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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概述

1.1.产品简介

Ezposter运行于 PC平台上，是一款简单易用的数字标牌节目制作与发布软件。Ezposter编辑器

可快速创建广告内容，实现多种节目排期，并可通过 USB或网络发送至播控终端。

1.2.功能特点

 桌面布局灵活多样；

 支持视频、图片、字幕、LOGO、日期时间等样式；

 节目编辑界面形象直观，支持在线预览；

 多种节目排期，可实现循环播放和定时播放；

 发布方式灵活，支持 U盘现场导入和网络远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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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件安装

安装平台要求

硬件：内存 4GB以上

系统：Windows7，Windows8，Windows10

安装过程

双击安装文件 Setup_Ezposter，然后依照提示操作即可。

卸载 Ezposter

进入“开始>所有程序>EzPoster”，点击“卸载 Ezposter”，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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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登录

在桌面上双击 Ezposter快捷方式可开启 Ezposter界面。您也可以在开始菜单中找到并开启该程序。

系统首页上显示了软件的主要功能入口。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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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目制作与发布

4.1.制作节目

1. 在系统首页单击“节目管理”进入节目列表界面。

2. 新建节目。

 如果是首次使用本软件，还没有制作过节目时，单击界面中间“+”号新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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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节目列表中已有节目，单击界面右上角“+”号，新建节目。

3. 在弹出的“新建节目”对话框中，填写“节目名称”、选择“分辨率”，分辨率支持自定义可手动输

入。

4. 单击【新建】，进入节目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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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换背景。

选中背景区域，在素材编辑区域，选择需要的颜色，单击【确定】，可更换背景色；点击右下角的“+”
号可添加/更换背景图片。

6. 单击右侧区域图标，可添加并编辑区域。

系统支持添加的区域和素材说明如下。

区域 添加要求 支持素材

视频区
最多添加 2 个；

任意大小，可调节

视频、图片

图片区
最多添加 4 个；

任意大小，可调节

图片

文本区
即字幕区；

任意大小，可调节

滚动字幕

日期区
固定大小，不可调节 无需添加素材

时间区
固定大小，不可调节 无需添加素材

a. 调整位置：选中某个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拖拽至所需位置。界面右上方显示了当前区域的坐标位

置（X/Y），输入 X/Y值后按回车可精确调整位置。

b. 调整大小：选中某个区域（日期、时间区域除外），使用鼠标拖拉其边框可调整大小。右键点击

某个区域（日期、时间区域除外），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可将区域最大化、铺满。

c. 调整层级：右键点击某个区域，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设置该区域的显示层级。层级高的区域将显

区域图标

单击图标添加区域

节目编辑区域

调整位置

编辑素材

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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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其它区域前面；层级低的区域则可能被覆盖。

d. 编辑内容：选中日期或时间区域后，可在模板区右方编辑显示样式、颜色和字体。其它区域不可

编辑。

e. 删除区域：右键点击某个区域，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删除”。

下拉菜单说明如下。

名称 描述

上移 将区域上移一层，层级高的区域将显示在其它区域前面。

下移 将区域下移一层，层级低的区域将显示在其它区域后面。

置顶 将区域置顶，该区域将显示在所有区域前面。

置底
将区域置底，该区域将显示在所有区域后面。

锁定
锁定区域后，区域将不能调整位置、大小、层级。

最大化 将区域最大化，该区域将占满整个屏幕。

铺满 将区域铺满，不会覆盖其他区域。

删除
将区域删除。

7. 添加素材。

在节目编辑区域双击图片、视频区域可添加素材。（素材保存在本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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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编辑素材。

选择好素材后，单击【打开】，即将素材添加到区域，然后可对进行素材编辑。

a. 在右侧素材编辑区域，拖动图片可以调整播放顺序。

b. 在右侧素材编辑区域，点击设置按钮可以调整素材的转场模式。

c. 点击“+”号可以添加素材。

d. 选中某个素材，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将素材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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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节目制作完成后，点击【保存】。

10. 点击【预览】，可以在线预览节目。

11. 点击【发布】按钮，进入发布流程。

4.2.发布节目

1. 节目制作完成后，点击【发布】按钮，进入节目排期界面。或者，在“节目列表”界面，点击右上角

“节目排期”按钮，也可开启节目排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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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播放模式：循环播放当前的播放列表。播放列表可由一个或多个节目组成。点击“+”号，选择

需要排期的节目，可以添加多个节目。

 定时播放：在指定的时间点开始播放指定的节目列表。编辑时，先添加时间点再添加播放列表。

2. 节目排期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输入排期名称。

3. 选择发布模式：输出到 U盘或者发布到终端。

节目排期完成后，如果终端联网，您可以点击【发布到终端】，选择终端然后点击【发布到终端】即

可；您也可以点击【输出到 U盘】生成制卡文件，然后把含有制卡文件的 U盘插入终端 USB接口导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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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保存：保存当前节目排期至本地磁盘。

打开：打开已保存的节目排期文件继续编辑。非排期文件无法打开。

5.系统设置

在软件界面右上角可查看系统信息，并对整个系统进行设置。

5.1.转场设置

设置图片的默认播放时间和转场模式。

播放时长：这里可统一预先设置每张图片的播放时长。在制作节目时，单张图片的播放时长还可

以再作调整。设置时间时，可以在时间框中输入，也可以直接拖动时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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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场模式：这里可统一预先设置相邻两帧图片过渡的方式（效果）。在制作节目时，转场模式还

可以再作调整。

5.2.网络设置

网络 ID是终端和 Ezposter数据交互的唯一标识，如遇编号冲突，则无法使用网络发布功能。设

置网络 ID后需重启 Ezposter。

5.3.终端设置

5.3.1.组织机构

系统设立了组织机构，可对终端实行分层级管理。

1. 右键单击组织机构，可以新增下级、删除、编辑机构。

2. 选择某个终端，点击【组织机构】可以将该终端归类到相应的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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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定时开关机

选择某个终端，点击【定时开关机】可以对该终端进行开关机时间设置。

1) 选择开关机设置类型。系统提供两种开关机设置方式：“统一设置”和“按星期设置”。

类型 描述

统一 系统每天将在统一的时间点开关机。例如：可设置每天早上 8：00开，晚

上 22：00关。

按星期 一周七天每天的开关机时间均可分别设置。例如：每周一早上 8：00开，

晚上 22：00关；每周二早上 10：00开，晚上 22：00关。

2) 选择开关机模式。系统提供四种模式常开、常关、定时、手动。

类型 模式

常开 终端始终处于开机状态，遥控关机，3分钟后终端自动开启。

常关 终端始终处于关机状态，遥控开机或者重新上电，3分钟后终端自动关机。

定时 1、根据设置的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自动进行开关机动作。

2、在开机时间内，遥控关机，3分钟后设备会自动开启；反之在关机时

间内，遥控开机或者重新上电，设备 3分钟内自动关机。

手动 手动遥控可正常打开和关闭终端，重新上电后终端一直处于开机状态。

 选择常开、常关、手动模式。

- 统一类型下：选择常开、常关、手动模式，然后直接跳到步骤 4)-打开激活按钮。

- 按星期类型下：先选择星期，比如选中星期一，再选择常开、常关、手动模式，然后直接跳到步骤

4)-打开激活按钮。

 如果选择定时模式，则继续步骤 3)-进行时间段设置。

3) 如果选择“定时”模式，则需要进行时间段设置。

 统一类型下，定时设置如下图所示。

举例：每天设置两组开关机时：8:00开机、12:00关机；13:00 开机，15:00关机。那么终端将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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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8:00~12:00、13:00~15:00两个时间段保持开机状态。

最多支持设置 5组开关机时间。

a. 选择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b. 打开【启用】开关。只有开启的时间组是有效的，关闭的时间组设置对终端开关机时间没有影响。

 按星期类型下，定时设置如下图所示。

举例：每周一~周三 8:00开机，12:00关机；13:00开机，15:00关机；17:00开机，19:00关机。每

周四 8:00开机，17:00关机。每天最多支持设置 5组开关机时间。

a. 选中一周中的某一天。

b. 选择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c. 打开【启用】开关。只有开启的时间组是有效的，关闭的时间组设置对终端开关机时间没有影响。

打开右上角【激活】开关。如果不开启激活开关，终端保持上一次的设置。

4)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设置。



18

5.3.3.定时音量

选择某个终端，点击【定时音量】可以对该终端进行定时音量设置。

1) 选择音量。

2) 设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多支持设置 5组定时音量。

3) 打开【启用】开关。只有开启的音量组是有效的，关闭的音量组设置对终端音量没有影响。

4) 打开右上角【激活】开关。要使用此功能，请开启“激活”，不开启“激活”，终端以本地菜单设置

为准。

5.3.4.终端设置

在终端列表右侧，选择某个终端，点击修改按钮可以对该终端进行设置。

支持修改终端名称、所属机构、开关机时间设置。



19

5.3.5.制卡

在终端列表右侧，选择某个终端，点击制卡按钮可以将该终端的节目进行制卡，也可在发布页面制卡

节目。

5.4.语言

本系统界面语言可设置为简体中文或英文。

5.5.帮助

此界面展示了一些常见问题解决方法供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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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关于我们

此界面展示公司、软件版本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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