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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廣告發佈系統 

1. 系統簡介 

本系統是適合各類網路廣告運營商使用的廣告發佈系統，它包含廣告節目的編輯，分發，播

放，管理和統計等多種功能。能通過網際網路遠端的進行節目分發和終端控制，並擁有豐富

的功能，以適應不同需求的廣告顯示場合。 

 

 

 

本系統由一個WEB伺服器進行所有終端的統一監控和管理，安裝於各地的終端只需要接入

網際網路，即可自動實現與WEB伺服器的通訊，所有終端會定期將當前的狀態回饋到伺服

器，並接收各類節目檔，實現自動定時播放。 

 

用於廣告播放的各類媒體檔，可以由用戶在發佈節目時上傳到WEB伺服器上。也可預先上

傳到單獨的媒體伺服器上，為WEB伺服器分壓。甚至可以採用在某個建築內設置一台區域

伺服器的方式，來實現該區域內所有終端所使用的媒體檔的統一下載功能。所有這些工作方

式都無需任何複雜的設置，並且可以在使用過程中任意切換。 

 

終端軟體支援各類視頻、Flash、圖片、網頁、以及字幕的多視窗顯示，並且包含台標顯示，

自動音量調節，自動關機，自動撥號上網等功能。針對聯網的終端，所有的播放內容，以及

系統設置資訊都可以通過網路遠端更新，而非聯網的終端，則可以通過人工插入包含設定檔

的 U盤方式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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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中的終端軟體，還支援多個終端之間的同步播放功能，從而可以實現組合式畫面的播

放效果。 

 

資訊發佈流程的每個環節都多資料採取加密措施，從而確保資料的安全。同時系統針對

GPRS等網路環境進行了特殊優化，可自動中斷點續傳各類檔，並在發生任何錯誤時及時的

向管理員進行回饋。 

 

http://www.kazovision.com/
mailto:sales@kazovision.com


 

Kazo Vision 

WEB: http://www.kazovision.com  MAIL: sales@kazovision.com 

3 

2. 播放終端 

 

 

播放終端採用 Linux系統，可運行於 X86，ARM，MIPS等硬體環境下。播放終端可按照節

目中定義的方式，將輸出畫面分割成多個子區域，並分別播放不同內容的素材。 

 

2.1 方便的節目分發 

可以採用網路分發與手工分發兩種方式來將節目分發到各個終端上，節目包中可以對某個區

域或者某個具體的終端定義特殊的播放內容，因此針對大量不同顯示內容的資訊發佈，只需

要製作一次節目即可。 

 

 

2.2 支持常見媒體格式 

終端支援的媒體類型包括：視頻（AVI、MPEG 等），Flash，圖片，GIF 圖片，網頁（網址

或本地網頁），word文檔以及滾動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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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機節目同步播放 

針對某一區域內的多台終端，只需要再建立一個區域伺服器，就可以使所有終端的播放內容

實現同步，從而呈現出廣告群的整體播放效果。同步誤差不超過 1/3秒。 

 

2.4 遠端或本地控制 

可通過網路分發或手工分發的方式，將各類設定檔設置到終端，以實現台標更換，自動音量

調節，自動定時撥號（支援WIFI，GPRS和 CDMA），自動定時關機等功能。 

 

終端軟體也包含完整的本地設置功能，可直接在終端上實現各類配置： 

 

 

2.5 播放統計 

終端軟體會建立全程的播放統計，並自動將統計資訊回饋到WEB伺服器上，從而實現對所

有終端播放統計的匯總。統計資訊可輕鬆的匯出到 ERP系統，與業務資訊相關聯。 

 

 

2.6 容錯與安全 

終端軟體被設計為長期運行在無人值守的環境下，軟體可自動檢測各種軟硬體錯誤，並回饋

到WEB伺服器，並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可自動恢復。 

終端上存儲的節目檔都需要經過校驗才允許播放，避免被惡意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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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輯軟體 

 

 

編輯軟體用於對節目內容進行編輯，以定義各類媒體的顯示時段，以及顯示次序。同時編輯

套裝軟體含打包匯出功能，可以將編輯後的所有內容打包成一個獨立的檔，該檔可以通過網

路或人工的方式被分發到各個終端上，從而實現節目的分發。 

 

編輯軟體主畫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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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多區域編輯： 

結合所有終端的區域標識，可以一次性在編輯軟體中編輯多個城市或區域中的不同顯示內容，

並打包在一個單獨的檔內，所有終端會自動載入與之匹配的資訊，從而使得多個城市或區域

的節目可以一次性製作和分發。 

 

 

3.2 視覺化窗口分割： 

可直接通過滑鼠拖拽的方式調整各個顯示視窗的位置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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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快捷的節目添加 

選擇一個視窗，則會在編輯器的右下方出現一個檔選擇欄，可以使您快速方便的從電腦上添

加您所需要的媒體檔，軟體也支援拖曳功能，只需選中在相關路徑下選中檔，直接可以拖入

左側的媒體列表中，即可完成節目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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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視覺化媒體列表： 

媒體檔列表中直接包含相應的縮略圖，並且包含方便的移動和複製粘貼等功能，能幫助迅速

調整媒體列表。 

 

 

3.5 媒體文件立即預覽： 

按一下選中媒體清單中的檔即可立刻在顯示視窗區域中看到相應的預覽。 

 

 

3.6 輕鬆匯出節目包： 

只需點擊按匯出鈕即可馬上將所有編輯內容匯出成節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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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台標編輯器 

您可以使用台標編輯器來完成台標的設置，使得在終端播放媒體資訊的時候始終顯示您所需

要的 Logo標誌，或者在固定的位置顯示數位時鐘。 

 

 

3.8 音量編輯器 

通過音量編輯器控制終端播放資訊時候的音量，您可以在不同時間段使用不同的播放音量，

只要建立多個時間段的音量資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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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網路編輯器 

您可以選擇不同的網路模式來使得終端以不同的模式在指定的時間連接網路。其中可以設置

聯網和斷網的時間節點，以精確控制終端的資訊更新時段。 

 

 

3.10 關機編輯器 

您可以通過該編輯器來設置終端的自動關機時間，以達到無人監控狀態下的自動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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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B管理系統 

WEB 管理系統運行於網際網路中的指定伺服器上，實現對所有聯網終端的控制，以及所有

的管理工作。 

進入WEB伺服器管理端，看到如下畫面： 

 

 

輸入帳號和密碼，登錄到管理介面： 

 

 

在頁面的頂端部分可以看到，主要劃分了“終端管理”、“節目管理”、“系統管理”、“推

出系統”以及“説明”五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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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多層次的終端管理 

按管道與城市對終端進行分組，以適應大規模數量終端的管理功能。 

 

 

4.2 終端狀態監控 

通過終端狀態頁面，可即時的監控到所有終端的運行情況。 

 

 

4.3 遠端終端機操作 

可選擇多個終端後執行各類遠端操作，以實現節目的發佈與刪除、發佈通知、配置的修改、

終端升級以及遠端重啟終端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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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節目管理 

可以對所有終端的節目統一進行管理，並隨時進行修改或刪除。 

選擇“節目管理”，頁面如下圖所示，可以根據節目的名稱進行查詢。 

 

 

4.5 系統管理 

系統管理主要是針對系統內部的資訊，其中包括使用者管理、用戶組管理、管道管理、城市

管理、區域管理、檔包管理、節目管理、節目審核、終端錯誤記錄、播出節目統計以及已登

錄使用者的資訊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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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為用戶分配不同的用戶組，不同的管理許可權，對終端的節目進行資訊統計，並回

饋終端錯誤記錄；實現檔包的管理，管道、城市、區域的統一管理等等。 

 

4.6 退出和幫助 

點擊“退出系統”功能表，則會退出WEB管理端系統，返回到登錄介面。 

點擊“説明”功能表，則可流覽本系統的説明說明。 

 

4.7 終端介面截屏 

選擇“終端管理”，然後在某個指定的管道內找到相應的終端，點擊需要查看終端的狀態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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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右側頁面會顯示所選擇的終端螢幕的截圖，參考下圖所示： 

 

 

WEB 管理端會每隔一定的時間自動取回終端上的顯示資訊，以供管理員監控和掌握終端播

放資訊。同時，在頁面下方也會即時的回饋該終端是統計資訊，供管理員診斷終端的播放情

況。 

 

4.8 臨時通知的簡易修改 

使用者不需要每次發佈一個臨時的通知資訊都通過編輯端軟體重新編輯節目包，然後發佈到

終端上，此功能就為用戶發佈臨時通知實現了簡易的操作功能，主要操作參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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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編輯端編輯節目檔的時候，點擊“ ”添加一個臨時通知的文字檔，介面如下： 

 

 

文本內容中輸入萬用字元諸如“#1”，“#2”等，然後為臨時通知的內容設置顯示的效果，

比如字體顏色，大小，速度等等，點擊“確定”按鈕即可。 

 

待節目發佈到終端之後，臨時通知區域內的內容為空，使用者可直接通過WEB管理端來發

佈。 

 

選擇“終端管理”選項頁面，在相應的管道內找到需要發佈臨時通知的終端，勾選改終端，

點擊下方的“發佈通知”按鈕，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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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跳轉到發佈通知頁面，在文字方塊中輸入剛在編輯端設定的萬用字元，並輸入需要發佈

的內容資訊。 

 

 

最後點擊確定，就能在終端上顯示播放臨時通知的資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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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指定節目發佈時間 

通過管理端發佈節目，可以為節目指定具體的發佈時間，則終端到指定的時間會自動載入該

節目，並根據節目包的播放規則進行相應的播放處理。 

在“終端管理”頁面選擇一個終端，點擊“發佈節目”按鈕： 

 

 

進入發佈節目頁面，定義節目名稱，選擇合適的上傳方式，選擇一個節目包檔，在發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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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處，勾選指定的發佈日期或者時間，點擊確定按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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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區域伺服器 

可以選擇在某個區域內，設置一台區域伺服器，來進行統一的節目檔的轉發，從而減少多個

終端自行下載節目時對網路造成的負荷。 

 

區域伺服器也可作為同步伺服器，來保證區域內所有終端的播放內容同步。 

 

區域伺服器本身也具有狀態回饋，以及遠端操作等功能，當區域伺服器發生故障時，可隨時

棄用，並通過WEB伺服器直接向終端發送節目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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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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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介紹 

上海凱哲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光電與視覺效果解決方案的供應商。我們提供

面向廣告、展示、體育等行業的專業顯示軟體，通過與各類硬體及廣告廠商的合作，利用我

們豐富的領域經驗以及高效的設計開發團隊，為客戶帶來最高品質的視覺與顯示效果。  

 

經過多年的開發與積累，我們掌握了視頻顯示領域的大量先進技術，能高效、優質的完

成各類獨特的顯示效果，並且我們的專業開發團隊也能根據您的需求為您打造出個性化的顯

示方案。  

 

我們與國內外眾多系統供應商展開了密切的合作，產品已成功運用於世界各國。我們也

真誠的期盼著與您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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