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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随意

易播流媒体在线包装系统
Powered by Telestream

直 播 全 世 界

更便携：
约DVD机大小、1U高度，固态硬盘瞬间启动，WIFI双波段天线，随时、随地、随意

无限源接入：
摄像机、网络流、网页、手机、图片、视音频文件、桌面、文字 ...

不限制您的创作：
全新层概念设计，不受切换台型包装局限性，您可以完成任何您想要的创作，支持最多250层叠加

高画质、低带宽：
同样画质比竞争对手低50%左右带宽，节省CDN成本且更好体验

操作更简单：
直接在资源管理器拖拉，所见即所得。直观的层概念，随意拖动

瞬间超炫字幕/片花/角标：
几百种世界级国际风格的惊艳动态模板 (或快速自建)，立即可用

同时直播到多个地址：
可同时直播到多个地址，互不干扰，并可同时录播/ISO录制

瞬时回放：
一键瞬时多机位回放，支持速度调整

竞争优势 (全球百万级用户，立即拥有全球性价比最高的在线直播包装系统)

YouTube和Facebook官方推荐流媒体直播平台

晶蓝



直 播 全 世 界易播流媒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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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美伦美幻的制作 !

丰富的制作功能 (所有型号均为专业版)

无限源
多路摄像机, 网络流, 网页, 手机, 图片,
电脑屏幕, 视音频文件, ......

音/视频同步
视音频同步工具，适应多种类型的源

无线App
可使用iPhone/iPad作为摄像机并无
线输入到易播作为源

社交
将社交信息直接拖进直播，与观众互动

互联网/IP流
将任何互联网或网络中的直播源 
(RTSP/RTMP/HTTP/MMS) 作为信号
源，支持Teradek 3G/4G

切换
平滑实时转场特效，为镜头指定声音或
为声音指定画面。

导入OBS场景
可直接导入OBS场景作为易播的工程文件。

编辑
动态编辑任何源。放大缩小、裁剪、翻转、
移动、调色等。画中画合成，最多可同时
在屏幕上显示250个源。

字幕模板
内置字幕添加模板，滚屏、卷动或直接字
幕。包含专业动画3D实时、计分、时钟、
台标NewBlueFX特效包。

一键实时抠像
GPU加速实时绿屏抠像。用视频或图片替
代背景。

混音
内置音频混合器可更好控制音频源。增加
播放设备防啸混、平移、独奏、单声道
选择。

音效
增加VST音效，如直接降噪、均衡、动态
过滤音频混合。

播放列表和幻灯片
轻松创建播放列表和幻灯片。图片传送带
支持包括GIF、PNG、JPEG在内的多种
格式。

瞬时回放
轻松抓取并编辑素材，以多种速度回放，
用于体育比赛精彩镜头回看或慢动回看。

ISO录制
同时或指定单独采集摄像机源，用于后期
制作或瞬时回放。

虚拟演播室
内置虚拟演播室场景，可对虚拟场景进
行编辑。可自行制作场景。

记分牌
内置记分牌功能，可扩展更多计分模板，
包含几乎所有体育运动。

直播到任何平台
全球30多家平台合作伙伴整合。YouTube
和Facebook官方推荐；或自定义直播
目的地。

高画质、低码流
最新编码算法，同样画质下比竞争对手占
用更低带宽、有更低延迟。更好用户体验
并节省用户CDN成本。

GPU加速编码
使用更少资源提供更好质量，利用硬件
编码，更好性能、更低CPU负载。



字幕/片花/角标特效包 (几百种模板，可自行创作。根据不同型号分别为标准版、高级版、旗舰版)

更多功能请查看www.digiblue.cn，或咨询您当地的代理商。

就是这么简单!

惊人的速度和效率
选择模板、输入文字并插入到镜头表里，
自动按现有直播分辨率渲染并保存到项目

便捷的播放列表
直播前为你的直播提前设计列表，可为直
播的多个片段创建多个列表

属于您的特效
超越简单地入出切换，25+种动画允许
您飘动、弯曲、变形文字、字幕条和标
识。

创建自己的特效
创建自定义特效、字幕条或标识。丰富
的设计工具，包括形状、文字加工、自
定义源等等。

内置模板
60多种片花、字幕条和角标模板。

直观的时间线编辑
用熟悉的时间线编辑你的特效。

输入EPS或PSD文件
输入EPS或PSD层，轻松创作标志动画。

2D或3D文字
创建精致的2D或3D文字。

更多比分功能
突破性的计分工具，比控制多个 时钟更
为简单，快速更新计分并创建自定义数
据字段以适应任何体育。

体育模板
专业设计的体育模板、标识、字幕条等，
快速推出到你的实时直播中。

通过网络发送特效
从网络中另一台易播设备，将制作的图形
发送到当前易播直播。

流畅动作包
16种活力和富有想象力的模板设计。

动能运动包
16种实用和受欢迎的动画模板设计。

CSV导入/导出
导出特效列表用于外部数据创建，然后
导入以自动生成多个特效。你可以用电
子表格链接以动态控制。

单个列表无限特效
自由添加单个播放列表中的特效，没有
数量限制。

显著标题模板集
提供48种简洁、素雅和精致的外观，用
于访谈和高级实时制作。

强力运动模板集动能运动包
提供48种强烈、全面和3D的特效，用于
展示和体育相关的制作。

曲线派字幕条集
12种引人注目的字幕条模板，体现更多
制作风格。

黄金时间字幕条集
12种高级设计模板，用于高级节目制作。

直播字幕条集
12种优美的字幕条，用于新闻和公司直
播制作。



易播系统
•现场制作/直播流输出/录播/上传

点滴云
OVP

App/播放器(直播/点播)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机顶盒

当虹云
OVP

优酷/土豆
腾讯/奇艺

/搜狐
/YouTube/
Facebook

OTT

Wowza
Adobe
MMS

流服务器

选择一站式解决方案！

技术规格(更多功能规格请见www.yibo.live，或咨询晶蓝科技或各地代理商)

* 录制时长按中等质量1080p@30fps H.264视频估算。

TitleLive标准版 TitleLive高级版 TitleLive旗舰版

主机

型号

摄像机接口

音频

视音频输出

存储

WIFI & 蓝牙

直播/录播系统

播放/检查/编码软件

易炫字幕特效包

易播110 易播210 易播220

Windows 10 Pro工作站, intel i7 3.4G, 16G DDR4双通道内存，双千兆网口，1x DVI-D或
2x HDMI显示器输出。无线键盘鼠标。

4x HDMI含内嵌音频 4x SDI含内嵌音频

115dB高保真音频。前置Mic入、监听出，后置Mic输入、Line入/出，后音频放大器

2x HDMI，可接显示器或扩展PGM

250GB (~5小时高清录制) 500GB (~10小时高清录制) 2TB (~40小时高清录制)

802.11ac 867 Mbps双波段WIFI含天线 + 蓝牙4.2

Wirecast专业版

Telestream Switch Plus版

2013终身成就黑钻石奖 2011~2017连续7年读者之选最佳流媒体奖 2016/2017 NAB奖 2016 IBC奖 2016读者最佳奖 2016最佳教堂之选

选择您最近的代理商，享受本地化支持：

中国总经销：北京晶蓝科技有限公司 / 186-1189-8096 / sales@digiblue.cn / www.digiblue.cn

@ Telestream & 晶蓝科技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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