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029391.4

(22)申请日 2018.09.05

(71)申请人 天津市英贝特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00110 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区

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K2-7-401室

(72)发明人 张世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市尚文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2222

代理人 郭童瑜

(51)Int.Cl.

H04N 5/268(2006.01)

H04N 5/765(2006.01)

H04N 19/44(2014.01)

 

(54)发明名称

一种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切换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切

换方法，涉及通讯接口切换技术领域，首先，两路

LVDS接口接收外部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输入信

号，视频解码器将接收的输入信号解码转换成

TFT数据，并将TFT数据发送至FPGA；然后，FPGA读

取两路TFT数据，并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

将两路TFT数据中的一路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

至视频编码器；最后，视频编码器将TFT输出数据

编码为LVDS输出数据，由LVDS输出接口发送至外

部C设备LVDS显示接口并显示。该技术方案通过

采用FPGA与双路LVDS通信链路相结合，实现了设

备两路LVDS接口共用一台显示设备，可切换任意

一路输出到LVDS显示屏，缓解了现有技术存在的

难以实现二路LVDS显示接口二选一切换功能的

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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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VDS接口切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LVDS接口A接收外部A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A，将输入信号A发

送至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A将输入信号A解码转换成TFT数据A，并将TFT数据A发送至

FPGA；

LVDS接口B接收外部B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B，将输入信号B发

送至视频解码器B，视频解码器B将输入信号B解码转换成TFT数据B，并将TFT数据B发送至

FPGA；

FPGA读取TFT数据A和TFT数据B，并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

B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

视频编码器将TFT输出数据编码为LVDS输出数据，并发送LVDS输出数据至LVDS输出接

口，由LVDS输出接口发送至外部C设备LVDS显示接口并显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LVDS接口切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

设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B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具体为，通道选择器的

参数设定为高电平时，选择TFT数据A和TFT数据B中的任一TFT数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

视频编码器；

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为低电平时，选择另一TFT数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

码器。

3.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切换方法的LVDS接口切换器，其特征在于，包括：LVDS接口

A、LVDS接口B、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B、  FPGA、通道选择器、视频编码器和LVDS输出接

口；

所述LVDS接口A的输出端与所述视频解码器A的输入端连接；所述LVDS接口B的输出端

与所述视频解码器B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B的输出端与所述FPGA的

输入端连接；

所述通道选择器的输出端与所述FPGA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FPGA的输出端与所述视频编码器的输入端连接，且所述视频编码器的输出端与所

述LVDS输出接口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LVDS接口切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视频编码器为DS90CF363B

编码芯片。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LVDS接口切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FPGA  的为EP3C5E144I7N

芯片。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LVDS接口切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视频解码器A和视频解码

器B均为SN75LVDS86A解码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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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切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讯接口切换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切换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计算机应用普及，一些大型应用场合应用了多路显示接口，例如VGA、DVI、DP、

LVDS等多屏显示等，部分环境受限于LVDS屏目数量，需要多接口切到同一屏目显示，特别是

测试多个相同的LVDS显示接口，每个接口配一台LVDS接口显示不仅浪费有限的资源，同时

也降低传输效率，因此，LVDS接口切换器设计十分必要。

[0003] 目前，LVDS接口一般在板内随显示器集成，与VGA、DVI等显示接口不同，非直接对

外，因此LVDS切换装置很少。中国专利“一种时分复用高速LVDS端口电路”（申请号

201410681914.9）公开了一种时分复用高速LVDS端口电路设计方案。该方案主要针对高速

数模转换器输入端LVDS的复用，该发明减少了多核高速高精度数模转换器输入端口数目，

目的是提高数模转换器数据输入端口的利用效率。但是，该技术方案所采用的控制方式难

以应用于二路LVDS显示接口二选一切换的使用环境，即难以实现二路LVDS视频信号的解

码、切换和编码输出。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切换方法，以缓解现

有技术中存在的难以实现二路LVDS显示接口二选一切换功能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LVDS接口切换方法，包括：

LVDS接口A接收外部A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A，将输入信号A发

送至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A将输入信号A解码转换成TFT数据A，并将TFT数据A发送至

FPGA；

LVDS接口B接收外部B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B，将输入信号B发

送至视频解码器B，视频解码器B将输入信号B解码转换成TFT数据B，并将TFT数据B发送至

FPGA；

FPGA读取TFT数据A和TFT数据B，并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

B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

视频编码器将TFT输出数据编码为LVDS输出数据，并发送LVDS输出数据至LVDS输出接

口，由LVDS输出接口发送至外部C设备LVDS显示接口并显示。

[0006]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方法中，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

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B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具体为，通道选择器的参

数设定为高电平时，选择TFT数据A和TFT数据B中的任一TFT数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

频编码器；

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为低电平时，选择另一TFT数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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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器。

[0007]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前述切换方法的LVDS接口切换器，包

括：LVDS接口A、LVDS接口B、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B、  FPGA、通道选择器、视频编码器和

LVDS输出接口；

LVDS接口A的输出端与视频解码器A的输入端连接；LVDS接口B的输出端与视频解码器B

的输入端连接，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B的输出端与FPGA的输入端连接；

通道选择器的输出端与FPGA的输入端连接；

FPGA的输出端与视频编码器的输入端连接，且视频编码器的输出端与LVDS输出接口连

接。

[0008]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中，视频编码器为DS90CF363B编

码芯片。

[0009]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中，FPGA  的为EP3C5E144I7N芯

片。

[0010]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中，视频解码器A和视频解码器B

均为SN75LVDS86A解码芯片。

[0011] 本发明实施例带来了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

切换方法，首先，LVDS接口A接收外部A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A，将

输入信号A发送至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A将输入信号A解码转换成TFT数据A，并将TFT数

据A发送至FPGA；同时，LVDS接口B接收外部B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

B，将输入信号B发送至视频解码器B，视频解码器B将输入信号B解码转换成TFT数据B，并将

TFT数据B发送至FPGA；然后，FPGA读取TFT数据A和TFT数据B，并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

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B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最后，视频编码器将TFT输

出数据编码为LVDS输出数据，并发送LVDS输出数据至LVDS输出接口，由LVDS输出接口发送

至外部C设备LVDS显示接口并显示。该技术方案通过采用FPGA与双路LVDS通信链路相结合，

实现了设备两路LVDS接口共用一台显示设备，可切换任意一路输出到LVDS显示屏，该技术

方案连接结构简单，传输数据可靠，便于实际应用，缓解了现有技术存在的难以实现二路

LVDS显示接口二选一切换功能的技术问题。

[0012]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

所附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方法的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的结构原理图。

[0015] 图标：

100-LVDS接口A；200-LVDS接口B；300-视频解码器A；400-视频解码器B；500-  F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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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通道选择器；700-视频编码器；800-LVDS输出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目前，现有的LVDS接口转换装置主要针对高速数模转换器输入端LVDS的复用，该

发明减少了多核高速高精度数模转换器输入端口数目，目的是提高数模转换器数据输入端

口的利用效率。但是，该技术方案所采用的控制方式难以应用于二路LVDS显示接口二选一

切换的使用环境，基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切换方法，可以缓

解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难以实现二路LVDS显示接口二选一切换功能的技术问题。

[0018] 参见图1，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方法的流程图。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LVDS接口切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首先，LVDS接口A接收外部A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A，将输入信

号A发送至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A将输入信号A解码转换成TFT数据A，并将TFT数据A发

送至FPGA。

[0019] 同时，LVDS接口B接收外部B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B，将输

入信号B发送至视频解码器B，视频解码器B将输入信号B解码转换成TFT数据B，并将TFT数据

B发送至FPGA。

[0020] 然后，FPGA读取TFT数据A和TFT数据B，并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将TFT数据A

或TFT数据B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

[0021] 最后，视频编码器将TFT输出数据编码为LVDS输出数据，并发送LVDS输出数据至

LVDS输出接口，由LVDS输出接口发送至外部C设备LVDS显示接口并显示。

[0022]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方法，其中，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

设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B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具体为，通道选择器的

参数设定分为高电平和低电平，设定为高电平时，选择TFT数据A和TFT数据B中的任一TFT数

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为低电平时，选择另一TFT

数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

[0023]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前述切换方法的LVDS接口切换器，该切换器为

LVDS视频采集和切换设计，能够实现两路LVDS显示通道使能控制，二选一输出到LVDS显示

屏。该切换器设计充分利用了FPGA内部丰富的硬件资源，具有结构简单，传输数据可靠，系

统分工明确，便于实际应用的特点。参见图2，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的结构

原理图。该接口切换器包括：LVDS接口A（100）、LVDS接口B（200）、视频解码器A（300）、视频解

码器B（400）、  FPGA（500）、通道选择器（600）、视频编码器（700）和LVDS输出接口（800）。

[0024] LVDS接口A的输出端与视频解码器A的输入端连接；LVDS接口B的输出端与视频解

码器B的输入端连接，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B的输出端与FPGA的输入端连接。其中，LVDS

接口A的输入端与外部A设备LVDS显示接口连接，LVDS接口A接收外部A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

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A，将输入信号A发送至视频解码器A；LVDS接口B的输入端与外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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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LVDS显示接口连接，LVDS接口B接收外部B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

号B，将输入信号A发送至视频解码器B。视频解码器A、视频解码器B均用于数据协议转换，具

体的，视频解码器A将接收的输入信号A解码转换成TFT数据A，并将TFT数据A发送至FPGA；同

时，视频解码器B将接收的输入信号B解码转换成TFT数据B，并将TFT数据B发送至FPGA。进一

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中，视频解码器A和视频解码器B均为

SN75LVDS86A解码芯片。

[0025] 通道选择器的输出端与FPGA的输入端连接，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

接口切换器中，FPGA  为EP3C5E144I7N芯片。FPGA用于数据转换和切换，在切换器工作过程

中，FPGA  读取视频解码器A和视频解码器B转换的TFT数据，FPGA  受通道选择器控制，并可

根据参数设定选择视频解码器A和视频解码器B任意一路TFT数据进行输出。FPGA读取TFT数

据A和TFT数据B，并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B作为TFT输出数据

发送至视频编码器。具体为，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分为高电平和低电平，设定为高电平

时，选择TFT数据A和TFT数据B中的任一TFT数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通道

选择器的参数设定为低电平时，选择另一TFT数据作为TFT输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

[0026] FPGA的输出端与视频编码器的输入端连接，且视频编码器的输出端与LVDS输出接

口连接。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中，视频编码器为DS90CF363B编码

芯片。视频编码器将TFT输出数据编码为LVDS输出数据，并发送LVDS输出数据至LVDS输出接

口，由LVDS输出接口发送至外部C设备LVDS显示接口并显示。

[0027] 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LVDS接口切换器及其切换方法，首先，LVDS接口A接收外部

A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A，将输入信号A发送至视频解码器A，视频

解码器A将输入信号A解码转换成TFT数据A，并将TFT数据A发送至FPGA；同时，LVDS接口B接

收外部B设备LVDS显示接口的LVDS数据格式的输入信号B，将输入信号B发送至视频解码器

B，视频解码器B将输入信号B解码转换成TFT数据B，并将TFT数据B发送至FPGA；然后，FPGA读

取TFT数据A和TFT数据B，并根据通道选择器的参数设定，将TFT数据A或TFT数据B作为TFT输

出数据发送至视频编码器；最后，视频编码器将TFT输出数据编码为LVDS输出数据，并发送

LVDS输出数据至LVDS输出接口，由LVDS输出接口发送至外部C设备LVDS显示接口并显示。该

技术方案通过采用FPGA与双路LVDS通信链路相结合，实现了将两路LVDS接口二选一地转换

为一路并输出到LVDS显示屏显示，进而实现了设备两路LVDS接口共用一台显示设备，可切

换任意一路输出到LVDS显示屏，缓解了现有技术存在的难以实现二路LVDS显示接口二选一

切换功能的技术问题，该技术方案连接结构简单，传输数据可靠，便于实际应用。

[002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用以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可轻

易想到变化，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变化或者替换，并不使

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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