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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系统概览

1.1 系统简介

欣威视通 GTV数字标牌发布管理系统（简称 GTV）采用“B/S”架构，拥有完美的跨平台解决方案，

其基于网络平台，采用分布式区域管理技术，可以有效整合各种多媒体资源，实现远程制作、发布和

管理节目。服务器可部署在Windows、Linux平台，兼容嵌入式终端、X86终端、安卓终端，可集成

管理广告机、LED全彩屏、LCD拼接墙、普通液晶电视等显示终端。

1.2 功能特点

 支持图片、视频、音乐、动态文本、幻灯片、互动应用、动态表格、网页、静态文本、APK应用

程序、office文件等多种媒体样式

 支持互动管理、公交巴士等

 支持显示台标 LOGO、日期/时间/星期、天气预报和即时字幕

 支持背景图片和背景颜色

 动态表格实时更新终端内容，而无需重新发布节目

 支持视频点播，支持点击跳转至指定内容，支持交互式节目制作与发布

 自定义屏幕模板，多样灵活的界面布局，分屏全屏自由随心

 支持拖拽式的节目编排，所见即所得的编辑效果

 数码海报、单曲同步、背景音乐多种幻灯片模式，可代替传统灯箱、海报

 简明的节目发布界面，轻松实现对播放时间、顺序、频率、内容、地点等多方位的控制，发布节

目井然有序

 智能化的日程安排，支持循环、定时、插播多种播放模式

 支持节目定时发布和预约发布，历史节目再次发布，过期节目自动清除，有效减少人力成本

 远程更新与管理播放内容，支持 U盘导入或直接播放

 节目预览，多级审核，层层把关保障信息传达准确无误

 终端分组管理，多用户灵活授权

 组织机构可实现对用户、终端、素材、播放列表等的分层级管理

 广告商信息、素材、价格策略集中管理，节目播出日志统计汇总，客户管理更清晰

 支持断点续传、定时下载、带宽设置，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超强多时段定时开关机功能，无人值守

 终端远程管理，设置音量、切换显示设备、重启、休眠等一键控制

 终端远程监控，状态实时查看，提供丰富的业务报表和管理报表

 强大的系统健康监控，支持故障预警，错误信息及时提示

 终端系统远程升级、智能域名解析、安全备份，方便快捷运维

 支持广域网、局域网、VPN/WiFi/3G网络发布，跨区域、跨省市，多网络轻松组网

 支持企业个性化定制与业务扩展



发布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V4.6 7

1.3 应用场景

数字标牌分布较广时，建议使用欣威视通 GTV软件编制节目，并通过广域网、局域网、VPN、
或 3G等各种网络发布至终端。GTV系统丰富的远程管理功能，尤其适合大规模、超大规模组网，广

泛应用于传媒、金融、通信、交通、酒店、政企、餐饮等众多领域，并支持个性化定制，可根据客户

需求进行业务扩展。

1.4 基本术语

服务器： GTV运行的电脑平台，其作用是管理整个数字标牌系统。

终端：播放设备，受控于服务器，直接面向受众，主要用于接收并播放节目。

节目：用于终端播放的多媒体文件，包括播放列表和滚动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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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系统登录

2.1 运行环境

运行 GTV系统的电脑平台应至少达到以下配置：

 内存：2G

 硬盘：500G

2.2 登入系统

GTV系统采用 B/S架构，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凭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在任何联网电脑上进行操作。

1.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http://192.168.0.33:8088/cdms/，按回车开启 GTV系统登录界面。

192.168.0.82是默认的服务器 IP地址，实际应用时，请以实际的服务器 IP地址、端口号替代。

2. 选择 GTV界面语言：中文、繁体中文、English、日文（选其一）。

3. 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默认的用户名是 sa，密码是 123456。

4. 点击【登录】即登入系统。点击【重置】则可重新输入用户信息。

在登录状态下，点击【注销】即退出系统。

http://192.168.0.34:6666/c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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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快速开始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GTV系统的基本操作步骤。后面的章节将详细介绍各模块功能与操作。

1 建立组织机构

1. 点击【系统设置>组织机构】进入“组织机构”界面。

2. 在树形结构图中，右键点击机构节点。

3. 右键菜单中点击【新建】创建新机构。

如终端较少，无需细分机构，则略过此步。详见：11.1组织机构。

2 建立终端系统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进入“终端管理”界面。

2. 点击【新建】将终端信息录入 GTV系统。【注：如终端已正确配置服务器信息，可自动连接服务器】

详见：9.1终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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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节目素材

1. 点击【素材管理】进入“素材管理”界面。

2. 在 “媒体库”中，点击“图片管理”。

3. 在素材列表区，点击【上传】上传制作节目所需的图片。

4. 同样方法，上传视频、音乐等素材。

详见：第 6章素材管理。

4 设计屏幕模板

1. 点击【节目管理>屏幕模板】进入“屏幕模板”界面。

2. 在左侧的“模板类型”栏，选择“系统模板”或“用户模板”。

3. 点击【新建】并选择终端类型。

4. 输入模板信息并设计屏幕模板。

详见：7.1屏幕模板。

5 制作播放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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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播放列表或滚动字幕。

 制作播放列表

1. 点击【节目管理>播放列表】进入“播放列表”界面。

2. 点击【新建】。

3. 选择第 4步制作的模板。

4. 在模板上添加节目素材，并设置播放参数。

5. 点击【保存】。

 制作滚动字幕

1. 点击【节目管理>滚动字幕】进入“滚动字幕”界面。

2. 点击【新建】。

3. 编辑滚动字幕内容、格式等。【注：亦可直接拖入动态文本】

4.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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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7.2播放列表和 7.3滚动字幕。

6 发布节目

1. 在步骤 5中，完成节目制作后，点击【发布】，进入发布界面。

2. 选择节目类型。

3. 点击【添加】添加要发布的播放列表或滚动字幕。

4. 设置发布属性：播放模式、播放日程等。

5. 选择要发布的终端或组织机构。

6. 点击【确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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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7.4发布管理。

7 审核节目

审核节目有两种途径。

 点击【节目管理>发布审核】进入“发布审核”界面。在“审核”一栏点击【审核】。

 在系统界面右上角点击【消息】，在其中的“日程审核”页点击【审核】。

如未设置节目发布审核权限配置，请略过此步。详见：7.5发布审核。

8 日常维护

 用户管理

1. 点击【系统设置>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界面，点击【新建】新建用户角色并分配权限。

2.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点击【新建】新建用户，并设置角色、机构等。

3. 在用户列表中，右键点击用户所在行。在弹出菜单中，点击“添加终端”添加该用户可控终端；点击

其它选项编辑或设置密码。

详见：11.2用户管理和 11.3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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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管理

 录入终端信息：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进入“终端管理”界面，点击【新建】。

 查看终端状态：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状态】进入“终端状态”界面。

 远程管理终端：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状态】进入“终端管理”界面，点击【更多】。

详见：9.1终端管理和 9.2终端状态。

 客户管理

对于广告商用户，可单独设立账户和密码。广告商用户登入 GTV系统后自动进入“广告运营平台”，可

查看个人信息、相关素材及广告播放统计信息。

 广告商账户：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点击【新建】创建广告商账户；

再点击【素材管理>广告商管理】进入“广告商管理”界面，点击【新建】录入广告商信息。

 广告商素材：点击【素材管理>广告商管理】，右键点击广告商信息，在“素材详细”选项中可查看

和编辑该广告商的图片和视频素材。

 节目计价策略：点击【节目统计>价格策略】进入“价格策略”界面，点击【新建】可制定新的价格

策略；点击策略名称可编辑策略内容。

详见：6.14广告商管理和 12.2价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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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首页

登入系统后，即可看到系统首页，如下图所示。

1 功能模块：GTV各功能模块入口。

2 显示已登录用户名、即时消息、用户设置和注销选项。

3 快捷图标：这里提供了节目制作与发布的快速入口，点击即可进入相应的界面。

4 终端在线率统计：实时显示当前终端的在线率；

5 系统信息：显示当前系统可新建终端数量，以及系统到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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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快速发布

系统提供快速发布模块，可引导您快速制作并发布节目至终端。

前提条件：1、创建组织机构

2、连接好终端设备

3、上传好节目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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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素材管理

制作节目前需要将相关素材上传到 GTV系统中，本节介绍如何上传和管理您的节目素材。

GTV的素材管理模块可帮助您管理图片、视频、音乐、动态文本、直播源、幻灯片、互动应用、

word、PPT、Excel、PDF、动态表格、APK 等多媒体内容及广告商等素材，使您查找和应用各种素

材更方便快捷。

6.1 图片/视频/音乐

6.1.1 上传素材

说明：这三类素材操作类似，此处以图片为例进行说明

1. 在素材管理界面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中选择“图片管理”，开启图片管理界面。您也可以在首

页选择【图片管理】快捷图标直接进入图片管理界面。

2. 上传图片素材。

单击【上传】将本地文件上传至 GTV服务器。

或者，单击【上传远程文件】将远程服务器上的图片上传至 GTV系统。

支持图片格式：*.jpg;*.jpeg;*.bmp;*.png;*.gif。【注：图片分辨率不超过 1920】

支持视频格式：

*.avi;*.mpeg;*.wmv;*.mpg;*.ra;*.rm;*.ram;*.rmvb;*.dat;*.mov;*.asf;*.mtv;*.mkv;*.3gp;*.mp4;*.am
v;*.dmv;*.swf;*.divx;*.ts;*.flv。

支持的音乐格式包括：*.mp3。

3. 点击【添加文件】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添加的文件将显示在待传列表中。点击【删除所有】将

删除所有的待传文件。点击“文件夹”和“广告商”输入框，可选择上传文件的目标文件夹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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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商。

4. 点击【上传】，显示上传进度，文件状态由“等待…”变为“上传中…”。点击【停止上传】则

停止当前上传。

5. 上传完成后，文件状态由“上传中”变为“上传成功”，并自动从待传列表中消失。

如果是上传远程图片，需要输入文件服务器的信息，有“ftp”和“http”两种上传方式。

说明：音乐类素材不支持上传远程文件、不支持广告商功能。

6.1.2 管理已有的素材

1GTV系统中的素材以图形或列表的形式显示在“素材列表”中。

2 查询素材：输入“名称”、“机构”或“广告商”，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素材，并显示

在下方列表中。

3 右键单击素材或其名称，在快捷菜单中获取更多功能。

查看原图：在弹出菜单中可选择查看原图。

下载：请求区右键点击图片或其名称，在弹出菜单中点击【下载】。

删除：在图片素材列表上方，点击【删除】按钮；或右键点击图片或其名称，在弹出菜单中点击【删

除】。

拷贝图片到子机构：在图片素材列表上方，点击【拷贝图片到子机构】按钮；或右键点击图片或其名

称，在弹出菜单中点击【拷贝图片到子机构】。

4 素材详情：选中某图片后，素材列表右侧将显示该素材的“详细信息”。点击“所属文件夹”、

选择上传方式并输入所需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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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广告商”、“备注”可编辑其内容。

5 文件夹管理：为便于管理，您可以将素材分类放置在不同的文件夹里。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上，

右键点击“图片”，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应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6.2 动态文本

动态文本包括 RSS和WEB（网页）素材。

6.2.1 新建动态文本

1. 在素材管理界面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中点击“动态文本管理”，开启动态文本管理界面。您也

可以在首页点击【动态文本管理】快捷图标直接进入动态文本管理界面。

2. 点击【新建】按钮

1) 选择“RSS”，开启“新建 RSS”界面。

输入动态文本名称和 URL地址，并选择显示条数和模式，右侧将显示该动态文本预览内容。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2) 选择“WEB”，开启“新建网页”界面。

点击可编辑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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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网页名称和所需信息，右侧将显示该网页预览内容。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6.2.2 管理已有动态文本

系统中的动态文本素材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动态文本列表中。

输入“名称”或“所属机构”，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动态文本，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右键点击动态文本，出现如下菜单。选择相应菜单可编辑或删除该动态文本。

编辑界面与新建界面相似。

文件夹管理：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上，右键点击“动态文本”，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应

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6.3 直播源管理

视频区域可播放直播源视频，支持流媒体协议 rtsp和 rtmp。

在素材管理界面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中点击“直播源管理”，开启直播源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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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新建直播源

1. 点击【新建】按钮，开启“新建直播源”界面。

2. 输入直播源名称和地址。

3.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6.3.2 管理已有直播源

系统中的直播源素材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直播源列表中。

输入“名称”或“所属机构”，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直播源，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右

键点击直播源，出现如下菜单。选择相应菜单可预览、编辑或删除该直播源。编辑界面与新建界面相

似。

文件夹管理：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上，右键点击“直播源管理”，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

应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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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幻灯片管理

幻灯片分三种：

 IMP 模式：即数码海报模式。图片与对应的音乐同步播放，均播放完成后切换到下一组，实现循

环播放。

 单曲同步模式：顺序播放多张图片的同时，播放一首音乐，图片和音乐均播放结束后停止。

 背景音乐模式：播放多张图片的同时播放多首音乐，并实现循环播放。

6.4.1 新建幻灯片

新建 IMP模式幻灯片：

IMP 模式即数码海报模式。图片与对应的音乐同步播放，均播放完成后切换到下一组，实现循环播放。

1. 点击【素材管理>幻灯片管理】按钮，开启“幻灯片管理”界面。

2. 选择幻灯片类型：IMP 模式。

3. 点击【新建】按钮，开启幻灯片编辑界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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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幻灯片名称。

2 添加图片。在左侧素材库中选择图片，并拖拽至右侧空白区。

3 添加音乐。在左侧素材库中选择音乐，并拖拽至右侧对应的图片处，形成如下列表。

4 调整播放顺序。点击素材列表上方的按钮，或右键点击素材所在行，可调整各素材播放顺序。

上移 将该组素材上移一个位置 删除 删除该组素材

下移 将该组素材下移一个位置 清空 清空当前幻灯片内的所有素材

置顶 首先播放该组素材 删除音乐 删除该组素材内的音乐文件

置底 最后播放该组素材

5 设置播放时长。在素材列表中，点击播放时长单元格，可修改该组素材播放时长。默认时长为组

内音乐素材长度。

6 设置转场模式。

转场模式指相邻两帧图片过渡的方式（效果）。每张图片都可以单独设置转场模式。在素材列表

中，点击转场模式图标，可修改该素材转场模式。默认使用随机效果。

7 预览。

预览图片：在左侧素材库中，双击图片；或在右侧素材列表中单击图片名称，可预览图片。

预览音乐：在左侧素材库中或在右侧素材列表中单击音乐名称，可预览音乐。

预览幻灯片：在界面右下角点击【快速预览】，可预览当前幻灯片。

8 点击【确定】完成 IMP 模式幻灯片。

新建单曲同步模式幻灯片：

单曲同步模式下，顺序播放多张图片的同时，播放一首音乐，图片和音乐均播放结束后停止。

1. 点击【素材管理>幻灯片管理】按钮，开启“幻灯片管理”界面。

2. 选择幻灯片类型：单曲同步模式。

3. 点击【新建】按钮，开启幻灯片编辑界面。

4. 输入幻灯片名称。

5. 添加图片。在左侧素材库中选择图片，并拖拽至右侧空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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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可删除选中图片；点击【清空】将删除当前幻灯片内所有图片。

6. 设置播放时间点。在素材列表中，点击播放时间点，可修改该图片播放时间点。

7. 设置转场模式。

转场模式指相邻两帧图片过渡的方式（效果）。每张图片都可以单独设置转场模式。在素材列表

中，点击转场模式图标，可修改该素材转场模式。默认使用随机效果。

8. 添加音乐。在左侧素材库中选择音乐，并拖拽至右侧下部音乐区，如下。

9. 预览。

预览图片：在左侧素材库中，双击图片；或在右侧素材列表中单击图片名称，可预览图片。

预览音乐：在左侧素材库中单击音乐名称；或在右侧音乐区点击播放按钮，可预览音乐。

预览幻灯片：在界面右下角点击【快速预览】，可预览当前幻灯片。

10. 点击【确定】完成单曲同步模式幻灯片。

新建背景音乐模式幻灯片：

背景音乐模式下，播放多张图片的同时播放多首音乐，并实现循环播放。

1. 点击【素材管理>幻灯片管理】按钮，开启“幻灯片管理”界面。

2. 选择幻灯片类型：背景音乐模式。

3. 点击【新建】按钮，开启幻灯片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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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幻灯片名称。

5. 添加图片。在左侧素材库中选择图片，并拖拽至右侧图片编辑区，形成如下列表。

6. 设置图片播放时长。在素材列表中，点击播放时长单元格，可修改该组素材播放时长。

7. 设置图片转场模式。

转场模式指相邻两帧图片过渡的方式（效果）。每张图片都可以单独设置转场模式。在素材列表

中，点击转场模式图标，可修改该素材转场模式。默认使用随机效果。

图片编辑区

素材库

音乐编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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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添加音乐。

在左侧素材库中选择音乐，并拖拽至右侧音乐编辑区，形成如下列表。

9. 调整素材播放顺序。

点击素材列表上方的按钮，或右键点击素材所在行，可调整各素材播放顺序。下图以图片素材为例。

上移 将该组素材上移一个位置 置底 最后播放该组素材

下移 将该组素材下移一个位置 删除 删除该组素材

置顶 首先播放该组素材 清空 清空当前幻灯片内的所有素材

10. 预览。

预览图片：在左侧素材库中，双击图片；或在右侧素材列表中单击图片名称，可预览图片。

预览音乐：在左侧素材库中或在右侧素材列表中单击音乐名称，可预览音乐。

预览幻灯片：在界面右下角点击【快速预览】，可预览当前幻灯片。

11. 点击【确定】完成背景音乐模式幻灯片。

6.4.2 管理已有幻灯片

系统中的幻灯片素材将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幻灯片列表中。



发布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V4.6 27

查询幻灯片：输入“名称”或“所属机构”，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幻灯片，并显示在下

方列表中。

编辑幻灯片：单击幻灯片名称，可进入幻灯片编辑界面。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保存所做变

更。编辑方法，请参考：5.4.1 新建幻灯片。

删除幻灯片：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幻灯片。

文件夹管理：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上，右键点击“直播源管理”，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

应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6.5 互动应用管理

在素材管理界面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中点击“互动应用管理”，开启互动应用管理界面。您也

可以在首页点击【互动应用管理】快捷图标直接进入互动应用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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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上传互动应用

制作节目前，请您将所需的互动应用素材压缩后上传至 GTV系统，支持*.zip格式。

1. 点击【素材管理>互动应用管理】按钮，开启“互动应用管理”界面。

2. 点击【上传】开启上传界面。

3. 点击【添加文件】，并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添加的文件将显示在待传列表中。点击【删除所有】

将删除所有的待传文件。点击“文件夹”输入框，可选择上传文件的目标文件夹。

4. 点击【上传】，显示上传进度，文件状态由“等待…”变为“上传中…”。点击【停止上传】则

停止当前上传。

5. 上传完成后，文件状态由“上传中”变为“上传成功”，并自动从待传列表中消失。

6.5.2 管理已有互动应用

系统中的互动应用素材将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互动应用列表中。

查询互动应用：输入“名称”或“所属机构”，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互动应用，并显示

在下方列表中。

下载互动应用：在互动应用列表中，点击“下载”图标；或右击互动应用，在弹出菜单中选择【下

载】，可下载当前互动应用文件。

删除互动应用：在互动应用列表上方，点击【删除】按钮；或右击互动应用，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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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可删除选中的互动应用。

文件夹管理：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上，右键点击“互动应用”，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应

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6.6 Word/Excel/PPT/PDF管理

6.6.1 上传素材

说明：这三类素材操作类似，此处以图片为例进行说明

1. 点击【素材管理>Word管理】进入Word管理界面。

2. 点击【上传】开启上传界面。

支持Word格式：*.doc;*.docx。

支持 PPT格式：*.ppt 、*.pptx。

支持 Excel格式：*.xls 、*.xlsx。

支持 PDF格式：*.pdf。

3. 点击【添加文件】，并从本地电脑中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添加的文件将显示在待传列表中。点

击【删除所有】将删除所有的待传文件。点击“文件夹”输入框，可选择上传文件的目标文件夹。

4. 点击【上传】，显示上传进度，文件状态由“等待…”变为“上传中…”。点击【停止上传】则

停止当前上传。

5. 上传完成后，文件状态由“上传中”变为“上传成功”，并自动从待传列表中消失。

6.6.2 管理已有的素材

GTV系统中的Word素材以图形或列表的形式显示在“Word素材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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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询Word：输入“名称”、“机构”或“状态”，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Word素材，

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2 点击Word名称，可快速预览。

3 下载Word：请求区点击下载图标。

4 删除Word：在Word素材列表上方，点击【删除】按钮。

5 Word详情：选中某Word后，Word素材列表右侧将显示该Word的“详细信息”。点击“转场

模式”、“所属文件夹”、“所属广告商”、“备注”可编辑其内容。

6 文件夹管理：为便于管理，您可以将Word分类放置在不同的文件夹里。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上，

右键点击“Word管理”，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应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6.7 动态表格

“动态表格”用于实时更新终端内容，而无需重新发布节目。

在素材管理界面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中点击“动态表格”，开启动态表格界面。

6.7.1 新建动态表格

制作节目前，请您先制作所需的动态表格素材。

1. 点击【新建】按钮，开启“新建动态表格”界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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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动态表格名称和分辨率，点击【确定】开启动态表格编辑界面。

3. 添加区域并编辑。

4. 调整区域大小和位置

5.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6.7.2 数据源配置

为动态表格配置数据源，可直接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1 新建动态表格，并添加文本框或表格区域；

2 选中区域，点击【数据源】，进入数据源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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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择已有数据源，如需新建数据源，按以下步骤进行；

4 点击【新建数据源】；

5 选择数据源类型；

6 配置所需数据源信息，【启用数据源】处于选中状态时，动态表格方可从数据库动态读取数据，

读取频率由【数据刷新间隔】确定；

7 点击【测试连接】，确保显示“连接成功”，数据源成功连接；

8 点击【保存】，显示“保存成功”，数据源成功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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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数据源配置查询

1 右键单击区域（已配置数据源）；

2 选择【配置查询】；输入 SQL 语句及表格翻页时间间隔，点击【确定】，即可查询相应数据库

信息。

6.7.4 动态表格设置

1 右键单击表格区域；

2 选择【设置样式】，弹出样式设置界面；可同步设置表格内所有内容的字体类型、对齐方式、字

号、颜色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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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管理已有动态表格

系统中的动态表格素材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动态表格列表中。

输入“名称”，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动态表格，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右键点击动态表格，出现如下菜单。选择相应菜单可编辑或删除该动态表格。

编辑界面与新建界面相似。动态表格编辑后，终端相应内容即发生改变。

文件夹管理：为便于管理，您可以将动态表格分类放置在不同的文件夹里。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上，

右键点击“动态表格”，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应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6.8 APK管理

在素材管理界面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中点击“APK管理”，开启 APK 管理界面。您也可以在

首页点击【APK管理】快捷图标直接进入 APK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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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上传 APK

制作节目前，请您将所需的 APK素材压缩后上传至 GTV系统。

1. 点击【素材管理>APK管理】按钮，开启“APK管理”界面。

2. 点击【上传】开启上传界面。

3. 点击【添加文件】，并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添加的文件将显示在待传列表中。点击【删除所有】

将删除所有的待传文件。点击“文件夹”输入框，可选择上传文件的目标文件夹。

4. 点击【上传】，显示上传进度，文件状态由“等待…”变为“上传中…”。点击【停止上传】则

停止当前上传。

5. 上传完成后，文件状态由“上传中”变为“上传成功”，并自动从待传列表中消失。

6.8.2 管理已有 APK

输入“名称”，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 APK，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右键点击 APK，出现如下菜单。选择相应菜单可下载或删除该 APK。

文件夹管理：为便于管理，您可以将动态表格分类放置在不同的文件夹里。在左侧的素材结构树

上，右键点击“动态表格”，弹出文件夹管理菜单，点击相应选项可新建、编辑或删除文件夹。

单击 APK对应图标，可更换 APK图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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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广告商管理

在素材管理界面左侧的“素材结构树”中点击“广告商管理”，开启广告商管理界面。这里可对

广告商及其素材进行管理。

6.9.1 新建广告商

为便于管理广告商及其素材，请您先将广告商信息录入 GTV系统。

1. 点击【素材管理>广告商管理】进入广告商管理界面。

2. 点击【新建】按钮，开启“新建广告商”界面。

3. 输入所需信息。

其中，“所属用户”须从已有的“广告商”用户中选择。如没有用户供选择，请先到【系统设置>
用户管理】中新建“广告商”用户。详情请参考：10.2.1 新建用户。

注意：“广告商”用户与广告商是一一对应的。

4.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发布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V4.6 37

6.9.2 广告商信息

编辑广告商信息

1. 点击【素材管理>广告商管理】进入广告商管理界面。

2. 在广告商列表中，右键点击广告商，出现如下菜单。

3. 点击【编辑】可编辑该广告商名称、所属用户、联系人等基本信息。

删除广告商信息

在广告商列表右上方点击【删除】，或在右键菜单中点击【删除】，可删除该广告商信息。

6.9.3 广告商素材

广告商的图片、视频素材可放置在该广告商名下。广告商素材有两种添加方式。

添加素材方式一

1. 点击【素材管理>广告商管理】进入广告商管理界面。

2. 在广告商列表中，右键点击广告商，出现如下菜单。

3. 点击【素材详细】开启“素材详细”窗口，可查看和编辑该广告商的图片和视频素材。

添加：从系统素材库中添加图片或视频。

删除：删除该广告商的图片或视频素材。

批量编辑：编辑多个素材的计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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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右键单击素材图片可查看或选择该素材的价格策略。

关于价格策略的详细说明，请参阅：12.2 价格策略。

添加素材方式二

1. 点击【素材管理>图片管理】或【素材管理>视频管理】开启相应的素材列表界面。

2. 选中需添加的素材，右侧出现该素材的“详细信息”栏。

3. 点击所属广告商后面的属性框，开启广告商选择界面。

4. 选择所属的广告商。

5. 点击【确定】完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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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节目管理

GTV的节目管理模块主要用于节目制作与发布。鼠标移至【节目管理】可显示如下菜单，点击可

进入相应的功能界面。

7.1 屏幕模板

制作节目首先应确定屏幕模板，屏幕模板的作用是将播放屏幕划分为几个区域，以便在不同的区

域安排不同的播放内容，如视频区、图片区等。

7.1.1 新建屏幕模板

4、选择终端类型后，弹出“新增模板”界面，输入所需信息。

分辨率：指该模板应用屏幕的分辨率。

模板类型：在“系统模板”界面新增模板时，默认为系统模板；而在“用户模板”界面则默认为用户

模板。

5、点击【确定】开启模板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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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描述

背景（Bg） 添加背景图片或颜色，最多可添加 1个。不可调整位置大小。

视频（Video） 添加视频区域，最多一个。不可与图片、网页、互动、按钮、动态表格、静态文本区重叠。

图片（Image） 添加图片区域，最多 4张。不可与视频、网页、互动、按钮、动态表格、静态文本区重叠。

文本（Text） 添加文本区域（即字幕区），最多一个。

Logo（Logo） 添加 Logo图片，最多 1张。

日期（Date） 添加日期区域，最多一个，5种样式可调。

时间（Time） 添加时间区域，最多一个，4种样式可调。

天气（Weather） 添加天气区域，最多一个，5种样式可调。

互动（Touch）

添加互动区域（即触控区），最多一个。不可与图片、视频、网页、按钮、动态表格、静态

文本区重叠。

流媒体（Stream） 添加流媒体区域，最多一个，不可与视频、图片、滚动字幕、网页、动态表格区重叠。

网页（Web） 添加网页区域，最多一个。不可与图片、视频、互动、按钮、动态表格、静态文本区重叠。

遮罩（Mask） 添加遮罩区域，最多一个。类似于相框功能。

按钮（Button）

添加跳转区域，最多 10个。不可与图片、视频、Logo、网页、互动、动态表格、静态文本

区重叠。终端为触摸屏时，点击可跳转到指定内容

动态表格

（DForm）

添加动态表格，最多 1个。不可与图片、视频、Logo、网页、互动、按钮、静态文本区重

叠。无需重做节目，更新动态表格即可更新终端该区域显示内容。

楼层 添加楼层区域，最多一个，位置可调，大小不可调。

PM2.5 添加 PM2.5区域，最多一个，位置、大小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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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描述

静态文本（Text） 添加静态文本区域，无上限。须背景区有内容才能添加。除背景区外，不可与其它区域重叠。

注意：SIGNWAY OS 模板必须含有视频区，WINDOWS 和 ANDROID 模板可以不含视频区。

1. 调整区域位置和大小。

 选中某个区域后，左键按住可拖拽至所需位置，拉伸边框可调整其大小。

 使用“编辑”区上方的图标调整位置大小。

图标 描述

锁定。锁定的区域不可通过拖拽拉伸的方式调整位置大小，但可使用对齐和匹配图标调整两个区域的相对

位置大小。

解锁。解除锁定某个区域。

设为满屏。将选中区域铺满屏幕区。

清空区域。删除模板内的所有区域。

全屏。以实际屏幕大小显示模板区。在全屏状态下，点击【还原】可返回原模板大小。

 在右侧的“区域信息”栏，可精确调整区域位置和大小，如下图所示。

2. ANDROID模板设置主播放区，其他平台模板略过此步。

ANDROID模板中，所有区域的播放时长以主播放区的时长为结束标准。主播放区未播放结束时，

其他区域一直循环播放；主播放区播放结束，则所有区域终止播放。ANDROID模板必须有且只

能有一个主播放区。背景、图片、视频、互动、网页区等可设置为主播放区。

注意：SIGNWAY OS 默认以视频区为主播区，无须设置。WINDOWS 模板无主播区，以区域素材播放

调整区域位置（X/Y坐标）

调整区域大小（W/H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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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时长为准。

3. 点击【保存】保存模板。

点击【保存并使用】则进入播放列表编辑界面。播放列表编辑，详见：7.2.1 新建播放列表。

7.1.2 导入屏幕模板

1. 点击【节目管理>屏幕模板】进入“屏幕模板”界面。

2. 在右侧的模板区上方点击【导入】开启“导入模板”界面。

3. 点击【添加文件】，并从本地电脑中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

添加的文件将显示在待传列表中。点击【删除所有】将删除所有的待传文件。

4. 点击【上传】，显示上传进度，文件状态由“等待…”变为“上传中…”。点击【停止上传】则

取消当前上传。

5. 上传完成后，文件状态由“上传中”变为“上传成功”，并自动从待传列表中消失。

7.1.3 管理已有屏幕模板

已有屏幕模板以图形或列表的形式显示在屏幕模板列表中。

查询模板：输入“模板名称”或“所属机构”，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屏幕模板，并显示在下

方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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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模板：双击模板图片或单击模板名称（列表模式下），可进入模板编辑界面。编辑完成后，点击

【保存】保存所做变更。编辑方法，请参考：7.1.1 新建屏幕模板。

导出模板：点击【导出】按钮，可导出选中的模板。

删除模板：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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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播放列表

在模板上添加各种素材，并安排好素材的播放顺序，便形成了播放列表。

7.2.1 新建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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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素材至模板各区域。

区域 对应素材

背景（Bg）区 图片、颜色、静态文本

视频（Video）区 图片、视频、音乐、幻灯片、Word、PPT、Excel、PDF

图片（Image）区 图片

文本（Image）区 滚动字幕、动态文本

Logo区 图片

日期 无需添加素材

时间 无需添加素材

天气 无需添加素材

互动应用 互动应用

幻灯片 幻灯片

按钮 编辑跳转动作

动态表格 动态表格

静态文本 在背景区编辑文本

2. 在“模板信息”区右上方，点击【快速预览】或【精准预览】可预览当前播放列表。

快速预览：采用流媒体技术，以最小网络带宽在小窗口内快速预览当前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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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预览：预览窗口与终端屏幕大小一致，1:1预览当前播放列表。

3. 在“模板信息”区右上方，点击【保存】保存当前播放列表。

点击【另存为】则弹出播放列表另存页面。保存后，点击【发布】将开启“发布节目”页面，可

将当前播放列表发布至终端。关于“节目发布”的详细信息，请参考：7.4 发布。

注意：主播区必须要有素材，播放列表才能保存。

7.2.2 管理已有播放列表

已有播放列表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播放列表界面。

输入“列表名称”或“所属机构”，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播放列表，并显示在下方。播放列

表状态为“正常”时，可发布至终端。

删除播放列表：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播放列表。

编辑播放列表：点击列表名称，或在“操作”栏中点击“编辑”图标，可开启播放列表编辑界面。

发布播放列表：在“操作”栏中点击“发布”图标，可开启“发布节目”页面，可将当前播放列表发

布至终端。关于“节目发布”的详细信息，请参考：7.4发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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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滚动字幕

GTV平台支持独立于其他节目的滚动字幕。当节目切换时，独立的“滚动字幕”节目则可继续播放而

不受影响。

7.3.1 新建滚动字幕

1. 点击【节目管理>滚动字幕】进入“滚动字幕”界面。

2. 点击【新建】开启如下界面。

3. 选择终端分辨率。

4. 点击【确定】，开启滚动字幕编辑界面。

5. 自定义列表名称，并勾选是否自动匹配。

如勾选自动匹配，“滚动字幕”发布到终端后，若当前节目含有字幕，则显示在原字幕位置；如

不勾选，则按照“滚动字幕”的位置显示。

6. 在下方的字幕编辑区域，编辑字幕内容和格式。

7. 在“模板信息”区右上方，点击【快速预览】或【精准预览】可预览当前滚动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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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预览：采用流媒体技术，以最小网络带宽在小窗口内快速预览当前滚动字幕。

精准预览：预览窗口与终端屏幕大小一致，1:1预览当前滚动字幕。

8. 在“模板信息”区右上方，点击【保存】保存当前滚动字幕。保存后，点击【发布】将开启“节

目发布”页面，可将当前滚动字幕发布至终端。

关于“节目发布”的详细信息，请参考：7.4 发布。

7.3.2 管理已有字幕

已有滚动字幕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滚动字幕”界面。

输入“列表名称”或“所属机构”，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滚动字幕，并显示在下方。滚动字

幕状态为“正常”时，可发布至终端。

删除滚动字幕：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滚动字幕。

编辑滚动字幕：点击字幕名称，或在“操作”栏中点击“编辑”图标，可开启滚动字幕编辑界面。

发布滚动字幕：在“操作”栏中点击“发布”图标，可开启“发布节目”页面，可将当前滚动字幕发

布至终端。关于“节目发布”的详细信息，请参考：7.4发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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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发布管理

播放列表或滚动字幕制作完成后，可通过“发布管理”功能远程发布到指定的终端。点击【节目管理>
发布管理】进入“发布管理”界面。

这里列出了所有发布并审核过的节目，包括“审核通过”和“审核不通过”的节目。输入“发布单号”、

“节目名称”、“发布时间”或“状态”，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节目，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点击“发布单号”可查看发布详情，包括节目内容、发布属性、发布终端、审批历史等。

7.4.1 首次发布节目

1. 在“发布管理”界面点击【新建】，开启节目发布界面。

播放列表编辑完成后，点击【发布】也可进入如上发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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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播放列表”栏，选择“节目类型”（播放列表或滚动字幕），并添加相应的节目。

点击【添加】可添加播放列表或滚动字幕。

覆盖：选择播放列表后，点击【覆盖】，选中的播放列表将取代当前的播放列表。

追加：选择播放列表后，点击【追加】，选中的播放列表将追加在当前播放列表后面。

注意：添加播放列表时，各播放列表的终端类型应一致，非安卓类型的节目须匹配终端分辨率。

3. 在“发布属性”栏，设置发布属性。

播放模式：

循环 按星期循环播放

定时 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播放

右键点击可预览、删除

或调整播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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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 在当前播放日程中插播，优先级别最高

失效日期：到达失效日期后，节目将从 GTV系统及对应终端中自动清除。

发布策略：

追加日程 追加日程安排，不影响原有节目日程

覆盖终端日程 删除终端原有节目安排，以新的日程取代现有日程

同名覆盖，时间顺序 替换同名的播放列表，并按照时间顺序播放

同名覆盖，播放顺序 替换同名的播放列表，并保持原有播放次序

发布类型：

立即发布 节目提交后，立即发布至终端

预约发布 节目提交后，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发布

添加：设置节目播放的起始日期/时间和结束日期/时间后，点击【添加】可新增日程安排。

4. 选择节目发布终端。在页面左侧选择目标“机构/终端分组”或“终端”，选择结果显示在“选中

的终端/机构/终端分组”栏。

节目发布时，非安卓类型的节目须匹配终端分辨率；安卓类型的节目，无需匹配终端分辨率，横

屏的可以发到所有的横屏终端上去，竖屏同理。例如终端是横屏，发布分辨率为 1920x1080和

1366x768节目，终端都会等比处理下载播放。

5. 点击【确定】提交。此后，节目进入审核阶段；如无审核机制，则直接发布至终端。

7.4.2 重新发布节目

1. 点击【节目管理>发布管理】进入“发布管理”界面。

2. 在节目列表中，点击“发布单号”开启发布详情界面。

非安卓类型的节目，终端类型和屏幕分辨率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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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重新发布】开启节目发布界面，可重新发布该节目（保留全部属性）。

7.4.3 清除已发布节目

点击【节目管理>发布管理】进入“发布管理”界面。

 从所有终端清除已发布的节目

在发布列表中勾选要清除的节目，点击【清除】，则该节目将从所有播放终端上清除。

 从部分终端清除已发布的节目

在发布列表中的“操作”栏中，点击“编辑”图标，开启如下界面。

这里列出了该节目的所有播放终端。勾选要删除的终端，点击【删除】，则该节目将从对应终端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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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删除的终端将显示在“已删除”页面。如页面未及时更新，请点击页面下方的“刷新”图标。

7.5 发布审核

GTV系统支持发布审核功能。如果系统中设置了节目发布审核机制，那么发布的节目还需经过审核，

才能下发到终端。

关于审核机制，详见：11.5 系统参数配置。

点击【节目管理>发布审核】进入“发布审核”页面。

输入“发布单号”、“节目名称”或“发布时间”，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关的待审核节目，并显

示在下方列表中。

点击发布单号可查看审核详情，包括节目内容、发布属性、发布终端以及审批历史，并可重新发布节

目。

 节目审核方式一

在待审核节目列表中，点击【审核】按钮，开启节目审核界面。

输入审核意见，并选择是否通过。选择“不通过”时，必须输入“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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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审核方式二

当有节目需要审核时，软件界面右上角会有消息提示，点击可开启如下界面。

同样，点击【审核】按钮可开启节目审核界面。

经过审核的节目将不再出现在待审核节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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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互动管理

终端播放互动节目时，用户可通过触摸屏幕切换播放页面、运行 APP 应用或开启网页等内容。

GTV的互动管理模块可帮助您制作互动节目并发布至终端。鼠标移至【互动管理】可显示如下菜单，

点击可进入相应的功能界面。

8.1 互动制作

点击【互动管理>互动制作】进入“互动制作”界面，这里可帮助您制作互动节目。

8.1.1 新建互动

1. 点击【互动管理>互动制作】进入“互动制作”界面。

2. 点击【新建】开启“新建互动”界面。

3. 自定义互动名称，并选择分辨率，点击【确定】，开启互动制作页面。

页面中间是互动节目制作区域，周边设有工具栏、结构树和属性设置区。点击【工具/结构树/属性】

按钮，可隐藏工具、结构树和属性区，鼠标按住区域标题栏可拖拽移动位置。

点击左上角的【自动】按钮，可设置互动制作区域的显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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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点击按钮可添加相应区域至互动制作区。

结构树：分层级列出了当前互动节目中的所有区域。

属性：设置各区域属性（位置、大小、模式等）。

4. 在“结构树”中添加目录和页。

图标 名称 描述

互动 一个互动节目可包含多个不同主题不同类别的互动内容，即多个目录

目录 每个目录包含多个页，即多个播放页面

页 页面为具体播放内容，可划分为“按钮”、“按钮组”、“视频”、“图片”等多个

区域

右键点击“结构树”，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可新建目录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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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树”的右键菜单中，也可对目录和页进行编辑。

编辑 描述

新建区域 添加目录、页以及页面上的各个区域。

重命名 可重命名目录、页、按钮组、按钮页和按钮，以方便查找

收起/展开 收起/展开所选项目

剪切 剪切所选内容，剪切内容只能粘贴一次

复制 复制所选内容，复制内容可重复粘贴多次

粘贴 将剪切或复制的内容粘贴至选定位置

剪切到 剪切所选内容，并粘贴至指定位置，可同时选择多个位置

复制到 复制所选内容，并粘贴至指定位置，可同时选择多个位置

上移/下移 调整所选内容的位置，上移则提前一个位置，下移反之。

置顶/置底 调整所选内容的位置，置顶则提前至第一个位置，置底反之。

删除 删除选中的目录、页或区域

清空 删除当前页面上的所有内容，保留页

设置为主页 将当前页设置为主页。终端下载完成后，默认从主页开始播放。

5. 添加页面区域。

在“工具”区，点击区域图标可添加相应区域至选中页面。右键点击“结构树”中的“页/新建区

域”，也可以选择添加区域。

工具 描述

按钮 可添加多个独立按钮，点击可跳转至指定内容。

按钮组
可添加多个按钮组。按钮组包括按钮页和按钮。点击按钮可跳转至指定内容。

视频
每个页面最多添加一个视频区

图片 每个页面可添加 4个图片区

文本
即滚动字幕区，每个页面最多添加一个

静态文本 每个页面可添加多个静态文本区

日期 每个页面最多添加一个日期区，显示当前日期

时间
每个页面最多添加一个时间区，显示当前时间

天气 每个页面最多添加一个天气区，显示当前天气

网页
每个页面最多添加一个网页区，显示网页或互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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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区域：在互动制作区或结构树中，右键点击某区域，可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删除该区域。

“按钮”区可以在页面上单独存在，也可以放置在“按钮页”上。

点击“按钮组”图标添加按钮组时，将弹出如下窗口：

 区域宽/高：按钮组区域的水平宽度和垂直高度。

 列/行：按钮横排数量和竖排数量。

 左/上：按钮组中第一个按钮距离按钮页的边距。

 间距：按钮间的水平间距。

 行距：两行按钮间的间距。

6. 调整区域位置、大小和显示层。

选中某个区域后，可对其进行编辑调整。背景区不支持调整位置、大小和显示层

如何选中要编辑的区域？

 在互动制作区，鼠标点击可选中该区域；点击按钮页可选中整个按钮组。

 在结构树中，点击某区域可选中该区域；选中页，即选中背景区。

 选择下层区域时，可先隐藏其上层区域。在结构树中，勾选的区域将显示在互动制作区；取

消勾选可隐藏该区域。隐藏的区域只是暂时不可见，并未删除，仍存在于互动节目中。

如何调整区域位置？

 在互动制作区，鼠标按住某区域，可将其拖拽至理想位置；按住按钮页可拖动整个按钮组。

 在属性栏中，直接输入其在屏幕上的坐标位置和所占比例。屏幕左上角为 XY坐标原点。

蓝色图标为按钮页

上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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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区域大小？

 按住拉伸某区域，可调整其大小。

 在属性栏中，直接输入其宽高和所占屏幕比例。

 日期/时间/天气区不支持调整大小。

如何调整区域显示层？

区域重叠时，重叠部分将只显示顶层区域。

 在互动制作区，右键点击所选区域，在下拉菜单中可上移/下移/置顶/置底该区域。

 在结构树中，右键点击所选区域，在下拉菜单中可上移/下移/置顶/置底该区域。

图标 描述 图标 描述

置顶。将当前区域显示在最顶层。 上移。将当前区域上移一层。

置底。将当前区域显示在最底层。 下移。将当前区域下移一层。

调整位置

调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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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辑各区域内容和属性。

添加素材：

 图片/视频：在互动制作区，右键点击某区域（或双击区域），可选择添加素材至该区域。

视频区可添加图片和视频，图片区仅支持添加图片。

 网页区：

网页区可选择添加网络网址或本地互动应用。

网络：可播放指定网页内容。输入网页地址后，可设置播放时长和刷新时间。

本地：选择添加本地的互动应用素材。

 文本/静态文本区：直接在区域框中输入文本内容。

 日期/时间/天气区/按钮组/按钮区：不能添加素材。

编辑素材：

在上图“素材”窗口中，点击编辑按钮可编辑当前区域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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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描述

属性 查看选中素材的详细信息。

上移/下移 调整素材播放顺序，上移则提前一个位置播放，下移反之。

置顶/置底 调整素材播放顺序，置顶则提前至第一个位置播放，置底反之。

编辑 编辑图片素材名称、播放时长和转场模式

删除 删除选中素材

清空 删除当前区域的所有素材

编辑属性：选中某区域后，可在属性栏编辑该区域属性。

 页面背景

颜色：在没有背景图片时，点击“颜色”选择框，可设置背景颜色；如果存在背景图片，须

先删除背景图片，再设置背景颜色。默认为全屏填充模式。

注意：删除背景区即删除当前页，清空背景区即清空当前页。

 按钮区

选中按钮区后，可编辑其位置、大小、跳转动作、缩略图等属性。

动作：点击按钮区，可在指定位置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APP）、开启指定网页或跳转至指

定页面。

目标：所选动作的具体播放内容。例如，当选择“动作”为“指定位置运行 APP”时，可以

在“目标”框中选择“酷狗音乐”；当选择“动作”为“指定位置打开网页”时，可以在“目

标”框中输入目标网址 http://www.baidu.com/。

样式：选择播放样式。

全屏：选择是否全屏播放指定内容。非全屏播放时，可在下方设置播放区域的坐标位置。

关闭按钮：选择终端屏幕是否显示点播区域的关闭按钮。如选择“显示”，则终端用户可点

击关闭按钮关闭点播区域。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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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图片：点击可设置按钮区缩略图。这里的缩略图仅用于标识按钮区，不是点播内容。

超时时间：APP或网页全屏播放时，超过“超时时间”，则自动关闭。非全屏播放时，无超

时时间。

 按钮组

按钮组包括“按钮页”和“按钮”，其中“按钮”的编辑方法同“按钮区”。

选中灰色的按钮页，即选中整个按钮组，可在属性栏中修改其拉伸属性。

拉伸属性：选择在鼠标拉伸按钮组区域时，按钮大小是否等比例拉伸。如选择“不改变按钮

大小”，则拉伸时按钮大小不变化，只有按钮页变化；如选择“按钮等比例拉伸”，则拉伸

时按钮也将随按钮页等比例缩放。

 视频区：

播放模式：直播模式下，视频素材将在视频区播放并充满整个视频区，无点播缩略图；点播

模式下，点击缩略图，指定播放位置将播放相应的视频或图片。

直播模式 点播模式

播放位置：点播模式下，视频播放区相对缩略图的位置。例如，选择“上”，则点播视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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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缩略图上方播放。

边框颜色：点播模式下，设置缩略图的边框颜色。

缩略边框：点播模式下，设置缩略图的边框宽度。

缩略图：设置缩略图的大小。

内框边距：缩略图和播放区的间距。

 图片区：

图片素材将在图片区播放并充满整个图片区。

 文本区：

选中文本区后，可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文本内容，在属性栏编辑其文本属性。

字体/背景颜色：选择文本区的字体颜色和背景颜色。默认是白色字体和黑色背景。

字幕滚动/滚动速度：设置文本区字幕的滚动方向和滚动速度。

字体大小/字体类型：设置字体大小和类型。

透明度：设置文本区透明度，100%透明时，文本区无背景颜色；0%时，文本区背景颜色完

全显示。

持续时间：字幕播放时长。

 静态文本：

选中静态文本区后，可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文本内容，在属性栏编辑其文本属性。

颜色/字号/字体：选择静态文本区的字体颜色、字号和字体。

样式：选择字体是否加粗、斜体或设置下划线。

位置：设置文本在静态文本区的对齐方式，居左、居中或居右。

 日期/时间/天气区：

选中日期/时间/天气区后，可在属性栏编辑其样式和属性。



发布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V4.6 64

颜色：设置字体颜色。

样式：选择日期/时间/天气显示样式。

字号/字体：设置字体的字号和字体。

8. 在页面右上角，点击【预览】可预览当前互动节目。

9. 在页面右上角，点击【保存】保存当前互动节目。

保存后，点击【发布】将开启“互动发布”页面，可将当前互动节目发布至终端。

8.1.2 管理已有互动

现有互动节目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互动制作”界面。

输入“互动名称”、“所属机构”或“分辨率”，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互动节目，并显示在

下方。

删除互动节目：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互动节目。

编辑互动节目：点击互动名称，可开启互动节目编辑界面。

导出/导入互动节目：点击【导出】或【导入】按钮，可导出或导入互动节目。

发布互动节目：点击状态栏【发布】符号，可发布互动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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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互动发布

互动节目制作完成后，可通过“互动发布”功能远程发布到指定的终端。

点击【互动管理>互动发布】进入“互动发布”界面。

这里列出了所有已发布的互动，包括“待审核”、“审核通过”和“审核不通过”的互动。输入“发

布单号”、“互动节目名称”或“发布时间”，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节目，并显示在下方列

表中。

点击“发布单号”可查看发布详情，包括互动内容、发布属性和发布终端。

发布互动节目：

1. 在“互动发布”界面点击【新建】，开启“发布互动节目”界面。

互动节目编辑完成后，点击【发布】也可进入如上发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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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互动制作”栏，点击“添加”，选择添加需要发布的互动节目。

注意：一次只能发布一个互动节目。

3. 在“发布属性”栏，设置发布属性。

失效日期：到达失效日期后，互动节目将从 GTV系统及对应终端中自动清除。

4. 选择节目发布终端。

在页面左侧选择目标“机构/终端分组”或“终端”，选择结果显示在右下方的“选中的终端/机构

/终端分组”栏。

节目发布时，非安卓类型的节目须匹配终端分辨率；安卓类型的节目，无需匹配终端分辨率，但

屏幕比例应一致。【注：互动节目不可发布至非安卓终端，否则将提示终端类型不一致】

5. 点击【确定】提交。此后，节目进入审核阶段；如无审核机制，则直接发布至终端。

非安卓类型的节目，终端类型和屏幕分辨率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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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互动审核

GTV系统支持发布审核功能。如果系统中设置了节目发布审核机制，那么发布的互动节目还需经过审

核，才能下发到终端。关于审核机制，详见：11.5 系统参数配置。

点击【互动管理>互动审核】进入“互动审核”页面。

输入“互动单号”、“互动节目名称”或“发布时间”，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关的待审核互动，

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点击发布单号可查看审核详情，包括节目内容、发布属性以及终端列表。

在待审核节目列表中，点击【审核】按钮，开启互动审核界面。

输入审核意见，并选择是否通过。选择“不通过”时，必须输入“审核意见”。

经过审核的互动将不再出现在待审核互动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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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设备中心

相对于 GTV管理平台来说，播放设备便是终端。终端连接上服务器后，可实现通过 GTV管理平

台下发节目至播放终端、远程管理播放终端、实时查看终端状态。

9.1 终端管理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进入“终端管理”界面。

为便于管理，终端设有组织机构和分组。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可对用户、终端、素材、播放列表等实行分层级管理，有助于实现用户对终

端控制的权限分配。GTV系统内的所有终端都在组织机构内。

关于“组织机构”的详细说明，请参考：10.1 组织机构。

 分组：用户可对终端进行分组管理。分组的标准可以是地点、节目内容等。分组不是必需的。

关于终端分组的详细说明，请参考：8.1.1终端分组。

默认情况下，系统中所有的终端以列表形式显示在“终端列表”中。在左侧选择机构或分组后，

“终端列表”将显示该机构或分组内的所有终端。输入“终端名称”或“终端编号”，点击【搜

索】，可查询到相应的终端信息，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9.1.1 终端分组

为便于管理，可对众多终端进行分组。分组的标准可以是地点、行业、节目内容等。新建终端时，

可为其选择所属分组，详情请参考：9.1.2 新建终端。

新建分组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进入终端管理界面。

2. 在左侧“组织机构/所属分组”栏，点击“组织机构”将分类切换至“所属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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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终端分组”，弹出快捷菜单。

4.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点击【新建终端分组】开启“添加终端分组”窗口。

5. 输入分组名称和备注。

6.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管理分组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进入终端管理界面。

2. 在左侧“组织机构/所属分组”栏，点击“组织机构”将分类切换至“所属分组”。

3. 右键点击某个终端分组，弹出快捷菜单。

编辑终端分组：可编辑分组名称和备注；

删除终端分组：点击可删除该分组；

添加终端：点击开启终端列表，可选择添加更多的终端至该分组。

移除终端：点击可选择将部分终端移除出该分组。

9.1.2 新建终端

要实现 GTV系统对终端的实时管理，首先应将终端信息录入 GTV系统，这一过程称为“新建终端”。

新建终端

1. 在“终端管理”界面，点击【新建】开启“新建终端”界面。

2. 输入所需信息。

终端名称：可根据需要自行定义，不可与机构内的其它终端重名。

终端类型：可选 OS、Windows、Android。

终端编号：输入编号，字母大小写兼容。

所属机构：每个终端都必须有所属机构。

所属分组：点击选择该终端所属分组。非必选项。详见 9.1.1 终端分组。

开关机时间：设置终端开关机时间，可按星期或统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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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设置终端下载文件时间段，避开下载高峰

显示设置：设置终端亮度、饱和度、对比度等。

音量设置：设置终端音量。

系统设置：终端系统设置。

切换端口：手动或定时切换终端端口，可按星期或统一设置。

天气区域：选择显示城市天气。

3.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批量新建终端

如果您想快速注册多台终端，可以使用“批量新建”功能。点击【批量新建】开启“批量新建终

端”界面。

此界面与“新建终端”界面相似，仅“基本信息”页稍有不同。批量新建终端时，无需设置终端

名称（默认为终端串号）、所属分组、终端编号。

编辑单个终端：

编辑单个终端的基本信息和各种设置。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

2. 在终端列表中，点击终端名称开启“编辑终端”界面，可设置终端基本信息、开关机时间、下载

时间等。

批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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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在“终端列表”区右侧点击【更多】，弹

出终端设置菜单。这里的设置选项将应用于所选的多个终端。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在“组织机构/所属分组”栏点击【更多】，

也将弹出终端设置菜单。这里的设置选项将应用于所选机构或分组内的所有终端，设置界面与“终

端列表”区的【更多】相同。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点击【批量修改】开启“批量修改”界面，

可设置终端密码。

开关机时间设置：

设置单个或多个终端自动开关机的时间。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

2. 勾选需要设置的终端、分组或机构。

3. 点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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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4.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开关机时间设置】，开启如下界面。

5. 勾选是否“激活”此设置。如不勾选，则所做设置将不应用于终端。

6. 选择设置方式：统一或按星期。

 按星期：一周七天每天的开关机时间均可分别设置。

 统一：终端每天的开关机时间一致。

7. 选择开关机控制模式。

 常开：终端始终处于开机状态，从不自动关机。手动关机后，2分钟无动作将自动开机。

 常关：终端始终处于关机状态，从不自动开机。手动开机后，2分钟无动作将自动关机。

 定时：在指定的时间点开机或关机。此时，可在下方列表中设置五组开关机时间，每组时间都可

以单独设置开机时间点、关机时间点以及是否“启用”或“停用”。只有启用的时间组是有效的，

停用的时间组设置对终端开关机时间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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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不设置自动开关机时间，用户手动开关机。

8. 按星期设置时，对“星期 X”逐一进行开关机设置。统一设置时，跳过此步。

9.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下载时间设置：

设置单个或多个终端下载文件的时间段。通过设置终端错时下载，可有效避免并发下载造成网络负担

过重。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

2. 勾选需要设置的终端、分组或机构。

3. 点击【更多】。

4.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下载时间设置】，开启如下界面。

5. 勾选是否“激活”此设置。如不勾选，则所做设置将不应用于终端。

6. 设置下载时间段“从......到……”。

7. 点击【添加时间】，设置的下载时间段将显示在下方列表中。支持添加多个时间段。

单击单元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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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时间】将删除选中的时间段。

8.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切换端口设置：

设置单个或多个终端定时切换信号端口的时间。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

2. 勾选需要设置的终端、分组或机构。

3. 点击【更多】。

4.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切换端口设置】，开启如下界面。

5. 勾选是否“激活”此设置。如不勾选，则所做设置将不应用于终端。

6. 选择端口切换控制模式。

 定时：在指定的时间段使用指定的端口。此时，可在下方列表中设置五组端口设置，每组都可以

单独设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以及是否“启用”或“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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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不设置自动切换时间，用户手动切换端口。选择手动后，直接跳至第 9步。

7. 设置端口类型、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启用状态。

状态：只有启用的设置组是有效的，停用的设置组对端口切换没有影响。

端口类型：指终端显示设备的端口类型。

数字标牌 选择数字标牌设备作为显示设备

HDMI 选择 HDMI设备作为显示设备

VGA 选择 VGA设备作为显示设备

8. 按星期设置时，对“星期 X”逐一进行端口切换设置(即第 7步和第 8步)。统一设置时，跳过此

步。

9.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显示设置：

设置单个或多个终端的显示参数（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以及生效期间。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

2. 勾选需要设置的终端、分组或机构。

3. 点击【更多】。

4.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显示设置】，开启如下界面。

单击单元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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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勾选是否“激活”此设置。如不勾选，则所做设置将不应用于终端。

6. 设置显示设置生效的开始日期/时间和结束日期/时间。

7. 设置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可以直接输入数值，也可以拖拽控制条。

8.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音量设置：

设置单个或多个终端的播放音量，以及生效期间。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

2. 勾选需要设置的终端、分组或机构。

3. 点击【更多】。

4.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音量设置】，开启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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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勾选是否“启用”此设置。如不勾选，则所做设置将不应用于终端。

6. 点击单元格修改终端音量与对应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最多可设置五组音量。

7. 点击“状态”单元格设置每组音量的状态：启用或停用。只有“启用”的音量组是有效的，“停

用”的音量设置对终端音量没有影响。

点击【删除时间】将删除选中的时间段。

8.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系统设置：

对单个或多个终端系统进行设置。

1.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管理】开启“终端管理”界面。

2. 勾选需要设置的终端、分组或机构。

3. 点击【更多】。

4.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系统设置】，开启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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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勾选是否“激活”此设置。如不勾选，则所做设置将不应用于终端。

6. 设置各参数。

语言：设置终端界面语言，英语、中文或日语。

时钟显示：设置终端屏幕是否支持显示实时时钟，以及显示在屏幕上的位置。

滚动文字：设置终端屏幕是否支持显示滚动字幕。

USB端口：设置启用或禁用终端 USB接口。

图片播放时间：“开放”模式下（插卡直接播放卡内媒体文件），每张图片的播放时长。

7.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9.1.3 终端日程

在“终端管理”界面，右键点击终端列表的一行，弹出如下菜单。

点击【查看终端日程】可查看该终端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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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模式：点击【图形模式】可查看节目排期（可选日/星期/月模式），如下图：

删除日程：点击【删除日程】可删除选中的日程安排。

复制日程：将当前终端的日程安排复制给其他终端，省去重新发布节目的过程，提高工作效率。

1. 点击【复制日程】开启“复制日程”界面。

注意：在“播放列表”标签页下，点击【复制日程】复制的是播放列表日程；在“即时插播”标签页

下，复制的则是即时插播日程。在“互动节目”标签页下，复制的则是互动节目日程。

2. 从左侧的“待选终端”列表中勾选一个或多个终端，然后点击【添加终端】，所选终端即出现在

右侧的“目标终端”栏中。点击【删除终端】可将终端从“目标终端”栏中移除。

3. 点击【确定】，当前终端的日程即复制给了右侧的目标终端。

9.1.4 终端密码

终端工作于加密模式下时，终端密码须与制卡密码相一致，U盘导入的节目才能得以播放。终端

密码文件 ADPKeyRenew.BIN可由制卡工具制作并导入终端，初始密码是 12345678。

在“终端管理”界面，右键点击终端列表的一行，弹出如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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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终端密码】可修改终端密码（需要旧密码）；点击【重置终端密码】可将终端密码重

置为 12345678。

9.1.5 制卡管理

制卡功能可将节目打包保存到移动磁盘中，供现场导入终端。

节目制卡：

1. 在“终端管理”界面，右键点击终端列表的一行，弹出如下菜单。

2. 点击【制卡管理】开启“制卡管理”界面。

3. 点击【制卡】，弹出“选择制卡类型”窗口。



发布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V4.6 81

4. 勾选制卡策略。

选中的制卡策略将随节目一起打包生成制卡文件。【注：策略生成 system文件，节目 media文件】

5. 选择需要制卡的节目，点击【确定】开始制卡，默认状态为勾选终端下所有节目。

6. 制卡完成后，点击【下载】下载制卡文件。

制卡文件是加密压缩包，解压时需输入制卡密码，默认为 123456。制卡密码随用户而不同，详

情请参考：11.2.3 用户密码。

导入节目时，解压缩制卡文件，将得到的 MEDIA和 SYSTEM两个文件夹复制到移动存储器，再

插入终端的 USB接口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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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终端状态

对于在 GTV系统中注册的联网终端，您可以实时查看其状态，并可远程发布控制命令。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状态】进入“终端状态”界面。

9.2.1 查询终端状态

1 列表模式

点击【设备中心>终端状态】进入“终端状态”界面。默认情况下，系统中所有的终端以列表形式显

示在“终端列表”中。在左侧选择机构或分组后，“终端列表”将显示该机构或分组内的所有终端信

息。

终端列表中，“终端状态”一栏显示终端当前的工作状态；“完整度”指终端下载节目的进度；“磁

盘空间”指剩余磁盘空间；“最后心跳时间”指终端与服务器最近一次通讯的时间。点击终端名称可

查看终端详细信息，双击终端所在行可查看当前播放日程和节目发布详情。

终端状态图标含义如下：

图标 描述 图标 描述

未知 异常

离线 更新

播放 登录

下载 当天未登录

停止 多天未登录

后台下载 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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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终端名称”、“终端串号”等信息，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终端信息，并显示在下方

列表中。点击【更多>显示/隐藏高级搜索】将开启更多高级搜索选项。

2 图形模式

终端状态也可在图形模式下显示。

3 地图模式

可选择平面地图和卫星地图两种查看方式；可查看终端分布情况，如终端名称、MAC、分组、状

态、版本、IP等信息。

9.2.2 终端详情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终端详情】，或双击终端名称，可进入“终端详情”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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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当前播放日程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当前播放日程】，可查看当前播放列表和互动节目列表。

9.2.4 节目排期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节目排期】，可进入节目排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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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显示有三种模式：Day / Week / Month .

序号 模式 备注

1 Day 全天日程

2 Week 全天日程

3 Month 全天日程，背景色显示

9.2.5 发布节目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发布节目】，可进入发布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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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终端控制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终端控制】，可控制联网终端的播放、停止、重启、休

眠、唤醒、音量等属性。

9.2.7 终端截屏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终端截屏】，可操作截屏并查看截屏历史。

9.2.8 终端拍照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终端拍照】，可拍照显示并查看拍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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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终端日志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终端日志】，可查看终端操作日志。

9.2.10终端设置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终端设置】，可设置终端开关机时间、下载时间、显示

设置、音量设置、系统设置、切换端口、天气区域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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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变更组织机构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变更组织机构】，可变更终端所属机构。

9.2.12变更终端分组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变更终端分组】，可变更终端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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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终端错误日志

右键单击终端名称，弹出菜单中，选择【终端错误日志】，可查看终端错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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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系统日志

GTV的系统日志模块为您提供了各种日志与统计报表，方便您实时掌控系统运行状态。

10.1 用户操作日志

用户操作日志记录了所属用户的各类操作。

点击【系统日志>用户操作日志】进入“用户操作日志”界面。

输入“操作类型”、“操作人”等信息，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日志记录，并显示在下

方列表中。再点击【导出】，可导出当前日志列表。

注意：只能查询和导出用户所属机构及其下属机构的用户操作日志。用户操作日志保留两个月。

10.2 监控日报表

监控日报表记录了终端下载、登录、升级等各类操作，供实时查看。

点击【系统日志>监控日报表】进入“监控日报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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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终端名称”、“终端编号”等信息，点击【搜索】，可查询到相应的操作记录，并显示在

下方列表中。

注意：监控日报表保留一个月。

10.3 终端在线统计

“终端在线统计”提供了各机构终端在线率的实时统计。

点击【系统日志>终端在线统计】进入“终端在线统计”界面。

选择“所属机构”，然后点击【搜素】可查询到该机构的终端在线率统计。

在终端在线统计表中，点击机构名称，可查看该机构内各终端的在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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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 系统设置

GTV的系统设置模板可帮助您配置整个数字标牌系统，并对用户和角色进行权限分配和管理。

11.1 组织机构

GTV系统设立了组织机构，可对用户、终端、素材、播放列表等实行分层级管理。用户只能

管理本机构及下属机构内的用户、终端、素材、播放列表等，无权管理其它同级机构或上级机构。

点击【系统设置>组织机构】进入“组织机构”界面。

GTV系统内的所有机构均显示在树形组织机构图内，点击【刷新】可显示最新的机构图。

树形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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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新建机构

1. 右键点击机构名称，弹出如下菜单。

2.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或“批量新建”，开启新建机构界面。

3. 输入所需信息。系统中同级机构不可重名。

4.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新增的机构将显示在机构树中。

11.1.2编辑机构

右键点击要编辑的机构名称，弹出如下菜单。

点击【编辑】开启“编辑机构”界面，可修改机构名称、备注和上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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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可删除该机构，以及该机构相关的用户、终端、素材、播放列表等信息。删除后，

点击【刷新】刷新显示新的组织机构。

注意：System 是系统最高机构，不支持编辑和删除。

11.2 用户管理

GTV系统支持多用户，并可对各类用户进行统一管理。每个用户在系统中是唯一的，隶属于一个

指定的组织机构，具有相应的角色（除广告商外），并拥有该角色所定义的权限。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输入“用户名”、“所属机构”或“用户类型”，点击【搜索】按钮可查询到相应的用户信息，

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点击表中用户名可查看该用户详细信息。

用户类型 图标 描述

普通用户 使用系统的普通用户。sa 是普通用户，其角色是管理员。

广告商 通过终端播放广告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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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新建用户

1. 点击【新建】开启“新建用户”界面。

2. 输入所需信息。

用户名：登入 GTV系统时的账号名称，不可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用户重名。

所属机构：该用户所在机构。

密码：系统登录密码，至少 6位数字。

用户类型：普通用户或广告商。

普通用户 使用系统的普通用户。sa是普通用户，其角色是管理员。

广告商 通过终端播放广告的商家。

角色：普通用户需选择角色，以明确操作权限；广告商用户无须设置。

可控终端：用户可以操作的终端，可以是“所属机构全部可控”或“部分可控”。如选择“部

分可控”，则可在后续添加可控终端。

3.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注意：新建广告商类型的用户后，还需要再进入【素材管理>广告商管理】界面编辑其所对应的广

告商，否则无法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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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V系统中，“广告商”用户与“广告商”应是一一对应的。

广告商的权限是固定的。广告商用户登入 GTV系统后自动进入“广告运营平台”，只能查看个人

信息、相关素材及广告播放统计信息。

11.2.2用户信息管理

1.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2. 在用户列表中，右键点击用户所在行，开启如下右键菜单。

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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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删除】可删除该用户信息；点击【编辑】开启“编辑用户”界面。

4. 编辑除用户名外的用户信息。

5. 点击【确定】完成编辑。

11.2.3用户密码管理

用户有登录密码和制卡密码。

 登录密码：用户登录 GTV系统的账号密码，新建用户时设置。

 制卡密码：该用户制卡时，被打包的节目密码。

修改登录密码：

1. 在系统界面右上角点击【设置】开启“用户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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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修改密码”并输入原密码和新密码。

3. 点击【确定】完成修改。

重置登录密码：

1.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2. 在用户列表中，右键点击用户所在行，开启如下右键菜单。

3. 点击【重置登录密码】。

4. 确认后登录密码重置为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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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制卡密码：

1.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2. 在用户列表中，右键点击用户所在行，开启如下右键菜单。

3. 点击【设置制卡密码】开启“设置制卡密码”界面。

4. 输入登录密码和制卡密码。

5.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如以后需要修改制卡密码，只需重复以上步骤。

11.2.4用户终端管理

新建用户时可以设置用户的可控终端。可控终端指用户可以操作的终端，可以设置为“所属机构

全部可控”或“部分可控”。如选择“部分可控”，则可在后续添加可控终端。

添加可控终端：

1.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2. 在用户列表中，右键点击用户所在行，开启如下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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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添加终端】开启“添加终端”界面，这里列出了用户所属机构的全部终端。

4. 勾选该用户可以操作的终端。

5. 点击【确定】完成添加。

移除可控终端

1.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2. 在用户列表中，右键点击用户所在行，开启如下右键菜单。

3. 点击【查看可控终端】开启“可控终端”界面，这里列出了该用户的全部可控终端。

4. 勾选要移除的终端。

5. 点击【移除终端】。移除后，该用户则无法再操作此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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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角色管理

角色定义了各种用户的操作权限。每个用户（除广告商外）都有其角色，并拥有该角色所定义的

权限。GTV系统支持自定义角色。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各种角色，并分配相应的权限，如节

目制作员、节目审核员、终端管理员等。

点击【系统设置>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界面。

系统中的所有角色显示在角色列表中。输入“角色名称”，点击【搜索】可快速查询到该角色。

11.3.1新建角色

1. 点击【新建】，开启“新建角色”界面。

2. 输入角色名称和描述，并设置该角色权限。

3.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11.3.2编辑角色

点击角色名称或“操作”按钮，开启“编辑角色”窗口，可修改角色名称、描述及权限。

勾选该角色的

权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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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色列表上方，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角色。

注意：“管理员”角色不可编辑或删除。

11.4 系统文件管理

除节目文件外，GTV平台还可远程管理终端系统文件。例如，需要更新终端系统时，只需在 GTV
平台上传更新文件并添加终端，终端会定时扫描系统文件信息，如有升级文件，则自动进行版本

辨别并下载，从而使终端升级简单、快捷，维护成本降至最低。

点击【系统设置>系统文件管理】进入“系统文件管理”页面。

这里列出了所有可供下载更新的系统软件。“包含终端数”指该系统软件应用的终端数量。

点击【上传】可从本地上传系统软件；点击【删除】可删除选中的系统软件。

注意：系统软件仅支持*.Rom、*.Img、*.Zip格式的文件。

11.4.1添加应用终端

1. 在系统软件列表中，右键点击系统软件所在行，弹出如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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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添加终端】开启“添加终端”界面。

3. 勾选该系统软件适用的终端。可按机构或分组查找目标终端。

4.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此后，这些终端可下载更新该系统软件。

11.4.2移除应用终端

1. 在系统软件列表中，右键点击某系统软件所在行，弹出如下菜单。

2. 点击【查看已有终端】开启“已有终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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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选需要移除的终端。可按机构或分组查找目标终端。

4. 点击【移除终端】。此后，这些终端将无法下载更新该系统软件。

5. 点击【关闭】。

11.5 系统参数配置

点击【系统设置>系统参数配置】进入“系统参数配置”页面。

11.5.1终端标签配置

这里可自定义终端信息参数，以便记录和查看更多终端信息。

举例：如果您想要在查看终端详细信息时，知道该终端的屏幕模式（横屏或竖屏），而当前系统

提供的终端详细信息栏里没有该参数，新建终端时也无需提供该信息。那么，您可以在这里配置

一个新的终端标签“屏幕模式”。具体步骤如下。

1. 点击【系统参数配置>终端标签设置】进入“终端标签配置”页面。

2. 在某序列的“名称”栏里输入“屏幕模式”，并在后面的状态栏中选择“启用”。

“停用”的终端标签将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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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此后，新建或编辑终端时，系统即增加了“屏幕模式”标签。

11.5.2节目发布审核权限配置

这里可配置节目发布审核机制。

不审核：发布的节目直接下发至终端，无需审核。

单级审核：发布的节目只需要通过一级审核即可下发至终端。

两级审核：发布的节目需依次通过两级审核，方可下发至终端。两级审核中的第一级审核可设置

多人会签审核，节目需通过多人会签审核，才能进入下一级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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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配置两级审核权限如下，

则此后节目审核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设置审核项

第一级审核

第二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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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机制变更后，进行节目审核时系统将要求重新登录。审核机制的变更将影响到当前所有待审

核的节目。

关于节目审核的详细说明，请参考：7.5 发布审核。

11.5.3播放列表参数配置

这里可统一配置所有图片默认的播放时长、转场模式和数量限制。

图片播放时长可根据需要在制作播放列表时修改；但转场时间为固定值，不可修改。

11.5.4天气设置

在服务器平台联网的情况下，系统可自动获取城市天气；如果未联网，则可以在这里手动设置，

以便显示在各处终端上。

1. 点击【系统参数配置>天气设置】开启如下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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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终端所在城市。

3. 设置天气和气温。

选择城市后，即可在下方栏框中设置该城市天气、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如果某城市的天气

曾经设置过，则选择城市后可在天气和气温栏处看到上次的设置内容，如需修改，直接在信

息输入框中重新输入即可。

4. 设置默认图片（非必选项）。

点击“默认图片”后面的 图标，弹出图片查询界面，可选择并添加默认图片。当终端无法

从服务器平台获取当天的天气信息时，就下载并使用此默认图片代替天气展示。

在已有默认图片的情况下，鼠标左键点击默认图片，弹出素材列表界面，可重新设置或删除

默认图片。

重设默认图片：在素材列表界面，选择所需的图片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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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默认图片：在素材列表界面，不选择任何图片，直接点击【确定】。

5. 天气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保存设置。

11.5.5字体设置

这里可查询并上传、下载平台字体。

上传：点击【上传】按钮，可上传字体。

下载：在字体列表的“操作”栏中，点击下载图标，可下载所选字体。

11.5.6终端硬件号开关设置

终端硬件号可用于终端和服务器的通讯。如终端需更换板卡，请在这里点击开启，方可更改终端

硬件号。

11.6 系统备份

系统备份可用于保存历史数据，当服务器因为不可预知的软硬件故障而崩溃时，历史备份数据可

以用于系统数据恢复。

点击【系统设置>系统备份】，进入系统备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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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系统提供人工手动备份和自动定时备份两种备份方式。

 手动备份：点击【备份】按钮，对当前的数据库信息以及媒体文件进行备份，备份文件以备

份成功的时间来命名。

备份时，可选择备份文件存储路径。如选择“默认路径”，则备份文件将储存在 GTV系统中，

并显示在备份列表中；如选择“自定义路径”，则备份文件将储存在指定路径。

 自动备份：每个月 1号凌晨三点系统会自动进行备份。

还原

在系统备份列表中，勾选需要还原的文件，点击【还原】按钮，系统将恢复为备份时的状态。

如不勾选列表中的文件，直接点击【还原】将显示如下对话框。

输入备份文件的保存路径，点击【确定】，系统将从该备份文件恢复。

注意：执行系统还原将影响到当前用户，并且需要重新登录，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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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章节目统计

GTV的节目统计模块向您提供了已播出节目的统计信息，以及价格策略。

12.1 节目播出日志

节目播出日志提供了已播出节目的统计信息。

点击【节目统计>节目播出日志】进入“节目播出日志”界面。

选择统计类型（终端、素材或广告商）、统计时间及相关信息，点击【搜索】按钮，可查询到相

应的节目播出日志，并显示在下方的日志列表中。再点击【导出】，可导出当前日志列表。

 在“统计类型”处选择“素材”，点击【搜索】，可统计出每个素材的播放次数、累计时长、

播放终端数量、价格等。

 在“统计类型”处选择“终端”，点击【搜索】，可按单台终端统计播放次数、累计时长、

价格等

 在“统计类型”处选择“广告商”，点击【搜索】，可按客户统计广告的播放次数、累计时

长和播放终端数量。

在进行上述搜索时，设定统计时间（如一个月），可对一段时间内的节目播放情况进行上述几项

统计汇总。

注意：节目播出日志保留三个月。

12.2 价格策略

在“价格策略”页面，您可以制定或查看价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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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节目统计>价格策略】进入“价格策略”界面。

输入策略名称，点击【搜索】按钮，可查询到该价格策略，并显示在下方列表中。点击【删除】

可删除选中的策略。

新建价格策略

1. 在“价格策略”页面点击【新建】开启“添加价格策略”页面。

2. 输入所需信息。

计价类型分两种。

 按次计价：按广告播放的次数计算费用。

 按秒计价：按广告播放的时间（秒）计算费用。

3. 点击【确定】完成新建。新建的价格策略将出现在价格策略列表中。

编辑价格策略

在价格策略列表中，点击价格策略名称，开启“编辑价格策略”窗口，可修改策略名称、计价类

型、单价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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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章公交管理

GTV提供公交线路管理功能。

13.1 公交线路管理

13.1.1新建线路

点击【新建】，输入名称、编号，添加上行、下行站点信息，新建公交线路；

点击【新增】，可新建站点；

点击【删除】，可删除站点。

13.1.2同步站点

上行线路界面，点击“同步站点到下行”，可将上行线路站点同步到下行线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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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线路界面，点击“同步站点到上行”，可将下行线路站点同步到上行线路中。

13.1.3站点显示

名称：单击相应站点名称，可修改站点名称；

进站显示：单击“进站显示”，可设置进站显示图片。

到站显示：单击“到站显示”，可设置到站显示图片。

关门出站显示：单击“关门出站显示”，可设置关门出站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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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视频区域添加站点

在终端播放列表的视频区域中，右击某视频文件，选择“设置站点”，可选择多个线路的多个站

点。车辆到达选中站点时，终端将播放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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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编辑公交线路

右键单击公交名称可编辑或删除线路，查看或添加终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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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终端可支持多条线路；多个终端亦可添加同一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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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章 LED管理

GTV提供 LED管理功能。

14.1 LED接口管理

可在搜索栏输入板卡型号，搜索所需板卡 LED 接口信息。在列表中点击或右键单击板卡型号，调出

LED接口查看界面。

查看屏幕参数说明

查看接口参数说明



120

查看通讯参数说明

14.2 LED屏幕管理

14.2.1新建 LED屏幕

1 点击【新建】，新建 LED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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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屏幕参数信息

3 填写通讯参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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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编辑 LED屏幕

1 右键单击屏幕名称，选择【编辑 LED屏幕】

2 填写屏幕参数及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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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屏幕发布

1 选中屏幕，点击右侧【屏幕发布】；或右键单击屏幕名称，选择【发布 LED 屏幕】，进入

屏幕发布页面

2 编辑字幕内容，点击【确定】，完成发布。



124

14.2.4屏幕删除

选定屏幕，点击【删除】，可删除 LED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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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章拼接管理

GTV提供拼接管理功能，该功能可以实现在由多块终端显示屏拼接起来的屏幕墙上播放节目。

运行环境

终端性能要求如下：

CPU：i7处理器、4核

内存容量：8G

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同步效果，视频最佳选择：视频编码 avc（H264），音频编码（aac）。

需要在杀毒软件（如：360）中添加以下信任程序：

添加方法：打开 360杀毒，点击【设置】->【文件白名单】，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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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终端配置

需要设置终端的同步开关、角色等参数。本节介绍同步参数的设置方法。

1. 选择菜单【设备中心】->【终端管理】，进入“终端管理”界面。

2. 右击终端名称选择【编辑】，弹出“编辑终端”对话框。

3. 选择“系统设置”页签。

 同步开关：选择“开启”。

 同步角色：一个屏幕墙中设置一台终端为“主机”，其他为“从机”。

 同步模式：0：主机在播放每个素材的开头发送同步信号。

1：主机每隔一分钟发送一次同步信号。

（主机发送同步信号，只在视频开始播放的时候发，视频播放中间不会发）

999：0的测试模式，从机在接收到同步信号后左上角会有箭头同步标志。

 同步方法：选择“网络同步”。

 同步组号：同一个屏幕墙中，组号设置必须相同。

 拼接模式：选择“单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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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服务器端配置

15.2.1屏幕终端

初次进行拼接屏节目制作之前需要先新建屏幕终端，屏幕终端是指物理的显示屏终端。本节

提供屏幕终端的新建、修改、删除操作方法指导。

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屏幕终端】。

系统预置了 4个屏幕终端，如下图所示：

2. 单击右侧【新建】，弹出新建屏幕对话框。

3. 填写屏幕终端信息。

4. 单击【确定】，即新建了屏幕终端。

系统自动计算，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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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在已建好的列表中，选中某个屏幕，单击【删除】，可将相应的屏幕删除。

15.2.2屏幕墙

在屏幕墙中可添加若干终端，并按需摆放出各种造型。

新建

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屏幕墙】。

2. 单击【新建】，弹出“新建屏幕墙”对话框。

3. 填写屏幕墙参数，参数填写说明如下：

1) 名称：根据实际需要填写，可填写任意名称。

2) 屏：单击文本框弹出“选择屏幕终端”对话框，可以选择已有的屏幕终端。（也可以不选择）

3) 物理尺寸宽、物理尺寸高：

 如果选择了屏幕终端，则系统自动计算出物理尺寸宽、高，分别对应所选屏幕终端的荧

幕宽和高。只需要手动填写数量。

 如果没有选择屏幕终端，则手动填写尺寸和数量。

示例中的数量含义为：新建了一个 1行 2列的屏幕墙。

4. 单击【确定】，进入“详情”界面，在屏幕墙中添加终端显示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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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工具栏屏幕按钮 ，弹出屏组对话框，添加终端显示屏。

参数选择说明：

1) 屏：单击“选择屏幕”，弹出“选择屏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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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列：1行 1列代表添加 1块屏，1行 2列代表添加两块屏。可添加多少块屏取决于屏幕

墙设置的大小。

3) 屏宽、屏高：无需填写，选中屏后自动读取。

6. 工具栏说明：

图标 描述

自动吸附，勾选后可实现自动吸附功能。

置顶。将当前区域显示在最顶层。

置底。将当前区域显示在最底层。

上移。将当前区域上移一层。

下移。将当前区域下移一层。

左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左侧为基准对齐。

垂直中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垂直中线为基准对齐。

右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右侧为基准对齐。

顶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顶侧为基准对齐。

水平中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水平中线为基准对齐。

底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底边为基准对齐。

匹配宽度。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宽为标准拉伸。

匹配高度。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高为标准缩伸。

匹配高和宽。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高和宽为标准缩伸。

锁定。锁定的区域不可通过拖拽拉伸的方式调整位置大小，但可使用对齐和

匹配图标调整两个区域的相对位置大小。

解锁。解除锁定某个区域。

清空区域。删除模板内的所有区域。

7. 单击【保存】。

导出

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屏幕墙】。

2. 选中屏幕墙，在右侧菜单中选择【导出】，可将屏幕墙配置信息导出。

导入

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屏幕墙】。

2. 选中屏幕墙，在右侧菜单中选择【导入】，可将已有的屏幕墙配置信息导入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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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添加文件】，弹出添加文件对话框。

4. 选择相应的文件，单击【打开】，等待上传成功。

15.2.3屏幕安装

新建

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屏幕安装】，进入“屏幕安装”界面。单击【新建】创建屏幕安

装任务。

进入安装模式

方法一：

1. 选择菜单【设备中心】->【终端状态】进入“终端状态”界面。可以远程遥控终端设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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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屏幕安装模式。

2. 右击需要绑定的终端设备，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终端控制】->【远程遥控】。

3. 选择遥控器按键“9”，终端显示屏进入安装模式，如图所示。

注意：按【返回】键退出安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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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选择【拼接管理】->【屏幕安装】，进入“屏幕安装”页面。

1. 单击拼接任务右侧图标，进入“绑定终端”界面。

2. 在绑定终端界面，选择【查看在线终端】。

 在该界面可查看到终端状态。

 选中终端，点击【进入安装模式】，即可控制终端进入安装模式。

 选中终端，点击【退出安装模式】，即可控制终端退出安装模式。

绑定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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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绑定终端”界面，单击 按钮，弹出“绑定终端”对话框。如图所示。

 绑定终端：单击文本框选择终端，只能选择安装模式的终端。如图所示。

 终端编号：选择终端后，系统自动读取终端编号，无需手工填写。

 屏幕模式：默认是读取的终端显示屏的参数。如需更改可重新选择，横屏为：0°，逆时针

往左为：90°，依此类推。

备注：

1 单击 可退出单个安装模式。

2 单击 可解除绑定。

2. 逐个绑定完毕后，单击左上角【全部退出】，退出安装，完成屏幕安装步骤。

15.2.4节目制作

新建

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节目制作】，进入“节目制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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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右侧【新建】选择屏幕墙，进入节目制作界面。

工具栏使用说明：

图标 描述

自动吸附，勾选后可实现自动吸附功能。

置顶。将当前区域显示在最顶层。

置底。将当前区域显示在最底层。

上移。将当前区域上移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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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描述

下移。将当前区域下移一层。

左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左侧为基准对齐。

垂直中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垂直中线为基准

对齐。

右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右侧为基准对齐。

顶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顶侧为基准对齐。

水平中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水平中线为基准

对齐。

底对齐。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底边为基准对齐。

匹配宽度。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宽为标准拉伸。

匹配高度。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高为标准缩伸。

匹配高和宽。圈选出两个或多个区域，以先选中区域的高和宽为标准

缩伸。

锁定。锁定的区域不可通过拖拽拉伸的方式调整位置大小，但可使用

对齐和匹配图标调整两个区域的相对位置大小。

解锁。解除锁定某个区域。

清空区域。删除模板内的所有区域。

3. 在节目制作界面，选中右侧结构树中的“页”，并单击工具栏中 按钮添加至“屏幕墙”

中。

4. 拖动视频改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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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支持添加多个页，方法：在右侧结构树种右击【目录】，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区域】->
【页】。

 支持添加多视频，如图所示，一个屏幕墙中添加了两个视频区域。

5. 双击屏幕添加素材，弹出素材对话框，可添加多个图片、视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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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

7. 单击【保存】。

8. 单击【发布】，进入“发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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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1) 保存后选择【拼接管理】->【节目制作】，进入“节目制作”界面。

2) 选择“列表模式”，点击列表右侧的“发布”按钮，进行节目发布。

9. 将“屏幕安装”中的列表拖到右侧“目标屏幕”区域中。

10. 设置发布属性。

 播放模式：

循环 全天 24小时播放

定时 按日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日期、时间播放

按星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星期、时间播放

插播 在当前播放日程中插播，优先级别最高。

按日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日期、时间播放

按星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星期、时间播放

 失效日期：到达失效日期后，节目将从系统及对应终端中自动清除。

 发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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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日程 追加日程安排，不影响原有节目日程

覆盖终端日程 删除终端原有节目安排，以新的日程取代现有日程

11. 节目发布。

 单击【发布】，跳转至“节目发布”界面。或者，通过选择菜单【拼接管理】->【节目发布】

进入“节目发布”界面。

 单击【发布并审核】，确认发布。至此完成发布流程。

12. 单击 选择审核项。选择“审核通过”。

13. 单击【确定】，弹出“提示”框，是否确认发布，选择【是】即完成节目发布流程。

导出

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节目制作】。

2. 选中节目，在右侧菜单中选择【导出】，可将节目信息导出。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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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菜单【拼接管理】->【节目制作】。

2. 选中节目，在右侧菜单中选择【导入】，可将已有的节目信息导入到系统中。

3. 单击【添加文件】，弹出添加文件对话框。

4. 选择相应的文件，单击【打开】，等待上传成功。

15.2.5节目发布

此模块可以新建发布任务，将已有的节目列表发布到屏幕墙中。

1. 在菜单中选择【拼接管理】->【节目发布】，进入“节目发布”列表界面。

2. 单击右侧 ，进入发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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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屏幕安装”中的列表拖到右侧“目标屏幕”区域中。

4. 将“拼接节目”中的列表拖到右侧“目标节目”区域中。

5. 设置发布属性。

 播放模式：

循环 全天 24小时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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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 按日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日期、时间播放

按星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星期、时间播放

插播 在当前播放日程中插播，优先级别最高。

按日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日期、时间播放

按星期时间播放：按照设定好的星期、时间播放

 失效日期：到达失效日期后，节目将从系统及对应终端中自动清除。

 发布策略：

追加日程 追加日程安排，不影响原有节目日程

覆盖终端日程 删除终端原有节目安排，以新的日程取代现有日程

6. 节目发布。

 单击【发布】，发布成功后，跳转至“节目发布”界面。单击 选择审核项。选择“审

核通过”。至此完成发布流程。

 单击【发布并审核】，确认发布。至此完成发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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