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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网络控制系统 

多媒体网络控制系统主要用于远程集中管理多媒体设备，由服务端和客户端两部分组成

配套运行，服务端程序主要负责与所有的多媒体设备通讯，充当客户端的数据库，后台处理

用户各种请求。客户端使用不同权限登录后可对一台或多台多媒体设备进行不同功能的操

作。 

一、 安装软件 

运行配套光盘，选择安装“网络多媒体中央控制系统”可见下图界面，确认需要安装直

接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不需安装点击“取消”。 

 

输入用户名称和公司名称，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选择所需要的安装程序，有服务端和客户端可选，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点击“更改”按钮选择安装路径，再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选择快捷方式安装和类型，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核对之前步骤所选的安装路径、快捷方式文件夹，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若需修改点击“返回”按钮回到之前步骤中进行修改。 

 

 

 

 

 

 

 



等待安装进度条完成。 

 

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整个安装过程。 

 

二、服务端说明 

服务器程序打开后将自动在后台运行，无需人工进行任何配置，注意服务器需厂家提供注册

授权后才可以使用（没有经过厂家注册授权的将默认试用期 30 天时间），在系统信息窗口中

复制 ID 号码交给厂家以换取 SN 码，输入 SN 码后点击更新按钮即可正常运行。      



 

鼠标左键双击服务器程序图标可见如上图系统信息窗口 

配有中控：在客户端的中控配置页面中所添加的多媒体设备数量，无论是否连接正常。 

实际连接：当前实际与服务端程序连接和通讯正常的多媒体设备数量。 

客户端数：同时使用客户端并成功登录的用户数量。 

ID：软件安装后每台电脑自动生成唯一的 ID码，请复制交给厂家注册。 

SN：输入厂家提供的 SN 码，并点击更新按钮。 

剩余使用时间：经过厂家注册授权的用户显示“正式用户”、试用期用户显示“剩余 XX 天

XX时 XX分”，试用期时间已过用户显示“超出使用时间”。 

查看或注册成功后直接点击下方“关闭”按钮即可。 

三、客户端说明 

3.0 登录框 

 



运行客户端后出现如上图的登录框 

服务器：输入要登录的服务器 IP 地址，即服务端软件所在计算机的 IP地址，比如服务端软

件运行的计算机 IP 地址为 192.168.0.1，那么本处输入 192.168.0.1，如果服务器软件和客

户端软件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本栏也可直接输入 127.0.0.1。 

用户：输入要登录的用户名，系统默认的管理员用户名是 admin，其他用户名需要由管理员 

添加授权后才可用于登录。 

密码：，管理员用户名 admin 出厂默认无密码，直接点击“确定”按键进入，其他用户名对 

应的密码根据授权时的定义输入。 

各项输入完成后直接点击“确定”按钮即可登录，不需登录直接点击“取消”按钮。 

3.1 控制页面 

 

此操作界面划分为几个区域，其中最上层的主菜单和工具栏，下面是设备控制的主体部分， 

该部分由四个类别组成，分别为： 

系统设置栏：在监视列表中选中一个多媒体设备后可远程进行系统参数设置。 

信号选择栏：在监视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多媒体设备后可进行设备的信号源切换。 

设备控制栏：在监视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多媒体设备后可进行设备常用功能控制。 

监视列表：显示所有被监控的多媒体设备当前状态信息。 

界面支持用户自定义修改，具体参考界面管理说明 



系统设置栏 

                   常用选项                         系统设置选项 

           

常用：此处软件默认自带有系统开关、主音量和麦克风音量调节、布防开关等常用功能，针 

对所控制的多媒体设备功能不同，若拥有对应功能的多媒体设备可在监控列表中选中后直接 

点击按键进行控制，没有对应功能的多媒体设备点击按键无效，也可直接将没有对应功能的 

按键删除防止误操作。 

系统设置—设备参数：在连接正常的前提下，监控列表选中某一个多媒体设备后，点击“系

统设置”、“设备参数”出现如下图的对话框，对话框拥有设备参数、投影机两个选项卡。 



 

设备参数选项卡，如上图，“通用选项”部分为多媒体设备的系统参数配置，针对所控制的 

多媒体设备功能不同需要配置的参数也不同，请根据各型号的多媒体设备说明书进行配置。 

 

投影机选项卡，如上图，软件集成了部分常用的投影机品牌和型号，用户可以在系列中 

挑选投影机品牌，在型号中挑选投影机型号，还可查看对应协议内容、波特率、校验位，核 

对协议内容正确后直接点击“设置”按键即可远程写入投影机 RS232 串口控制码。 

 



系统设置—红外读码：如下图此按键有两种状态，操作前为“红外读码”状态，按下后为“结 

束读码”状态，点击“红外读码”按键后对应的多媒体设备红外状态指示灯会长亮，可进行 

读码操作步骤，操作完后点击“结束读码”对应的多媒体设备红外状态指示灯熄灭表示成功 

退出学习状态。 

             

系统设置—普通设置：如下图窗口，分为基本参数和报警两部内容 

 

软件名称：处可以修改软件的标题栏所显示的名称。 

窗口背景颜色：处点击下拉列表后可选择软件中控控制页面的背景颜色。 

自定义报警声音：根据路径选择一个后缀名为.wav格式的音频文件，再点击打开按钮即可

修改默认的报警声音。 

静音：不发出警报声音，只有监视列表的状态一直在闪烁提示。 

系统设置 –图库管理：如下图窗口，软件自带有一部分常用的图标，可根据需求自行进行添

加和删除，点击“添加”按键会出现一个路径选择窗口，需选择后缀名为 ico 的图形文件，

添加后点击“保存”按键，还可选中图库中任意一个图标，点击“删除”按键即可删除该图

标，删除后点击“保存”按键。 



 

系统设置 —关于：如下图窗口，点击“关于”按键后可看到软件的版本信息。 

 

 

 

 

 

 

 

 

 

 

 

 



信号选择栏 

                  投影信号选择                  监视信号选择 

          

在投影信号选项里切换信号通道，对应多媒体设备的投影机信号输出口将执行切换动作，在

监视信号选项里切换信号通道，对应多媒体设备的监视信号输出口将执行切换动作，实现远

程控制信号切换的效果，投影信号和监视信号当前所在的通道将在监控列表中实时显示。 

设备控制栏 

 

在信号选择栏里选中某一设备后，此栏目会出现对应设备的常用控制按键，可对设备进行控

制，实现此功能需提前根据设备的控制方式不同进行相应的设置，比如选用 RS232 串口控制

的设备需手动添加每个按键的控制码，选用红外方式控制需进行红外录码操作。 

 

 



监视列表 

在监视列表中，随意一个选项处鼠标单击右键，会出现如下图的列表，列表中各选项前有勾 

选则表示监控列表中将显示出该选项当前的状态，不勾选则该选项不出现在监控列表中，如 

下图中的电控锁、IC、识别码这三个选项前无勾选将不出现在监控列表中，其他都有勾选则 

将显示。 

 

在监视列表中，用鼠标单击左键任意一个连接成功的多媒体即可选中并针对该设备进行远程 

控制，按住 Ctil 键再单击鼠标左键可同时选中多个终端，显示“断开”的终端选中后 

操作无效。 

 

在监视列表中，随意空白位置单击鼠标右键会出现一个“选择全部”和“反向选择”用于更 

便捷的选中所需单个或多个多媒体设备。 

 

在监视列表中，多媒体设备与服务器之间网络连接失败的显示红色字体“断开”，多媒体设 

备成功开启系统后显示蓝色字体“开”、布防被开启后显示红色字体“开”、报警功能被触发 



后红色和绿色交替闪烁显示“开”，方便直观看到重要的状态。 

 

界面管理说明 

系统设置栏—系统设置选项 

 

在系统设置选项中，鼠标点击右键，可见如上图的界面，此处支持添加按键分组和修改按

键分组两个功能。 

系统设置栏—常用选项、信号选择栏 

      



在常用选项、投影信号和监视信号中，鼠标点击右键，可见如上图的界面，此处支持添加

按键分组、删除按键分组、修改按键、分组前移、分组后移、添加按键、删除按键、修改

按键、按键位置最前、按键位置最后、按键位置后移、按键位置最后共分组十二个功能。

具体每个功能作用如下： 

添加按键分组：点击后将在本栏内生成一个新的分组。 

删除按键分组：某一个分组内点击删除按键分组则当前分组将被删除。 

修改按键分组：某一个分组内点击修改按键分组，出现当前分组的属性窗口，如下图，此

处可看到当前该分组的标题和颜色还有分组内按键的各种参数，可直接进行修改。 

 

添加按键：在某一个分组内点击添加按键后弹出一个空白的按键属性窗口，设置好按键属

性内容后将会在该分组内添加一个新的按键，如下图  



 

此窗口中可对按键的的类型、显示、动作进行设置，“按键类型”部分可选普通按键和开

关按键两种类型，普通按键只能编辑第一次按键的显示内容，按键动作的按下和弹出都可

编辑。开关按键可以编辑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显示内容，按键动作的按下和弹出都可编辑（信

号切换栏不支持开关按键）。“按键显示”部分的标题用于指定按键的名称，颜色的下拉列

表可选按键的颜色，图标点击选择后可为按键添加图标，点击清除后可清除按键上的图标。

在按键动作中可为该按键添加动作类型 

 

发送系统控制码：选择此项可为按键添加软件内置的系统控制码，可选音量控制码、音视

频设备码、投影机功能码、环境控制码。 

发送自定义控制码：选择此项为添加自定义的控制码，需手动输入 HEX 格式的控制码。 

切换视频信号：选择此项可为按键添加软件内置的信号切换控制码。 

延时等待：当需要为按键添加多段控制码时，可在各段之间添加一个延时发送的时间，时



间单位为毫秒。 

修改按键：某一个按键上鼠标右键点击修改按键后弹出一个按键的属性窗口，参考添加按

键时各项目的说明进行修改。 

删除按键：将所选中的按键直接删除。 

按键位置最前：将所选中的按键位置移动到本栏的最前端。 

按键位置前移：将所选中的按键位置在本栏内向前移动一位。 

按键位置后移：将所选中的按键位置在本栏内向下移动一位。 

按键位置最前：将所选中的按键位置移动到本栏的最末端。 

3.2 中控配置页面 

 

此页面主要用于添加多媒体设备，为多媒体设备命名和配置网络参数，使多媒体设备与服务

器之间建立网络通讯。还可使用日程表功能预设时间和动作，让多媒体设备在指定的时间自

动执行动作。 

 

添加地点：添加一个地点名称，并可在该地点下添加设备，方便区别设备所在地点。 

添加设备：手动添加多媒体设备，点击后弹出一个空白的设备属性窗口，当客户端和多媒体



设备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无论网段是否相同都可以直接手动输入 MAC地址后，点击“查找”按

钮即可获取到该设备的网络参数，并根据实际网络环境对窗口中的“网络参数”部分进行修

改，点击“设置”按钮保存。若客户端和多媒体设备不在同一个网络内则所有参数必须手动

输入。在窗口“基本参数”部分还可为该设备自定义名称和识别码，最后点击“确定”按钮

保存，操作成功后此设备将显示在监视列表中。 

 

搜索设备：只有当客户端和多媒体设备同在一个局域网内才可使用此搜索功能，点击后弹出

一个如下图的窗口，在“本地 IP”中选择当前操作电脑的 IP地址，在“服务器地址”处手

动输入服务端所在电脑的 IP 地址（此处填写后所有被搜索并添加的设备将自动套用此服务

器 IP地址不需再逐个修改），再点击“搜索”按钮后设备将全部被显示在列表中，勾选所需

的设备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将此设备添加到监视列表中。 



 

修改：选中一个设备再点击修改图标即会弹出设备属性窗口可进行网络参数或基本参数的修

改。 

删除：选中某一个设备后点击删除图标，即会从列表中删除该设备。 

 

设备列表，已添加的设备都会显示在这里，鼠标左键双击某一个设备即可弹出该设备的属性

窗口可进行修改。当有配置了课程表的前提下此处选中设备并把“上课自动开机”打勾则该

设备在指定的时间自动开系统，把“下课自动关机”打勾则该设备在指定的时间自动关系统。 

 



在列表中选中某一个设备，在日程表中选中某一个日期，即可使用工具栏的工具为该终端指

定时间和添加动作。 

添加：添加一个新的动作并指定动作类型（可参考界面管理中的动作类型说明）。 

删除：选中某个动作后点击删除即可删除该动作。 

上移：将该动作位置向上移动一位。 

下移：将该动作位置向下移动一位。 

清空：清空该日期内所有添加的动作。 

3.3 课程表页面 

 

在此页面中可自定义课程表，可指定学期开始的时间，设定每天的课时，星期一至星期日每

天都有一个选项卡可为每一个课时编辑对应的课程名称，课程名称可指定单双周相同或不

同，课表支持以 Excel表格文件导入和导出功能。在中控配置页面中把多媒体设备的上课自

动开机，下课自动关机选项打勾后设备将根据指定的时间自动开关系统。 

配置校历：点击后弹出如下图窗口 



 

开始日期：指定该学期开始的日期，课程表功能将从这一天开始执行。 

添加：添加课时，可添加一个或多个课时，并指定课时开始和结束时间。 

修改：选中某一个课时后点击修改按钮即可进行开始和结束时间的修改。 

删除：选中某一个课时后点击删除，即可删除该课时。 

上课前：自定义一个时间，单位为分钟，在课时开始前多少分钟对应的多媒体设备将自动开

启系统。 

下课后：自定义一个时间，单位为分钟，在课时结束后多少分钟对应的多媒体设备将自动关

闭系统。 

配置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保存。 

课程设置：先在下方选择星期一至星期日的某一天，在编辑对应的课程名称。 

 

星期一至星期日每天都有一个独立的选项卡，此处需手动添加对应的课程名称，鼠标双击左

键即可进行编辑，可分单双周相同课程或单双周不同课程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系统将从选

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若该日没有课程则不需编辑课程名称，系统将不会自动执行动作。 

导入课表： 

点击导入课表后出现如下图的窗口，根据路径选择已经编辑好的后缀名为.xlsx的 Excel 表

格文件，再点击“打开”按钮即可成功导入（注：文件格式只支持 office2007 以上版本）。 



 

导出课表： 

点击导出课表后出现如下图窗口，请选择文件存储路径并自定义一个文件名称，点击“保存”

按钮后将生成一个后缀名为.xlsx的 Excel 表格文件，即可加以备份或查看。 

 

 

 

 

 

 

 

 

 

 

 



3.4 布防记录页面 

 

在此页面中可查询某一个设备在指定的时间段内的布防开启记录，列表会显示出设备所在地

点、中控名称、开启的时间、动作类型四个项目的信息，并自动统计出该设备的布防开启总

次数，记录的数据支持导出功能。 

地点或设备：点击下拉列表选择所需查询的设备。 

开始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结束时间。 

查询：点击开始查询，将根据前面所选定的条件在列表中显示对应的布防记录。 

清空：清空当前设备的布防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全部清空：清空所有设备的布防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导出记录：选择一个存储路径将当前设备的布防记录保存为 Excel 表格文件。 

 

 

 

 

 

 

 

 

 



3.5 中控连接记录页面 

 

在此页面中可查询某一个设备在指定的时间段内的网络连接状态，列表会显示出设备所在地

点、中控名称、状态变化的时间、动作类型四个项目的信息，并自动统计出该设备的网络成

功连接总次数，记录的数据支持导出功能。 

地点或设备：点击下拉列表选择所需查询的设备。 

开始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结束时间。 

查询：点击开始查询，将根据前面所选定的条件在列表中显示对应的网络连接状态变化记录。 

清空：清空当前设备的网络连接状态变化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全部清空：清空所有设备的网络连接状态变化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导出记录：选择一个存储路径将当前设备的网络连接记录保存为 Excel 表格文件。 

 

 

 

 

 

 

 

 

 



3.6 中控开关记录页面 

 

在此页面中可查询某一个设备在指定的时间段内的系统开关状态变化情况，列表会显示出设

备所在地点、中控名称、开关状态变化的时间、动作类型四个项目的信息，并自动统计出该

设备的开系统的总次数，记录的数据支持导出功能。 

地点或设备：点击下拉列表选择所需查询的设备。 

开始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结束时间。 

查询：点击开始查询，将根据前面所选定的条件在列表中显示对应的系统开关状态变化记录。 

清空：清空当前设备的系统开关状态变化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全部清空：清空所有设备的系统开关状态变化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导出记录：选择一个存储路径将当前设备的系统开关记录保存为 Excel 表格文件。 

 

 

 

 

 

 

 

 

 



3.7 投影机开关记录页面 

 

在此页面中可查询某一个设备在指定的时间段内的对投影机的控制记录，列表会显示出设备

所在地点、中控名称、投影机控制的时间、动作类型四个项目的信息，并自动统计出该设备

的控制投影机开机的总次数和投影机使用的总时长，记录的数据支持导出功能。 

地点或设备：点击下拉列表选择所需查询的设备。 

开始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结束时间。 

查询：点击开始查询，将根据前面所选定的条件在列表中显示对应的投影机开关控制记录。 

清空：清空当前设备的投影机开关控制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全部清空：清空所有设备的投影机开关控制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导出记录：选择一个存储路径将当前设备的投影机开关控制记录保存为 Excel 表格文件。 

 

 

 

 

 

 

 

 

 



3.8 报警记录页面 

 

在此页面中可查询某一个设备在指定的时间段内的报警记录，列表会显示出设备所在地点、

中控名称、报警开关的时间、动作类型四个项目的信息，并自动统计出该设备报警开启的总

次数，记录的数据支持导出功能。 

地点或设备：点击下拉列表选择所需查询的设备。 

开始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结束时间。 

查询：点击开始查询，将根据前面所选定的条件在列表中显示对应报警开关记录。 

清空：清空当前设备的报警开关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全部清空：清空所有设备的报警开关记录，清空后无法还原，请谨慎使用。 

导出记录：选择一个存储路径将当前设备的报警开关记录保存为 Excel 表格文件。 

 

 

 

 

 

 

 

 

 



3.9 用户管理页面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后将拥有管理账户的权限，在“用户管理”页面的工具栏中可添加账户、

删除账户、刷新账户列表。 

鼠标双击左键即可编辑以下账户内容： 

姓名：可编辑账户名称。 

密码：可设定该账户的登录密码。 

权限：栏可选择该账户的权限，可选管理员、操作员、高级操作员、用户停用四种类型。 

账户类型说明： 

操作员：登录后只有一个“中控控制”页面可操作。 

高级操作员：登录后拥有除用户管理以外其他所有页面。 

用户停用：禁用该账户，该账户登录时会提示“账户已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