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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4K 網頁型多媒體播放主機 ( 機櫃型 ) LN-101C
一、產品外觀

三、產品規格

型號 LN-101C

CPU INTEL®  Lake Dual-Core Processor 處理器

網路
10/100/1000 Mbps 乙太網路
802.11 b/g/n Wireless 無線網路 ( 選購 )
3G 網路（選購）

視訊輸出 HDMI x 3

影片檔

檔案格式： MPEG (MPG, VOB), AVI (H.264), WMV, MP4
轉碼格式：MPEG-1/2, MPEG-4 ISO, WMV 7/8/9, H.264, H.265(HEVC)
1080p 影片可達 30Mbps (MPEG2, MPEG4, WMV, H.264)；4K UHD 影片
可達 15Mbps (H.264, H.265) 
解析度：最高至 4K UHD @30Hz

音源輸出 檔案格式：WMA, MP3
轉碼格式：MP3, WMA 7/8

電源 100~240V AC（外接電源供應器）
DC 12V, 3A

尺寸 (mm) 45 (H) x 480 (W) x 240 (D)

二、說明：
 播放器是搭配工業級的硬體跟專業數位看板的軟體設備。你可以直接從網頁瀏覽器管理這個設備而不需要安裝  
 額外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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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硬體安裝
 1、將乙太網路線連接到區域網路連接埠（在預設的狀況下，LN-101C 會從 DHCP 伺服器上取得 IP 位址）。
 2、連接 VGA、DVI 或 HDMI 線到螢幕上。預設的螢幕解析度為螢幕的內建解析度。
 3、若需從 LN-101C 本機做系統設定，請於任一 USB 接頭連接鍵盤與滑鼠。
 4、連接上電源供應器後，LN-101C 自動啟動。
 5、一旦螢幕出現登入系統畫面，即表示已完成硬體安裝。

POWER

DCIN

HDMI 2

HDMI 1

電源開關 乙太網路 USB×2

Audio-out
HDMI×2電源接頭

五、裝置搜尋
裝置搜尋器（Device Seeker）為一個方便的小工具，讓您能輕鬆搜尋同一區域網路內所有的 LN-101C 播放主機
與 CMS 伺服器，使用方法如下 :
1、將產品光碟放到 CD-ROM 中， 

並且執行 CAYIN Device 

Seeker【裝置搜尋器（CAYIN 
DeviceSeeker）（檔案位於 \Tool\
Device Seeker\seeker.exe）。您
也可以將此檔 案複製一份至您的
電腦上，以利未來快速取用管理。

2、點擊【Seek】，軟體將搜尋相同 
的子網路端點中可用的 LN-101C
播放主機及 CMS 伺服器裝置。

3、若您想要開啟任一裝置的 Web  
Manager 管理介面，雙擊該裝 
置的名稱即可建立連線。您也可以
先點選該裝置的名稱，然後點擊
【Open Web】。

4、若您想要更新內容至任一裝置，請
先選擇欲連結的裝置名，然後點擊【Open Folder】。如此，您將可以開啟該裝置的多媒體檔案夾，經由網
路芳鄰上傳檔案。

注意

若您的個人電腦與 LN-101C 播放主機或 CMS 伺服器不在同一區域網路中，Device Seeker 將無法正常運作。
請開啟瀏覽器，並在位址列中鍵入 LN-101C 播放主機或 SCMS 伺服器的 IP 位址。成功登入後，您就可以開始
管理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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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源庫
1、 檔案

本機提供您兩種方法管理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檔案。
• Web Manager 線上管理：您可以直接在 LN-101C 的管理頁面上，選擇上傳或刪除各項多媒體檔案。
• 離線管理（不透過 Web Manager）：使用 Cayin Device Seeker 連接到 LN-101C 播放主機裡的多媒體資

料夾。詳細資訊請參閱內容更新。

在本章節中 , 我們將向您介紹如何透過 Web Manager 來管理在資源庫 > 檔案頁面裡的檔案。

檢視檔案 & 檔案夾             

您可以檢視所有儲存在此台 SMP 播放器裡多媒體檔案夾中的檔案。

在左側欄中，您會看到檔案項目欄。點選一個檔案夾，連結到該檔案夾的檔案或子檔案夾將隨即出現在右列。
這個方法可以讓您簡單快速瀏覽多媒體檔案夾內所有的檔案。

在視窗的右上角，您會看到更多更改瀏覽模式或過濾檔案類型的功能。

清單
按一下此按鈕，您就可以看到表中所有的檔案和子檔案夾。您可以按照
檔案名稱的字母順序排序，或按照最後修改日期或是檔案大小來排序。
請點選檔名、 時間、 或尺寸來執行

圖示 按一下此按鈕，該檔案夾的內容將以圖示方式呈現。點選該檔案夾兩次
即可開啟其子檔案夾。

過濾檔案類型
您可以使用檔案過濾器來顯示特定類型的檔案。點選下拉選單並選擇一
個檔案類型，例如影片、圖片、文字、HTML、Flash 或其他。如您想要
看到所有檔案，只需選擇全部。

 

管理檔案 & 檔案夾             

您可以在這裡新增資料夾或上傳、刪除檔案。

新 增 資 料 夾
前往根目錄或你想要這個新資料夾從屬的任一子目錄。
點擊新增資料夾的按鈕，接著你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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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資料夾的名字，然後點擊 。

上 傳 檔 案
(1)  開啟您欲上傳檔案的所屬檔案夾或子檔案夾。
(2)  點選上傳按鈕，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3) 點選瀏覽以選擇欲上傳檔案，然後點選上傳。您可以選擇一次上傳多個檔案，也可以上傳一個包含了資
 料夾和檔案的壓縮檔（ZIP 格式）。在壓縮檔上傳後，LN-101C 將會自動解開還原資料夾與檔案，當壓
 縮檔成功解壓縮後，系統會自動將該壓縮檔刪除。
(4) 當您上傳所有檔案後，點擊關閉。

除了使用上傳的按鍵，您也可以選擇用拖拉的方式，由 Windows 檔案總管直接上傳數個檔案至 LN-101C 的
管理介面裡。若您使用瀏覽器 Google Chrome 開啟 LN-101C 的管理介面，甚至可以一次拖拉整個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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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檔案上傳的過程中，請勿關閉頁面，以免資料上傳不完整。
• 若系統無法辨識上傳的封裝檔，會保留原始上傳檔案。
• 多媒體檔案夾會儲存您上傳的所有多媒體檔案。若您的磁碟空間不足，您將會無法繼續增加檔案至多媒

體資料夾中。請於系統 > 概要頁面檢視多媒體檔案夾使用率。

刪 除 檔 案 或 檔 案 夾
您可以在此頁上刪除檔案與檔案夾。將滑鼠移至您希望刪除的檔案夾或檔案上方，然後將會看到一個工具符
號 。點擊該符號，您將會看到刪除的功能。

重新命名檔案或檔案夾
(1) 將滑鼠移至您希望重新命名的檔案夾或檔案上方，然後將會看到一個工具符號 。點擊該符號，您  

將會看到重新命名的功能。

(2) 點擊重新命名該選項後，您將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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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一個新的名字然後點擊  。

移動檔案或檔案夾
您可以使用下列二種方式在不同檔案夾之間移動檔案或檔案夾。

指令：
(1) 將滑鼠移至您希望移動的檔案夾或檔案上方，然後將會看到一個工具符號 Tool icon 。點擊該符號，您將 
 會看到移動檔案的功能。
 

(2) 找到新的路徑位置並點選新的檔案夾，然後點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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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
只需要找到希望移動的檔案或檔案夾，點擊並持續按壓著滑鼠左鍵，然後拖拉到新的位置即可。

2、 字型
 LN-101C 播放主機已內建一些西方、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和日文字型。您更可以在此處上傳您喜愛的字型。 
 在這一章節中，我們將介紹如何管理資源庫 > 字型頁面裡的字型。

 上傳字型

 (1) 點選 上傳 或 上傳上傳按鈕，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點選瀏覽以選擇欲上傳檔案，然後點選上傳。
 (3) 在成功上傳字型後，您將會看到您的字型出現在資源庫 > 字型頁面。然而，系統將無法提供自行上傳的 

  字型預覽功能，該系統僅能預覽預設字型，因此您將會看到一個大的 X  。

注意

字型將儲存於資源磁碟中。假設您的磁碟空間不足，您將無法新增更多字型到資源磁碟中。請於系統 > 概
要頁面檢視資源磁碟使用率。

 
 
 刪除字型

 (1) 將滑鼠移至您欲刪除的字型，您將會看到一個垃圾桶按鈕 。

 (2) 點選垃圾桶按鈕，您即可將此字型從 LN-101C 播放主機中移除。

注意

您無法刪除預設字型。

在 HTML 中套用字型
假設您想要在 HTML 頁面中指定字型，請參閱此處說明 : 在 HTML 裡使用 LN-101C 多媒體播放器 - 在 HTML
裡面設定字型

3、 時鐘
LN-101C 網頁型多媒體播放主機內建多款精心設計的時鐘，讓您能更輕鬆的創造吸引人的內容。您更可以使
用 Skin Editor 去建立您專屬的時鐘，並上傳至 LN-101C 播放主機。在這一章節中，我們將向您介紹如何於



2K4K 網頁型多媒體播放主機 ( 機櫃型 ) LN-101C
操作說明書

P. 8  20093001

資源庫 > 時鐘頁面管理時鐘。

上 傳 時 鐘

(1) 點選 上傳 或 上傳上傳按鈕，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點選瀏覽以選擇欲上傳檔案，然後點選上傳。
(3) 在成功上傳時鐘後，您將會看到您的時鐘出現在資源庫 > 時鐘頁面。	

注意

時鐘將儲存於資源磁碟中。若您的磁碟空間不足，您將無法新增更多時鐘到資源磁碟中。請於系統 > 概要
頁面檢視資源磁碟的使用率。

刪除時鐘

(1) 將滑鼠移至您欲刪除的時鐘，您將會看到一個垃圾桶按鈕 。

(2) 點選垃圾桶按鈕，您即可將此時鐘從 LN-101C 播放主機中移除。

線 上 資 源

將不定期發佈新時鐘。點選線上資源 ，您就可以在此處找到更多的時鐘選擇。若您刪除了

預設時鐘，也可以在線上資源裡重新下載一次。

在視窗的右上角，您會看到更多排序或過濾時鐘類型的功能。

排序 您可以按照時鐘名稱的字母順序或上傳日期排序。請點選時鐘名稱或上傳日期來執行。

時鐘類型
您可以使用時鐘過濾器來顯示特定類型的時鐘。點選下拉列表並選擇一個時鐘類型，例如類
比時鐘、數位時鐘（圖片）或數位時鐘（文字）。如果您想要看到所有時鐘，只需選擇全部。

每一個時鐘包含以下訊息與功能 :

時鐘預覽
您可以在此處預覽時鐘。您若在預覽圖片下方看到  下載圖示，這代表該時鐘已儲存於

此 LN-101C 播放主機中。請注意，該圖示僅會在直接使用 LN-101C 播放主機連結到線上資
源的情況下出現，若由其他途徑進入線上資源時則不會出現。

名稱 該時鐘名稱。

日期 該時鐘上傳日期。

下載 該時鐘被下載次數。

解析度 該時鐘大小。

下載

• 存到個人電腦：點選此功能，您就可以將該時鐘檔案（.clk）儲存到電腦裡，並在日後上
傳至 LN-101C 播放主機。

• 存到 LN-101C：點選此功能，您就可以將時鐘直接儲存於 LN-101C 播放主機。（資源庫 
> 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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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板
面板為用來呈現影片、圖片和跑馬燈的背景版型。LN-101C 播放主機內建許多版型（面板），讓您能更輕鬆
的創造吸引人的內容。您更可以透過 LN-101C 線上管理介面或是離線於個人電腦上設計新的面板。在這一章
節中，我們將向您介紹如何管理面板於資源庫 > 面板頁面。

 
 新增面板             

(1) 點選 新增一個面板 ，系統隨即會開啟線上版型編輯器。

(2) 您可以從頭開始建立一個全新的面板，或是點選 打開一個樣板，並修改現有面板檔案的配置。

(3) 輸入名稱與敘述。
(4) 新增一種解析度。於左上角解析度視窗裡點選 ，您即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請在下拉選單裡選擇

一種螢幕解析度並選擇一個螢幕旋轉方向。

注意

面板僅可套用至您在 Skin Editor 中預先編輯的解析度使用。建議您上傳所有可能用到的解析度，以便
日後在不同情況下使用。

(5) 點選儲存，您將會看到解析度視窗裡出現一種螢幕解析度。同時也會看到與您所選擇解析度相符合的黑
色區域。您可以重複步驟 3 直到新增完所有螢幕解析度。

(6) 您現在可以開始編輯背景與各個區塊。在左下角，您會看到一個包含所
有區塊和背景選擇的小視窗。

(7) 您可以變更面板背景顏色。點選背景圖示並選擇您喜歡的顏色。您也可
以匯入自訂的背景圖片。

(8) 接下來，請選擇您要編輯的區塊。舉例來說，若您想先編輯多媒體區
塊，請在區塊視窗中勾選影片 -1，您隨即會看到影片 -1 被啟用 

。隨後請在背景上拖拉出該多媒體區塊的大小。完成後，您會看到區塊
中出現一個影片圖示，若您想要停用某區塊，您可以再次點選  圖

示，該區塊隨即會顯示為灰階。

注意

針對多媒體、圖片、跑馬燈和 HTML/Flash 此四種類型區塊，您皆必需先設定區塊 1 後，才能再繼續
設定區塊 2。

(9) 若您要設定時鐘，請先啟用時鐘區塊並點選時鐘選項。 。隨即您可以看到所有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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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選擇，選取一個合適的時鐘並點選關閉，隨後將時鐘置於您希望放置的位置。
(10) 若您想要調整每一個區塊的大小，請點選該區塊並移動滑鼠至該區塊的邊緣。當您看到箭頭時，請按住 

滑鼠左鍵並拖曳出您希望的大小。您也可以在上方工具列中輸入座標值，直接變更區塊大小。若您要移 
動特定區塊，請直接將該區塊拖曳至您想要的位置。

(11) 若您希望面板同時包含多種解析度，請從左上方的解析度視窗中選取其它解析度，並重複上述設定程序。

注意

您可能會發現有時候在放大縮小時，背景圖片品質不佳。這是因為圖片預覽視窗僅供參考之用，並不
會影響最後面板輸出的品質與清晰度。

(12) 完成所有設定後，請點選儲存來儲存您的面板檔（.csk）。

注意

若您使用 " 打開一個樣板 " 來編輯這個面板，點選儲存時，原始的面板將會被新的完全取代。

下表為工具欄裡主要功能的總覽。

圖示 名稱 說明

放大 / 縮小 放大或縮小面板檢視視窗。

1:1 以實際大小顯示面板。

符合視窗大小 面板符合螢幕大小顯示。

向上 / 向下 / 向左 / 向右靠齊
讓所選區塊彼此靠上 / 下 / 左 / 右對齊。請先點選一
個區塊，再按 Ctrl 鍵以選擇其他區塊。

位置 調整區塊左上角的座標位置。

寬 / 高 調整您在面板中新增的每一個區塊大小。

管理現有面板            

預覽面板

(1) 將滑鼠移至您欲預覽的面板，您將會看到一個放大鏡圖示 。

(2) 點選預覽圖示，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裡面會有此面板的詳細資訊。

圖片預覽
您可以看到此面板的放大圖。若此面板檔（.csk）包含直立和橫式的版型設計，
系統將會根據目前的螢幕設定，顯示最合適的面板圖，您仍然可以點選不同的
解析度項目來預覽個別的圖片。

面板名稱 此面板的名稱。

解析度
一個面板可同時包含多種解析度。有星號（*）的解析度即與目前螢幕解析度相
符合。若目前該播放器沒有連接任何螢幕，則不會看到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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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資訊 您可在此檢視此面板裡各區塊的類型與大小。

編輯面板

(1) 將滑鼠移至您欲編輯的面板，您將會看到一個鉛筆圖示 。

(2) 點選編輯圖示，您即可開啟線上版型編輯器（Skin Editor ）並開始修改此面板。
(3) 在完成編輯後，點選儲存或另存成…來儲存設定。

刪除面板

(1) 將滑鼠移至您欲刪除的面板，您將會看到一個垃圾桶圖示 。

(2) 點選刪除圖示，您即可從 LN-101C 播放主機刪除此面板。

上傳面板
您可上傳自己的面板到此台 LN-101C 播放主機。

(1) 點選 或 上傳按鈕，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點選瀏覽以選擇欲上傳檔案，然後點選上傳。
(3) 在成功上傳面板後，您將會看到您的面板出現在資源庫 > 面板頁面。

匯 出 面 板
您可以匯出面板至您的電腦備份，並於日後上傳至其他 LN-101C 播放主機或 CMS 伺服器。您也可以進一步
在版型編輯器（Skin Editor ）開啟這些面板並修改其設定。

(1) 點選匯出 ，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點選欲匯出的面板，然後點選匯出。

注意

您可以一次匯出一個面板檔 CSK 或是同時匯出多個面板檔 CSKS。CSKS 檔能被上傳至其他 LN-101C 播放主
機或 CMS 伺服器，但無法在版型編輯器（Skin Editor ）裡開啟做進一步的設定修改。

線上資源

將不定期發佈新面板。點選線上資源 ，您就可以在此處找到更多的面板選擇。若您刪除了

預設的面板，也可以在線上資源裡重新下載使用。

在視窗的右上角，您會看到更多排序功能。您可以按照面板名稱的字母順序或上傳日期排序。請點選面板名
稱或上傳日期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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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面板包含以下訊息與功能 :

面板預覽

您可以在此處預覽面板圖片。點選  您即可看到此面板的詳細資訊。您若在預覽圖片

下方看到 下載圖示，這代表該面板已儲存於此 LN-101C 播放主機中。請注意，該圖示

僅會在直接使用 LN-101C 播放主機連結到線上資源的情況下出現，若由其他途徑進入線上
資源時則不會出現。

名稱 該面板名稱。

日期 該時鐘上傳日期。

下載次數 該面板被下載次數。

解析度 該面板大小。

下載

• 存到個人電腦：點選此功能，您就可以將該面板檔案（.csk）儲存到電腦裡，並在日後
上傳至 LN-101C 播放主機。

• 存到 SMP：點選此功能，您就可以將面板直接儲存於 LN-101C 播放主機。（資源庫 > 
面板）

 

5、 節目
節目可讓使用者將數種多媒體檔案、跑馬燈以及影像檔打包成一個套件使用。在這一章節中，我們將向您介
紹如何於資源庫 > 節目頁面管理節目。

新增節目             

(1) 點選 新增一個節目，系統隨即會開啟編輯節目頁面。
(2) 輸入節目名稱與敘述
(3) 您可檢視螢幕與面板解析度資訊。
(4) 選擇一個您喜歡的面板。這裡選擇的面板會決定其中包含的區塊數量、種類及以下的設定步驟。下方視 

窗會出現所有可用的面板，您可選擇在面板播放全螢幕的影片、圖片、HTML/Flash 或是其他多媒體內 
容。

(5) 點選一個面板後，您會看到此面板的放大圖片。點選圖示（例如  Video 1 Ticker 1 ），或直接點選各區 
塊以進一步做設定。各區塊的詳情設定內容，請參閱播放章節。

(6) 完成所有設定後，請點選儲存來儲存您的節目。

管理現有節目            

預覽節目
(1) 將滑鼠移至您欲預覽的面板，您將會看到一個放大鏡圖示 。

(2) 點選預覽圖示，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裡面會有此節目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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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預覽 在這裡您可以看到這個節目的模擬播放畫面，您能根據設定的內容看到圖片、
HTML/Flash 與文字跑馬燈區塊的播放畫面，但影片與時鐘區塊無法預覽。

面板名稱 此節目的名稱

解析度 一個節目可同時包含多種解析度。有星號（*）的解析度即與目前螢幕解析度相符
合。若目前該播放器沒有連接任何螢幕，則不會看到星號（*）。

區塊資訊 您可在此檢視此節目裡各區塊的類型與尺寸。

 
編 輯 節 目

(1) 將滑鼠移至您欲編輯的節目，您將會看到一個鉛筆圖示  。

(2) 點選編輯圖示，您即可開啟編輯節目頁面並開始修改此節目。
(3) 在完成編輯後，點選儲存來儲存設定。

刪 除 節 目

(1) 將滑鼠移至您欲刪除的節目，您將會看到一個垃圾桶圖示 。

(2) 點選刪除圖示，您即可從 LN-101C 播放主機刪除此節目。

上傳節目             

您可上傳自己的節目到此台 LN-101C 播放主機。

(1) 點選 或 上傳按鈕，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點選瀏覽以選擇欲上傳檔案，然後點選上傳。
(3) 在成功上傳面板後，您將會看到您的節目出現在資源庫 > 節目頁面。

匯出節目             

您可以匯出節目至您的電腦備份，並於日後上傳至其他 LN-101C 播放主機或 CMS 伺服器。

(1) 點選匯出 ，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點選欲匯出的節目，然後點選匯出。

6、 播放清單
LN-101C 播放主機支援各種多媒體檔案的播放。使用者可以上傳各種內容至播放器中並編輯其播放清單，隨
後 LN-101C 播放主機即會根據您預設的播放清單排程，來播放不同的多媒體檔案或來源。在這一章節中，我
們將向您介紹如何於資源庫 > 播放清單頁面管理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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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播放清單            

(1) 點選新增一個播放清單，系統隨即會開啟新增播放清單頁面。
(2) 新增一個項目。您有兩種方法來新增一個項目。

• 點選新增一個項目。
• 直接點選新增圖示旁的多媒體類型。

 

(3) 然後，您可以開始設定。根據您選擇的多媒體檔案類型，需要設定的項目略有不同。各設定詳情，請參  
閱播放 > 播放清單章節。

(4) 完成所有設定後，請點選儲存。您的播放清單即會出現一個項目。
(5) 請視需求新增更多項目至播放清單中。您最多可以新增 99 個項目至一個播放清單裡。

(6) 點選編輯按鈕 ，或是刪除按鈕 ，以編輯或刪除該項目。若您想要暫時停用而非刪除某項目，

 您可點選該項目前方的勾選按鈕  來停用該項目。

(7) 若您想要更改某項目的順序，您可直接拖曳該項目至正確的位置。

管理現有播放清單            

複 製 播 放 清 單
(1) 將滑鼠移至您欲複製的播放清單，您將會看到一個複製圖示 複製圖示。
(2) 點選複製圖示，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3) 您可選擇複製全部或部分項目至另一個播放清單中。

新增一個播放清單 輸入一個新的播放清單名稱，您即可複製到新的播放清單。

複製到播放清單 點選指定的播放清單並以來源清單項目取代其內容。

新增到播放清單 點選指定的播放清單，來源清單項目即會被新增至該指定播放清單之後。

插入到播放清單
點選指定的播放清單，來源清單項目即會被插入至該指定播放清單並列於指定
項目之後。

 
  
預 覽 播 放 清 單

(1) 將滑鼠移至您欲預覽的播放清單，您將會看到一個放大鏡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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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預覽圖示，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裡面會有此播放清單的詳細資訊。

播放模擬
在預覽頁面的最上方，會有一個播放模擬器。您可以透過此功能檢視遠端
URL、圖片、HTML/Flash 和跑馬燈的播放。但您無法在這裡檢視影片和時鐘的
播放。

播放清單名稱 此播放清單的名稱。

播放清單內容 此播放清單中的所有項目。

  
 
編 輯 播 放 清 單

(1) 將滑鼠移至您欲編輯的節目，您將會看到一個鉛筆圖示 。

(2) 點選編輯圖示，您即可開啟編輯播放清單頁面並開始修改此播放清單。
(3) 在完成編輯後，點選儲存來儲存設定

刪 除 播 放 清 單

(1) 將滑鼠移至您欲刪除的播放清單，您將會看到一個垃圾桶圖示  。

(2) 點選刪除圖示，您即可從 LN-101C 播放主機刪除此播放清單。

上傳播放清單            

您可上傳自己的播放清單到此台 LN-101C 播放主機。

(1) 點選 或  上傳按鈕，隨即您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點選瀏覽以選擇欲上傳檔案（*.dat 所有播放清單 或 *.spl 單一播放清單），然後點選上傳。
(3) 在成功上傳播放清單後，您將會看到您的播放清單出現在資源庫 > 播放清單頁面。

匯出播放清單            

您可以匯出播放清單至您的電腦備份，並於日後上傳至其他 LN-101C 播放主機或 CMS 伺服器。

(1) 點選匯出 ，隨即您會看到所有節目出現在一個彈出視窗裡。

(2) 點選欲匯出的播放清單，然後點選匯出。

注意

當您按 Crtl+F10 直接從 LN-101C 播放主機操作時，您將無法上傳 / 匯出播放清單。請透過電腦由網路登入
Web Manager，以便上傳 / 匯出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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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播放
1、播放總覽

LN-101C 支援各種多媒體檔案播放，使用者可上傳所有內容至 LN-101C 播放主機，再於播放頁面中做播放
設定，LN-101C 播放器隨即會根據您的設定做播放。您更可透過 CMS 伺服器來管裡所有播放器。

三 種 播 放 模 式
為了滿足各種應用的多元需求，LN-101C 提供了以下三種播放類型 :

播放模式 面板 節目 播放清單

顯示方式 將螢幕分為多個區塊
將螢幕分為多個區塊並做為
一組套件使用。

在一個播放清單中增加多個
項目，並以全螢幕播放每一
個項目。此項目可為節目、
HTML、URL、影片、圖片等。

多媒體設定
每一個區塊可獨立套用各自
的設定。 

每一個區塊可獨立套用各自
的設定。

每一個項目可獨立套用各自
的設定。

切換內容

選擇另一個不同的面板（樣
板），此面板的各區塊即會
自動套用相同的多媒體設定。
在這裡只會有一組設定。

選擇另一個不同的節目，您
即可有另一組不同多媒體設
定的面板。您可以建立許多
組節目並做立即切換。

選擇一個播放清單，您可更
改不同清單裡的不同項目與
其設定。您可以建立許多播
放清單並做立即切換。

排程
每一個區塊可獨立套用各自
的排程。 

在一個節目裡的所有區塊將
只可套用一個共同的排程。
一個節目可被重複使用在多
個排程設定內。

一個播放清單裡的所有項目
將套用一個共同的排程。一
個播放清單可被重複使用在
多個排程設定內。

 
    
目 前 播 放
當您進入播放頁面時，您可以在頁面的最上方看到目前播放的內容設定。

來源 顯示播放的來源，例如：預設播放、排程名稱…等。

內容 顯示您所選的面板、節目或播放清單名稱。

詳細 檢示名稱與相關設定。

預覽 點擊放大鏡 按鈕，你可以看到 LN-101C 播放主機目前正在播放的畫面擷圖。系統
將會每 30 秒更新一次擷圖。

為了讓您輕鬆辨識，系統會將目前播放項目以動畫“播放符號”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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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播放方式 – 面板
面板為一個可用鎧應版型編輯器製作的樣板。您可以將螢幕分為多個區塊，每一個區塊可獨立套用各自的多
媒體設定與排程。您可選擇不同的樣板，但所有樣板只會套用一組區塊設定。 

其使用方式如下 :

選取一個面板            

LN-101C 播放器內建許多樣板，您更可以在資源庫 > 面板頁面裡的線上資源下載更多樣板。您也可點選新增 
以透過線上版型編輯器（Skin Editor）來建立您專屬的面板。

設定各個區塊            

您有兩種方法來設定各個區塊。
• 點選面板區域右上角的各個區塊圖示：  您即可預先

編輯各個區塊，即使您目前所選的面板不包含該類型區塊。
• 編輯面板 找到您欲編輯的面板並點選其底下的編輯按鈕，您隨即會看到該面板的編輯

視窗。在該編輯視窗中，您僅能夠設定存在此面板的既有區塊。點選各區塊圖示或點
選預覽圖片上的區塊，您即可設定各別區塊。

影 片 區 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兩個影片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兩個區塊 : 影片 -1 和影片 -2。若您所選的面板只有一個
影片區塊，您必需先設定影片 -1。

多媒體檔案
您可選擇播放 LN-101C 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影片檔。
(1) 點選編輯播放清單，即可點選您欲播放的影片。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所有影片皆會被列在左側欄中。您可

點選更新按鈕 以確保系統接收最新資訊。若左側欄中為空的，即表示此多媒體檔案夾中不存在任

何檔案，請先新增影片至多媒體檔案夾。
(2) 點選您欲播放的檔案。按住 Shift 或 Ctrl 鍵，即可一次選取多個檔案，或一次選取單個檔案。您也可  

以選擇一個檔案夾並播放裡面所有的檔案。若您欲搜尋特定檔案，請於搜尋圖示 後輸入關  

鍵字，所有可能的檔案即會出現。

(3) 點選 ，於左側欄中所選的所有檔案即會被複製到右側欄中。LN-101C 僅會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

(4) 您現在可以開始安排所選檔案的順序。LN-101C 播放器會由上往下依序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請參閱下 
表中的各項功能。

上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前移一個位置。

下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後移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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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若您想從右側欄裡選擇檔案中刪除檔案，請選擇該檔案並點選 。該檔案隨即會
從右側欄中移除，但仍會被保留在多媒體檔案夾裡。

(5) 點選 您隨即會回到多媒體檔案的主頁面。所選的檔案與檔案夾皆會被列於表中。

您還有更多客製播放模式的選擇。

顯示比例
您有三種選擇 : 自動、4:3 或 16:9。

播放順序

隨機 :

LN-101C 不會按照表中順序，將隨機播放影片檔案。
拖放：
您可透過點選項目，並拖放此項目至正確位置，來調整播放的順序。

靜音

開啟 / 關閉影片的聲音。若您不想播放影片的聲音，請按靜音按鈕   

，此按鈕即會變成 。若您的面板有兩個影片區塊，建議您建議您

將其一個影片區塊設定為靜音，不然您將會聽到來自兩個影片區塊的聲音。

刪除 ，

若您需要移除播放清單裡的檔案，您可點選編輯播放清單以重新編輯您的播
放清單。

您也可以點選該表左上角 符號，即可看到垃圾桶按鈕 出現在該

表格的第一欄。只需找到您欲刪除的項目並點選其前方之刪除按鈕，即可將
該項目從播放清單中刪除。

注意

播放清單為多媒體檔在多媒體檔案夾裡被播放的順序。若您並未編輯專屬的播放清單，LN-101C 將會
按照字母順序排列來播放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檔案。若您於多媒體檔案夾下建立子檔案夾，這些子檔案
夾中的多媒體檔也將按照以下排序規則，一起被加入到播放清單之中 :（前者規則比後者更具優先性）
(1)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比任何在子檔夾裡的檔案優先被播放。
(2)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3) 子檔案夾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
(4) 在子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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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串流
您有三種網路串流的方法 :
(1) RTB 客戶端（即時廣播）
 RTB 客戶端只適用於鎧應 CMS 的 RTB 伺服器功能。 LN-101C 與 CMS 整合後即可播放影音串流。欲用客

戶端 RTB 模式播放影音串流，只需要選擇客戶伺服器的對應頻道（如 CMS 伺服器），再點選來源的廣
播模式。您可以在沒有串流封包時，選擇播放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檔案，也可從下拉選單中點選顯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

(2) RTP（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您可使用 RTP 相容的軟體傳送 RTP 串流到 SMP 上，如 VideoLAN client/server（http://www. videolan.

org）。輸入相關的 RTP 伺服器埠號以播放 RTP 串流再點選來源的廣播模式。您可以在沒有串流封包時，
選擇播放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檔案，也可從下拉選單中點選顯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

(3) HTTP/MMS 串流
 透過 HTTP 或 MMS 串流播放影片檔案，例如在 WEB 伺服器或是 MMS 伺服器上的影片檔，請在此選項

中輸入 URL 位置。您也可從下拉選單中點選顯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

視訊輸入
您要在影片區塊播放視訊輸入訊號，請啟用此選項，並設定顯示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

您可以在左邊的欄位看到視訊輸入的設備。選擇一個設備並設定參數。

電視標準 設定視訊輸入型態，可以是 NTSC, PAL 或 SECAM。

亮度 調整亮度值每格五度從 0 到 100。

對比 調整對比值每格五度從 0 到 100。

飽和度 調整飽和度值每格五度從 0 到 100。

Over scan 調整 Over scan 值每格五度從 0 到 100。 你可以使用這個選項來調整影像尺寸，例
如 5 -> 105% 與 10->110%

USB 儲存裝置
若您啟用此功能，你即可播放 USB 儲存裝置裡的檔案。然而，您將無法在此編輯播放清單。 LN-101C 將按
照字母順序排列，播放此裝置裡的檔案。 LN-101C 播放器支援的 USB 檔案系統如下 : FAT/FAT32/NTFS。

中央排程
若您啟用此功能，此區塊的內容播放即會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制管理。進一步的設定請參閱 CMS 伺服器裡
的中央排程章節。

圖 片 區 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兩個圖片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兩個區塊 : 圖片 -1 和圖片 -2。若您所選的面板只有一個
圖片區塊，您則必需先設定圖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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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檔案
您可選擇播放 LN-101C 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圖片檔。
(1) 點選編輯播放清單，即可點選您欲播放的圖片。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所有圖片皆會被列在左側欄中。  

您可點選更新按鈕 以確保系統接收最新資訊。若左側欄中為空的，即表示此多媒體檔案夾中不存

在任何檔案，請先新增圖片至多媒體檔案夾。
(2) 點選您欲播放的檔案。按住 Shift 或 Ctrl 鍵，即可一次選取多個檔案，或一次選取單個檔案。您也可以

選擇一個檔案夾並播放裡面所有的檔案。若您欲搜尋特定檔案，請於搜尋圖示 後輸入關 鍵字，所

有可能的檔案即會出現。

(3) 點選 ，於左側欄中所選的所有檔案即會被複製到右側欄中。 LN-101C 僅會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

(4) 您現在可以開始安排所選檔案的順序。 LN-101C 播放器會由上往下依序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請參閱下 
 表中的各項功能。

上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前移一個位置。

下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後移一個位置。

刪除 若您想從右側欄裡選擇檔案中刪除檔案，請選擇該檔案並點選 。該檔案隨即會
從右側欄中移除，但仍會被保留在多媒體檔案夾裡。

(5) 點選 您隨即會回到多媒體檔案的主頁面。所選的檔案與檔案夾皆會被列於表中。

您還有更多客製播放模式的選擇。

間隔 設定每張圖片播放的秒數間隔。

轉場特效 您可在此選擇一個轉場特效以強化視覺效果 。

調整圖片尺寸

您可決定是否要調整圖片尺寸。
原始尺寸：系統將不會改變此圖片尺寸。
等比例：系統將會按比例調整每張圖片尺寸，以符合您於面板中定義的圖片
                  區塊顯示。
不等比例：系統將會自動調整每張圖片尺寸，以完全符合您於面板中定義的   
                       圖片區塊顯示。這可能會導致圖片失真。

播放順序

向前：  LN-101C 將從第一個圖片檔案播放至最後一個檔案。

向後：  LN-101C 將從最後一個圖片檔案播放至第一個檔案。

隨機：  LN-101C 將不會按照表中順序，隨機播放圖片檔案。

拖放：您可透過點選項目，並拖放此項目至正確位置，來調整播放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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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

若您需要移除播放清單裡的檔案，您可點選編輯播放清單以重新編輯您的播
放清單。

您也可以點選該表左上角 符號，即可看到垃圾桶按鈕 出現在該

表格的第一欄。只需找到您欲刪除的項目並點選其前方之刪除按鈕，即可將
該項目從播放清單中刪除。

注意

播放清單為多媒體檔在多媒體檔案夾裡被播放的順序。若您並未編輯專屬的播放清單，SMP 將會按照
字母順序排列來播放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檔案。若您於多媒體檔案夾下建立子檔案夾，這些子檔案夾中
的多媒體檔也將按照以下排序規則，一起被加入到播放清單之中 :（前者規則比後者更具優先性）
(1)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比任何在子檔夾裡的檔案優先被播放。
(2)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3) 子檔案夾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
(4) 在子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例如：

USB 儲存裝置
若您啟用此功能，你即可播放 USB 儲存裝置裡的檔案。然而，您將無法在此編輯播放清單。LN-101C 將按
照字母順序排列，播放此裝置裡的檔案。LN-101C 播放器支援的 USB 檔案系統如下 : FAT/FAT32/NTFS。

中央排程
若您啟用此功能，此區塊的內容播放即會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制管理。進一步的設定請參閱 CMS 伺服器裡
的中央排程章節。

跑馬燈區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兩個跑馬燈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兩個區塊 : 跑馬燈 -1 和跑馬燈 -2。若您所選的面板只
有一個跑馬燈區塊，您則必需先設定跑馬燈 -1。
本地排程
您有三種方法來輸入跑馬燈的文字 :
• 在這裡輸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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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直接輸入文字如 "Welcome to CAYIN Technology!"，並儲存設定。輸入的文字即會顯示在螢  
幕上。

注意

文字欄內最多可輸入 512 字元。

• 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文字檔案
 將您欲播放的訊息存為文字檔，並將檔案存於多媒體檔案夾裡。啟用此功能，點選新增 / 編輯 新增 /  

編輯 以選擇您欲播放的文字檔，並儲存設定，文字檔內的訊息即會顯示在螢幕上。LN-101C 支援 UTF-8 
字元編碼，若內容不是以英文撰寫，請選擇“UTF-8”字元編碼儲存檔案。

注意

文字檔案（.txt）最多能包含 16384 字元。

• 從遠端 URL/RSS 的文字

 如您欲播放特定 URL 中的文字 , 點選新增 / 編輯  以輸入 URL 位址，如 http://your_

server/message.txt。若您使用伺服器端的 script 來產生動態文字， 建議您只將輸出文字（mime type 
txt/ plain）傳送回 SMP 播放器。您也可以播放即時 RSS 訊息，只需在選項中輸入 URL 位址，如 http://
rss.cnn.com/rss/cnn_us.rss。

注意

SMP 播放器會依需要，每 20 秒鐘檢查並更新 RSS feed。非英文的 RSS 連結，必須為 UTF-8 字元編碼。

您也可以客製文字顯示的方式，這裡有幾種參數 :

字型

您可在此選擇一種字型 和一個字型大小  

。您也可以於 資源庫 > 字型頁面上傳更多字型。

文字方向 您可依需要，變更文字跑動方向為由左到右 或 由右到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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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色彩

您可以設定文字顏色 和跑馬燈背景區塊顏色 。若您

沒有選擇跑馬燈背景區塊顏色，跑馬燈背景區塊在面板上即會顯示為透明
色。 

您有三種選擇顏色的方式。您可輸入 R、 G、 B 色碼或直接輸入色彩編碼。
您也可以使用色彩選擇器來選擇適合的顏色。系統於右側提供了色彩預
覽，讓您替您的文字與背景找到最適合的顏色組合。

文字跑動效果

靜止：

文字為靜止，不跑動。

水平跑動：

文字從左至右，或由右至左水平移動。下一行的文字會接著上一行呈現。

由下往上：

文字由下往上跑動。若文字太長，系統會自動分行，將超過的文字轉往下
一行。

由下往上 + 水平跑動：

首先，文字會先由下往上，進入跑馬燈區塊後暫停，隨後文字再由左至右
跑完一行。

段落
暫停：

當您選擇由下往上或由下往上 + 水平跑動時的暫停間隔設定。此選項為當
文字完成一行時，讓文字暫停特定秒數。

行距：

您可調整行距。若您選擇 1，即代表兩行之間的空間為字體的高度。

速度
設定一個合適的速度。1 代表最慢的速度，6 則代表最快的速度。

中央排程
若您啟用此功能，此區塊的內容播放即會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制管理。進一步的設定請參閱 CMS 伺服器裡
的中央排程章節。

HTML/Flash 區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多個 HTML/Flash 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每一個區塊 : HTML/Flash -1、HTML/Flash -2
和 HTML/Flash-3。若您所選的面板只有一個 HTML/Flash 區塊，您則必需先設定 HTML/Flash -1。

檔案
您可於下拉選單中點選一個欲播放的 .html 或 .swf 檔。您必需預先上傳檔案至多媒體檔案夾中，否則您將不
會於下拉選單中看到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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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也提供您顯示 HTML/SWF 畫面中某部分區域，或新增其他參數的功能。

• 網頁畫面擷取
 若您只想顯示 HTML/SWF 畫面中的某部分區域，請啟用網頁畫面擷取。

 (1) 啟用此項功能 , 您即會看到以下資訊 :

內容（W, H） 代表該網頁的實際尺寸（解析度）。

拖拉（X, Y） 代表擷取區域的起始點（左上點）位置。

(2) 點選畫面擷取，即可看到該網頁，您即可開始定義欲顯
示的區域。當您在以下區域輸入新的號碼後，請記得點
選重新載入 ，您即可看到更新後的擷取區域預覽圖。

內容 （W, H） 輸入該網頁的實際尺寸（解析度）。

拖拉（X, Y） 輸入擷取區域的起始點（左上點）的位置。您也可將擷取區域直接在預覽
圖片上拖曳。

拖拉（W, H） 在工具欄中輸入欲擷取區域的尺寸。您無法將擷取區域直接在預覽圖片上
拖曳。

注意

網頁擷取畫面的實際呈現，將被您所選面板的 HTML 區塊尺寸所限制，例如，一個面板的 HTML
區塊為解析度 400x300， 僅管您擷取了 800x600 解析度的內容，您也只能呈現 400x300 解析度
的內容。

 (3) 您可點選預覽以檢視實際呈現畫面，並點選 OK 來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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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用額外參數
 若您想增加任何額外參數，請點選啟用額外參數，並輸入必填欄位。

URL
您可以從遠端 URL 顯示一個 .html、.swf 或 .pdf 檔。請在此輸入 URL 位址。

系統提供您以下兩種功能 :
• 網頁畫面擷取：讓您只顯示網頁的某區域。
• 啟用額外參數：輸入必填項目以新增額外參數。

注意

LN-101C 僅播放 PDF 檔的第一頁。

推特

重要提醒

鎧應提供的這個免費編輯工具，讓您可以輕鬆透過 SMP 播放器在螢幕上呈現 Twitter 數據。鎧應並不會
儲存所有來自 Twitter 的數據。因此，連結於 Twitter 的 SMP 播放器必須隨時保持上線狀態，並同時確保
穩定的寬頻網路連結。

Twitter 將保有不通知鎧應而修改其服務與方案的權利。我們會盡量維持該服務的正常運作。然而，我們
將不承擔其內容的準確性與可靠性等相關責任。若有任何因使用本服務，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資料流失
與利益損失，鎧應及其所屬員工恕不為其擔負任何責任。

(1) 在使用者區域輸入您的推特 ID。
(2) 點選一個樣板。我們在此提供您幾種不同顏色的基本樣板。點選一種，您即可看到該樣板的預覽圖片。

您仍可於進階設定中修改其版面。
(3) 輸入推特 timeline 的標題與主旨。
(4) 於進階設定中客製您專屬的 timeline 版面。

邊角半徑 您可更改 timeline 的邊角半徑。若您設定 0，即會顯示為矩形。選擇一個數字，
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背景顏色 Shell:

您可透過色彩選擇器來更改 shell 的顏色。

Tweets:

您可更改文字顏色。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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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線顏色
Header:

您可更改主旨下的分隔線顏色。

Tweets:

您可更改 tweets（推文）之間的分隔線顏色。

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文字顏色
Header:

您可更改標題或主旨文字顏色。

Tweets:

您可更改 tweets（推文）文字顏色。

連結 : 您可更改連結文字顏色。

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字型樣式

您可在此更改字型樣式。系統並不會產生字型樣式的預覽圖片。

字型大小
您可在此更改字型大小。系統並不會產生字型大小的預覽圖片。

Avatars ( 個人照片 )
您可選擇顯示或隱藏 Avatars（個人照片）。點選該按鈕，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天氣

重要提醒

提供的天氣伺服器免費服務，讓您可以輕鬆透過 LN-101C 播放器在螢幕上呈現天氣資訊。連結天氣伺服
器的 LN-101C 播放器必須隨時保持上線狀態，並同時確保穩定的寬頻網路連結。

我們將不承擔其內容的準確性與可靠性等相關責任。我們也將不承擔由於網路問題或系統錯誤所造成的服
務中斷。若有任何因使用本服務，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資料流失與利益損失，優你視及其所屬員工恕不
為其擔負任何責任。

1、點選一個城市列表。鎧應目前提供下列城市清單做為免費使用 :

城市清單 顯示語言 城市

15 major cities of the world
世界 15 個主要城市 英語

倫敦，紐約，芝加哥，迪拜，香港，巴黎，
上海，新加坡，悉尼，東京，布宜諾斯艾利斯，
馬德里，多倫多，法蘭克福，墨西哥城

Major cities in Taiwan
台灣主要城市 繁體中文

台北 , 桃園 , 新竹 , 苗栗 , 台中 , 彰化 , 嘉義 , 
台南 , 高雄 , 屏東 , 花蓮 , 台東 , 基隆 , 金門 ,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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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cities in the USA
美國主要城市 英語

洛杉磯，紐約，芝加哥，休斯頓，費城，菲
尼克斯，聖安東尼奧，圣迭戈，達拉斯，聖
荷西，傑克遜維爾，印第安納波利斯，舊金
山，奧斯汀，哥倫布

Major cities in the Middle-East
中東主要城市 英語 迪拜，貝魯特，伊斯坦布爾，利雅得，多哈，

馬斯喀特，阿布扎比，阿曼，科威特，開羅

Major cities in Thailand
泰國主要城市 泰文 曼谷，暖武裡府，呵叻府，清邁，合艾，烏隆，

孔敬，烏汶府，洛坤府，佛統。

Major cities in China
中國主要城市 簡體中文 上海 , 北京 , 天津 , 广州 , 武汉 , 成都 , 重庆 , 

南京 , 香港 , 西安 , 沈阳 , 杭州 , 哈尔滨

Major cities in Spain 
西班牙主要城市 英語

巴塞羅那，馬德里，格拉納達，塞維利亞，
畢爾巴鄂，瓦倫西亞，科爾多瓦，聖塞瓦斯
蒂安，薩拉曼卡

Major cities in the UK
英國主要城市 英語

倫敦，伯明翰，利茲，格拉斯哥，謝菲爾德，
布拉德福德，利物浦，愛丁堡，曼徹斯特，
布里斯托爾

Major cities in Australia 
澳洲主要城市 英語 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萊德，

黃金海岸，堤維德岬

Major cities in Japan 
日本主要城市 日語 東京，橫濱，大阪，名古屋，札幌，神戶，

京都，福岡，川崎，埼玉縣，廣島

Major cities in Malaysia 市
馬來西亞主要城市 英語 吉隆坡，新山，怡保，莎阿南，八打靈再也，

古晉，亞庇

Major cities in Philippines
菲律賓主要城市 英語 / 他加祿語

奎松市，馬尼拉，馬尼拉，達沃，宿務市，
三寶顏市，安蒂波洛，帕西格，達義，卡加
延德奧羅

Major cities in Russia
蘇俄主要城市 俄語

莫斯科，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葉卡捷琳
堡，下諾夫哥羅德，薩馬拉，鄂木斯克，喀山，
車里雅賓斯克，頓河畔羅斯托夫

Major cities in Brazil 
巴西主要城市 葡語

聖保羅，里約熱內盧，薩爾瓦多，巴西利亞，
福塔雷薩，貝洛奧里藏特，馬瑙斯，庫裡提
巴，累西腓，阿雷格里港，貝倫，戈亞尼亞

Major cities in Colombia
哥倫比亞主要城市 西語 波哥大，卡利，巴蘭基亞，卡塔赫納，庫庫塔，

布卡拉曼加，索萊達

Major cities in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主要城市 阿拉伯語 利雅得，吉達，麥加，麥地那，塔伊夫，達曼，

哈米斯，布拉伊達，霍巴，朱拜勒

Major cities in Lebanon 
黎巴嫩主要城市 英語 貝魯特，的黎波里扎赫勒，朱尼

Major cities in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主要城市 西語 聖薩爾瓦多，索亞潘戈，聖安娜，聖米格爾，

梅希卡諾斯

Major cities in Indonesia 
印尼主要城市 印尼語

雅加達，泗水，萬隆，棉蘭，三寶壟，巨港，
望加錫，巴淡島，北幹巴魯，班達楠榜，巴東，
登巴薩，三馬林達

2、若您有一個客製的城市清單，請於下拉選單中點選輸入客製化 ID。隨後輸入您的客製化 ID 並點選

。若您想客製您的城市清單，請連絡鎧應業務人員並針對該城市清單量身製作 ID。



P. 29  20093001

2K4K 網頁型多媒體播放主機 ( 機櫃型 ) LN-101C
操作說明書

3、於進階設定中客製您專屬的版面。

區塊大小 天氣資訊區塊有三種固定尺寸 : 250（w）x 75（h）、285（w）x 170（h）、
以及 550（w）x 320（h）。建議您建立一個同樣尺寸的 HTML 區塊，不然
天氣資訊區塊將會一致靠左上角對齊。

顏色

背景顏色：

您可透過色彩選擇器更改天氣區塊的背景顏色。若您想要一個透明的背景，
請啟用此功能 : 關閉單一色彩背景。

文字顏色：

您可更改文字顏色。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效果
無效果：

將沒有轉場效果。

由下往上：

將會有一個轉場效果。

單位

攝氏：

您可以顯示攝氏溫度。

華氏：

您可以顯示華氏溫度。

點選一種單位，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暫停時間 您可設定城市之間切換的暫停時間。此範圍可從 3 秒至 1024 秒。

圖示樣式

這裡有兩種圖示樣式 :

點選一種圖示，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HTML 碼
若您想要嵌入其他網站提供的編碼，例如 Twitter。請於此處輸入該代碼，您最多可輸入 2048 個字元。

中央排程
若您想要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管所有 LN-101C 播放器裡的內容（影片、 圖片、 跑馬燈、
HTML、和面板），請點選此選項 : 中央排程。LN-101C 播放器的中央排程僅可套用一台
伺服器的設定。在啟用此功能之前，請記得先於 CMS 頁面完成伺服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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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預覽                     

完成各區塊的設定後，您可在播放前先預覽該畫面的呈現。
(1)  顯示預覽 點選該面板底下的放大鏡圖示。您隨即會看到該面板的預覽頁面。
(2) 在該預覽頁面的左方，會有一個播放模擬器。您可根據每一個區塊的設定，檢視圖片、

html/swf 和跑馬燈的播放。您將無法檢視影片和時鐘區塊的播放。
(3) 在預覽頁面的右方，將會有該面板各區塊的詳細資訊。

開始播放             

完成各區塊的設定與預覽檢視後，您可點選所選面板底下的播放按鈕。
LN-101C 播放器隨即會根據該面板的設定，開始播放多媒體內容。

3、播放方式 - 節目

節目              

節目提供使用者一種簡單的方式，將一個樣板、幾個區塊和各區塊設定打包為一個套件使用。每一個樣板能
夠擁有各自的設定獨立成為一組套件。與面板播放方式類似的是，透過節目，您可以將螢幕分為多個區塊，
而每一個區塊可獨立套用各自的多媒體設定。然而，節目裡的所有區塊將只能套用一個排程。

建立一個新節目          

(1) 點選新增以建立一個新節目。
(2) 選擇一個面板。SMP 播放器內建許多樣板，這些樣板將會被顯示於頁面下方。您可以建立新面板或從資

源庫 > 面板頁面裡的線上資源下載更多樣板。
(3) 選擇一個面板後，輸入此節目名稱與敘述。
(4) 完成各區塊設定。您可在面板中間看到更大的圖示。請點

選圖示或直接點選各區塊，以進一步設定。您僅能夠設定
存在此面板的既有區塊。

(5) 點選儲存以完成建立此節目。您也可 以點選儲存並播放
以同時建立並播放此節目。

以下我們將會詳細介紹每一個區塊的設定。

影片區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兩個影片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兩個區塊 : 影片 -1 和影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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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檔案
您可選擇播放 LN-101C 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影片檔。
(1) 點選編輯播放清單，即可點選您欲播放的影片。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所有影片皆會被列在左側欄中。  

 您可點選更新按鈕 以確保系統接收最新資訊。若左側欄中為空的，即表示此多媒體檔案夾  

 中不存在任何檔案，請先新增影片至多媒體檔案夾。
(2) 點選您欲播放的檔案。按住 Shift 或 Ctrl 鍵，即可一次選取多個檔案，或一次選取單個檔案。您也可  

以選擇一個檔案夾並播放裡面所有的檔案。若您欲搜尋特定檔案，請於搜尋圖示 後輸入關  

鍵字，所有可能的檔案即會出現。

(3) 點選 ，於左側欄中所選的所有檔案即會被複製到右側欄中。LN-101C 僅會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

(4) 您現在可以開始安排所選檔案的順序。LN-101C 播放器會由上往下依序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請參閱下 
 表中的各項功能。

上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前移一個位置。

下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後移一個位置。

刪除 若您想從右側欄裡選擇檔案中刪除檔案，請選擇該檔案並點選 。該檔案隨即會
從右側欄中移除，但仍會被保留在多媒體檔案夾裡。

(5) 點選 您隨即會回到多媒體檔案的主頁面。所選的檔案與檔案夾皆會被列於表中。

您還有更多客製播放模式的選擇。

顯示比例
您有三種選擇 : 自動、4:3 或 16:9。

重複

• 當您將此節目於播放 > 播放清單中使用並視為一個項目，此設定才會生
效。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選擇多次播放和設定重複次數，以播放多媒
體檔案夾內的檔案。若您選擇永遠，LN-101C 將不會播放清單中下一個
項目，並且會持續播放此節目。若您點選 3，LN-101C 將會重複播放所
選檔案三次，隨後就繼續播放清單中的下一個項目。

注意

若您想要有效使用此功能，請記得在播放 > 播放清單中，將此節目重複設
定設為“永遠”。若您設定該節目播放的時間為 50 秒，LN-101C 播放器
可能無法在該時間內，重複播放所有在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檔案，而此功能
即可能無法如期運作。

• 若您直接播放此節目，僅管您選擇了一個 1 至 10 之間的數字，此節目
仍將永遠重複播放。

播放順序

隨機 :

SMP 不會按照表中順序，將隨機播放影片檔案。
拖放：
您可透過點選項目，並拖放此項目至正確位置，來調整播放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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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音

開啟 / 關閉影片的聲音。若您不想播放影片的聲音，請按靜音按鈕   

，此按鈕即會變成 。若您的面板有兩個影片區塊，建議您將其一

個影片區塊設定為靜音，不然您將會聽到來自兩個影片區塊的聲音。

刪除 ，

若您需要移除播放清單裡的檔案，您可點選編輯播放清單以重新編輯您的播
放清單。

您也可以點選該表左上角 符號，即可看到垃圾桶按鈕 出現在該

表格的第一欄。只需找到您欲刪除的項目並點選其前方之刪除按鈕，即可將
該項目從播放清單中刪除。

注意

播放清單為多媒體檔在多媒體檔案夾裡被播放的順序。若您並未編輯專屬的播放清單，SMP 將會按照
字母順序排列來播放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檔案。若您於多媒體檔案夾下建立子檔案夾，這些子檔案夾中
的多媒體檔也將按照以下排序規則，一起被加入到播放清單之中 :（前者規則比後者更具優先性）
(1)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比任何在子檔夾裡的檔案優先被播放。
(2)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3) 子檔案夾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
(4) 在子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例如：

網路串流
您有三種網路串流的方法 :
(1) RTB 客戶端（即時廣播）
 RTB 客戶端只適用於鎧應 CMS 的 RTB 伺服器功能。 LN-101C 與 CMS 整合後即可播放影音串流。欲用客

戶端 RTB 模式播放影音串流，只需要選擇客戶伺服器的對應頻道（如 CMS 伺服器），再點選來源的廣
播模式。您可以在沒有串流封包時，選擇播放多媒體檔案夾內 的檔案，也可從下拉選單中點選顯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

(2) RTP（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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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使用 RTP 相容的軟體傳送 RTP 串流到 SMP 上，如 VideoLAN client/server (http://www.videolan.
org）。輸入相關的 RTP 伺服器埠號以播放 RTP 串流，再點選來源的廣播模式。您可以在沒有串流封包時，
選擇播放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檔案，也可從下拉選單中點選顯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

(3) HTTP/MMS 串流
 透過 HTTP 或 MMS 串流播放影片檔案，例如在 WEB 伺服器或是 MMS 伺服器上的影片檔，請在此選項

中輸入 URL 位置。您也可從下拉選單中點選顯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

視訊輸入
您要在影片區塊播放視訊輸入訊號，請啟用此選項，並設定顯示為 4:3 或 16:9 比例的內容。您可於系統 > 
周邊 > 視訊輸入做進一步的相關設定。

USB 儲存裝置
若您啟用此功能，你即可播放 USB 儲存裝置裡的檔案。然而，您將無法在此編輯播放清單。LN-101C 將按
照字母順序排列，播放此裝置裡的檔案。SMP 播放器支援的 USB 檔案系統如下 : FAT/FAT32/NTFS。

中央排程
若您啟用此功能，此區塊的內容播放即會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制管理。進一步的設定請參閱 CMS 伺服器裡
的中央排程章節。

圖 片 區 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兩個圖片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兩個區塊 : 圖片 -1 和圖片 -2。

多媒體檔案
您可選擇播放 LN-101C 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圖片檔。
(1) 點選編輯播放清單，即可點選您欲播放的圖片。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所有圖片皆會被列在左側欄中。您可

點選更新按鈕 以確保系統接收最新資訊。若左側欄中為空的，即表示此多媒體檔案夾中不存在任

何檔案，請先新增圖片至多媒體檔案夾。
(2) 點選您欲播放的檔案。按住 Shift 或 Ctrl 鍵，即可一次選取多個檔案，或一次選取單個檔案。您也可以

選擇一個檔案夾並播放裡面所有的檔案。若您欲搜尋特定檔案，請於搜尋圖示 後輸入關  

鍵字，所有可能的檔案即會出現。

(3) 點選 ，於左側欄中所選的所有檔案即會被複製到右側欄中。SMP 僅會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

(4) 您現在可以開始安排所選檔案的順序。SMP 播放器會由上往下依序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請參閱下表中
的各項功能。

上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前移一個位置。

下移 在右側欄中選擇一個項目，點選 ，該項目即會在播放清單中向後移一個位置。

刪除 若您想從右側欄裡選擇檔案中刪除檔案，請選擇該檔案並點選 。該檔案隨即會
從右側欄中移除，但仍會被保留在多媒體檔案夾裡。

(5) 點選 您隨即會回到多媒體檔案的主頁面。所選的檔案與檔案夾皆會被列於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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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有更多客製播放模式的選擇。

間隔 設定每張圖片播放的秒數間隔。

轉場特效 您可在此選擇一個轉場特效以強化視覺效果 。

調整圖片尺寸

您可決定是否要調整圖片尺寸。
原始尺寸：系統將不會改變此圖片尺寸。
等 比 例： 系 統 將 會 按 比 例 調 整 每 張 圖 片 尺 寸， 以 符 合 您 於 面 板 中 定 義 的 圖 片                  
區塊顯示。
不 等 比 例： 系 統 將 會 自 動 調 整 每 張 圖 片 尺 寸， 以 完 全 符 合 您 於 面 板 中 定 義 的                        
圖片區塊顯示。這可能會導致圖片失真。

播放順序

向前： LN-101C 將從第一個圖片檔案播放至最後一個檔案。

向後： LN-101C 將從最後一個圖片檔案播放至第一個檔案。

隨機： LN-101C 將不會按照表中順序，隨機播放圖片檔案。

拖放：您可透過點選項目，並拖放此項目至正確位置，來調整播放的順序。

刪除 ，

若您需要移除播放清單裡的檔案，您可點選編輯播放清單以重新編輯您的播放清
單。

您也可以點選該表左上角 符號，即可看到垃圾桶按鈕 出現在該表格的第

一欄。只需找到您欲刪除的項目並點選其前方之刪除按鈕，即可將該項目從播放清
單中刪除。

注意

播放清單為多媒體檔在多媒體檔案夾裡被播放的順序。若您並未編輯專屬的播放清單，SMP 將會按照字
母順序排列來播放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檔案。若您於多媒體檔案夾下建立子檔案夾，這些子檔案夾中的多媒
體檔也將按照以下排序規則，一起被加入到播放清單之中 :（前者規則比後者更具優先性）
(1)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比任何在子檔夾裡的檔案優先被播放。
(2) 在多媒體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3) 子檔案夾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
(4) 在子檔案夾裡的多媒體檔，會按照字母順序被排列和播放。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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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儲存裝置
若您啟用此功能，你即可播放 USB 儲存裝置裡的檔案。然而，您將無法在此編輯播放清單。LN-101C 將按
照字母順序排列，播放此裝置裡的檔案。LN-101C 播放器支援的 USB 檔案系統如下 : FAT/FAT32/NTFS。

中央排程
若您啟用此功能，此區塊的內容播放即會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制管理。進一步的設定請參閱 CMS 伺服器裡
的中央排程章節。

跑 馬 燈 區 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兩個跑馬燈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兩個區塊 : 跑馬燈 -1 和跑馬燈 -2。

本地排程
您有三種方法來輸入跑馬燈的文字 :
• 在這裡輸入文字
 您可以直接輸入文字如 "Welcome to CAYIN Technology!"，並儲存設定。輸入的文字即會顯示在螢  

幕上。

注意

文字欄內最多可輸入 512 字元。

• 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文字檔案
 將您欲播放的訊息存為文字檔，並將檔案存於多媒體檔案夾裡。啟用此功能，點選新增 / 編輯  以選擇您

欲播放的文字檔，並儲存設定，文字檔內的訊息即會顯示在螢幕上。
 LN-101C 支援 UTF-8 字元編碼，若內容不是以英文撰寫，請選擇“UTF-8”字元編碼儲存檔案。

注意

文字檔案（.txt）最多能包含 16384 字元。

• 從遠端 URL/RSS 的文字

 如您欲播放特定 URL 中的文字 , 點選新增 / 編輯  以輸入 URL 位址，如 http://your_

server/message.txt。若您使用伺服器端的 script 來產生動態文字， 建議您只將輸出文字（mime type 
txt/ plain）傳送回 SMP 播放器。您也可以播放即時 RSS 訊息，只需在選項中輸入 URL 位址，如 http://
rss.cnn.com/rss/cnn_us.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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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LN-101C 播放器會依需要，每 20 秒鐘檢查並更新 RSS feed。非英文的 RSS 連結，必須為 UTF-8 字元
編碼。

您也可以客製文字顯示的方式，這裡有幾種參數 :

字型
您可在此選擇一種字型 和一個字型大小  。您也

可以於 資源庫 > 字型頁面上傳更多字型。

文字方向
您可依需要，變更文字跑動方向為由左到右 或 由右到左  。

字型色彩

您可以設定文字顏色 和跑馬燈背景區塊顏色 。若您沒有選擇跑

馬燈背景區塊顏色，跑馬燈背景區塊在面板上即會顯示為透明色。 

您有三種選擇顏色的方式。您可輸入 R、 G、 B 色碼或直接輸入色彩編碼。您也
可以使用色彩選擇器來選擇適合的顏色。系統於右側提供了色彩預覽，讓您替您
的文字與背景找到最適合的顏色組合。

文字跑動效果

靜止：

文字為靜止，不跑動。

水平跑動：

文字從左至右，或由右至左水平移動。下一行的文字會接著上一行呈現。

由下往上：

文字由下往上跑動。若文字太長，系統會自動分行，將超過的文字轉往下一行。

由下往上 + 水平跑動：

首先，文字會先由下往上，進入跑馬燈區塊後暫停，隨後文字再由左至右跑完一
行。

段落
暫停：

當您選擇由下往上或由下往上 + 水平跑動時的暫停間隔設定。此選項為當文字完
成一行時，讓文字暫停特定秒數。

行距：

您可調整行距。若您選擇 1，即代表兩行之間的空間為字體的高度。

速度
設定一個合適的速度。1 代表最慢的速度，6 則代表最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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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排程
若您啟用此功能，此區塊的內容播放即會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制管理。進一步的設定請參閱 CMS 伺服器裡
的中央排程章節。

H T M L / F l a s h  區 塊  

若您所選的面板有多個 HTML/Flash 區塊，您就必需分別設定每一個區塊 : HTML/Flash -1、HTML/Flash -2
和 HTML/Flash-3。若您所選的面板只有一個 HTML/Flash 區塊，您則必需先設定 HTML/Flash -1。

檔案
您可於下拉選單中點選一個欲播放的 .html 或 .swf 檔。您必需預先上傳檔案至多媒體檔案夾中，否則您將不
會於下拉選單中看到檔案。

系統也提供您顯示 HTML/SWF 畫面中某部分區域，或新增其他參數的功能。

• 網頁畫面擷取
 若您只想顯示 HTML/SWF 畫面中的某部分區域，請啟用網頁畫面擷取。

(1) 啟用此項功能 , 您即會看到以下資訊 :

內容（W, H） 代表該網頁的實際尺寸（解析度）。

拖拉（X, Y） 代表擷取區域的起始點（左上點）位置。

(2) 點選畫面擷取，即可看到該網頁，您即可開始定義欲顯
示的區域。當您在以下區域輸入新的號碼後，請記得點
選重新載入 ，您即可看到更新後的擷取區域預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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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W, H） 輸入該網頁的實際尺寸（解析度）。

拖拉（X, Y） 輸入擷取區域的起始點（左上點）的位置。您也可將擷取區域直接在預覽圖片上
拖曳。

拖拉（W, H） 在工具欄中輸入欲擷取區域的尺寸。您無法將擷取區域直接在預覽圖片上拖曳。

注意

網頁擷取畫面的實際呈現，將被您所選面板的 HTML 區塊尺寸所限制，例如，一個面板的 HTML
區塊為解析度 400x300， 僅管您擷取了 800x600 解析度的內容，您也只能呈現 400x300 解析度
的內容。

(3) 您可點選預覽以檢視實際呈現畫面，並點選 OK 來完成設定。

• 啟用額外參數
 若您想增加任何額外參數，請點選啟用額外參數，並輸入必填欄位。

URL
您可以從遠端 URL 顯示一個 .html 或 .swf 檔。請在此輸入 URL 位址。

系統提供您以下兩種功能 :
• 網頁畫面擷取：讓您只顯示網頁的某區域。
• 啟用額外參數：輸入必填項目以新增額外參數。

推特

重要提醒

鎧應提供的這個免費編輯工具，讓您可以輕鬆透過 LN-101C 播放器在螢幕上呈現 Twitter 數據。鎧應並不
會儲存所有來自 Twitter 的數據。因此，連結於 Twitter 的 LN-101C 播放器必須隨時保持上線狀態，並同
時確保穩定的寬頻網路連結。

Twitter 將保有不通知鎧應而修改其服務與方案的權利。我們會盡量維持該服務的正常運作。然而，我們
將不承擔其內容的準確性與可靠性等相關責任。若有任何因使用本服務，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資料流失
與利益損失，鎧應及其所屬員工恕不為其擔負任何責任。

(1) 在使用者區域輸入您的推特 ID。
(2) 點選一個樣板。我們在此提供您幾種不同顏色的基本樣板。點選一種，您即可看到該樣板的預覽圖片。

您仍可於進階設定中修改其版面。
(3) 輸入推特 timeline 的標題與主旨。
(4) 於進階設定中客製您專屬的 timeline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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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角半徑 您可更改 timeline 的邊角半徑。若您設定 0，即會顯示為矩形。選擇一個數字，
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背景顏色 Shell:

您可透過色彩選擇器來更改 shell 的顏色。

Tweets:

您可更改文字顏色。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分隔線顏色

Header:

您可更改主旨下的分隔線顏色。

Tweets:

您可更改 tweets（推文）之間的分隔線顏色。

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文字顏色

Header:

您可更改標題或主旨文字顏色。

Tweets:

您可更改 tweets（推文）文字顏色。

連結 : 您可更改連結文字顏色。

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字型樣式
您可在此更改字型樣式。系統並不會產生字型樣式的預覽圖片。

字型大小
您可在此更改字型大小。系統並不會產生字型大小的預覽圖片。

Avatars ( 個人照片 )
您可選擇顯示或隱藏 Avatars（個人照片）。點選該按鈕，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天氣

重要提醒

鎧鎧應提供的天氣伺服器免費服務，讓您可以輕鬆透過 LN-101C 播放器在螢幕上呈現天氣資訊。連結
鎧應天氣伺服器的 SMP 播放器必須隨時保持上線狀態，並同時確保穩定的寬頻網路連結。

我們將不承擔其內容的準確性與可靠性等相關責任。我們也將不承擔由於網路問題或系統錯誤所造成
的服務中斷。若有任何因使用本服務，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資料流失與利益損失，鎧應及其所屬員
工恕不為其擔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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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一個城市列表。鎧應目前提供下列城市清單做為免費使用 :

城市清單 顯示語言 城市

15 major cities of the world
世界 15 個主要城市 英語

倫敦，紐約，芝加哥，迪拜，香港，巴黎，
上海，新加坡，悉尼，東京，布宜諾斯艾利斯，
馬德里，多倫多，法蘭克福，墨西哥城

Major cities in Taiwan
台灣主要城市 繁體中文

台北 , 桃園 , 新竹 , 苗栗 , 台中 , 彰化 , 嘉義 , 
台南 , 高雄 , 屏東 , 花蓮 , 台東 , 基隆 , 金門 , 
澎湖

Major cities in the USA
美國主要城市 英語

洛杉磯，紐約，芝加哥，休斯頓，費城，菲
尼克斯，聖安東尼奧，圣迭戈，達拉斯，聖
荷西，傑克遜維爾，印第安納波利斯，舊金
山，奧斯汀，哥倫布

Major cities in the Middle-East
中東主要城市 英語 迪拜，貝魯特，伊斯坦布爾，利雅得，多哈，

馬斯喀特，阿布扎比，阿曼，科威特，開羅

Major cities in Thailand
泰國主要城市 泰文 曼谷，暖武裡府，呵叻府，清邁，合艾，烏隆，

孔敬，烏汶府，洛坤府，佛統。

Major cities in China
中國主要城市 簡體中文 上海 , 北京 , 天津 , 广州 , 武汉 , 成都 , 重庆 , 

南京 , 香港 , 西安 , 沈阳 , 杭州 , 哈尔滨

Major cities in Spain 
西班牙主要城市 英語

巴塞羅那，馬德里，格拉納達，塞維利亞，
畢爾巴鄂，瓦倫西亞，科爾多瓦，聖塞瓦斯
蒂安，薩拉曼卡

Major cities in the UK
英國主要城市 英語

倫敦，伯明翰，利茲，格拉斯哥，謝菲爾德，
布拉德福德，利物浦，愛丁堡，曼徹斯特，
布里斯托爾

Major cities in Australia 
澳洲主要城市 英語 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萊德，

黃金海岸，堤維德岬

Major cities in Japan 
日本主要城市 日語 東京，橫濱，大阪，名古屋，札幌，神戶，

京都，福岡，川崎，埼玉縣，廣島

Major cities in Malaysia 市
馬來西亞主要城市 英語 吉隆坡，新山，怡保，莎阿南，八打靈再也，

古晉，亞庇

Major cities in Philippines
菲律賓主要城市 英語 / 他加祿語

奎松市，馬尼拉，馬尼拉，達沃，宿務市，
三寶顏市，安蒂波洛，帕西格，達義，卡加
延德奧羅

Major cities in Russia
蘇俄主要城市 俄語

莫斯科，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葉卡捷琳
堡，下諾夫哥羅德，薩馬拉，鄂木斯克，喀山，
車里雅賓斯克，頓河畔羅斯托夫

Major cities in Brazil 
巴西主要城市 葡語

聖保羅，里約熱內盧，薩爾瓦多，巴西利亞，
福塔雷薩，貝洛奧里藏特，馬瑙斯，庫裡提
巴，累西腓，阿雷格里港，貝倫，戈亞尼亞

Major cities in Colombia
哥倫比亞主要城市 西語 波哥大，卡利，巴蘭基亞，卡塔赫納，庫庫塔，

布卡拉曼加，索萊達

Major cities in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主要城市 阿拉伯語 利雅得，吉達，麥加，麥地那，塔伊夫，達曼，

哈米斯，布拉伊達，霍巴，朱拜勒

Major cities in Lebanon 
黎巴嫩主要城市 英語 貝魯特，的黎波里扎赫勒，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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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cities in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主要城市 西語 聖薩爾瓦多，索亞潘戈，聖安娜，聖米格爾，

梅希卡諾斯

Major cities in Indonesia 
印尼主要城市 印尼語

雅加達，泗水，萬隆，棉蘭，三寶壟，巨港，
望加錫，巴淡島，北幹巴魯，班達楠榜，巴東，
登巴薩，三馬林達

2、若您有一個客製的城市清單，請於下拉選單中點選輸入客製化 ID。隨後輸入您的客製化 ID 並點選

。若您想客製您的城市清單，請連絡鎧應業務人員並針對該城市清單量身製作 ID。

3、於進階設定中客製您專屬的版面。

區塊大小 天氣資訊區塊有三種固定尺寸 : 250（w）x 75（h）、285（w）x 170（h）、
以及 550（w）x 320（h）。建議您建立一個同樣尺寸的 HTML 區塊，不然
天氣資訊區塊將會一致靠左上角對齊。

顏色

背景顏色：

您可透過色彩選擇器更改天氣區塊的背景顏色。若您想要一個透明的背景，
請啟用此功能 : 關閉單一色彩背景。

文字顏色：

您可更改文字顏色。選擇一個顏色，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效果
無效果：

將沒有轉場效果。

由下往上：

將會有一個轉場效果。

單位

攝氏：

您可以顯示攝氏溫度。

華氏：

您可以顯示華氏溫度。

點選一種單位，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暫停時間 您可設定城市之間切換的暫停時間。此範圍可從 3 秒至 1024 秒。

圖示樣式

這裡有兩種圖示樣式 :

點選一種圖示，系統即會產生預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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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碼
若您想要嵌入其他網站提供的編碼，例如 Twitter。請於此處輸入該代碼，您最多可輸入 2048 個字元。

中央排程
若您想要由 CMS 伺服器中央控管所有 LN-101C 播放器裡的內容（影片、 圖片、 跑馬
燈、 HTML、和面板），請點選此選項 : 中央排程。LN-101C 播放器的中央排程僅可
套用一台伺服器的設定。在啟用此功能之前，請記得先於 CMS 頁面完成伺服器設定。

顯示預覽             

完成各區塊的設定後，您可在播放前先預覽該畫面的呈現。
(1)  顯示預覽 點選該面板底下的放大鏡圖示。您隨即會看到該面板的預覽頁面。
(2) 在該預覽頁面的左方，會有一個播放模擬器。您可根據每一個區塊的設定，檢 視圖片、

html/swf 和跑馬燈的播放。您將無法檢視影片和時鐘區塊的播放。
(3) 在預覽頁面的右方，將會有該面板各區塊的詳細資訊。

開始播放             

完成各區塊的設定與預覽檢視後，您可點選所選面板底下的播放按鈕。
LN-101C 播放器隨即會根據該面板的設定，開始播放多媒體內容。

4、播放清單
 您可以在播放清單中增加一個多媒體項目，此項目可為網頁、影片、圖片或節目等，每一個項目將會以全螢 
 幕播放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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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新播放清單          

(1) 點選新增以建立一個新播放清單。
(2) 輸入該播放清單名稱與敘述。
(3) 新增一個項目。您有兩種新增項目的方法。

• 點選新增一個項目並於下拉選單中選擇一種類型。
• 直接點選新增圖示旁的多媒體類型。

 您即可開始完成設定。設定會隨著您所選多媒體類型有些許改變。
(4) 決定該新增項目於播放清單中的順序。在預設中，該項目會被插入做為最後一個項目。例如，若您在該 
 播放清單中已經有五個項目，系統將會自動將該新增項目放至第六位。您也可以選擇將該新增項目插入 
 至一到五位之中。
(5) 根據您所選多媒體類型完成設定。

遠端 URL
指定 LN-101C 可連結的遠端 HTML 網頁 URL 位址，如 http://remote_web_
server/path/to/your.html。此方法與使用電腦的瀏覽器相似。LN-101C 支援 
HTTPS（SSL）規則。 

HTML/Flash（多媒體檔
案夾內的檔案）

點選播放於多媒體檔案夾中的一個 html 或 swf 檔。在預設中，LN-101C 會列
出多媒體檔案夾中所有的 html 和 swf 檔，您可直接在此點選一個項目。

影片
（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檔
案）

您可加入一個影片檔案清單成為播放清單中的一個項目，並以全螢幕播放。

(1) 點選編輯播放清單，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所有檔案皆會被列在左側欄中。您
可點選更新按鈕 以確保系統接收最新數據。若左側欄中為空的，即

表示此多媒體檔案夾中不存在任何檔案，請先新增影片至多媒體檔案夾。
(2) 點選您欲播放的檔案。按住 Shift 或 Ctrl 鍵，即可一次選取多個檔案，或

一次選取單個檔案。您也可以選擇一個檔案夾並播放裡面所有的檔案。若

您欲搜尋特定檔案，請於搜尋圖示 後輸入關鍵字，所有可能的檔案

即會出現。
(3) 點選 ，於左側欄中所選的所有檔案即會被複製到右側欄中。 

LN-101C 僅會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
(4) 您現在可以開始使用上移 、下移 和刪除 ，來安排於右

欄中所選檔案的順序。LN-101C 播放器會由上往下依序播放右欄中的檔
案。

(5) 點選  以完成編輯播放清單的影片。

(6) 您可選擇顯示比例為 4:3、16:9 或自動。

(7) 您也可以點選隨機按鈕  ，LN-101C 不會按照表中順序，將隨機

播放影片檔案。

注意

若您想要有效使用此功能，請記得在播放 > 播放清單中，將此節目重複設
定設為“永遠”。若您設定該節目播放的時間為 50 秒，LN-101C 播放器可
能無法在該時間內，重複播放所有在多媒體檔案夾內的檔案，而此功能即可
能無法如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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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輸入 以全螢幕播放視訊輸入訊號。

圖片（多媒體檔案夾內的
檔案）

您可加入一個圖片檔案清單成為播放清單中的一個項目，並以全螢幕播放。
(1) 點選編輯播放清單，多媒體檔案夾裡的所有圖片皆會被列在左側欄中。您

可點選更新按鈕 以確保系統接收最新數據。若左側欄中為空的，即

表示此多媒體檔案夾中不存在任何檔案。請先新增圖片至多媒體檔案夾。
(2) 點選您欲播放的檔案。按住 Shift 或 Ctrl 鍵，即可一次選取多個檔案，或

一次選取單個檔案。您也可以選擇一個檔案夾並播放裡面所有的檔案。若
您欲搜尋特定檔案，請於搜尋圖示 後輸入關鍵字，所有可能的檔案

即會出現。
(3) 點選 ，於左側欄中所選的所有檔案即會被複製到右側欄中。 

LN-101C 僅會播放右側欄中的檔案。
(4) 您現在可以開始使用上移 、下移 和刪除 按鈕，來安排

於右欄中所選檔案的順序。LN-101C 播放器會由上往下依序播放右欄中的
檔案。

(5) 點選 以完成編輯播放清單的圖片。

(6) 設定每張圖片播放的秒數間隔。

(7) 選擇一個轉場特效 以強化視覺效果 。

(8) 您可決定是否要調整圖片尺寸。

• 原始尺寸：系統將不會改變此圖片尺寸。
• 等比例：系統將會按比例調整每張圖片尺寸，以符合您於面板中定義

的圖片區塊顯示。
• 不等比例：系統將會自動調整每張圖片尺寸，以完全符合您於面板中

定義的圖片區塊顯示。這可能會導致圖片失真。

(9) 決定播放順序 

• 向前 ：LN-101C 將從第一個圖片檔案播放至最後一個檔案。

• 向後 ：LN-101C 將從最後一個圖片檔案播放至第一個檔案。

• 隨機 ：LN-101C 將不會按照表中順序，隨機播放圖片檔案。

節目
您可新增一個節目到您的播放清單中。詳細新增與編輯節目資訊，請參閱播
放 > 節目。

(6) 當您按需求完成上方所有設定後，請記得設定每一個播放項目的間隔 。當時間一到，LN-101C 會繼續播
放下一個項目。若您將間隔設為永遠，LN-101C 將會持續播放該項目，而不會接著播放下個項目。您仍
可使用播放下個項目標籤來更改播放清單項目。更多關於標籤使用資訊，請參閱在 HTML 使用 CAYIN 多
媒體播放器 > 多媒體播放器標籤與參數 > HTML 碼。

(7) 如您欲插入一個圖片檔（JPEG）做為兩項目之間的轉場播放項目，請啟用此圖片過場功能。啟用此功能 
 後，您即會看到以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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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在預設中，LN-101C 將會自動列出於多媒體檔案夾中的所有圖片檔，您可直
接在此點選一個項目。

動態效果

動畫效果是指播放多媒體影像時，進入及離開螢幕的場景轉換效果。目前提
供四種動畫模式 :

從左至右

從右至左

從上至下

從下至上

速度 動畫效果呈現的速度。

預載下一個項目

您必須設定排在此圖片之後的項目（如 HTML 檔案）的預載時間，以確保下
一個 HTML 檔案能在此圖片消失前，預先下載顯示完整的 HTML 網頁。舉
例來說，圖片播放時間為 20 秒，而您想要在第 18 秒時預先載入下個項目，
則必須在欄位設定“2（秒）”。這裡所要輸入的數值視載入下個播放項目
（HTML）的時間而定。

(8) 完成所有設定後，請點選儲存。您的播放清單即會出現一個項目。
(9) 請視需求新增更多項目至播放清單中。您最多可以新增 99 個項目至一個播放清單裡。
(10) 點選編輯按鈕 ，或是刪除按鈕 ，以編輯或刪除該項目。若您想要暫時停用而非刪除某項目，  

 您可點選該項目前方的勾選按鈕來   停用該項目。

(11) 若您想要更改某項目的順序，您可直接拖曳該項目至正確的位置。 
  

顯示預覽                                                                                                                                                              

完成建立播放清單後，您可在播放前先預覽該畫面的呈現。
(1) 點選該播放清單底下的放大鏡圖示。您隨即會看到該播放清單的預覽頁面。
(2) 在該預覽頁面的上方，會有一個播放模擬器。您可檢視遠端 URL、圖片、HTML/Flash 

和跑馬燈的播放。您將無法檢視影片和時鐘區塊的播放。
(3) 在預覽頁面的底部，將會有該播放清單各項目的詳細資訊。

開始播放                                                                                                                                                              

完成播放清單的設定與預覽檢視後，您可點選所選播放清單底下的播放按
鈕。LN-101C 播放器隨即會根據該播放清單的設定，開始播放其多媒體
內容。



2K4K 網頁型多媒體播放主機 ( 機櫃型 ) LN-101C
操作說明書

P. 46  20093001

5、啟用數字鍵盤控制
點選啟用數字鍵盤控制，您即可透過按下連接到 LN-101C 播放器的鍵盤或數字鍵盤裝置，來變更播放清單。
您最多可以編輯 10 組不同的播放清單或內容，使用者可以輕鬆的按下 0~9 的數字鍵，對應到相對應的播放
清單索引號。

啟用數字鍵盤控制：點選  以啟用此功能。
• 點選各數字的  圖示，以進一步設定對應的播放清單或內容。

注意

請於播放或資源庫頁面設定面板、節目或播放清單內容。

• 點選各數字的  圖示，以刪除對應指派。

注意

將會於該數字指派給對應內容或播放清單後出現。

6、播放參數
您可在此為 LN-101 播放器的播放方式設定幾種參數。

瀏覽器捲軸：當您播放 HTML、遠端 URL 或 HTML 區塊時，顯示（自動）或隱藏瀏覽器捲軸。

影片硬體解壓縮： 啟用或停用硬體解壓縮引擎。當您發現播放影片時會產生不相容的  情況，請
點選停用。只有當該 LN-101C 播放器內建影片硬體解壓縮功能時，此設定項目才會出現。

Adobe Flash Player 版本：點選 Adobe Flash player 版本。

自動更新 HTML 檔案 / 遠端 URL：當播放清單包含來自 URL 或多媒體檔案夾的 HTML 項目時，您
可點選啟用來執行自動更新 HTML 檔案 / 遠端 URL 的功能。系統將會自動檢查 URL 或 HTML 檔案，
並於指定時間更新該網頁。若沒有更新的檔案或是該檔案已被移除，系統將會繼續播放原始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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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排程

1、播放排程 1-4
LN-101C 支援強大的本地排程功能。您可直接在個別的 LN-101C 播放器上編輯排程。更可以使用中央排程
功能，由鎧應 CMS 伺服器控制管理 LN-101C 的多媒體播放。

使用介面介紹           

主要功能

視圖選單（時間週期）：您可更改檢視模式，並選擇一個日期或時間區，以有效管理您的排程。

月曆 / 清單模式：您可使用月曆或清單模式來管理排程。

主要排程 / 次要排程：您可於主要排程中新增排程。次要排程是針對需要為面板各個區塊（影片、
圖片、跑馬燈、 HTML/Flash 區塊），編輯不同排程的使用者所設計的。

新增一個排程：您可點選此按鈕以新增一個排程。

排程過濾器：你可透過排程過濾器來顯示特定類型的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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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設定與功能：您可匯出 / 匯入 / 刪除排程。

放大 / 縮小：您可使用此工具來放大或縮小月曆的視圖。

月曆模式

您可選擇以一日、三天、周或月來檢視月曆。

您可檢視在指定日、周或月的排程。此階段包含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今天的日期。
第二部分將顯示目前日期 / 周 / 月，以及在該日期 / 周 / 月之前或之後的一些捷徑 。
第三部分為一個日期選擇器。您可在此選擇任何想要指定的日期。

完成日期或時間區設定後，您可在此看到排程項目。請注意，當您將滑鼠移至排程的上方時，同樣
的排程項目將會被標註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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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模式

您可選擇以一日或間隔來檢視排程。

您可檢視在指定日期或時間區的排程。系統會提供一些捷徑，讓您能快速選擇一個日期或時間區。
您也可透過日期選擇器來選擇您想要指定的日期。

在一日模式裡，第一欄為該指定日期的時間。因此，您可利用此時間軸來檢視排程項目。

在間隔模式裡，第一欄將顯示排程項目的模式。因此，您可根據此播放頻率（一次、每天、每周、
每月、每年、位置），來檢視排程項目在指定時間區裡的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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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排程項目 – 主要排程         

您可於指定時間新增排程項目，以播放不同的多媒體內容與來源（面板 / 節目 /
播放清單 / 影片 / 圖片 / HTML/Flash/ 中央排程）。
(1) 點選主要排程。
(2) 點選新增，並於下拉選單中選擇多媒體類型（面板 / 節目 / 播放清單 / 影片

/ 圖片 / HTML/Flash/ 中央排程）。您即可進入編輯頁面。
(3) 輸入排程名稱。
(4) 點選排程模式並指定日期與時間。LN-101C 支援以下幾種模式：

一次 僅播放該排程項目一次。
• 區間：指定一個開始日期與時間，以及一個結束日期與時間。

每天 每天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小時、分鐘、秒）。

每週 每週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週：點選該週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子。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 （小時、分鐘、秒）。

每月 每月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週：點選該週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子。
• 日：點選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期。若您想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播放內容，請設定

每個月倒數第 :1st 天。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 （小時、分鐘、秒）。

每年 每年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月：點選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月份。
• 週：點選該週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子。
• 日：點選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期。若您想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播放內容，請設定

每個月倒數第 :1st 天。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 （小時、分鐘、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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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LN-101C 播放器能根據位置和時間來播放內容。 
• 時間：您可透過一次、每天、每週或每月來播放該內容。
• 位置：點選設定並設定一個區域，當 LN-101C 播放器移動至這個指定區域內時，

播放器將播放該排程。 您有三種方式以設定一個區域的開始與結束位置。點選一
個國家後，您會看到 Google 地圖出現在下方。

(1) 直接於地圖上拖曳 （開始位置）和 （結束位置）。

(2) 輸入地址並點選  

(3) 輸入經緯度並點選  

(5) 點選您欲套用該排程項目的內容。

面板 點選您欲套用的面板。您必需事先於資源庫或播放頁面建立該面板，否則您將只能看
到預設的面板。

節目 點選您欲套用的節目。 您必需事先於資源庫或播放頁面建立該節目，否則您將不會在
清單中看到任何節目

播放清單 點選您欲套用的播放清單，這時您需已事先於資源庫或播放頁面建立該播放清單。您
也可以點選編輯播放清單，為此排程項目建立一個新的播放清單。

影片 點選您欲套用的影片來源， LN-101C 將會從指定來源播放全螢幕影片。 詳細說明，
請參閱面板的影片區塊（因為設定相似）。

圖片 點選您欲套用的圖片來源， LN-101C 將會從指定來源播放全螢幕圖片。詳細說明，請
參閱面板的圖片區塊（因為設定相似）。

HTML/Flash 點選您欲套用的 HTML/Flash 來源，  LN-101C 將會從指定來源播放全螢幕 HTML/
Flash 頁面。請參閱面板的 HTML/Flash 區塊（因為設定相似）。

中央排程 若選擇套用中央排程至此排程項目，您則不需要於此設定多媒體內容。LN-101C 在這
段時間將會由鎧應 CMS 伺服器控制管理。

(6) 點選儲存以建立一個排程項目。您隨即可看到該排程項目出現在月曆或時間表上。
(7) 請記得點選啟用按鈕（從 停用 至 啟用 ），以啟用該排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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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排程項目 – 次要排程          

次要排程的目的是讓您針對面板各個區塊編輯獨立的排程。因此，除非您使
用面板播放並需要設定各個區塊獨立的排程，不然您將不需要使用次要排程。
(1) 於下拉選單中點選一個區塊（影片 -1、圖片 -1、跑馬燈 -1、 HTML/

Flash-1 等）。點選新增，您即可進入編輯頁。
(2) 輸入排程名稱。
(3) 點選排程模式並指定日期與時間。LN-101C 支援以下幾種模式 :

一次 僅播放該排程項目一次。
• 區間：指定一個開始日期與時間，以及一個結束日期與時間。

每天 每天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小時、分鐘、秒）。

每週 每週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週：點選該週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子。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 （小時、分鐘、秒）。

每月 每月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週：點選該週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子。
• 日：點選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期。若您想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播放內容，請設定

每個月倒數第 :1st 天。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 （小時、分鐘、秒）。

每年 每年播放該排程項目。
• 區間：選擇該項目被播放的日期範圍。
• 月：點選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月份。
• 週：點選該週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子。
• 日：點選您欲播放此項目的日期。若您想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播放內容，請設定

每個月倒數第 :1st 天。
• 時間：指定一個開始和結束時間 （小時、分鐘、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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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SMP 播放器能根據位置和時間來播放內容。 
• 時間：您可透過一次、每天、每週或每月來播放該內容。
• 位置：點選設定並設定一個區域，當 LN-101C 播放器移動至這個指定區域內時，

播放器將播放該排程。 您有三種方式以設定一個區域的開始與結束位置。點選一
個國家後，您會看到 Google 地圖出現在下方。

(1) 直接於地圖上拖曳 （開始位置）和 （結束位置）。

(2) 輸入地址並點選  

(3) 輸入經緯度並點選  

(4) 點選您欲套用此排程項目的內容。

影片 -1, 影片 -2
點選您欲套用的影片來源。  詳細說明，請參閱面板的影片區塊（因為設定
相似）。

圖片 -1, 圖片 -2
點選您欲套用的圖片來源。詳細說明，請參閱面板的圖片區塊（因為設定相
似）。

跑馬燈 -1
跑馬燈 -2 

點選您欲套用的跑馬燈來源。 詳細說明，請參閱面板的跑馬燈區塊（因為
設定相似）。.

HTML/Flash-1,
HTML/Flash-2,
HTML/Flash-3

點選您欲套用的 HTML/Flash 來源。請參閱面板的 HTML/Flash 區塊（因為
設定相似）。

(5) 點選儲存以建立一個排程項目。您隨即可看到該排程項目出現在月曆或時間表上。
(6) 請記得點選啟用按鈕（從 至 ），以啟用該排程項目。

管理現有排程           
 
排 程 過 濾 器
你可透過排程過濾器，於月曆或清單中顯示特定類型的排程。
LN-101C 提供以下過濾功能：
• 所有的排程：顯示所有排程項目。
• 一次：顯示被設定播放一次的排程項目。
• 每天：顯示被設定每天播放的排程項目。
• 每週：顯示被設定每週播放的排程項目。
• 每月：顯示被設定每個月播放的排程項目。
• 每年：顯示被設定每年播放的排程項目。
• 位置：顯示被設定根據位置播放的排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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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覽 排 程
(1) 您可於月曆和清單模式中，看到每一個排程項目的放大鏡圖示 。

(2) 點選預覽圖示，您隨即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裡面有該排程項目的播放詳情。在該預覽頁的上方，將會
有一個播放模擬器。您可檢視圖片、 html/swf 和跑馬燈的播放，但將無法檢視影片與時鐘的播放。在預
覽頁的下方，會有該多媒體內容的詳細資訊。

編 輯 排 程
(1) 於月曆和清單模式中，您皆可看到每一個排程項目的鉛筆圖示 。

(2) 點選編輯圖示，您隨即會進入編輯頁面，並可開始修改該排程。
(3) 完成編輯後，您可點選儲存以儲存設定。

刪除排程
(1) 於月曆和清單模式中，您皆可看到每一個排程項目的垃圾桶圖示 。

(2) 點選刪除圖示，您即可刪除該排程。
(3) 您也可以點選設定按鈕，並選擇刪除所有以一次刪除所有排程選項。

匯出 / 匯入排程           

您可匯出排程並儲存於 PC 中，並在日後匯入至其他 LN-101C
播放器。

匯 出 排 程
點選匯出，您即可將該排程儲存為一個 .dat 檔。

匯入排程
點選匯入，選擇一個 .dat 檔，並點選上傳。

播放情境範例           

LN-101C 支援三種播放方式，您可搭配不同的播放方式一起使用，並於指定時間播放多媒體內容。 以下為在
不同設定下的幾種播放情境範例。

不隨時間改變，一次使用一種播放方式
若您只使用一種播放方式（面板、節目、或播放清單），或習慣手動切換不同的播放方式，您只需於播放頁
面做設定。並不需要在此處編輯任何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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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使用面板播放，但想於不同時間，播放不同多媒體來源或不同組內容。
面板播放方式可讓使用者將螢幕分割為幾個區塊，每一個區塊可各自套用獨立的排程。
(1) 點選一個面板做為預設播放排程。請進入播放 > 播放 1 > 面板部分，點選一個面板並點選其底下的播放

按鈕。在無其他指定播放排程的前提下，LN-101C 隨即會在這段期間，播放此面板以及其多媒體設定。
(2) 主要排程：您不需要在主要排程裡設定。在此情況下，LN-101C 將持續播放您於播放頁面所選的面板。
(3) 次要排程（針對區塊）：點選一個面板裡的區塊（如影片 -1），您即會進入該區塊的月曆和設定頁面。

點選新增以替該區塊新增排程。視情況而重複同樣步驟，以新增您面板裡所有區塊的排程。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使用播放清單播放方式來呈現全螢幕資訊，但於特定促銷期間（如聖誕節），另插入一
個節目做推廣。

節目播放方式讓使用者可將螢幕分割成幾個區塊，但所有區塊視為一組套件使用。另外，當您使用播放清單
播放方式時，LN-101C 會將每一個項目以全螢幕畫面呈現。無論哪一種方式，在節目裡的所有區塊，以及播
放清單裡的所有項目，將視為一組套件並套用相同的排程。因此，在此情況下，您可忽略次要排程，僅需設
定主要排程。
(1) 點選一個播放清單做為預設播放排程。 請進入播放 > 播放 1 > 播放清單部分， 點選一個播放清單並點選

其底下的播放按鈕。在無其他指定播放排程的前提下，LN-101C 隨即會在這段期間播放此播放清單。
(2) 主要排程：點選新增並從下拉選單中點選一個節目。您即可設定一個時間區（如 2013/12/1 至

2013/12/25），並點選一個您預先建立好的節目（如聖誕節促銷）。
(3) 次要排程（針對區塊）：您不需要設定次要排程。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使用播放清單播放方式來呈現全螢幕資訊， 但有時會切換至面板播放方式。
您可自由搭配不同的播放方式，並選擇在對的時間下播放對的選項。
(1) 點選一個播放清單做為預設播放排程。請進入播放 > 播放 1 > 播放清單部分， 點選一個播放清單並點選

其底下的播放按鈕。 在無其他指定播放排程的前提下，LN-101C 隨即會在這段期間播放此播放清單。
(2) 主要排程：點選新增並從下拉選單中點選一個面板。您即可設定一個時間區（如 2013/10/1 至

2013/10/15），並點選一個您欲於此時間播放的面板。
(3) 次要排程（針對區塊）：您現在可替該面板裡每一個區塊新增獨立的排程。點選一個面板裡的區塊（如

影片 -1），您即會進入該區塊的月曆和設定頁面。點選新增以替該區塊新增排程。視情況而重複同樣步
驟，以新增您面板裡所有區塊的排程。這些設定僅會在當此時段主要排程中有面板排程的情況下生效。

若您沒有在次要排程中替每一個區塊新增排程， LN-101C 將會自動替每一個區塊，套用您在播放頁面設定好
的預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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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程 – 開啟 / 關閉顯示器
您可選擇遠端開啟或關閉連接 SMP 的顯示器（透過切斷影像訊號）。您也可排定時程自動關閉螢幕，以節
省能源。

注意

大部分的螢幕，在影像訊號來源被 LN-101C 播放器切斷時，會進入睡眠模式。但基於原廠設定不同，有些
螢幕可能會在沒有影像訊號時，呈現藍色畫面。因此，遠端開關顯示器的功能運作是否正常，應視每個螢
幕設定而定，而非 SMP 播放器。

立即開啟 / 關閉顯示器

• 點選  按鈕，隨即螢幕就會被開啟。

• 點選  按鈕，隨即螢幕就會被關閉。

在指定時間自動關閉顯示器
(1) 點選新增一個排程，您即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
(2) 輸入排程名稱，並設定您希望關閉螢幕的時間，隨後點選儲存。
(3) 欲新增更多排程，請重複上述步驟。

3、排程 – 音量
您可立即調整系統音量，或於指定日期及時間變更系統音量。舉例來說，透過此設定，系統能在夜間自動降
低播放音量。

注意

您不能於此頁調整 HDMI 聲音的音量，HDMI 聲音的音量僅能於您的螢幕上調整。

立即調整系統音量

點選減號按鈕， 以立即降低音量，或點選加號按鈕，  以立即增加音量。數字愈大，代表音量愈

大。

於指定時間調整系統音量
(1) 點選新增一個排程，於彈出視窗中新增一個排程項目。
(2) 指定該排程名稱、每周日期以及開始與結束時間。
(3) 設定音量。數字愈大，代表音量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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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希望透過 CMS 伺服器來控制 SMP 的音量，請點選中央排程（從 CMS 伺服器）。
(5) 完成設定後請點選儲存，您即會有一個排程項目。
(6) 若需要增加更多排程，請重複上述步驟。
(7) 您也可以點選編輯按鈕 ，或刪除按鈕 ，以編輯或刪除該排程項目。請記得點選該排程項目

前的啟用欄，以啟用該排程。

4、排程 – 系統重啟
您最多可指定三個特定日期及一天的某時段， LN-101C 於該時段將自動重啟系統。
(1) 選擇一個重開機模式。這裡有兩種重開機類型。

快速重開機 僅重啟 GUI 系統。會比較快速。

完整重開機 重新啟動機器。此選項特別針對想要於長期運作後，清除記憶體洩漏和重設
作業系統的使用者。

(2) 點選一周內的指定日期並選擇一個時間。隨即勾選啟用欄以啟用該設定。
(3) 點選儲存以完成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