接项目，为了实现更好的

拼接效果，常使用电动前维护支架。电动前维护支架常采用静音电机，屏幕作为人机交互口，通过控制系统及光电开关进行

前后精准开合控制。

拼缝电动微调方案

异常显示
一种拼缝六向调节方案



传统手动矫正

        传统方法依靠人眼对于整个屏幕的色差进行调整，也会有部分厂商出货前搭建拼接环境，去做屏幕挑选。这些方法仅能

解决部分画面偏色，对于屏幕内部Mura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有屏幕损坏问题，这些方式解决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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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间色差为不同屏之间的颜色差异，造成屏间色差的原因通常有：模组生产的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液晶玻璃的批次等；

屏间色差

自动化矫正

        针对屏内mura和屏间色差设计了一套自动化校正方案，包括屏内mura校正方案、屏间色差校正方案，在屏幕出厂前尽

量削弱色差及显示斑块问题。

       通过图像采集，获取图像数据，分析屏幕内部Mura情况，计算出补偿，补偿数据写入图像处理芯片中。通过控制子像素

的电压，控制每个像素液晶分子的翻转情况，进而控制不同像素的透光量，实现对于mura的补偿，得到较为均匀的显示画面。

mura校正方案

        屏间色彩一致性校正通过采集到屏幕的色彩数据，将各个屏幕视觉效果整到统一标准，得到较为一致的显示效果。

屏间色差校正方案

        通过上面的矫正流程，使得屏幕灰阶过渡均匀，清晰可见，且色坐标集中性相比较模组来料提升15倍，整机亮度提升

25%，带来的更加一致的显示效果。



       拼接屏产品对生产制造有着较高的要求，基于其产品特性，生产制造核心模块包含三个部分：制造工艺、质量管控和生

产过程执行(MES)系统。

制造工艺

第  章 生产制造工艺6

制造工艺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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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矫正效果

一致性开启效果

矫正前效果

       自动化生产线：拥有自动化流水线并配备自动化设备，如：机械手，自动螺丝机等，完成装配，老化，校正，测试，包

装整个生产流程。通过开发自动化测试设备，运用标准信号源对拼接屏进行自动化测试，将生产测试简易化/标准化/规范化，

同时解决人工测试漏失的品质风险。

       拼接屏面板个体显示差异会造成拼接显示色差，影响整屏显示效果。为确保产品显示一致性，通过专有技术对每台产品

进行自动校正，确保出厂产品显示一致性，保证产品拼接的显示效果。

       相比较工作台和人工流水线模式，自动化生产线虽然设备成本投入及维护费用较高，但是人工成本投入低，同时在产品

的稳定性、一致性及可靠性上优势明显。

制造工艺形态



关键物料采集流程

27 28

实验室及国家资质

生产过程执行(MES)系统

       生产车间线头配备数据看板，对生产状态进行透明化展示及管理。让相关人员实时了解当前的生产状况，同步针对异常

的生产数据，及时作出相应纠正措施，以此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数据看板

产品质量管控体系及合规

       工厂对拼接屏产品线进行全流程质量管控，包括来料质量管控、制程质量管控和出货质量控制，合格的供应链需要通过

多种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质量管控

供应链认证体系

       产线通过MES系统进行生产工序站点核对，规避生产工序漏失问题。同步采集关键物料（模组面板、电源、主板等）序

列号信息，与成品序列号进行绑定，满足质量问题分析时快速定位不良批次。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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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中，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同样重要。良好的服务体系应具有专业的平台、服务人员、数字化工具等，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快速、高效、高质量的完成项目交付及产品售后保障。

      拼接产品项目实施分为项目需求，方案设计，下单生产，物流发货，项目交付，还有售后保障。本章节我们从方案设计、

物流运输、项目交付、售后保障这几个阶段来介绍项目服务，规范产品服务体系。

第  章 拼接项目服务体系7

项目方案设计

       持证上岗的拼接屏交付工程师对环境进行详细的评估。评估包括屏幕安装环境特性、屏幕安装位置区域后期环境情况、

屏幕安装位置区域平整度和承重性情况，给出安装整改意见。专业人员按照标准服务流程展开工作，输出全面详细的数据，

填写勘测表、LCD大屏施工环境告知书给客户签字确认。

      自行开发的数字设计方案预演软件，对于现场环境简单的项目，可以快速生成电视墙图纸方案，给客户提供即时可视化

图纸服务。现场勘测完成，当场出图确认，快速高效的完成拼接屏电视墙方案设计。

现场勘测

       显示产品的应用与现场环境息息相关，所以在方案设计时，要先进行现场勘测，再做拼接屏支架图纸设计。

显示项目服务体系

       拼接屏支架应保证良好的刚性与精度，以确保拼接屏在安装与使用过程中，显示更好的拼接效果。常见的拼接屏支架常

用钣金来折弯预制而成，其良好的刚性，较好的外观，满足灵活的定制要求等特点，是拼接屏支架的主流采用模式。其材料

上多选用优质冷轧钢板，根据现场不同客制化需求，定制设计不同样式，在专业钣金工厂中加工成不同零部件，发往现场组

装而成。良好的支架设计及加工，应充分考虑钣金料厚及表面处理质量，以保证拼接显示及整体外观效果。

配套支架方案

物流运输服务

       物流运输是显示项目中的重要一环节，因为屏幕属于重型易碎品，对物流的要求比普通产品更高，拼接厂商应具有标准

完善的物流管理制度，专业可靠的物流信息平台，实现物流运输可视化，管控运输风险，以保障项目的顺利交付。

       运输服务，从提货、运输、到签收、验货，最后还有客户回访。整个物流运输阶段，客户可实时查看物流信息，突发情

况有专业的应急预案，到货后物流规范卸货搬运到指定地点，有专业服务工程师预约上门验屏，并且有客服回访服务质量，

倾听客户意见，全程给客户打造一个良好的服务体验。

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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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交付实施与验收

       项目交付实施和验收需要具备过程管控能力，一旦有违规操作，有据可依，追责到人，实现管理服务高效化、透明化，

从而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

售后服务标准

产品售后保障服务

       拼接产品必须有唯一的序列号（条形码），且可通过唯一验证码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定期项目巡检服务：对拼接屏的使用环境、安装效果、硬件状态进行检查，提前告知预警可能存在的隐患并及时介入整

改，对客户再次宣导保养注意事项，以降低项目风险概率，保障产品长期稳定运行。

       为满足用户多场景应用需求，拼接产品在功能和性能上的要求日益增强。从设计、制造、生产、售后每一环节都要有严

格的质量把控标准。

第  章 总结8

功能上：直面行业痛点

       功能上不仅仅是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还应直击行业痛点，给用户带来实实在在的产品价值。

应用场景对应解决方案

场景

会议室/报告厅

指挥中心

监控中心/会议

室/宣传栏多用

电视墙色差

监控时图像失真，广

告时图像不够艳丽

设备多，控制复杂

针对应用场景设置图像

参数，并且可一键切换

集中控制，通过平台软

件管理控制设备、管理

电视墙

展览展示

小型拼接场景

快速运动画面不同步 每一帧图像都同步

单画面显示，配单复杂 屏幕支持信号环通，屏幕
内置简易拼接功能单元

出厂前做色彩和亮度校正

痛点 设计和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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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21年最新统计数据，70%拼接屏都应用在监控中心、指挥中心，这些场景下， 7*24小时不间断工作、产品稳定
是标准需求。

性能上：产品稳定，满足7*24小时工作

稳定性影响因素

静电放电抗扰度

浪涌抗扰度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辐射抗扰度

传导抗扰度

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

工频磁场

高低温

设备防尘

设计要求

ESD防护器件

电源/信号端口防护

电源线、讯号线防护

电源线、讯号线防护

电源线、讯号线防护

储能电路      UPS

器件防干扰、减弱干扰源、切断传播途径

低噪音风扇、高性能散热片、原材规格把控

无尘室生产、结构缝隙严格管控、安装环境除尘

产品稳定性影响因素

       好的产品不光是有好的设计，用料是基础的环节之一，否则只能徒有其形。

用料上：选择好的原材料、更严格的来料管控

部件

面板玻璃

LED背光

模组背板

结构

芯片

线缆

电源板

板卡方案

设计要求

采用工业屏，满足7*24小时使用

≥5W小时使用寿命

采用冲压模，公差更小，拼接效果较好，降低了缝隙进灰风险

芯片集成度高，稳定可靠

环保满足RoHS2.0，阻燃满足VW-1要求，温度等级要求高

电源板满足认证要求，效率更高、节能

驱屏芯片+图像处理芯片

产品用料设计标准

材质厚度≥0.8mm，保证在生产、运输、使用过程中不容易变形，减少边

框不平整、漏光、灯影、碎屏等问题，同事保证导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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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设计稿做出来的样品，不等于批量产品，而好的产品，需要确保每个用户购买的产品，都能达到样品的水准。批量

产品质量管控，离不开产线标准化流程，自动化智能生产过程。

       自动化产线，主要配备机械臂,螺丝机，自动化测试/校正及MES系统，完成装配，老化，测试，校正，包装整个生产流

程。人工生产存在的产品一致性差，人为操作漏失，测试标准不量化问题，通过自动化线体可以完全规避解决。同时，智能

制造提升效率的基础上，降低人员技能依赖，解决目前制造工厂面临的作业人员短缺及流动性大问题。通过MES系统，可以

实时监控生产过程，及时处理生产异常，并实现关键数据（面板，电源，主板）采集绑定，以供后续质量问题追溯。

生产上：自动化智能生产，标准化流程

       拼接屏作为一款较贵重的易碎产品，又多作为面子工程，对运输可靠性、安装便捷性、售后及时性，都有较高的期望。

服务上：运输的可靠性，满足安装和售后

运输

安装

售后

运输保险，专业的装车卸货服务；

叉车作业，降低搬运风险；合规的仓储条件，滞留产品存储有保障

专业认证服务工程师上门勘测和施工；详细的勘测数据，图纸方案更

契合现场环境

服务网络健全，可快速响应，快速解决

售后人员经过专业技术认证，高效沟通

阶段 实施要求

服务运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