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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打开服务器和交换机编解码器在服务器上或者远程终端上打开浏览

器输入192.168.1.103  回车(浏览器默认为Google Chrome/admin/index.php

浏览器)输入默认用户名(admin)和密码(admin)点击登陆进入会议系统。

1.更 换欢迎界面的背景底图请在 多会议管理 默认人员 更改背景中更改。

2.若 是通电开机请打开电源，终端会自动开机。

3.若 是网口唤醒，进入 多会议管理 终端控制 中选择终端开机，关机同上。 

会前准备

4. 升降器上升可在上面图中选择终端上升,也可以通过遥控、中控控制上

升，下降同上操作。

5..当 没有做以上设置请单台控制上升下降，终端开关机。 

6.  终端和升降器可在会议建好后或开会前才开启。

    打开多会议管理中的会议列表，点新增会议选择会议功能，填写会议信

息，可建多场会议在会议列表中，一键启用。注：会议列表中的默认会议是

不能编辑启用的会议。

一、多会议管理

无纸化会议系统 6、代码清除：

    同时按住液晶屏升降器面板上的“上升键”和“暂停键”不放直到升

降器内部的红色指示灯闪烁由慢到快，当闪烁到很快的时候松开按键，但

马上又短暂同时按一下液晶屏升降器面板上的“上升键”和“暂停键”后

松开。所有后登陆的代码将被清除。（机器原出厂代码不会被清除）

注：当连接机器超过8台以上时，建议安装信号放大器或直接配置本公

司生产的“RS232集中控制键盘”。

中控线路连接示意图:

 

升降器有五大常见问题:

1：按升级器上控制按键升降器无反应

首先检查升级器电源接口旁电源指示灯亮不亮，灯要是不亮，检查电源线

进端是否有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没有就要检查进电线路问题。

若红色指示灯亮。那就要看升降器内部的线有没有脱落，用电笔打一下看

到线路板上供电接口有点没有，没电那就是线的问题，有电指示灯不亮，

那就更换线路板。

2：升降器上升下降运行时会有抖动、跳、异响这有可能是在运输途中用

力过猛电机齿轮和齿条有缝隙或平衡杆和爬升杆松动，拆机盖板调整电机

齿轮靠紧齿条或把平衡杆和爬升杆重新松开螺丝后均匀扭紧。

3：升降器开关门打不开，关门声音会很大时，拆开升降器的机盖板，调固

定关门挡板下面的八颗螺丝。调到比面板低一点，关门不影响就可以了。

4：上升到位不供电，两台升降器对调屏，如还是不供电，就要更换坦克链

条里面的屏供电线适配器，若还是不供电，可能是主板坏了拿一块好的主

板测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上限位开关坏了需要用换上限位开关。     

5：屏供电后在有输入源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图像显示，检查线路接口是否

正常，对调判断线和屏的问题。线有问题换输入HDMI线。

 

 

http://192.168.1.103/admi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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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好会议后要点编辑才能对这场会议进行设置修改。

2.当只有一场会议时可以点击未启用，启用会议，当有多场会议时点击

强制启用才能启用会议。

3.结束会议后可保存到历史会议中。点击删除会议后此次会议的所有资

料全部删除掉。注:结束和删除会议要在会议启动中才能操作。

4.刷新终端：在会议中资料有变动点击刷新终端，所有终端进入欢迎界

面，资料重新下发。

二、参会人员管理设置

因在开会中有两种情况固定开会人员和不固定开会人员，所以在选择会

议功能中有默认会议打勾与不打勾区别。

1、默认会议打勾

当选择默认会议打勾时为默认人员中设置好的人名及权限，建好后的会

议人员权限不可更改，因此要首先设置好默认人员列表中人员名字及权

限，在去新增会议中建打勾默认会议及其他会议功能会议。其中铭牌ID

对应终端ID,因此要熟悉会议室ID排序。

2、默认会议不打勾

新增会议默认会去勾，依次选择其他会议功能填写会议信息。确定后

点编辑。

升降器232控制方式：

1、RS232连接线:

用RS232直通线3-5针 升降器上红色为接收3针 黑色为接地线5针（公共线）。

2、RS232端口设置：

波特率    2400

数据长度    8

奇偶校验    N

停止位      1

3、集中控制代码：

机器出厂时有一个默认的可控制全升全降的16进制代码：

FF 10 11 00 DD FF 10 11 00 DD FF 10 11 00 DD FF 10 11 00 DD-----全

部上升

FF 10 11 00 EE ………….(同上,重复4或5遍) ------全部下降

FF 10 11 00 CC ……….(同上重复4或5编)…….全部停止

4、编组控制方法：

除了默认的控制代码以外，机器还可以登陆新的代码。但建议每台机器最

多不要超过3个代码。登陆代码步骤如下：

5、控制代码：

代码被登陆后，机器就可用232代码控制了。控制代码如下：

       FF 10 11 01 DD…….(重复5遍)          上升；

       FF 10 11 01 EE……..(重复5遍)          下降；

       FF 10 11 01 CC……..(重复5遍)          停止；

一、按上面的设置设置好232串口。

二、按上面的连线方式连接好线路。

三、在串口控制软件中填写16进制代码（学习代码） FF 10 11 01 AA FF 

10 11 01 AA FF 10 11 01 AA FF 10 11 01 AA；（其中01表示该机器被定

义为01号，如果有多台机器可相应定义为02或03等。但如果多台机器都

学习同样的代码则表示多台机器被定义为同一个组，会同时升降。）

四、发送代码，同时按住升降器面板上的 “上升键 ”和 “暂停键 ”约2秒钟

左右，升降器内部的红色指示灯会开始正常闪烁。再次发送一次代码指

示灯闪一下，表示代码登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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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人员名单:根据会议室布局桌牌ID在以下列表中对应填写与会者名字

及权限，是否签到、是否主席、是否广播对应ID填写为1时为有此根限，不

填或填为0时没有此权限。保存格式Excel csv，格式不可变。

注:也可在 参会人员 人员设置 批量导入中的‘点击下载模板’下载导入表

格格式清单。

2)点击“参会人员”打开“人员设置”进入 批量导入 选中“人员名单”导入会

议中，将自动识别关联终端ID号。当人员设置中没有人员导入可不清空旧与会

者，当人员设置中已有人员导入名单时点清空旧与会者。

删除选中：人员前方打勾可批量删除，也可单独删除人员

新增人员：可单独一个一个添加人员信息设置人员权限。

批量导出：是把会议中设定的人员以EXCEL表格的方式导出备份。

导出签到表：是把手写签到信息以图片的方式导出备份。

签到统计：是以图文方式呈现的签到统计结果（饼状图）。

升降器安装：

升降器接口按键如下：                 超薄屏锁屏螺丝孔位如下：

升降器安装

1、升 降器通电后按上升

2、上 升完成后把超薄屏从上方插进升降器内

3、按 下降，下降到接线口位置按暂停，按端口接好电源和HDMI线

4、用 螺丝刀固定好锁屏螺丝

5、按 上升下降运行几次后装进会议桌中

6、接 串口线，按红对红、黑对黑把所有升降器串连起来接到中控主机上

7、串 连后红色接串口头3针(为接收) 黑色接串口头5针（为公共线地）

8、摇 控器对码

方法一在通电后升降器内部指示灯闪烁时按摇控器对码键

方法二同时按住升降器面板上的“上升键”和“暂停键”约2秒钟左右，

升降器内部的红色指示灯会开始闪烁时按摇控器对码键

按摇控器上任意按键升降器内指示灯闪为对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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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参会人员”打开”人名编辑”有以下两种情况

a)第一种打勾使用背景颜色，选择后方的取颜色选择需要的颜色，

再选字体，字体颜色最后点修改。

b)使用背景颜色要把使用背景颜色去勾，选择后面的换背景图可

以选择自己做背景图如 ：此图为PNG类型 规格800*480

4、权限管理：可以设置权限，不同与会者不同权限

5、铭牌特制：可以对与会者人名单独或统一设置背景图片

6、欢应设置：可以对与会者单独或统一设置欢应词，在终端欢应界面

中显示。

7、点击“参会人员”打开”模拟排位”

a)加载名牌是把我们有多少终端数量在图上显示，在把对应ID号

拖动到相对应点位上。完成后可在上面更直观的修改与会者人名。

b)导入人员和人员设置中的批量导入一样功能。

超薄升降器

规格参数:

15.6寸超薄升降器                         17.3寸超薄升降器

 18.5寸超薄升降器                            超薄升降器背面图

技术参数/

型号
15.6寸超薄升降器 17.3 寸超薄升降器 18.5 寸超薄升降器

屏幕尺寸 15.6 寸原装液晶屏 17.3寸原装液晶屏 18.5 寸原装液晶屏

屏幕分辨率 1920*1080 1920*1080 1920*1080

面板尺寸 480*73*5 518*73*5 550*73*4

面板颜色 铝合金精拉丝氧化黑 /银 铝合金精拉丝氧化黑 /银 铝合金精拉丝氧化黑 /银

输入电压 AC220V AC220V AC220V

频率 50~60Hz 50~60Hz 50~60Hz

电机功率 25W 25W 25W

接口 HDMI 输入 电源 RS232

可增加 USB 接口和电脑

开关按钮

HDMI 输入电源 RS232 可

增加 USB 接口和电脑开关

按钮

HDMI 输入 电源 RS232

可增加 USB接口和电脑

开关按钮

偏转角度 15o 15o 15o

控制方式 手控\遥控\软件集控\中

控

手控\遥控\软件集控\中

控

手控\遥控\软件集控\中

控

环境温度 -20~60℃ -20~60℃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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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播到大屏：是把信号广播到解码器上输出到大屏，不在终端上显示。

2)广 播到全部：是把信号广播到编解码器和所有终端上显示。

3)强 制广播：选择强制广播除去主席能退出，其他与会者不能操作终端。

只有主席有此功能权限。

4) 开启广播：选择与会者点击开启广播就能把所选择与会者终端信息发

布到所有与会者终端上。

5)结 束广播：每次广播时先点结束广播才可选择其他广播者。

结束会议：点击关闭当前会议为结束这次会议，自动保存到历史会议。

关闭会议系统为结束这次会议，自动保存到历史会议并关闭终端和升降

器自动下降（注：升降器要受控于控制主机）

广播后可把广播终端音频同步通过编解码器输出到调音台。

会中保存
1、批注管理：终端手写批注保存后的图片储存在此，并显示批注者人名。

2、历史会议：可查看历史会议中的资料，并下载导出。

三、会议管理设置

    如图所示可导入文档资料、会议交流、投票控制等等。

1. 会议议程：上传会议议程资料

2.议 题管理：管理议题添加会议资料，设置会议权限。议题完成后点“未

审议”才能下发到终端。

    注：在添加议题时，打勾参会人员才能读取此议题信息，都不打勾为默认都

    能读取信息。

3.会 议纪要：上传会议纪要文件。

4.临 时文件：开会中突增文件可上传到此栏目下。终端读取U盘中上传的文件也

在此栏目中展现。

5.投 票设置：添加投票信息，启用结束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导出投票结果。

可在“查看选项”中自定义设置投如：赞成反对等。

可设置多选或不能多选，实名或匿名投票。



航天无纸化多媒体设备 航天无纸化多媒体设备

四、主机功能介绍

签到管理：在设置好签到权限后可由主席统一签到或一键启用到签到界面

签到进行会前签到。

议题管理：当会议议题没有在后台审议时，可在会议中通过议题管理启用

或结束议题。

投票管理：可启用、结束投票，查看投票结果。

信号管理：可帮助其他与会者开启广播功能，以及外部信号的输入。

注：要先点结束广播在选择广播源广播。

6. 会议交流：控制主机和与会者之间交流。

7. 会议标语：更换会议标语  .注：图片不能太大，分辫率1366*768。

8. 集中控制：一键启用功能，结束信号为结束广播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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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控制

一、超薄升降器按键说明

1.USB接口                    2.开关机按键                3.升降器上升按键

4.升降器暂停按键        5.升降器下降安键

二、终端快捷界面说明

在终端正上方有主菜单下拉键:

手写批注：可在任意界面进行批注管理保存是以图片的格式存在服务器上。

屏幕广播：是把本终端信号广播给所有与会者和编解码器。点击“屏幕广

播”后下拉菜单“屏幕广播”变成“退出广播”点击后结束本终端广播信

号，所有终端回到自己界面。

WINDOWS:点击进入WINDOWS操作界面

跟踪主讲：是与会者退出后又想看主持广播信号，点击进入后看广播信号。

异步浏览：发启广播后除发启人终端，其余终端机右上角有一个异步浏览，

点击后即退出广播，可浏览自己相关其他文件。

三、终端操作说明

    按参会人员姓名坐好后，点击进入会议，当设有签到权限时进入会

议时先进入签到界面过进行签到，已可手写签到。无签到权限时，直接

进入会议列表中。

会议议程：服务器端上传的会议议程资料。

会议资料：通过服务器端上传的会议文件可分议题方式展现。

读取U盘：读取U盘内容，可上传资料到临时文件中展现，并下发到其他

终端。

会议纪要：服务器端上传的会议纪要文件。

临时文件：开会中突增文件可上传到此栏目下。

电子白板：可在模拟白板上进行手写演示，可一个使用，也可全部人讨

论使用。

会议交流：支持与会者之间实时交流支持单选、多选收件人。

会议服务：可以向后台服务人员叫茶水、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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