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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tudio Mini 硬件规格

1.1 安装调试

1. 启动 QUK Studio Mini 主机

按一下 QUK Studio Mini 主机上的开机按钮。如图：

2. 打开 QUK Studio Mini 软件程序

1) 第一次启动 Studio Mini 时，需要新建工程，点击新建，填写项目名称和项目保

存路径，选择项目规格，点击确定完成新建项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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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Studio Mini 导播界面

3) 通道的 SDI 视频信号，选择“设备输入”，如图：

在弹出“选择源”窗口中选择设备输入信号源即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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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载网络流

在弹出选择源窗口中直接输入 RTMP//HLS/HDL 流的地址即可，亦可以添加截屏助手地

址，如图。

5) 加载音视频文件

6) 选择所需的输出类型，并做相应配置，按直播/录制按钮开始输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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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始执行切换、上字幕、角标等动作。

8) 再按停止直播/录制按钮停止输出。

9) 检查所有录制文件是否正常。

10) 按开机/关机按钮关闭 Studio Mini 主机。

11) 关闭 Studio Mini 主机电源开关，拔下电源，拔下所有输入、输出视频连接线。

12) 合上键盘面板。

13) 把 Studio Mini 主机装入航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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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tudio Mini 软件功能

2.1 安装指引

根据安装指引添加下一步直到完成安装即可。

2.2 Studio Mini 主界面

2.3 标题栏

主要用于监控系统的资源使用状态，如下截图：

1）文件

文件下拉框中，可进行新建工程、打开工程、保存工程、另存为工程和关闭软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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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帮助

在帮助下拉框中，可查看版本信息、帮助文档和版本更新信息。

3）工程名

点击工程名，界面弹出工程属性窗口，可查看当前工程设置。

5）直播时间、消息显示、系统资源使用状态

6）用户登录



趣看软件

第 9 页 共 34 页

使用趣看云平台账号，输入正确的账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完成，登录后会显示登录账户

名： ，且会自动加载该账号下所关联的直播活动列表。点击用户名，弹出用

户登录框，可以修改并切换账号。

7）系统设置

可设置快捷键（快捷键清单见附录 3.1）、延时直播设置、CG 字幕设置、调音台设置、

编码器设置、录像设置、线路设置、快捷键盘设置、黑场设置。

2.4 主监和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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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监视界面

左边是 PGM 主监，为当前正在直播的内容，右边是 PVW 预监，为通道预览界面。PGM
监视右上角有 5 个按钮，前 4 项分别为 VU 条、声卡输出、HDMI/SDI 输出和分屏巡检的开启

关闭按钮，最后一个为前 4 项的设置按钮。点击设置按钮，弹出设置框。

2.4.2 声卡输出

声卡输出的声音为最终直播流的声音，一般为 PGM 输出的声音、混音、延迟直播输出

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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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声卡输出：

1）点击 PGM 右上角的“设置”按钮，在弹框中选择“声音设备”tab；
2）在声音设备界面选择相应的输出设备，点击应用；

3）开启声卡输出。

2.4.3 分屏巡检（MultiScreen）

开启分屏巡检：

1）开启程序前，将分屏监视器接入 Mini 机器的 HDMI 接口，见下图：

2）点击 PGM 右上角的“设置”按钮，在弹框中选择“MultiScreen”tab；
3）设置分屏显示。

图中 1 处为选择分屏输出监视器；

图中 2 处可设置分屏模式，共 4 种：禁用 、单屏、四屏、十屏；

图中 3 处单击鼠标左键，可从弹出的列表中选择需要分屏监视的内容。

4）完成设置后，开启分屏巡检 。

注意：1、程序运行中，接入分屏设备，将不会被识别。2、每次重新选择监视器，模式

恢复成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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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八路设备采集通道

趣看采编录播一体化系统（MINI）有八路通道，可接入采集设备、机位、文件以及网络

源，通道内接入的源可进行输入源格式配置，重新加载源和关闭操作，通道还具有录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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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加载设备

1) 设备输入

打开后可以加载设备的视频源和音频源，选择对应的采集卡。

2) 输入源格式配置

输入源格式配置可以设置隔行信号处理、设备参数、Blackmagic 设置、视频捕捉器，如

下图，其中设备参数、Blackmagic 设置、视频捕捉器，只有对应有摄像机设备才会有效。

接入 BlackMagic 设备，点击设置里“修改 BlackMagic 配置参数”，配置合适的模式后可

查看设备采集的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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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摄像机设备，点击设置里“修改设备配置参数”，可调整采集的音视频的分辨率、

颜色和采样频率。摄像机设备可直接使用 HDMI 或 SDI 接口直接接入一体机板卡。点击设置

里“视频捕捉过滤器”，可以修改设备输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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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捕捉过滤器中，选择 1，输入为当前摄像机的声音，选择 2，输入为 SDI 输入板卡

上单独音频输入的声音。

2.5.2 加载机位

当创建的活动开启云切播功能，并设置了机位，活动开始直播后，点击通道的“设备输

入”按钮，在弹出的“选择音视频设备”对话框中的“视频源”和“音频源”中选择对应的

机位设备，点击确定即可将机位拍摄接入趣看采编录播一体化系统（MINI）中。

2.5.3 加载文件

点击相应通道的“音视频文件输入”和“图片输入”按钮，在弹出的文件选择对话框中

选择相应的文件，然后点击确定。

2.5.4 加载网络源

点击相应通道的“网络流输入”按钮，在弹出的“输入网络地址”对话框中的输入栏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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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地址，然后按确定即可。目前支持截屏服务器地址、rtmp、hls 和 hdl 网络流地址。

添加网络流时，此处可以填写缓冲时间（ms）和类型，缓冲时间最低不低于 500，类型有质

量和速度两种供选择。质量:网络小波动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能保证播放的稳定性。

速度：在一定范围内，保证播放的低延迟性。保存工程文件时，通道里的网络流不做保存。

2.6 直播列表

账号登录后，直播列表中会显示当前账号创建的可用活动，以及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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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直播”按钮，可输入活动名称，开始结束和过期时间；双击活动可查看活动

状态及修改活动。

点击”自定义”按钮，弹出自定义活动创建框。推流名称和推流地址为必填，用户名称和

密码根据用户需要选填。

2.7.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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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直播输出

直播输出步骤如下：

1）登录账号后，创建活动；

2）点击选择活动弹出下拉列表，列表中显示当前账号的活动，选中活动；

3）点击设置按钮，调出系统设置窗口，设置编码器，点击保存；

4）点击视频直播 按钮，选择编码器，点击确定，活动开始直播

5）直播结束时，点击停止按钮。

注：点击 按钮查看输出信息，输出信息主要显示 RTMP 输出状态和直播信息。

2.7.2PGM 录像

PGM 录像步骤如下：

1）点击设置按钮，调出系统设置窗口，选择录像编码器，并选择录像保存路径，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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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开始录像按钮，开始录像 PGM 播放的内容，录像文件以 MP4 格式保存；

3） 录制结束时，点击停止录制按钮。

2.7.3 音频录像

音频录制步骤如下：

1）选择音频设备；

2）选择音频保存格式，设置保存路径；

3）点击音频录制按钮；

4）录制结束时，点击停止录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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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延时输出

延时功能主要是将视频流按设置的时延时间延时输出，开启输出延时一般会设置安全通

道，当遇特殊情况时，可点“紧急切入” 按钮，将安全通道的内容直播出去；点

击“恢复延时” 按钮，则恢复原监视内容输出。

点击“设置”按钮弹出系统设置窗口，可设置内存、硬盘延时时间和硬盘保存路径。

2.9 调音台

调音台用来控制所有输入和输出音频的增益和混音。

推子使用说明：每路调音推子轨道上有刻度，刻度的意思是指当前音频的倍数，默认是

1，也就是原声大小。推子往上推为音量增益，增益的倍数见刻度，最大可以增益至 3 倍音

量。推子往下推为音量衰减，可以衰减至无声（静音）状态。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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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钮：开启或关闭该通道的音频混音，关闭表示这个通道的音频不会进入

主输出。

2) 按钮：选中“自动跟随”，只有当某通道是 PGM，它的声音才会混合到

主输出。

3) 按钮：选中“独占”的通道，就只会混合它的声音到主输出，其他通道的

不会混进去（即使其它通道开启了混音）。

4) 按钮：声道平衡，可以设置左右声道平衡的百分比。

5) 按钮：音量推杆用来控制整个通道音频的增益，往上增加，往下衰减。

6) 按钮：可监听通道的音频。

7) 启用 AGC(自动增益算法)
多路音频做混合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破音，自用 AGC 算法能够自动调整音频幅度，降低

破音机率。调出系统设置窗口，选择”调音台”tab，可设置。

2.10 DDR

DDR 用于播放本地视音频和图片素材，支持绝大部分常用视音频和图片文件，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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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播放列表

点击 打开本地文件选择器，单击选中的素材并点击 ，可将素材加载到 DDR
列表中。如果需要多个素材，可选中多个文件，将素材加载到 DDR 列表中。

B. 播放控制

1) 播放进度条。可拖动播放的进度。

2) 播放时间。单击可将变为时间倒数。

3) 播放控制栏。按钮分别为上一个素材、播放/暂停、停止播放、下一个素材和循环

播放。

4) 播放速率。下拉调整范围为 0.2 到 8.0。
5) 单项播放和列表播放。

2.11 CG

2.11.1 快捷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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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 CG 模块，显示默认加载的 5 个字幕页，选中需要发布的文件，点击 上

传到 PGM 界面，点击 从 PGM 界面下架。点击 上传到 PVW 界面，点击

从 PVW 界面下架。选中某个文件，点击 进入快编界面。

2.11.2CG 快编

CG 快编主要是可以修改 CG 字幕页上的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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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角标

角标面板可以快速发布角标到主监和预监界面。系统可以快速设置角标位置，也可以自

定义位置，支持添加 4 个角标。角标文件支持图片文件图片支持 png/gif/jpg/bmp 等文件格

式。角标设置界面如下图：

勾选 PGM 或者 PVW，角标发送到主监和预监显示，取消勾选则不显示。

点击按钮 可以选择图片文件。

点击按钮 ，可按预设置快速确定角标的位置，

共 4 个预置位可选。

点击 可调整角标位置，其操作界面如下所示：

在操作界面中单击鼠标不放并左右移动，可调整角标 X 方向和 Y 方向的位置，也可单

独横向或纵向缩放或者保持原比例缩放图标。

2.13 字幕

字幕面板可以进行简单的文字字幕发布到主监和预监，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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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字幕列表

点击导入文件按钮 ，可以将文本文件里面的文字导入字幕列表，也可以在

字幕输入框中输入即时文字，并点击添加字幕按钮 ，添加到字幕列表。在字

幕列表中选择一行文字，点击修改字幕按钮 ，可以进行修改，点击删除字幕按钮

，可以把选中的文字从列表删除，点击清空字幕按钮 ，可清空整个字

幕列表。

B、 字幕设置

点击设置格式按钮 ，可以进行设置字幕的效果，设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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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幕设置界面中，可以设置字体格式、大小、粗体、斜体、文字颜色、显示位置、字

幕动画等。

字幕动画开启后，设置框里是负数表示向左移动，数值越小表示向左移动速度越快，相

反，正数表示向右移动，数值越大，移动速度越快。

C、 发送字幕

选中字幕列表中的一行文字，点击发送主监按钮 或发送预监按钮 ，可以将字幕发送到

监视界面，点击取消主监按钮 或取消预监按钮 ，可以取消输出到视频上的字幕，也可以用

下一条字幕快捷键，按一下发送下一条主监字幕，再按一下取消当前字幕。

2.14 时钟

显示当前的时间，显示格式可选择，界面如下：

可将时钟发送到主监或者预监；可快速选择时钟在画面的位置，共预设 4 个位置；可

自定义时钟位置，点击 调整时钟在画面中显示的位置；点击 可设置时

钟效果。

预设格式可选，分别为时：分：秒（24）、时：分：秒（12）、年-月-日、年-月-日-时-

分-秒（24）和年-月-日-时-分-秒（12）。点击应用按钮 ，便能生效。

2.15 导播切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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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播主要通过“控制”面板进行操作，有硬切和带效果切两种，硬切是直接转换，不带转

场效果。

PGM 对应的是主通道，以红色显示，PVW 对应的是预监通道，以绿色显示。单击 PGM
中相应的通道可以直接切换主通道。点击 PVW 中相应的通道可以选择预监通道。

点击“硬切”按钮可以在主通道和预监通道之间做切换。

点击“自动”按钮可以做自动切换，切播时间由中间编辑框中的时间控制。切换效果为

当前选择的特效效果。点击右上角按钮，弹出特效选择窗口。

上下拖动切换杆可以手动控制切换速度和进度。

点击“黑场”按钮，可以紧急替换掉当前直播界面内容，替换内容可在设置中选择，见下

图。

注意：1、画中画特效，双击特效可以设置画中画位置和大小。2、使用该特效时，使用

T 杆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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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录

3.1 快捷键清单

键盘快捷键开关快捷键：CTRL+ALT+ESC
1. PGM/PVW 切换

通道 1 通道 2 通道 3 通道 4 通道 5 通道 6 通道 7 通道 8

PGM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PVW 1 2 3 4 5 6 7 8

2. T 杆切换控制

AUTO CUT
空格 回车

3. 播出控制

网络直播 PGM 录制

HOME PAGEUP
4. CG 控制

CG1
PGM↓↑

CG1
PVW↓↑

CG2
PGM↓↑

CG2
PVW↓↑

CG3
PGM↓↑

CG3
PVW↓↑

G H J K L ；

5. 切换特技选择

画中画

（左上）

画中画

（左下）

画中画

（右上）

画中画

（右下）
右擦除 左擦除 右滑行 左滑行 淡入 淡出

Z X C V B N M < > ?
6. 主音量调节

增加 减少

CTRL+上方向键 CTRL+下方向键

3.2 常见问题

Q1：按“开机”按钮开不了机怎么办？

A：请先确认电源接好，电源开关处于打开状态。如果以上都正确，请拨打 客服电话 联系

我们技术支持。

Q2：开机后无法进去系统怎么办？

A：按重启按钮重启系统，如果还无法进去系统，尝试按附录 4.2 章节“还原出厂设置”，

如果还不能进去系统，请拨打 客服电话 联系我们技术支持。

Q3：摄像机信号无法识别怎么办？

A：请确认摄像机处于开机状态，确认摄像机连接到导播一体机输入端口正常，确认摄像机

制式与所使用工程制式一致。如果以上都正常的话，可以把摄像机接到监视器看是否有信号。

如果以上都正常的话，请拨打客服电话联系我们技术支持。

Q4：设备掉电，录制的文件无法打开怎么办？

A：立即拨打客服电话， 联系我们技术支持尝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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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网路直播推流经常断开重连怎么办？

A：一般这个问题是由于网路上传带宽不稳定或者不够引起的。首先检查接入网路是否稳定

可用，然后检查网路上传到流媒体服务器速度是否大于编码码率。可以采用 FTP 上传文件

方式来检测上传速度有多少。例如设置的编码码率是 1mbps，使用 ADSL 来推流（ADSL 上

传极限是 512kbps），那推流肯定是推不动的。

Q6：升级注意事项。

A：1、版本升级需要手动点击，不会自动升级；2、下载升级包安装时，建议重新选择安装

路径，不要覆盖旧版本，待使用正常后，可删除旧版本；3、如果升级后，导致加密狗不能

使用，请联系客服。

3.3 还原出厂设置

用户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电脑被病毒、木马、恶意程序等攻击情况，如果

问题不大则可以通过工具软件来修复，但是有时候必须重装系统才能解决。接下来就教给大

家如何用一键 GHOST 备份及还原系统，做好自己的备份，有备无患！

1、下载安装一键 GHOST 硬盘版。

2、一路“下一步”，直到最后点击“完成”，安装完成。

http://www.xitongzhijia.net/soft/8791.html


趣看软件

第 31 页 共 34 页

备份、恢复方法一

1. 如果不存在 GHO 文件，则自动定位到“备份”选项上。

2..如果已经有了 GHO 文件，则自动定位到“恢复”选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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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方法二

1、开机菜单运行（还没进入 WINDOWS） 1、Windows 启动菜单（按方向键↓选

择）：

2、GRUB4DOS 菜单：

3、MS-DOS 一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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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S-DOS 二级菜单：

5，这时系统会自动识别，根据不同情况（C 盘映像是否存在）会从主窗口自动进

入不同的警告窗口。

一.不存在 GHO，则出现“备份”窗口：

二.存在 GHO，则出现“恢复”窗口：

备份、恢复方法三

1、开机按 K 键运行默认是不支持的，需要点击“设置-》开机-》热键模式”，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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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后，每次开机都会出现“Press K to start.。。”的提示，只要在 4 秒之内按下热

键（K 键）即可进入。

3、启动过程中将自动跳过 3 个额外菜单，同样的，系统会自动识别，根据不同情

况（C 盘映像是否存在）会从主窗口自动进入不同的警告窗口：直达一键备份或一键恢复警

告对话框（10 秒后自动执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GHOST 进度条了，完成后，系统会自动

重启，大功告成了。

在电脑正常运行的时候就可以对系统进行备份，如果电脑遭受到病毒攻击就可以借

助一件 GHOST 工具来还原系统，这样操作又方便，并且可以彻底的隔离掉病毒，免受病毒

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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