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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R6 服务器

AiR6 是我们最强大的服务器。它提供最大 6 个显示口/DVI 输出。配备最新的主板

PCI-Express3.0，最新的 AMD显卡和最高速最新的 PCIe3.0 SSD 1.2TB 硬盘。所有设备配

备全功能的 Ai Miami版本软件授权，能支持最多 16个图层，分布在 1-16 个组。

产品领先特点 技术参数

使用 AiM 格式文件，流畅播放最高 •最大显示精度输出： 4096x2160@60Hz
8K 的内容 •捕捉输入可选：1xVGA/DVI + 2x

• 多图层 4K 内容回放（最多 4 图层） HD/SDI 或者 4x HD/SDI。

• 最高 4K 精度的输出口 •支持 Apple（ TM）Pro Res 4444
• 多达 6 路同时的全高清输出 Codec at 4K

• 大约 16 个媒体图层和任何编辑 PCI Express Gen 3 主板

• 多投影的柔和融合 •PCIe SSD 硬盘 1.2TB

• 时间线，时间码顺序控制 •双 Intel i7 6 核处理器（24 线）

• 支持 3D 显示 •AMD W9100 gen 3 显卡

• 可建立和创建 3D 舞台效果 •8Gb RAM

• 远程顶点调整 •高能低噪音 CPU 风扇

• 可融合投影在任何 3D 的表面 •60GB SSD for OS

• 视屏融合投影在移动的场景 •850W 自动调节电源

• 直观的模块 LED 支持 •立体声输出输入

• 可设置的多系统，设置主机，从机 •2x Ethernet 1 Gbit 连接 RJ45

• 网络和 iPad 远程控制（通过 VNC） •前面板 3 USB 输入和后面板 3 USB 输入

• 具有修复节点的引擎 •后面板 eSATA 接口

• 可选 1xVGA/DVI + 2x HD/SDI 捕捉 •可供 19’全长，机架滑动安装

输入或者 4x HD/SDI 捕捉输入 •坚固方便的把手

•可供安全绳的方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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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charged”新软件
在令人印象深刻的，获得奖项无数的 AI 旧版本上，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功能，以使 AI 能继续发扬“你

想要的都在这里”的精神。AI 服务器把 36 年工程设计及世界级演出经验，集成在一个独特的“production
based workflow”。AI 提供了工具，为最复杂的演出，提供更快的传递。

AI V8 版本赢得设计奖“Projection Product of the year” 以及 PLASA 的“Innovation Award”奖

输出配置页 自动媒体分类

性能提升

平面模型页面 SDI 输入和输出

基于摄像机的自动拼接融合

配接修改页面

可编辑场景触发

输出配置页面允许用户配置所有

的输出参数，通过特别的 UI 给每

一个的灯具组。所有的视频输出和

Art- net 输出都能在这里配置。它

包含了简单但强大的工具，给 LED
屏进行配置，给投影机拼接融合添

加融合带和边缘的校正。还可以添

加 Artnet 输出的像素映射信号。你

还可以使用边缘柔化功能，它们全

部都在输出配置页面中。

在系统设置窗口中，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允许多
达 16 个文件夹通过 Art- net 进行共享。这个自
动化的过程，能使多个网络系统内的AI 服务器，
能进行项目设置的自动同步。

AI V8在性能上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 AIM 编
码，视频转化速度有了 50% 的提升。高质量
背景图层是另一方面的提升。

在 这 个 页 面 中 ， 非 3 d 的

模型 通 过 它 可 以 进 行 创

建 及 编辑成 3d 舞台设置。它包

含了 MAX,MAYA,Blender 等软件的

功能。但随着轻松访问特性，设计

应用于我们的市场如：线性和几何

对象。用户可以在模型和舞台实际

输出上来回切换，以看到两者之间

的区别。

S 系列服务器支持多大 8 路
1080p 的 HD SDI 输入或 8
路 1080P 输出或 2 路 4K 输
出。同一张显卡可用作输入
或输出，输出具有帧同步属
性，所以 4个 1080P 的输出
可以组合成一个 4K 输出。

这个页面让新手用户能快速进行系

统的搭建和配置，哪怕不使用基于节

点的的连接方式也能实现。我们都知

道，节点和连线的方式是非常灵活

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让用户感觉

更舒适的使用它。

AI 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摄像机拼接融合功能。它允许用户在配置一个

大型投影平面时，通过系统中所有可

用的视频输出，自动校正需要的

拼接区域和融合区域。

多台服务器之间也同样支

持自动拼接和融合通过使用 IP 摄像机。这样可以在一个

巨型的平面上或者曲面上进行校正。这个功能已经成为

AI 产品的标配功能。在AI 用户界面窗口，我们使用的是基于节点的接口显示，
而不是在许多子窗口中。我们还添加了放大模块提供的
功能，当你输双击对应窗口， 就能进入下一级的菜单。 AI V7 版本介绍了场景触发功能，允许用户储存一个预制

状态按钮，可用于所有图层和所有属性。AI V8 版本让这

个按钮变为可编辑状态，所以你可以添加或移除触发的

元素，自由度更加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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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组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当你需要确认

当前多个内容正在同时播放，但没有传统的

预先进行时间码编程时。设置其中一个内容

为 source，其他的内容就会变成帧的形式。

我们支持多个子分组，这个功能能在单台或、多台服务器使用， 给演出带来

非常大的灵活性。

性能状态 音频引擎
AV8 新增一个服务器性能状态，通过这个状态进度条，你就知道服务器当

前的运作性能状态的了。同时使用的图层越多，使用的输出越多，性能状

态条就会越短。性能状态条代表了服务器当前的状态，请勿超负荷使用。

总而言之，技术人员关心的是，一个性能状态栏，代表了一百万数据传输

通过 PCI 压缩，每秒 25 此。第三代系统的服务器：S4，S6，S8,EX4 及 EX8

则支持 2个独立进度条，大约十亿数据量每秒。

AI 的音频引擎现在允许任何频

道的采样，也能在重放速度上实

时调整了。在图层控制上新增一

个音频推杆，也加入了 mute 按

钮，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都可

以。

动态内容页
在演出过程中，这个页面可

以让操作者快速且简单的使

用 patches，意味着提供了一

个流畅化的模板给使用者更

好的发挥他们的创意。所有

包含模型，GLSL 和 JAVA的程

序，都能用作创造实时音频

内容，现场文档和生动影像。

用户定制效果
AI 效果系统（SVFX）允许用户通过编程系统的节点，自己制

作独立的效果。这些效果可以使用 Salvation 设置成工具，也

可以导入/导出模型通过 GLSL , Java脚本，MIDI 等。事实上，

AI 上的很多功能都能拉进你的定制效果中，这个效果系统已

经被证实是非常好用的。另外，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效果转变

成标准化，任何新版的 AI 系统，效果库都能继续使用。

子分组

用户定制混合模式系统
使用同样的系统（SVFX），可以达到用户定制混合模式系
统。我们已经重写了当前的混合模式，并新增了一个可用
模板，给所有需要的用户进行创作。

支持Capture
AI 现在支持MSEX 直接放置入Capture。选择

独立的图层，屏幕，灯具或整个 3D模拟、把他

们应用到Capture 中，能获得一个最直观的舞

台，灯光视频都能得到最好的体现。

图层参照模块
在混合系统下，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加入媒体中-他合格模块允

许所有的用户去参考一个特别的灯具或图层上的威力。这提供

了一个重大的性能改进，当用户在多个屏幕上播放同一个内容

或多个图层。

AIM多线程编码器
AIM Quicktime 编码器现在支持多核压缩了。这意味着

AIM 线程转化过程可以更快的完成。

界面升级
新的功能和大量的软件功能升级，需要更新控制的方法。

包括直观的页面布局，更智能的图层控制器，大小会自动

调节。实时更新，在 Artnet 灯库中新增额外的控制参数

等。

AIM编码

AI 独有的 AIM 编码是一个革命性的编码器。它能让
显卡硬件设备加速， 以确保高分辨率的视频内容的
平滑播放，也能保持其质量能不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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