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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程序 

在设备安卓系统桌面确认是否已安装满天星播放程序，如果未安装则需要先安装程序 

1.1 将下载好的标准播放程序（MtStar 开头）和基础守护程序（Daemon 开头）安装到

 对应的广告机 

注意：安装的守护程序要对应主板才有效（下载时注意阅读文件描述） 

下载网址：http://www.mtstar.net/adc/appstore_adclan 

 

2. 工具准备 

1）安装好后准备好 FAT32或 NTFS这两种文件系统的 U盘 

3. U 盘单机节目 

功能说明：单机播放适用无网络环境的设备，支持图片、视频、音频、文本播放，最多

 支持四个播放区域，单机播放仅支持一个视频播放区域，需要使用 U 盘或 SD 卡更换播

 放内容，播放程序有多种播放排版，也可自定义制作播放模板 

 

3.1 制作 U 盘单机节目 

前置条件：需要准备 FAT32 或 NTF这两种文件系统的 U盘（不能使用启动盘或系统盘） 

1）需要在 U 盘根目录创建指定目录和子目录， 目录结构如下： 

http://www.mtstar.net/adc/appstore_adclan


 

 

两种方式创建指定的目录， 手动创建 或 自动创建 

手动创建：电脑上在 U 盘根目录创建名称为“单机节目”的文件夹，再在单机节目文

 件夹下创建名称为“屏幕 1”、“屏幕 2”、“屏幕 3”、“屏幕 4”、“音乐”、“字

 幕”这几个文件夹 

 

 

自动创建：在满天星播放程序运行时将 U 盘插入设备的 usb 口，待屏幕显示生成单机

 节目成功后等待 10 左右将 U 盘拔出，插到电脑上查看单机节目文件夹是否创建成功，

 也在设备的文件管理器查看是否创建成功 



 

 

温馨提示：满天星播放程序在读取 U 盘的单机节目文件时是按安卓系统语言读取对应

 文件夹下的文件 如下： 

中文简体文件夹名称：单机节目（子目录名称是中文简体的） 

中文繁体文件夹名称：單機節目（子目录名称也是繁体的） 

英文文件名称：usbprogram（子目录名称：music、Screen1、Screen2、Screen3、Screen4、

 txt） 

 

2）文件夹创建完成后，将视屏或图片素材复制到“屏幕 1”文件夹（注意：视屏元素

 必须复制到屏幕 1 文件夹，复制到其他文件夹不会播放）， 图片素材可以复制到“屏

 幕 2-4”这 3 个文件夹中， 音乐复制到“音乐”文件夹中， 文本素材复制到“字幕”

 文件夹中（注意：文本内容的字符编码需要是 ANSI 格式的） 

 

将素材复制到对应的目录下后单机节目就算是制作完成了 

 

 

3.2 导入 U 盘单机节目 

注意：需要确认单机导入的默认是 U 盘节目还是服务器节目，满天星播放程序菜单页

面 高级 --> 单机节目 --> 其他（标题栏左滑） 查看导入来源是否是单机节目 

 

1）在满天星播放程序运行时，将制作好单机节目的 U 盘插入设备 USB 口，弹出导入

 模式后选择要导入的模式点击导入（导入的素材存在文件管理器根目录下的 zcplay/files



 目录下） 

 

 

3.3 设置 U 盘播放模板 

满天星播放程序提供十几种常规播放模板，可自定义选择 

1）满天星菜单点击高级，点击单机播放 

2）左右滑动模板名称选择播放模板，点击确认即可使用模板（注意：U 盘的文件夹“屏

 幕 1”对应模板中的“屏幕 1”播放区域播放，屏幕 2 文件夹对应 屏幕 2 播放区域，

 以此类推） 



 

 

 

3.4 新增自定义 U 盘播放模板 

如果提供的模板不适用时可以登录满天星后台管理系统自定义制作 U 盘播放模板。 

如果有搭建满天星独立服务器可在自己服务器制作，没有搭建独立服务器的可以登录

 满天星云平台制作模板，提供免费体验账户（推荐使用云平台制作模板） 

满天星云平台登录地址：http://www.mtstar.net 

满天星云平台体验账号：mtstar    密码: mtstar  

1）登录满天星后台管理系统，在广告管理页面点击单机横屏/竖屏模板 



 

 

2）注意如果需要播放视频素材请第一个添加混播控件（仅支持添加一个混播控件），

 这里选的素材仅提供预览播放时不会应用这些素材 

 

 

3）设置播放区域大小和位置，如果需要多个播放区域可继续添加图片控件 



 

 

4）制作完成后点击导出模板，将模板下载下来（注意保存时建议修改一下文件名称避

 免有多个模板时文件名冲突） 

 

 

5）下载完成后得到一个文件类型为 apf 的文件，将该文件复制到 U 盘，然后将 U 盘插

 到设备的 USB 口，把模板文件复制到文件管理器中 zcplay/template 复制到 template 目

 录下 



 

 

6）启动满天星播放程序，菜单页面点击高级-->单机播放，点击下一个模板切换到最后

 查看新增的自定义模板是否添加成功 

 



 

3.5 设置单机播放参数 

3.5.1 设置图片切换时间 

位置：满天星播放程序菜单页面 高级 --> 单机节目 --> 播放参数（标题栏左滑） 

1）单机播放参数设置页面输入图片播放时间点击确认保存后生效 

 

 

3.5.2 设置文本播放参数 

位置：满天星播放程序菜单页面 高级 --> 单机节目 --> 滚动字幕（标题栏左滑） 

1）如果需要播放单机文本需要勾选开启字幕并点击确认 



 

 

3.5.3 单机播放开启背景音乐 

位置：满天星播放程序菜单页面 高级 --> 单机节目 --> 音乐（标题栏左滑） 

1）如果需要播放单机背景音乐需要勾选开启背景音乐并点击确认保存 



 

 

3.5.4 设置单机播放其他参数 

位置：满天星播放程序菜单页面 高级 --> 单机节目 --> 其他（标题栏左滑） 

播放节目时需要在最上层显示时间或设备名则勾选显示时间或设备名，选择字体样式显

示位置点确认保存 

导入来源：导入时默认导入 U 盘节目还是服务器节目 



 

 

 

4. 单机导入服务器节目 

温馨提示：单机导入服务器节目后台和终端 apk 版本都有要求，后台版本:2.71 或以上，终

端 apk 版本：563 或以上 

 

 

 



4.1 制作节目 

1）在后台制作好要导出的节目 

 

4.2 获取节目包 

1）选择要导出的节目，点击节目导出按钮 

 

2）等待节目包生成完成后，点击下载节目包（注意：如果节目文件被删除了是无法生

 成节目包的） 

 

 

 

4.3 将节目包解压到 U 盘指定目录 

注意：U 盘不能是启动盘或系统盘 



1）在 U 盘根目录创建名称为”usbfile”的文件夹，将下载的节目包拷贝并解压到 usbfile

 目录下 

 

 

4.4 终端设置单机导入模式 

1）满天星播放程序鼠标中键或遥控器 menu 键调出菜单，点击高级，选择单击模式，

 标题栏出向左滑动，找到并点击”其他” 

 

 



2）导入来源选择”服务器节目”并点击确认保存 

 

 

4.5 导入服务器节目 

1）将有节目包的 U 盘插入设备 USB 口等待导入完成，导入完成后至少 5 秒才替换节

 目 



 

 

 

 

 

5.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