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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1.    请将此说明书妥善保管

2.    请遵守所有警告与说明

3.    请按照说明书安装此产品

4.    在插入或拔出存储卡前，请先关机

5.    广告机电源必须保证可靠、正确接地；

6.    请勿堵塞机器的通风散热孔、音响发音孔；

7.    清洁机器液晶屏时，切勿直接使用喷雾剂，并且关机操作；

8.    本机器若长时间不工作，请拔掉电源；

9.    切勿将广告机放在散热器或其它热源设备附近；

10.  插座上的电源不能过载，防止造成触电或引起火灾；

11.  确保电源插座位于广告机附近，这样使用更加方便；

12.  清洁广告机时，请先拔掉电源线并确保机器处于断电状态；

13.  在插播TF卡/U盘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以防损坏机器；

14.  不要将产品暴露在雨水、日晒的环境中，以免影响正常使用；

15.  不要挤压电源线，尤其是电源插头以及电源线与产品的连接部位；

16.  切勿对设备进行自行拆装或是维修，以防高压触电或是其他危险；

17.  在插拔所有的线缆时一定要断掉所有相关设备的电源，禁止带电作业；

18.  电源插头应完全插进插座，如未完全插进插座，会因发热而引起火灾；

19.  广告机的电源开关应设在儿童不能触及的位置，以防止儿童触及及电源开关发生危险；

20.  本说明书中所有对广告机的描述均为图示和文字，可能会与实物有差异，请您以实物为准，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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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购本公司的广告机，开箱时请检查箱内的附件是否齐全。为保证您的安全、正确的使用广告机，请
在连接部件及接通电源前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请保留说明书以备后用。用户在未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对
本产品进行拆件与变动，所有引起的后果将由用户自行负责。

警告

在雷雨天气，请断开电源开关，否则闪电可能使本广告机受损或发生意外；

切勿往机器身上洒水或其他液体，切勿使用腐蚀剂擦拭机器本身；

机器使用或存放温度0-55度，请勿在超高、低温环境存放或使用。



壁挂式广告机安装细节

（电钻、榔头、十字螺丝刀、水平尺、记号笔、扳手）

第一步

1.用钥匙打开防盗门锁

2.用十字螺丝刀，将壁挂逆时针方向拧出2-3厘米

第二步

5.将壁挂板水平的贴到
墙体上

 6.用记号笔在需要固定 
螺丝的地方做上记号（22
寸一下一般4-6粒42寸以
下要6-8粒）

7.在画好定位孔的墙用 
6mm或 8mm的钻头冲
出6-8个孔 （孔位个数由
机器的 重量而定），深度
为50mm的挂板定位孔

8.把随机配件中的 胶粒或者
爆炸螺 詹丝打入钻好的孔

9.再用沉头自攻丝 或者
螺丝帽，锁 紧壁挂板

10.广告机后面有4个挂孔对
准壁挂板上的4个挂钉，由上 
向下很容易挂上

11.由于重量关系，26寸以上 
的广告机，最好是两人安 装

12.挂上厂告机后.一定要检 
查一下有没有挂好，再上紧
壁挂螺丝锁好防盗门， 起防
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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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安装
很简单，不需要专业安
装人员，只要有如左工
具，按照步骤轻松搞定。

第三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四步

3.将广告机面朝桌面桌面上铺
一张软垫，以免划伤伤玻璃面

4.用手将壁挂板用手将壁挂板
向门 锁方向推卸可取下挂板

实心承重墙安装打孔
钻头大小
3/8*inc
8mm 70mm

3.00*inch
钻孔深度

X4-8



（电钻、榔头、十字螺丝刀、扳手）

先把机身放平在平稳处，
把底座准确嵌入机身

上螺丝，把螺丝旋进各个
孔眼，并确认是否拧紧

把机身竖起来则大工告成了！

落地式广告机安装细节

机身底面                底座正面               底座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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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的产品安装很
简单，不需要专业安装
人员，只要有如左图工
具，按照步骤轻松搞定。



第一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二步

第六步第五步

第一章  后台管理

第一节  安装步骤

双击EtvSetup.exe文件进行程序安装
（注：请提前将电脑防火墙以及各种杀毒软件关闭）

ETVSetup.ex
e

选择安装路径，再点击一键安装

等待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点击“是”，电脑自动重启

启动完成，弹出下面弹窗，复制网址，打开google(
谷歌)浏览器，粘贴到网址栏点击确定，打开至服务
器后台管理系统

（备注：开机启动不需点击桌面快捷方式重复启动）

电脑重启后自动进入etv系统启动界面，等待
1分30秒系统启动

1:选择安装路径

2:点击一键安装

ETV智能云系统
远程操作 ...   

一键安装

素材管理

终端管理

节目发送

正在安装（100%抽取：mvisam tb3.inc)

素材管理

终端管理

节目发送

正在安装（100%抽取：mvisam tb3.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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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登录
输入默认账号：admin 密码：admin（如下图）

点击左上角的“资源下载”即可进入“使用说明”界面（软件操作视频、文档下载、APK下载，服务器下载）

第二节 后台登录

2.2 找回密码
如您忘记账号密码，可在登录界面点击忘记密码，可进行密码找回（如下图）

资源下载

1.输入账号密码

2.拖动滑块验证

3.点击登入

点击资源下载即可进
入“使用说明”界面（软
件操作视频、文档下载
、APK下载，服务器下
载

1.输入手机号码
新密码，确认密码
输入验证码

2.点击提交

资源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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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界面

首页，点击Home按钮即可跳转到首页：在首页我们可以看到设备所分布的位置，设备状态、任务状态、素
材统计、系统信息等；点击地图中蓝色地址按钮，即可查看改设备的设备名称、设备ID、设备地址以及分辨
率等信息。（如下图）

第三节 服务器更新（更新服务器后需要清除浏览器缓存）

卸载： 第一步：打开选中ETV点击鼠标右键；
            第二步：选择打开文件位置 ；
            第三步：鼠标双击Uninstall.exe-点击卸载

重启：卸载成功后电脑进行重启

安装：点击更新的ETVSetup.exe，按照上面安装步骤再次安装

感谢一路陪伴

期待下次更好的相遇！

取消 卸载

1.鼠标双击Uninstall.exe

2.点击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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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卸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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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缝更新

点击隐藏图标，找到ETV图标（如下图）

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关闭（如下图）



到服务器安装目录下的这两个文件夹（如下图）

删除并替换新的程序包，

双击图标启动程序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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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终端管理

第一节  属性设置
1.1 设备属性查看

点击红框中的属性设置按钮，可查看设备列表界面（如下图）

1.2 查看设备信息
点开设备列表下的设备分组，鼠标点击一台设备即可查看到该设备的基本信息，点击查看任务的“查看
按钮”即可查询该设备的当前任务（如下图）

1.点开设备分组
选中设备

1.勾选设备

2.设备状态信息

1.3 定时开关机
勾选设备 （单台设备，多台设备 勾选多台设备）⸺点击“增加”按钮⸺即可弹出开关机时间框⸺点击
添加⸺选择开机时间、关机时间、勾选时间段⸺点击保存即可添加定时开关机 （如下图）

2.点击增加按钮

3.点击添加按钮

4.选择开机时间、关机时间 5.勾选时间段

6.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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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建设备分组、分组重命名、删除设备分组（如下图）
              注意：设备管理及默认分组不可重命名和删除

新建分组：鼠标点击上方的新建分组按钮，即可出现新建分组弹框，填写名称即可

分组重命名：选中设备分组，鼠标右键即可进行文件重命名

删除设备分组：选中设备或文件夹，鼠标右键即可进行删除（注：文件夹只能删除空文件夹）

1:点击新建分组，在弹框中输入名称即可

2.选中设备分组，点击
鼠标右键即可进行分
组重命名以及删除的
操作，注意删除只能删
除空文件夹。

1.选中设备，点击鼠
标右键即可进行设备
重命名、移动以及删
除的操作

选择设备⸺点击鼠标右键即可出现重命名、移动、删除三个按钮，选择相关操作命令，即可对设备进行相

关操作。（如下图）

1.7 重命名设备，移动设备分组，删除设备

2.输入名称，点击确定即可
重命名

2-1.选中想要移动到的分组，
点击确定即可 2-2.点击确定即可删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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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设备查看任务、搜索设备

1.选中要查看的设备

2.点击查看按钮

3.当前任务弹窗框中即可查看该设备的
当前任务

进入“终端管理”，点击需要查看的设备-点击查看按钮，即可获取当前设备的任务信息（如下图）
注意：任务名称中的黄色图标代表替换任务；蓝色图标代表追加任务；红色图标代表插播任务。

在搜索框中输入设备ID或者IP，点击搜索，即可搜索到设备

第二节  远程指令

进入“终端管理”,点击远程指令即可进入指令界面

勾选需要远程操控的设备，然后点击需要发送的命令即可对设备进行远程操控 （如下图）

4.输入设备ID或者IP，点击搜索，即可搜索到设备

1.勾选需要远程操控的设备
2.共八大指令，点击需要发送的命令，在弹框中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对设备进行远程指令操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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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远程监控

进入“终端管理”,点击远程监控即可进入监控界面
勾选需要监控的设备，点击刷新按钮，等待15秒左右即可看到当前勾选设备播放的内容,双击图片即可预览
监控画面（如下图）

1.勾选需要远程监控的设备

3.等待15秒左右，即可看到当
前勾选设备所播放的内容,双
击图片即可预览监控画面

第四节 远程升级

（注：只支持apk、img、zip文件，固件版本请联系售后）

1.上传需要更新的软件 2.勾选需要升级的设备 3.勾选升级文件 4.点击升级设备即可

1.点击上传，选择需要更新的软件

2.勾选需要升级的设备
3.勾选需要升级的文件

4.点击升级设备即可

5.下载状态显示“已完成”表示文件升级完成

2.点击“刷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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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展示统计

 
进入“终端管理”,点击展示统计按钮，即可进入展示统计界面 

查询：勾选需要查询的设备，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看该设备的信息内容（如下图）

删除：勾选文件点击操作中的删除按钮，即可永久删除该设备的信息内容

1.勾选需要查询的设备

第六节 设备注册

进入“终端管理”,点击设备注册按钮，即可进入设备注册界面 

点击“检索设备”按钮，即可出现设备相关信息，勾选需要注册的设备，点击一键注册即可（如下图）

1.点击“检索设备”按钮 3.点击“一键注册”按钮即可

注意：此功能只能在局域网下使用，公网用户请勿使用此功能！

2.勾选需要注册的设备

2.点击“查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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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流量

 
进入“终端管理”,点击流量按钮，即可流量统计界面 

查询：勾选设备，选择需要查询的月份时间，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看该设备的月流量统计图，点击月流量统计

图的柱状图，即可出现日流量统计图，鼠标点击日流量柱状图，即可查看实时流量统计图（如下图）

第八节 设置

壁纸：主界面显示的图片壁纸

区间音量：不同时间段终端设备的整体音量设置

退出密码：APP退出的密码

守护进程：程序退到后台，守护定时启动信发系统

视频显示类型：全屏显示或者原比例拉伸显示

图片显示类型：全屏显示或者原比例拉伸显示

双屏配置：副屏显示的算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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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节目制作

需要播放的素材上传完成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制作节目，操作步骤如下：点击主菜单“节目管理”模块(如下图）

第一节  普通节目
点击新建节目，在弹窗中选择普通节目，点击立即创建，在创建节目弹窗中，⸺输入“节目名称”⸺选择“节
目类型”⸺选择“节目分辨率”⸺选择“节目分组”⸺点击“立即创建”   (如下图)

已制作
的节目

1.点击“新建节目”按钮

2.输入节目名称

3.选择“普通节目”类型

4.选择节目分辨率

5.选择节目分组

6.点击“立即创建”按钮

预览

编辑

发送

删除

审核

缩略图切换图标

1.   节目信息：显示已制作的节目、节目名称、节目类型、绑定任务数量、分辨率、节目是否审核通过

2.   新建节目：新建一个新的节目                   3.   预览：预览已制作的节目

4.   编辑：修改已制作的节目                            5.   发送:发送已制作的节目

6.   删除：删除已制作的节目                            7.   审核：可修改同级节目的审核状态

1

3 4 5 6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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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普通节目制作

在新弹出的窗口界面中，点击左侧需要添加的控件（图片，视频，天气、混播、流媒体，音频等控件），
制作节目。（下面白色部分代表节目画板）(如下图）

图片
视频
音频

混播
字幕

日期
星期
时间

倒计时

天气

流媒体
网页

文档

文档 温度
人脸

新建节目场景

保存为模板

查看节目模板

添加素材
重命名

1.添加素材

添加素材

1.点击鼠标右键，点击添加素材

3.勾选素材 2.上传素材文件

4.已选素材
5.点击确定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素材⸺或者点击右侧的属性栏中的“+”按钮，在弹窗中勾选你需要添加的素
材，如果没有你想要的素材⸺可先选择分组，点击“上传文件”按钮，上传需要的文件，点击打开，然后勾
选素材，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如下图） 



图片

字幕

音频 流媒体 网页

混播 视频

时间天气

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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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件效果
节目制作好后可添加控件效果，也可边做边添加效果（如下图）

图片:点击画布中的“图片”控件，在右侧属性栏中，即可调整图片播放的效果，以及切换时间间隔 ，可单独设置，也可开启统一
时间  设置按钮
视频、音频:点击画布中的（视频、音频）控件，在右侧属性栏中，即可设置音量大小
时间、天气、星期:点击画布中的（时间、天气、星期）控件，在右侧属性栏中，即可调整文字颜色，天气控件还可选择其所在的城市
倒计时:点击画布中的倒计时控件，在右侧属性栏中，即可调整文字颜色，背景颜色，对齐方式，以及倒计时时间，字体大小。
流媒体、网页:点击画布中的（流媒体、网页）控件，在右侧属性栏中，即可添加网址
字幕:点击画布中的“字幕”控件，在右侧属性栏中，可添加文字、背景颜色、滚动方向、速度字幕大小以及添加字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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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景默认返回时间  60秒，可以自己设定（如下图）

场景默认返回时间  60秒，
可以自己设定

2、APK 返回时间设置小于5秒，
不允许跳转（如下图）

3：网页如果没有设定时间，
默认返回时间180秒（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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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动控件排列位置
移动：选中控件⸺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移动，即可对该控件进行排列位置进行修改(如下图）

4.  保存模板、新建节目场景
保存模板：点击保存为模板图标⸺输入节目模板名称⸺确定即可将当前节目保存为模板(如图1）
新建节目场景：点击左侧属性栏中的“+”按钮，即可新建场景(如图2）

选择移动，选择
相关操作即可

1. 点击“+”按钮

2. 新建场景成功

1. 点击保存为模板

2. 输入节目模板名称

3. 点击确认

5. 模板保存成功

如图1 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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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字幕

音频 流媒体 网页

混播 视频

时间天气

倒计时

点击混播（即图片和视频可交替播放）控件，鼠标右击添加素材，可同时添加视频和图片，在右侧的属性栏中

调整视频图片的切换时间即可（如下图）

5.  混播

6.  HDMI、人脸、温度

1. 添加素材

2. 勾选图片以及视频素材

3. 点击确定

4. 调节视频音
量图片切换时
间间隔

7.  预览、保存
制作好节目后可以预览、保存

支持HDMI IN输入输出高清显示，支持人脸识别测温显示（备注：该功能支持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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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目发布
点击发送 ⸺  填写任务名称 ⸺ 选择“播放模式”填写任务名称，选择播放模式：替换模式（替换之前的节
目）、追加模式（在之前的节目上进行追加）、插播模式（优先播放当前节目））；⸺选择“任务类型”：普通任
务、双屏任务（两个屏幕可播放不同的节目）⸺点击“添加节目”⸺点击“确定” 

1.点击发送按钮

2.填写任务名称
3.选择播放模式

4.选择任务分组

5.选择任务类型

6.选择播放周期 7.点击添加节目

8.点击确定

9.勾选设备

10.点击发送

11.下载列表进度100%,节目发送完成

301F9A664DD4

  勾选设备⸺点击“发送” (如下图）

跳转到“任务管理”的下载列表，下载进度到100%，节目发送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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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节目”⸺在弹窗中选择“互动节目”⸺点击“立即创建”  （如下图）

第二节 互动节目

互动节目相比于普通节目，左边的控件多了BTN按钮，区域显示（如下图）

点击（图片、视频）控件，在想要添加互动的地方添加BTN按钮，想要做多个场景之间的互动，可在左侧添加多
个场景，在右侧的属性栏中可添加互动效果⸺场景跳转、第三方网站、全屏预览、第三方APK等效果。

举例如下图:互动类型为场景跳转，选择场景：场景2

1.点击新建节目

2.输入节目名称

3.选择互动类型

4.选择分辨率

5.选择节目分组

6.点击立即创建

按钮

输入按钮文字

修改文字颜色

修改按钮背景颜色

修改字体大小

选择互动类型

选择场景

设置屏保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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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区域控件，拖动区域控件大小，点击（图片、视频、混播、BTN、字幕）控件，，点击右侧属性栏中的互动按钮，
互动类型选择“区域”，可在此区域添加（图片、视频、网址）素材（如下图）

可参考以下图制作互动区域节目

区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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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动类型定义
无触发：（表示没有互动效果）
场景跳转：多个场景可相互切换
第三方网站：选择第三方网站互动效果，添加网址，节目下发播放可跳转到其他网站
全屏预览：图片、视频、混播等控件支持全屏预览
第三方APK: 需要终端装好要跳转的第三方APK，然后服务器上填写安装的包名即可

2. 节目排列方式及操作
点击查询旁边的缩略图标列表格式图标，即可列表预览节目（如下图）

可对已制作的节目进行
预览、编辑、发送、删除、审核

已使用表示该节目已绑定了任务 ，未使用
表示该节目已保存未绑定任务

1.  点击单个节目右下角的预览、编辑、发送、删除、审核，即可对该节目进行相关操作⸺ 2.  右上角显示已

使用表示该节目已绑定了任务 ，未使用表示该节目已保存未绑定任务。（如下图）

缩略图及列表格式切换

节目制作好后点击保存发送，保存发送和普通节目一样 ，点击保存在点击发送，进行相关操作进行下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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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任务

1. 1 播放模式： 

2.  绑定节目

第四章  任务管理

点击“任务管理”中的“新增任务”按钮⸺1. 填写任务名称⸺2.选择播放模式⸺3.选择任务分组⸺4.

选择播放类型⸺5.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第一节  新增任务

选择节目类型⸺ 点击“添加节目”按钮⸺在弹框中勾选节目⸺点击提交⸺点击下一步 （如下图）

1. 选择任务模式

2. 点击添加节目

3. 勾选节目

4. 点击提交

5. 点击下一步

1. 填写任务名称

2.选择任务模式

3.选择任务分组

4.选择播放类型

5.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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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布任务
点击“添加设备”按钮⸺在弹框中勾线设备，点击确定⸺点击发送 （如下图）

1.点击添加设备

2.勾选设备

3.点击确定

4.点击发送

1.选择节目任务

2.节目任务基本信息

点击发送后会跳到“任务管理”的“下载列表”界面，下载进度到100%，节目发送完成  （如下图）

选中左侧分组中的节目任务，即可查看该任务的基本信息，节目的基本信息。(如下图）
1.导出：导出此节目任务⸺2.删除：删除此节目任务⸺3.编辑：编辑任务的基本信息⸺4.预览：预览节
目效果⸺5.编辑：编辑节目⸺6.发送：发送此节目任务

第二节 任务管理

1

3

4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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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发送完后会自动跳到该页面，该页面可查看设备端下载的进度和状态信息（如下图）

第三节 下载列表

1.填写任务名称

2.选择下载状态

3.输入设备ID

4.点击查询

1.清除全部：填写任务名称⸺选择下载状态（全部）⸺填写设备ID⸺点击查询⸺点击清除全部
2.清除已完成：填写任务名称⸺选择下载状态（已完成）⸺填写设备ID⸺点击查询⸺点击清除已完成
3.单个任务清除：点击操作中的清除按钮即可

点击确定，清除完成



1 . 上传素材文件（注意：如需上传文档，需要将world文档转为PDF格式在进行上传，详情请点击下方的文档上传使用说明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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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素材管理

点击“素材管理”可进入素材管理界面。（注意：上传素材的格式说明请查看第六章的“系统帮助”的“格式说明”）

上传需要用到的多媒体素材、例如：图片、视频、PPT等，点击上传文件进入添加素材窗口(如下图）

新建分组：点击蓝色新建分组按钮⸺填写分组名称⸺点击确定即可 / 或者  选中素材分组⸺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新建分组⸺填写分组名称⸺点击确定即可

重命名分组：选中分组⸺点击鼠标右键⸺点击重命名⸺输入名称⸺点击确定
（注意：素材分组及默认分组不可重命名)  

删除分组：选中分组⸺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点击确定（注意：删除只能删除空文件夹）

选择素材，点击打开即可

2 . 新建、删除、重命名分组(如下图）

1.点击新建分组

2.选中素材分组，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新建分组

3.填写分组名称，
点击确定即可

1.选中分组

2.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重
命名或者删除

更改分组名称，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只能删除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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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素材上传、预览、删除、重命名、移动新分组

素材上传：首先选择你要上传素材的文件夹，然后在右侧可以看到上传按钮，点击上传即可弹出素材选择
窗口 。 (如图1）

（注意：素材支持的格式可在系统配置中的系统帮助查看）

素材删除、预览、重命名：选中左侧文件夹，在右侧功能区可看到文件夹下所有的素材，鼠标移动到素材上，就
可以看到删除、重命名、预览按钮，选择相应按钮即可，（图片视频都支持放大预览）（如下图）

（注意：删除功能只能删除未绑定节目的素材）

移动新分组：勾选需要移动的素材，点击移动新分组，选择分组，点击确定即可 （如下图）

3.选择素材，点击打开即可
1.选择分组

2.点击上传文件

删除
重命名
预览

1.勾选素材

2.点击移动新分组

3.选中新分组

4.点击确定

如图2

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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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角色管理

2.点击增加用户

3.填写手机号

4.输入用户名

5.输入密码

6.确认密码

7.点击立即创建

第六章  系统配置

第一节 基础设置

服务器设置：“服务器设置”可设置设备的最大下载速度、最大下载台数、内存清理级别、预留报警电话，点
击确定设备端即可收到设置指令（注意：只有一级用户才可以操作） ；为保证服务器运行流畅，可查看一下
配置信息。（如下图）

第二节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选中角色管理⸺点击增加用户按钮⸺填写联系方式⸺昵称⸺密码⸺确认密码⸺点
击立即创建

（注意：只能同级用户新增同级用户）



基础设置：可设置文件上传是否压缩以及文件大
小限制的设置 （如下图）

U盘注册：输入服务器IP、端口号、用户名提交导出etv-ip-txt文
档放在U盘根目录下，插上设备，可修改服务器信息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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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6

5

运行日志：当设备或系统出现异常时,客户可在此导出系统的错误日志或设备日志给到我司开发人员进行
维护(如下图）

第三节 日志管理
操作日志：选择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模块名⸺点击查询即可查询该页面模块的行为操作等内容信
息(如下图）

第四节 系统帮助

第五节 基础设置 第六节 U盘操作

系统帮助:“系统帮助”界面有格式说明和软件版本更新说明、以及数据备份使用说明，可供客户查看 （如下图）

软件版本 数据备份

文本格式：pdf、XLS
图片格式：jpg、jpeg、bmp、gif
音频格式：aac、flac、mp3、ogg、wav、ape
视频格式：flv、wmv、avi、mp4、mpg、mkv、mov、mpeg、rmvb

格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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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客户管理

添加客户：在客户管理界面点击添加客户⸺在弹框中输入手机账号⸺密码⸺确认密码⸺姓名/公司名
⸺地址⸺有效时间⸺授权设备台数⸺服务器容量⸺确定

一级创建并分配二级客户账号信息，授权设备台数，以及服务器容量

二级客户创建三级客户账号，授权设备台数，以及服务器容量

三级客户创建四级客户账号，授权设备台数，以及服务器容量
（注：1. 一级可以查看所有登记客户,且不能操控三级、四级客户 2. 四级客户不能创建客户）

★★★温馨提示：此账号为服务器登录账号，终端直接注册到该账号下。

修改：只有一级用户才可以修改可用容量以及授权设备台数

账户分为 一级分销商  二级分销商  三级客户  四级客户

★一级创建并分配二级
客户账号信息，授权设备
台数，以及服务器容量

★二级客户创建三级客
户账号，授权设备台数，
以及服务器容量

★三级客户创建四级客
户账号，授权设备台数，
以及服务器容量

添加角色
1.点击添加角色会
跳转到下面的界面

添加客户
1:点击添加客户

2:输入手机账户

3:输入密码

4:确认密码

5:输入姓名/公司名

6:输入地址

7:选择有效期

8:输入设备台数

9:输入服务器容量

2.点击增加用户

3.输入手机号

4.输入昵称

5.输入密码

6.确认密码

7.点击立即创建

添加角色：在客户管理界面点击添加角色⸺跳转到“系统配置”的角色管理（如下图）⸺点击添加用户(详
情请见系统配置模块，角色管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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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中心”分为用户中心和注销登录两个功能，用户中心提供当前登录用户信息和密码修改；
注销登录提供用户注销切换登录账户功能 （如下图）

注销登录：点击注销登录按钮，当前账户将会注销，系统会跳到登录页面 ）

资源下载：点击登入界面左上角的资源下载⸺即可进入资源下载界面（安装包下载/world文档系统操作使

用说明/系统视频详解（如下图）

个人中心

1.点击右上角的图标，
点击用户中心

2.可修改密码/修改用户
（注意：只有一级用户才

可以修改用户）

1.点击资源下载图标

2.资源下载界面

1.用户中心：点击图标⸺点击用户中心⸺点击修改密码⸺填写旧密码⸺输入新密码⸺点击立即修改
⸺修改用户⸺输入账号⸺输入手机号⸺点击立即修改

（注意：只有一级用户才可以修改用户账户）



点击软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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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设备端功能介绍

主界面最上方右边第一个是工作模式设定，第二个是网络设置，第三个是服务器连接状态，最右边是显示当
前的时间  （如下图）

1 2 3 4

按鼠标右键进入设置菜单弹窗 
点击软件设置，即可进入工作模式选择界面（如下图）

第一节 工作模式（三种工作模式，分别是：网络下发、网络导入、单机模式）

直接通过服务器下发任务
勾选“网络下发”，点击下一步，即可进入网络界面（如下图）

1、1 网络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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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服务器连接“设置”按钮，输入服务器地址、输入用户名(端口默认为8899)，点击连接，即可成功连接服务
器（如下图）

点击任务播放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当前任务的基本信息（如下图）

播放任务界面可以查看当前设备所有的任务信息（如下图）

点击设备位置“修改”按钮，即可选择定位方式（自动定位/手动定位）（如下图）

自动定位：自动识别位置信息（需主板有GPS模块才可支持）

手动定位：手动输入位置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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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存储空间，以及设置屏幕大小、显示类型、守护进程时间等设置（如下图）

图片缩放类型：全屏显示或者原比例拉伸显示
视频缩放类型：全屏显示或者原比例拉伸显示
图片动画时间：切换图片动画时间设置
双屏异显适配：副屏显示得算法选择

功能设置：

显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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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模式界面，勾选“网络导入”，点击下一步，即可出现网络导入界面
备注：此界面有网络导入模式的详细使用说明 （如下图）
点击任务播放“查看”按钮，即可查看当前节目信息

1.3 单机模式

进入后台操作端，点击任务管理，点击分组中的文件，右击鼠标右键，再点击导出，然后自动下载文件，找到文
件所在的位置，拷贝文件到U盘即可。
后台操作端→任务管理→任务列表→导出任务→拷贝到U盘→使用U盘下发 (如下图）

1

2

3

1.2 网络导入

勾选“单机模式”，点击下一步，即可出现单机模式界面 （如下图）
1　主屏布局即可进入主屏布局页面设置
2　点击副屏布局即可进入副屏布局设置



第一步：插上U盘，在U盘根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etv-media”，在etv-media目录下新建“main”文件  
夹，如果需要发布双屏任务，在etv-media目录下新建“double”文件夹
第二步：根据选择的主屏或副屏布局，在main或double中新建1/2/3/4和布局相对应的文件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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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屏/double 主屏/main

“etv-media”

1 2 3 4 1 2 3 4

第三步：将对应的布局的图片/视频文件拷贝到对应main/double文件夹下的1/2/3/4文件夹中

第四步：支持全屏PDF文档播放，仅允许放一个

第五步：音频请放置MAIN/DOUBLE.目录下即可，系统自动循环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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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功能设置”按钮，即可出现功能设置界面（如下图）
（注：功能设置界面在每个工作模式界面都同时存在）

播放顺序：
1：优先播放以数字命名的文件，数字按照从小到大的播放顺序来播
2：其次播放以字母命名的文件，字母按照从A到Z的播放顺序来播
3：最后播放以汉字命名的文件，汉字以第一个文字的首字母从A到Z的播放顺序来播

1.4  功能设置

点击屏幕设置，弹出界面可进行调节屏幕亮度、和设置屏幕旋转角度等操作（如下图）

点击守护进程的查看按钮，弹出界面可以调节守护状态、开机启动、修改守护时间等操作（如下图）

多屏联动：主要是支持双屏设备界面同步切换或互不干涉

绘图板设置：是互动节目属性图片全屏功能

语言设置：可支持中英文任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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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存储空间的查看按钮，弹出界面可以查看当前内存、总内存等信息（如下图）

当设备端接收到节目任务时，30秒自动进入播放界面（按鼠标右键点击退出可退出播放界面）

apk升级
把etv.apk放置U盘根目录可以直接对信发软件进行升级。

离线任务下发
从服务器导出离线任务，etv_disonline.zip放置U盘根目录，插上U盘，设备自动换工作模式，
自动播放离线任务。

单机任务下发
新建文件夹etv-media，将视频图片文件放置文件夹里，将文件夹拷贝至U盘根目录，插上U
盘，设备自动切换单机工作模式，自动播放单机任务。（详细信息请查看第37页单机模式详情）

点击鼠标右键（遥控器为返回键），即可退出软件

第二节  U盘使用说明

1.5  播放

1.6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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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常见故障

为了您在第一次使用过程中顺利的安装并使用ETV智能信息
发布系统，请认真阅览该文档

打开 《ETV智能信息发布系统软件安装包》文件夹

ETV-4.4-[2019-XX-XX]-T-V2.0.1.4_5.apk  为android 4.4 ETV智能信息发布系统软件

ETVSetup-[2019-XX-XX]-T-V2.0.1.1.exe   为PC服务器安装软件

PC服务器安装以及使用方法，请查阅《ETV智能信息发布系统操作说明书.pdf》

根据使用说明来操作服务器的安装以及设备端联网方式

文档分ETV智能信息发布系统辅助软件包

和ETV智能信息发布系统软件安装包

 打开《ETV智能信息发布系统辅助软件

包》文件夹，一步一步进行

本ETV智能信息发布系统在谷歌浏览器

上体验更加，请安装google浏览器

01

03

05

06

07

02

04
为了以后节目制作预览正常，请查阅《

节目无法预览解决方案.》按照上面步

骤设置浏览器

浏览器可兼容

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选择该浏览器图标⸺点击极速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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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预览如果被浏览器拦截，接触拦截操作如下

节目无法预览解决方案

点击浏览器（google 谷歌浏览器） 右上角菜单 按钮

点击弹窗中的 设置(S) 选项，打开界面如下

拖到页面底部，点击 高级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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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网站设置 （隐私以及安全性目录下）

点击  《弹出式窗口和重定向》

设置为  允许状态  ，刷新服务器界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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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设置虚拟机以VMware Workstation 14 Pro版本为例

第1步
打开VMware 找到“编辑按钮”点击，找到“虚拟网络编辑器”点击(如下图）

第2步
点击“虚拟网络编辑器”后会有有一个弹窗，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更改设置”按钮(如下图）

第3步
点击“更改设置”按钮后，会重新弹出一个弹窗，在弹窗中选择“VMnet8”网络类型，然后点击“NAT设置”按

钮(如下图）

内网穿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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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在NAT设置弹窗中选择找到端口转发设置区域，点击“添加”按钮(如下图）

第5步

添加弹窗中需要设置三项，分别是：主机端口、虚拟机ip、虚拟机端口

主机端口：就是外部其他局域网设备用来访问虚拟机程序的端口（与ETV端口统一使用8899）

虚拟机ip：就是虚拟的ip地址（自行查看）

虚拟机端口：就是虚拟机内我们的程序端口（ETV端口默认是8899）

设置完点击确定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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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误用、火灾、雷电、或其它自然事故、未经授权的对产品的修改 或未按照

产品所附说明书使用造成的损坏。

2.  未经我公司授权的人员进行维修造成的损坏。

3.  运输或移动或是安装过程中造成的损坏。

4.  使用不符合产品规格的配件。

5.  机器的序列号标签损坏、修改或与机器本身无关的原因（如电源变动）

不保修范围

装箱清单

清单列表

编号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配件名称

液晶广告机

遥控器

钥匙

说明书

合格证

保修卡

膨胀螺栓

底座(含螺丝）

内6角扳手

单位

台

个

把

本

个

张

包

个

个

数量

1

1

2

1

1

1

1

1

1

备注

壁挂/落地

壁挂/落地

壁挂/落地

壁挂/落地

壁挂/落地

壁挂/落地

壁挂

落地

落地

确 认（，）

注：当您打开包装箱时，谓仔细检查箱内以上物品是否齐全，如有疑问请您与销售商联系。产品以实

物为准，设计和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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