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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铠应
铠应科技成立于 2004 年，是由一群专精于工程研发、业
务营销的团队组合而成。我们的团队致力于 Windows® 及
Linux 的多媒体、网络及嵌入式系统等领域，提供完整的多
媒体数字告示 (Digital Signage) 与交互式娱乐解决方案，为
台湾少数专注于数字告示相关产品研发与服务提供的专业厂
商。

专业方案

云串流方案

SMP播放器

CMS-SE 服务器

CMS-WS 服务器

CMS-WS 播放器

进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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铠应科技数字告示整合方案
铠应科技了解不同数字告示用户的需求，为所有人开发完整
整合的产品。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去调整，使用一个或多个
的播放器于一个或多个地点作无缝协调。
铠应科技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也可以轻松管理媒体播放器
及系统，能协同工作同时精准传递目标讯息。

SMP 播放器
SMP 播放器支持连接多个屏幕和两个区域网络接口 (LAN 
Port)，以实现更安全的网络架构，可作为独立运作的播放
器或搭配服务器集中管理。铠应科技提供最多元的选择以满
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与预算。

系统架构图

进阶软件

专业方案
软硬优化 稳健可靠 

数字告示专业方案配备了出色的工业级硬体与专业软件，致力为不
同项目需求的用户提供专业且强大的解决方案。 铠应科技的 SMP播
放器是数字告示专业方案的核心成员，可以独立使用，并在显示器
上播放编程内容，同时也可以满足小规模的数字告示应用需求。

meetingPost+ 可满足任何
会议室的多种需求，内建
日历或 Google Workspace
日历中灵活安排会议日程，
显示实时信息。

网页版应用软件系统，可针
对大厅、会议与导引指向
系统编排显示天气、汇率、
活动讯息等不同资讯。

Windows® 管理软件，可建
立播放内容与系统状态的报
表，实时产生广告统计分析
及帐务报表的编列。

CMS內容管理服务器
铠应科技提供与 SMP-NEO2 系列的数字告示播放器相容之
数字告示服务器，最多可同时更新 4000 台 SMP 播放器的播
放内容。架设于各区域或云端架构服务中作部署，并透过群
组管理的方式，统一控管播放排程与内容更新。可以灵活地
选择符合预算并满足应用程式要求的服务器。

poster App 让 使 用 者 可 以
利用各种海报模板并自定义
图像、文字与动态效果，为
内容创建所需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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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屏幕电视墙应用 SMP-2310

2面屏幕电视墙应用 SMP-2200/2300

VGA

SMP-2200

SMP-2300

设置交互式告示深化参与感
SMP 播放器能与 HID 兼容的触控屏幕搭配应用，支持多点触控功能，除内建网页的放大、缩小、滑动、换页等常用触摸板
手势，并可自行开发手势效果。SMP 亦内建 QR Code 产生器，让您轻松建置零接触的交互式广告牌深化参与感。此外，
SMP 更进一步整合 QNAP QVR Face Tiger 脸部辨识技术，能针对观看者的年龄、性别、人数等，传递最适合的告示与信息。

智慧型排程管理
弹性易操作的排程选择，是您一年 365 天规划播放时程最有
效率的帮手。您可针对一次、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的时
间单位，编辑不同排程项目，亦或根据位置和时间设定不同
的播放内容。

播放高画质多媒体影音
播放器支持目前大部分主流的网页语言与多媒体格式，可
播 放 4K Ultra HD 影 片、YouTube 影 音、HTML5 网 页、
Flash® 动画、图片、音乐、
文 字 跑 马 灯、 社 群 网 站
twitter、实时天气信息等，
还可以截取自选网页上的
特定区域做播放，分享世
界的每一个片刻也可以如
此简单！满足多元播放方式

SMP 系统支持三种播放模式：面板、节目、及播放列表，
能满足各种情境及场合的应用。可选择将屏幕划分成数个区
块，每一个区块可拥有独立的排程与设定。

AI 智慧判读多媒体档案

自由设计版型与切割区块
透过简单的拖曳编辑模版，自由套用自行设计的背景图、切
割并堆栈任意区块。此外，有经验的网页设计师也可以使用
任何 HTML5，制作全页网页播放，赋予最大弹性。已内建
多种常用的版型於自由设计版型与切割区或从铠应云端服务
免费下载更多模版、时钟样式。

播放器 屏幕播放模式
SMP 播放器可同时控制直立或横式的 2-4 面屏幕，并支持大部分主流，或是自定义的屏幕分辨率。

复制模式 2/3/4 屏幕呈現完全相同的內容 分开模式 2/3/4 屏幕呈现不同播放内容

SMP-8100 是 4 面屏幕电视墙的理想选择，配备 4 个 HDMI
输出，具有 4 种信号输出模式：单一、复制、延伸、分开模
式。播放器提供区块、节目与播放列表 3 种播放模式，及灵
活的弹性排程功能。

4面屏幕电视墙应用 SMP-8100

铠应数字告示软件内建 QR code 产生器，
让您轻松地在数字告示上建立多样化的
QR code 互动应用，创造零接触的互动
数字告示。

单一模式 连接到一屏幕 延伸模式 屏幕并排在一起能单一内容跨屏幕呈现

专业方案 软硬优化 稳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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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byPost
wayfinderPost

meetingPost

丰富且弹性的入口大厅数字告示显示管理系统
万用的动态资讯公告与导引指向

会议室管理专用数字告示内容上稿排程系统

即时影音串流
CMS-SE 服务器可以通过区域网络广播 (Broadcasting)、多
点传送 (Multi-casting)、或一对一传送 (Uni-casting) 的方
式，传递实时串流数据到 SMP 播放器上，提供最新的多媒
体娱乐信息给数字告示网络。

高效管理多台数字告示播放器
CMS-SE 可以同时控管多达 4000 台 SMP 播放器 *。所有连
接到 CMS 服务器的 SMP 播放器，皆可通过产品本身的网页
管理界面监控。您也可以免费下载 Android app—CAYIN 数
字告示助理，于移动设备上随时随地对企业数字告示网络进
行远程监控与管理。* 实际数量取决于您所购买的授权种类

进阶软件

              数字告示内容上稿排程系统
铠应科技致力于拓展各种不同应用市场中的品牌能见度，进而配合不同垂直市场的独特需求，开发一套整合型模块化的网
页版应用软件系统 － xPost，以针对家户外媒体 (Digital Out-of-Home) 提供更丰富的内容。xPost 整合了数字告示内容系
统，符合酒店、企业会议室、展览中心和校园会议室等行业的特定需求和信息显示。
xPost 三大模块有：meetingPost、lobbyPost 和 wayfinderPost。

在几秒钟内开始设计数字告示专属海报
铠应 poster App 提供数字告示海报模板，还可以自定义的
图片，文字及其动态效果，可与 CMS 服务器优化整合。
从 CMS-WS、CMS-SE 或 CMS-60 服务器中免费下载 poster 
App，并开始在数字告示上播放。

跨平台软件服务器安装
铠应 CMS-SE 内容管理服务器可以安装在各种虚拟主机和云
端 主 机 上， 例 如 Amazon AWS Cloud Services、VMware、
Oracle Virtualbox 虚拟主机等。此外，亦可直接采用软硬整
合的CMS-60服务器，快速建置企业内部的数字网络管理平台。

服务器角色分工设计
管理者能轻松从 CMS-SE 服务器的管理界面自由切换三种角
色：主服务器、站台服务器与备援服务器。当主服务器断线
或当机时，备援服务器第一时间主动接手。

在线管理及预订会议室看板变得更容易了！
铠应科技推出的 meetingPost+ 致力于满足任何会议室的多
功能需求。轻易的更新信息或灵活安排会议日程，也可以在
Google Workspace 日历中进行预约或编辑。meetingPost+ 
还可以与其他支持网络的设备或铠应科技的播放器完美协
作，只需将管理功能与媒体播放器集成，便可取代传统的通
知和海报，即刻在每个会议室外的显示器上显示实时信息。

五层式群组管理
管理人员最多可以建立五层群组，系统化地管理 SMP 数字
告示播放器的内容更新及项目调度。用户可以依照需求，为
不同群组中各阶层的日程安排优先级。

智慧型中央排程管理
您可安排一次性的活动，或根据每天、每周、每月及每年的
时间区设定周期性计划。透过 CMS 服务器，将分散各地的
SMP 播放器划分组合，统一由中央控管各个播放器的日程安
排。 CMS 提供月历和列表两种浏览模式，强化您的调度管理。

x4000

內容管理服务器

CMS-pro 高端管理功能
CMS-PRO 为管理员提供了更高效和进阶管理功能，购买后毋需另外安装，可直接于 CMS 管理界面启用并进行后续操作，
赋予大小规模项目在监控播放器上更完善、更有效率之规划。

多播放器批次设定
当管理者需进行大规模 SMP 播放器的设定时，
可先选定一台基准SMP 播放器，再将其他选定
的播放器依基准同步设定。

监控播放现况
管理者能于一个画面同时监看 15 台SMP 播放器
正在播放的列表、档案，并预览实时播放的画
面，确实掌握各数字告示项目现况。

即时警示机制 
当 SMP 播放器与CMS 服务器失去连接时，系统
将会标示机器异常警示，并实时 ( 或依照设定的
时程 )，自动发送警示电子邮件至 所有预定接收
的管理者。

SMP 播放器信息全检视
能一次查看多台播放器详尽的系统信息、记录文
件 (log) 与内容更新状态，不需要再另外连接登
录各个播放器的管理界面。

5

广告计费、报表制作与营销分析的最佳帮手
SuperReporter2 为专门针对铠应科技数字告示系统设计的
报表软件。管理者可借由该软件，同时管理多个项目，并轻
松分析大规模数字告示项目的播放成效，针对特定广告代理
商或内容供应商产生实时广告播送及系统状态报表，轻松且
有规模地分析其绩效。

专业方案 软硬优化 稳健可靠

站台服务器1

主服务器 备援服务器

站台服务器2 站台服务器3

架构示意图

网际网路(WAN)

区域网路(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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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控千 设备任选
从多种设备中，如：智能电视、安卓电视盒、手机、平板、
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等，安装 CMS-WS Player APP 或使用
铠应科技播放器或其他媒体播放器，都可以自由地进行播
放，无与伦比的多功能性把控制权给用户，满足不同的业务
需求和预算。

小预算 大结果
与其他云串流服务器相比，您可以使用 CMS-WS 减少开销，
但获得更大受益。年度订阅服务可以让您每年度作弹性调
整，找出最适合的需求再精准营销，通过用户的需求调整及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设备来降低成本，使价值最大化。CMS-
WS 是零售业或中小型企业，从预算中获得最理想的成果并
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直观式使用者介面
用户使用最直观的用户界面完美地管理CMS-WS，简单操作
并置入多媒体内容。远程管理功能让用户随时随地使用网页
浏览器或 CMS-WS 播放器 APP 实时访问显示设备。

几秒内即刻营销 
在几秒钟内即可到达目标受众群，开始和 CMS-WS 一同营销
您的品牌和产品吧！ 
丰富的模板资源库、云端资源包括：字体、时钟、模板样式
等，可以根据您的品牌形象、风格和需求下载和调整可自
定义模板。您将能够转换或串流传输各种媒体类型，包括视
频、YouTube视频、图像、HTML5 网页、
文字跑马灯、新闻、天气、社交媒体等。 
只需要 2 个步骤即可将您的产品信息或品
牌讯息传递给每个客户。

CMS-WS服务器

CMS-WS 是您最理想的跨平台服务器，一站式数字告示管理
系统让用户通过网页浏览器直接连接与管理多达 1000 台设
备。

云串流方案
最佳跨平台数字告示解决方案 

云串流解决方案作为一体化数字告示管理系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业
务与预算。使用 CMS-WS 服务器授权，用户可以通过 CMS-WS 服务
器直接管理已连接播放器的智能电视，安卓播放系统、移动设备、平
板电脑和电脑。您可根据需要连接到的显示器 / 浏览器的数量来购买
授权便可使用。此外，云串流解决方案为纯软件出售方式，持续提供
一致且推陈出新的软件新功能，而更无需烦恼硬体上的维护。 

弹性的调度播放功能
弹性的调度播放功能：提供三个极其弹性的播放选项
播放列表：创建播放列表，自动按顺序播放内容。
计划管理：为所有播放器和支持网页浏览器的设备安排一次性活动或根
据每日、每周、每月及每年的时间区设置周期性调度。提供日历和列表
两种浏览模式，方便用户管理和计划。
紧急情况：点击两下，您即可启动警示机制，跨平台功能让您的受众于
各种个人设备上接收文字、图像、视频、HTML 等形式的紧急讯息。

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

系统架构图

档案启用设定
提前安排播放列表上的视频或图片中的内容，让您顺利推
播！可以在上传的视频或图片文件上设置开始以及到期日
期，并根据所需的日期自动播放或停止。

转档功能
通过 CMS-WS 转换设置，自动把上传的影片文件转换，可
以选择为 720p 或 1080p，保有原有分辨率。转档功能可以
节省流量及存放空间，同时确保播放更顺畅。

网络流量管理器
通过网络流量器轻松查看每个播放器的实时流量和状态。
若突然产生大流量时，可以检查是否有错误的操作或异常入
侵，继而作出调整来提高播放流畅度和稳定性。

与 其 他 云 串 流 服 务 相
比，CMS-WS 将数据存
储在服务器中，而不是
储存在云端上。有效保
护您的数据免于泄漏或

络。为了迎合不同的用户需求，不限于只有互联网的选项，
也可以选择使用区域网络或广域网络来保护较为重要和不公
开的播放数据，以确保资料在网络传输的稳定与安全性。

受任何安全风险。用户完全掌控数
据，并可以弹性选择最适合的网

区域网路
广域网路
内部网路

CMS-WS 服务器

管理者电脑

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安卓盒子智能电视

传递内容/排程 上传内容/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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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装置一键转换为数字告示
CMS-WS Player 的简单设置让用户将个人设备与 CMS-WS 服
务器快速完成连接，迅速掌控开始或暂停播放！即便离线也
可以播放默认内容 ( 不支持非默认浏览器 )。安卓个人装置
可以设定在开机时自动启动 CMS-WS Player。

搭配 CMS-WS 数字告示使用的软件。
在您的智能电视或其他移动设备上安装CMS-WS Player 并
与CMS-WS 服务器连接，就可以把它们转换为数字告示服务
器！立即下载铠应 CMS-WS Player，在智能电视等的大屏幕
上直接部署客户接触点，打造完美的用户体验。

在任何设备上灵活显示
CMS-WS Player 可以在各种设备 ( 包括智能电视、平板电
脑、移动设备、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等 ...) 显示和轻松控制。
从 Chrome 扩展程序中安装 CMS-WS Player，便可以把浏
览器转换为数字告示。CMS-WS Player 支持左右 90 度或
180 度显示旋转，播放您的精彩内容更方便。

安全可靠的数据储存 
CMS-WS Player 中的所有内容都存储在 CMS-WS 服务器上，
以确保安全存储和方便管理，并可以直接从服务器以串流方
式传输播放。用户可以设置 PIN 码来安全管理播放器的设
置。 

排程播放和自定义模版
用 户 可 以 在 CMS-WS 上 为 多 个 已 安 装 CMS-WS Player 的
个人设备设计自定义模板，并使用 CMS-WS 集中管理多个
CMS-WS Player 的内容播放。  

CMS-WS播放器

云串流方案 最佳跨平台数字告示解决方案

poster 模板资源丰富
倾刻间像专业人士一样设计专属海报！
有多种模板样式、图片、字体、形状、插图和动态效果可供
选择，始终为您找到创意出口。

铠应 poster App 专为用户发挥您的创意所设计，提供多种
模板样式、图像、字体和动态效果供您选择。
从创新独特到商务专业等风格，poster App 任何品牌形象
都可以配合。
无须任何学习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用户可以在几秒钟内
选择模板并创建数位广告牌之内容。

可使用内置图片 
通过内建或上传的图片为您的内容显示注入活力。
可自行调整图片，单击即可让您的数字告示更引人入胜。

从云端中自行导入模板
不需从头开始建构！从云端导入自行设计的模板，立即应用
于数字告示上，保持您特有的品牌风格。

自定义文字 
使用可调整的文字设置以您想要的任何方式提升海报设计。

可调整的大小和检视尺寸
从各种尺寸和视图（包括手机模式、方形、纵向和横向）中
进行选择，以最适合您的内容显示需求。

进阶软件

透明度

颜色 文字旋转

字距

行高

对齐方式

文字大小

文字样式

透明度

动态效果

圆角

翻转 复制

旋转 动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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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预约会议室 

管理者更可以轻松查看
未占用的会议室，进行
预订并随时掌握各部门
会议更新与讨论进度。

多语言版本走向世界

会议室组合 
所有会议室一览无遗，轻松监控每个组合里发生的一切。
会议室组合功能可以在一个屏幕上同时显示多个会议室及其
持续状态，以便于您的使用者一次掌握所有现况。

通过 meetingPost+ 预订会议，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即可提
前预订每日、每周、每月或年度会议室。

meetingPost+ 拥 有 多 国 语 言， 提 供 繁 体 中 文、 简 体 中
文、英文、日文和西班牙语版本，进一步提高用户的便利
性和舒适度。

动态数据模板的直观界面

倒数计时会议实时追踪会议状态

灵活设计会议室使用状况

添加酷炫的效果或动画

使 用 meetingPost+ 的
直观接口调整动态数据
的自定义模板。 要更改
模板设置，只需直接拖
动、缩放、排序图层顺
序或删除即可匹配任何
设计选项和需求。  

将事件倒计时功能添加到模板中，以实时跟踪事件运行时
间和状态。这是在忙碌的一天掌握多个会议日程的最简单
方法。  

通过添加最能代表您品牌的
酷炫效果和动画，使任何模
板设计更加生动！ 只要在
细节上稍作改变，您的演示
文稿就可以从人群中脱颖而
出。  

选择首选样式以在自定
义模板上显示会议室使
用 情 况。 meetinPost+
为用户提供了设计灵活
性， 以 显 示 会 议 室 是 闲
置或使用中。  

meetingPost+ 可以与 Microsoft 365 日历、Google 或 Google 
Workspace 日 历 整 合， 以 提 供 更 多 便 利。 用 户 可 以 将 其
Google 日历同步到 meetingPost+，以通过整合系统预订会
议室。所有预订都可以通过整合系統进行管理，任何更改都
将链接到 meetingPost+。

轻松整合 Microsoft 365 日历、
Google 或 Google Workspace 日历

默认模板快速选用
meetingPost+ 配备了各种不同
类型之模板，用户可以在弹指
之间完成数字告示的创建。并
根据您的需求更改公司标识、
背景图像、文字大小和颜色。

轻易的更新信息或灵活安排会议日程，可以使用内建日历或
整 合 Google 或 Google Workspace 日 历、Microsoft 365
日历进行预约或编辑。meetingPost+ 还可以与其他支持网
络设备或铠应科技的播放器完美协作。只需将管理功能与媒
体播放器集成，便可取代传统的通知和海报，即刻在每个会
议室外的显示器上显示实时信息。

与铠应科技设备的完美协作 
meetingPost+ 还可以与其他支持网络的显示设备或铠应科
技的播放器完美协作，只需将管理功能与媒体播放器集成，
便可取代传统的通知或海报，即刻在每个会议室外的显示器
上显示实时会议资料。

会议室信息实时更新  

meetingPost+ 会追踪对每个会议室所做的所有更改，用户
可以轻松更新任何信息、立即编辑、日程安排或作出更新。

铠应科技推出的 meetingPost+
致力于满足任何会议室的多功能需求。 

使用网页浏览器介面
远程管理更轻松 meetingPost+ 以最直观的网页浏览器界
面，让用户坐在任何浏览器设备前，都可以更改会议室外显
示的信息。

屏幕預約
体验直接在会议室的显示屏幕上预订会议室，快速的保留您
的会议室使用权。如果您担心直接在屏幕上预订的会议资讯
混淆，您可以预约后在管
理画面添加会议详细资讯
或对会议室进行调整。
提前掌握及控制您的会议，
以提高每次重要会议的整
体团队绩效和呈报表现。

使用内建日历
可以独立使用 meetingPost+，无需链接任何第三方应用程
序。直接从您的设备中预订会议室、创建设备清单和管理与
建立日历活动或周期性活动。轻松导入 iCal 格式的 .ics 文
件或 URL，添加会议室使用者并查询会议室状态。

 ユーザー定義 

 ユーザー定義 

日付の形式

 時刻の形式 

 日付の表示 

自動

Date Format

Time Format

Show Date

Custom

Custom

Auto

自定義

自定義

日期格式

時間格式

顯示日期

自動

10:00 - 11:30
Interview

Occupied

Vacant

Ends in 25:32
A AA A

进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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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代管
无忧云端安心管理服务

轻松安装与维护管理服务器

利用灵活的订阅服务

信实可靠的云代管服务
可信赖的云端服务器对于稳定系统至关重要。铠应云代管服
务建构于全球性的 AWS 系统上，支援您稳定、安全、可靠、
信实的云端服务器。AWS 支援全面的安全标准及规范，作
为全球机密数据的可靠云端储存系统，加上铠应 CMS 系统
提供可靠的服务器，可显著降低安全漏洞的风险。

多样化储存空间可供选择

自定义服务器名称
创建名称服务器名称是为了让您的服务器的 IP 位址更易于
记忆。用户可自定义服务器名称并加上 cayincloud.com，
不需要熟记 IP 位址，更轻松的连上即使用。

兼容多种播放设备播放
CMS-WS和 CMS-SE服务器支持多种的播放器、设备和硬件。

云代管防护增值
云端的信息安全不再是选项而是必备要件。云代管防护加值
可以保护您的数字告示内容免受勒索软件攻击、控管访问权
限和防备各种安全威胁。铠应科技为您提供最安全、稳定的
服务器，让您轻松转型数字告示！

铠应科技专业技术管理
员代为安装、管理及维
护您服务器的每一步，
消除陡峭的学习曲线，
提高最大绩效。铠应专
业技术人员将提供每月
储存、流量报告，并在数据使用量达标时通知客户，使用云
代管服务也可以掌握其服务器之使用量。当有最新的产品更
新时，铠应的专业技术管理员也可以为您部署一切。

用户可以根据其云代管的
储存使用状况和数据流量
使用等需求，弹性选择不
同的云代管服务以及最合
适的方案以及搭配的虚拟
机。免除购买及维护服务器硬体设备成本，同时用户可以按
需求添加服务器的储存量及数据流量。铠应科技自主研发团
队也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以最合适和最具成本效益的解
决方案来解决你的需求。

铠应云代管方案提供从 50GB 到
1000GB 储存空间，可存放 400
小时的视频或超过 100 万张的
图片 *。铠应云代管服务让您丰
富的数字告示内容安然储存于云
代管服务器内，若使用后需要更
多储存空间，可以联络我们业务
同仁选择加购。
* 储存空间 1000GB，每张图片 1MB，影片 5Mbps

云加密 云备份 云护盾

铠应科技打造云代管服务使用 CMS 软件无负担。云代管服务全
方位支援于 AWS 上安装及维护 CMS-WS 和 CMS-SE，不用担
心设备和硬件需求，摆脱维护和安装的步骤，切断了所需的学
习曲线和技术技能，享受简单、弹性、无痛的 CMS 流畅体验。

进阶软件

meetingPost+ 可满足任何
会议室的多种需求，内建
日历或 Google Workspace
日历中灵活安排会议日程，
显示实时信息。

网页版应用软件系统，可针
对大厅、会议与导引指向
系统编排显示天气、汇率、
活动讯息等不同资讯。

Windows® 管理软件，可建
立播放内容与系统状态的报
表，实时产生广告统计分析
及帐务报表的编列。

poster App 让 使 用 者 可 以
利用各种海报模板并自定义
图像、文字与动态效果，为
内容创建所需的设计。

CMS-WS

系统需求 多使用者权限管理 授权 支持播放器 支持进阶软件

第 8 代 Intel® i3 处理
器或更佳的产品规格

( 支持 Intel® 高速影像
同步转档技 )

不限使用者帐号个数
1 CMS-WS 服务器

+
n x 连接授权

Android OS, Windows 
OS, Chrome, Opera, 

Firefox, or 或其他
Chromium 浏览器

meetingPost+

云串流方案

 

SMP-8100 SMP-2310 SMP-2300 SMP-2200

系统 SMP-NEO2 V3.0 或更新版本

屏幕区块数 面板：11 区块，包括 2 影片区 ( 单一模式 ) / 4 影片区 ( 分开模式 )； HTML 网页：无区块限制

讯号输出模式 单一、复制、延伸、分开 

电视墙组合 *1 2x2, 4x1, 1x4, 3x1, 1x3, 
2x1, 1x2 3x1, 1x3, 2x1, 1x2 2x1, 1x2 2x1, 1x2

最大屏幕分辨率 4K ( 单一、复制模式 )
1080p ( 延伸、分开模式 ) 4K ( 单一模式 )

最大影片分辨率 *2 4K x 1 (4096 像素 )
or 1080p x 4(2048 像素 ) 4K x 1 或 1080p x 3 4K x 1 或 1080p x 2

实时影音串流 UVC 影音撷取卡和 YouTube/ 网路串流

储存装置 256GB SSD 30GB SSD  30GB SSD 60GB SSD

VGA - - - 1

HDMI 4 3 3 2

局域网络端口 1 2 2 2

风扇 无风扇 无风扇 无风扇 无风扇

GPS ( 选配 ) ✓ ✓ ✓ ✓

支持多点触控与手势 ✓ ✓ ✓ ✓

认证 CE, FCC, BSMI, RoHS CE, FCC, RoHS, CB, BSMI

CMS-SE CMS-60 (CMS-SE 绑定 )

CPU 自备 2G Hz 双核处理器之硬体 2.7G Hz 或更高阶

即时影音串流 UVC 影音撷取卡和 YouTube/ 网路串流

播放器管理与内容更新 最多 4000 台播放器，视购买授权种类而定 最多250台播放器
Access Control for

Multiple Users 不限使用者帐号个数 不限使用者帐号个数

支持进阶软件 meetPost+, xPost, SuperReporter

专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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