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VS-3000A — 中型切换台

MVS-3000和MVS-6520切换台自推出以来，就凭借专业性能表现，受到广播电视行业、转播车应用、教育机构、教堂以及体育场

等领域应用的广泛赞誉。而新升级的MVS-3000A则又添加了先进的性能和多种面板的选择。

 三种控制面板和专用菜单面板可供选择

 继承和发展了旗舰型号MVS-6520的多种功能

•3D 非线性DME •2.5D 键控器的Resizer         •AUX MIX 的转换输出

•多画面输出 •输入 / 输出的色彩校正

•支持索尼先进的ELC自动化演播室系统 MVS-3000A
(2级M/E，32路输入，16路输出，8个键控器) 

ICP-3000 (24XPT)ICP-3016 (16XPT)

ICP-6520 (24 + 3XPT)

ICP-6511

MVS-3000A
多格式节目制作切换台



先进的多功能FlexiPad控制模块

FlexiPad用于创建和调用多种切换功能，便于用

户操作。

• 宏命令 / ShotBox 直接调用执行

• 快照 / 划像快照 / DME-划像快照调用

• 关键帧 (时间线) 特效创建 / 调用

• 转换速率的设置

• 键控器的调整和控制

专用菜单面板 
菜单面板提供丰富的设置操作。

设备控制模块

此模块提供了使用方便的轨

迹球，可进行精细地调整，

以及直接访问按键。

• Resizer / DME 调整

 (尺寸，位置，旋转等等。)
• 硬盘录像机 / 磁带录像机控制

 (播放，停止，快进 / 快倒等时间线控制)

交叉点模块

按键的可视化增强，进一步提高了

操作效率。

• OLED 源名称显示

 (12个字符)
• RGB 彩色交叉点按键

 可选择颜色的发光按键，可方便地对源信号分组

• 可指派的功能按键

 (键控器1-4，AUX1-16，Utility / ShotBox，宏命令)

转换模块

使用转换模块，用户可使用19
个可指派按键，进行灵活的转

换操作。

• Next转换指派

 (背景转换，键转换1-4，键优先转换等等)
• 转换类型选择(MIX, WIPE, 动态转场等)
• 转换速率显示

键转换模块

此模块可直接进行键转换类型选择、转换

执行，以及键快照调用的功能。 
• 键控器的直切 / 自动转换

• 键源名称显示

• 键转换类型

• 键快照

ICP-6520面板的便捷功能

ICP-6520面板具有专用Re-entry按键，XPT Hold按键和

Aux Mix按键。此面板还具有可指派的功能按键，如前宏

和后宏等。

选购面板

M/E设置 帧存储 时间线

划像快照键控制 ShotBox

AUX 辅助母线遥控面板 (选购)
在AUX母线切换方面，可提供单条母线切换(MKS-8080)

和带源名称显示的16条母线切换(MKS-8082)。使用标准

BNC电缆和简单的串联方式，可连接16个面板。

MKS-8082 MKS-8080



多种实用的功能
多画面功能
此功能能够以4、10或16分屏模式，显示包括输入和输出在内的多个画面源。两个通道可独

立进行输出，让用户可同时浏览32路视频源。这种多画面还可以显示源名称和Tally。

多画面功能可帮助用户使用数量少的监视器，建立一个简单的制作系统，同时这也是建立

监视器墙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案。

Resizer 键 (2.5D×4 通道)
对于新闻节目来说，具有画中画(Picture in Picture)功能。在创建计算机CG画面效果时，经常

需要对画中画的尺寸和位置进行调整。通过调整画面的大小和尺寸，以及X和Y轴旋转，可以

方便地创建画中画效果。此外，还可以使用散焦和马赛克特效。

色彩校正
每路视频输入和AUX辅助输出可使用RGB色彩校正功能。当演播
室内的监视器屏幕画面出现在摄像机画面中时，通过色彩校正就
能够优化其色彩，从而实现真实的色彩还原。 

Side Flags
许多用户需要同时处理高清和标清素材。内部格式转换器功能和Side Flags边旗功能可以

帮助用户有效地处理这些素材。Side Flags功能可以对上变换后的4:3标清画面，在不使用系

统的键控器资源的情况下，通过在两边自动添加所需图形，形成一个16:9高清画面。

精妙的，支持非线性特效的3D DME (选购)
为了让制作出的节目更吸引人，可以使用数字特效(DME)功能，这是一种具创造力的解决方

案。索尼的DME通过直观的菜单系统和控制面板的轨迹球，可以提供倍受欢迎的非线性特

效和方便的操作。3D DME特效可使用两路通道，其中的一路通道用于非线性类型特效。

灵活、直观的CG划像功能
不仅对于体育运动转播中的慢动作，甚至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在画面转换时使用计算机图

像划像这一方式也变得更加普遍。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帧存片段转换(CG划像)作为转换类

型，就像选择混合、划像和DME划像一样简便。

计算机图形划像(动态画面)的重放，可以和背景转换的混合、直切或划像转换方式同时使

用。用户可设置开始和停止的时间。

Aux Mix混合转换
许多当今的制作公司采用Aux输出，把信号输出给现场演播室的屏幕和网络。Aux Mix混合
允许用户在这些输出上进行混合转换，无需消耗额外的M/E资源。

数字闪光特效 卷页

Corner Pinning

2D：不带旋转
4分屏 10分屏 16分屏

带旋转的2.5D

与背景转换同时进行的计算机图形CG划像 

CG划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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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S-3000A
一般规格
电源要求 AC 100 V 到 240 V，±10%，50/60 Hz
功耗 4 A to 1.7 A (全负载)
操作温度 5℃ 到 40℃
尺寸 (宽×高×深) 482×176×485.7 mm
重量 约19 kg (全负载)
视频
信号格式 SMPTE 292M (高清电视)，SMPTE 259M-C (标清电视)

1080/59.94i, 1080/50i, 1080/23.978PsF, 720/59.94p, 720/50p, 480/59.94i, 576/50i
信号处理 4 : 2 : 2 数字分量
量化 HD / SD-SDI : 10比特
输入 BNC (×32)，用于主输入
输出 BNC (×16) (全部可自由指派)
基准输入

BNC (×2)，75 Ω，带环通输出，高清电视系统：高清三电平同步/标清电视模拟同步/模拟黑场电平，

标清电视系统：模拟黑场电平/模拟同步
控制
MVS LAN RJ-45 (×1)，1000BASE-T
UTIL (SW) RJ-45 (×1)，1000BASE-T
UTIL (SCU) RJ-45 (×1)，1000BASE-T
遥控1至4 D-sub 9芯 (×4)，RS-422A
遥控S1至S2 D-sub 9芯 (×2)，RS-422A
Tally/GPI D-sub 25芯 (×3)，TTL电平输入 (×18)，集电极开路输出 (×48)
串行Tally D-sub 9芯 (×1)，RS-422A
S-Bus BNC (×1)，75 Ω
UTIL (FM) RJ-45 (×1)，1000BASE-T
FM设备 USB 2.0
随机附件

75欧姆终接 (1)，用户指南(CD-ROM (1))，操作说明书 (1)，安装手册 (1)

控制面板 ICP-3016 ICP-3000 ICP-6520
一般规格
电源要求 AC 100 V 到 240 V，±10%，50/60 Hz
功耗 75 W (全负载) (100 V : 0.8 A，240 V : 0.3 A)
操作温度 5℃ 到 40℃
尺寸(宽×高×深) 666×120×396 mm 821×120×396 mm 1154×120×264 mm
重量 约12kg 约14kg 约14kg
控制
MVS LAN RJ-45 (×1), 1000BASE-T
UTIL LAN RJ-45 (×1), 1000BASE-T
USB接口 USB 2.0 (A型×4)
外部显示器接口 DVI-D 输出 (×1) (仅SVGA 600×800)
随机附件

键帽拆装夹子 (1)，按键标签，操作说明书 (1)，安装手册 (1)

选购板卡
格式转换板 MKS-6550
3D DME板 MKS-6570

技术规格关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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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级数 2
输入/输出数量 32路输入和16路可自由指派输出
AUX母线 16个
键控器数量 8个
XPT定义模板 15 个模板，用于背景，键和AUX
源名称显示 OLED，12个字符
背景转换 直切，混合，划像，数字特效，FM Clip，NAM，超级混合，彩色混合
键转换 直切，混合，划像，数字特效，NAM，超级混合，彩色混合，键优先
AUX转换 直切，混合
色度键 8个
键调整 边缘 (边界，阴影，浮雕等等)，遮盖
Side Flags 有
帧存储器 8通道，大约1000 高清帧
帧存储器备份 外部USB存储器或内部SSD
多画面 2通道 (32个窗口)
3D/非线性特效 2通道*1

2.5D Resizer 4通道
输入色彩校正器 所有输入
输出色彩校正器 AUX输出
宏命令 250
关键帧、快照、ShotBox 每个99
键快照 每个键控器4个
格式转换器 8 输入 0 输出或4 输入 2 输出*2

设备控制协议 VDCP, Sony 9针VTR协议, Sony Disk协议, ESAM II, P-Bus, GPI
串行Tally 有
Tally / GPO, GPI 48, 16
冗余电源 面板和处理器均标配
其他 矩阵接口 (S-Bus)，PIE嵌入式编辑器接口

ELC自动化接口

*1 需使用MKS-6570 选购板。使用一个DME通道可制作非线性特效。
*2 需使用MKS-6550 选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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