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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多媒体电子显示是一种全新的媒体概念，指的是在银行、大型商场、超市、酒店大

堂、饭店、影院、街道、广场、地铁、火车、公交车站、医院及其他公共场所，通过终端

显示设备，发布商业、财经和娱乐信息的多媒体专业视听系统。其旨在特定的物理场所、

特定的时间段对特定的人群进行多媒体信息播放的特性，融合了多媒体视频信息的多样性

和生动性，实现了信息发布的远程集中管理和内容随时更新，使受众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最

新鲜的各类资讯。它将成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不仅能够提供及时、全面、优质、高

效的信息服务以及全新的文化氛围，还能够极大地提升环境的整体形象，也是现代建筑的

必然趋势。 

 

系统是依托多媒体电子显示和触摸应用为一体的构架在网络环境的新一代多媒体信息

互动系统，系统提供了丰富的互动效果和信息展示，带给受众新颖、时尚的科技感，并向

受众提供各类自助信息和视讯服务，如电子地图、智能路线引导，介绍等个性化服务。同

时依靠 B/S 架构可轻松在浏览器端维护数据，所有终端统一获得最新数据。 

  

根据需求以及功能的要求，本系统采用在线方式获取服务器数据并在触摸机上进行显示

和操作。系统架构采用 B/S 架构。 

 

1.1 功能描述： 

主要功能包括：楼层向导，品牌导购，会员服务，客服服务，商场简介和区域交通等几

个主要功能。 

 

 

 

 

根据需求以及功能的要求，本系统采用在线方式获取服务器数据并在触摸机上进行显示

系统 

楼层向导 品牌导览 商场简介 区域交通 活动速递 会员服务 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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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操作。系统架构采用 B/S 架构。 

1.2 系统结构方案 

 

 

 

� 一台中央服务器，用于导购数据和其他数据的统一管理，通过局域网络连接到各个终

端 

� 终端为触摸一体机用于进行用户交互体验 

� 利用本网络可提供给信息发布系统使用，共享网络资源。 

 

采用落地立式/壁挂一体机，用户可站立手动触摸了解： 

� 电子地图、概况介绍、消费导引、交通地理、服务查询、品牌推介导购、促销活

动导购等电子自助服务；  

� 集成商场第三方系统，实现会员服务、优惠券、反向停车查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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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位置可位于走廊、通道、入口等处， 

� 应用目的：  

� 醒目及顾客必经处，提供任性便捷的自助导购； 

� 为顾客提供一个清晰的购物路线，降低周转迷失率，培养顾客好感度； 

� 配合外形装饰提高商场形象档次； 

� 即时宣传优惠活动，提高商场消费率； 

 

 

 

 (建议最佳触摸机至少为 40 寸以上，分辨率支持 1920*1080) 

 

硬件选择: 

互动导览系统可根据整体装修风格以及现场点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硬件方案。可选

择标准机体做稍微定制，也可重新设计外形跟其他平面标识保持统一风格。以下共有三种

方案可选择：(建议最佳触摸机至少为 42 寸以上，分辨率支持 1920*1080) 

 

1) 定制外框形式（建议选用型） 

� 外形设计：由装修设计公司统一设计外框，配合装修，定制标示 logo，形成统一

风格。 

� 机体元素：LOGO、与整体风格统一、内置显示触摸和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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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尺寸：42~55 寸（尺寸可选） 

� 使用方式：站立手动触摸点击 

� 型号： 

� 显示尺寸： 

� 品牌：  

 

 

2) 落地触控一体机 

� 外形设计：固定机体造型（立式、台式） 

� 机体元素：超薄机身，可选择机体颜色 

� 显示尺寸： 42/47/55 寸（尺寸可选） 

� 使用方式：手动触摸点击 

� 品牌：  

 

 

 

 

1.3 系统环境要求 

A. 终端要求： 

1、 操作系统：win7 

2、 软件环境：.net 2.0 运行环境，win7 下已经默认安装。 

分辨率为横版 1920*1080，竖版分辨率 1080*1920 

3、 硬件环境(推荐)： 

 主板和 CPU： 高端 H61 主板搭配最新英特尔 I3 2100 处理器  

 内存：2G/4G 

 硬盘：320G 

   显卡：英特尔 Ivy Bridge Graphics Controller，只要支持 stage3d 并支持

ivg_brige 的显卡都可以，集成显卡或独显都可。 

  

  如果需要手势放大缩小地图，触摸机必须支持 TUIO 协议的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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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寸以上大屏幕触摸机应用。 

 

B. 服务器要求： 

1、 操作系统：windows 2012 server  

2、 软件环境：asp.net 4.0,IIS,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 

3、 硬件环境(推荐)： 

 主板和 CPU： 高端 H61 主板搭配最新英特尔 I5 处理器  

 内存：8G 

 硬盘：800G 

    网卡：板载千兆网卡 

     I/O：HDMI+DVI+S/PDIF 

  可扩展：WIFI\红外\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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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前台功能 

本方案系统设计采用了横版 1920*1080 分辨率，后期可根据需求进行修改设计。本界面仅

作参考。（最终界面已运行版本为准。以下界面仅做参考） 

1.1 广告 

 

 

 

 

广告页为系统启动后的起始页，播放图片和视频广告（视频支持 flv 格式，可在后台上

传任意格式并自动转换为 flv 格式）。视频上传建议 20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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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触摸机无人触摸的时候，经过设定的时间自动跳转到广告播放页面。点击进入按钮，

进入系统首页。 

1.2 首页 

菜单为扇形展开功能。并点击菜单内功能进入二级页面。 

 

 

 

展开菜单功能按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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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楼层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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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楼层向导进入本界面，默认显示当前标注位置的楼层，可点击地图上的店铺查看路

线和详细信息。 

1)地图为 3D 方式展示，可以旋转，放大，缩小等功能。 

2)在点击地图上的店铺后可进行当前位置到店铺的路线指引功能，同时可以显示店铺的详细

信息。点击详细信息的图片，可看大图，滑动方式进行翻页。 

3)点击楼层按钮，可跳转到指定的楼层，并可进行店铺点击和指引帮助。 

  

1.4 品牌导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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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购物模块后进入，默认以类别显示，类别按钮为后台配置的商铺类别，点击类别显

示对应的商铺列表，已卡片方式显示，可以进行左右滑动进行翻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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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字母查找功能，根据后台添加商铺配置的首字母来进行检索。 

 

提供了楼层查找功能，根据店铺所在楼层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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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字母检索列表方式，下拉弹出检索到的列表，可以直接点击列表中的店铺进入店铺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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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店铺和列表中的店铺即可进入到地图指引模块。如果正确设置了店铺的位置，那么地

图从当前标注的触摸机位置指引到指定的店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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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有放大，缩小，旋转等功能。点击右侧图片，可以查看店铺的大图信息。如果店铺设置

了优惠政策，那么在右侧下方将显示优惠信息。注意此信息和商家促销活动是独立的信息。 

 

点击地图上店铺信息的小图，可以显示店铺的大图介绍，可以进行左右滑动翻页。图片数量

原则上不受限制，但建议 10-15 张图片，否则影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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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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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价菜品页面，进入后动画显示所有美食店铺，图片和文字说明介绍。可以滑动或手动翻页，

点击图片可以查看详细的内容。并进入楼层指引界面。 

可进行按首字母进行检索。 

 

1.6 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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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优惠打折按钮后进入本页面，本页面显示所有打折信息，可以左右滑动或点击左右按钮

进行翻页显示，系统默认显示前 30 条打折信息。点击图片可以查看详细打折情况 

1.7 简介 

 

显示简介模块，需提供相关素材进行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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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区域交通 

 

 

1.9 会员中心 

 

显示会员服务内容，并可点击会员注册进行会员相关信息注册。点击会员登录可输入手机号

或 ID 进行登录，进行会员的相关服务。 

会员部分需要提供会员系统的对接接口，通过后台进行数据对接。注册和查询在终端通过后

台服务器进行中转操作。 

上诉图片为功能说明仅作参考，实际内容根据后期 UI 设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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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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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客服按钮，将会呼叫客服进行视频语音帮助。连通后只能和一个客服进行视频通话。视

频语音采用单独点对点通讯模块进行实现。 

 

通讯示意图 

 



导视系统方案                                                                         23 / 37 

第三章 后台功能： 

后台功能主要包括对数据的编辑和更新，前台可根据后台更新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更新处理。

后台提供更加强大的功能，大体功能如下：  

后台为 B/s 结构，可以采用浏览器（建议使用 360 安全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进行访问。 

前台链接到服务器，并在线访问数据。 

后台主要功能包括： 

1) 楼层管理 

2) 商铺管理 

3) 广告管理 

4) 栏目管理 

5) 扩展栏目管理 

6) 客户端管理 

7) 系统管理 

  

3.1 首页 

 

首页登录，输入 http://ip/login.aspx   进行登录。admin 用户为超级用户，拥有全部功能权

限。 

  

3.2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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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进入首页，左侧为菜单，右侧为面板，如果系统未授权，那么显示证书无效。点击【证

书管理】可以进入证书上传和备份。 

 

 

只有经过授权的系统才能正常使用，证书可以备份，证书为 cer 文件格式，可以直接放置于

站点的根目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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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客户端管理 

 

进入客户端管理，进行新增客户端，每台客户端都需要进行授权认证，因此数据请填写完整

并有效。 

 

 

客户端填写好了 IP 地址后，可以通过“获取 mac” 按钮来自动获取对应 IP 客户端的 mac

地址，每个客户端 IP 必须唯一并有效。授权文件需联系客服获取，后续再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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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授权文件将绑定唯一的 mac 地址. 

 

3.4 楼层管理 

 

楼层管理为地图导航需要的楼层信息，数据已经进行了初始化，请不要随意修改和删除。 

 

 

3.5 商铺管理 

3.5.1 商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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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新增和修改，在新增商铺后选择商户位置，商户位置为地图上标注的文字显示区域的内

容，对应后，才能在地图上显示相应的店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商户位置只能选择一次，

也就是一个商户只能对应地图上一个店铺的位置。 

� 如果 2 个店铺都是同一个店铺，请复制或新增 2 个相同的店铺内容，然后再分别对应不

同的商户位置。 

� 商铺信息中的商户图片为卡片列表的图片，所以必选。多图是大图显示的图片，最大在

终端支持的分辨率范围(如终端分辨率 1920*1080，那么图片最佳最大为这么大，超过

将可能出现变形) 

� 优惠活动填写后，在地图指引模块中将会显示优惠活动内容。这个和商家促销活动有区

别，不会显示到商家促销活动列表内，也不会进行点击统计。 

 

3.5.2 商铺数据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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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图数据导入导出，只保存商品类型，图片和数据。 

 

3.6 栏目管理 

3.6.1 促销活动管理 

 

可以添加商家和商场相关促销活动，活动的内容可以是网上链接也可以是文字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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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活动，可以链接网上促销网页，也可以在正文中录入文字和图片。 

 
正文中的图片地址，可以是本地图片也可以是远程图片。也可以选择浏览服务器，上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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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了商家活动，需要填写商家的名称。 

 

商家和商场的促销活动都会进行点击记录，同时在广告模块中查看点击统计分析并可导出分

析结果到 excel 中。 

 

3.7 扩展栏目管理 

 

扩展栏目中已经定义了商场介绍和交通位置，分别对应终端的更多栏目。按界面提示分别上

传一张或多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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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栏目需要进行新增，那么可以在此功能列表中使用添加栏目管理。 

 

新增栏目为了配合终端显示，只允许内容图选项，因此新增的栏目只能勾选内容图选项。栏

目可以新增多个，但不能超过终端显示的长度，因此建议 3-4 个栏目最合适。 

 

 

定义好了扩展栏目后，删除栏目，终端将不再显示。 

3.8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包括授权证书和用户管理，授权证书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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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可以在用户管理里新增用户。Admin 用户不能设置权限，也不能删除。 

 
新增了密码后，用户可以登录自己修改密码。密码在后台进行了加密，丢失了密码只能通过

admin 用户对其进行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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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用户后，可以点击对应的用户进行权限管理。勾选相应的权限，此用户左侧菜单就显示

对应的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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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甲方提供资料列表 

 

3D 地图需要进行建模资料，甲方需要提供以下资料： 

1） 商场简介，文字，图片，相关素材。周边交通图，商场高清图等相关资源。 

2） 楼层数量，楼层介绍以及每个楼层的 cad 图并导出 png 或 jpg 格式的图形。最好是

提供简易的向导图。图片格式为高清(png,jpg)，图形参考： 

 

图形参考 

 

3） 提供系统是横版还是竖版。横版分辨率 1920*1080，竖版分辨率 1080*1920 

4） 提供店铺类型分类数据 

5） 各个区域位置标注，店铺位置标注和店铺门牌号信息。比如：卫生间位置，客服中

心位置，电梯位置，店铺位置和编号等。 

6） 提供店铺的相关图片和资料（可以先提供部分录入到系统，以后可以自行添加录

入），店铺的门牌号和楼层信息等。 

7） 需提供触摸机摆放的位置信息，在地图上进行标注 

8） 路线图，在地图上标注，哪些路线不通或文字说明。便于进行路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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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触摸机终端 IP 地址和 mac 地址。便于授权。 

10） 如有二次开发接口，需提供详细的二次开发接口文档，调用参数文档，提供在

线接口测试接口。二次开发的项目环境（比如会员系统对接，会员系统运行环境

（windows，java 或 c#等）相关资料），需配合联系第三方公司进行协调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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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部分案例 

商场、办公楼、写字楼类 

广西航洋国际城 商场导购  

成都环球中心 商场导购  

成南优品道 商场导购 

万象城 商场导购 

绵阳凯德广场 商场导购 

贵阳鸿通城 商场导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