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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訊]多款平板電腦 0 元起.
買中古車有 60 期低月付！.
Sony 數位相框 給您影音感動.
和邵庭一起打贏資安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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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01 首頁 » PDA 應用 » Windows Mobile 軟體分享
低階 PDA 看高畫質 AVI 檔超級影片救星
» 前往頁尾
» 前往: 選擇討論群組 行動通訊 PDA 應用 GPS 應用 筆記型電腦 相機與攝影 個
人電腦 蘋果電腦 小惡魔的影音天地 小惡魔的動力研究室 小惡魔的機車同好會
小惡魔的單車俱樂部 勇者逗樂園 居家房事 女性流行 流行時尚 生活娛樂 站務討
論區 行動寫真館
» 載入圖片 » 轉貼到
» Nikon 新年大禮!福袋&台灣之光年曆限量贈送
» 前往頁面 1 , 2 , 3 , 下一頁

PDA 應用
Android
BlackBerry
Palm
Symbian
Windows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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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說說神奇的地方好了
我是給對岸網友測試的
用 Dopod 838 在 170 Mhz 的處理器運作狀況下
( http://mobile.sina.com.tw/mobile/n/2005-12-06/1103784217.shtml
Dopod 838 用的 OMAP850 處理器光是在就 195Mhz 下輸 Intel StrongARM 206MHZ
效能了...
何況是 170Mhz 的狀況下)
以 MP3 44.1khz 96kbps 用 stereo 播放影片音訊
並且影片以 23.976 fps 高畫質播放,播放軟體是 TCPMP,
播放的結果是影音都正常同步,畫質不論在動態多劇烈的情況下,
都保持相同畫質不出現方格,相信依照現在最爛的 PDA 用 ARM 150~200Mhz CPU
都能播放得順暢.下面是在 Dopod 838 以 TCPMP 測試出來的數據
TCPMP Version 0.70 Benchmark Results
Average Speed 104.83%
Video Frames 3028
Audio Samples 5603165
Amount of Data 12955 KB
Bench. Time 2:00.468
Bench. Frame Rate 25.14
Bench. Sample Rate 46512
Bench. Data Rate 881 kbit/s
Original Time 2:06.292
Original Frame Rate 23.97
Original Sample Rate 44100
Original Data Rate 840 kbit/s

URL \Storage Card\cars-tlr_1_h480p.avi
Size 13266100
Platform PocketPC
OS Version 5.02
OEM Info WIZA200
Clock speed 170 Mhz
Video output Raw FrameBuffer 240x320 16bits Lookup
Video zoom 320x240 -> 240x320
Audio output Wave Output 44100Hz 16Bits 2Ch.
CARS 可合法散佈的電影預告片下載 (fullscreen 拉伸版) 上面測試數據來源
http://abraxas.no-ip.org/ezbuilder/sample/pda-Dopod838-full-cars.avi
CARS 可合法散佈的電影預告片下載 (正確比例版)
http://abraxas.no-ip.org/ezbuilder/sample/pda-Dopod838-cars.avi
軟體會自動依照畫面場景自動分配高低流量,遇到動態劇烈場景自動增加流量率,
維持畫質,遇到低動態場景又會自動降低流量率,節省容量,因此保證畫質比任何
軟體都好,
轉出的檔案也會比很任何軟體都小,另外擁有自動比例處理功能,
添加正確黑邊維持畫面比例,而且"任何"檔案格式都可以轉(當然包括 rm.rmvb.avi
mpg.wmv.mov.flv.....),支援 srt.ass.ssa.idx&sub 字幕檔自動載入,
而且自動優優化字體大小與字體格式,連 mkv 的載入和字幕選擇都沒問題,
轉檔也是超簡單,什麼都不需要設定(真的完全不需要任何設定..)
ezbuilder
http://abraxas.no-ip.org/ezbuilder
簡略使用方法介紹
1.安裝 avisynth 2.5.6a 版本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57023&package_id=72557
2.安裝 K-Lite Mega Codec Pack
http://www.free-codecs.com/K_Lite_Mega_Codec_Pack_download.htm
3.下載 ezbuilder Ezbuilder (fullpackage 版) 和

PDA QVGA 320X240 23.976FPS 影片格式 profile 補充
(內有補充 profile 說明)
4.將你要轉的檔案丟到 ezbuilder/MediaFILE 目錄內 (可以一個以上自動批次完成)
執行 ezbuilder 選擇你要轉出的項目,接下來進行轉檔,轉輸出到 DoneFile 內完成.

保證狂巴任何的轉檔軟體. (看得懂上面那些數據的人會嚇到)
^^^^^^^^^^^^^^^^^^^^^^^^

ps.會選擇以 23.976 為播放速率是因為以網路上 dvdrip 習慣的 film 播放率為準,
而且完全不會覺得不流暢.

qt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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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picu wrote:
先說說神奇的地方好了...(恕刪)

大大你的 easy builder 怎麼沒有 link 啊?
這樣是要怎麼捉呢?
bloodredair
文章編號: 2981400
文章日期: 2007-06-14 05:59
個人積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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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airo wrote:
大大你的 easy b...(恕刪)

ezbuilder
http://abraxas.no-ip.org/ezbuilder
進去官網左邊的軟體下載就有了＠＠
四月強檔動畫【Macross Frontier】外掛字幕下載 -> http://0rz.tw/df3TM
無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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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redair wrote:
ezbuilderh...(恕刪)

有下載 profile 的人可以重新下載一下喔,多了很多選項,新增支援 N95 MP4 H.264
規格.
保證比目前所有任何傻瓜軟體轉出來的都還要好.

另外低階的 PDA 比較推薦 TCMP MKV 檔轉出喔
(XVID AVI + OGG 的)畫質驚人,效果流暢
(低階 pda 可以不再以 15fps 播放,而用更流暢的速度播放,音質也提升到 44.1Khz
stereo,
影音也保證同步,只有 ezbuilder 能做到)
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打 ezbuilder 搜尋就知道這款軟體一些資訊了
轉出來流暢.畫質又高.沒有任何破格.清晰!!!!檔案又小,這全歸功於我摸索到的一
些轉檔技能,
原本我是玩 ipod.psp.nds(moonshell.playan)方面影音轉檔的,
後來有對岸網友說我的軟體用來處理手持裝置也很理想,所以最近想轉來這一帶
玩玩看.

手上有 pda 的可以用 tcpmp 播放下面的檔案看看喔
http://abraxas.no-ip.org/ezbuilder/sample/cars-tlr_1_h480p.mkv

清靜一人
文章編號: 2988078
文章日期: 2007-06-15 09:26
個人積分: 26
»5
感謝分享！試轉後結果很不錯，請問有沒有更容易轉 DVD 的方法 ? 該網站提的
方法似乎比我之前用的複雜好幾倍。
無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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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靜一人 wrote:
感謝分享！試轉後結果...(恕刪)

沒耶,基本上轉 dvd 不是用傻瓜軟體那套方法(不過效果都不盡理想,能夠處理到
的細節很少),
不然就是 dvd 導 d2v.wav 各自處理的那套(比較麻煩進階).
另外 n95 的 mp4 H.264 也能轉喔!
範例檔
http://abraxas.no-ip.org/ezbuilder/sample/cars-tlr_1_h480p.MP4
profile 又更新了
這款軟體最神的目前應該是轉出 mkv 檔,給低階的 pda 播放,
不但畫面流暢(23.976fps).

畫質極佳(清晰.又沒方格).
畫面比例正確(自動加黑邊維持正確比例)
音質高(44.1Khz 2ch).
.還保證影音同步,
字幕又自動會適當大小調整(獨立字幕的情況),
比起目前任何給 pda 專屬的轉檔軟體都強上不知道要多少,
轉出來檔案又超小的,
而且除非是 cpu 150Mhz 以下的 cpu,不然都播放得很流暢.

john33
文章編號: 2995224
文章日期: 2007-06-16 17:36
個人積分: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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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神的軟體.轉出檔案在 SP-586W 上播放"超"順暢
真的把我愛用的 PocketDivXEncoder 巴假的
看到有 NDS 選項也順便轉了一個試看看..真的有差.鋸齒方塊明顯變少很多
多謝分享好軟體啦~~挖到寶了
PS:轉檔速度超快.之前轉檔資源吃很大都只能趁睡覺時轉.
剛剛一邊轉檔一邊看網頁聽音樂電腦還不 LAG...挖勒
另外想請教圖上面 2 個選項有什麼差異?
按這裡檢視圖片
電腦配備:
CPU P4-3G
記憶體 1024MB
沒有人有義務為你做任何事情.
無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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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33 wrote:
真的很神的軟體.轉出...(恕刪)

ezbuilder 功能還滿多,涵蓋的轉檔範圍還滿大的,
不過在台灣這邊大概就只有 nds 和 PSP 玩家對 ezbuilder 比較熟悉吧,
在對岸那邊也是,相關資訊可以打個 ezbuilder dpg 或是 ezbuilder moonshell.
ezbuilder psp 就很多了.
另外你提到的問題,fullscreen 那個是強制拉伸到全螢幕不管正確比例
(另一個是會自動填充正確黑邊維持畫面原來長寬比),
關於 dpg 的轉檔功能對岸那邊 ndsbbs 論壇討論比較多,
燒錄卡.記憶卡種類.moonshell 版本.配置還有 ezbuilder 本身設定參束都會對播放
效果有影響,
相關資訊還是請你上 google 到對岸查一下,或是到我的家族中私下在討論,畢竟這
邊是 pda 板.....

dopod sp 586w 的 cpu 也是 195mhz 的,實際播放的時候似乎只用 170mhz,同頻率下
效能又比 arm 系列的差,
因此保證這款軟體轉出來的檔案可以勝任目前 90%以上的低階 pda 播放,強烈推
薦轉出 MKV 格式
(PDA clock 時脈大概有 150mhz 就 ok 了...目前有人還有 clock 不到 150mhz 的古董
PDA 嗎?)
覺得好用的話,幫忙多宣傳一下拉....國產軟體,不過沒啥名氣,大家的眼光都被一
堆漂亮又華而不實的 GUI
軟體吸引過去了,可以的話可以寫個評測.教學或是心得的,畢竟大家都很觀望,懶
得嘗試新東西.
目前想往 PDA.PDA 手機.PMP 轉檔圈走.
這一款絕對是低階 PDA 的救星.流暢.高畫質.影音同步.高音質.自動載入字幕.字
幕自動調整.比例自動維持.
檔案又小,歡迎比較.

john33
文章編號: 299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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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picu wrote:
ezbuilder 功...(恕刪)

了解了謝謝~小弟筆拙文章不順暢
我有幫忙發訊息給一個之前在 SP 區蠻熱心的大大
希望他能來幫你寫篇介紹文+評測一下
他目前現在跳來 PDA 區了.又有 NDS...相信這個軟體他會喜歡的
真的是不錯的好軟體..被國人忽略好可惜
沒有人有義務為你做任何事情.

Mark5347
文章編號: 2997275
文章日期: 2007-06-17 02:17
個人積分: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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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程式!
難得台灣會有如此熱情的人才!!
支持先!!
我是接到 John33 兄的私人訊息後,特地來支持的!!
我已經不用 WM6.5 很久了...請恕我無法再回答 WM6.5 的問題。
» 返回列表 » 載入圖片 » 回到頁首
第 1 頁 (共 3 頁) » Mobile01 首頁 » PDA 應用 » Windows Mobile 軟體分享
» 前往頁面 1 , 2 , 3 , 下一頁
前往: 選擇討論群組 行動通訊 PDA 應用 GPS 應用 筆記型電腦 相機與攝影 個人
電腦 蘋果電腦 小惡魔的影音天地 小惡魔的動力研究室 小惡魔的機車同好會 小

惡魔的單車俱樂部 勇者逗樂園 居家房事 女性流行 流行時尚 生活娛樂 站務討論
區 行動寫真館
» 小惡魔廣告快訊
手機也可以打卡下班? FB 與行動裝置的完美結合!
免運就是現在!台灣製造，創新設計，看電視也能瘦身喔!

這樣的味道剛剛好，來自日本，山崎：最好的單一麥芽威士忌
日立家電歲末感謝季，買日本原裝指定商品，好禮三送一

» 小惡魔廣編特輯
宅男變潮男 NOKIA C7 時尚必 Buy!!

NOKIA C7 可以錄製 720P 的高畫質影片、Ovi 地圖也整合「Vpon
折扣隨行」中的商家資訊…
酷~手機就是我的雲端隨身聽！

「MEar 雲端隨身聽」讓您的音樂不離耳，不論電腦或手機，打
開 MEar 就是聽得到…
捕捉精彩瞬間 隨時隨地分享列印

喜歡東拍西拍，更愛與人分享，任何精彩瞬間，都能立即印出，
與遠處的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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