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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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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非常感谢您购买广告机产品。当你首次开启包装时，请检查所有的附件是否

配备齐全。在连接及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日后查阅。

注意：

本手册印制于产品生产之前，手册中的屏幕显示内容及性能规格可能与产品实物

略有差异，请以产品实物为准;屏上有少量亮点或暗点，属正常现象，并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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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请勿将本机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的环境中以免引起火灾或触电，导致本机损

坏。

 不要将本机放置于不稳定、易跌落之处。

 不要将本机暴露于极端的温度 (低于 5 或高于 35 ) 或湿度处。

 避免将本机直接暴露于阳光或靠近热源处。

 不要将本机放置在密闭空间内，如书橱或壁柜中。为保持足够的通风，本机

周围需至少保留 20 厘米的空间。

 不要用报纸、桌布或窗帘等物体覆盖通风孔，以免散热不畅。

 不要将本机放置于任何液体中。

 不要将任何细小物体塞入本机散热孔内。

 不要将本机放置于易遭受水滴或水溅之处，也不要在本机上放置盛满液体的

物品，如花瓶。

 不要将可燃气体或易爆物质等产热物件放置在本机附近，如燃着的蜡烛。

 遇雷雨闪电天气时，避免在打雷闪电时碰触到本机显示屏及电源插头或天线，

并关掉本机电源。

 请勿踩踏电源线，同时避免电源线缠绕。

 如果本机有故障，请勿擅自拆开修理。请与专业维修人员联系。

 如果您长时间不使用遥控器，请取出电池放在干燥处保存。

 请使用与本机后铭牌标示的电压及频率值一致的供电电源。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本机，请拔掉电源插头。注意不要强力拉扯电源线，而是

握住电源插头部分拔下。

 请将该一级设备与具备防接地性质的交流电源插头连接，并将交流电源插头

放置在易插入和拔出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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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告机安装步骤

1.1 壁挂广告机安装步骤

1.2 落地广告机安装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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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告机开关机
2.1、 首先拿出电源线插入下图电源接口，插紧电源线后打开船型开关（I/O开关），如图

打到 I 那边，等待广告机自动开机，开机后自动进入广告播放画面。

2.2、关闭广告机，关掉I/O开关即可，如图按下 O 那边为关。或者用定时开关机（详细参

照软件部分）。

2.3、电脑版广告机通电后需要按下启动开关即可开机。

2.4、关闭广告机，在电脑系统里面-开始-关机。或者用定时开关机（详细参照软件部分）。

三、遥控器使用说明（仅安卓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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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器软件安装及登陆

4.1 安装前须知

广告机软件分为服务端和播放端。服务端和播放端的安装软件不同，服务端

安装在我们的办公电脑上（win7 旗舰版和 win8/win10 系统） ，播放端安装在

我们的广告机上（出厂时已安装好）。

4.2 系统安装环境

 服务端支持win 2003（X86）、win 2008、win7旗舰版、win8、win10系统。

 播放端支持安卓系统。

 安装IIS6.0（win2003）或IIS7.0（win2008）组件

服务。

 需安装.netfromwork2.0及以上版本。

 如是IE8.0以下版本，则需升级到IE9.0及以上版本或者安装谷歌浏览器。

4.3 服务器端环境配置

4.3.1 IIS 手动安装：（win8/win10系统参照 IIS 检查及安装文档说明）

进入【控制面板】----【程序】-----【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勾选所有

选项后保存（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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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几分钟，安装完成即可退出。

4.4 服务端软件安装

4.4.1 在光盘中找到安装包后解压出来找到 setup.exe，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开始安装。

4.4.2、默认安装路径是 C盘，请改为 D盘,例如:D:\DS\。如下图

4.4.3、安装过程中提示选择端口，软件默认端口是 IIS 的 80 端口，如果 80 端

口已被占用，请自行修改合适的端口。例如 8080.如图所示。

4.4.4、最后点击‘确定’完成安装（中途如有拦截弹窗显示，请选择全部允许）。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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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安装完成后桌面会生成一个‘E版管理端，DS Server’图标。如下图所

示

4.4.6、 双击 E版管理端图标后会打开浏览器进去里面，然后点临时授权进去软

件（登录名：sa 密码：123456）

到此服务端软件已安装完成并登陆成功。

五、软件注册（注：注册时确保广告机和服务端电脑在一个局域网内，如果是

广域网的话，需要有公网服务器，不然注册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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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安卓播放端注册

5.1.1 首先要确认电脑上的 E版管理端、服务器是否开启和服务器状态（是否在

线）

5.1.2 打开广告机，启动后进入安卓系统里面，找到设置，选择 WiFi 或者插入

网线联网。

5.1.3 返回到桌面上然后找到液晶互动图标并进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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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点击进去后，按下鼠标中间滚轮键，弹出对话框点击注册。如下图

5.1.5 进入后选择企业登录，然后在第一行输入你安装服务端软件那台电脑的 IP

地址，第二行填入终端名称（终端数量多的话，请输入名称来确定是哪个终端），

填写好后点注册，然后显示注册成功即可。

1.选择企业登录 2.输入服务器 IP（安装了服务端软件那台电脑的 IP 地址） 3.终端名称

5.2、Windwos 终端注册

5.2.1 打开广告机，启动后进入电脑系统里面，选择 WiFi 或者插入网线联网。

5.2.2 然后在桌面上找到 E版播放端图标并双击打开进去。

5.2.3 点击进去后，按下键盘 Ctrl+F5 键，弹出对话框进入注册界面，如下图：

通讯服务器 IP：填入你电脑的 IP，后面的端口号：5222 不变

播放端名称：随便自己填，（如终端数量多的话，请输入名称来确定是哪个终端），

填写好后点注册，然后显示注册成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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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服务端授权注册

5.3.1 在电脑桌面上点击 E版管理端后，进入软件界面后，点击右上角的导入授

权文件。

5.3.2 进入后，找到机器码和加密狗编号，发给对应销售人员，然后生成授权码，

导入进去后就是正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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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软件操作入门

6.1 登陆界面

双击桌面的快捷方式图标，登陆界面如下：

输入登录名:sa 密码：123456，然后登陆软件出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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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导入素材

编辑节目之前，需要先将节目素材导入到素材资源管理器中，过程如下，

点击素材管理。

点击视频、图片、文本、音乐、动画上传相应的素材。

6.3 制作节目

点击节目管理>制作（或者首页节目制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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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制作出现节目编辑界面

点击制作出现节目编辑界面

<1>返回：返回到节目管理界面。

<2>选择模板：模板分背景模板和普通模板，请根据当前分辨率的模版选择。

<3>保存场景：当前节目场景内容制作完成后，点击此按钮进行保存。

<4>预览：每个场景制作完成后，都可点此按钮进行预览看效果。

<5>输入节目名称 （注：节目名称中不能包含特殊符号，如：~@#$%^&*以及空格等）。

<6>选择节目分辨率（包含 1024*768、1920*1080、1280*720、768*1024、1080*192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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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280 六种分辨率，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点击列表框“自定义”添加）。

<7>节目类型：选择节目类型为普通节目或互动节目。

<8>选择背景音乐。

<9>旧版编辑器切换（旧版编辑器详细介绍请参阅：2、旧版编辑器）。

插入视频素材
点击 15 号“插入视频”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勾选添加要编辑的视频再确定，将视频添加到编辑界面（视频可拖动）

插入图片素材
点击 14 号插入或修改图片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该对话框与插入背景图片对话框一致，操作方式也一样（注：该图片插入后可在场景

编辑区域中选中该元素后进行拉伸或缩放或右键将其设置为全屏）。插入或修改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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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文本编辑界面，在文字输入中输入要播放的文字，可修改字体的字号、颜色、

滚动方向、滚动速度等

完成节目制作，如图：

点击保存再确定可保存节目且可直接发布节目

该界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所生成节目的场景信息：分别包括场景名称、单场景播放时间与节目

总的播放时间等。

在该界面中有“取消”与“发布”2 个按钮：

“取消”：点击该按钮后返回该节目制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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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点击该按钮后进入节目发布设置界面。

6.4 发布节目

点击发布，弹出发布界面，依次勾选

<1>显示所有分组，节目发布到组的，可以从这选择。

<2>快捷选择终端按钮：可以同时选中全部终端也可以只选中当前页中的终端。

<3>显示某分组下的所有终端，可以从这选择需要发布的终端。

<4>点击后可自由选择节目过期时间（默认过期时间一个月，过期后终端会自动删除过期节

目）。

<5>三种播放方式：

<5.1>垫片播放：即为每天 24 小时与其它节目轮循播放

<5.2>周期播放：可选择按周播放，并可设置具体时间与日期 ，如图：

<5.3>在该界面中主要介绍 3 个功能应用：

<5.3.1>独占节目：当勾选该选项后，该节目发布后会在其设置时间段内播放且只播放该节

目（如有其它该时间段播放的节目也设置了独占时，则与其轮循播放）

<5.3.2>设置：点击该按钮后，弹出如下界面：

可详细设置节目的具体播放时间段，也可添加多个时间段（1 号区域），每个的时间段不能

包含重复的部分，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设置完成后如下：



20 / 24

<5.3.3>应用到全周：当一周中每天的播放设置都一样时，可点击该按钮，其它星期的设置

都会如星期一一致。

注：如一周中只是部分天数播放，而另外几天不播放时，请在不播放的时间点击“设置”进

入界面后点击“删除”按钮，如图：

<5.3.4>自定义播放：可根据需要自由调整节目播放的具体时间与日期，可设置多个日期，

多个时间段（选择周期或自定义播放时有独占节目勾选项）

<6>定时发布：可根据需要自由调节节目下载播放的具体日期与时间。

<7>选择节目：点击后可选择其它节目，用于多节目同时发布。

<8>改变终端信息和节目列表的页面布局，可根据需求改变页面显示大小。

设置并选择好所需发布的终端或者组后，点击“确认发布”按钮进入节目审批界面，如

下：

点击审批完成，完成节目发布。

节目发布完成后，可以查看下载进度，进度显示 100%后，广告机终端上就会显

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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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节目制作说明及各功能使用请参阅《E 版操作手册》

七、U 盘拷入播放
若是遇到无网络或网络状态较差，终端下载节目不成功的情况，可以使用如

下方式进行单机播放节目

1、使用软件直接将制作好的节目导出并输入节目播放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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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文件夹 project,将导出来的压缩包文件,拷入到 project 文件夹中.（注

意压缩包不需要解压，直接复制到文件夹里面）

3、将 project 文件夹拷入到 u 盘中,需在【液晶互动】app 或者【E版播放端】

中，直接插入广吿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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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维护保养

正确的维护保养可以防止很多早期的故障；定期的仔细清洁可以使机器面目

崭新，清洁和保养前请拔下电源插头，防止触电。

清洁屏幕

1.请将少许的织物柔软剂或餐具洗洁剂与温水混合搅均匀。

2.请用一块软布在此混合液中完全浸泡。

3.请将布取出拧至半干后拭擦机器屏幕。

4.重复几次，注意拭擦机器时不要将水挤出流进机器里面。

清洁面框

1.请使用干燥、柔软、不起毛的干布拭擦前框

2.长时间不使用机器

3.长时间不使用机器，比如假期，请一定要拔下插头，防止因闪电等电源波而导

致的可能的危险。

九、常见故障排除

现象 原因 采取措施

无法开机
电源线没有插好或开关处于

关闭状态
检查输入电源，电线是否插好，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网 络 连 接

不上

网线连接问题 检测网线是否插好

服务器 DHCP 分配失败 检测设备是否接入到局域网，并通过 DHCP 分配 IP。

与 服 务 器

连接不上

电脑防火墙 检查电脑防火墙是否关闭

是否注册 注册时填入服务器 IP

终端是否联网 打开设置查看是否联网并用浏览器验证是否正常

服务器 IP 变化 检查控制电脑 IP 是否固定

遥 控 器 按

不了
遥控接收头被物体遮挡

检查遥控器与广告机遥控接收头之间是否有其它物

体阻挡，导致遥控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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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保修说明

1.本公司产品在售出一年内，属产品质量问题，凭保修卡免费保修（非人为损坏），

终生维修。

2.因使用不当或其它原因以及保修期外的故障产品，可凭保修卡修理，免收维修

费，仅收元器件费用。

3.产品需维修时，应将保修卡及发票复印件随产品交本公司售后或当地特约维修

部。

4.私自拆开机器外壳、撕毁封贴标签，按规定收取维修费和元器件等费用。

5.不接收由于改装或加装其他功能后出现故障的产品。

下列情况恕不免费保修：

1.由于坠落、挤压、浸水、受潮及其它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

2.由于水灾、火灾、雷击等自然灾害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造成的损坏。

3.由非授权维修中心维修过的产品。

4.以上所列，若有更改，参照国家行业规范执行。

十一、售后支持
1.如需咨询更多相关信息和技术支持请拨打服务热线：0755-29966609；

2.如需获取更多软件相关资料请扫描二维码获取。

遥控器电池 检查是否装入电池或者电池隔离片是否拔出

有 图 像 无

声音

静音模式开启 检查是否按了静音键已静音

音量调节过小 按 VOL+/-调节增大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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