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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硬件连接 

一般情况下，C3 控制卡与电脑和显示屏硬件连接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硬件连接示意图 

1. 连接设备 

 用排线把控制卡、转接板（HUB 板）和显示屏连接起来； 

 注意转接板上的指示箭头（↑）要与控制卡上箭头方向一致；（如果是单

排排线，注意要接板子上的 HUB1 接口） 

 确保排线接口方向正确； 

 保证连接紧密牢固。 

2. 连接网络 

 给控制卡接上网线（交叉、直连网线均可）； 

 可以将控制卡与电脑直接连接； 

 也可以将控制卡接到路由器，通过路由器与电脑相连。 

3. 连接电源 

 控制卡支持 4.5V-6V 电压工作； 

 接通电源后，正常情况下，控制卡上的电源指示灯长亮，运行和显示指

示灯均匀闪烁，异常指示灯不亮，网口上的指示灯亮起。 

4. 扩展板连接 

C3 控制卡支持 384*256 的带载面积，但普通的转接板只支持 8 组排线

输出（即通常说的 8 个高），当要扩展成 16 组排线输出时，需要连接扩展

板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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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带扩展板硬件连接示意图 

控制卡的 HUB1 和 HUB2 接口分别一个 50PIN 的宽排线与扩展板连接，

扩展板上再插上通用的 HUB 板，即实现了排线接口从 8 组扩展到 16 组的目

的。 

注意，控制卡的 HUB1 接口（上图右侧）连接屏体的高 8 排，HUB2 接

口连接屏体的低 8 排。 

 

二、 网络设置 

C3 控制卡支持与电脑直连和通过路由器与电脑连接两种方式。两种方式都

是即插即用，用户不需要进行任何的网络设置。 

当电脑与控制卡通过网线直接连接时，插上网线，网口灯亮，等待一段时间

（Windows XP 系统可能要十几秒，Windows7 系统只需几秒钟），待电脑桌面

右下角的网络连接图标显示网络正常后即已建立连接（打开 LedArt 控制软件，

在软件窗口的左下方信息栏里可以发现已连接控制卡的设备名和 ID 号）。 

 
图 3 网络连接正常示意图 

当电脑与控制卡通过路由器连接时，支持控制卡的集群管理，即一台电脑可

同时控制网络中的所有控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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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硬件设置 

C3 控制卡使用 LedArt 控制软件。左键单击菜单的【设置】->【硬件设置】，

进入硬件设置界面。LedArt 支持多个控制卡之间切换设置。 

通过【硬件设置】可以进行屏体相关参数设置。用户第一次设置卡时，需要

先进入【智能设置】进行参数设置。已设置好的参数可以保存起来下次同类模组

/屏体使用。 

 
图 4  硬件设置界面 

1. 基本参数设置 

 在“设备 ID”选择已连接的控制卡，勾选“重命名”给不同控制卡设置

个性名字； 

 “突出显示效果”、“时钟频率”、“译码方式”、“灰度等级”、“数据极性”、

“OE 极性”、“伽马值”等的设置可直接调整相应项目，同时在显示屏

上查看设置效果； 

 “使用扩展板使高度加倍”功能需要在【智能设置】完成后激活，勾上

这个选项即可激活带载高度加倍功能，控制卡支持 16 个高输出。（注

意 16 扫的模组无法使用此功能，而 16 扫的模组本身不需要扩展即可带

256 行高。） 

2. 智能设置 

用户第一次设置控制卡的参数时需要先进入【智能设置】进行参数设置。智

能设置带有自动识别、判断功能，帮助用户在对大屏幕参数不是十分了解的情况

下进行硬件设置。智能设置后无需再设置有无 138 译码、数据极性、OE 极性。 

智能设置包括基本参数设置、数据极性设置、OE 极性设置、颜色通道设置、

屏体走线描点设置五步。具体设置过程如下： 

1) 基本参数设置，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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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显示屏基本信息 

屏幕信息： 选择单双色或全彩模组； 

行数：一个模组由多少行点组成； 

列数： 

列上最小重复单元，也可以是最小重复单元的倍数，设置成倍的话描点

的时候会多描一倍的点，不会影响数据走向； 

一个模组排线数：一个模组控制几组排线（根据模组背面的排线数量确定）； 

一组排线 RGB 数： 

一组排线由几组 RGB 数据组成（根据模组背面的排线接口上的 RGB

定义确定，有几组 RGB 就选几组）； 

扫描方式：选择静态、1/2、1/4、1/8 或 1/16 扫描方式。 

使用 138 译码？： 

根据模组上是否有 138 译码器（一个 16PIN 的芯片）选择使用或不使

用。 

2) 确定数据极性，如图 6 

观察模组在状态 A 和状态 B 时哪一个亮、哪一个灭，选择 A 亮 B 灭或

者 B 亮 A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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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选择数据极性 

3) 确定 OE 极性，如图 7 

观察模组在状态 A 和状态 B 时哪一个亮，哪一个暗，选择 A 比 B 亮或

者 B 比 A 亮。 

 

图 7  选择 OE 极性 

4) 确定颜色通道—红绿蓝顺序，如图 8 

根据模组在 A、B、C、D 状态时分别显示的颜色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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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选择颜色通道 

5) 确定数据走向描点，如图 9 

观察模组，根据模组上亮点的位置，点击界面描点框中对应的位置，每

点完一个点，模组会提示点击下一个点，所有点选择完毕后会保存、退出。 

 

图 9  描点 

回退一步：点错一步时后退到上一步； 

清空：清除所有已描点，重新描点； 



HD-C3 操作指导书 

 9 / 25 
 

发送：发送当前描点数据到控制卡上。 

智能设置完毕后保存设置文件到电脑中，下次使用相同模组时直接加载就

可以了。 

 

3. 参数释义 

1) 设备 ID 

控制卡的出厂序列号，作为控制卡的唯一识别，不支持修改。设备 ID 定义：

以 C3-1208-A1001 为例，表示 2012 年 8 月生产的，通用版本第 1001 块 C3 控

制卡。 

2) 设备名 

当网络中同时连接了多个控制卡时，为了方便区分，用户可以对设备进行自

定义命名。 

3) 显示突出 

播放视频及动画时建议选择“图片突出”，如果追求文字效果，建议选择“文

字突出”。 

4) 时钟频率 

用于设定移位时钟频率，可选范围 3.125MHz—31.25MHz。由于显示屏驱

动 IC 一般最大支持 25M，因此为保证屏幕信号安全可靠，一般不要设置

31.25MHz。 

5) 译码方式 

根据驱动板上是否有译码芯片，选择是否使用 138 译码。 

6) 灰度等级 

用来表示系统的颜色丰富程度，灰度等级越高，色彩越丰富，颜色变化越平

滑。C3 控制卡支持无灰度、4、8、16、32、64、128、256、512、1024、2048、

4096、8192、16384、32768、65536 等灰度等级。 

7) 数据极性 

高、低有效选择。高电平有效表示当数据为高电平时，灯珠被点亮，低电平

时灯珠灭；反之亦然。 

8) OE 极性 

高、低有效选择。 

9) 伽马值 

用来表示系统的亮暗对比程度，伽马值越大，亮暗对比程度越高。系统支持

设置伽马值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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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颜色通道 

模组的红绿蓝顺序。 

11) 最小 OE 

LED 扫描驱动时序中最小 OE 脉宽值，单位 ns。 

12) 最大亮度 

保证刷新率>=100Hz 的情况下，计算得到的最大亮度等级。 

13) 刷新率 

对应屏幕的扫描频率。扫描频率越高，图像看起来越流畅，低于 100Hz 时，

图像会有明显的抖动。刷新率由软件自动计算，无需手动输入。 

14) 亮度有效率 

不包括消隐时间的亮度有效率。亮度有效率越高，显示屏看起来越亮。一般

亮度有效率高于 80%时，显示屏就非常亮了。刷新率由软件自动计算，无需手

动输入。 

 

硬件设置完毕后保存并退出，硬件设置生效，屏体开始正常显示。 

四、 节目编辑 

用 LedArt 进行节目编辑非常简单方便，下面以新增一个带视频、字幕、动

画、时钟的节目为例进行操作介绍。其他相关操作用户可举一反三。 

1. 新建显示屏 

点击【文件】->【新建】，即可新建“显示屏”。要删除“显示屏”，单击快

捷操作栏的“删除”按钮即可。 

进入“屏参设置”界面设置显示屏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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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显示屏设置界面 

1) 默认“使用硬件设置”直接回读控制卡的参数； 

2) 去掉勾选“使用硬件设置”时，可直接对显示屏的设备型号、模组类型、

宽度、高度进行设置； 

3)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开机画面（比如公司 Logo）。 

新建显示屏后，如果已经有控制卡与电脑连接，系统自动将这些控制卡信息

列表显示在设备信息栏，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新建显示屏已连接设备信息 

如果此时是一个控制卡与电脑建立了连接，软件将自动把“显示屏”和控制

卡关联（绑定）起来；如果有多个控制卡与电脑连接，用户需要进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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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关联】将“显示屏”与控制卡关联起来。 

软件支持“显示屏”的重命名、删除、新建、添加节目、关闭、发送等操作，

用户可以右键单击“显示屏”选择相应操作。 

2. 显示屏属性设置 

用户可以在“显示屏”属性里进行亮度、定时开关屏的设置，节目发送到设

备后设置生效。 

 

图 12 显示屏属性    

3. 新建节目 

单击快捷操作栏的“节目”图标创建新节目。要删除“节目”，单击快捷操

作栏的“删除”按钮即可。 

 

图 13  新建节目 

软件支持“节目”的重命名、删除、添加、拷贝（复制）、移动等操作，用

户可以点击“节目”右键选择相应操作。 

4. 节目属性设置 

用户可以在“节目”属性里进行播放模式、背景、播放时间的设置，设置在

节目发送到设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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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节目属性 

注意：如果背景音乐和视频的声音叠加，听起来会不正常，因此用户只在没

有视频的情况下添加背景音乐。 

可以通过选择星期和指定时间设置系统的播放时间。注意：设置了播放时间

后，在非播放时间显示屏不会显示。 

5. 新建视频及设置 

单击快捷操作栏的“视频”图标创建视频区域。要删除“视频”，单击快捷

操作栏的“删除”按钮即可。 

 

图 15  新建视频 

“视频”区域设置流程： 

1) 通过输入数字或者在预览窗拖拽视频框设置视频区域位置以及大小； 

2) 勾选“设置”按钮确认视频位置及大小设置； 

3) 点击视频文件添加按钮添加视频； 

4) 点击删除、上移、下移按钮对视频操作； 

5) 根据预览视频的音量大小调整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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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视频设置流程 

为了不遮盖其他区域，视频默认在显示屏图层的最底层。其他区域根据添加

的先后顺序，后添加的在上层。 

软件支持“视频”的重命名、删除、添加、拷贝（复制）、移动等操作，用

户可以点击“视频”右键选择相应操作。图片、文本、时钟也有同样的操作，下

文不再赘述。 

6. 新建图片及设置 

单击快捷操作栏的“图片”图标创建图片区域。要删除“图片”，单击快捷

操作栏的“删除”按钮即可。 

 

图 17  新建图片 

“图片”区域设置流程： 

1) 通过输入数字或者在预览窗拖拽图片框设置图片区域位置以及大小； 

2) 设置图片透明度； 

3) 点击图片文件添加按钮添加视频； 

4) 点击删除、上移、下移按钮对图片进行操作； 

5) 选择图片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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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图片设置流程 

    “图片”支持无特效、向左平移等 40 多种特效效果。 

7. 新建文本及设置 

单击快捷操作栏的“文本”图标创建图片区域。要删除“文本”，单击快捷

操作栏的“删除”按钮即可。 

 

图 19  新建文本 

“文本”区域设置流程： 

1) 通过输入数字或者在预览窗拖拽文本框设置文本区域位置以及大小； 

2) 设置文字透明度； 

3) 输入文字或者直接导入 Word、TXT、RTF 等文本； 

4) 对文字格式进行编辑； 

5) 选择文字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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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文本设置流程 

   “文本”除了支持无特效、向左平移等 40 多种特效外，还支持连续左移、

连续右移、连续上移等效果，支持按时间和帧设置移动速度，方便用户大量文字

显示的应用。 

8. 新建时钟及设置 

单击快捷操作栏的“时钟”图标创建图片区域。要删除“时钟”，单击快捷

操作栏的“删除”按钮即可。 

 

图 21  新建时钟 

C3 控制卡支持模拟时钟、数字时钟、图片时钟三种时钟格式。 

“时钟”区域设置流程： 

1) 通过输入数字或者在预览窗拖拽时钟框设置时钟区域位置以及大小； 

2) 设置时钟透明度； 

3) 选择时钟格式； 

4) 选择时区； 

5) 设置时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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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时钟设置流程      

9. 节目保存 

点击【文件】->【保存】。例如将编辑好的内容保存为“大厅主屏幕”，下次

可直接打开使用。 

 

图 23  节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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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节目更新 

将节目编辑完毕后就可以发送到显示屏显示了。C3 异步全彩控制卡支持通

过网络和 U 盘两种方式进行节目更新，同时还支持通过 U 盘无限扩容节目。 

1. 网络集群发送 

 

图 24  网络发送 

在节目发送前，应进入【控制】->【设备关联】去关联（绑定）“显示屏”

和控制卡。当一个显示屏关联多个控制卡时，显示屏的节目将同时发送到所有这

些控制卡（即所谓集群发送）；当多个显示屏关联同一个控制卡时，后面发送的

显示屏节目将替换之前的显示屏节目。 

点击【控制】->【集群发送】或者快捷操作栏的“发送”，即可把节目发送

到已关联的控制卡。 

控制卡板载 Flash 能保存 300M Byte 左右的节目文件，当有超大容量文件

（比如包含 2 小时以上的视频）需要显示时，建议导出到 U 盘进行播放。 

2. U 盘更新节目 

插入 U 盘后，点击【控制】->【导出 U 盘】或者直接点击快捷操作栏的“导

出 U 盘”，选择“节目更新”，即可将节目导出到 U 盘。 

 将 U 盘插入控制卡，控制卡将 U 盘里的节目拷贝到板载 Flash 里，显示

屏会有相应提示； 

 拷贝完成后即可将 U 盘拔出，显示屏将马上播放新节目； 

 再次更新节目时，只需重复以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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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10 米以内的 USB 延长线。 

 

图 25  导出 U 盘更新节目 

3. U 盘无限扩容节目 

当节目导出 U 盘时选择“直接播放”，将 U 盘插入控制卡后，控制卡将马上

播放 U 盘里的内容（无须重启，即插即播）。利用这种方式，用户可根据 U 盘大

小无限扩容节目。 

U 盘直接播放同样支持 10 米 USB 延长线。 

 

图 26  导出 U 盘直接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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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系统设置 

点击【设置】->【系统设置】进入 LedArt 软件本身的设置，包括保存提示、

删除提示、使用密码设置。 

 

图 27  系统设置 

保存提示： 

勾选时，每次退出软件时会弹出保存提示；否则，软件自动保存，不提示； 

删除提示： 

勾选时，每次删除操作都会弹出确认提示；否则，立即删除，不提示； 

使用密码： 

勾选时，进入“硬件设置”、“固件升级”以及取消密码需要输入密码；否则，

软件认为系统管理员在操作，无须输入密码。 

系统默认密码为“168”或“888”。 

 

七、 系统控制 

系统控制包括“设备关联”、“开机画面”、“亮度调整”、“时间校正”、“集群

发送”、“导出 U 盘”、“屏体测试”、“固件升级”共 8 个功能。 

1. 设备关联 

设备关联表示“显示屏”和控制卡的绑定关系。只有在已关联的情况下，“显

示屏”节目才能发送到相应控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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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设备关联 

可以将一个显示屏与多个控制卡进行关联，也可以将多个显示屏同时关联到

一个控制卡。 

2. 开机画面 

C3 控制卡支持开机画面定制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开机图片（比如

公司 Logo）。 

 

图 29  开机画面 

用户可以集中设置或者清除各控制卡的开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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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亮度调整 

在已连接设备中选择需要调整亮度的控制卡，可以直接设置亮度或者根据不

同的时间点设置不同的亮度。 

 

图 30  亮度调整 

此项设置与“显示屏”属性中的“亮度设置”完全同步。 

4. 时间校正 

    在已连接设备中选择需要校时的控制卡，可以直接与电脑时间同步或者指定

设定时间。 

 

图 31  时间校正 

系统会根据电脑和控制卡所设置的时区自动调整，用户无需调整时区。 

5. 集群发送 

所谓集群发送是指当一个“显示屏”关联多个控制卡时，“显示屏”节目将

同时发送到所有这些控制卡。而当多个“显示屏”关联同一个控制卡时，后面发

送的“显示屏”节目将替换之前的“显示屏”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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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集群发送 

6. 导出 U 盘 

将显示屏节目的内容导出到 U 盘，再将 U 盘插入控制卡进行直接播放或者

更新控制卡存储器中的节目。 

 

图 33  导出 U 盘 

利用这种方式可以无限扩容控制卡的存储器，同时利用 USB 延长线可以支

持 10 米外的 U 盘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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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屏幕测试 

系统支持灰度测试、色块测试、网格测试、花点测试等功能，方便用户随时

检查屏体上的灯珠情况。 

 

图 34  屏幕测试 

通过按板子上的按键（SW1）也可以进入屏幕测试。 

8. 固件升级 

通过固件升级可以统一给所有已连接的控制卡进行软件升级。用户添加新版

本固件，并将其版本号与已连接控制的固件版本号对比，确认需要升级后点击“升

级”按钮，即可进行升级。 

整个升级过程完全由软件后台完成，待软件提示升级成功后，界面将显示控

制卡的新的固件版本，控制卡即可以正常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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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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