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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广告发布系统 

1. 系统简介 

本系统是适合各类网络广告运营商使用的广告发布系统，它包含广告节目的编辑，分发，播

放，管理和统计等多种功能。能通过因特网远程的进行节目分发和终端控制，并拥有丰富的

功能，以适应不同需求的广告显示场合。 

 

 

 

本系统由一个 WEB 服务器进行所有终端的统一监控和管理，安装于各地的终端只需要接入

因特网，即可自动实现与WEB服务器的通讯，所有终端会定期将当前的状态反馈到服务器，

并接收各类节目文件，实现自动定时播放。 

 

用于广告播放的各类媒体文件，可以由用户在发布节目时上传到 WEB 服务器上。也可预先

上传到单独的媒体服务器上，为 WEB 服务器分压。甚至可以采用在某个建筑内设置一台区

域服务器的方式，来实现该区域内所有终端所使用的媒体文件的统一下载功能。所有这些工

作方式都无需任何复杂的设置，并且可以在使用过程中任意切换。 

 

终端软件支持各类视频、Flash、图片、网页、以及字幕的多窗口显示，并且包含台标显示，

自动音量调节，自动关机，自动拨号上网等功能。针对联网的终端，所有的播放内容，以及

系统设置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更新，而非联网的终端，则可以通过人工插入包含配置文

件的 U 盘方式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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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中的终端软件，还支持多个终端之间的同步播放功能，从而可以实现组合式画面的播

放效果。 

 

信息发布流程的每个环节都多数据采取加密措施，从而确保数据的安全。同时系统针对

GPRS 等网络环境进行了特殊优化，可自动断点续传各类文件，并在发生任何错误时及时的

向管理员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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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播放终端 

 

 

播放终端采用 Linux 系统，可运行于 X86，ARM，MIPS 等硬件环境下。播放终端可按照节

目中定义的方式，将输出画面分割成多个子区域，并分别播放不同内容的素材。 

 

2.1 方便的节目分发 

可以采用网络分发与手工分发两种方式来将节目分发到各个终端上，节目包中可以对某个区

域或者某个具体的终端定义特殊的播放内容，因此针对大量不同显示内容的信息发布，只需

要制作一次节目即可。 

 

 

2.2 支持常见媒体格式 

终端支持的媒体类型包括：视频（AVI、MPEG 等），Flash，图片，GIF 图片，网页（网址

或本地网页），word 文档以及滚动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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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机节目同步播放 

针对某一区域内的多台终端，只需要再建立一个区域服务器，就可以使所有终端的播放内容

实现同步，从而呈现出广告群的整体播放效果。同步误差不超过 1/3 秒。 

 

2.4 远程或本地控制 

可通过网络分发或手工分发的方式，将各类配置文件设置到终端，以实现台标更换，自动音

量调节，自动定时拨号（支持 WIFI，GPRS 和 CDMA），自动定时关机等功能。 

 

终端软件也包含完整的本地设置功能，可直接在终端上实现各类配置： 

 

 

2.5 播放统计 

终端软件会建立全程的播放统计，并自动将统计信息反馈到 WEB 服务器上，从而实现对所

有终端播放统计的汇总。统计信息可轻松的导出到 ERP 系统，与业务信息相关联。 

 

 

2.6 容错与安全 

终端软件被设计为长期运行在无人值守的环境下，软件可自动检测各种软硬件错误，并反馈

到 WEB 服务器，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自动恢复。 

终端上存储的节目文件都需要经过校验才允许播放，避免被恶意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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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软件 

 

 

编辑软件用于对节目内容进行编辑，以定义各类媒体的显示时段，以及显示次序。同时编辑

软件包含打包导出功能，可以将编辑后的所有内容打包成一个独立的文件，该文件可以通过

网络或人工的方式被分发到各个终端上，从而实现节目的分发。 

 

编辑软件主画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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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多区域编辑： 

结合所有终端的区域标识，可以一次性在编辑软件中编辑多个城市或区域中的不同显示内容，

并打包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内，所有终端会自动加载与之匹配的信息，从而使得多个城市或区

域的节目可以一次性制作和分发。 

 

 

3.2 可视化窗口分割： 

可直接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调整各个显示窗口的位置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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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快捷的节目添加 

选择一个窗口，则会在编辑器的右下方出现一个文件选择栏，可以使您快速方便的从计算机

上添加您所需要的媒体文件，软件也支持拖曳功能，只需选中在相关路径下选中文件，直接

可以拖入左侧的媒体列表中，即可完成节目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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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可视化媒体列表： 

媒体文件列表中直接包含相应的缩略图，并且包含方便的移动和复制粘贴等功能，能帮助迅

速调整媒体列表。 

 

 

3.5 媒体文件立即预览： 

单击选中媒体列表中的文件即可立刻在显示窗口区域中看到相应的预览。 

 

 

3.6 轻松导出节目包： 

只需点击按导出钮即可马上将所有编辑内容导出成节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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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台标编辑器 

您可以使用台标编辑器来完成台标的设置，使得在终端播放媒体信息的时候始终显示您所需

要的 Logo 标志，或者在固定的位置显示数字时钟。 

 

 

3.8 音量编辑器 

通过音量编辑器控制终端播放信息时候的音量，您可以在不同时间段使用不同的播放音量，

只要建立多个时间段的音量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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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网络编辑器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网络模式来使得终端以不同的模式在指定的时间连接网络。其中可以设置

联网和断网的时间节点，以精确控制终端的信息更新时段。 

 

 

3.10 关机编辑器 

您可以通过该编辑器来设置终端的自动关机时间，以达到无人监控状态下的自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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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B 管理系统 

WEB 管理系统运行于因特网中的指定服务器上，实现对所有联网终端的控制，以及所有的

管理工作。 

进入 WEB 服务器管理端，看到如下画面： 

 

 

输入账号和密码，登录到管理界面： 

 

 

在页面的顶端部分可以看到，主要划分了“终端管理”、“节目管理”、“系统管理”、“推出系

统”以及“帮助”五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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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多层次的终端管理 

按渠道与城市对终端进行分组，以适应大规模数量终端的管理功能。 

 

 

4.2 终端状态监控 

通过终端状态页面，可实时的监控到所有终端的运行情况。 

 

 

4.3 远程终端操作 

可选择多个终端后执行各类远程操作，以实现节目的发布与删除、发布通知、配置的修改、

终端升级以及远程重启终端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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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节目管理 

可以对所有终端的节目统一进行管理，并随时进行修改或删除。 

选择“节目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可以根据节目的名称进行查询。 

 

 

4.5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是针对系统内部的信息，其中包括用户管理、用户组管理、渠道管理、城市管

理、区域管理、文件包管理、节目管理、节目审核、终端错误记录、播出节目统计以及已登

录用户的信息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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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为用户分配不同的用户组，不同的管理权限，对终端的节目进行信息统计，并反馈

终端错误记录；实现文件包的管理，渠道、城市、区域的统一管理等等。 

 

4.6 退出和帮助 

点击“退出系统”菜单，则会退出 WEB 管理端系统，返回到登录界面。 

点击“帮助”菜单，则可浏览本系统的帮助说明。 

 

4.7 终端界面截屏 

选择“终端管理”，然后在某个指定的渠道内找到相应的终端，点击需要查看终端的状态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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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右侧页面会显示所选择的终端屏幕的截图，参考下图所示： 

 

 

WEB 管理端会每隔一定的时间自动取回终端上的显示信息，以供管理员监控和掌握终端播

放信息。同时，在页面下方也会实时的反馈该终端是统计信息，供管理员诊断终端的播放情

况。 

 

4.8 临时通知的简易修改 

用户不需要每次发布一个临时的通知信息都通过编辑端软件重新编辑节目包，然后发布到终

端上，此功能就为用户发布临时通知实现了简易的操作功能，主要操作参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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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编辑端编辑节目文件的时候，点击“ ”添加一个临时通知的文本文件，界面如

下： 

 

 

文本内容中输入通配符诸如“#1”，“#2”等，然后为临时通知的内容设置显示的效果，比如

字体颜色，大小，速度等等，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待节目发布到终端之后，临时通知区域内的内容为空，用户可直接通过WEB管理端来发布。 

 

选择“终端管理”选项页面，在相应的渠道内找到需要发布临时通知的终端，勾选改终端，

点击下方的“发布通知”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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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跳转到发布通知页面，在文本框中输入刚在编辑端设定的通配符，并输入需要发布的内

容信息。 

 

 

最后点击确定，就能在终端上显示播放临时通知的信息了。 

 

 

4.9 指定节目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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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端发布节目，可以为节目指定具体的发布时间，则终端到指定的时间会自动加载该

节目，并根据节目包的播放规则进行相应的播放处理。 

在“终端管理”页面选择一个终端，点击“发布节目”按钮： 

 

 

进入发布节目页面，定义节目名称，选择合适的上传方式，选择一个节目包文件，在发布时

间选项处，勾选指定的发布日期或者时间，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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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域服务器 

可以选择在某个区域内，设置一台区域服务器，来进行统一的节目文件的转发，从而减少多

个终端自行下载节目时对网络造成的负荷。 

 

区域服务器也可作为同步服务器，来保证区域内所有终端的播放内容同步。 

 

区域服务器本身也具有状态反馈，以及远程操作等功能，当区域服务器发生故障时，可随时

弃用，并通过 WEB 服务器直接向终端发送节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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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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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介绍 

上海凯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电与视觉效果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我们提供

面向广告、展示、体育等行业的专业显示软件，通过与各类硬件及广告厂商的合作，利用我

们丰富的领域经验以及高效的设计开发团队，为客户带来最高质量的视觉与显示效果。  

 

经过多年的开发与积累，我们掌握了视频显示领域的大量先进技术，能高效、优质的完

成各类独特的显示效果，并且我们的专业开发团队也能根据您的需求为您打造出个性化的显

示方案。  

 

我们与国内外众多系统供应商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产品已成功运用于世界各国。我们也

真诚的期盼着与您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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