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概 述

1.1 功能特点

《LED Player V3.3》是本公司新推出的一套专为 LED 显示屏设计的功能强大,

使用方便,简单易学的节目制作、播放软件，支持多种文件格式：文本文件，WORD

文件，图片文件（BMP／JPG／GIF／JPEG．．．），动画文件（SWF／Gif）。

2.2 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

中英文 Windows/7/NT/XP

 硬件配置

CPU: 奔腾 600MHz 以上

内存:128M

 相关软件

OFFICE2000--如需 WORD 文件必须安装

第二章 安装与卸载

2.1 安装

《LED Player》软件安装很简单，操作如下：将 LED Player 播放软件的安

装光盘插入电脑光驱，即可显示 LED Player 播放软件的安装文件，双击 LED

Player，即可实现轻松安装。

《LED Player》软件安装成功后，在【开始】/【程序】里将出现“LED 软件”

程序组，然后进入该程序组下的“LED Player”,单击即可运行，如图所示：



同时，桌面

上也出现“LED Player”快捷方式：如右图所示， 双击它同样可以启动程序。

2.2 卸载

《LED Player》软件提供了自动卸载功能，使您可以方便地删除

《LED Player》的所有文件、程序组和快捷方式，用户可以在“LED 软件”组中

选择“卸载 LED Player”，也可在【控制面板】中选择【添加/删除程序】快速

卸载.

第三章 使用详解

3.1 节目组成

每块显示屏由一个或多个节目页组成。节目页是用来显示用户所要播放的文本、

图片、动画等内容。区域窗口有十一种：图文窗、文本窗、单行文本窗、静止文

本窗、时间窗、正计时窗、倒计时窗、模拟时钟窗、表格窗、动画窗、温度窗。

文件窗：可以播放各种文字、图片、动画、表格等几十种文件。

文本窗:用于快速输入简短文字，例如通知等文字。



单行文本窗：用于播放单行文本，例如通知、广告等文字。

静止文本窗：用于播放静止文本，例如公司名称、标题等文字。

时间窗：用于显示数字时间。

计时窗：用于计时，支持正/倒计时显示。

模拟时钟窗：用于显示模拟时钟。

表格窗：用于编辑播放表格数据。

动画窗：用于播放 swf、gif 文件。

3.2 界面窗口介绍

《LED Player》软件的运行界面如图所示：共有两个窗口组成：播放窗和控

制窗。

3.2.1播放窗

播放窗（即 LED 屏上所显示的内容）是用来显示用户所要播放的文本、图片、

动画、多媒体片断等内容。此处的内容和 LED 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是相同的。

3.2.2控制窗

控制窗是用来控制播放区的位置、大小及所要播放的内容,控制窗可以展开

为编辑窗, 控制窗包含菜单条和工具条以及编辑栏。



3.2.1播放窗

播放窗（即 LED 屏上所显示的内容）是用来显示用户所要播放的文本、图片、

动画、多媒体片断等内容。此处的内容和 LED 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是相同的。

3.2.2控制窗

控制窗是用来控制播放区的位置、大小及所要播放的内容,控制窗可以展开

为编辑窗, 控制窗包含菜单条和工具条以及编辑栏。

菜单条：包含文件、编辑、设置、工具、通讯、调试(厂家专用)、帮助七个

子菜单。

工具条：是菜单功能的快速操作。

编辑框：用于编辑显示窗的内容。



3.3 功能介绍

3.3.1菜单

包含文件、编辑、设置、工具、通讯、调试(厂家专用)、帮助七个

子菜单

文件菜单：包含打开、保存、另存为、新建节目、退出。

打开：用于打开以前编辑好的 LED Player(*.ls)文件。

保存：用于保存当前的 LED Player(*.ls)文件。

另存为：用于把当前的 LED Player 文件保存为新的 LED Player 播放文件。

新建节目：用于重新建一个新节目。

退出：用于退出 LED Player 播放软件。

编辑菜单:包含文件、文本、单行文本、静止文本、时间、计时、模拟时钟、表格、动画、

温度、噪音、湿度、内码文本、数字语音窗。



设置菜单:包含屏参设置、重置屏参、节目定时设置、手动校时、软件开屏、

软件关屏、定时开关、亮度调节。

设置屏参：用于设置显示屏的属性（具体看设置章节）。

重置屏参：用于快速加载屏参。

节目定时设置：用于对节目的定时设置。

手动校时：用于校正当前时间。

软件开屏：用于打开显示屏。



软件关屏：用于关闭显示屏。

定时开关：用于分时段来开关显示屏。

亮度调节：用于分时段来调节显示屏的亮度。

工具菜单:包含画笔、计事本、计算器、Word、Excel、Rtf等，单击他们可以打开操作系统

中自带的或安装的各程序来快捷编辑节目。

通讯菜单：单机发送、集群发送、控制器搜索。

单机发送：用于单块显示屏的发送。

集群发送：用于多块显示屏的发送,全部发送当前所有显示屏的内容。

制器搜索：用于 LS-N3 卡的网络设置。

控调试菜单:主要用于调试时使用，包含正斜线、负斜线、十字线、交叉线、

全屏黄、全屏红、全屏绿、退出测试。



帮助菜单：关于 LED Player。

关于 LED Player：显示软件版本号及相关信息。

3.3.2工具条

工具条是菜单功能的快速操作,从左到右依次为文件、文本、单行文本、静

止文本、时间、计时、模拟时钟、表格、动画、预览、发送。具体功能请参照菜

单。

3.3.3编辑控件

编辑控件是本软件的核心部分，具体说明见下一节，节目制作流程

3.4 节目制作流程

3.4.1 第一步:设定显示屏播放窗大小

播放窗大小一定要设置正确，否则节目制作完播放时可能只显示一部分或不

够大。

设置方法：菜单——〉设置——〉屏参设置，输入密码：888，即可启动软

件设置窗，在软件设置窗中可对显示屏的各个参数进行设置。



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控制器型号、通讯方式、通讯串口、波特率、屏宽、

屏高、单/双色等设置。

网络通讯设置：

1、设置方法：菜单——〉通讯——〉控制器搜索，即可启动软件设置窗，如果

连有控制卡，即可搜到一个 IP 信息。



双击搜索到的 IP 即可进入 IP 修改界面：

说明：左为本机电脑 IP，右为可修改的控制器 IP，如果不在同一个网段，需将

控制器 IP 修改到同一个网段方可通讯。修改完成进入第 2步操作。

2、进入通讯方式下选择“网络通讯”显示网络通讯界面：



将控制卡 IP 输入此处即可。

扫描方式设置：

扫描：里面的各项参数需根据屏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设置，如果其中某项参数

与屏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则发送的内容到显示屏上显示将不正常。



3.4.2第二步:新建节目页

在相对应的显示屏节目下，点激工具栏的窗口选项进行添加显示区域。

3.4.3第三步:设定添加对象的属性

当节目页添加好以后，就可以添加显示窗，每个节目中最多添加 16个区



第四步:播放节目

要播放当前节目文件，点击预览按钮 开始预览，暂停，停止来进行控

制菜单选择。要播放不同的节目文件，点击打开所要预览的播放文件，打开节目

文件后播放。

第四章 文件显示

4.1 新建文件节目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窗



添加完文件窗以后，在右边编辑框编辑自己所需的内容，可以添加、删除文件，

可以选择进入方式、退场方式、运行速度和停留时间。

第五章 文字显示

播放文本节目有四种方法：在文本窗中播放、在单行文本窗中播放、在静止

文本窗中播放、在文件窗中打开文本文件播放、在文件窗。

5.1 在文本窗中播放

该窗口不是必须的，文字可在文本窗中播出，此窗口只为简单文字如公司名

称、欢迎字幕、通知等提供一种快速输入手段。



5.1.1 新建文本节目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文本窗

添加完文本窗以后，在右边编辑框编辑自己所需的内容，可以添加、删除文件，

可以选择进入方式、退场方式、运行速度和停留时间。

5.1.2 插入并编辑文本

在最下面的编辑框中你可以直接输入文本也可以拷贝文本进入。对

文字可进行任意排版操作.



.

若需要对数字旋转 90 度的，可选择@字体后选择等宽

编辑好文本之后关闭“文字编辑”对话框， 如果你要修改文本，只要在文

本窗双击它即可，删除文本可用右键删除节目按钮。

5.2 在单行文本窗中播放

此窗口只为欢迎字幕、通知等提供单行游动字幕。操作方法同文本窗操作方

法相同，可以直接输入文字，也可导入*.txt 文件。



添加完单行文本窗以后，在右边编辑框编辑自己所需的内容，可以选择进入方式、

运行速度、选择字体、字体大小、粗体、斜体、下划线、颜色等。

单行文本有 3种方式 首尾相连 清场 和 正常。

5.3 在静止文本窗中播放

此窗口设置静止文本播放。操作方法同单行文本窗操作方法相同。

第六章 时间显示

6.1 新建时间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时间窗



添加完时间区以后，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来进行组合选择。

第七章 计时显示

7.1 新建计时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计时窗



添加完计时窗以后，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来进行组合选择。

可以选择起/止时间，计时方式会自动帮你检测是正计时还是倒计时。

第八章 模拟时钟显示

8.1 新建模拟时钟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模拟时钟窗

添加完模拟时钟窗以后，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来进行组合选择。

第九章 表格显示

9.1 新建表格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表格窗

添加完表格窗以后，可以根据表格制作窗来制作表格文件。



大小可以通过软件里的坐标来编辑表格的大小。

第十章 动画显示

10.1 新建动画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动画窗



添加完动画窗以后，调入动画文件即可。（现在只支持 SWF／Gif）

第十一章 温度显示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温度窗

除 T0 卡不支持温度传感器，其余的卡都支持，控制卡和温度传感器可以在

-40℃- +85℃的环境内正常使用。

第十二章 噪音、温湿度操作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噪音窗



只有 N1 卡支持接噪音模块，一般我们的控制卡都是和杭州爱华的模块搭配

使用。



控制卡用 N1 卡和模块连接，连接正确，软件的温湿度播放窗会显示出来。

第十三章 内码文本和数字语音窗

在节目列表下创建一个新的内码窗和数字语音窗



当控制卡里面烧写了点阵字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导入他的点阵字库。



语音模块和写好语音程序的 N1卡连接好，现在支持女声。

第十四章 发送操作



对文件操作完成后，就可通过点击所对应显示屏，通过击右键来进行“发送”，也可通过工

具栏中的“ ”按钮进行发送。发送是否成功，软件下方有发送状态提示条给与提示。

第十五章 软件设置操作

一；上海灵信控制卡软件设置快速入门篇

1. 软件设置步骤：最终客户使用密码：168调试工程师使用密码：888。

2. 设置—屏参数设置

3. 调试工程师输入密码 888



4. 进入到控制卡型号选择

在操作过程中，软件上的控制卡型号选择要与实际一一对应，否则，发送参数

成功，内容发送会失败



5. 进入到驱动设置选项，

P10 单红模组模组大小 32*16点，尺寸 320*160毫米，模组接口 HUB08：



P10 单红模组模组大小 32*16点，尺寸 320*160毫米，模组接口 HUB12：

P10 双色模组模组大小 32*16点，尺寸 320*160毫米，模组接口 HUB08：



P16 单双色模组模组大小 16*8点，尺寸 256*128毫米，模组接口 HUB12



选择好扫描设置以后点击设置驱动就可以返回编辑界面

三；设置 OE极性时输入密码；888 在拨码软设置里面，如下；

四；U盘通讯操作方法 首先输入密码；888 选择通讯方式为 U盘通讯，把屏参大小编辑

好，选好驱动走线，编辑好节目后，点击通讯如下图；



驱动走线

在盘符选择里选对盘符



保存便可。

五；网络通讯

网线操作方法，首先输入‘888’进入软件选择通讯方式为网络通讯，把屏参大小编

辑好，选好驱动走线，编辑好节目后，点击通讯如下图；

选择固定 IP时，要先保证控制卡和本机 IP的网段在同一网段，修改时点击通讯下面控制器

搜索按钮，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是控制卡的 IP地址，修改时，双击 IP地址会有对话框弹出

将红色圈内的 IP地址改成和黑色圈内 IP地址在一个网段，然后点击修改

出现此信息提示，点击‘是'后，看看是否提示修改成功，成功后，在输入：888
密码进入软件



让红色线标记的地方保持一致，把用蓝色菱形的地方给成和上面修改的那个蓝色菱形里的数

字保持一致，便可发送。

如果是选择单机直连的话，就无需改网段，这种操作比较简单。(除

了 N3卡不支持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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