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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剛 AVerMedia LGHD2 直播
擷取卡 GC570 重裝上陣
玩直播，要用專業直播擷取卡
由於當今直播當紅，想當好的實況主，不僅要電腦配備要夠好，網路頻寬要充足，最重要的就是錄影配備
要夠完善，才能錄出最佳畫質且流暢的畫面，讓 PC 或遊戲機的遊戲畫面，能夠以最原生的畫面，重現在
觀眾眼前，以帶領觀眾與玩家進入無失真的遊戲世界中。這次，要介紹給大家的，則是由圓剛最新推出的
AVerMedia LGHD2（Live Gamer HD 2）直播擷取卡 GC570。

▲圓剛最新推出的AVerMedia LGHD2（Live Gamer HD 2）直播擷取卡GC570，是實況主、網紅必備的秘密武器，帶來了全新的1080p60
影像直播，並引進多卡支援，可以對應多攝影機輸入，成功邁向專業直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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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進行直播前要做的準備

的視訊攝影機，第二個就是直播擷取卡或直播擷取

現在，玩直播，可以說是全民運動。不過，直

盒，至於直播軟體的話，免費的 OBS 是最佳的解

播也分成很多種類。最簡單的，分成手機直播與電

決方案，可以省下添購直播軟體的費用。然而，視

腦直播。

訊攝影機的話，近一年以來，有很大的變革。首先，
視訊攝影機的話，原本是 Logitech 與 Microsoft 當

► 手機直播與電腦直播大不同

道，先前比較好的方案，提供的是具備光學對焦

人人手上都有的智慧型手機，透過手機直播，

的 1080p30 視訊攝影機，現在最新的方案，視訊

是現在最夯的直播方式。然而，手機直播的話，礙

攝影機則是升級到了 1080p60。新加入業者，則有

於無法做其他視訊源的輸入，加上只能透過手機

Razer，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採用 Intel REALSENSE

App 進行直播，直播受限於手機先天不足瓶頸的侷

技術的視訊攝影機，還可以直接進行動態去背。

限。電腦直播的話，則因為可以搭配各種視訊源，
可以選擇透過 USB 介面的視訊攝影機，或者搭配
各式相機、攝影機，以 HDMI 輸出影音視訊，透過
直播擷取卡或直播擷取盒，把 HDMI 輸出的視訊
源，擷取到電腦內，透過各種直播軟體進行直播，
或者使用預錄剪輯影片，待影片後製完成，再進行
直播。

► 遊戲直播，需要不同的配備
遊戲直播也是如此，若是 PC 遊戲，就可以透
過直播軟體，進行遊戲直播。不過，若是要直播遊

▲圓剛目前共推出有2種內接式直播擷取卡，以及5種外接式直播
擷取盒

►1080p60 擷取能力的直播擷取卡或直播
擷取盒是新標準

樂器遊戲，要直播 XBOX 360、XBOX ONE 或 PS3、

正因為，目前所有的遊樂器，HDMI 輸出都

PS4、PS4 PRO，上面正在玩的遊戲，還是要透過

已經具備了 1080p60，甚至新機種已經到達了 4K

直播擷取卡或直播擷取盒，把遊戲樂 HDMI 輸出

水準，引進 3840p60。至於相機、攝影機的話，

的視訊源，擷取到電腦內，透過直播或預錄剪輯方

HDMI 輸出早就具備了 1080p60，新機種也一樣達

式，才可以玩遊戲直播。

到了 4K 水準，一樣引進 3840p60。也因此，現在
直播擷取卡或直播擷取盒，一定要挑選 1080p60

► 視訊攝影機與直播擷取卡或直播擷取盒是

擷取能力的才行。

必備的
看到這邊，我們就能了解，現今玩遊戲直播的
話，有兩個東西是必備的。第一個就是 USB 介面

►4K HDR 直播擷取卡正夯！
值得注意的，玩家圈的話，自從 2016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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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始夯新一代直播擷取卡！這起因是 4K 與

► 軟硬體架構

4K HDR 的興起，影片擷取、轉檔與直播應用，都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是設

是超夯的新興趨勢。目前的話，主流 NVIDIA 與

計給桌機使用。採用 PCIe 2.0 x1 介面，安裝上相

AMD 顯示卡，在 4K HDR 採用 HEVC H.265 格式，

當容易，並且能相容於各種桌機。卡板上面有兩組

YouTube 則是採用 VP9 格式，OBS、XSplit 直播軟

HDMI 插槽，一組為輸入使用，一組為輸出使用，

體，則不支援 4K HDR 直播。PS4 PRO 遊樂器的話，

兩者為 Pass-Through 設計，聲音方面，除了可以

本身就支援 4K HDR，也因此國外已經在夯 4K HDR

透過 HDMI 輸入，也能透過標準 3.5mm 音訊插槽

直播擷取卡。至於我們台灣本土業者圓剛，何時能

輸入。卡板上面也有兩組標準 3.5mm 音訊插槽，

推出 4K HDR 直播擷取卡，這就相當令人期待了！

一組為輸入使用，一組為輸出使用。卡板上，對外
雖然使用 PCIe 2.0 x1，內部則為透過 USB 3.0，串
接影音處理晶片。正因為，現階段作業系統已經對
於 USB 3.0 晶片完整支援，使用這張直播擷取卡，
並不需要安裝額外驅動程式，就可以免驅動安裝。
在影像擷取方面，則支援 1080p60 未壓縮影像擷
取，更重要的，提供多卡支援，專業直播主的話，
大多會使用相機、攝影機作為視訊源，或者，同時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 全配件，將內容物取出，
包 括 擷 取 卡 x1、 快 速 安 裝 指 南、 使 用 說 明、3.5mm 音 源 線、
HDMI 線

連接不同的視訊源裝置，像是同時直播 XBOX ONE
與 PS4 PRO 遊樂器遊戲，這張直播擷取卡實現了
專業直播應用的各種可能。

「圓剛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
卡 GC570」重裝上陣

► 精美的卡板本體與高質感外包裝

圓 剛 最 新 推 出 的 AVerMedia LGHD2（Live

以往的直播擷取卡，大多給人的印象，皆是卡

Gamer HD 2）直播擷取卡 GC570，是實況主、網

板製作不夠用心，外包裝看起來粗製濫造，以及

紅必備的秘密武器，帶來了全新的 1080p60 影像

說明書都寫得不清不處。這次，圓剛相當用心，

直播，並引進多卡支援，可以對應多攝影機輸入，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不僅外包

成功邁向專業直播主！

裝相當有質感，產品外盒上使用了滑套，以簍空雷
雕搭配內襯金屬藍外盒，產品外包裝盒就相當搶
眼，打開內盒更讓人感受到用心，採用了高質感外
包裝，迎合現在專業實況主挑剔的味蕾。卡板本
體，更讓人有驚艷的感覺。使用了不銹鋼材質一體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正式報到

成型沖壓製造的外殼，表面的陣列簍空設計，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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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相信這會出現在直播擷取卡上面，電腦開機之

錄製 1080p60 畫面，輕而易舉

後，才發現還有開放式 LED 光源，發出微藍色的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就是

光芒，這對於目前使用透視機殼玩家來說，無疑又

一款可以即時錄製 1080p60 遊戲畫面的 PCIe 擷取

增加了一個亮點。

卡。而且，支援的是 1080p60 未壓縮影像擷取，
賦予 PC 或遊戲機的玩家們，能夠一邊玩遊戲、一
邊錄下精彩的遊戲畫面，同時還支援旁白解說或加
入背景音樂，讓玩家能夠一邊錄製，一邊分享至

Twitch、Facebook、YouTube 做線上直播，以吸引
其他玩家或粉絲來觀看你的個人遊戲實境秀。

▲GC570 Live Gamer HD 2 的包裝盒背面，有包裝內容說明，以及
各種語言版本的特色介紹，包含：1080p60 未壓縮視訊、隨插即
備、無延遲透通、強韌的 MJPEG 壓縮功能、支援視訊無段放大縮
小、可搭配自家 RECentral 完美串流軟體。

▲圓剛 GC570 LGHD2 遊戲直播擷取卡，採用 PCIe x1 介面，卡的
前方有蜂窩式造型鐵片，右上角有 LED 燈效

▲GC570 Live Gamer HD 2 包裝盒側面，有規格說明、各式認證與
條碼貼。在系統需求方面，建議使用 Intel Core i5-3330 或以上處
理器 ( 建議 i7-3770)、4GB 記憶體、NVIDIA GeForce GTX 650
或 AMD Radeon R7 250X 以上的顯示卡

▲將外盒袖套取出，可看到藍色的內盒

▲圓剛 GC570 LGHD2 遊戲直播擷取卡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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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在影
像規格方面，支援 HDMI 介面的各式視訊來源，
包含最新的 PS4、Xbox 360、Xbox One、Nintendo

Switch、NES Mini 等等，都可以支援，當然若想要
錄製其他 HDMI 影音裝置的影片也是可行的 ( 只要
片源沒有加密即可，否則就得另外裝一個 HDMI 解
碼器才行 )。也因此，可用來做實況、即時轉播各
種遊戲賽事、製作遊戲攻略、個人錄製收藏與分享

▲PCB 上 有 EtronTech( 鈺 創 ) 的 EJ168A (USB 3.0 主 控 )、
Nuvoton( 新唐 ) 的 NUC100RE3DN(Cortex-M0 微控制器 )，以及
兩顆未知名晶片

等場合使用。

▲提供 HDMI-out/HDMI-in，以及 Audio-out、Audio-in 等連接埠

▲接近兩組 HDMI 埠的地方，有 ITE IT6801/IT66121 的 HDMI 1.4a
( 支援 3D) 控制晶片，提供零延遲的訊號透通需求

▲將 GC570 擷取卡的造型鐵片拆下，即可看到內部的 PCB 佈線
▲PCB 右上方有 5 顆藍色 LED，開機時會亮起，以塑造個人電競風
格

▲GC570 擷取卡的 PCB 佈線內容

▲插上主機板時，開機後，會有藍色 LED 的電競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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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顯示卡的搭配，各顯光芒

採用 PCIe 2.0 x1 介面，提供高品質無
Lag 錄影
使 用 時， 先 將 LGHD2 安 裝 到 電 腦 主 機 板 的

PCIe Gen.2 x1 的插槽，鎖住擋板螺絲之後，開機
後，LGHD2 擷取卡的上方會散發出藍色 LED 光芒。
進入 Windows 系統後，即可抓到 LGHD2 影像裝

▲從 PCIe Root 埠底下，可發現該卡會經過 Etron USB 3.0 主晶片，
其下再連著 AverMedia Live Gamer HD 2 的影像裝置與數位音效
介面，以達到免驅動程式即可準備使用

專屬主控台軟體，錄影直播輕鬆搞定

置。接著要連接遊戲機或遊戲電腦時，只要將其

在 軟 體 方 面， 玩 家 可 以 到 圓 剛 官 網 下 載

螢幕輸出線接到 LGHD2 的 HDMI in、然後 HDMI

RECentral 3 驅動程式兼主控台軟體，即可邊玩邊

out 接到電視或螢幕，若有特別需求時，再將音源

錄。RECentral 3 支援即時錄製、即時影像串流、

線的 In 與 Out 接好，即可即時以 H.264 硬體壓縮

影片管理與視訊分享等主功能。搭配細部設定功

來錄影與錄音，亦可拿來做視訊串流。若您想要再

能，讓直播時也可增加編排的視訊或圖像。成為具

降低 CPU 使用率，則可以搭配獨立顯示卡 (NVIDIA

有個人特色的直播秀。至於 Cover Creator 可以製

GeForce GTX 650 以上或者 AMD Radeon R7 250X

作個人封面 / 名牌並印製出來，讓遊戲更具有個人

以上 ) 的 GPU 硬體壓縮來錄影！

風格。

▲安裝後，在裝置管理員裡面，可以發現「影像裝置」中，多了
AverMedia Live Gamer HD 2

▲此擷取卡的靈魂之一，就是 RECentral 軟體，可滿足各式錄影與
直播的所有需求。此為設定頁面，可設定語言、影片儲存路徑、影
像輸出格式，以及包括麥克風、快捷鍵、分享平台帳號、設定檔管
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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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其他遊戲機之後，即可在 RECentral 的「擷取與串流」頁面中，
看到遊戲機傳來的遊戲畫面與音效。此時只要在左側的欄位設定好
各種值。按錄影鈕，即可開始錄影或串流

▲錄製好的影片，可以在「錄音分享」頁面看到，各檔案皆是以日
期與時間來命命，方便玩家觀賞與回味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 規格表
產品名稱
使用介面
錄影品質
輸入端子
輸出端子
視訊錄製
隨附配件
尺寸大小
產品重量

▲先來直播一下小時候的回憶：「超級瑪莉」...

AVerMedia LGHD2（Live Gamer HD 2）直播

擷取卡 GC570

PCIe 2.0 x1
最高可達 60Mbps @1080p60，MP4 格式
視訊 :HDMI( 轉接至擷取卡 )、音訊端子
視訊 HDMI( 連接到電視或螢幕 )、音訊端子
搭配 RECentral 3 軟體來錄製或直播
HDMI 線、音源線、使用手冊

125 x 151 x 21.5 mm
145g

市場行情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 的話，
台北光華商圈已經正式開賣，目前最新報價：6,490
元。這張卡的話，於上市前，2017 年 04 月 1 日
進行了首賣預購，透過原價屋進行了預購活動，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價值：6,490
元），贈送：微軟視訊 LifeCam Studio V2/1080p（價
▲錄影時，RECentral 的畫面，會與實際遊戲機的畫面延遲個 0.5 秒
左右。但 GC570 可以完整將畫面無掉格地錄製下來

值：2,190 元），圓剛 HDMI 一進二出訊號分配器
（價值：599 元），預購價：5,990 元，搶到預購
的玩家真是買到賺到呀！

專業實況主遊戲直播神兵利器！
這次實測開箱了「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
取卡 GC570」之後，不但讓我們對於玩遊戲的新
主流，錄影、實況、直播有了全新的認識，也讓我
▲再來試著直播：「魂斗羅」

們能快速進入了遊戲直播的世界。GC570 遊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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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4 月 1 日進行了首賣預購活動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 的話，台北光華商圈已經
正式開賣，目前最新報價：6,490 元

播擷取卡，安裝容易，操作與使用上也簡單，裝好
之後，便能讓自己晉升為實況主，加上額外送了贈
送 價 值 3,500 元 的 XSplit Gamecaster Premium 帳
號，等於是買到賺到。無疑的，這款遊戲直播擷取
卡，可快速搞定錄影與影片串流需求，是專業實況
主遊戲直播神兵利器！

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電話：02-2226-3630
廠商網址：www.avermedia.com/tw

▲圓剛 AVerMedia LGHD2 直播擷取卡 GC570，卡板做工紮實，外
盒設計用心，提供 1080p60 未壓縮影像擷取，並支援多卡使用，
加上免驅動程式，以及廣泛的直播軟體支援。實測安裝容易，使用
簡單，而且穩定性高，是晉升專業實況主的神兵利器，PCDIY! 在
此特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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