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網型智能
數位看板整合方案

優勢廣告行銷 訊息即時傳遞 多元娛樂互動 強效教育訓練



鎧應數位看板解決方案
精準行銷，訊息快速必達

產品齊全，選擇多元
鎧應科技提供數位看板播放器、內容監控管理伺服器、數據報表管理軟體等完整產品

選擇，可因應不同產業從入門、進階至高階的多元需求，不論是一次性投資的硬體，

或提供訂閱服務的伺服器軟體，及時的支援與客製化的服務，為經營自有數位看板網

路的首選。 

軟硬融合，開箱即用
產品除配備工業級電腦硬體外，更已內建專業成熟的數位看板軟體，開機後即可透過

電腦的網頁瀏覽器開啟管理介面，不需再安裝額外軟體，瞬間擁有省時、省力、執行

效能最佳化的享受。

富延展性，高穩定性
為符合應用彈性而打造的工業級數位看板設備，可用於基礎聯網單機播放，或多站點

由總部統一管理。系統更特別針對大規模、大範圍專案，提供主要、站台、備援伺服

器的選擇，強化分工管理、節省頻寬、備份內容、與不斷線服務的功能，讓企業易於

量身規劃合適的網路架構，更可滿足由小至大各規模長期營運下對於穩定性的需求。

不論是行銷廣告、資訊公告、教育推廣、或休閒娛樂，皆可針對目標群

眾精準行銷，規劃最適配的數位看板，躍昇最佳資訊傳播媒體平台。“ ”



高彈性、易整合，深化各行業應用
鎧應數位看板系統以開放式架構設計，能搭配不同網頁伺服器與資料庫，如社交媒體

與叫號、工廠管理、運動賽事、飯店管理、POS零售等系統，亦可整合條碼、感應器

等外接設備，貼合各種應用需求。強大的SDK軟體開發工具，讓您在設計HTTP API程

式，開發行業獨特應用，更加如虎添翼。

致力研發，產品升級
科技日新月異，鎧應科技亦不斷研發創新，每年都推出新的產品與版本，軟體功能與

硬體效能持續升級，永遠走在趨勢的前端，呼應市場需求，讓客戶持續享受最新技術

與應用。

產品國際化，成熟洗練
鎧應科技立足台灣，放眼世界，十多年來經由無數千錘百鍊的經驗累積，全球超過90

個國家建置成功專案，亦淬鍊出愈趨成熟的產品設計，管理界面提供中文、英文、西

文、日文、泰文等十二種語言選擇，跑馬燈文字亦支援世界各常見語系，例如：西歐

語系、中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泰文及希伯來文等，為跨國企業的最佳選擇。



智能數位看板全系列產品

系統架構圖
群組1

群組2

DVD播放器 攝影機 電視選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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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Reporter)

區域網路
廣域網路
內部網路

SMP

SMP

SMP

SMP

SMP

使用者網頁伺服器
(非必要)

DB 鎧應xPost系统

電視牆

LED

影音輸入 即時串流上傳內容／排程 傳遞內容／排程

USB攝影機
(UVC相容)

管理者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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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ost

播放器接上多面螢幕與網路

後，可立即聯網單機播放。

亦可建置於主從架構下，交

由CMS伺服器統一控管。

伺服器可依角色、工作設定

不同，架設於總部、各區域

分店、或安裝在AWS提供

雲端服務。透過群組管理的

方式，統一控管播放排程與

內容更新。

Windows®版軟體，安裝

於管理者電腦中，針對鎧應

數位看板系統提供廣告播送

及系統狀態報表。

模組化的網頁版應用軟體，

安 裝 在 任 何 執 行

Windows®作業系統的個

人電腦上，針對飯店大廳、

會議室、指向公告等需求，

提供內容上稿排程功能。

智能數位看板全系列產品



SMP系統支援三種播放模式：面板、節目、及播放清單，能滿足各種情境

及場合的應用。可選擇將螢幕劃分成數個區塊，每一個區塊可擁有獨立

的排程與設定。您也可將所有區塊打包成一個節目，在特殊節慶或活動時

插播，強力宣傳。若想用全螢幕呈現多變的數位海報效果，更可透過編輯

播放清單，混合輪播不同主題、類型的多媒體內容。

播放器支援目前大部分主流的網頁語言與多媒體格式，可播放4K Ultra 

HD影片、YouTube 影音、HTML5網頁、Flash®動畫、圖片 、音樂、

文字跑馬燈、社群網站twitter、即時天氣資訊等，您還可以截取自選

網頁上的 特定區域做播放，分享世界的每一個片刻也可以如此簡單！

滿足多元播放方式

彈性易操作的排程選擇，是您一年365天規劃播放時程最有效率的幫

手。您可針對一次、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的時間單位，編輯不同

排程項目，亦或根據位置和時間設定不同的播放內容。

智慧型排程管理

各型號SMP播放器特有功能

該播放器支援4個DisplayPort輸出，可以輕

鬆地利用延伸模式來規劃2x1、1x2、3x1、

1x3、4x1、1x4、2x2等各種直立或橫式的

電視牆排列組合，您甚至可以自行定義螢幕

的解析度，適用各尺寸的LED廣告看板

適用: SMP-8000/SMP-8000QD

該播放器配備3個HDMI輸出，最多可同時連

接3面螢幕，規劃2x1、1x2、3x1、1x3各種

直立或橫式的電視牆排列組合。您甚至可以

自行定義螢幕的解析度，適用各尺寸的LED

廣告看板。

適用: SMP-2310

該播放器配有兩個網路連接埠 (LAN Port)，

可分別用於外網與內網的連線，再搭配內建

的防火牆功能，能有效避免各種有害入侵，

為一般數位看板專案的建置提供更彈性、安

全的網路架構規劃。

數位看板播放器

SMP 播放器能與HID 相容的觸控螢幕搭配應用，支援多點觸控功能，除

內建網頁的放大、縮小、滑動、換頁等常用觸控板手勢，並可自行開發手

勢效果。SMP 亦內建QR Code 產生器，讓您輕鬆建置零接觸的互動

設置互動式看板深化參與感

看板。此外，SMP 更進一步整合

QNAP QVR Face Tiger 臉部辨

識技術，能針對觀看者的年齡、

性別、人數等，傳遞最適合的廣

告與資訊。

播放高畫質多媒體影音

或更新版本

您能直接在播放器的管理網頁，透過簡單

的拖曳編輯模版，自由套用自行設計的背

景圖、切割並堆疊任意區塊。此外，有經

驗的網頁設計師也可以使用任何網頁與

Flash編輯工具，製作全頁網頁播放，賦予

設計師最大的彈性。不會設計？沒問題！

自由設計版型與切割區塊

系統已內建多種常用的板型，可立即套用，亦可從鎧應雲端服務免費

下載更多模板、時鐘樣式。

4面螢幕電視牆應用 3面螢幕電視牆應用 雙區域網路連接埠與防火牆

適用: SMP-2300/SMP-2310



有效管理多台數位看板播放器
您可透過清單或圖示兩種不同瀏覽模式，快速檢視所有連線到該台

CMS伺服器的SMP播放器的名稱、IP位址…等系統資訊。透過啟用

位置／GPS功能，管理者更能於Google地圖上，輕鬆總覽所有播

放器目前的位置與連線狀況。

伺服器角色分工設計
管理者能輕鬆從CMS-SE伺服器的管理介面自由切換三種角色：主

伺服器、站台伺服器與備援伺服器。當主伺服器斷線或當機時，備

援伺服器第一時間主動接手。伺服器角色分工的設計能達到管理分

工、頻寬節省、內容備份、與不斷線服務的目標，讓各企業易於量

身規劃適合的網路架構，更可滿足由小至大各規模長期營運下對於

穩定性的需求。

跨平台軟體伺服器的建置
CAYIN CMS-SE 內容管理伺服器可安裝建置於各種虛擬主機以及雲

端主機，如Amazon AWS雲端服務、VMware、Oracle Virtualbox

虛擬主機。此外，亦可直接採用 CMS-60 伺服器，快速建置企業內

部的數位網路管理平台。

可針對群組內的所有SMP播放器，以一次、每天、每周、每月、每

年的時間單位，編輯不同排程項目，亦或根據位置和時間設定不同

的播放內容。SMP播放器將會遵循CMS-SE伺服器所指派的排程內

容，自動播放多媒體節目。

智慧型中央排程管理

CMS-SE伺服器可以透過區域網路廣播（Broadcasting）、多點傳

送（Multi-casting）、或一對一傳送（Uni-casting）的方式，傳

遞即時串流資料到SMP播放器上，提供最新的多媒體娛樂資訊給數

位看板網路。

即時影音串流

五層式群組管理

管理人員最多可以建立五層群組，系統化地管理SMP數位看板播放

器的內容更新及項目排程。CMS-SE伺服器將會集中管理所有播放

器的播放清單，並且將播放內容自動同步更新到指定的播放器群組

中。您可以依照需求，為不同群組中各階層的排程設定優先順序。

內容管理伺服器

CMS-PRO進階選購功能

能一次檢視多台播放器詳盡的系

統資訊、記錄檔(log)與內容更新

狀態，不需要再另外連線登入各

個播放器的管理介面。

多播放器批次設定

當管理者需進行大規模SMP播放

器的設定時，可先選定一台基準

SMP播放器，再將其他選定的播

放器依基準同步設定。

監控播放現況

管理者能於一個畫面同時監看15

台SMP播放器正在播放的清單、

檔案，並預覽即時播放的畫面，

確實掌握各數位看板專案現況。

即時警示機制

當SMP播放器與CMS伺服器失去

連線時，系統將會標示機器異常

警示，並即時（或依照設定的時

程），自動發送警示電子郵件至

所有預定接收的管理者。

或更新版本

播放器資訊全檢視

架構示意圖

網際網路(WAN)

區域網路(LAN)

站台伺服器1 站台伺服器2 站台伺服器3

主伺服器 備援伺服器

SMP SMP SMP SMPSMP SMP



SuperReporter2為專門針對鎧應科技數位看板系統設計的報表軟體。管理

者可藉由該軟體，同時管理多個專案，並輕鬆分析大規模數位看板專案的

播放成效，針對特定廣告代理商或內容供應商產生即時廣告播送及系統狀

態報表。

lobbyPost
豐富且彈性的入口大廳數位看板顯示管理系統 wayfinderPost

萬用的動態資訊公告與導引指向

meetingPost
會議室管理專用數位看板內容上稿排程系統

會議預訂排程公告系統

meetingPost

提供日曆型的會議

室預訂系統，方便

管理者透過網路預

訂會議室、宴會廳

與服務設施。僅需

點擊管理介面的月曆或週曆上的日期，輸

入相關活動訊息，即可完成預訂並且自動

公告。

大廳訊息公告系統

lobbyPost

每個版型可包含多個

內容區塊，顯示房間

的類型與房價、匯率

資訊、天氣資訊、

Flash、影片、圖片、

文字跑馬燈等多種類型組合。使用者除可

套用每個區塊的預設用途，更可彈性變更

使用類型與設定，輕鬆產生您專屬的入口

大廳多樣化資訊看板內容。

資訊公告與導引指向系統

wayfinderPost

靈活運用於各種場合的方

向導引告示，例如：會議

資訊告示與會議室指向、

樓層簡介、服務設施標示

與指向、以及婚宴、研討

會、聚會、宴會等特殊活

動告示與指向。

飯店/企業會議室/會展中心/校園會議室的數位看板超值組合

數位看板內容上稿排程系統

鎧應xPost是一套模組化的網頁版應用軟體系統，專門針對不同產業在資訊

展示應用的特殊需求，所設計的內容上稿工具平台。xPost包含三大模組：

meetingPost、lobbyPost與wayfinderPost。

廣告計費、報表製作與行銷分析的最佳幫手

數位電子看板報表製作軟體



齊全的數位看板設備

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57號3樓
電話: +886-2-25951005    傳真: +886-2-25951050
salestw@cayintech.com    https://www.cayintech.com/tw

BZAL00/TW/210901

CMS內容管理伺服器系列

進階管理與應用軟體

*鎧應科技將持續隨技術之進步而改善產品與服務，並保留不經事先通知而改變本產品規格及其它資訊的權利。
  本文內的所有其他商標、或公司名稱，均為相關擁有人各自的財產，在文揭露僅為輔助說明之用，並不表示認可或背書。

*1 詳細電視牆排列組合請參閱產品系統規格表，*2 詳細影片解析度請參閱產品系統規格表

系統

螢幕區塊數

訊號輸出模式

電視牆組合*1

最大螢幕解析度

最大影片解析度*2

即時影音串流

儲存裝置

VGA

HDMI

DisplayPort

區域網路連接埠

風扇

GPS (選配) 

支援4G/3G, Wi-Fi (選配)

支援多點觸控與手勢

認證

SMP數位看板播放器系列

SMP-NEO2 V3.0或更新版本

面板：11區塊，包括2影片區 (單一模式) / 4 影片區 (分開模式)； HTML網頁：無區塊限制

單一、複製、延伸、分開

SMP-8000/QD

2x2, 4x1, 1x4, 3x1, 1x3, 
2x1, 1x2

單一: 4096 (寬或高)
其它模式: 2048 (寬或高)

1x4K 或 4x1080p

500GB HDD

-

-

4

1

有風扇

 CE, FCC, BSMI, RoHS

SMP-2300

2x1, 1x2

 
 

1x4K 或 2x1080p

-

3

-

２

SMP-2310

3x1, 1x3, 2x1, 1x2

 
 

1x4K 或 3x1080p

-

3

-

２

SMP-2200

2x1, 1x2

 
 

1x4K 或 2x1080p

1

2

-

２

CMS-PRO xPost
網頁版應用軟體系統，

可針對大廳、會議與導

引指向系統編排顯示天

氣、匯率、活動訊息等

不同資訊。

SuperReporter
Windows®管理軟體，

可建立播放內容與系統

狀態的報表，即時產生

廣告統計分析及帳務報

表的編列。

CMS伺服器的加購軟

體，提供進階的播放

器監控功能，更可輕

鬆批次設定大量播放

器，進一步強化中央

控管功能。

CAYIN 數位看板助理
內 容 管 理 伺 服 器 

(CMS)專用的Android 

應用軟體，使用者可

隨時隨地在手機上對

企業數位看板網路進

行遠端監控與管理。

支援外接HDMI影音擷取卡

30GB SSD 60GB SSD

無風扇

CE, FCC, RoHS, CB, BSMI

單一/ 複製: 4096 (寬或高); 其它模式: 2048 (寬或高)

CPU

網路

USB影像擷取

自備2G Hz雙核處理器之硬體

取決於所選的硬體

不支援外接

最多1000台連線，
(視購買憑證種類而定,不支援CMS-PRO與

CAYIN數位看板助理)

自備2G Hz雙核處理器之硬體

取決於所選的硬體

支援外接

CMS-SE CMS-WS

2.7G Hz或更高階

1G bps乙太網路

支援外接

CMS-60

不限使用者帳號個數

CAYIN Technology @CayintechPressCAYIN TechnologyCAYIN Technology

多使用者權限管理

播放器管理與內容更新 最多250台播放器 最多4000台播放器，視購買憑證種類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