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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数字化信息发布管理系统 GDSM-C（简称 GDSM-C）是一套部署简单、应用广泛、管理

高效的信息显示管理系统。GDSM-C 支持公有云和私有云方式部署服务器，系统提供多设备

统一管理、多屏拼接、远程发布、远程监控、定时开关机、日志查询等功能。可随时查看设

备状态、当前播放内容，调整播放计划，实现了对设备、对屏幕、对广告内容的统一管控。 

 

（图 1）GDSM-C 系统拓扑 

2 软件安装 

服务程序安装： 

参考《GDSM 服务程序安装指引—Linux 版》或《GDSM 服务程序安装指引—Windows 版》。 

终端软件安装： 

参考《终端软件安装指引—Windows 版》或《终端软件安装指引—Androi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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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使用 

3.1 快速发布流程 

 通过流程图指引（图 2），可快速掌握系统的基本使用方法。快速发布节目操作如下： 

 

（图 2）快速发布流程图 

3.2 系统功能介绍 

 打开浏览器（推荐谷歌浏览器）输入服务器地址，在登录页面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

验证码并登录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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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系统登录页面 

3.2.1 设备管理 

 点击“设备管理”模块，在页面中可以看到所有连接至该账号下的终端以及基本信息，

包括每台终端的在线/离线情况、程序版本、屏幕数量等，点击 按钮可以编辑终端名

称、设定终端开关机时间、调节终端音量和亮度。 

 

（图 4）设备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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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设备参数设置 

3.2.2 屏幕分组  

 点击“屏幕分组”模块，在页面左侧会列出所有终端，选中某终端后在页面右侧会列出

该终端所连接的屏幕。单击右侧屏幕可选中屏幕，选择多个屏幕可进行多屏组合拼接，每块

屏幕均支持远程旋转、位置交换。点击 按钮可新增屏幕分组，建立广告节目时节目

将以屏幕分组为单位进行发布、播放。调整好屏幕分组后，点击右上角 按钮保存

设置，点击复位按钮清除当前设置。 

 

（图 6）屏幕分组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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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屏幕分组_2 

3.2.3 节目编辑 

 在“节目编辑”页面中，可进行节目新增、内容编辑、素材上传、快速发布节目。编辑

节目时可以选择背景/文字/图片/形状/音乐/视频/滚动图/跑马灯/网络资源/时间/H5 资源包

/天气/文档等元素来制作节目内容。 

3.2.3.1 创建节目 

 点击 按钮—》定义节目名称—》选择屏幕分组—》确定“√”，则建立了

一个空白节目。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该节目。 

 

（图 8）新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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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编辑节目 

 新建好一个节目后，在页面右侧选择素材来完成节目内容的编辑，素材类型可使用网络

资源素材（如：链接、背景图/色、天气、时间等）和上传本地素材（如：图片、视频、文档、

H5 等）。选中某节目后，可直接编辑节目内容制作单个页面播放，也可以点击左侧

按钮可进入多页模式，添加多个页面轮流播放。多页模式下点击 按钮添加多个页面，

点击复制、删除按钮可以对该页面进行复制与删除，点击上方 按钮可以设置该页

面的播放时长和循环模式。 

 

（图 9）节目编辑 

 

（图 10）多页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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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材类型 

 背景 

 背景色：选择“背景”—》“背景色”—》选中色块，即可给节目添加上背景色，移动

透明度条可调整背景色透明程度。 

 背景图：“背景”—》“背景图”—》“我的图片”—》选中图片，即为节目添加上背景

图，移动透明度条可调整背景图透明程度。 

 

（图 11）背景色素材 

 

（图 12）背景图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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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编辑文字：点击“文字”—》“添加到画布”—》双击修改文字内容，可设置文字字体、

字号、行距、位置、字体颜色、文字背景、透明度、旋转角度等。 

 

（图 13）文字素材 

 图片 

 我的图片：“图片”—》“我的图片”—》选中图片，点击“上传图片”按钮可将本地图

片上传至系统(图片支持 jpg, jpeg, png, bmp;大小不超过 5M,推荐尺寸:4:3,16:9)。 

 图片属性：单击已选图片，在“图片属性”栏可以调整图片透明度和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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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图片素材 

 

（图 15）图片属性 

 音乐 

 添加音乐：选择“音乐”—》“我的音乐”—》 点击“＋”，即添加音乐至节目中，点

击“上传音乐”可上传本地音乐到系统上(音频支持 mp3,wav;大小不超过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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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音乐素材 

 视频 

 添加视频：选择“视频”—》“我的视频”—》选中视频，即将视频添加到节目中，点

击“上传视频”按钮可上传本地视频到系统(视频支持 mp4, avi, mpg, wmv, mkv, rmvb, mov, 

flv;推荐 500M 以内，最大不超过 2G)。“视频库”中可对选中的视频选择铺满模式（按放置

区域大小铺满）、普通模式（按视频原比例显示）、旋转角度。 

 

（图 17）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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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视频素材 

 滚动图 

 添加滚动图：点击“滚动图”—》“我的图片”—》勾选图片—》“确认”，即添加多个

图片按先后顺序以滚动形式播放。滚动图可以设置滚动间隔时间、透明度、旋转角度等参数，

滚动时间间隔输入后按回车键确定。 

 

（图 19）滚动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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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滚动图属性 

 跑马灯 

 添加跑马灯：点击“跑马灯”—》“添加到画布”，在内容输入区域内填写需要显示的文

字。点击滚动设置和字体设置可以设置跑马灯的滚动方向、滚动速度、滚动次数（或循环滚

动）、字体类型、字号大小、字体颜色、字体背景色、透明度、旋转角度等属性。 

 

（图 21）跑马灯元素 

 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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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网络资源：“网络资源”—》“URL”处填写有效网络链接—》“添加到画布”，则该

链接的网页页面内容会显示在对应区域内。 

 

（图 22）网络资源 

 显示时间 

 添加时间：点击“显示时间”—》“添加到画布”，当前时间元素即添加到在画布中，发

布节目后播放显示的时间与终端时间相同。在时间属性栏，可以调整时间的字体、字号、行

距、字体颜色、字体背景色、透明度、旋转角度等信息。 

 

（图 23）时间素材 

 H5 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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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H5 资源包：点击“H5 资源包”—》在“我的资源包”下选中资源包，H5 包含的

内容就在画布区域显示。通过点击“上传 H5 资源包”可从本地上传 H5 资源包到系统上。 

 

（图 24）H5 资源包 

 天气 

 添加天气信息：点击“天气”—》“添加到画布”，网络天气信息即在画布区域显示，可

以调整天气元素的旋转角度和透明度属性。（注：天气预报是从公网获取的，终端如没有联

网则无法显示） 

 

（图 25）天气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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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 

 添加文档：点击“文档”—》选中文档，即将文档添加至画布中 (文档支持格式：pdf, 

doc, docx, xls, xlsx, ppt, pptx.大小不超过 20M)。可以设置文档的翻页间隔时间，通过“上

传文档”按钮可以上传本地文档到系统。 

 

（图 26）文档元素 

（2）编辑技巧 

 锁定素材 

 鼠标选中放置在画布区域的素材，单击右键选择“锁定” 则该素材被锁定不能编辑或

移动，按相同操作可解除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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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锁定素材 

 复制/剪切/删除 

 鼠标选中放置在画布区域的素材，单击右键可选择对素材进行复制/剪切/删除操作，通

过按键盘“Delete”也可删除已放置的素材。 

 

（图 28）复制/剪切/删除 

 图层设置 

 当画布编辑区域有多个素材叠放时，单击鼠标左键选中素材后点击鼠标右键，可选择设

置该素材图层属性，包括置于顶层、置于底层、上移一层、下移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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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元素图层 

 精准定位 

 鼠标左键单击选中画布区域的素材，然后单击右键选择 “精准定位”会弹出坐标输入

框。通过设置目标元素的坐标（横向/纵向坐标以元素左上角为参考点）和大小，可以调整

素材在画布中准确的放置的位置和画面大小，选择锁定宽高比可以保持素材原宽高比例不变。 

 

（图 30）精准定位_1 

 

（图 31）精准定位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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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框选矩形 

 在编辑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拉出一个区域框，鼠标左键单击选中画布区域的素材，然后单

击右键选择“定位框选矩形”则该素材会自动填充到框选区域中。 

 

（图 32）定位选中框_1 

 

（图 33）定位选中框_2 

 定位选中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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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左键单击选中某个屏幕（或左键按住拉选多个屏幕），然后鼠标右键点击素材，选

择“定位选中屏幕”，该素材即自动填充至对应屏幕中。 

 

（图 34）定位选中屏幕_1 

 

（图 35）定位选中屏幕_2 

3.2.3.4 快速发布 

 将节目内容、节目排版布置好以后点击 按钮保存节目，点击“预览”按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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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节目预览。然后，点击“发布”按钮进入发布页面选择需要发送的终端，点击“确认发

布”完成下发操作（如果发布的终端不在线，则在终端下次上线后自动下载该节目播放）。

鼠标放置在“设备管理”模块上，可以选择查看节目下载进度。通过发布按钮下发的节目，

默认播放时长有效期为 2 年。 

 

（图 36）快速发布_1 

 

（图 37）快速发布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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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播放计划 

 点击“播放计划”模块，可以新建播放计划。一个播放计划下可以新建多个播单，每个

播单内可以设定多个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播放不同的节目。将播放计划下发给终端后，终端将

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在播单的有效期内播放播单中对应的节目内容。 

步骤一：添加计划 

 点击 按钮，输入计划名称，点击“✔”完成新建。 

步骤二：新增播单 

 点击 按钮建立一个新的播单，选择播单的有效日期、周循环，定义播单

名称。点击 添加时间分段，点击 选择该时间段内计划播放的

节目，并设置节目播放时长，保存播单。完成后，保存播放计划。 

 

（图 38）新建播单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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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新建播单_2 

 

（图 40）新建播单_3 

3.2.5 信息发布 

 点击“信息发布”模块，在该页面可以对屏幕分组（设备）下发制作好的播放计划。点

击“编辑”按钮可以对该屏幕分组（设备）选择某“播放计划”，再点击“确定”该计划就

下发到终端，终端将根据按播放计划的时间执行播放任务。多选后点击“批量编辑”可以选

择对多个终端发布同一播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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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发布播放计划_1 

 

（图 42）发布播放计划_2 

3.2.6 设备监控 

 点击“设备监控”模块，页面左侧有设备列表。选中某台在线设备，右侧展示监控到的

终端操作系统桌面画面（截图），每隔 5 秒回传一次画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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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设备监控 

3.2.7 数据统计 

 播放器数据 

 鼠标放置在“数据统计”模块上，点击“播放器数据”。页面左侧有“设备列表”，点

击选中某台设备，可以查看该设备的 30 天内的播放记录。包括节目播放时长、终端运行时

长、终端连接状态、设置的定时开关机时间、过去 7 天的开关机记录（终端软件启动/退出

时间点）。 

 

（图 44）播放器数据 

 RTU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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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RTU 数据”模块，此模块下展示的是 R100 终端搭配各种传感器实现物联网采集、

分析、转化后监测到的实时数据（如终端非 R100 型号则此处无实际数据）。目前，已适配接

入的传感器类型为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GPS 位置传感器，监测的数据以图形、数据的

形式在系统上更新展示。 

 

（图 45）RTU 数据 

3.3 播放演示 

 编辑好了一个带有视频、图片、天气、PPT 元素的节目。点击“发布”按钮将节目下发

至终端，可以在终端的显示屏上看到播放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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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节目示例 

 

（图 47）播放效果 

4 注意事项 

（1） 系统管理端发布节目至终端时，终端有一个下载过程，下载时长取决于网速和节目

大小，下载完后随即播放节目。在系统的“下载进度”中可以查看节目下载情况。 

（2） “屏幕分组”可以将多屏拼接为一个整体画面播放广告内容，在多屏拼接时屏幕的

摆放顺序按终端实际屏幕顺序（终端按 F3 显示序号）摆放，避免播放时内容错位。 

（3） “屏幕分组”页面右侧屏幕列表中展示的屏幕数量、分辨率、横竖屏信息，是终端

播放程序在启动时上传至系统的终端实际参数（即终端连接上线时的参数）。 

（4） “设备监控”的画面是终端操作系统的截图画面，截图画面取决于操作系统，不取

决于实际屏幕摆放样式（横竖屏/正反转）。 

（5） 多页播放模式是在一个节目中设置了多个轮流播放的页面内容，播放计划是在计划

时间内设定了多个节目轮流播放。请注意两者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