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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功能特点

《LED演播厅》是专为 LED显示屏设计的一套节目制作、播
放软件，支持多种文件格式：文本文件，WORD文件，所有图片
文件（BMP／JPG／GIF．．．），所有的动画文件（MPG ／MPEG／
MPV／MPA／AVI／VCD／SWF／RM／RA／ASF．．．）。

2.2 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

中英文 WindowsXP/VISTA

 硬件配置

CPU: 奔腾 1.6GMHz 以上

内存:512M 以上

显卡:标准 VGA 256 显示模式以上

 相关软件

微软公司的媒体播放器(MediaPlayer)--必须安装

OFFICE2000--如需 WORD 文件必须安装

RealPlayer--如需播 RealPlayer 文件必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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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与卸载

2.1 安装

《LED演播厅》软件安装有两个安装文件和一个补丁文件夹，分别
是

Ledroomsetup.msi
Setup.exe
Dotnetfx 文件夹

其中文件夹里又有 4个执行文件分别是：
Dotnetfx.exe
Instmsia.exe
Langpack.exe
Windowsinstaller-KB893803-v2-x86.exe

在刚安装操作系统（WINDOW XP）电脑里安装 LED演播厅软件，
你只要运行 SETUP.EXE 文件进行安装，即可按软件提示操作。
WINDOW/XP安装步骤：
1．双击 SETUP.EXE文件，软件将先安装 Dotnetfx文件夹里的补
丁，你要按着提示安装，如图 2-1直到弹出如下安装对话框（如
图 2-2），才开始安装播放软件。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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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点击下一步，将弹出如图 2-3的对话框，在第这个对话里，
你可以更改你的安装目录及安装的范围。

3．再点击下一步，一直点到安装完成，如图 2-4，再点击关闭结
束安装。

《LED演播厅》软件安装成功后，在【开始】/【程序】里将出现
“LED演播厅”程序组，然后进入该程序组下的“LED演播厅”,
单击即可运行，如图 2-3 所示，同时，桌面上也出现“LED演播厅”

快捷方式：右图所示， 双击它同样可以启动程序。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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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VISTA安装步骤：
4．双击 LedroomSetup.msi文件，播放软件就开始安装，将弹出如
下安装对话框（如图 2-2）。

5．再点击下一步，将弹出如图 2-3的对话框，在第这个对话里，
你可以更改你的安装目录及安装的范围。

6．再点击下一步，一直点到安装完成，如图 2-4，再点击关闭结
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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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2 卸载

《LED演播厅》软件提供了自动卸载功能，您可以方便地删除
《LED演播厅》的所有文件、程序组和快捷方式，用户可以在开始
菜单的“LED演播厅”组中选择“卸载 LED演播厅”，当然也可在
【控制面板】中选择【添加/删除程序】快速卸载。卸载界面如图

2-5，此时选择自动选项即可卸载所有文件、程序组和快捷方式。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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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节目制作

3.1 节目组成

节目(节目文件)由一个或多个节目页组成。节目页有两种：正
常节目页和全局节目页，正常节目页是节目主要构件，可以有多个，

各节目页之间按顺序播放；全局节目页只有一个，在整个节目播放

过程中一直播放，主要用于时钟，公司标志等固定内容的播放。

节目页由一个或多个节目窗组成。节目窗是用来显示用户所要

播放的文本、图片、动画、多媒体片断等内容。节目窗有八种：图

片窗、文本窗、单行文本窗、静止文本窗、视频文件窗、视频输入

窗、日期时间窗、DVD 窗。

图片窗：用于播放各种图片文件（BMP/JPG/GIF）。

文本窗: 用于播放文本文件或输入简短文字，例如通知等文

字。

单行文本窗：用于播放单行文本，例如通知、广告等文字。

静止文本窗：用于播放静止文本，例如公司名称、标题等文字。

视 频 文 件 窗 ： 用 于 播 放 各 种 视 频 文 件

（MPG/DAT/AVI/WMV/MPEG/MP2/SWF/MLV/MPL/MPA 等）。

视频输入窗： 用于播放来自电视卡、视频采集卡等的视频信

号。

日期时间窗：用于显示日期及时间。

DVD 窗：用于播放 DVD/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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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界面窗口介绍

《LED演播厅》软件的运行界面如图 3-1所示：共有两个窗口
组成：播放窗和控制窗。

3.2.1 播放窗

播放窗（即为 LED 屏上所播放的内容）是用来显示用户所要播

放的文本、图片、动画、多媒体等内容。此处播放的内容和 LED 屏

幕上所播放的内容是同步的。本软件支持多个播放窗，理论上可打

开任意个播放窗，即一台电脑可同时控制任意个显示屏，但实际上

能放几个还决定于你的电脑的速度。每个播放窗中可以进行独立打

开节目文件、独立播放、独立编辑等而不影响其它播放窗。

3.2.2 控制窗

控制窗是用来控制播放区的位置、大小及所要播放的内容及花

样,控制窗可以展开为编辑窗, 控制窗包含菜单条和工具条以及编

辑控件，带编辑的控制窗如下图:



LED演播厅

8

菜单条：包含文件、控制、工具、设置、调试、帮助六个子菜

单。

工具条：是菜单功能的快速操作。

编辑控件：分为左右两部分，左半为节目文件选项，显示节目

及子窗口信息，右半为控制选项，控制节目播放特技、时间及速度

等。

3.3 功能介绍

3.3.1 菜单

包含文件、控制、工具、设置、调试、帮助六个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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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文件菜单：如图 3-3 包含新建、打开全局方案文件、保存全局方案

文件、在当前屏幕加载单屏节目、保存当前屏幕单屏节目、打开演

示文件、打开最近使用文件、注销 LED 演播厅、退出。

新建：用于新建一个 LED 演播厅全局文件。

打开全局方案文件：用于打开以前编好的 LED 演播厅文件

（*.stduio）。

保存全局方案文件：用于保存当前的 LED 演播厅文件。

在当前屏幕加载单屏节目：用于打开单屏节目文件（*.led）

保存当前屏幕单屏节目：用于把当前的 LED 演播厅节目文件保

存为新的 LED 演播厅单屏节目文件（*.LED）。

*打开演示文件：用于打开用于演示功能的 LED 演播厅文件，进

行功能演示。

打开最近使用文件：用于打开最近使用过的 LED 演播厅节目文

件。

退出：用于退出 LED 演播厅。

控制菜单:如图 3-4 包含播放、上一节目页、下一节目页、暂

停、停止、通知管理、播放 PowerPoint 文件、停止播放 PowerPoint

文件、播放 VCD/DVD、备份当前节目。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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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播放：用于播放当前的 LED 演播厅节目文件。

上一节目：用于播放时移动到上一节目播放。

下一节目：用于播放时移动到下一节目播放。

暂停：用于暂停播放当前的正在播放的 LED 演播厅节目文件。

停止: 用于停止播放当前的正在播放的 LED 演播厅节目文件。

通知管理: 用于插入临时通知播放。

播放 PowerPoint 文件: 用于播放 PowerPoint 文件。

停止播放 PowerPoint 文件: 用于停止正在播放的 PowerPoint

文件。

播放 VCD/DVD: 用于播放 VCD/DVD 文件。

*备份当前节目：用于备份当前节目；

工具菜单: 如图 3-5 包含 Word、Excel、绘图、计事本、计算

器等，单击他们可以打开操作系统中自带的或安装的各程序来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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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节目。

图 3-5

设置菜单: 如图 3-6 包含调整大屏亮度/对比度/颜色、锁定/

解锁大屏内容、黑屏、后台播放、设置大屏区域、关闭大屏区域、

定时指令表、定时隐藏设置、显示/隐藏播放窗、软件设置、用户

管理等。

图 3-6

调整大屏亮度/颜色：用于调整 LED 显示屏的亮度、色温，单

击后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可以对每块屏单独调节, 用鼠标拖动

亮度、色温按钮即可调节 LED 显示屏亮度和颜色，亮度有两种调节

方式，分别是数字调节和 OE 信号调节，单击“保存到显示屏”按

钮进行保存，则是保存数字调节，你也可以单击“恢复默认值”按

钮来恢复默认值。色温有自定义、9300K、6500K、5000K (如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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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锁定/解锁大屏：用于把显示器上的内容锁定到 LED 显示屏上，

不再更新，解锁则实时播放。

黑屏：用于将 LED 显示屏的播放内容变为黑色。

*后台播放：用于将 LED 屏的桌面

设置大屏区域：用于设定 LED 显示屏在显示器的区域，如图 3-8,

可以对多块屏单独设置。“总是显示显示区域”选择后红色框将始

终显示在显示器上，反之则腿出大屏区域设置时，红框不再显示。

点击“保存到显示屏”按纽,红色方框内的显示内容就是 LED 显示

屏显示内容。红色方框在没有系统连接的之前默认的宽和高分别是

(200,150)，系统连接后按 LED 屏实际的宽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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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开关大屏电源：用于远程控制 LED 显示屏电源的开启或关闭。

定时指令表：用于一些大屏的定时设置，比如定时开机关机等，

详细介绍请看第八章定时播放。

*定时隐藏设置：定时隐藏开启播放。

隐藏播放窗：用于显示或隐藏播放窗口。

软件设置：用于设置软件选项（具体看软件设置章节）。

用户管理：设置使用该软件的权限。

调试菜单:如图 3-9 包含查询系统状态、LED 显示屏测试、查

看位置。

图 3-9

查询系统状态：可检查系统硬件工作状态信息。比如显示模式、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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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版本信息、系统的连接状态、错误报告代码等。如图 3-10

图 3-10

LED 显示屏测试：检测 LED 显示屏的性能，比如测试 LED 显示屏

颜色、灰度、GAMMA、扫描、图片及视频效果等测试，祥见显示屏

测试章节。

查看位置：查看 LED 显示屏在显示器上的位置。

帮助菜单：如图 3-11 包含帮助内容、索引、搜索、关于 LED

演播厅。

图 3-11

内容：提供在线帮助。

更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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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显示软件版本号及版权。

3.3.2 工具条

工具条是菜单功能的快速操作,如图 3-12，从左到右依次为新

建、打开全局方案文件、保存全局方案文件、保存当前屏幕文件、

打开/关闭播放窗口、允许/禁止编辑、播放、从当前节目开始播放、

暂停、停止、播放上一个节目、播放上一个节目、后台播放、锁定

/解锁大屏内容、关闭大屏。

图 3-12

3.3.3 编辑控件

编辑控件是此软件的核心部分，具体见节目制作流程。

3.4 节目制作流程

3.4.1 第一步:设定播放窗位置和大小

设置方法：点击设置菜单的软件设置子菜单，可启动软件设置

对话框，如图 3-13。在软件设置播放窗中可选择锁定到 LED大屏，
也可选择多屏组合/同步，任意位置。

我们这里选择任意位置，屏数设置 1，单击“更新屏数”按钮
（如图 3-13）。启点（X，Y）分别设为（0，0），宽度、高度根据
你屏的大小来设置，比如你的屏宽、高是 352x235点则设置为（352，
235）。如果有 N个屏的话，就将屏数更改为“N”，再点击更新屏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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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3.4.2 第二步:新建节目页

节目页是节目的基本单元。在编辑框的左边节目框里点击图标

，将弹出活动菜单，如图 3-14，新建节目页菜单有两个子菜

单，分别是正常节目页和全局节目页，正常节目页按顺序播放，全

局节目页就是没有时间限制一直在播放，节目文件中可以包含任意

多节目页，删除节目页可用删除节目按钮 ，移动节目页顺序可

使用移动按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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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3.4.3 第三步:设定节目页选项

当新建节目页项或已选中节目页项，即可对节目页选项正行设

置，见下图 3-15所示，节目页选项有节目页名称、节目页播放时
间、背景颜色、背景图片、图片方式以及背景音乐。

3.4.4 第四步:新建节目窗

节目页只是一个框架，它可包含多个节目窗，，各个节目窗中

可同时播放不同的文字、图片、表格、动画、视频等。有八种节目

窗可选择。用鼠标左键单击节目图标 ，将弹出活动菜单，如

图画 3-16所示，下面分别对八种窗口进行说明。
图片窗：用于播放各种图片，如（BMP/JPG/GIF/PCX/WMF/

ICO）、
文本窗：用于播放文字文件，如（DOC/TXT/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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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图 3-16

单行文本窗、静止文本窗：文字可在文本窗中播出，此窗口只为简

单文字如公司名称、欢迎字幕、通知等提供一种快速输入手段。

视频文件窗： 用于播放各种视频文件（AVI/MPG/MPEG/
WMV/ASF）、VCD文件（DAT）、Flash文件（SWF）、RealPlay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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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RM)，VOB文件等。
视频输入窗：该窗口用于显示外界的视频信号如电视、

VCD/DVD、录像机等。该窗口必须要视频输入卡如各种电视卡、
各种视频采集卡等。

日期时间窗：用于日期及时间显示。

VCD/DVD 窗： 用于播放 DVD/VCD 。

3.4.5 第五步:设定节目窗口选项

所有的节目窗都有共同的选项如图 3-17所示，窗口名称、边
框线、边框线颜色、位置、宽度、锁定、定时，对文字增加有透明

选项。对节目窗有不同的选项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图 3-17
图片窗：见图 3-18分两部分，上部分为播放文件列表，下半

部分文件选项，播放文件列表上面有文件工具条，可用于添加文件、

删除、移动文件。下半部分的文件选项，有背景颜色及覆盖方式。

播放特技及特技速度，清场特技及速度，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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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文本窗：见图 3-19分两部分，下部分为文字的播放文件列表，

上部分增加文本文件和文本文件编辑按钮，点击编辑按钮可选择背

景颜色、背景图片、背景图片显示方式、多种特技可供选择、速度、

停留时间等等。

图 3-19

单击文本窗工具条上的增加文本按钮 ，将弹出文本编辑器

对话框，你可以在这里面输人文字，进行文字编辑。也可以直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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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用WORD编辑好的文件（如 TXT/RTF/DOC等），或者你也可以

点击编辑按钮 对已存在的文本文件正行编辑。

图 3-20

单行文本窗：见图 3-21单行文本编辑窗分两部分，上部分为要显
示的单行文本的内容，下半部分单行文本文件选项，可选择背景颜

色、字体大小及颜色、特技动作及播放速度，停留时间。

静止文本窗：见图 3-22单行文本编辑窗分两部分，上部分为要显
示的静止文本的内容，下半部分静止文本文件状态选项，可选择背

景颜色、字体大小及颜色、字体的位置上下对齐，左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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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图 3-22

视频文件窗：见图 3-23，包含所有媒体文件（AVI/MPG2/MPEG/ASF
/WMV）、FLASH动画文件(SWF)、VOB文件 、RM Realplayer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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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视频输入窗：见图 3-24所有的选项均与视频输入设备有关，
请参考你的视频输入设备使用手册。

图 3-24

日期时间窗：见图 3-25可设置背景颜色、背景显示模式、背
景图片、显示风格、填充风格、固定文字、时分秒的颜色、字体、

日、农历、星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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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DVD窗: 只指定你要播放的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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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第六步:节目制作完

经过上面五个步骤，已经完成一个节目页制作，如需多个节目

页，请重复第二到第五步即可。制作完节目页，请保存节目文件，

点击保存全局节目文件按钮 或选择菜单文件/保存全局节目文

件。

3.4.7 第七步:播放节目

要播放当前节目文件，点击播放按钮 开始播放， 暂停，

停止或从控制菜单选择。要播放不同的节目文件，点击打开全局方

案按钮 ，打开全局节目文件后，即可点播放 开始播放， 暂

停， 停止或从控制菜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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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图片显示

4.1 新建图片节目窗

在节目页的窗口点击鼠标右键，在如图 4-1菜单中选择“图片
窗”来创建一个新的图片窗（如图 4-2）。

图 4-1

4.2 设置图片节目窗

如图 4-2所示上半部分就是用来设置节目属性的。
名称：是该节目的名称。

边框：可以设置边框的宽度和颜色。

起点 X：相对于大屏 X的起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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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 Y：相对于大屏 Y的起点位置。
宽度：设置该图片节目窗宽度。

高度：设置该图片节目窗高度。

锁定：锁定该图片节目窗不能移动。

图 4-2

4.3 打开播放文件

单击图 4-2中的中间部分的“增加文件” 按钮，打开文件

对话框（如图 4-3），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图片文件类型。在上面的文
件列表中选择你要打开的图片文件。单击打开按钮打开该文件。这

时主窗口右下部会变成（如图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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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图 4-4

4.4 设置播放图片属性

刚才打开的文件已经加入到列表中，这时下面会列出该文件的

选项见图（图 4-4），可选择背景颜色、图片的显示特性、多种特技
可供选择、四种效果可供选择、速度、停留时间、清场特技、清场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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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字显示

播放文本节目有以下的播放方法：在文本窗中播放、在单行文

本窗中播放、在静止文本窗中播放、在节目播放时插入通知播放*。

5.1 在文本窗中播放

该窗口是播放文字的主要窗口，你可以打开文件的形式播放，

也可以在窗口上直接输入文字，编辑后再将它播放，

5.1.1 新建文本节目窗

在节目页的窗口点击鼠标右键，在如图 5-1菜单中选择“文本
窗”来创建一个新的文本窗（如图 5-2）。
5.1.2 设置文本窗信息

如图 4-2所示上半部分就是用来设置节目属性的。
名称：是该文本节目的名称。

边框：可以设置边框的宽度和颜色。

起点 X：相对于大屏 X的起点位置。
起点 Y：相对于大屏 Y的起点位置。
宽度：设置该文本窗的宽度。

高度：设置该文本窗的高度。

锁定：锁定该文本窗不能移动。

透明：设置该文本的显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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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5-2

5.1.3 编辑文本

如图 5-2中的中间部分是用来编辑文本。单击图中的“增加文

字”按钮 ,会出现如下图 5-3 “文字编辑器”对话框，在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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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框中你可以直接输入文本也可以拷贝文本进入，当然也可以

直接打开文本文件（TXT/DOC/RTF）。对文字可进行任意排版操作，
如图 5-2中的下面部分可设置背景、字体、特技、速度、停留时间
等选项。

图 5-3
编辑好文本之后关闭“文字编辑器”对话框，这时就会在图 5-2

中的文字列表中列出刚才编辑的文本文字（如图 5-4）。

图 5-4

如果你要修改文本，只要点击按钮 ，则会打开图 5-3的编

辑框让你修改。删除文本可用删除节目按钮 ，移动文本顺序可

使用移动按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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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单行文本窗中播放

此窗口只为欢迎字幕、通知等提供单行游动字幕，该文字支持

透明显示，可叠加任意窗口上，包括视频窗和图片窗中的文件播放。

5.2.1 新建单行文本窗

在节目页的窗口点击鼠标右键，在如图 5-5菜单中选择“单行
文本窗”来创建一个新的单行文本窗（如图 5-6）。

图 5-5



LED演播厅

33

图 5-6

5.2.2 设置单行文本窗

如图 5-6所示上部分是用来设置节目属性的。下部分用来设置背景、
字体、特技、速度、停留时间等选项。中间部分是用来编辑单行文

字，你可以直接在编辑框中输入文字也可以拷贝文字到编辑框来，

或者你从外部的文件直接调入。

5.3 在静止文本窗中播放

此窗口设置静止文本播放。

5.3.1 新建静止文本窗

在节目页的窗口点击鼠标右键，在如图 5-7菜单中选择“静止
文本窗”来创建一个新的静止文本窗（如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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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5.3.2 设置静止文本窗

如图 5-8所示上半部分是用来设置节目属性的。在文字编辑框
中输入要显示的文本，在下面的属性中设置好它的对齐、背景、字

体等属性。

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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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播放中插播通知文字

5.4.1： 在主菜单控制的下面有个通知管理的子菜单，用鼠标点击

此菜单，将弹出图 5-9的对话框。

图 5-9
5.4.2：如图 5-9 的上部分表示文字要在哪里显示的属性设置。下边
的部分是文字的显示属性的设置，你可以设置背景，播放速度，停

留时间，特技方式，效果等。中间是输入的文字，注意这里的行的

大小是按 led屏的宽度来衡量行的。所以在输入文字是切换行要注
意。

屏号： 文字要显示在那个 LED屏上面。
循环次数： 文字要在 LED 屏上显示多少次数。
左边缘： 文字要在屏体左边的第几个像素显示

右边缘： 文字要在屏体右边的第几个像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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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缘： 文字要在屏体下边的第几个像素显示

透明 ： 文字可以显示在其他的播放画面之上（文字可叠加）

5.4.3： 在图 5-9的中间区域输入几行你要通知的文字，然后点击
播放按钮，文字就在制定的屏体的位置上播放，如需停止，则按停

止播放按钮。这里的行是的大小是 LED 屏的宽度有关，如图 5-10
所示，是三行文字。

第六章 视频文件播放

6.1 新建视频文件节目窗

在节目页的窗口点击鼠标右键，在如图 6-1菜单中选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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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窗”来创建一个新的视频文件窗节目如图 6-2。

图 6-1

6.2 设置视频文件节目窗

如图 6-2所示上半部分就是用来设置节目属性的。
名称：是该视频文件节目的名称。

边框：可以设置边框的宽度和颜色。

起点 X：相对于大屏 X的起点位置。
起点 Y：相对于大屏 Y的起点位置。
宽度：设置该视频文件节目宽度。

高度：设置该视频文件节目高度。

锁定：锁定该视频文件节目窗不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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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6.3 打开播放文件

单击图 6-2中下半部分的“增加文件” 按钮打开文件对话框

（如图 6-3）。演播厅能播放的所有视频文件（AVI/ppCAST /ASF
/XLAPP/WMV ）、 FLASH 动 画 文 件 (SWF) 、 电 影 文 件
(MPEG/MPG/MLV/MP2/MPA)等。选择上面类型的任一文件单击打
开按钮打开该文件。这时主窗口右下部会改成如图 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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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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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视频输入显示

外部视频窗主要用于电视卡（或者是视频采集卡）的电视信号

输入及外部 VCD/DVD信号输入，注意：必须要电视卡（视频采集
卡）的存在才可进行各项设置，否则将会提示没有设备。

7.1 新建节目窗

在节目页的窗口点击鼠标右键，在如图 7-1菜单中选择“视频
输入窗”来创建一个新的视频输入窗节目如图 7-2。

图 7-1

14.2 设置视频输入节目窗

视频设备:可选择不同的视频卡（注：必须要安装多块卡才能
有多个选项）。

音频设备：用于选择视频声音（注：有的电视卡通过声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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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播放）。

视频源：用于选择视频信号源（注：绝大部分电视卡由 3个视
频输入源—有线电视、YUV、S-Video）。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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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定时播放

8.1 打开定时指令表

单击菜单上的“设置”选择“定时指令表”如图 8-1，可启动
定时指令表对话框，如图 8-2。

图 8-1

8.2 增加定时指令

如图 8-2，点击增加按纽，软件会弹出定时指令表设置对话框，如
图 8-3 你可以选择单个屏或多个屏，也可以选择单个发送卡进行定
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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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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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8.2.3 第二步：设置指令列表内容

指令内容：选择执行指令，默认的是开启大屏电源选项。

节目文件：只有指令内容是播放节目文件、执行外部程序、播

放 PowerPoint 文件时该选项才有效，单击“选择”按钮可以用来

选择文件。

执行时间：设置开启指令的时间。

有效日期：设置哪一天指令有效。

有效星期：设置星期几指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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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第三步：退出“定时指令”对话框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增加定时指令任务。如图 8-5已有一条
开启大屏电源指令增加到列表中，如果要增加多条指令可重复执行

上面三步。

图 8-5

8.3 编辑定时指令

在列表中选择要编辑的指令，单击“编辑”按钮打开“定时指

令” 对话框来对该指令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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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删除定时指令

在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指令，单击“删除”按钮，如果要删除

所有的指令则单击“删除所有”按钮。

8.5 启动定时指令

单击“启动定时指令表”使之处于选中状态则启动定时指令表，

反之则取消定时指令， 如图 8-6

图 8-6

8.6 退出

单击“退出”按钮完成定时播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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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软件设置

9.1 打开软件设置

单击主菜单栏上的“设置”菜单，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软件设

置”单击，会出现输入管理员密码对话框，在输入框中输入密码单

击确定如图 9-1 打开软件设置对话框。

图 9-1

9.2 播放窗

播放窗有三种模式选择锁定到 LED大屏、多屏组合/同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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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设置

*锁定到 LED大屏
把播放窗锁定到显示屏区域。

*多屏组合/同步

任意设置

用户可任意设置屏数和调整各显示屏的位置大小，屏数改变时

单击“更新屏数”更新屏数。

允许鼠标改变大小和位置

鼠标可以改变播放窗位置大小;

9.3 自动设置

图 9-2
如图所 9-2示，软件具有启动Window时启动；启动时自动加

载文件；自动启动时自动播放文件；手动启动时自动播放文件；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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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鼠标自动隐藏/开启；自动升级新版软件功能。

9.5 其它设置

图 9-3
如图所 9-3示
软件故障时自动重启本软件：本软件出现故障退出后会自动重

新启动。

每天重启动本软件：在设置的时间中重新启动本软件。

定时备份：定时备份节目。

记录播放时间：把播放文件的时间记录下来保存在安装目录下

的 Play.txt文件里。
不允许错误提示：播放文件出错时不弹出错误对话框。

退出时确认：选择时每次退出本软件是会出现提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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