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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格非SDN控制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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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成



控制系统采用主备构架设计，

任意一个服务器宕机不影响系统

正常运行。

B/S架构设计，控制客户端可

在系统中任意一台安装浏览器的

机器中进行访问控制。

系统软件架构



实现功能-友好、直观的用户交互

格非SDN系统涵盖并控
制应用系统中所有的子系统，
对其进行统一管理与控制，
为用户提供一个集中的、易
于操作的管控交互平台。

系统为全中文，符合用户
的使用习惯。

系统部分功能根据用户
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



实现功能-用户及权限统一管理

此模块提供人员管理和
以角色授权方式分配权限
的权限管理。系统角色有
管理员、操作员等，每个
角色拥有不同权限，角色
权限可以由超级管理员进
行指派。
用户在创建时除了填写

用户基础信息外，还要进
行“角色”指派，通过这
种方式来实现用户授权。



实现功能-设备资源统一管理

系统设备资源是调度、
监测等后续功能的基础。
在设备资源管理模块中，
系统中应用的所有设备资
源均按大类、小类及具体
型号进行排列。设备资源
类型库设计为树形结构，
可以通过类型库完成资源
检索工作。



实现功能-自动注册发现与连接管理

SDN系统自动注册发现功
能，用于对支持IS04协议的所
有设备进行自动化注册管理；
SDN系统的连接管理功能，用
于对支持IS 05 协议的所有设
备进行控制及基于IP 流的连接
管理。

自动注册发现与连接管理
在格非SDN软件系统中已经实
现。格非SDN内嵌RDS，注册
发现机制参考NMOS注册模型
及技术架构，协议采用AMWA 
IS04/05.

此功能需要系统中应用设
备的支持。



实现功能-系统服务统一管理

系统服务管理模块
将SDN软件系统中，
服务层中运行的服务进
行统一的管理。这些服
务的版本管理、更新、
启用与停用等均可以在
此管理模块下完成。



实现功能-IP视音频矩阵及其他矩阵控制

系统支持多类型矩阵构建
与控制，包括：

传统/IP视频矩阵
传统/IP音频矩阵
传统/IP切换台
传统/IP调音台
通话系统矩阵
KVM系统矩阵
其他类型矩阵

各类型矩阵均可通过统
一的交叉点工具、软件面板、

可编程硬件面板完成调度。

与sony LSM、GV convergent、
Imagine SDNO等均已实现适配。



实现功能-命令集应用（宏应用）

Joystick功能介绍：

当某个讯道的光圈调整Joystick
按下时，触发预设好的命令集进行
执行，进行信号切换，使对应视频
调整工位的PGM监视器显示对应讯
道的图像，当joystick弹起时，监视
器恢复到PGM画面。

切换台和调音台的AFV功能介绍：

通过SDN控制系统，实现调音
台音频推子跟随切换台视频源切换
联动。



实现功能-IP视音频矩阵联动切换（矩阵AFV）

格非SDN控制系统提供两种AFV
功能，一种是切换台和调音台间的
AFV，另一种则是视频矩阵与音频矩
阵的AFV。

视频矩阵与音频矩阵的AFV通过
矩阵关联的方法来实现。在矩阵配置
模块中，矩阵的源和目的可分别设置
与其他矩阵的关联。关系配置完成后，
当视频矩阵进行切换时，系统会根据
绑定关系同时向音频矩阵下发对应的
切换指令，从而实现视音频矩阵的
Audio follow video功能。
除了上面这种方式外，在面板配

置模块中，通过对单个面板按键设置
多个功能的方式也可以实现视音频矩
阵的AFV功能。



实现功能-可编程硬件面板应用

格非可编程遥控面板有三种类
型，分别为1RU 36键，2RU 72键，
异形36键。

其中异形36键面板有两种使
用方式，一种是桌面式（带底座），
另一种是机架式（不带底座）。桌
面式可直接放置于操作台上使用，
具有灵活、机动的使用特性，同时
提升操作舒适度；机架式需嵌入到
操作台或机柜中使用，满足固定工
位使用要求。

可编程硬件面板中的每一个按
键功能均可进行编程定义，功能定
义过程高效、简单。

2RU 72键面板

1RU 36键面板

异形 36键面板
桌面式应用

异形 36键面板
机架式应用



实现功能-源名&Tally系统

通过控制系统，实现多色TALLY和动态源名
（UMD）跟随功能。

用户只需要绑定矩阵与矩阵、切换台、多
画面、UMD单元及GPIO设备的关系即可，不
需要过多复杂的策略配置，使Tally策略配置变
得简单。
系统具有如下功能：

1)TALLY 和源名系统具有3色及以上的显示能
力
2)可以通过协议读取视频切换台、矩阵的控制
信息；

3)可以解析信号源透过多个设备的源名
4)系统内源名能跟随信号源联动
5)源名显示支持8字符以上显示模式
6)系统内同一个源名在SDN控制系统一个位置
更改后能够推送到全系统（包括监视系统、切
换面板和切换台等）。



系统提供独立的监看系统配
置与控制模块。此模块可统一管
理多画面、超高清监视器等设备，
对设备进行一体化配置与应用。

该模块为可视化图形化设计，
可根据系统物理监看系统构建一
套监看系统软件模型。模型建立
完成后，在软件中便可以直接操
控监看系统硬件，完成监看设备
模板更换、参数调整等工作。

可以建立几个不同的系统监
看模板，模板可以像命令集一样
绑定到硬件面板中，根据不同显
示要求进行“一键化”调用。

实现功能-监看系统统一管理与控制



实现功能-IP可视化监测

系统提供基于网络拓扑的监测
方式。根据网络功能不同，分别设
置网络拓扑（IP流业务网络、控制
网络）实现对IP流信号和网络系统
设备的可视化监测。

在网络拓扑中可以清晰的看到
系统的整个网络架构，网络中每条
网络链路中是否有IP数据通过，IP
流数据的地址、源名、带宽信息都
清晰的呈现出来，带宽达到阈值后
连线会改变颜色进行报警。

系统提供分级报警功能，当网
络带宽状态达到不同级别会有不同
的报警，报警方式包括链路颜色变
化、信息提示、语音提示等。

格非SDN系统已与Arista、Cisco、华为等网络设备协议打通。



实现功能-设备状态监控

采用SNMP协议和设备进
行通信，完成对设备状态的实时
监控。

系统能根据设备健康度实现
分层预警报警。

设备状态监测，提供多种形
式，比较直观的方式为机柜图设
备监测。当机柜上某设备报警，
则可通过机柜图清晰的进行展现
提示，方便用户定位设备。



第二部分

格非SDN控制系统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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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 B5 4K IP超高清转播车

CCTV A3 4K IP超高清转播车 CCTV A4 4K IP超高清转播车

CCTV 800 4K IP超高清演播室超高清产业联盟8K 5G超高清转播车

山西二青会IBC系统

格非SDN案例



⚫ 2017年7月中旬开始录制节目，持续20

天左右，截止8月上旬，顺利完成了第

一档节目录制。

⚫ 2017年中秋晚会，录制。

⚫ 2018年央视春晚，泰安分场由此车负责

转播

。。。。。。

⚫ 截止目前，央视B-5车已经独立完成多

场节目录制、转播工作。

案例1： CCTV B-5 UHD、IP车



格非SDN

DCNM -（ CISCO
交换机控制器）

SONY切换台

CISCO交换机
Imagine UCIP 

GateWay
LAWO调音台、
音频接口箱

Adder  KVM LAWO设备 Imagine设备 格非硬件

可编程面板

GPIO接口箱
Imagine TCIP 

GateWay

Platinum

LSM -（ SONY SDN）

⚫ 格非SDN在整个系统的最顶层，是用户对系统进行应用的交互接口

⚫ 格非SDN对sony、Imagine、Lawo、Adder、Cisco等多家设备

和软件进行控制和监测，实现统一的管、控、监

案例1： CCTV B-5 UHD、IP车



案例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旧址IP信号调度系统

系统采用格非SDN系统

系统IP网关产品及IP多画面产品均为格非自主研发

网络设备采用Arista交换机



案例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旧址IP信号调度系统



案例3： CCTV 800平米 UHD&IP演播室系统

目前该系统调试已进入尾声，该系统负责2019年春晚4K信号直播。

格非SDN

SONY切换台

华为交换机
Evertz多画
面

Evertz矩阵 格非硬件

可编程面板

GPIO接口箱

LSM -（ SONY SDN）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