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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機 重裝再出擊！ 
不論是商家、企業或是教育機構，增加曝光度意味著有

更高的機會吸引群眾購買產品。傳統提高曝光率的方式，

不外乎發傳單、張貼廣告、提供贈品和優惠券…等方式，

然而在現代資訊快速更迭的情況下，舊有的靜態、單向

行銷方式已無法抓住群眾目光。 

為了滿足更現代化的需求，藍眼科技催生出全新一代廣

告機 - DDS PRO。DDS PRO 廣告機打破現有死板框

架，創造出新世代動態、互動式資訊媒體傳播平台，將

傳統資訊看板的功能全面進化提升，並開發出更多新穎

的功能，完全貼近現代人接受資訊的需求。 

不同於市面上其他電子資訊看板複雜的安裝方式，DDS 

PRO 廣告機只需以 HDMI 傳輸線連接螢幕，並接上電源，就能輕鬆啟用。更棒的是搭配獨創軟體 DDS 

Editor 與 DDS Server，其全方位行銷功能將資訊看板提升至更高的境界，令其他市場上的數位電子看

板只能望其項背。 

DDS Editor 是專門製作樣板的編輯軟體，我們已先為您嚴選出 15 款精緻樣板，方便您快速挑選，如果

不滿意，首創個性化樣板讓您自己打造出獨一無二的樣板。DDS Server 則是集中管理的好幫手，不論

是集中更新全部 DDS PRO 廣告機，或是將訊息即時傳遞至各地區，都能一手搞定。 

DDS PRO 廣告機不只幫助您擺脫傳統死板的靜態行銷，並以豐富的影音樣板內容，打造無比吸睛的廣

告宣傳環境，對外拉近粉絲群眾的距離，對內更加強員工的向心力。在科技時代的巨浪之下，DDS PRO 

廣告機絕對是帶領您衝出一片天的最佳幫手。 

特色 
‧ 4K 超高畫質影像，打造五星級視覺饗宴，引領電子看板市場潮流 

‧ 擺脫有線網路纏繞的困擾，Wi-Fi 無線管理還您清爽的環境 

‧ RTSP 影像轉播即刻觀看，超逼真畫質彷彿身歷其境 

‧ 設計多種更新途徑，USB 隨身碟、SD 記憶卡與網路 

‧ 各大媒體 RSS 即時新聞隨時更新，掌握第一手消息 

‧ 創新展現 URL 網頁資訊，有效行銷並營造共享互動 

‧ 文宣海報直接按頁播放，省去 PDF 轉檔流程 

‧ 管理眾多廣告機免煩惱，一個按鍵全部更新 

‧ 隨時隨地傳送最即時訊息，有效通知零時差 

‧ 全新設計跑馬燈，在最短時間傳遞最多訊息 

‧ 業界獨創個性化樣板，多重選擇運用自如 

‧ 排程與循環播放精彩影音，宣傳永不停歇 

‧ 可播放多部本機影片，精美廣告持續播映  

‧ 不同地區可插播不同內容，提高廣告效益 

‧ 嚴選 15 種精緻樣板，滿足各行各業需求 

‧ 智慧休眠節能省電，吸睛廣告準確放送  

‧ 創新預覽畫面，輕鬆調整達到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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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 

4K超高畫質，引領市場潮流 
目前市面上的資訊看板或多媒體看板所支援的影片播放畫質多為 

1080P (1920x1080) ，隨著現代科技不斷進步，影片的畫質也越來越

高， 1080P(FHD) 已不再被視為主流高畫質，取而代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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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 

藍眼科技洞燭先機，率先推出支援 4K 超高畫質影片播放的廣告機，滿

足現代人對於高傳真畫質上的要求，打造五星級的視覺饗宴。對比市面

上的資訊看板仍充斥 1080P 的影片，DDS PRO 廣告機的 4K 超高

畫質如旋風般吸引群眾目光。 

Wi-Fi無線管理，擺脫線材枷鎖 
傳統電子看板在網路更新時，常需要連結有線網路，佈線與美化工作費

時，如有不慎，人群經過時還很容易被未整理的線材絆倒，對於管理者

而言，造成許多困擾。 

DDS PRO 廣告機內建高功率 Wi-Fi 無線管理功能，輕鬆幫您擺脫有

線的枷鎖，更新播放內容時不再需要連結討人厭的網路線，只要透過無

線 Wi-Fi 網路，立馬進行更新。 

一鍵更新，連鎖管理免煩惱 
不論是連鎖飲料店、餐廳或是百貨公司，若有宣傳內容需要統一或分區

更新電子看板時，因為機台眾多且散佈各地，將更新檔案一個一個寄送

至各分店，再通知工作人員進行更新，如此會導致更新流程非常繁瑣，

費時費力也無法掌握時效。 

藍眼科技希望能解決企劃與資訊人員的困擾，特別研發 DDS Server 

中央管理軟體，在總部安裝後就能快速搞定所有廣告機的更新，操作容

易，加上許多工作以排程方式設計，大大減輕您的工作負擔。 

現在，您只需在 DDS Server 上進行更新專案的設定與管理，各地的 

DDS PRO 廣告機將分區或全區更新，即使您有多台廣告機，內容更新

也是輕而易舉。 

打造個性樣板，樂趣無窮 
現今是強調個性化需求的年代，不論是產品或服務，都強調客製化。針

對數位看板，大家也希望創造出客製化的版型與內容。為此，藍眼科技

為您打造個性化樣板，創造出無窮樂趣。 

DDS PRO 廣告機搭配的 DDS Editor 樣板編輯軟體獨創個性化樣板

設計，採用直覺式設計，由您自己決定樣板的模樣，不論是文字、影片

和圖片的位置與大小，都能依照喜好隨意調整，輕鬆打造出獨一無二的

個性樣板，引領行銷的風潮。  

多重排程設定，廣告忠實播放 
不論是單個樣板重複播放、多筆樣板循環播放，或是時間樣板排定播放，

這些都難不倒 DDS PRO 廣告機。 

在 DDS Editor 編輯樣板後，設定單筆或多筆循環播放，精彩的廣告

內容就能不停歇地忠實播放，您也可以設定想要的時段播放特別安排的

行銷內容，讓您隨心所欲掌握廣告放送的最佳時機點。 

活動分區插播，炒熱現場氣氛 
我們經常能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快訊插播，最新消息即時插播至現在播放

的節目，往往能瞬間吸引大家的關注。對於商店或百貨公司而言，在指

定地點或樓層插播限時特賣、整點優惠或最新促銷活動，也能製造人群

緊張與興奮感，達到行銷的最大效益。 

針對大型企業設計，可同時管理上千台 DDS PRO 廣告機的中央管理

軟體 - DDS Server，就具備活動插播功能，只要將活動廣告放上，且

設定好活動舉辦區域與插播時間，DDS Server 會自動更新您已經指定

好的資訊看板，時間到了一齊播放，一瞬間炒熱現場氣氛。 

獨創 FreePDF，文宣海報直接秀 
播放圖片是多媒體看板的一大特點，然而一般播放器只能支援如 JPG 

或 PNG 格式的圖檔，其他格式則是不相容，無法播放。但對於商家或

是教育機構而言，現在的文宣與海報常用 PDF 格式的檔案，若想要播

放，還得多一道轉檔的程序，非常麻煩。 

因此，DDS Editor 特別設計 FreePDF 功能，解除圖片不能使用 PDF 

格式的限制，文宣與海報能夠直接播放無礙，節省了轉檔的困擾。更棒

的是如果 PDF 檔案包含許多頁，您還可以設定翻頁的時間，以一個 

PDF 取代多張圖片，節省您許多寶貴的時間。 

嚴選精緻樣板，任君挑選 
數位看板需要有合適的樣板才能展現出行業的風格，然而各行各業在板

型的喜好上不盡相同，從簡約到華麗，從橫式到直式，要滿足美的要求，

更要從環境中脫穎而出。 

為此，我們嚴選 15 款精緻 DDS Editor 樣板，不論是圖片、影片、文

字，或是直式、橫式，藉由專業設計師調配出色的多種組合，精選出的 15 

款樣板將可滿足您對美的挑剔。 

隨點即變，更新超簡單 
DDS PRO 廣告機內建三種更新方式，方便用戶選擇最適合的方式更新

播放內容。如果您沒有網路環境，USB 隨身碟或 SD 記憶卡更新是您

最佳的便利選擇，將在 DDS Editor 製作好的專案儲存至 USB 隨身

碟或 SD 記憶卡中，插入 DDS PRO 廣告機即可完成內容更新。 

若 DDS PRO 廣告機已經連上網路，廣告更新變得十分容易，在 DDS 

Editor 中，直接點擊輸出按鈕，廣告內容自動傳送至 DDS PRO 廣告

機，讓更新工作在辦公室優雅完成。 

各大媒體熱門新聞，即時頭條 
不同於影片播放新聞，要等到該則新聞播放後才能知道下一則內容。

DDS PRO 廣告機支援 RSS 新聞跑馬燈，提供您在最短時間，獲得最

新最熱門訊息的功能，讓資訊看板成為現場最吸引人注目的焦點。 

不論蘋果日報、奇摩新聞、運動賽事比數等等，只要將該網站的 RSS 新

聞連結，貼到 DDS Editor 樣板，就能立刻觀看 RSS 新聞的跑馬燈，

讓路過的人群即時了解現在的新聞時事，掌握最新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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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跑馬燈，傳遞訊息快又多 
傳統跑馬燈有許多缺點，DDS PRO 廣告機推出全新一代跑馬燈，讓您

的粉絲在最短時間接收到最豐富的資訊，完全不怕訊息中斷。 

DDS PRO 廣告機的跑馬燈可以顯示重要或即時的新聞訊息，包括各大

新聞媒體的熱門標題、商家的最新活動、優惠方案或限時特賣等，透過

不間斷的循環播放，吸睛且資訊傳遞迅速。 

創新預覽，達到完美境界 
我們時常聽到使用傳統電子看板的商家抱怨，花了老半天做的樣板，播

出來的效果卻不如預期，還得要大費周章再次製作上傳。這是因為傳統

的電子看板，在樣板傳輸至螢幕播放後，才能知道當初編排的效果是否

符合預期。 

編輯 DDS PRO 廣告機樣板的  DDS Editor 軟體創新開發預覽功

能，替您省下重做的麻煩，大大減少時間與人力的浪費。當您的樣板編

輯完畢時，使用預覽功能就能觀看到資訊看板播放的實際效果，有不滿

意的地方即時做調整，輕鬆達到完美樣板境界。 

精彩時光，閃耀再現 
不論是公司的歡樂形象影片或是補習班的溫馨慶生影片，想要透過資訊

看板與粉絲們分享精彩時光，交給 DDS PRO 廣告機一切搞定。 

使用 DDS Editor 軟體，編排出您最喜歡的樣板且放入影片，DDS 

PRO 廣告機就能立即播放動人時刻。無論是現在播、稍後播、或是整

點播，DDS PRO 廣告機一如初衷為您服務。 

訊息無遠弗屆，通知零時差 
當我們要舉辦摸彩或抽獎活動，得獎是讓人驚喜萬分的重要事，但僅有

在場的人能感受得獎喜悅，對於行銷來說有些不足。如果我們能在開獎

時快速告訴全商場的人，勢必會吸引更多人參與活動，達到全面行銷的

目的。 

管理 DDS PRO 廣告機的 DDS Server 具備強大的即時訊息功能，徹

底滿足行銷企劃的需求。只要您輸入要傳遞的訊息，按下送出後，全部

的 DDS PRO 廣告機會聽命立馬顯示您所輸入的訊息，再遠的距離都

不是問題，達到零時差通知。 

智慧休眠，節能環保 
資訊看板的特色在於將原本死板的資訊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然而若

沒有人潮，再精采的內容，也沒有人看到，一味地循環播放內容，不只

達不到效果，還會縮短電視面板的壽命與耗費大量電力。 

DDS PRO 廣告機內建智慧休眠機制，為您節能省電，延長電視壽命，

更棒的是人潮出現時，將再次放送您的宣傳內容。DDS PRO 廣告機讓

您的廣告在最有效的時段內播放，並在沒有宣傳效果的時間休眠，實現

智慧綠能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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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資訊  

訂 購 代 號  產 品 名 稱  贈 品  

DDS PRO 藍眼 DDS PRO 廣告機 電源變壓器、HDMI 連接線 

 

備註： 

(1) 以上產品之外觀或規格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2) 贈品不在保固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