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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述

LED-YC100/200/400 产品是迈普视通推出的一款云联网播放器，支持同

步、异步以及 4G、WiFi、有线网络等多种联网方式接入迈普云平台，可以通过

PC、手机迈普云微信小程序等多种用户终端进行节目发布和屏幕控制，快速部

署实现智能云管理功能，多屏幕、多业务、跨区域统一管理。可广泛用于灯杆屏、

门头屏、广告机、镜子屏、等多种商业显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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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1. 处理器性能强大，支持 H.265 4K30hz 高清视频解码播放

2. 支持 4G/WIFI/有线联网

3. 支持 GPS 定位

4. 多种播放方式，支持 U 盘即插即播

5. 支持丰富的媒体素材，如图片、视频文本、时钟等，支持视频、

图片缩放。

6. 支持多窗口播放和叠加，可自由设定窗口大小和位置

7. 支持输出自定义分辨率

8. 支持同步/异步播放

9. 支持多屏集群同步播放

10.支持乐播投屏

11.支持温湿度/烟雾/亮度传感器

12.支持用户权限管理

13.支持节目定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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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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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端口

型号 LED-YC100 LED-YC200 LED-YC400

输入
HDMI IN HDMI IN HDMI IN

USB×2 USB×2 USB×2

输出

网口×1 网口×2 网口×4

HDMI OUT HDMI OUT HDMI OUT

AUDO AUDO AUDO

带载点数 65 万 130 万 260 万

带宽扩展 100 万 200 万 无

输出自定义分

辨率
最宽/最高 3840 最宽/最高 3840 最宽/最高 3840

WIFI 模块 标配 标配 标配

WiFi 天线 标配 标配 标配

4G 模块 选配 选配 选配

4G 天线 选配 选配 选配

GPS 模块 选配 选配 选配

GPS 天线 选配 选配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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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步骤

一、配置显示屏参数

1. 正确连接播放器与 LED 显示屏下图显示

2. 配置显示屏参数，让显示屏可以显示完整画面

1. 设备切换到同步模式

2. 打开 C-LINK 软件，点击“屏幕配置”，输入密码”666 或 888“，

进入显示屏参数设置界面。

3. 选择“接收卡”界面，加载显示屏配置文件参数，点击发送后，选

择固化

4. 选择“标准显示屏（整屏看屏）”界面，载入连接关系，点击发送

后，选择固化。

如果没有正确的显示屏参数和连接关系，请咨询显示屏技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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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机播放节目设置

1、手机注册登录账号

1) 设备通电，连接好网络打开微信扫描云播放盒二维码点击注册

2) 注册用户名输入手机号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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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转移

4) 进入迈普云主页单击“我的”登录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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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和发布节目

1. 单击“素材管理”新增照片或者视频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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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审核管理”素材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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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节目管理”创建节目输入节目名称和窗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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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图性制作”先添加窗口在添加素材保存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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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审核管理”节目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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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节目管理”发布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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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普云平台播放节目设置

一、登录账号

1. 打开迈普视通官网单击迈普云或者输入网址

http://www.mig-tek.com/

2. 单击“迈普云“选择你在国家服务器节点

3. 登录迈普云小程序手机注册的账号。【没注册过迈普云小程序手

机账号请单击页面“注册”账号后，单击“终端转移”，填写云

播放盒贴的终端序列号和你注册账号单击“确定”登录迈普云，

注册过迈普云小程序账号请忽略这步操作直接登录】。

http://www.mig-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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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辑和发布节目

1. 在媒体库子页面下选择“素材”选择“新建文件素材”选择添加

预览图片或者视频上传后，关掉“新建文件素材”页面，上传素

材会显示待审核

2. 在审核管理子页面下选择“媒体库审核”选择“审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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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目页面下选择“节目管理”选择“新增节目”，输入节目名称、

屏体宽/高像素点，选择“提交”

4. 节目页面下选择“节目管理”选择你新建节目名称“图像制作”，

选择“添加窗口”选择“全屏（最大化）”选择“媒体库文件”

勾选需要播放的图片或者视频并确认，选择“保存节目”，关掉

本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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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审核管理子页面下选择“节目审核”选择“审核”确定

6. 节目页面下选择“节目管理”页面，选择“发布”选择“下发”

的播放器盒，查看下发的进度条下发完毕后，选择“立即播放”

关闭本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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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普云本地版播放节目设置

第一步：连接 C-LINK 软件，在屏幕配置发送设备页面，单击播放设置后会跳

转页面后无需密码直接点击登录

第二步：在媒体库子页面下选择“素材”选择“新建文件素材”选择添加素材

第三步：在节目“节目管理”页面新建节目，输入节目名称和屏幕宽高像素点

第四步：节目页面下选择“节目管理”选择你新建节目单击“图像制作”，选择

“添加窗口”选择“全屏（最大化）”选择“媒体 库文件”勾选需要播放的图片

或者视频并确认，选择“保存节目”，关掉本页面

第五步：在节目页面下选择“节目管理”选择你新建节目单击“立即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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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普云 U 盘播放节目设置

第一步：新建文件夹名称 media 里面须有 u_config.ini 配置文件

第二步: 放入素材到 media 文件夹

第三步：打开 u_config.ini 输入你播放素材名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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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说明

整机保修期

 自用户购机发票日期起 24 个月；

 如果用户购机发票丢失，以此产品的生产日期后的第 60 天，为该产品的保

修起始日期。

非保修规定

 机器浸水，碰撞，使用后所产生的污渍或表面划伤等其它非正常使用原因

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非经我司同意的拆机，改装；

 非产品所规定的工作环境下使用，造成的故障或损坏（例如温度过高，过低

或电压不稳定等）；

 由于不可抗拒（如火灾，地震等）或自然灾害（如雷击等）所造成的故障或

损坏；

 产品超出保修期。

400-6868-203
深圳市迈普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F5 栋 8 楼

电话：0755-86647651 传真：0755-86647650

网址：www.magnimag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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