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恒远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固戍航城大道华丰世纪科技园 B1 栋 4 楼 

官    网：www.china-dansun.com       全国服务电话： 400-096-8668                            1/7 

 
 

 

 

东安盛产品规格书 

安卓广告机系列 

 

 

 

 

 

 

 

 

 

 

 

 

 

 

 

 

 

 

 

 

 

 

产品介绍 

本产品是目前数字标牌行业市场内趋势发展的产物 

专注于数字和图片，视频信息化整合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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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功能表 

显示功能 

尺寸 显示屏 
屏幕

比例 
显示面积 分 辨 率 亮   度 对比度 显示色彩 可视角度 

响应

时间 

21.5’ 
a-Si 

TFT-LED 
16:9 

476.2(H) × 

267.7(V) 

1920(RGB) 

×1080 
300cd/m² 5000:1 16.7M(8-bit) 178°（HV） 6ms 

32’’ 
a-Si 

TFT-LED 
16:9 

679.5(H) × 

392(V) 

1366(RGB) 

×768 
350cd/m² 5000:1 16.7M(8-bit) 178°（HV） 6ms 

43’’ 
a-Si 

TFT-LED 
16:9 

941(H) × 

529.6(V) 

1920(RGB) 

×1080 
450cd/m² 5000:1 16.7M(8-bit) 178°（HV） 6ms 

49’’ 
a-Si 

TFT-LED 
16:9 

1073.78(H) 

× 604(V) 

1920(RGB) 

×1080 
300cd/m² 1000:1 16.7M(8-bit) 178°（HV） 7ms 

55’’ 
a-Si 

TFT-LED 
16:9 

1029(H) × 

680(V) 

1920(RGB) 

×1080 
450cd/m² 5000:1 16.7M(8-bit) 178°（HV） 6ms 

65’’ 
a-Si 

TFT-LED 
16:9 

1429(H) × 

806(V) 

1920(RGB) 

×1080 
450cd/m² 5000:1 16.7M(8-bit) 178°（HV） 6ms 

70’’ 
a-Si 

TFT-LED 
16:9 

1549.44(H) 

× 871.56(V) 

1920(RGB) 

×1080 
500cd/m² 1500:1 16.7M(8-bit) 178°（HV） 6ms 

84’’ 
a-Si 

TFT-LED 
16:9 

1865(H) × 

1051(V) 

3840(RGB) 

×2160 
450cd/m² 5000:1 1.06B(10-bit) 178°（HV） 6ms 

主要硬件 

CPU Rockchip  RK3188( ARM Cortex –A9 Quad-Core)1.6GHz 

GPU ARM Mali400MP4（最大支持1080P分辨率） 

运行内存 DDRIII  1GB 

内置存储 EMMC  8GB 

外置存储 支持Mirco SD/TF卡扩展 

网络支持 板载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和Wifi 

外部接口   

USB 2.0 × 2 

Mirco SD/TF × 1 

RJ45(LAN) × 1 

DC IN/OUT × 1 

HDMI OUT × 1 

Micro USB OTG × 1 

操作系统 Android OS 4.4.2以上 

视频支持 支持WMV、AVI、FLV、RM、RMVB、MPEG、TS、MP4等主流格式 

图片支持 支持BMP、JPEG、PNG、GIF等图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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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支持 支持MP3、WMA、WAV、AAC等主流格式 

文档支持 支持TXT、WORD、EXCEL、PPT、PDF 

RTC实时时钟 支持 

电    控 

开    关 精品行业级开关 

开关电源 工业级电源，采用稳压驱动电路电源，符合VESA DPMS标准 

喇    叭 8Ω/5W × 2 

声音模式 全频优质扬声器，立体声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待机功率 ≤1W，支持低功耗待机模式 

额定功率 ≤60W(22’’以下) ≤160W(32～55’’以下) ≤270W(65’’) ≤560W(84’’) 

工作温度 0℃ ~ +50℃ 

工作湿度 20% ~ 80% 

机柜结构 

外观设计 安全圆角设计，铝合金外框，高品质钣金，防护能力5年 

表面处理/颜色 金属烤漆，颜色可选，内部电镀 

机身款式 壁挂/落地立式/卧式  适宜尺寸见后面图片备注 

外观尺寸 常规 

重    量  

发布系统软件功能（LZ） 

系统架构 
B/S架构方案，适用于局域网和公网，后台服务程序对操作系统没有苛刻要求，即可在任意一台电

脑上打开IE浏览器登录控制后台，对终端群实现管理。 

任意分屏 
制作节目时可任意拉伸拖放各种素材（视频、图片、字幕、PDF、网页、时钟、天气、计时）区域

及大小，支持跑马灯字幕的字体、字号、字色、背景色和滚动设置。  

节目模板 内置多种节目模板，支持自行设计制作模板，提供节目预览功能，所见即所得。 

任务模式 支持轮播、插播 

远程监控 可通过管理软件远程待机、唤醒、重启、格式化磁盘，支持实时截屏、终端报表、异常分析 

终端设置 支持分时音量、分时亮度、定时开关机等 

节目下载 采用FTP协议传送，支持定时下载和自动下载两种模式。  

网络支持 支持WiFi 802.11b/g 无线网络传输。 

远程实时监控 
可远程实时监控终端网络连接状态、监控正在播放的动态播放画面，这样方便用户管理，不用去显

示端查看操作后的效果。 

定时开关机 
系统可以设置终端按周计划每天几点开机、几点关机，而且可以设置多轮(高达每天10组)定时开关

机，这样不仅更大的方便管理终端，而且不用人工开关机增加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夜间用电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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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管理 可对每个用户设置不同的权限，并且可以对用户分配管理终端，使其对此终端有管理权限。 

终端分组 
可根据实际应用中发布点的地理位置或业务类型等信息自定义不同的发布组。在进行管理或分发节

目时即可对该组直接发布指令，使得在显示终端数量较多的情况下用户管理更轻松有效率。 

审核机制 
支持素材审核及播放任务包审核，提供系统管理安全性，支持素材后台格转换及远程预览审核，支

持任务包编排时间轴管理，一目了然 

统计报表 支持播放详单统计、播放报表统计等 

单机播放 

支持在网络异常下把制作好的节目直接导入到存储卡里进行播放，只需要将导出的节目放入U盘等

移动存储器中、将U盘出入播放器、播放器自动会从U盘拷贝需要导入的节目、导入完成后播出U

盘、即可播放节目。 

其他功能 日志文件功能，记忆播放时间、节目内容、终端命令等 

产品特点 

时尚大方 外观设计美观大方，钢化玻璃镜面，铝型材外框。 

超长寿命 低功耗，超长时间稳定运行，采用宽视角，高亮度工业级液晶屏。 

安全稳定 支持7 × 24小时运行，让您更轻松管理。 

高清晰度 支持全高清1920 × 1080P视频播放及flash动画播放，兼容主流视频格式。 

功能齐全 可自由分屏；视频、图片、文字同步播放；定时开关机；实时插播。 

应用简单 插电即应用，可根据用户需求，选择单机版、网络版。 

网络功能 网络更新播放列表，可多台终端设备联网，由中央服务器控制。 

按需定制 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外观、功能扩展定制设计。 

高附加值 通过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实现增值运营。 

时尚大方 外观设计美观大方，钢化玻璃镜面，铝型材外框。 

推广优势 

目标受众准确 针对的都是即将有购买行为的受众 

宣传形式新颖 在商品旁边用多媒体的形式宣传形式非常新颖，是目前在商场最时尚新颖的广告宣传形式 

免去修改费用 

之前任何广告形式，包括印刷品在内修改内容都有费用，有效配合电视广告（1%的电视广告费用，

100%的深化电视广告效果。）可以同电视广告内容一致，在销售终端这个重要环节上，继续提醒

消费者购买； 

广告时段较长 可长时间持续进行，一年365天产品宣传，且无须人工维护，费用极低，受众极广，性价比极高。 

更新便捷 可远程操控多台广告机进行在线同步更新 

适用场所 

公共场所 酒店、地铁、机场、书店、公园、展览馆、体育馆、博物馆、会议中心、人才市场、彩票中心 

娱乐休闲 电影院、健身馆、度假村、娱乐场所、足浴房、酒吧、网吧、美容院、高尔夫球场等 

金融机构 银行、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典当行等 

商业机构 大型商场、连锁加盟店、大卖场、专卖店、星级酒店、饭店、旅行社、药店等 

房产物业 公寓、别墅、写字楼、商务楼、样板房、售楼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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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遥控器，电源线，钥匙，合格证，保修卡，说明书(电子版)，壁挂/底座安装套件 

 

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承诺 

1．所有硬件产品享有壹年的免费维修服务。自甲方发出货物之日起三个月内，甲方将对故障产品予以免费更换。 

2．对于维修产品，自收到维修品之日起，原则上10个工作日内完修寄出，如遇严重损坏的，将与代理商确认完修日期。 

3．保修期内，在3个月包换期间来回的返修运费由甲方承担，3个月后甲方承担单边运费。 

4．属于以下情况则不在保修范围内： 

  1）由于意外损坏（如运输原因，不当储存环境等）或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如电压突然升高）造成的损坏或故障。 

  2）不正确的安装调试、使用，不正确的与外设连接和外部电源等问题造成的损坏或故障。 

  3）故障产品或部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拆卸、改装或维修过。 

  4）故障产品机壳或部件上的产品标识和序列号不清楚、破损或被涂改过。  

  5）由于人为造成的LCD漏液、LCD屏明显被利器划伤、摔坏等。  

  6）由于意外存放，使用，导致设备进水或其他液体，损坏设备。 

5．超出保修期或不在保修范围内：（详见附件D：设备维修价格表） 

  1）据实际情况，将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包括材料费维修费为材料费的20％，材料费不足_________元，维修费为

_________元。 

  2）甲方客户服务部在收到乙方发回的故障机后，于当日对故障机进行检测，同时核算应收费用，并传真回乙方确

认。乙方在收到甲方客户服务部及应收费用确认单后，及时确认，将相应款额以电汇方式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并将电汇

凭证传真至甲方客户服务部；甲方收到乙方汇款后计算更换、维修日期（免费保修期内因质量问题而发生的维修不在本

条款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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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图（仅供参考） 

 

壁挂式（适宜于全尺寸） 

  
落地立式（适宜于43”、49”、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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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单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台） 
单价（元） 含税价（元） 备   注 

      

配    件 遥控器，电源线，钥匙，合格证，保修卡，说明书(电子版)，壁挂/底座安装套件 

合同总价 
 

大  写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