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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件简介  
摩西尔联网播放器 APP 管理软件（Ledmagic），适用于 MB 系列联网播放器。在 Android

系统和 iOS 系统都能稳定运行，本 APP 具有以下优点：  

（1）界面友好，UI 设计时充分考虑用户习惯； 

（2）操作便捷，支持无线连接终端，访问方式简单； 

（3）同步播放，支持设置不同显示屏同步播放相同的画面； 

（4）智能亮度调节，支持设置自动亮度调节和定时亮度调节； 

（5）支持设置具有 4G 模块的终端的移动数据网络； 

（6）自适应播放，支持设置画面按照屏幕大小自适应播放； 

 

二、APP 安装与卸载 
APP 安装 

下载好 ledmagic.apk 应用程序安装包，安装步骤类似常规 apk 程序，注意：允许

ledmagic 应用程序访问相册权限。 

APP 卸载 
安卓手机卸载 ledmagic 应用程序方法：按住 ledmagic 图标，出现卸载字样时，点击卸

载即可。 

iPhone 手机卸载 ledmagic 应用程序方法：按住 ledmagic 图标，图标出现抖动后，点

击右上角×卸载即可。 
 

三、用户登录 
前提条件 

（1）已获取播放器的热点名称（SSID）和密码，默认热点名称（SSID ）是“MC+SN+6 位

数字”，密码是“12345678”； 

（2）已获取播放器登录 App 的用户名和密码（默认都是 admin）。  

操作简介 
步骤 1、手机连接联网播放器设备的热点；  

步骤 2、打开手机端 ledmagic 应用程序； 

步骤 3、进入 ledmagic 程序的用户登录界面可下滑屏幕刷新出设备列表； 

步骤 4、找到设备后，点击“连接”输入用户名、密码进行连接。 

 

已连接：表示手机端 APP 与联网播放器通讯正常，可以进行节目编辑操作，  

未连接：表示手机端 APP 与联网播放器通讯异常，无法进行其他操作。  

 

详细操作 
在用户登录界面下滑屏刷出播放器设备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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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播放器设备的“连接”按钮，正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确定”，使手机 APP

与播放器设备连接上，即登录成功。（手机 APP 与播放器设备连接上后，图标变成绿色“已

连接”状态；若点击“断开”按钮，则手机 APP与播放器设备断开连接。） 

 
2、点击播放器设备名右边的“三”横标志，可对设备进行如下操作： 
（1）连接/断开，点击执行手机 App 与播放器设备的连接与断开操作； 
（2）清除密码，即清除该设备的登录密码，再次连接设备时需重新输入密码； 
（3）删除，即将该设备从设备列表中删除，不再显示（刷新设备可复现）； 
（4）取消，即退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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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控制管理 
手机 APP 与联网播放器连接成功后，点击“已连接”的设备，跳转到设备控制管理界面，

如下图： 

 

1、快速设置 

（1）音量设置 
声音输出大小，可设值 0-100%，手机拉动滚动条或点击+/—号调节数值即可。 

（2）色温设置 
系统有三种色温可供选择：冷色、中性、暖色，点击即可。 

（3）亮度设置 
屏幕亮度设置，可设值 0-100%，手机拉动滚动条或点击+/—号调节数值即可。 

（4）屏幕开关 
对播放器控制的 LED 屏幕进行上电、断电控制。 
对播放器进行上面 4 项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即生效。 

2、LED 配置 

这一步是对 LED 屏幕进行连屏操作，下面介绍各项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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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坐标位置 
X 位置、Y 位置，即图像截取的起点位置坐标； 

（2）发送卡设置 
卡列数、卡行数，即整屏接收卡布局的行、列数量； 

卡宽度、卡高度，即每张接收卡所带载的像素点数。 

（3）网口序号 
选择网口，即当前 LED 屏幕与播放器设备连接的网口，注意要对应网口序号（若无法确

定网口序号，可通过 Auto LED 调试软件识别到）。 

（4）快速连线 
即 LED 屏幕接收卡的连线方式，系统默认 8 种常规 S 型走线方式（面对 LED观看）。 

对播放器进行上面的 4 项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即生效。 

3、视频源切换（MB1/MB2 无此功能，MB4/MB6才有） 

（1）视频源 
可切换显示播放器系统的“内部”视频源，也可切换显示播放器外接的“HDMI”输入视

频源。 

（2）坐标位置 
对内部或外接 HDMI 的视频源进行画面截取，准确输入 X、Y 位置坐标即可，常用于多屏

拼接同步播放。 

4、检测 

（1）环境亮度 
播放器外接光感探头，自动感应出 led 屏幕周边环境亮度。 

（2）温度 
播放器外接温湿度感应探头，自动感应出 led 屏幕内部温度、湿度。 

（3）播放截屏 
此处是监控作用，可以准确地查看到播放器设备正在播放的画面。 

（4）时间参数 
显示当前播放器设备系统运行的时间信息。 

5、播放管理 

对节目进行管理，默认可对 20 个节目进行操作，勾选上节目点击右上角“删除”按钮

可删除节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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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级设置 

（1）定时重启 
对播放器设备进行定时重启的操作，将“×”开关打开，选择星期点击“确定”开关变

成绿色“√”状态。 

（2）分辨率设置 
对屏幕分辨率进行设置。 

对播放器进行上面 2 项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即生效。 

7、网络设置 

无线网络设置 
热点，设备的热点名称和密码设置，点击“修改”输入用户名、新密码，点击“确定”

立即生效，App 与设备断开连接，手机要连接设备的新热点。 

8、远程管理 
对接入 Web 云平台的播放器设备进行认证，点击“修改”输入认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

证，修改完成后，稍等一段时间（3 分钟内），设备会在 Web 云平台列表自动刷新出来。 

9、账号管理 

对当前播放器设备进行用户名和密码重置操作（修改用户名、密码），点击“修改”输

入用户名原密码、新密码，播放器设备下次登录连接开始生效。 

10、软件版本 

进入可以查看到当前设备核心板内运行的 Guardian 应用程序版本号。 

11、其他设置 

（1）清除媒体文件 
点击命令，“确定”即清除当前所连接播放器设备内所有的媒体资源文件，立即生效。 

（2）立即重启 
点击命令，“确定”即立即重启当前所连接播放器设置，立即生效。 

（3）恢复出厂设置 
点击命令，“确定”即立即将当前所连接播放器内的系统程序恢复到出厂设置状态，立

即生效。 

五、节目管理 
下面介绍节目编辑、节目发布的基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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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节目 

进入节目清单界面，如下图： 

 

点击“+ 添加节目”进入新建节目界面，如下图： 

 

2、选择模板 

输入“节目名称（单画面）和分辨率设置（1920×1080）”，选择一个模板（比如选

择单窗口模板 1920×1080），点击“确定”将跳转到节目编辑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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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媒体 

用手指在屏幕显示框内点击“00”，进入媒体文件添加界面，如下图： 

 
点击“+ 添加媒体”选择要添加的媒体类型，手指上下滑动滚动条选择要添加的媒体类

型（图片、视频、文本、数字时钟、模拟时钟、天气、网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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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添加“图片”文件为例，点击“确定”进入如下界面： 

 

点击“媒体库”跳转到手机相册，从相册中选中要发布的某一张图片，如下图： 

 
此处，我们可以设置图片在节目中显示的一些需求： 
图片，有“铺满屏幕和原始比例”显示样式； 
切换时间（即停留时间），默认是 15 秒，根据需要可另设停留时间时、分、秒； 
特效，即切换文件时的特效，默认是无，另有“淡入淡出、随机特效、从上到下、图片

移动、从右到左、图片放大、图片旋转、图片缩小”特效可选。 

4、保存节目 
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返回媒体添加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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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窗口中继续添加图片，可再次点“+”重复上两步操作，将相册内图片添加进

来。） 
点击左上角“<”按钮，则返回到节目添加窗口（此时显示区域内有媒体文件预览效果），

如下图： 

 

5、发布节目 
点击右上角“发布”弹出要发布到的播放器设备，勾选上设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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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将刚才编辑好的节目发送到播放器设备。 
节目发送过程中，请稍等…… 
以上是举例单画面节目编辑与发布的基本操作；多画面或其他媒体文件添加、发送到播

放器设备，操作相似。可对媒体文件属性进行设置（例如时长、特效），根据我们的需要来

设置，各种媒体类型的设置参考下一节。 

六、媒体类型 
1、图片 

支持格式有：JPG、JPEG、BMP、GIF、PNG、WEBP。 

在节目编辑时，通过媒体库跳转到相册进行添加，在节目窗口添加图片， 

（1）对显示画面大小进行设置，如：铺满全屏或原始比例； 

（2）设置图片切换时间，默认停留 15 秒； 

（3）设置图片切换方式，有：淡入淡出、随机特效、从上到下、图片移动、从右到左、

图片放大、图片旋转、图片缩小。  

2、视频 

支持格式有：MPEG-1/2、MPEG-4、H.264/AVC、MVC、H.265/HEVC、Google VP8、H.263、

VC-1、Motion JPEG。 

在节目编辑时，从媒体库跳转到相册进行添加，在节目窗口添加视频，可设置以下几项： 

（1）对显示画面大小进行设置，如：铺满全屏或原始比例； 

（2）视频声音开/关 

（3）设置视频播放时长、对时开/关。  

3、文本 

在节目窗口添加文本，可设置以下几项： 

（1）文字输入框，在左侧黑色区域输入文本文字。 

（2）在右侧设置文本显示效果，如可设：字体、字号、粗、斜、下划线、颜色、背景

色、窗体背景色、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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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文本播放时长，默认 24 小时。 

（4）设置文本播放特效，滚动方向（不滚动、从右向左、从左向右、从下向上、从上

向下），播放速度（快、慢）特效。 

4、数字时钟 

在节目窗口添加数字时钟，可设置以下几项： 

（1）对显示风格进行设置，如：时区、日期格式、24 小时制、单/多行显示； 

（2）对显示文字效果进行设置，如：字号、粗、斜、下划线、颜色、大小设置； 

（3）对数字时钟显示时长进行设置，默认 24 小时。 

5、模拟时钟 

在节目窗口添加模拟时钟，可设置以下几项： 

（1）对显示风格进行设置，如：时区、分钟颜色、分钟间隔颜色、秒针颜色、分针颜

色、时针颜色； 

（2）对播放时长进行设置，默认 24 小时。 

6、天气 

在节目窗口添加天气，可设置以下几项： 

（1）天气设置，可设：地址设置（省、市）、文字颜色； 

（2）对播放时长进行设置，默认 24 小时。  

 

七、自定义模板 
新建节目顺序：点击添加节目-设置节目名-分辨率大小-选择模板-添加媒体文件。为了

节省设置屏幕参数的时间，我们可以将常用的屏幕参数制作成模板，下面介绍具体操作。 

（1）在节目清单点击“+ 添加节目”进入到添加节目界面最下面，找到“自定义模板”； 

（2）点击“+”输入宽、高（例如 600×1000），如下图： 

 

（3）点击“确定”跳转到添加模板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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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定义单窗口模板 

下面介绍添加单窗口模板操作步骤： 

（1）点击左侧“+”添加窗口，出现绿色框 00 窗口，如下图： 

 

（2）在“00”框内，手指轻按边框边缘并往要拖动的方向滑动，滑动手指来拖动边框，

使得绿色框拉到最宽、最高状态，即填满 600×1000，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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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右上角“保存”完成自定义模板操作，自动返回到添加节目界面，如下图： 

 

这样下次要调用该模板时，直接选择“600×1000”的模板，点击“确定”即可添加媒

体文件。 

2、自定义多窗口模板 
（1）在节目清单点击“+ 添加节目”滑动到最下面，找到“自定义模板”，点击“+”

输入宽、高，如下图： 

 
（2）例如：宽、高分别输入 1600、960，点击“确定”跳转到添加模板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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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左侧“+”添加窗口，出现 00 窗口绿框，如下图： 

 

（4）手指轻按 00 窗口框内“00”，当框下边缘出现：编辑、删除、向上一层、向下一

层操作时，点击“编辑”设置 00 窗口的位置及大小，在弹窗中输入 00 窗口的 X、Y、宽度、

高度，如下图： 

 

（5）再次点击左侧“+”添加窗口，出现 01 窗口绿框；同样操作再次点击“+”添加窗

口 02，分别选中 01、02 窗口，手指轻按框内 01、02，点击“编辑”分别在弹窗中填入 X、

Y、宽度、高度数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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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三个窗口的位置与大小参数设置好，点击右上角“保存”完成自定义模板操作，

自动返回到添加节目界面，可看到刚添加的多窗口模板 1600×960，如下图： 

 

下次调用此模板时，直接选择点击右上角确定，往 3 个窗口中分别添加媒体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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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系统设置 

语言切换 
Ledmagic 应用程序系统语言切换，目前仅有“中文”和 English”两种，选择立即切换

系统语言。 

软件版本 
显示当前使用的 Ledmagic 版本信息。 

帮助信息 

显示软件版本信息，并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联系信息（网址、邮箱）。 

九、高级设置 
1、对时 

系统有 NTP 对时和本地对时两种，打开 NTP 对时开关设置网络时间。 

2、终端信息 
终端容量使用情况，通过本软件可查看到当前所连接的播放器设备运行使用情况，包括：

CPU 使用率、CPU 温度、可用内存、外部存储空间，点击“刷新”可实时更新设备状态信息。 

3、清除媒体文件 
清除当前所连接的播放器设备中存储的所有媒体文件清除。 

4、立即重启 

将当前所连接的播放器设备系统重新启动。 

5、恢复出厂设置 
将连接的播放器设备系统恢复到出厂设置状态。 
 

十、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如何查看 ledmagic 程序版本  

方法： 
选择“系统设置 > 软件版，查看到 ledmagic 软件版本。  

2、手机如何连接联网播放器的热点？ 
方法： 

手机正确识别到联网播放器的热点，默认热点名称是 MC+6 位数字，缺省密码是

12345678。（若按上面操作仍未能连接上，将播放器设备断电重启，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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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手机 APP 与联网播放器设备连接不上？ 

方法： 

（1）检查手机是否正确连接上要管理的联网播放器设备热点； 

（2）检查播放器设备登录账号、密码是否正确； 

（3）检查播放器系统是否进入到 Guardian 界面。 

4、联网播放器的软件程序如何升级？ 
方法： 

（1）获取正确的软件升级包（如 mooncell_box-ota-eng.iflyings-2019-10-22）； 

（2）将软件程序包拷贝到 U 盘根目录； 

（3）连接播放器电源，等安卓系统正常运行起来； 

（4）把 U 盘插入联网播放器的 USB 接口； 

（5）系统开始自动升级，升级完成会自动重启； 

（6）拔出 U 盘，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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