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的媒體格式

系統架構圖

圖像
JPEG (.jpg, .jpeg), BMP (.bmp), PNG (.png), TIFF (.tif, tiff) , GIF (.gif) –小於2048 X 2048畫素, TGA (.tga) and 

PCX (.pcx)

音頻

MP3 (.mp3) , MP2 (.mp2) , Wave Audio (.wav) , Windows Media Audio (.wma ), MIDI (.midi, .mid) , Real-

Networks Real Audio (.rmi) , Audio Interchange File Format (.aif) , AU (.au) , SND (.snd) , MP4 (.mp4) 和 

Advanced Systems Format (.asf)

多媒體

Adobe Macromedia Flash (.swf), MP4 (.mp4) (僅de-interlaced ), MMS, RTSP, ZIP (Multi-file html site或 flash 

site), Flash Video (.flv) (僅de-interlaced/progressive), MPEG1/2 (.mpe, .mpg, .mpeg) (僅de-interlaced/pro-

gressive), Window Media Video (.wmv, .asf, asx) (僅de-interlaced/progressive), AVI (.avi) (僅de-interlaced/

progressive), DVD Video (.vob) (僅de-interlaced/progressive), Apple QuickTime (.mov) (僅de-interlaced/

progressive), mts/ts/mkv/m2ts,和HTML (.html, .htm) (Internet Explorer support required)

其他
Flash/HTML Widget, PPT (.ppt,pps), Executable Application (VLC Player, Kiosk Application, 等等), 

Executable Application, ZIP, Video-in 和 TV Tuner (sel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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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極小化的成本，建構最大效益的傳播網路

直覺的圖形操作介面• 
三步驟即可發布引人注目的• 
動態內容

一鍵發布緊急事件訊息• 
Outlook風格的操作介面，• 
拖拽操作

編輯排程時可切換日/週/月• 
/日程列表的瀏覽方式

支援發布伺服器/中繼伺服• 
器，適用於大型設備和頻寬
優化

出現網路問題或者惡意篡改• 
時，其自動恢復，Watchdog，
自動清理和媒體加密功能可
阻止任何意外錯誤

監控播放器的狀態，記錄所• 
有活動並生成報告

支援Microsoft Active • 
Directory

網頁瀏覽器介面，可隨時隨• 
地管理

線上下載播放列表模板與小• 
工具

遠端監控媒體上傳進度，播• 
放列表發布狀態

為當前播放器所播放內容擷• 
取快照圖像

預設每台設備的電源管理－• 
關機，重啟和喚醒功能

支援豐富的多媒體格式• 
內建的HTML5小工具/ 電子菜• 
單編輯器

支援全局字幕，可加於播放列• 
表中的所有場景上

建立角色和分配特定權限帳戶• 
支援即時資料輸入• 
領先的多螢幕解決方案 (搭配• 
定誼科技多螢幕播放器)

通過RS232控制螢幕• 
提供媒體播放控制與事件觸發• 
應用開發套件 (SDK)

流暢操作 增强安全性 遠端管理 高擴充性與豐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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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列表編輯器是一個獨特的編輯工具，可建立單一或多個場景的播放列表，並快速發布。在播放列表編輯器內，
只需簡單的3步驟，用戶在幾分鐘內即可完成一個動態內容發布- 定義播放列表解析度/方向、增加多媒體和跑馬燈字
幕內容，並發佈到選定的群組。

全新的日曆介面，方便管理和查看播放列表的排程。使用拖拽操作和小功能表在不同的日曆視圖中編輯排程：日/週
/月/議程/列表

WCM 6 Pro支援多種媒體格式，包括HTML5/Flash小工具、即時影像、.EXE或遠端URL。在媒體庫中管理、編輯和
預覽的所有媒體文件類型。

可於線上下載播放列表模板，優化工作流程

一個播放列表可包括不同版型的多個場景

一鍵替換媒體文件

支援多螢幕排列

支援播放列表導入

播放列表編輯器

排程

媒體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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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列表設置：定義播放列表解析度/方向，螢幕編排和權限設定
場景列表：添加一個或多個具有不同的排版和媒體的場景
工作區域編排：設計和預覽列表篇排。雙擊一個區域查看並修改權限和屬性
媒體列表：插入媒體文件到每個區域，調整持續時間和增加轉場效果。拖拽調整媒體文件順序
快速發布：一鍵點擊發布播放列表

排程設定：排程視圖偏好設定
小功能表：點擊增加新的播放列表到空閒時隙或者編輯現存的播放列表
小日曆：容易滾動到目標日期
日、週、月、議程和列表視圖之間切換
全局字幕：於播放列表中的所有場景加入字幕或RSS摘要

下載/匯入/匯出/增加特殊媒體：點擊以匯入匯出多媒體檔案
或者增加特殊媒體檔案
媒體屬性：查看媒體屬性，包括大小、規格、路徑和權限

週檢視

 
議程檢視

 播放列表檢視 

HTML5 編輯器是可從WCM 6 Pro線上下載的編輯器。此編輯器幫助使用者快速建立和編輯播放列表的內容。

在這個介面中創建、管理和監測播放器群組。查看播放器群組的設定、下載和播放狀態、截圖或執行電源開/關命
令。

緊急事件可是一個播放列表或者一個緊急事件工具。有3個預設按鈕來設計不同的緊急事件內容到多播放器群組。無
論何時有緊急事件發生，點擊預設的緊急事件按鈕就會將定義的動態內容發布到所有目標播放器。

可為緊急事件文件編輯持續時間、優先權，並在播放

內容時鎖定螢幕

預載緊急事件文件，在限制頻寬狀況下，也可立即播

放

HTML5小工具/ 電子菜單編輯器

播放器

緊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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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媒體：添加圖片，影片，Flash，文字或方框作為內容或背景。在畫布上的圖像和文字可以旋轉。
添加表格/電子菜單：可自訂表格尺寸，選擇風格並編輯屬性。連接TXT, XML, CSV 格式的文件和接收數據資訊的資料庫系統，透
明背景的跑馬燈等等。
滾動文字/RSS創意內容設計：屬性面板中添加和調整跑馬燈/滾動文字。支援向左滾動的跑馬燈字幕或向上滾動的文字。

資料夾/群組縮圖：資料夾，群組和播放器有不同的縮圖。可通過縮
圖清楚的添加、管理和查看
電源管理：遠端管理播放器/群組電源；可排程開關機，立即重啟，
關閉，WOL等
螢幕控制：通過RS232端子為目標播放器管理螢幕控制設定
資料夾/群組/播放器面板屬性：顯示所有的資料夾/群組/播放器的屬
性和設定。每個層級包含不同的可用功能

緊急事件工具欄：建立、上傳、編輯、發布或者停止緊急事件文件
預設按鈕：分配相應的緊急事件文件到多個不播放器群組，用戶可以一鍵發布

C

自動註冊在同一區域網路的播放器

預載媒體文件到播放器 ，在發布後節省下載時間

設定播放器群組的啟動和關機時間

遠端為目標播放器安排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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