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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终终端端管管理理  
（（一一））通通讯讯连连接接  

目前，MB 系列联网播放器支持三种通讯连接方式： 

1、局域网连接 
将电脑与 MB 设备连接在同一局域网内（例如，电脑与设备连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

IP 地址设成同一网段；软件会自动识别与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点击设备“登录”

即可。 

2、网线直连 
DHCP 直连，即用网线将电脑与设备的网口直连，在软件上“设置”-“网络设置”打开

DHCP 开关，待确认打开“执行成功”后，稍候待软件刷新出与电脑相接的设备，再点击设

备“登录”即可。 

3、热点连接 
（1）笔记本电脑连接设备的热点，再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软件，软件会自动识别到设

备，再点击设备“登录”即可。 
（2）笔记本电脑 WLAN 连接无线路由器，设备手动去设置 WLAN 也连接无线路由器，

再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软件，软件会自动识别到设备，再点击设备“登录”即可。（不推荐

这种连接方式！） 
【提示：MB2 设备不推荐第（2）种连接方式，因为 MB2 设备每次重启，它是自动打

开热点、关闭 WLAN 的。若要采用这种连接方式，必须手动去打开设备的 WLAN 并设置，

有可能还要外接电脑显示器才方便修改 WLAN，是较麻烦的操作。】 

（（二二））登登录录  
电脑与设备间通讯连接好，软件上会出现所有在线设备，未登录的设备以灰色设备图标

显示，如下图： 

 
点击灰色设备图标下的“登录”按钮，弹出登录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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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显示的当前设备被分配的 IP 地址； 
第二行显示的是当前设备的设备编码（唯一）； 
第三行填写当前设备登录的用户名； 
第四行填写当前设备登录的密码。 
 
目前，软件默认填写好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admin），用户只需点击“登录”即可。登

录后设备图标变成绿色。 
【注意：若要对设备进行相关操作，如执行指令、发布节目，要先勾选左上角圆点。】 

（（三三））退退出出登登录录  
退出登录状态，点击设备图标下的“退出”按钮确认退出。 

（（四四））修修改改登登录录密密码码   
修改设备的登录密码，点击“编辑”进入重置密码窗口。 
在第四行输入原密码，第五行输入新密码；点击“确认”完成密码修改。 
 

二二、、设设置置  
（（一一））本本地地设设置置  

本地设置是通过软件发送指令到设备，设备接收指令后做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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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亮度调节 
对 LED 屏幕亮度调节的操作，软件上手动和自动模式可选，默认是打开手动模式。 

（1）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下，修改 LED 屏幕亮度，可左右拉动“亮度”滚动条或加减数值，再点击“执

行”即可。 

（2）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下，软件不提供 LED 屏幕亮度调节功能；设备将通过光感应探头获取到的环境

亮度，自动对 LED 屏幕亮度做相应的调节。 

2、音量调节 
对设备所播放节目的音量进行调节，先拉动“音量”滚动条或加、减数值，再点击“执

行”即可。（提示：同步信号的音量，此操作无法调节。） 

3、时区设置 
对设备系统运行的时区进行设置，软件有自动时区和手动时区两种模式设置，默认是自

动模式。 

（1）自动模式 

在自动模式下，软件是自动将设备系统运行的时区设为 GMT+8（北京时间）。 

（2）手动模式 

在手动模式下，才可对设备系统运行的时区进行设置。 
【注意：操作时，要先“执行”手动模式指令，再“执行”修改好的时区设置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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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间设置 
对设备系统运行的时间、日期进行设置，软件有自动时间和手动时间两种模式设置，默

认是自动模式。 

（1）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下，软件是自动将设备系统运行的时间、日期设为 GMT+8（北京时间）。 

（2）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下，才可对设备系统运行时间进行设置； 
【注意：操作时，要先“执行”手动模式指令，再“执行”修改好的时间、日期设置指

令。】 

5、重启 
将当前所连设备进行系统重启的操作，点击“重启”后确认操作即可。 

6、清理磁盘 
将当前设备的节目存储空间进行清理，点击“清理磁盘”后确认操作即可。 

（（二二））网网络络设设置置  
对设备设置网络有关的参数 

 

1、云端 
云平台认证的一项设置（设备核心板 guardian 程序须 2.0.19 或以上版本才支持登录云

平台系统），下面介绍操作步骤： 
（1）先用本软件登录上设备； 
（2）再登上云平台账号； 
（3）到“个人中心” -“ 播放器认证”- 将“认证账号”和“密码”填在框内； 
（4）点击“执行”即完成设备在云平台系统的认证； 
（5）设备重启一次后，在云平台系统上线（注意：设备要连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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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点 
即修改设备的热点名称和密码，点击“执行”后修改完成。（下次设备重启后被软件识

别到的就是新改的热点名称了。） 

3、DHCP 
电脑与 MB 设备通过网线直连，再用本软件进行控制发节目的操作。 
操作方法：先将电脑与设备用网线直连起来，再打开此处开关，确认开启后软件稍等约

1 分钟，软件会自动识别到设备。 
【注意：打开此开关仅用于电脑与设备网线直接发布时用！若不再使用电脑直连设备发

布目操作时，要记得关闭此开关，否则有可能会导致电脑接有线网仍无法上网的现象。】 

4、Wi-Fi 
设备连接无线路由器或其他设备热点的一项设置。设备自动搜索到附近的可用热点，用

户选择该热点，选择好类型输入密码即可。 

（（三三））屏屏体体设设置置   

 

1、屏体状态 
对 LED 屏幕的画面显示状态进行实时开关，有黑屏、亮屏 2 种开关状态，选择好“黑屏”

或“亮屏”状态，点击“执行”LED 屏幕上效果立即生效。 
【注意：1、当设备正在播放节目画面时，执行“黑屏”指令后，LED 屏幕画面全黑且

无声音输出；再次执行“亮屏”指令后 LED 屏幕显示节目画面，显示的是节目从头开始播放，

而不是黑屏之后续播节目。2、目前，此指令只对发布系统输出的节目画面控制有效，对同

步信号画面执行无效！】 

2、屏幕截图 
对 LED 屏幕正在播放的节目画面进行实时监控，点击“截图”按钮，稍后截得设备当前

正在播放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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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短时间内请勿重复操作。若节目正在播放图片，截图等待时间约 9 秒；若正在

播放的是文本、天气、数字时钟、模拟时钟类节目，截图等待时间约 6 秒；若节目正在播放

视频，截图等待时间约 15 秒。】 

3、连屏设置 
本软件发送连屏指令将 LED 显示屏连接起来的设置。先填写好各项数值、选好网口、连

线方式，点击“执行”即可下发连屏参数（有固化连屏参数功能）。下面分项说明： 
X 坐标、Y 坐标，即网口截取图像的起始位置坐标； 
卡行数、卡列数，即设备当前网口所接 LED 屏幕的接收卡数量排布； 
网口序号，即设备当前网口序号； 
快速连线，即设备当前网口所接 LED 屏幕的接收卡走线方式。 
 
操作步骤： 
（1）填好图像截取起始坐标值； 
（2）填好网口所带载的卡行数、卡列数。 
（3）选好网口序号； 
（4）选好连线顺序； 
（5）点击“执行”发送 LED 连屏配置参数并固化，LED 屏幕会相应变化。 
 

三三、、节节目目单单  
 

（（一一））新新建建节节目目  
点软件右上位置的绿色“+”创建新的节目，自动在下面新增一个节目框， 
默认节目名称是 program_XXXX_XX_XX（日期、时间）字样，用户可以对节目名进行修

改，点击笔状按钮输入节目名即可。 
已添加好素材的节目，可看到节目预览效果、节目名，节目保存时间。如下图： 

 

（（二二））查查找找节节目目  
鼠标指向软件右上位置的蓝色“Q”按钮，在滑出来的搜索框内输入要查找的节目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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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字，点击“Q”查找出满足关键字的节目。 

（（三三））删删除除节节目目  
有 2 种删除节目的操作方法 

1、单个节目删除 
鼠标移到要删除的节目框右上角“…”位置，出现的下拉条中点“删除”确认删除即可； 

2、多个节目删除 
先勾选中要删除节目的左上角节目框圆点，再点软件右上位置的红色“删除”标志，确

认删除即可。 
 

（（四四））制制作作节节目目  
对新建好的节目，进行添加素材、设置播放效果的基本操作，下面详细介绍。 

1、上传素材 
点击节目框内“编辑节目”进入到编辑窗口，默认是停留在窗口 1 编辑界面。 
在软件左侧边框处点“素材”可看到“图片素材”、“视频素材”、“其他素材”三项。其

中“图片素材”和“视频素材”是需要用户上传的；“其他素材”是软件自带的一些素材插

件。 
在“图片素材”项下点“+”添加本机的图片文件；在“视频素材”项下点“+”添加本

机的视频文件即可。 
提示：可以在发布节目前先往素材库中上传好要用到的素材，编辑节目时再从素材库中

直接选取调用，比较方便；也可以在编辑节目时上传素材，再调用素材，看用户操作习惯。 
【注意：上传素材未完成时请勿关闭软件，以免出错！等待上传完成后再操作其他，相

对来说图片上传速度较快，视频上传速度较慢，请耐心等待。】 

2、删除素材 
对已经上传到素材内的素材进行删除操作。 

（1）删除单个素材 

鼠标移到要删除的素材上，在其右上角点“删除”图标，完成单个素材文件的删除。 

（2）删除多个素材 

在素材库内，鼠标点选中要删除的多个素材，再点素材区的红色“删除”按钮确认删除。 

3、查找素材 
当素材库内上传的素材较多，一时不容易找到某个素材时，可在查找框内进行素材名关

键字查找。填入关键字，点击“查找”获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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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辑节目 

（1）制作单窗口单素材节目 

进入新建节目的编辑窗口，默认在窗口 1 操作界面，如下图： 

 
在此处，我们先设置 LED 屏幕显示区域大小、窗口位置大小，再添加素材。（也可以先

添加节目素材，后修改窗口大小）。下面以制作单窗口图片节目为例： 

○1 修改 LED 屏幕大小方法：点击软件边框左侧“节目”-节目 1“编辑”-属性-将分辨

率修改成与 LED 屏幕实际分辨率。（提示：此处亦可不修改，若不修改的话，在编辑节目时

要注意窗口大小的尺寸设置。） 

○2 修改节目窗口大小方法：窗口 1 选中待编辑状态，直接在区域 X、Y、W、H 框内输

入坐标数值即可。 

○3 窗口 1 编辑状态，点软件边框左侧“素材”，选中图片素材的同时按住鼠标，将素材

拖至窗口 1 内再松开，完成图片添加。如要修改图片播放效果，点击窗口 1 内的图片，结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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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素材添加进来默认播放时长是 10 秒，默认显示方式是铺满屏幕。若要修改图片播

放效果，在“图片属性”修改播放时长和展示方式；在“动画”修改入场特效。】 

○4 点击“保存”完成节目制作。 

（2）制作单窗口多素材节目 

进入新建节目的编辑窗口，默认在窗口 1 操作界面，如下图： 

 

下面介绍单窗口添加多素材的操作： 

○1 从素材库中，按住鼠标选中素材拖至窗口 1 内，完成第 1 个素材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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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素材库中，选中第 2 个素材按住鼠标拖至窗口 1 内，即完成第 2 个素材的添加； 

○3 同样的操作方法，从素材库中添加更多的图片或视频到窗口 1 内。结果如下图： 

 
 

【提示：目前软件的单窗口内只能显示出 10 个素材，如果添加过多素材一时查看不到，

可拉动软件下边的滚动条查看，或者按键盘“←”和“→”键来左右移动查看素材预览。】 

（3）制作多窗口多素材节目 

制作多窗口节目有两种操作方法： 
1、先设置好一个窗口大小及位置，然后往该窗口添加素材；再添加其他窗口，往其他

窗口内添加素材，最后保存节目； 
2、先设置好多个窗口的大小及位置，再往各个窗口内添加素材，最后保存节目。 
下面介绍方法 1 操作步骤： 
进入新建节目的编辑窗口，默认在第一个窗口 1 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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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窗口 1 

先将窗口 1 显示区域进行修改，例如将窗口 1 放在左边位置显示，设置成（X0、Y0、
W320、H1080），设置完后如下图： 

 

○2 往窗口 1 添加素材（图片） 

点软件边框左侧“素材”，从素材库中选中一张“模特 030”的图片，按住鼠标将其拖

至窗口 1 内，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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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窗口 1 中的模特图片，根据用户需要可以修改其在节目中的播放时长（如：5 秒）和

展示方式（如：原始比例）。设置完结果如下图： 

 

窗口 1 可以接着添加其他素材（此处不再演示操作），下面接着设置窗口 2。 

○3 添加窗口 2 

点软件底边框“+”添加窗口 2，例如将窗口 2 位置设成（X320、Y360、W1280、H720），
设置完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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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往窗口 2 添加素材（视频） 

点软件边框左侧“素材”，从素材库中选中一个“九寨沟”视频，将其拖至窗口 2 内，

结果如下图： 

 

点击窗口 2 中的视频素材，其“声音”属性默认状态是开，根据用户需要可以将声音设

为关。设置完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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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 2 可以接着添加其他素材（此处不再演示操作），下面接着设置窗口 3。 

○5 添加窗口 3 

点软件底边框“+”添加窗口 3，例如将窗口 3 位置设成（X320、Y0、W1280、H360），
设置完结果如下图： 

 

○6 往窗口 3 添加素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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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软件边框左侧“素材”，从素材库中选择其他元素 - 文本 T，按住鼠标将其拖至窗口

3 内，结果如下图： 

 
点击文本预览框，在左侧的“文字属性”-“内容”里输入要发布的文字节目，建议先

在其他文档编辑好文字，再将文字粘贴到内容区。例如一段文字“九寨沟……”添加好结果

如下图： 

 
接着，设置文本在节目中播放样式，可以修改文字的字体颜色、文字背景、加粗、斜体、

下划线、靠左、居中、靠右、置顶、置底，以及播放时长。 
在窗口 3 可以接着添加其他素材（此处不再演示操作），下面接着设置窗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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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添加窗口 4 

点软件底边框“+”添加窗口 3，例如将窗口 3 位置设成（X1600、Y0、W320、H540），
设置完结果如下图： 

 

○8 往窗口 4 添加素材（天气） 

点击软件边框左侧“素材”，从素材库 -“其他素材”- 天气，按住鼠标将其拖至窗口 4
内，点击刚添加的窗口 4（天气），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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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素材默认以文字形式显示（包括：地址、天气、温度、风向、当前温度、湿度）。

天气的默认地址是深圳，用户根据需要可修改地址，相应的文字显示属性也可以进行设置。 
【注意：天气素材默认的播放时长是 86400 秒（即 24 小时）；如有需要记得修改，特别

是在多节目应用时注意时长。】 
在窗口 4 可以接着也添加其他素材（此处不再演示操作），下面接着设置窗口 5。 

○9 添加窗口 5 

点软件底边框“+”添加窗口 5，例如将窗口 5 位置设成（X1600、Y540、W320、H540），
设置完结果如下图： 

 

○10 往窗口 5 添加素材（数字时钟） 

点击软件边框左侧“素材”，从素材库 -“其他素材”-“数字时钟”，按住鼠标将其拖

至窗口 5 内，点刚添加的窗口 5（数字时钟），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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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钟在节目中以文字形式显示，对数字时钟在节目中播放的属性可设置：语言、时

区、日期格式、时间风格、时间日期、显示方式、显示内容以及字体大小、颜色、加粗、斜

体、下划线，还有播放时长设置。 
最后，保存子节目。整个多窗口多素材节目制作完成，预览效果如下图： 

 

（4）制作多节目播放 

多节目播放，是将多个节目按用户需求来按序进行组合播放，即播放完节目 1 接着播放

节目 2、3、4……依次播放到最后一个节目。整个多节目单播放完后，又自动循环从节目 1
开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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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节目循环播放的制作方法： 

○1 先制作好节目 1，往里面添加好要播放的素材，设置好素材属性，保存； 

○2 再制作节目 2，添加好素材，设置好素材属性，保存； 

○3 接着制作节目 3、节目 4，添加好素材，设置好素材属性，保存； 

○4 最后保存整个多节目单。 

【提示：制作多节目循环播放的方法与之前介绍的单窗口单素材节目、单窗口多素材节

目、多窗口多素材节目操作类似。】 
多节目循环播放详细操作步骤： 

○1 制作节目 1 

在“节目单”菜单栏，点击绿色“+”按钮 - 新建节目 - 点击“编辑节目”进入窗口 1
编辑界面，接着往窗口 1 添加好素材，例如，添加 1 张图片（狸花猫 2），结果如下图： 

 

保存节目 1（若节目 1 还要添加素材或窗口，具体操作参照之前介绍的添加素材和窗口

方法）。下面接着添加节目 2。 

○2 制作节目 2 

点软件边框左侧“节目”下的绿色“+”添加节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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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节目 2 框内位置点击一下进入节目 2 编辑窗口（注意：不能点到“编辑”），往节目

2 内添加素材、设置好素材播放属性，保存即可。 

○3 同样方法，制作好节目 3、节目 4，保存好，整个多节目播放单制作完成。返回到“节

目单”可查看到刚制作好的整个多节目播放节目。 
 

四四、、其其他他操操作作指指导导  
（（一一））预预览览节节目目整整体体播播放放效效果果   

在节目编辑界面，点击节目布局以外的区域（如下图红斜线区域），会放大显示整个节

目的播放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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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节节目目导导出出  
节目导出有 2 种操作方法，下面分别介绍： 
1、在节目编辑界面时，可直接点软件右上部分“导出”按钮，弹出对话框选择节目包

导出的位置，点“保存”完成导出。 
2、在“节目单”的节目列表内，选中要导出的节目，在节目框右上部点 U 盘形状的“导

出”图标，弹出对话框选择节目包导出的位置，点“保存”完成导出。 
【提示：导出的节目文件是个 mc_autoplay.zip 包。】 

（（三三））UU 盘盘播播放放节节目目  
将导出的节目文件 mc_autoplay.zip 包进行“解压到当前文件夹（X）”操作，得到一个 
mc_autoplay 文件夹，将 mc_autoplay 文件夹拷至 U 盘根目录下；再把 U 盘插在设备 USB

口，稍后设备会识别到 U 盘内的节目，并自动播放。 

（（四四））素素材材默默认认时时长长   
图片，默认播放时长是 10 秒； 
视频，默认播放时长是该视频自身时间长度； 
文本，默认播放时长是 17280 秒； 
天气，默认播放时长是 86400 秒； 
数字时钟，默认播放时长是 86400 秒 
模拟时钟，默认播放时长是 86400 秒。 
【提示：特别是在多节目制作中，需要注意修改播放时长。比如，某个节目里含有天气

或时钟类节目，若没有修改其播放时长（24 小时），可能当天只会看到播放这一个节目，后

面排的节目一直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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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节节目目窗窗口口操操作作   

1、添加窗口 
在节目编辑界面，点击软件边框下部“+”来添加窗口。 

2、删除窗口 
先点窗口序号来选中窗口，再点击“—”；或者在窗口这一行位置，右键选择“删除此

窗口”确认即可。 

3、窗口属性设置 
先在窗口这一行双击选中窗口，再修改窗口属性（填好 X、Y、W、H 值） 
上移或下移窗口操作：选中窗口行前的序号或者在窗口这一行双南选中窗口，按住鼠标

拖动插入在其他窗口上或下的位置即可。 
【注意区别：在窗口这一行双击是选中这个窗口；在这一行窗口单击是选中鼠标指针位

置的素材。】 

4、窗口层级说明 
在节目中，窗口 1、窗口 2、窗口 3、窗口 4……其中，序号越大表示位置优先级越高，

窗口 1 是最底层，依次覆盖。 
【提示：天气、数字时钟、模拟时钟素材所在窗口背景默认都是透明的，所以它们可直

接叠在图片或视频上显示出来（即图片或视频窗口要为底层）；让文本在图片或视频上显示

时，要修改文字背景颜色的透明度（即文本窗口要为上层）。】 

（（六六））节节目目素素材材操操作作   

1、上传素材 
进入“编辑节目”界面，点软件边框左边“素材”进入素材库。 

2、删除素材 
进入“编辑节目”界面，点软件边框左边“素材”，勾选中要删除的素材，再删除确认

即可。 
【注意：建议不要删除已应用在节目内的素材，若删除应用在节目内的素材，可能会导

致发布该节目到设备后出现无法播放的问题，节目卡在 Logo 画面，软件提示文件不存在。】 

3、往窗口添加多个素材 
先双击窗口这一行（选中窗口），再点软件边框左边“素材”找到要添加的素材（图片

或视频或其他），选中素材并按住鼠标将其拖动至窗口区域内松开，重复这样操作完成添加。 
【提示：往窗口中添加素材，目前只支持单个素材添加，无法做到同时选中多个素材拖

动添加。】 

4、同窗口内素材排序 
在窗口这一行的素材位置处单击（选中素材），同时按住鼠标拖动，拖至其他素材的前

或后位置再松开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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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素素材材属属性性设设置置   

1、图片满屏/原比例显示 
在节目编辑界面，先单击窗口这一行内的素材，节目布局区域出现的素材，点该图片素

材，左侧出现素材属性设置 - 展示方式 - 选择“铺满屏幕”或“原始比例”。 

2、图片入场特效设置 
在节目编辑界面，先单击窗口这一行内的素材，节目布局区域出现的素材，点击该图片

素材，左侧出现素材属性设置 - 动画 - 选择入场特效。 

3、视频声音开/关设置 
在节目编辑界面，先单击窗口这一行内的素材，节目布局区域出现的素材，点击该视频

素材，左侧出现素材属性设置，将“声音”调成开或关。 

4、文字背景透明设置 
在节目中，让文字透明在图片或视频滚动效果设置。 
进入到文字属性设置 - 背景，选择好颜色，拉动颜色的透明度滚动条来设置，如下图

位置： 

 
 

【提示：天气、数字时钟、模拟时钟素材所在窗口背景默认都是透明的，所以它们可直

接叠在图片或视频上显示出来（图片或视频窗口要为底层）；让文本在图片或视频上显示时，

要修改文字背景颜色的透明度（文本窗口要为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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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屏屏幕幕控控制制  

1、音量调节 
在“设备”-“本地设置”位置，将“音量”滚动条左右拖动或加减数值，点“执行”

后立即生效。 

2、亮度调节 
在“设置”- 本地设置 - 亮度模式 
自动模式时，软件无法调节。 
手动模式时，左右拉动“亮度”滚动条或加减数值，点击“执行”后立即生效，设备在

LED 屏幕上播放出来的节目画面亮度会相应变化。 

3、画面监控 
在“设置”-“屏体设置”位置，屏幕截图，先选中设备，再点击“回读”，稍后完成 LED

屏幕画面截图。 

4、黑屏/亮屏 
在“设置”- “屏体设置”位置，将屏幕状态的“亮屏/黑屏”开关切换后，点击“执

行”立即生效。 

（（九九））设设备备控控制制  

1、修改热点 
在“设置”- “网络设置”位置，输入热点名称及密码，点“执行”完成修改。 
【提示：修改完热点配置后，建议回到“本地设置”下执行“重启”指令让设备系统重

启一次生效。】 

2、重启设备 
在“设置”-“本地设置”位置，点“重启”确认操作后，约等 3 秒设备重启系统。 

3、清空设备 
即清空设备节目，释放存储空间。在“设置”- “本地设置”位置，点“清理磁盘”确

认操作后，立即生效。 

4、系统时间设置 
在“设置”- “本地设置”位置，“时区模式”、“时间模式”处修改。 

（（十十））图图片片、、视视频频格格式式支支持持  

1、图片 
支持上传且能播放出来的图片格式有 JPG、PNG、BMP、GIF、Webp、ICO 
不支持上传和播放的图片格式：tif、t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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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 
支持上传且能播放的视频格式有：MP4、MPG、MKV、MOV、3GP、WEBM、FLV、VOB 
支持上传但无法播放的视频格式有：avi、wmv、dv、asf、rmvb 
不支持上传的视频格式有：swf、rm、ogg 

（（十十一一））通通讯讯设设置置注注意意事事项项  

1、云端认证 
设备只能认证在云平台的一个账号下，且以最后一次认证时间为准。 

2、热点设置 
填写好热点名称和密码后，点击“执行”后，不要立即断电重启设备；如有必要重启设

备建议过 20 秒后再重启设备。 

3、DHCP 直连 
先将电脑与设备用网线直连起来，再打开“DHCP”开关，确认开启后软件稍等约 1 分

钟，软件会自动识别到设备。 
【注意：打开此开关仅用于电脑与设备网线直接发布时用！不再使用电脑直连设备发布

目时，请记得关闭此开关，否则有可能出现电脑接有线网无法上网的现象。（当出现电脑接

有线无法上网时，解决方法：打开本软件，设置 - 网络设置 -关闭 DHCP 开关即可。 
）】 

4、Wi-Fi 设置 

（（十十二二））本本软软件件功功能能特特点点   
1 支持播放常规格式图片、视频功能； 
2 支持播放中国各地有城市天气； 
3 支持数字时钟、模拟时钟； 
4 支持翻页播放 pdf 文档； 
5 支持节目多窗口同时播放； 
6 支持多节目按顺序循环播放； 
支持节目导出成 U 盘节目包文件 
支持 U 盘播放导出的节目包文件 
支持 U 盘内视频、图片的即插即播 
7 可修改设备登录密码； 
8 可修改热点名称及密码； 
9 可进行云平台账号下的设备认证； 
10 可设置电脑与设备网线直连通讯； 
11 可清理设备磁盘空间； 
12 可调节 LED 屏幕亮度； 
13 可调节设备节目输出音量； 
14 可设置时区、时间（手动或自动） 
15 可自动保存时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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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重启设备； 
17 可控制屏幕黑/亮状态； 
18 可监控屏幕画面实时状态，实时截屏； 
可简单设置 led 显示屏连接； 
 
可发布滚动文字节目； 
可实现文字在图片或视频上层透明效果； 
可实现图片在节目中多种入场特效； 
可实现图片在节目窗口内铺满全屏和原始比例显示； 
可控制节目内视频声音的开或关； 
 
 
 
 
 

五五、、常常见见问问题题与与解解决决方方法法  
11、、软软件件无无法法找找到到播播放放器器设设备备  

可能原因： 
(1) 电脑与设备通讯未连接好，同接一路由器或网线直连设置好； 
(2) 未运行 guardian 程序； 
(3) 系统 guardian 程序与 PC 端软件版本不匹配； 
(4) 设备热点出错，未正常运行； 
(5) 之前播放的节目卡崩 guardian 程序。 

22、、设设备备播播放放一一段段时时间间后后自自动动黑黑掉掉((断断电电))  
可能原因：适配器电流太小，更换电源适配器。 

（MB1 和 MB2 设备标配 5V/2A；MB 和 MB6 设备标配 12V/2A） 

33、、升升级级设设备备发发送送卡卡程程序序失失败败((错错误误代代码码 6644、、112288、、225566))  
可能原因：检查电源适配器电压、电流。 

（MB1 和 MB2 设备标配 5V/2A；MB 和 MB6 设备标配 12V/2A） 

44、、设设备备切切换换到到 HHDDMMII 同同步步输输入入信信号号黑黑屏屏  
可能原因： 
（1）设备发送卡程序没有升级 EDID，用 AutoLED 软件升级 EDID； 
（2）HDMI 线问题，建议用双头 HDMI 线，不要用经信号转换过的 HDMI 线。 

55、、UU 盘盘升升级级包包刷刷系系统统无无法法升升级级成成功功   
可能原因： 
U 盘问题，更换 U 盘重新升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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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发发单单个个视视频频节节目目不不播播放放的的问问题题   
可能原因： 
（1）节目计划内设置了播放时间属性； 
（2）视频文件较大，目前不支持 1.5G 以上视频发完就播放，首次发完不播放且会出现

设备与软件断开连接的现象，将设备重新登录再发一遍该节目将会播放。 

77、、发发连连屏屏指指令令 LLEEDD 显显示示屏屏画画面面无无反反应应  
可能原因： 
（1）设备内运行的安卓系统程序版本问题； 
（2）不带红外感应的 MB2 设备不支持连屏操作； 
（3）X 行、Y 列数量为 0。 

88、、发发连连屏屏指指令令 LLEEDD 显显示示屏屏画画面面不不正正确确  
可能原因： 
（1）屏幕 X 行、Y 列设置弄反； 
（2）屏幕接收卡走线方向设置错误； 
（3）重新升级 MB 设备发送卡 mcu 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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