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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机 重装再出击！ 
不论是商家、企业或是教育机构，增加曝光度意味着有

更高的机会吸引群众购买产品。传统提高曝光率的方式，

不外乎发传单、张贴广告、提供赠品和优惠券…等方式，

然而在现代信息快速更迭的情况下，旧有的静态、单向

营销方式已无法抓住群众目光。 

为了满足更现代化的需求，蓝眼科技催生出全新一代广

告机 - DDS PRO。DDS PRO 广告机打破现有死板框

架，创造出新世代动态、交互式信息媒体传播平台，将

传统信息广告牌的功能全面进化提升，并开发出更多新

颖的功能，完全贴近现代人接受信息的需求。 

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电子信息广告牌复杂的安装方式，

DDS PRO 广告机只需以 HDMI 传输线连接屏幕，并接上电源，就能轻松启用。更棒的是搭配独创软件 

DDS Editor 与 DDS Server，其全方位营销功能将信息广告牌提升至更高的境界，令其他市场上的数

字电子广告牌只能望其项背。 

DDS Editor 是专门制作样板的编辑软件，我们已先为您严选出 15 款精致样板，方便您快速挑选，如果

不满意，首创个性化样板让您自己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样板。DDS Server 则是集中管理的好帮手，不论

是集中更新全部 DDS PRO 广告机，或是将讯息实时传递至各地区，都能一手搞定。 

DDS PRO 广告机不只帮助您摆脱传统死板的静态营销，并以丰富的影音样板内容，打造无比吸睛的广

告宣传环境，对外拉近粉丝群众的距离，对内更加强员工的向心力。在科技时代的巨浪之下，DDS PRO 

广告机绝对是带领您冲出一片天的最佳帮手。 

特色 
‧ 4K 超高画质影像，打造五星级视觉飨宴，引领电子广告牌市场潮流 

‧ 摆脱有线网络缠绕的困扰，Wi-Fi 无线管理还您清爽的环境 

‧ RTSP 影像转播即刻观看，超逼真画质彷佛身历其境 

‧ 设计多种更新途径，USB 随身碟、SD 记忆卡与网络 

‧ 各大媒体 RSS 实时新闻随时更新，掌握第一手消息 

‧ 创新展现 URL 网页信息，有效营销并营造共享互动 

‧ 文宣海报直接按页播放，省去 PDF 转文件流程 

‧ 管理众多广告机免烦恼，一个按键全部更新 

‧ 随时随地传送最即时消息，有效通知零时差 

‧ 全新设计跑马灯，在最短时间传递最多讯息 

‧ 业界独创个性化样板，多重选择运用自如 

‧ 排程与循环播放精彩影音，宣传永不停歇 

‧ 可播放多部本机影片，精美广告持续播映  

‧ 不同地区可插播不同内容，提高广告效益 

‧ 严选 15 种精致样板，满足各行各业需求 

‧ 智慧休眠节能省电，吸睛广告准确放送  

‧ 创新预览画面，轻松调整达到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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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4K 超高画质，引领市场潮流 
目前市面上的信息广告牌或多媒体广告牌所支持的影片播放画质多为 

1080P (1920x1080) ，随着现代科技不断进步，影片的画质也越来越

高， 1080P(FHD) 已不再被视为主流高画质，取而代之的是 

4K(UHD)。相较 1080P ，4K (3840×2160) 的分辨率足足多出 4 

倍。 

蓝眼科技洞烛先机，率先推出支持 4K 超高画质影片播放的广告机，满

足现代人对于高传真画质上的要求，打造五星级的视觉飨宴。对比市面

上的信息广告牌仍充斥 1080P 的影片，DDS PRO 广告机的 4K 超

高画质如旋风般吸引群众目光。 

Wi-Fi 无线管理，摆脱线材枷锁 
传统电子广告牌在网络更新时，常需要链接有线网络，布线与美化工作

费时，如有不慎，人群经过时还很容易被未整理的线材绊倒，对于管理

者而言，造成许多困扰。 

DDS PRO 广告机内建高功率 Wi-Fi 无线管理功能，轻松帮您摆脱有

线的枷锁，更新播放内容时不再需要链接讨人厌的网络线，只要透过无

线 Wi-Fi 网络，立马进行更新。 

一键更新，连锁管理免烦恼 
不论是连锁饮料店、餐厅或是百货公司，若有宣传内容需要统一或分区

更新电子广告牌时，因为机台众多且散布各地，将更新档案一个一个寄

送至各分店，再通知工作人员进行更新，如此会导致更新流程非常繁琐，

费时费力也无法掌握时效。 

蓝眼科技希望能解决企划与信息人员的困扰，特别研发 DDS Server 

中央管理软件，在总部安装后就能快速搞定所有广告机的更新，操作容

易，加上许多工作以排程方式设计，大大减轻您的工作负担。 

现在，您只需在 DDS Server 上进行更新项目的设定与管理，各地的 

DDS PRO 广告机将分区或全区更新，即使您有上千台广告机，内容更

新也是轻而易举。 

打造个性样板，乐趣无穷 
现今是强调个性化需求的年代，不论是产品或服务，都强调客制化。针

对数字广告牌，大家也希望创造出客制化的版型与内容。为此，蓝眼科

技为您打造个性化样板，创造出无穷乐趣。 

DDS PRO 广告机搭配的 DDS Editor 样板编辑软件独创个性化样板

设计，采用直觉式设计，由您自己决定样板的模样，不论是文字、影片

和图片的位置与大小，都能依照喜好随意调整，轻松打造出独一无二的

个性样板，引领营销的风潮。  

多重排程设定，广告忠实播放 
不论是单个样板重复播放、多笔样板循环播放，或是时间样板排定播放，

这些都难不倒 DDS PRO 广告机。 

在 DDS Editor 编辑样板后，设定单笔或多笔循环播放，精彩的广告

内容就能不停歇地忠实播放，您也可以设定想要的时段播放特别安排的

营销内容，让您随心所欲掌握广告放送的最佳时机点。 

社群营销，开创互动新视界 
时下潮流就是社群互动，现在无论是哪一个年龄层都有社群网站，因此

掌握社群趋势就能增加关注度。 

DDS PRO 广告机不只能播放影片、图片或文字，更能将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等社群网站呈现在数位广告牌上。藉由实时动态更

新，如每日心情小语、明星动态、有趣影片分享…等，就能创造出和观

看群众互动的情境，大大增加群众的兴趣度。 

活动分区插播，炒热现场气氛 
我们经常能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快讯插播，最新消息实时插播至现在播放

的节目，往往能瞬间吸引大家的关注。对于商店或百货公司而言，在指

定地点或楼层插播限时特卖、整点优惠或最新促销活动，也能制造人群

紧张与兴奋感，达到营销的最大效益。 

针对大型企业设计，可同时管理上千台 DDS PRO 广告机的中央管理

软件 - DDS Server，就具备活动插播功能，只要将活动广告放上，且

设定好活动举办区域与插播时间，DDS Server 会自动更新您已经指定

好的信息广告牌，时间到了一齐播放，一瞬间炒热现场气氛。 

独创 FreePDF，文宣海报直接秀 
播放图片是多媒体广告牌的一大特点，然而一般播放器只能支持如 JPG 

或 PNG 格式的图档，其他格式则是不兼容，无法播放。但对于商家或

是教育机构而言，现在的文宣与海报常用 PDF 格式的档案，若想要播

放，还得多一道转文件的程序，非常麻烦。 

因此，DDS Editor 特别设计 FreePDF 功能，解除图片不能使用 PDF 

格式的限制，文宣与海报能够直接播放无碍，节省了转档的困扰。更棒

的是如果 PDF 档案包含许多页，您还可以设定翻页的时间，以一个 

PDF 取代多张图片，节省您许多宝贵的时间。 

严选精致样板，任君挑选 
数字广告牌需要有合适的样板才能展现出行业的风格，然而各行各业在

板型的喜好上不尽相同，从简约到华丽，从横式到直式，要满足美的要

求，更要从环境中脱颖而出。 

为此，我们严选 15 款精致 DDS Editor 样板，不论是图片、影片、文

字，或是直式、横式，藉由专业设计师调配出色的多种组合，精选出的 15 

款样板将可满足您对美的挑剔。 

随点即变，更新超简单 
DDS PRO 广告机内建三种更新方式，方便用户选择最适合的方式更新

播放内容。如果您没有网络环境，USB 随身碟或 SD 记忆卡更新是您

最佳的便利选择，将在 DDS Editor 制作好的项目储存至 USB 随身

碟或 SD 记忆卡中，插入 DDS PRO 广告机即可完成内容更新。 

若 DDS PRO 广告机已经连上网络，广告更新变得十分容易，在 DDS 

Editor 中，直接点击输出按钮，广告内容自动传送至 DDS PRO 广告

机，让更新工作在办公室优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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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媒体热门新闻，实时头条 
不同于影片播放新闻，要等到该则新闻播放后才能知道下一则内容。

DDS PRO 广告机支持 RSS 新闻跑马灯，提供您在最短时间，获得最

新最热门讯息的功能，让信息广告牌成为现场最吸引人注目的焦点。 

不论苹果日报、奇摩新闻、运动赛事比数等等，只要将该网站的 RSS 新

闻连结，贴到 DDS Editor 样板，就能立刻观看 RSS 新闻的跑马灯，

让路过的人群实时了解现在的新闻时事，掌握最新的潮流。 

全新一代跑马灯，传递讯息快又多 
传统跑马灯有许多缺点，DDS PRO 广告机推出全新一代跑马灯，让您

的粉丝在最短时间接收到最丰富的信息，完全不怕讯息中断。 

DDS PRO 广告机的跑马灯可以显示重要或实时的新闻讯息，包括各大

新闻媒体的热门标题、商家的最新活动、优惠方案或限时特卖等，透过

不间断的循环播放，吸睛且信息传递迅速。 

创新预览，达到完美境界 
我们时常听到使用传统电子广告牌的商家抱怨，花了老半天做的样板，

播出来的效果却不如预期，还得要大费周章再次制作上传。这是因为传

统的电子广告牌，在样板传输至屏幕播放后，才能知道当初编排的效果

是否符合预期。 

编辑 DDS PRO 广告机样板的 DDS Editor 软件创新开发预览功能，

替您省下重做的麻烦，大大减少时间与人力的浪费。当您的样板编辑完

毕时，使用预览功能就能观看到信息广告牌播放的实际效果，有不满意

的地方实时做调整，轻松达到完美样板境界。 

精彩时光，闪耀再现 
不论是公司的欢乐形象影片或是补习班的温馨庆生影片，想要透过信息

广告牌与粉丝们分享精彩时光，交给 DDS PRO 广告机一切搞定。 

使用 DDS Editor 软件，编排出您最喜欢的样板且放入影片，DDS 

PRO 广告机就能立即播放动人时刻。无论是现在播、稍后播、或是整

点播，DDS PRO 广告机一如初衷为您服务。 

讯息无远弗届，通知零时差 
当我们要举办摸彩或抽奖活动，得奖是让人惊喜万分的重要事，但仅有

在场的人能感受得奖喜悦，对于营销来说有些不足。如果我们能在开奖

时快速告诉全商场的人，势必会吸引更多人参与活动，达到全面营销的

目的。 

管理 DDS PRO 广告机的 DDS Server 具备强大的即时消息功能，彻

底满足营销企划的需求。只要您输入要传递的讯息，按下送出后，全部

的 DDS PRO 广告机会听命立马显示您所输入的讯息，再远的距离都

不是问题，达到零时差通知。 

智慧休眠，节能环保 
信息广告牌的特色在于将原本死板的信息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呈现，然而

若没有人潮，再精采的内容，也没有人看到，一味地循环播放内容，不

只达不到效果，还会缩短电视面板的寿命与耗费大量电力。 

DDS PRO 广告机内建智慧休眠机制，为您节能省电，延长电视寿命，

更棒的是人潮出现时，将再次放送您的宣传内容。DDS PRO 广告机让

您的广告在最有效的时段内播放，并在没有宣传效果的时间休眠，实现

智慧绿能的新境界。 

 

 

 

  



广告机
提升专业形象、吸睛效果、建构最便利的信息传播平台

 

w
w

w
.B

lu
e

E
y

e
s
.c

o
m

.tw
 

BlueEyes® 
http://www.BlueEyes.com.tw 

蓝眼科技集团(台湾) 

 

 

 

 

 

 

 

 

 

 

购买信息  
订 购 代 号  产 品 名 称  赠 品  

DDS PRO 蓝眼 DDS PRO 广告机 电源变压器、HDMI 连接线 

 

备注： 

(1) 以上产品之外观或规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2) 赠品不在保固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