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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中控概述1



智能影音中控的目的就是使复杂的多个影音设备的开、关机流程简单化、智能化，同时将多个影
音设备的遥控器功能集成到一个APP或一个遥控器上，让家庭不同人群都可以轻松使用家庭影院。

为了完成影音系统的智能化，需要编写很多逻辑事件来完成，正常情况下，产品出厂时，我们已
经预置了基本功能，但是影音设备型号众多，每台设备的控制协议代码也均有所不同，因此技术
人员需要完整的了解一下科力屋影音中控的调试流程。

说明：本PPT文案以及逻辑设置仅针对2017年12月份以后出厂的产品，默认导入数据针对地址为1
楼影音室，更多资料及地址数据请从官网下载。

影音中控概述



影音中控  化繁为简，1个遥控器/APP干掉一堆遥控器，老人小孩都会用

内置7大一键式情景逻辑模板（迎宾、影院、电视、音
乐、卡拉OK、游戏、离场）

影音中控主机，是科力屋集智能家居系统技术精心打造而成，与全宅智能大系统水乳交融

在家看大片



（2）APP全面掌控

（1）影音中控遥控器日常直观操控

n 情景快捷键：4个（电视、影院、K歌、离场）

n 遥控对象自适应：电视模式下自动变为网络盒遥控器；
影院模式下自动变为蓝光播放机遥控器

n 方便：直观遥控影音中控系统，老人小孩都会用

n 影院/电视情景：沙发靠背自动后仰、脚垫自动抬升，打开星空顶、地灯和
背景灯，其它灯光关闭，相关影音设备自动顺序启动

n K歌情景：沙发自动回位，激光灯打开、Ok机自动运行

n 暂停情景：观影过程中暂停时，沙发靠背和脚垫自动回位，同时再打开一些
灯光；继续播放时，灯光和沙发自动恢复到观影时的状态

n 离场情景：打开全部灯光，顺序关闭全部影音设备，延时关闭全部灯光

n ……

影音中控智能化简述



型　号 技  术  参  数

CRM-AVCtrl/A

(1)产品型号：CRM-AVCtrl/A
(2)工作电源：AC220V±10%
(3)电源输出：DC17V，500MA
(4)调光输出：8路DMX512数字调光信号输出，可对8条RGB灯
带进行调光调色（用户需自购与所用RGB灯带相匹配的DMX512
解码器）
(5)CAN总线接口：3
(6)网关通讯—RJ45局域网LAN口：1（提供有TCP/IP网络连接
方式，实现系统的本地电脑调试及互联网远程技术支持；实
现苹果、安卓手机APP对系统的本地和远程实时直观控制<即
使没有外网，也不影响APP的本地控制>；另外，带微信报警
功能——通过微信可实时收到系统所发出的报警信息。）
(7)逻辑编程：提供87个完全自定义逻辑事件，已内置各种影
音中控相关逻辑事件模板
(8)RS232通讯接口：控制4台232设备，支持拨码
(9)RS485通讯接口：控制4台485设备
(10)红外学习窗口：1
(11)红外家电控制：6台红外家电 
(12)外观尺寸：440mm×262mm×44mm
(13)安装方式：机柜安装，占位1U

影音中控配置  影音中控主机



序号 名  称 产 品 外 形 型　号 技  术  参  数

1
影音中控无线遥
控器

CRM-AVYKQ

(1)电池供电：两节7号电池，1.5V*2
(2)蓝牙遥控距离：小于10米
(3)情景快捷键：4个（电视情景、影院情景、K歌
情景、离场情景）
(4)遥控对象自适应：电视模式下自动变为网络盒
遥控器；影院模式下自动变为蓝光播放器遥控器
(5)特点：直观遥控影音中控设备，老人小孩都会
用
(6)外观尺寸： 170 mm×49 mm×10 mm

2
影音无线遥控接
收器

CRM-JSQ

(1)工作电源：AC12V-15V，或DC15V-24V
(2)工作电流：≤30mA
(3)CAN总线接口：1
(4)蓝牙接收距离：小于10 米
(5)信号接收转发：接收影音中控遥控器信号并转
发给系统总线
(6)外观尺寸：79mm×62.4mm×16.9mm

影音中控配置  影音中控无线遥控器、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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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屋全宅智能系统APP客户端软件“iMagicHome”已经囊括有影音中控的全面控制，具体请参考：
“【科班】智能系统培训_APP客户端.pptx”

情景控制 设备控制

APP控制影音中控  情景控制、设备控制



APP控制影音中控  情景、设备操作与视频监控同处一界面，所操所见即所得



手势控制（盲操） 手势控制（盲操）说明

APP控制影音中控  网络机顶盒手势盲操控制



手势控制（盲操） 手势控制（盲操）说明 键盘控制

APP控制影音中控  蓝光播放器手势盲操控制、键盘控制



智能影音中控的目的就是使影音系统每次开关机实现智能化，同时简化日常操作的繁琐，使用APP（手机、平板）操
作有时会显得笨拙和不方便，利用手持遥控器控制影音系统和操作网络盒遥控器一样简单（各种模式下遥控器操作的
功能系统自动识别：电视模式下自动变为网络盒遥控器；影院模式下自动变为蓝光播放器遥控器）。

1、遥控器要和接收器进行配对后方能正常使用，配对方法如下：
将遥控器接上电池，遥控接收器接上总线，打开电脑调试软件，找到影音
中控遥控接收器，点击【遥控器-接收器配对学习】，按下遥控器任意按
键，遥控器上指示灯闪烁5秒后熄灭表示配对完成。对码完成，先按“电
视”键或者“影院”键后再控制其它键，如果都能控制表示配对成功。

2、影音中控遥控器的
日常操作（接收器和遥
控器无障碍有效距离在
10米内）

离场 影院

K歌 电视

返回 菜单

音量- 音量+

确认方向键

播放器
暂停/继续

影音中控遥控器使用说明



【遥控接收器】编址：影音遥控接收器的编址，必须和影音中控主机的地址一致，否则无法正常操作。
【影音中控遥控器】按键设置：影音中控遥控器的“离场”键、“电视”键、“影院”键、“K歌”键分别启动“离场情景”、“电视情
景”、“影院情景”和“K歌情景”，    在不同的情景模式下，其它按键的功能，会自动匹配当前的情景模式从而操作不同的影音设备。  

出厂默认设置按键功能如下（按键控制对象可以通过电脑管理软件按需修改）：

影院模式下，音量
键默认操作功放，
其它按键默认操作
蓝光播放机

电视模式下，音量
键默认操作功放，
其它按键默认操作
网络机顶盒

影音中控【遥控接收器】编址及【影音中控遥控器】按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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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的产品接线

填写产品接线配置表

填写设备232/485控制代码

设备红外控制代码学习

逻辑事件的设置

灯光、控制面板等设置

客户端APP的设置

功能测试及系统备份

系统还原
已有备份文件

如方案略有变动，则局部修改
方
案
完
全
相
同

功能测试

影音中控调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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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中控主要包含3个方面的核心操作内容：
    1、以时序器为中心的电源控制
    2、以功放为中心的HDMI音视频矩阵切换
    3、以科力屋影音中控主机为中心的逻辑判断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１ 科力屋影音中控主机 CRM-AVCtrl/A １ 科力屋产品
２ 宏碁投影仪 HE_803J １ 第三方产品
３ OPPO蓝光播放器 BDP103 １ 第三方产品
４ 天龙功放机 AVR-X3100W １ 第三方产品
５ 电源时序器 PRO802 １ 第三方产品
６ 小米高清互联网电视机顶盒 １ 第三方产品
7 影音中控遥控器 CRM-AVYKQ 1 科力屋产品
8 影音中控遥控接收器 CRM-JSQ 1
9 10键多功能集控面板 CRM-MFPanel/A 1 科力屋产品
10 DMX512解码器 PX24500 1 上海欧切斯
11 RGB灯带 12V共阳极 N米

12 12V直流开关电源
给DMX512解码器和
灯带供电

13 指纹锁 耶鲁锁 1 安装于门口

   注：以下介绍的是“影音中控出厂设置的标准方案”，接线和设置方法均以以下设备为依据，如果实际安装的
设备有异，可以局部修改即可。 案例中使用的影音设备如下： 

填写产品接线配置表



为了后续逻辑设置以及接线的标准化，我们做了以时序器和功放为中心的接线配置表，建议都这么做，这样可以
事半功倍。

设备接线配置表如下：

家庭影院接线配置表
电
源
控
制

时序器 1#插座 2#插座 3#插座 4#插座 5#插座 6#插座 7#插座 8#插座

接入设备 蓝光 机顶盒 功放 OK机 OK机 OK机 星空顶的AC220V供电

影院
功放
控制

功放输入
输出端口

配置

影院功放接线配置

功放HDMI输入端口 功放HDMI输出端口

HDMI1 HDMI2 HDMI3 HDMI4 HDMI5 HDMI6 HDMI7 HDMI8 HDMI1 HDMI2

接入设备 机顶盒 蓝光
投影仪
HDMI1

填写产品接线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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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音中控主机232协议等接线示意图

科力屋建议购买影音设备时，尽量购买带有232控制端口的设备，因为232协
议控制信号受干扰小，同时可以查询设备状态，科力屋影音中控提供了4个
232接口和一个485接口，正常情况下，家电设备与影音中控的232端口连接时，
可以接入任何端口，但实际上不同家电设备会有不同的物理接口，就是我们
常说的公头或母头，科力屋影音中控输出全部是公头输出，常规配置也是公-
-母连接线，如有不匹配现象，请利用母--母连接线转换，同时请注意DTE和
DCE拨码位置是否正确。

标准方案串口接线如下：
影音中控主机串口1: 接入投影仪串口 （默认拨码DTE）
影音中控主机串口2: 接入时序器串口 （拨码到DCE）
影音中控主机串口3: 接入蓝光播放机串口（拨码到DCE）
影音中控主机串口4: 接入功放机串口 （拨码拨到DCE）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2、电源时序器（PRO802）接线示意图

标准方案接线对应如下：

时序器1#插座：蓝光播放机电源
时序器2#插座：备用
时序器3#插座：网机机顶盒电源
时序器4#插座：功放机电源
时序器5#插座：卡拉OK电源1 
时序器6#插座：卡拉OK电源2 
时序器7#插座：卡拉OK电源3
时序器8#插座：星空顶（满天星）

1#--8#插座分别接
入各类家电电源

接入中控232输出的任一个端口 接入市电AC _220V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3、投影仪（宏基_HE_803J）接线示意图

标准方案为：HDM1接入功放的
HDM2输出接口

接入中控
23 2输出
1#端口

直接接入AC_220V市电，时序器不控制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4、功放机（天龙_AVR-X3100W）示意图（如果没有232接口请参照后面红外线接线示意图）

接入中控232输出的4#端口

分别接入机顶盒、蓝光播放机等HDMI视频输出口

接入时序器4#插座

接入投影仪的HDMI输入口 

标准方案接线为：
功放机HDMI1（SAT/CBL）：接入网络盒或机顶盒HDMI输出端 
功放机HDMI3（BD）：接入蓝光播放机HDMI输出端 
功放机HDMI4：
功放机HDMI输出“Monitor  RAC”：接入投影仪HDMI输入端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5、蓝光播放机（OPPO _ BDP103）的接线示意图（如果没有232接口请参照后面红外线接线示意图）

接入时序器1#插座接入中控232输出的3#端口接入功放“BD”
的HDMI3输入端

接 入 路 由 器
LAN口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6、家电红外控制的安装接线示意图

贴在家电红外接收窗口

红外控制最大的缺点就是发送开/关信号时没有明确（也就是发送开的信号和关的信号都是一样的），往往
造成重复发送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同时利用红外信号也无法查询设备状态，可是有很多设备不具备232协
议控制，因此只能利用红外来控制，中控具有6个红外输出端口，可学习7台红外设备，接线时可插入任意端
口。只要被控的红外设备电源通过时序器控制，就可以明确知道其“开/关”状态。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7、DMX512调光控制接线示意图（非必须安装）

影音中控主机内置DMX512调光模块，提供有4路
DMX512数字调光/调色信号输出，推荐用于RGB灯
带和舞台灯光设备的调光调色控制（用户需自购
与所用RGB灯带相匹配的DMX512解码器）；不建
议用于LED筒灯、射灯等的调光控制，因为需要
选配解码器，而且相关的拨码设置和调试都比较
麻烦（LED筒灯、射灯等的调光控制，建议用可
控硅型调光驱动器+相应的调光电源）。

很多用户在设计影音中控时，对影音室的灯光设计往往不够重
视，而实际上灯光效果的好坏是体验影音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科力屋影音中控主机提供4路DMX512调光信号，可实现RGB灯带
的调光调色控制,同时利用时序器的第8路作为影音室星空顶
（满天星）的电源控制。我们采用组合灯光场景的方式调用，
用户只需要在专用调试界面预置好比如“迎宾、影院、游戏、
卡拉OK、音乐、影院暂停、离场等”的灯光组合效果，各种情
景的逻辑直接调用该灯光场景编号即可，每一种灯光效果的转
换会按渐变的形式转换（灯光呼吸效应可调）。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8、影音遥控接收器安装接线示意图

将影音中控主机的任一总线接口（COM1-COM3）接到影音遥控接收器的总线接口即可，另外要进
行遥控器和接收器的配对，请看前述介绍。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9、手动操作安装接线示意图（非必须安装）

进门或出门的情景选择，一般需要手动选择，科力屋标配方案选择在门口处安装一个多功能面板，接
线如上图示（将影音中控主机的任一总线接口COM1-COM3接到接到多功能面板的总线接口即可）。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10、指纹锁的安装接线示意图（非必须安装）

为了实现进入影音室的时候通过指纹锁来开关影院系统（比如拇指表示想看影院，食指表示想看电视，
中指想唱卡拉OK等），则需要科力屋指纹锁系统（目前支持耶鲁凯特曼、豪力士、爱欧易和优么指纹
锁）。详细配置及安装调试说明请查阅:

“【科班】智能系统培训_第三方指纹锁的接入及智能化应用设置.pptx”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11、影音中控与科力屋大系统组网接线标准（不组网也可独立工作）

影音中控主机只是一台智能单品，可
以自成一个独立的影音中控系统。如
果在系统集成时，需要把影音中控主
机与科力屋大系统对接（从而可以无
限扩展影音中控系统的功能，比如纳
入更多灯光、窗帘、背景音乐、中央
空调、新风、地暖、安防的控制等
等），则只需要将影音中控主机任一
总线接口COM1-COM3的“H，L”端与科
力屋大系统的任一“电源&总线分接模
块”的任一总线接口“COM1-COM3” 
的“H，L”端对应连接即可（注意：
AC，AC端不要连接,否则会引起设备故
障！），接线如上图（注意：不能接
入COM口）。

产品接线（注：以下接线全部按照科力屋标准方案的接线配置表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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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设备232/485协议代码的写入或导入6



被控设备232/485协议对接文件的导入（1）  添加232/485协议设备（编址）



232/485协议对接文件导入步骤：

（1）点击“232/485设备1” 
（2）选择【编址】选项卡
（3）如果有制作好的协议对接文件，
则直接导入即可 

被控设备232/485协议对接文件的导入（2）  导入科力屋制作好的232/485协议对接文件



232/485代码输入方法与步骤：
（1）点击“232/485设备1”
（2）点击【本系统控制第三方设备】选项卡
（3）先选择该设备遥控界面风格，请在影音
中控对应的界面风格中选择 
（4）点击“按键1”，选择“16进制”或
“ASCII”方式在输入栏里输入对应设备按键
代码
（5）输入完成后请“保存指令”
（6）按下 “操作测试”按钮，可检验输入
的代码是否正确。
    以此方法依次将所有按键代码输入。
    注：一定严格按照按键含义输入对应代
码，否则会出现APP操作时按键不能对应的现
象，比如音量上调您输入了音量下调的代码，
会出现按下IPAD音量上调键则变成设备音量
下调。 
（7）波特率、检验模式根据设备提供参数如
实填写。

手工写入被控设备232/485的协议代码（如没有制作好的协议对接文件，则须手工输入协议代码，确认
当前设备对接成功后再生成标准的协议对接文件，方便今后直接导入。一般由科力屋公司做）



例1：如果设备提供的代码为：0X10，0X50,0X01,0X96,0X3F,0XAA 请按如下方法输入（注：0X表示后面的数据是16进制数据）

例2：如果设备提供的代码为：10H，50H,01H,96H,3FH,AAH 请按如下方法输入（注：H表示前面的数据是16进制数据）

例3：如果设备提供的代码为：PWON<CR> 请按如下方法输入（注：<CR>表示回车键，此种输入需要按照ASCII输入）

ASCII
输入方式

十六进制
输入方式

例4：如果设备提供的代码为：<sp>OK<CR> 请按如下方法输入（注：<sp>表示空格，<CR>表示回车键，需要按照ASCII输入）

ASCII
输入方式

十六进制
输入方式

被控设备232/485代码输入的解释和范例



中控内置多功能协议适配器设
备1-设备4对应串口1-串口4

中控内置多功能协议适配器设
备1-设备8对应485接口

被控设备232/485串口对应说明



被控设备232串口拨码说明

如果发现232串口设备控制不了，除了查看设置，还需要验证串口拨码是否正确：
原来在DTE控制不了，就拨到DCE
或者原来在DCE控制不了，就拨到D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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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红外控制代码的学习7



1、红外转发器（D型）编址方法

家电红外控制代码的学习



2、转发器（D型）红外代码的学习方法（如果家电没有232控制接口，则只能利用红外来遥控）

 如图所示“红外学习解释”：
   （1）点击“D型转发器” 
   （2）点击要学习的设备 
   （3）如果有备份的学习代码信息，则直接导入即可 
   （4）代码库中没有此设备代码，则需要手工学习，先选
择该设备遥控界面风格，请在影音中控对应的界面风格中选
择。点击“通知转发器进入学习状态”按键后，把家电原配
遥控器对准影音中控红外学习窗口按下对应需要学习的按键
即可，是否学习成功，可按“按键操作测试”检验。以此方
法依次将所有按键学习完成。

    注：一定严格按照按键含义按下对应按键，否则会出现
IPAD按键不能对应现象，比如音量上调您输入了音量下调的
代码，会出现按下IPAD音量上调键则变成设备音量下调。

家电红外控制代码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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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设置方法8



关于DMX512调光调色的设置方法，请查阅：“【科班】智能系统培训_照明_调光调色温及RGB调色.pptx”

说明：正常情况下调试时只需将“迎宾、影院、电视、音乐、卡拉OK、游戏、暂停、离场”组合灯光
效果设置出来，逻辑设置时可以直接调用相关灯光效果，比如影院启动，那么直接调用2#场景即可。

影音中控系统逻辑事件设置的默认灯
光场景序号对应的情景如图所述。

场景1 ：迎宾情景
场景2 ：影院情景
场景3 ：电视情景
场景4 ：音乐情景
场景5 ：卡拉OK情景
场景6 ：游戏情景
场景7 ：暂停情景 
场景8 ：离场情景

灯光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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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多功能面板界面设置9



通过系统调试软件设置多功能面板的显示界面以及控制的对象,请参阅：

“【科班】智能系统培训_多功能集控面板介绍及功能设置.pptx”

墙面多功能面板界面设置



Part
一键式备份和还原的方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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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中控出厂默认逻辑设置原理解释11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１ 科力屋影音中控主机 CRM-AVCtrl/A １ 科力屋产品
２ 宏碁投影仪 HE_803J １ 第三方产品
３ OPPO蓝光播放器 BDP103 １ 第三方产品
４ 天龙功放机 AVR-X3100W １ 第三方产品
５ 电源时序器 PRO802 １ 第三方产品
６ 小米高清互联网电视机顶盒 １ 第三方产品
7 影音中控无线遥控器 CRM-AVYKQ/RF 1 科力屋产品
8 影音中控无线遥控接收器 CRM-JSQ/RF 1
9 多功能触控面板 CRM-DGN/120 1 科力屋产品
10 DMX512解码器 PX24500 1 上海欧切斯
11 RGB灯带 12V共阳极 N米

12 12V直流开关电源
给DMX512解码器
和灯带供电

13 指纹锁 耶鲁锁 1 安装于门口

案例中使用的影音等设备列表



家庭影院接线配置表
电
源
控
制

时序器 1#插座 2#插座 3#插座 4#插座 5#插座 6#插座 7#插座 8#插座

接入设备 蓝光 机顶盒 功放 OK机 OK机 OK机 星空顶的AC220V供电

影院
功放
控制

功放输入
输出端口

配置

影院功放接线配置

功放HDMI输入端口 功放HDMI输出端口

HDMI1 HDMI2 HDMI3 HDMI4 HDMI5 HDMI6 HDMI7 HDMI8 HDMI1 HDMI2

接入设备 机顶盒 蓝光
投影仪
HDMI1

说明：
1、本案例系统卡拉OK与影院系统共用功放 
2、投影仪的电源不控制

设备接线配置表



逻辑的设置可以千变万化，不同的思维逻辑可以编写出不同的逻辑设置，总之只要完成自己的目标，
您怎么设置都可以，以下仅仅是我们出厂设置的标准例子，如果与您自己的设备和要求不同，您可以
自己设置，如果您想导入自己的逻辑设置，请先把逻辑模块原来的逻辑事件全部删除后再导入。

后续介绍的逻辑设置仅仅针对影音中控，当然，逻辑事件在智能家居大系统中的应用同样可以助力完
成各种智能化应用。

影音中控出厂默认的逻辑设置原理及逻辑实现功能解析



一、利用某个计数器的值（0-255）对应某个情景的执行进度，同时计数器的状态值也可以动态监控，逻辑
可读性很强。中控默认出厂逻辑设置为：1#计数器表示离场情景执行进度，2#计数器表示影院情景执行进度，
3#计数器表示电视情景执行进度，4#计数器表示K歌情景执行进度，7#计数器表示允许每个情景的执行次数，
8#计数器表示开/关投影时的需要发送指令次数。

二、本标准逻辑均采用默认地址方式编辑，因此只需要修改逻辑模块的安装地址就可以实现不同地址的应用
（原版本需要倒入不同地址对应的逻辑），因此采用本逻辑调试时间将大大缩短。

计数器监控调用方法逻辑模块编址方法

利用计数器来实现中控逻辑设置的优点



默认楼层默认房间其实就是本逻辑模块的编址
如上例子：1楼影音室功放， 1楼影音室投影仪
                        以下同理

设置不同情景对应功放和投影仪的HDMI设置



红外设备，每次开机只能发送一次信号，否则会状态不明确，如果实际安装
的设备是红外控制，请将本事件删除即可

设置被控设备是232设备还是红外设备？



设置每个情景启动时对应的灯光效果

设置每个情景状态下的灯光效果



离场情景启动，连续发生
20次关机指令，指令间隔
为5秒

离场情景停用，说明可能
影院、电视或K歌被启动，
连续发生20次开机指令，
指令间隔为5秒

设置投影仪的开关逻辑



一个情景未执行完，按下另外一个情景，则必须把本情
景还未执行的动作取消，否则不能到达预期效果

离场启动过程未完成又按下其它情景的处理



1#计数器=1将会去执行离场第1步

离场情景刚启动，相关计时器复位=0，1#计数器=1



离场第1、2步关设备，3、4步关时序器
每一步执行完计数器加1后自动执行下一步

离场过程第1、2、3、4步的设置



离场过程执行到第4步的时候，理论上所有家电关闭完毕，但是为了可靠性，本
逻辑设置循环执行3次，第1次全部过程执行，第2、3次循环从第3步执行（即多
发2次关闭时序器指令）

<0=循环1次
<2=循环3次
<3=循环4次
<4=循环5次

设置离场过程需要执行的次数



一个情景未执行完，按下另外一个情景，则必须把本情景还未执行的动作停止
下来，否则不能到达预期效果

影院启动过程未完成又按下其它情景的处理



2#计数器=1将会去执行影院第1步

影院情景刚启动，相关计时器复位=0，2#计数器=1



2#计数器=2将会去执行影院第2步

影院情景第1步，开/关相关时序器



2#计数器=2的时候，如果蓝光是红外控制，
同时是第一次打开，则发打开指令，并设置
曾经打开标志，232则不限制。注：首先要
按前面的介绍正确设置被控设备是232设备
还是红外设备。

2#计数器=2的时候，如果蓝光是红外控制，
如果不是第一次打开，则直接跳转第3步。
注：前面的红外还是232设置要正确。

设时序器得电后预热时间为6秒

影院情景第2步，打开蓝光播放器



2#计数器=3的时候，如果功放是红外控制，
同时是第一次打开，则发指令打开指令，并
设置曾经打开标志，232则不限制。注：首
先要按前面的介绍正确设置被控设备是232
设备还是红外设备。 

2#计数器=3的时候，如果功放是红外控制，
如果不是第一次打开，则直接跳转第4步。
注：首先要按前面的介绍正确设置被控设备
是232设备还是红外设备。

设影院启动需要切换音源标志

影院情景第3步，打开功放



影院过程执行到第3步的时候，理论上所有流程完毕，但是为了可靠性，
本逻辑设置循环执行3次，第1次全部过程执行，第2、3次循环从第1步执
行（即多发2次打开时序器和打开蓝光、功放指令）

<0=循环1次
<2=循环3次
<3=循环4次
<4=循环5次

设置影院过程需要执行的次数



  

电视、K歌情景设置原理
与影院情景的设置雷同

电视情景、K歌情景的设置



系统刚上电，说明所有设备
都是关的，所以我们必须初
始化，除了计数清0，还要
发送一条离场指令，告诉系
统目前处于离场状态

影音中控上电初始化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