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 
 
Regulus™ 统计复用控制器可对科学亚特兰大的

MPEG-2 编码器系列做统计复用，例如 D9050 编码

器，Continuum DVP™ D9030 编码器，D9032 编码

器，PowerVu D9120 编码器，Polaris MKIITM
编码器和

Pyxis MKIITM
编码器。 Regulus 控制器可选购的比特设置模式也可在视频信号中插入 IP 传输数据。 

 
Regulus 控制器可根据需求不断地提高电视业务的经济效益。它可通过多达 16 个独立业务的统计控制，实现对视

频，音频，IP 数据的优化。它与各编码器之间的联接是独立的、直接的和低延时的，故 Regulus 在控制和改变画面

内容时产生的负面影响极小，从而保证优化带宽的利用。 
 
Regulus 控制器独立于任何复用器，因此，它可任何阶段加入到多通道编码器中。 
 
Regulus 控制器提供各种操作模式，使用户可选择任一种复用控制，在单独应用中发挥最佳效益。 
 
 
各项特点 
 
• 使用科学亚特兰大的编码器，统计复用可达 16 个通道 
• 可直接联接到科学亚特兰大的一系列编码器：PowerVu D9120 编码器，高清(HD)D9050 编码器，

Continuum DVP™ D9030、D9032、 Polaris MKIITM
和 Pyxis MKIITM

编码器 
• 双统计复用的特点使仅使用一台 Regulus 控制器，同时对两个独立节目组完成统计复用 
• 采用先进技术，可动态分配带宽 
• 可增加更多的通道或改进视频质量 
• 在 MPEG-2 传输数据流中插入 IP 数据 
• 在同一复用器中可混合固定数据率和统计复用通道 
• 可设定优先的通道和定义数率的范围，以适应达到既定目标的应用 
• 完全符合 DVB 和 MPEG-2 规则 
• 备份电源可保证在一套电源发生故障时不中断工作 
• 支持备份（Regulus 控制器以及 MPEG-2 编码器） 
• 高度紧凑和集成的解决方案，便于安装和应用 
• 包括多台编码器管理－用于 ROSA™ 网管中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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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  
 
通用指标  
工作温度 0º-45º 
冷却要求 一般性空气对流 
相对湿度 5%到 95%，不结露 
电源 100-240VAC  ±10% 
功耗（一个电源工作） ≤15W 
功耗（二个电源工作） ≤20W（两路输入电源） 
重量 5.6 公斤 
尺寸（宽×高×深） 482mm×44.5mm×470mm 

 
 
编码参数  
统计编码 用先进与灵活的比特率分配算法 
支持 MPEG-2 编码器 科学亚特兰大 MPEG-2 视频编码器 
通道数 1 到 16 

MPEG-2 格式 
MP@ML 
SD/SD 和 HD/HD 统计复用 
支持 3:2 pulldown inversion 

每个通道码率 

Polaris /Pyxis 编码器：高达 11Mbit/s 
D9030/D9032 编码器：高达 15Mbit/s, 4:2:2P@ML 情形高达 50Mbps  
D9050 HD 编码器：高达 80Mbit/s 
最低码率取决于编码器的设置和编码器模式 

视频格式 525/625 行, 和 HD 格式 1080i 
同步模式 仅用于 Continuum DVP D9030、D9032 和 D9050 编码器 

 
 
接口  

视频编码器通讯接口 RS-232，D9030/D9032/D9050 编码器的统计复用接口（在 Polaris 
/Pyxis 系列编码器上的辅助数据接口） 

控制 以太网和 RS－232 
报警接口 常开和常闭型继电器接触点 

 
 
监测与控制  

图形用户界面(GUI) 基于 ROSA（可在 Regulus 的 GUI 上对编码器或多个编码管理器的编码

参数进行设置） 
Regulus 的设置 通道使能/使不能、同步模式、安全限度以及工作通道最大数 
登录 通过 RS-232 接口 
通道状态 前面板 LED 指示器 
电源状态 前面板 LED 指示及后面板 LED 显示每个电源状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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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环统计复用 
 
Regulus 统计复用控制器可将本地编码器的多个业务复用到一个传输流中。每台编码器可以根据指定业务的要求输

出不同的码率。Regulus 控制器可以根据带宽的限制协调每路码率，保证输出的视频质量最优化。通过闭环直接控

制每台编码器输出最佳码率。 
为修整每个输出，需要像 D9616 这样或同类的复用器。为了确保统计复用信息的准确和及时，需要在编码器和

Regulus 控制器之间有专线连接。 
 
 

 
 
  以 D9032 和 D9616 为例的 Regulus 统计复用控制器的设置 
 
 
对于每台编码器，需要定义最小和最大速率和每个业务的优先级，以平衡最高级和最低级间不同的业务。为了共享

带宽，编码器组将工作在可用的带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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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的统计复用 
 
作为常规统计复用系统的改良，Regulus 控制器提供质量控制编码的选项。这样，编码器不需要更多的码率就可达到预定的图像

质量，同时其他编码器有可多的带宽使用。如果所有的编码器都有质量控制，那么在有限的带宽内可输出高质量的码流，同时有

可能再插入数据流。 
 
同步和异步选项 
 
为了进一步提高统计复用的性能，Regulus 控制器在同步选项中可进一步提高效率。如果所有的编码器视频流是相位和频率方式

锁定，同步选项可用于 D9030, D9032 和 D9050 编码器。同步选项几分 D9032 编码器内部的帧同步器工作。 
 
当同步选项启动时，插入帧是最小的（输出为 0），并且动态功能进一步改善。 
 
建议同步选项在小范围编码器组中使用（4 台或更少）。 
 
双存储区 
 
编码器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允许选择两个共享区之一，因此 Regulus 控制器可以将编码器分配到两个独立的统计复用组中任意

一个。 
 
HDTV 和 SD 信号的统计复用 
 
Regulus 还支持 D9050HD 编码器的 HDTV 业务的统计复用功能。任何 1080i、720p 和标清信号都可以一起进行统计复用。这

使得用户可以同时优化通道组合和带宽。 
 
 
接口板 
 

 
 
 
订购信息 
 
Regulus 统计复用控制器 部件号 
基本单元支持 1 到 16 通道－D9050、D9032、D9030、D9120、Polaris MKII 或 Pyxis MKII
编码器 4004073 

ROSA Regulus 驱动 － 包括多个编码管理器 V95298060 
 
 
 

 

科学亚特兰大（Scientific-Atlanta）、Continuum 和 Power Vu 是科学亚特兰大公司的注册商标。 
Continuum DVP 是科学亚特兰大公司的注册商标。Rosa 是科学亚特兰大欧洲公司的注册商标。 
Regulus、Polaris MKII 和 Pyxis MKII 是科学亚特兰大欧洲公司的注册商标。 
产品的性能参数及供货情况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说明书以英文版为准，中文版仅供参考。 
 
科学亚特兰大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处 +86-21-6237 5233 
北京办事处 +86-10-8519 2028 
www.sciatl.com.cn ; www.sciatl.com                                                                           Part Number 7001145 Rev E 
                                                                                                                                         March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