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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为确保设备可靠使用及人员的安全，在安装、使用和维护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1>系统接地

系统必须有完善的接地。否则，不仅造成信号干扰、不稳定或机械损坏，而且还可能因漏电引起 人身事故。

2>禁止改变原设计

禁止对本产品的机械和电器设计更改或增添任何部件。否则，生产厂家对由此所带来的危害性结
果不负责任。

3>请勿使用两芯插头，确保设备的输入电源为 AC100-240V 50/60Hz 的交流电。

4>机器内有交流 220V 高压部件，请勿擅自打开机壳，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5>不要将系统设备置于过冷或过热的地方。

6>设备电源在工作时会发热，因此要保持工作环境的良好通风，以免温度过高而损坏机器。

7>阴雨潮湿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关闭设备电源总闸。

8>在下列操作之前一定要将设备的交流电源线从交流供电电源插座拔下：

A．取下或重装设备的任何部件。

B．断开或重接设备的任何电器插头或其它连接。

9>非专业人士未经许可，请不要试图拆开设备机箱，不要私自维修，以免发生意外事故或加重设备的损坏
程度。

10>不要将任何化学品或液体洒在设备上或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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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简介

1.1 产品简介

EP6K远程控制广告信息发布播放盒，高清视频，图片播放不卡顿，内置标牌云软件，远程控制、支持分屏、

实时监控，可连接多种终端设备，接口丰富，插电即用。

1.2 产品结构

端口介绍:
1. TF card slot

2. USB2.0接口

3. USB2.0接口

4. OTG(micro usb)接口

5. AV接口

6. HDMI2.0(输出)

7. LAN接口

8. S/PDIF接口

9. 5V电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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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拆箱

打开包装后，核对包装纸箱内包含以下物品(以下图片为示意图，具体以实物为准）：

第3节 开机引导
开机引导只有在线刷完固件后开机或恢复出厂设置开机才会出现，主要是是引导客户做基础设置，设置完成后就

无需再设置，也可进入到门牌云 APP 后，在系统设置页面设置相关参数。

3.1 语言选择

在此界面设置系统显示语言 仅支持中/英文。设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如果不想选择，点击跳过选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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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设置

在此页面设置网络模式，仅支持有线/WIFI 这 2种模式，选择 WiFi 模式，跳转到 WiFi 设置页面，选择有线网直

接跳转到显示角度，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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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显示角度

在此界面可设置屏幕方向，提供四个方向参数供选择，选择方向后完成最后一步（进入主页）机器会重启才会生

效，如下图：

3.4 完成基础设置

在此页面中点击进入主页，即立即进入门店标牌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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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机器绑定与解绑

在连上服务器的情况，在门店标牌云主界面显示扫码关联二维码图标表示此机器处于未绑定状态。

4.1 绑定

绑定后，门店标牌云 APP 主界面的二维码图标消失，不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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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绑定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手机绑定（功能还在开发中），一种是通过服务器，通过添加 SN号绑定，用账号和密码登录服务器，

选择设备管理->设备接入->输入设备 ID 即 SN 号进行绑定（服务器地址，账号找对应业务或技术支持提供）

4.3 解绑

通过账号登录服务器，选择设备管理,在此界面，选择要删除的设置，在操作区域，点击删除图标，删除即可解

绑，解绑后终端返回到未绑定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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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遥控器功能定义

为方便使用,大部分操作可通过遥控器完成，各按键功能定义如下：

按键 功能

电源开关

鼠标模式

进入设置菜单

光标上移

光标下移

光标左移

光标右移

确认按键

退出播放返回

数字按键

音量+

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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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门店标牌云APP功能

首次上电开机直接就进入APP界面，在该界面显示时间与日期，存储信息 ,工作模式，服务器地址，定时开关机

参数，软件版本信息，二维码图标

6.1 系统设置

遥控器按 setup 键或在通过鼠标/触摸操作点击主界面上的设置图标进入系统设置界面，如下图：

6.1.1 本机ID

在系统设置界面，显示 SN 号，只可查看，不可编辑，后台服务器通过 SN号识别到该设备，对它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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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音量调节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遥控器左右方向键增加/降低音量值，也可以通过鼠标/触摸操作点击“+”，”-”图标来

设置音量.

6.1.3 屏幕旋转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遥控器/鼠标/触摸操作点击屏幕旋转，在弹出的界面根据需要选择 0/90/180/270 对应参

数

6.1.4 画面语言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遥控器/鼠标/触摸操作点击画面语言，在弹出的界面显示中/英，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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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USB 读写

默认启用，插入 U盘弹出 U 盘已接入提示，选择禁用，弹出 U 盘已禁用提示，U 盘不识别

6.1.6 预约重启

默认开启，02：00 点重启，可关闭该功能，开启后嗲预约重启，重启时间点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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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标牌云播控应用更新

在系统设置界面，显示当前版本信息，通过遥控器/鼠标/触摸操作点击此选项，可进行版本升级。

6.1.8 标牌云设置应用更新

在系统设置界面，显示当前版本信息，通过遥控器/鼠标/触摸操作点击此选项，可进行版本升级。

6.1.9 系统固件更新

在系统设置界面，显示当前版本信息，通过遥控器/鼠标/触摸操作点击此选项，可进行版本升级。点击后弹出固

件下载提示框，点击“下载并安装”后进入下载升级文件，显示下载进度条，下载完成后并自动进行安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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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固件升级包已上传服务器，只需点击固件升级选项，如果当前版本和服务器上版本一样提示“这是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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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 设备解绑

点击设备解绑选项，弹出警报提示，点击确定后提示解绑成功。

6.1.11 存储格式化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遥控器/鼠标/触摸操作点击格式化，把从后台下载的节目文件都删除。

6.1.12 恢复出厂设置

在系统设置界面，通过遥控器/鼠标/触摸操作点击恢复出厂设置 ，清空所有数据

备注：恢复出厂设置即重置系统，重启后开机进入引导界面，根据引导界面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后可进入APP主界

面。

6.2 网络设置

6.2.1 网络选择

在网络选择页面，支持有线和无线，默认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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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选择有线，自动会把 WiFi 关闭

6.2.2 有线网设置

动态获取 IP：选择有线网后，点击有线网，跳转到 IP 设置界面,默认自动获取 IP，显示 IP 地址，如下图：

设置静态 IP：选择有线网后，点击有线网，在 IP 设置界面把自动获取 IP 开关关闭，可手动设置 IP 地址，设置点击

保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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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WiFi 设置

选择 WiFi 后，点击无线网，跳转到 WiFi 设置页面，选择一个 WiFi 后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提示已连接

备注：选择 WiFi 后，默认把有线关闭



18

6.2.4 服务器设置

在服务器设置页面，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参数默认，无法修改，因服务器地址和端口是固定不变的，无需修改

6.2.5 IP显示和MAC地址

选择无线模式，在IP地址栏显示正确的IP地址，MAC地址栏显示WiFi MAC地址。

选择有线模式，在IP地址栏显示正确的IP地址，Mac地址栏显示有线 MAC地址。

6.3 时间与日期

6.3.1 自动同步网络时间

自动同步网络时间默认开启

6.3.2 日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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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动同步网络时间开关关闭，即可设置日期，可通过遥控器/鼠标操作，如下图：

6.3.3 时间设置

把自动同步网络时间开关关闭，即可设置时间，可通过遥控器/鼠标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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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时区设置

时区默认+8，可通过遥控器上下方向键设置不同时区参数，如下图：

6.3.5 定时开关机

点击定时开关机，跳转到定时开关机设置页面，定时开关机默认关闭

6.3.6 设置定时开关机参数

把定时开关机状态开启，点击新增时间段，可通过遥控器/鼠标操作设置开/关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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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天 早上 9 点开机，21:00 点关机，设置如下：

特别提示：

1.开关机时间设置规则：开机时间 < 关机时间，不满足此规则，不可设置，提示时间设置不合法。

2.可添加多段定时开关机参数，无限制。



22

6.4 退出设置界面

点击退出图标，即返回到 APP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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