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fluidity

数字KVM 矩阵

ADDERLink INFINITY: 是基于IP的数字媒体信号延长
器。支持FULL DVI，数字音频，USB仿真，网络组
播，端口切换以及电子节目选单（EPG）用户界面功能

数字网络媒体延长解决方案
ADDER 科技以生产KVM与KVMA延长器而闻
名。ADDERLink INFINITY使用ADDER领先的IP技
术，突破网络布局的限制，实现计算机间的数据流
交互。

仅音频/视频: 用户设置仅显示视频和播放音频。仅
音频/视频的设置可以运用于不同的信号资源选择。
共享模式: 在共享模式下，两个或者更多用户可以
同时共享计算机资源，协同操作或更多的控制应
用。

ADDERLink INFINITY允许用户创建灵活信号管理
构架。计算机群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分享连接信
号，查看信息交互；共享控制、协作、切换等操
作。ADDERLink INFINITY亦是业内首款基于网络
组播的产品。

任意模式: 在任意模式下，连接完全相互独立。一
个用户连接第一台计算机的同时，另外一个用户与
其它计算机通讯。该模式适合于大规模矩阵切换运
用。

ADDER 基于IP的KVM解决方案技术优势，帮助用
户在与计算机的信息交互过程中，获得最佳视频品
质和高速USB数据信号。ADDERLink INFINITY 允
许连接HID（人机接口设备）类型的存储设备，和
其它USB类型外设。

ADDERLink INFINITY 管理系統 (简称 A.I.M.)
通过ADDERLink INFINITY管理系统的运用，用户
可以管理整个网络，建立灵活的连接选择方案。例
如，可以允许某特定用户从远程计算机获得视频信
号、设定用户的共享级别、或者让所有用户观看预
设的通道信号。

ADDERLink INFINITY使用USB 2.0技术确保可靠的
信号传输和灵活的外设支持，优化HID与大容量存
储设备运用。

一旦建立预设频道，用户只需开启电子节目选单
(EPG)，即可接收并更换频道，类似于收看数字电
视。若两个用户希望在同一台计算机下协作工作，
或者获得技术支持，他们可以同时共享键盘和鼠标
控制。

ADDERLink INFINITY 已向全球发售，请接洽
ADDER公司或当地官方授权合作伙伴。
灵活的架构运用
ADDERLink INFINITY 可以通过配置，搭建及其灵
活的系统架构。

屏幕组允许用户通过一套键盘和鼠标同时标切换多
块显卡屏幕。适合多显卡计算机应用。
ADDERLink INFINITY管理系统操作简易，由于基
于用户网络，用户可随时连结。系统控管员可通过
使用日志获得连接，协作等事件信息，详情请见第
11页。

如图所示，运用两台远程计算机构建多种独特的访
问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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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控制: 用户对计算机1有完全的控
制权限。包括观看视频，收听音频，
使用本地USB外设和完全控制键盘和
鼠标。
混合接收: 用户在操作台观看来自计
算机2的输出视频，完全控制键盘、
鼠标和USB外设。同时该用户收听来
自计算机1的输出音频。

PC/Mac/Sun Mixed Receiver

DVI & Audio Multicast

USB

组播: 任意发送端的视频信号通过组
播的方式，传输到多个接收端。视频
数据在网络中仅传输一次，每个所连
接的用户（接收端）可同时观看到接
收的影像。

PC/Mac/Sun A/V Only

1: Remote
Computer

2: Remote
Computer

FE ATURES

完美数字视频:
ADDERLink INFINITY使用ADDER多视频编码技
术，为用户呈现最佳图像效果。ADDER编码系统采
用了1:1像素映射的无损技术，确保用户获得与本地
无差异的数字视频信号。

无线连结:
基于IP传输数据是ADDERLink INFINITY最多的使
用方式，在网络内可选择使用标准的无线路由用于
连接发射装置与接收装置。通常桌面应用（文字传
输，数据表等）仅占用极少的带宽。

智能视频编码:
ADDERLink INFINITY使用最优化无损压缩技
术，以减少网络带宽的占用，最大程度地提高用
户对视频效果的体验。通常情况下，ADDERLink
INFINITY是作为典型的桌面应用，所使用的带宽非
常有限。遇到动态视频时，ADDERLink INFINITY
支持实时的全屏显示动态视频。

机架附件:
ADDERLink INFINITY设备可上机架安装、桌面安
装、放置在墙上或者使用VESA安装作为配件固定
在显示器背面。

精确的视频色彩:
ADDERLink INFINITY确保系统内所接收的视频色
彩始终与发射的相同，没有任何视频损失。为此，
视频色彩的控制环境，例如虚拟媒体或科学成像在
投射上实时地结合，其它色彩组合采用无缝交接。

DVI数字视频虚拟界面:
ADDERLink INFINITY提供纯数字DVI接口。无需
DVI信号转接器，即可传输纯数字视频信号从计算
机主机到数字播放面板（例如LCD）。纯数字视频
信号通过ADDERLink INFINITY系统，完全还原精
确到像素级别。
USB 2.0:
ADDERLink INFINITY使用USB 2.0技术连接键盘、
鼠标以及其它需要使用的外设。USB是广泛应用的
计算机标准连接接口。
数字立体声音频:
ADDERLink INFINITY通过网络传输清晰的数字环
绕立体声音频。确保了发射装置与接收装置之间持
续的保真度和信道间隔，即使在进行广播的应用。

1:1 Lossless Pixel Mapping maintains pixel
clarity

Non pixel mapped
video can deliver soft
edges

USB 仿真技术:
ADDERLink INFINITY 实现了用户连接任意USB人
机接口设备，包括鼠标，键盘，绘图板，操纵杆和
3D浏览设备。
网络拓扑:
通过配置网络拓扑结构，搭建需要的适合系统。若
只需要简单的延长，可通过普通的CATx双绞线实
现，根据标准电缆对IP数据点对点传输的标准，最
长延伸距离为100米。若增加一台网络交换机，可
延长更远的距离。
ADDERLink INFINITY系统网络可被视作为独立的
网络环境进行管理，用户可控制发射端最大的传输
速率，确保其信号的稳定性。

RS232接口:
ADDERLink INFINITY配置了双向RS232接口，用
作连接例如触摸屏、打印机、用于控制的衍生设备
或者反馈来自远端装置的数据资源。

医学影像、协作、咨询
医疗应用
医疗中心和医院使用需要新技术，
通过大型设备，向各地医护人员快
速分发高质量图像。

像，必要时通过计算机进行信息交
互。共享通道和无限组播功能让医
疗数据即时发送到正确的位置成为
可能。

任意位置ADDERLink INFINITY 用
户工作站的医护人员可以查看到图

ADDERLink INFINITY主要优势在于
利用标准以太网设备，可通过有绝

缘需求的应用安装认可。

银行与交易
交易
银行交易员同常在桌面上有多个显
示器，还有一套键盘、鼠标用于操
作，与系统进行信息交互。
通常，交易员使用专业的键盘与系
统实现信息交互。有时，交易员对
一些显示屏不会经常进行信息的交

互，但可能其它交易员在查看相关
信息。
当交易员需要操作其它计算机时，
他们使用交易键盘上的热键进行
选择，而不会中断对其它信息的监
视。
在应用上，INFINITY设备与交易计

算机连接，接收端装置与每个显示
器连接，交易键盘和鼠标与其中的
一个接收端装置连接。

指挥和控制
查询和控制
一定数量的计算机被连接到独立查
看和控制的设备上，比如照相机和
显微镜。
数据由本地计算机获取，在网络中
通过ADDERLink INFINITY 发送装
置组播，ADDERLink INFINITY 接
收装置接收信号，接收装置放置在
LCD显示墙和控制室的用户操作台
处。

用户可以在控制室的不同位置使
用独立的键盘、鼠标和显示器操
作，实现信息的交互。ADDERLink
INFINITY 是完全灵活的系统，不
受距离或视频质量的限制。控制方
式可以是独占，共享，私人或者组
播。
交通控制
计算机监视交通路况，需要根据必
要的信息进行操作，以保持路面的
畅通。

计算机提供的信息来自多种经过安
全封装的资源上。在交通控制中
心，监测和控制台往往设在不同的
位置。
ADDERLink INFINITY发射装置作为
计算机传输信息的附件，点对点或
者一点对多点的分布在网络中，交
通控制员可以对计算机各信息资源
进行监查和交互操作，同时图像依
旧在大屏幕上显示。

媒体制作，后期，设计与构建
后期制作
后期制作场所通常配有机房与多个
编辑室，使编辑、配色、与动画师
设计与编辑数字内容。
机房用作存储媒体资源和硬件设
施，通过使用ADDERLink INFINITY
安装分发相关资源。
编辑人员可与在网络上，不同位置
工作的动画师，色彩调配师等实时
协作工作。制片人和导演可以直接
查看制作进度,进行讨论。
ADDERLink INFINITY 提供热插拔
功能，随时通过所需要的频道进行
选择。共享昂贵的硬件外设，减少
重复投资带来的成本增加。

ADDERLink INFINITY无风扇设计，
让设备设计者有更多的硬件选择，
因为无需考虑噪音带来的硬件隔
离。
设备工程师可以控制任意设备，用
于诊断和修复遇到的问题。
这项操作可允许工程师在短时间从
一个位置内覆盖到更多的硬件。
因为可实现在系统内的任意连
接，ADDERLink INFINITY为用户
提供了更新的应用可能，例如从屏
蔽室在后台作相关改动，在与客户
讨论案子时确保双方看到相同的页
面。

设计
在设计的应用中，艺术总监通过远
程控制，实现与设计者直接面对面
地交换意见，或者与客户讨论设计
方案的进度。
相类似，在建筑行业，多个专家可
以在同一个项目上直接协作。

数字标牌与广告网络
数字标牌
作为数字标牌系统（数字广告机）
的组成部件，ADDERLink INFINITY
具备了真正的灵活性。使用组播功
能，用户可以从单个播放装置通过
DVI信号，传输相同内容至多个显示
器。
安装简单，只需要在网络上安装与
操作。无图像偏斜、软件兼容问
题，无远距射频信号下降问题。

ADDERLink INFINITY灵活性实现多
个视频资源间的切换。例如超市内
的数字视频信号可以通过配置，即
时地在屏幕组上显示多个播放服务
器上的内容。
同样，企业可以使用INFINITY实
现员工在不同计算机间切换；同样
公司电视台、信息渠道中心或发生
火警时，从管理套件中将所有显示
屏幕从管理套件切换到疏散警报频
道。

因为每个接收端支持USB接
口，ADDERLink INFINITY允许双向
通讯，让查看用户通过键盘、鼠标
或者触摸屏交互信息。
A.I.M.管理软件套件也允许定时开关
接收端，所以设置自动信号切换，
例如用于航班抵港或离港，或者用
于建立分组警报。

视/音频安装
视/音频
ADDERLink INFINITY是视音频解
决方案的理想选择，用户商业、政
府、教育和医疗等相关设施。举个
例子来说，商业环境中，当用户可
能需要访问房间外的设备时，该系
统可以用于会议室和董事办公室。

计算机中运行内容，或者从网络的
其它地方调用内容。

在员工作陈述时，可能直接从本地

配置的灵活性特性方便管理者通过

博物馆与安装
ADDERLink INFINITY是用于在公共
环境下给参观者播放丰富媒体资源
系统的理想选择。

简单配置即可实现新的内容播放客
户的目标和要求。
ADDERLink INFINITY简易操作性能
便于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及时做出设
置修改，如果说需要对使用作某些
培训，A.I.M.系统只需要用户配置有
好的安装方式，创建有相关含义的
名字和通道的相关描述。

灵活 性

灵活性

ADDERLink INFINITY 系统是功能完
全的KVM工具，其功能根据用户的设
置而定义。

可以视作是KVM切换器、或共享接
口、或DVI信号延长设备、或数字标
牌（数字广告机）系统、或视作安全

装置、或者信号广播工具。以下介绍
几种不同的配置方式。

点对点
ADDERLink INFINITY 作为延长器应用

用户使用ADDERLink INFINITY建立
点对点的延长是最简单的设置。
通过CAT6电缆连接发射端和接收
端，实现100米距离信号延长，完美
的传输DVI、音频和USB信号。

若需要延长100米以上的距离？
需要更长的延长距离时，最简单的方
式就是每100米增加一个网络设备，

网络切换

组播至多台接收装置
ADDERLink INFINITY的独特功能在
于通过网络，组播视音频信号。
当一个频道信号正在组播时，不能建
立起它通道，所有的接收端在网络中
锁定相同IP的数据流。

同时还可以分享USB外设，任意搭配
来自系统内不同位置的视频、音频和
USB，创建混合的信号资源通道。

者与其在同时分享，除了有配置权限
的系统管理员）。

BSU

组播

若将网络视作切换器系统，则用户可
以创建一个对接收端和发送端没有限
制的灵活系统。

1: Remote
Computer

BSU

共享一台服务器
ADDERLink INFINITY系统可设计为
多个用户共享一个远程计算机。由三
种方式连接，仅查看（只有视频信
号）、仅共享（与其他用同时使用一
组打开的信号连接）、或者专用（选
择一组信号后，其他用户不能连接或

右侧的图片显示了使用4台普通的路
由器将信号延长距离扩展至500米。

BSU

拓扑共享

最为值得使用的功能是用户可以便捷
的在任意点上扩展多个视频输出，或
者通过增加设备建立新的点。

BSU

目标服务器间切换
可将ADDERLink INFINITY与网络的
组合系统看作为一个信号切换器系
统，通过在接收端上个改变信号选
择通道，可切换DVI、USB和音频信
号，同时发射端信号将持續作之前的
连接仿真。

用于增大双绞线传输DVI、音频和
USB延长距离的能力。

ADDERLink INFINITY设置信号组
播，对接收端的数量和信号的延长距
离是没有限制的（独立网络）。

技术规格

产品简介

硬件兼容性

ALIF2000/P-xx (一组，含接收端与发送器)
ALIF2000/T-xx (发送端)
ALIF2000/R-xx (接收端)

软件兼容性

机架选择
RMK 4S : 单机/1U/19英吋
RMK 4D: 双机/1U/19英吋
RMK 4V: VESA机架，适用于墙面/表面固
定

适用于计算机，带有DVI（双显卡和双
链路）、USB、音频和RS232接口。
所有知名操作系统

计算机连接发送端 (Tx)

视频: DVI-Dx2, 音频: 3.5毫米接口,
USB: B型接口, RS232: D型9针

计算机连接接收端 (Rx)

视频: DVI-Dx2, 音频: 3.5毫米接口,
USB: A型接口x4, RS232: D型9针

SFP 光纤模组: 单模
SFP 光纤模组: 多模
光纤: 单/多模

物理设计

1U紧凑金属外壳，尺寸(长x宽x高):
198mmx44mmx150mm，重量: 1.1kg

电源

2.5mm DC 插孔(附电源适配器)，电
源适配器输入:100-240VAC 50/60Hz,
0.4A，电源适配器输出: 5VDC 12.5W

操作温度

0ºC to 40ºC / 32ºF to 104ºF

认证

CE, FCC

订单代码

xx= 国家代码:
UK = 英国
US = 美国
EURO = 欧洲
AUS = 澳大利亚

“Now featuring copper
and fibre IP connectivity”

ADDERLink INFINITY允许用户创建
灵活信号管理构架。
计算机群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分享连
接信号，查看信息交互；共享控制、
协作、切换等操作。

Digital fluidity

技术规格

产品简介

硬件兼容性

ALIF1000/P-xx (一组，含接收端与发送端)
ALIF1000/T-xx (发送端)
ALIF1000/R-xx (接收端)

软件兼容性

机架附件
RMK 4S : 单机/1U
RMK 4D: 双机/1U
RMK 4V: VESA机架，适用于墙面固定

适用于各类计算机带有DVI、USB、音
频和RS232接口
适用于一般知名操作系统

计算机连接发送端 (Tx)

视频: DVI-Dx1, 音频: 3.5毫米接口,
USB: B型接口, RS232: D型9针

计算机连接接收端 (Rx)

视频: DVI-D, 音频: 3.5毫米接口, USB:
A型接口x4, RS232: D型9针

物理设计

1U紧凑金属外壳，尺寸(长x宽x高):
198mmx44mmx120mm 重量:0.75kg，
适合单/双 1U机架，VESA标准机架附
件

电源

2.5mm DC 插孔(附电源适配器)，电
源适配器输入:100-240VAC 50/60Hz,
0.A，电源适配器输出: 5VDC 12.5W

操作适温

0ºC to 40ºC / 32ºF to 104ºF

认证

CE, FCC

订单代码

xx= 国家代码:
UK = 英国
US = 美国
EURO = 欧洲
AUS = 澳大利亚

ADDERLink INFINITY
首款发布的ADDERLink INFINITY
是单链路DVI信号通过标准千兆IP网
络，同时集成USB、音频和RS232
信号。ADDERLink INFINITY与
ADDERLink INFINITY dual可同时安
装并兼容于相同的A.I.M.管理套件。

不论身处何地，皆能即刻掌控系统

化繁从简
用户显示器屏幕上EPG（电子节目
指南）风格的窗口(如右图)提供了
当前信号应用的信息。
系统管理员可以为每个用户定义不
同的信号源和使用权限。用户有三
种连接方式可选(取决于已定义的信
号源)。
这三种连接方式分别为仅视频(无
USB信号)、共享(所有用户可以控
制视频、音频和USB信号)、或者
独占使用(对于其它用户，信号源被
锁定)。

电直观的在屏电子节目菜单,为用
户提供人性化的界面。

ADDERLink INFINITY 管
理系统，简称:A.I.M.

络中，可以通过网络上其它设备访
问。A.I.M.套件运行没有噪音产生，
并易于机架安装。

ADDERLink INFINITY管理套间是一
组工具允许用户远程设置所有的接收
端和发射端设备。

将A.I.M. 接入网络，用户管理员可以
根据实际需求个性化设计与配置设
备、普通用户和信息资源通道。以下
是A.I.M.界面应用举例。

用户可以定义新的信号源组合内容、
限制或者启用访问权限、推进控制、
禁用特性的USB外设级别、记录用户
操作等。
A.I.M. 作为独立的管理设备接入网

如何运作??
A.I.M.套件嵌入在一个小型的硬件装
置内，可是视作网络上的Web服务
器。用户可以通过标准网络访问接口
直接查看到A.I.M.接口。

当用户配置发送端或接收端时（例如
远程访问，要求接收端改变信号源
通道），A.I.M.发送一个配置文件/指
令，发送端或接收端收到后，进行新
的配置。（在这个例子中，需要改变
信息资源通道地址）。
相比改变信息源通道的操作来
说，A.I.M.套件也可以用作接收端和
发射端的固件升级。这是向数量级的
设备发送即时的任务的指令。
功能面板
A.I.M. 接口为一个有效的功能面板，
提示用户当前系统概览。接口提示框
会自动实行数据更新，用户获得即时
的正确信息。
在屏幕左侧，用户可以看到提示窗口
设置的关键数据，还可看到一个蓝色
框，提示当前情况下数据项的附加信
息，用户的ID编号11。这些信息都在
用户选择相关字符时会显示。

最近资源通道:
最新添加到网络的通道

最近注册用户:
最近添加的新用户信息

最近用户登录:
最后5位登录网络的用户。

最近接收器:
最近添加的接收器

最近发送器:
最近添加的发送器

激活的连接:
持续刷新连接状态信息

最近通道改变:
最近5个通道改变细节：时
间，使用该通道的接收端。

ADDERLink INFINITY MANAGER

ADDERLink
A.I.M.
ADDERLink INFINITY网络管理套件
产品简介

特性

ADDERLink INFINITY发送端和接收
端，允许多个用户以极其灵活的方
式访问主机算机。如此灵活的访问
方式需要管理和协作的设置，这使
A.I.M.（ADDERLink INFINITY管理
设备）成为需求的使然。

使用权限
设定用户权限仅访问特定频道，例如，
管理员可以访问所有的频道，同时，某
些工作组可被允许只访问某些频道。

备份协议
A.I.M.服务器传输预设数据，自动定义
ADDERLink INFINITY。通过集成系统
备份协议，保留已存在的LDAP架构。

电子节目选单式界面
在接收端上，允许用户显示高级EPG（
电子节目选单）菜单，用于改变频道，
类似于数字电视点播。

刷新协议
界面持续刷新，确保获得即时数据。

A.I.M.的设计为了促使ADDERLink
INFINITY设备得到最有效的运用，
通过集中管理那没有数量限制的发送
端（更多为A.I.M.中设定的“频道”）
和接收端。一个或多个系统管理员
使用A.I.M.网络接口界面，管理潜在
的，数以千计的，与无限制数量设备
相连接的用户。

频道
允许用户从不同的远程计算机上选择不
通的信号，例如视频、音频和USB，并
保存这些偏好组成。

固件更新
允许用户更新所有所连接的设备。

共享
若两个接收端希望在一台计算主机上协
作，或者获得技术支持，同时共享和控
制键盘和鼠标。

ADDERLink INFINITY 管理器是独立
的，外形设计紧凑的设备，可灵活安
放在网络中任意位置。

组播
允许用户通过单一传送，将讯息同步传
送至群组内的接收方。

A.I.M.服务器已加载软件，可以直接
部署，仅需要网络连接和电源输入。

连接报告
允许用户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内，制作报
告，用以显示所有连接，频道通信和登
录情况。
功能板
A.I.M. 接口为一个有效的功能面板，提
示用户当前系统概览。例如通过网络显
示关键数据，包括最近的频道，最近用
户登录信息，最近发送端等。详尽信息
可以通过选择标题下列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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