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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 

本手册适用于以下产品  

 蓝眼 DDS Server 中央管理软件 

 

 

 

感谢您使用蓝眼科技的产品。 

本手册将介绍蓝眼科技产品。在您开始使用产品前，建议您先阅读过本手册。 

手册里的信息在出版前虽已被详细确认，实际产品规格仍将以出货时为准。蓝

眼科技对本手册中的内容无任何担保、宣告或暗示，以及其他特殊目的。除此

之外，对本手册中所提到的产品规格及信息仅供参考，内容亦可能会随时更新，

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册中所提的信息，包括软件、韧体及硬件，若有任何错误，

蓝眼科技没有义务为其担负任何责任。 

任何产品规格或相关信息更新请您直接到蓝眼科技官方网站查询，本公司将不

另行通知。若您想获得蓝眼科技最新产品讯息、使用手册、韧体，或对蓝眼科

技产品有任何疑问，请您联络当地供货商或到蓝眼科技官方网站取得相关讯息。 

本手册的内容非经蓝眼科技以书面方式同意，不得擅自拷贝或使用本手册中的

内容，或以其他方式改变本手册的数据及发行。 

本手册相关产品内容归 蓝眼科技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蓝眼科技 

地址：404 台湾台中市北区文心路四段 200 号 7 楼之 3 

电话：+886 4 2297-0977 / +886 982 842-977 

传真：+886 4 2297-0957 

E-mail：support@blueeyes.com.tw 

网站：www.BlueEyes.com.cn   

mailto:support@blueey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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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可帮助您快速、有效的了解 DDS Server 的各项功能及操作方法 

 本公司郑重建议您单独存放所有重要数据的书面记录，某些情况下，电子储存器中保存

的数据可能会丢失或更改，因此，无论因使用不当、维修、缺陷、使用过期或其它任何

原因而造成的数据丢失及无法使用等情况，本公司概不负责。  

 对于第三方原因使用本产品及其它任何功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或索赔，如刷第三方 DIY

韧体，储存的数据丢失或变更等，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使用者手册中的画面版式可能与实际版式有所不同，这跟软件的版本变更有关系。  

 本用户手册中的信息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详情请关注蓝眼科技官网服务支持。  

 本公司对于从网络中下载的内容概不负责。  

1.2 知识产权 

依知识产权法规定，受版权（音乐、图片等）保护的数据的复制、变更和使用仅限于个人或私人

用途，若用户未拥有更大范围的版权或者未得到版权拥有者的明确同意而擅自复制，变更或使用

以此方式制作或修订的复本，则视为违反版权法，版权拥有者有权索赔其损失。为此，切勿非法

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数据。 

1.3 使用前的注意事项 

关于本手册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本公司对产品错误使用引发的人为问题不承担责任。  

 仔细阅读并托妥善保管使用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中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在本手册中所使用的画面显示图标可能与显示在屏幕上的图形不一致。这可能是由软

件版本不同造成的。  

 本手册封面已注明版本，请务必确认您使用时的版本与本手册版本一致。  

 若手册版本不同请再向我们索取最新版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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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VM 环境 

2.1 关于 VMware player 

步骤一、下载 VMware player 

请至蓝眼科技官网 (http://dds.blueeyes.com.tw/DDSServer_download.php) ，下载 DDS 

Server 安装数据文件，进行解压缩。 

 

 

步骤二、解压缩 

解压缩后，请打开 DDSServer_v4。 

 

 

步骤三、执行安装档 

解压缩后会产生下图的安装档，请点选执行安装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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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 安装 VMware player 

点选 Next 以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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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I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并点选 Next。 

 

 

如果欲变更安装位置，请于此画面按 Change，重新选择安装路径。继续点选 Next 进行安装。 

 



蓝眼科技  7 www.BlueEyes.com.cn 

 

 

 

请持续点选 Next，直到出现下方画面。请点选 Continue 进行安装。 

 

 

等待程序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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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作业完成后，点选 Finish 以结束窗口。 

 

 

成功安装 DDS Editor 软件后，桌面会出现下图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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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定 VMware player 

点选 VMware player 开启应用程序，会出现下图。请点选 Open a Virtual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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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浏览2.1章节中步骤三，打开文件夹-DDSserver。进入DDSserver文件夹，开启DDSserver.v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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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档案后，请点选下方图示中的 Play virtual machine。 

 

 

点选后，程序会自动读文件，接着会出现下方画面，需要输入账号以及密码。账号请输入 root 后

按 Enter；密码请输入 27507522，再按一次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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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ifconfig”后再按 Enter 已取得目前 IP 位置。 

 

红框处为目前您的 IP 位置，请按照下列步骤将 IP 位置调整为您的 IP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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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如红框处，并按下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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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入此画面，按键盘的「i」，下方会出现 INSERT 进入书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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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红框的指令，按下「Esc」结束书写模式。下方数值请依您的网络环境输入。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225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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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Shift 」+「 : 」，下方出现「:」处输入「wq」并按下 Enter 写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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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下方红框文字，表示指令成功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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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vim /var/www/blueeyes/global_var.php 如红框处，并按下 Enter。 

 

进入此画面，按键盘的「i」进入书写模式，将网址红框处修改为您的 IP 位置，按下「 Shift 」

+「 : 」，下方出现「:」处输入「wq」并按下 Enter 写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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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完成上述设定后，您将能使用刚刚设定的网址。 

输入网址: http://192.168.1.225/blueeyes/，前往 DDS Server。 

 

2.3 管理数据库 

前往网址：http://192.168.1.225/phpmyadmin 

输入账号 root、密码 :2750755 登入管理数据库，查看 DDS Server 的数据流量信息。  

 
 

3. 管理者(Admin) 

输入管理者账号及密码后，按登入键。语言能够选择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和英文。 

以下方账号及密码为例： 

管理者账号: root 

管理者密码: 27507522 

http://192.168.11.14/phpmy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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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息 

登入 DDS Server 器管理系统后，进入信息画面，可以查看目前管理系统计算机的 CPU 使用率、

RAM 使用率(闲置/总共 MB)、硬盘使用率(已用%)、开机时间(超过天数)。 

 

3.2 账号管理 

按左方账号管理建立新账号，可针对不同公司、群组建立使用者账号。如下表： 

姓名：blueeyes_Test 

公司账号：blueeyes 

密码：blueeyes 

访问权限：Admin 或是 Company。若设定为 Admin，以此帐密登入就会进入管理者的页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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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目前的页面。若设定为 Company，以此帐密登入会进入使用者的页面，请参阅 5.使用者

(Company)操作说明。 

 

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账号，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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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Company) 

输入您在 4.2 管理者(Admin)新增的使用者(Company)账号及密码，按登入键。语言能够选择繁

体中文、简体中文和英文。  

 

4.1 信息 

Company 账号登入 DDS Server 管理系统后，点选左方的「信息」进入信息画面，可以查看目前

管理系统计算机的 CPU 使用率、RAM 使用率(闲置/总共 MB)、硬盘使用率(已用%)、开机时间(超

过天数)，以及目前 Company 的广告机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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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跑马灯管理 

按左方的「跑马灯管理」进入跑马灯管理画面。 

 跑马灯名称:输入您欲取名的跑马灯名称。 

 跑马灯文字:输入你欲显示的跑马灯内容，空格以及英文字母也算一个字，最多 50 字。(或上

传文件档,需为 UTF-8 格式) 

 跑马灯速度:选择您希望的跑马灯速度，有快、中和慢可以选择。 

 检查周期:设定检查周期的时间(1~100 分钟)，系统会在您设定的周期时间内定期更新，若您

修改此跑马灯的文字，检查周期的时间一到，跑马灯就会读取新内容并更新。 

 文字字型:能够选择标准、粗体和斜体。 

 文字颜色:能够选择白、黄、红、紫、蓝、黑、橙和绿。 

 文字大小:能够选择大、中和小。 

 文字显示位置:能够选择置顶和置底。 

 文字显示方向:能够选择由左至右和由右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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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跑马灯，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4.3 即时消息管理 

按左方的即时消息管理进入即时消息设定画面。 

 即时消息名称:输入您欲取名的即时消息名称。 

 即时消息文字:输入你欲显示的即时消息内容，空格以及英文字母也算一个字，最多 20 字。

(或上传文件档,需为 UTF-8 格式) 

 透明设定:。 

 显示秒数:设定显示即时消息的时间(1~100 秒)。 

 文字颜色:能够选择白、黄、红、紫、蓝、黑、橙和绿。 

 文字大小:能够选择大、中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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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即时消息，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如果要播放即时消息，选择即时消息名称，按下送出键后，最后播送日期会显示按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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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内容管理 

按左方的「内容管理」进入内容管理画面。 

步骤一、上传内容 

在内容的页签按上传键，选择计算机硬盘中的图片或影片。 

请注意档案大小限制为 2GB，图片格式支持 jpg、jpeg、png 档格式，影片格式支持 mp4、wmv、

mpg、mpeg、avi 檔格式。 

 

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内容档案，可以用右方的删除键将不要的档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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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编辑播放列表 

在播放列表的页签，有一个下拉式选单，会出现您先前在内容管理上传的图片或影片名称。选择

您欲播放的文件名，为图片文件时，右方的秒数字段，可以设定播放的时间长度秒数(1~99 秒)。

如果欲新增多个内容，请按新增内容键，再选择您欲播放的档案。请注意这边选择的文件按顺序，

即是播放顺序。 

 清单名称：输入您欲取名的清单名称。 

 清单类型：您能够将此播放列表设定为一般内容 (档案限制 2GB)或插播内容(档案限制

100MB)。插播内容请参阅 4.4.7 地区管理或 4.4.8 装置管理。 

 显示方向：能够设定播放内容的显示为横向、垂直(逆时针)或垂直(顺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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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完成播放列表 

按下左下方的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播放列表，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请注意按编辑键进入编辑画面，只能修改内容及图片播放时间，列表名称及列表类型、无法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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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项目文件管理 

按左方的 DDS PRO 管理进入 DDS PRO 管理设定画面。DDS PRO 管理允许加入 DDS 檔。  

步骤一、上传 DDS 檔 

按上传键，选择计算机硬盘中的 DDS 文件。 

请注意档案大小限制为 2GB。 

 

步骤二、编辑清单类型 

 清单类型：您能够将此播放列表设定为一般内容(档案限制 2GB)或插播内容(档案限制

100MB)。插播内容请参阅 5.7 地区管理或 5.8 装置管理。 

 

 



蓝眼科技  30 www.BlueEyes.com.cn 

 

 

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内容档案，可以用右方的删除键将不要的档案删除。 

 

4.6 关于 URL 管理 

步骤一、输入 URL 路径 

按左方的「URL 管理」键进入 URL 管理画面。 

请按 URL 页签，然后填入 URL 名称和 URL 路径。 

URL 名称：填入 URL 名称(请输入文字、数字或底线)，此以蓝眼官网为例。 

URL 路径：填入 URL 路径，此以 http://blueeyes.com.tw/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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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 URL 名称，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步骤二、编辑播放列表 

按左方的 URL 管理键进入 URL 管理画面。 

在播放列表的页签，有一个下拉式选单，会出现您先前在 URL 管理输入的路径名称。选择您欲播

放的 URL 路径，右方的秒数字段，可以设定播放的时间长度秒数(10~65535 秒)。如果欲新增多

个内容，请按新增内容键，再选择您欲播放的路径。请注意这边选择的路径顺序，即是播放顺序。 

 清单名称：输入您欲取名的清单名称。 

 清单类型：您能够将此播放列表设定为一般内容 (档案限制 2GB)或插播内容(档案限制

100MB)。插播内容请参阅 4.4.7 地区管理或 4.4.8 装置管理。 

 显示方向：能够设定播放内容的显示为横向、垂直(逆时针)或垂直(顺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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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完成播放列表 

按下左下方的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播放列表，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请注意按编辑键进入编辑画面，只能修改内容及播放时间，列表名称及列表类型、无法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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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地区管理 

按左方的「地区管理」进入地区管理画面。 

 地区名称：填入您欲输入的地区名称 

 跑马灯：选择跑马灯(支持播放内容和 URL) 

 检查类型： 

1. 选择 Content(内容管理)和 URL(URL 管理)播放完毕(DDS 档案预设 10 分钟)，若您是以

内容管理和 URL 管理播放，DDS PRO 将在播放完毕后，自动检查 DDS Server 是否有

新的更新内容。若您播放 DDS 项目文件，则 DDS PRO 每 10 分钟就会自动检查一次。 

2. 选择 1~100 分钟，则可设定每隔几分钟，DDS PRO 会检查 DDS Server 是否有新的更

新内容。 

3. 选择特定时段，则可设定固定时段，DDS PRO 会检查 DDS Server 是否有新的更新内

容。 

 自动移除过期排程: 是否将已结束的排程移除 

 排程：设定播放时间(起始点和结束点)和播放内容(例如: 内容、.dds 和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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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为例: 

2016/05/10 17:00~2016/05/10 18:00 播放[Playlist]BlueEyes.zip 

(于 5.4 内容管理新增的播放列表) 

2016/05/10 18:00~2016/05/10 19:00 没排定播放内容，将自动进入休眠 

2016/05/10 19:00~2016/05/10 20:00 播放[HTML5] BlueEyes.zip 

(于 5.6 关于 URL 管理新增的播放列表) 

 

 

 插播：设定播放日期和时间(起始点和结束点)和播放内容(例如: 内容、DDS 檔和 URL)。即使

该时段有排程档案播放，也将强制播放插播的档案。 

以下图为例: 

开始日期：2016/05/10 

结束日期：2016/05/10 

开始时间：17：30 

结束时间：18：00 

装置将于 2016/05/10 的 17：30~2016/05/10 的 18：00 插播[DDS]new.dds 

 

 

 

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地区项目，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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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装置管理 

按左方的「装置管理」进入装置管理画面。装置管理让您管理各地区的播放广告机。 

支持 Excel 输入一次多笔或是单笔输入 

 

 

 

 

 

 

 

 

 

 

Excel 档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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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 Excel 档输入页签，然后按下载键将下载的 csv 范例(文件名 player_example)储存在计算机

上。 

 

开启 csv 档进行编辑，编辑后请储存。以下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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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档案： 

按选择档案选取刚刚编辑的 csv 檔，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装置项目。 

 

单笔输入： 

 地区名称：选择地区，例如：taichung  

 装置名称：输入设备名称，例如：taichung 1 

 排程模式：支持地区及自定义。地区：当您选择地区名称选项后，系统会依照您先前设定的

地区管理数据带出排程设定，如果您要更改排程设定，请改成自定义选项后进行修改。 

按下送出键后，下方会出现您新增的装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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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装置连接后，状态将会显示「MAC(ex：000ffd4202c8)」 。 

假使你想要编辑装置或取消连接，可以用右方的编辑或取消启用键进行修改。而启用的装置不能

被删除。当装置未连接时，状态将会显示「未启用」 。假使你想要编辑装置或删除，可以用右方

的编辑或删除键进行修改。 

 

 

4.9 装置状态 

装置状态可查看各个装置的状态，DDS PRO 管理系统会定期查看各广告机的状态。Log 为 200

时，表示 DDS PRO 装置正常，装置状态颜色为绿色，表示广告机正在播放档案。 

 

Log 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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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服务器设定 

按左方的服务器设定进入服务器设定画面。 

服务器设定让您管理装置下载数量限制。 

设定装置下载数量限制为关闭，表示无限制装置同时的下载数量。 

设定装置下载数量限制为开启，表示限制装置同时的下载数量，数量限制为 1~999 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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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Q&A 

【问题 1】请问管理者的账号与默认密码？ 

【解答】  管理者的账号是 root，默认密码是 27507522 

 

【问题 2】请问地区名称与装置名称能输入中文吗？ 

【解答】  可以。  

DDS Server 的地区与装置名称没限定要输入英文，即使输入中文，只要 DDS PRO

的联机名称也输入正确的中文地区与装置名称就可以，但建议仍以英文命名为

主。  

 

【问题 3】要如何知道地区的 DDS PRO 联机状况？ 

【解答】  请至「装置状态」查询目前所有的 DDS PRO 广告机联机状况。联机正常会显示

绿灯，联机中断则会显示红灯。  

 

【问题 4】即时消息能否设定只传送给特定广告机？ 

【解答】  不可以。  

即时消息只要按下送出，就会传送给全部有联机至 DDS Server 的广告机，无

法设定只传送给特定广告机。  

 

【问题 5】更新档案时显示设备容量不足？ 

【解答】  请确认 DDS PRO 正在播放的项目文件容量，加上准备更新的项目文件的 2 倍

容量小于 5GB。  

 DDS 项目档在传输时，项目文件解压缩会产生 2 倍的容量。假设您要更新的项

目档为 2GB，则更新时 DDS PRO 将需要 4GB 的储存空间。因此若 DDS PRO

正在播放 2GB 的项目文件，更新时建议项目文件最多不超过 1.5GB，才能顺利

更新。或是您插入至少 8GB 的 SD 记忆卡至 DDS PRO，提供 DDS PRO 解压

缩时的暂缓空间。请注意，此 SD 记忆卡只能提供网络更新时的暂缓空间使用，

无法作为扩充 DDS PRO 广告机容量。  

╳━╳━╳━╳━╳━╳━╳━╳━╳━╳━╳━╳━╳━╳━╳━╳━╳━╳━╳━╳━╳━╳━╳━╳━╳━╳━╳━╳  

本 手 册 内 容 到 此 为 止 ， 感 谢 您 的 耐 心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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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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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中的所有数据都是根据蓝眼标准测试方法测定，如有任何印刷错误或翻译上的误差，望广大使用者

谅解。本手册或产品设计与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手册中的画面用语、图示等与实际相比，可

能会有微小变化和差异，请以实际操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