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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960X 屏参配置 U 盘导入使用指导

1 屏参配置注解

panel_id_default.ini 文件，此文件必须依照屏规格书配置。

添加新的 FHD 或 4K 屏参时，可以复制一份已有的 FHD/4K 屏参 ini 文件，在此基础上

做如下修改：

1.1 配置 FHD 屏参（1920*1080）

#basic

model_name=V400HJ6-PE1 //屏型号

interface=LCD_LVDS //屏线接口，FHD 选 LCD_LVDS

lcd_bits=8 //bit 位，FHD 为 8bit

#timming

h_active=1920 //行分辨率

v_active=1080 //场分辨率

h_period=2200 //Htotal

v_period=1125 //V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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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 Horizontal 的 Total 和 Display 要乘以 2 后得到值写到 ini 对应位置。

#customer

ss_level=1 //展频调节：echo (0~4) >/sys/class/lcd/ss 四档

#lvds_attr

if_attr_0=0 # lvds_repack //TI 模式，0=JEIDA mode, 1=VESA mode （根据实际屏参数修改，

参数不匹配会显示花屏）

if_attr_1=1 # dual_port //通道数，0=single port, 1=dual port，FHD 屏为 dual port （根

据实际屏参数修改，参数不匹配会点不亮）

if_attr_2=0 # pn_swap //屏线正负组交换，0=normal, 1=swap p/n channels，正常为 0

if_attr_3=0 # port_swap //AB 组数据交换，0=normal, 1=swap A/B port，正常为 0 （根据

实际屏参数修改，参数不匹配会出现字体显示异常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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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上下电时序

按上图配置如下：

power_on_step = {

0,0,1,10, #panel power on //先拉高 panel vcc 后，然后延时 10ms(配置 T2)

2,0,0,10, #signal enable //再打开屏信号，然后延时 10ms，这里延时暂命为 Tbl-on

0xff,0,0,0, #type, index, value, delay //注解，无实意

};

power_off_step = {

2,0,0,20, #signal disable //先关闭屏信号，再延时 20ms(配置 T3)

0,0,0,100, #panel power off //再拉低 panel vcc，然后延时 100ms，此时间没有规定

0xff,0,0,0, #type, index, value, delay //注解，无实意

};

#bl_power_attr

bl_on_delay=500 //延时 500ms 后，拉高背光 on/off 引脚；从打开屏信号到拉高背光 on/off

引脚总延时为 500ms+Tbl-on = 5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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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_off_delay=200 //拉低背光 on/off 引脚后延时 200ms；从拉低背光 on/off 引脚到关闭屏

信号之间的延时时间

上电顺序：拉高 panel vcc → 打开屏信号 → 打开背光

下电顺序：关闭背光 → 关闭屏信号 → 拉低 panel vcc

#bl_pwm_attr

pwm_method=BL_PWM_POSITIVE //背光反向设置，正向为 BL_PWM_POSITIVE，反

向为 BL_PWM_NEGATIVE

pwm_duty_max=99 # unit in %

pwm_duty_min=30 # unit in % //背光占空比，暴风默认配置区间为 30~99%

[panel_misc]

panel_reverse=0 //0 为正装，1 为倒装（屏幕正反向参数）

panel_outputmode=1080p60hz //输出模式，FHD 为 1080p60hz

2.2 配置 4K 屏参

以下部分和 FHD 配置不同，其他均一样：

#basic

interface=LCD_VBYONE //屏线接口，FHD 选 LCD_VBYONE

lcd_bits=10 //bit 位，4K 一般为 10bit

#timming

h_active=3840 //行分辨率

v_active=2160 //场分辨率

h_period=4400 //Htotal

v_period=2250 //V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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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yone_attr

if_attr_0=8 # lane_count //数据通道数目，4K 为 8

if_attr_1=1 # region_num //单驱/双驱，也可称为一分屏/二分屏，1 为单驱，2 为双驱

if_attr_2=4 # byte_mode //固定值

if_attr_3=4 # color_fmt //固定值

---->region_num 请查找屏规格书的 data mapping table，从 area 或是 data stream 都可以

比较明显的看出来是 1-region 还是 2-region。

下图为双驱

[panel_misc]

panel_outputmode=2160p60hz //输出模式，4K 为 2160p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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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 盘导入

本操作针对有安装信发 APK 的主板，如无暂不可以导入。

方法一：在如下界面，遥控器依次按下 F1 F2 F3 F4 退出 APK，如有节目请先按遥控器停止按钮。

方法二：点击左上角悬浮按钮的【退出】，退出 APK。

1. 双击文档如下配置文件保存 到电脑上根据第一点屏参配置注解进行修改。

panel_id_default--1080Plvds.ini panel_id_default--4KSignal.ini

2. 修改完把文件名改成 panel_id_default.ini，放入 U盘根目录。

3. 在 APK界面，把 U盘插到任意 USB接口上，等待 APK读取屏参文件升级，导入成功后系统会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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