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无线投屏产品 web 操作使用说明 

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无痕模式登陆 web 进行以下操作 

一． Web 菜单的登陆 

1. 开机显示 

无线投屏产品（默认配置情况下）在开机之后，会在左上角显示三行信息，如下图所示： 

 
分别显示该产品的有线桥接 IP 地址、wifi 热点 IP 地址、wifi 热点的名称（SSID）； 
注： 如果产品后面网口没有插网线，则第一行显示的是设备版本号； 

2. 进入 web 登陆界面 

a) 无线设备登陆 
使用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连接无线投屏产品的wifi热点（默认密码12345678），

连接上之后，在浏览器网址栏，输入无线投屏产品开机后左上角显示的 IP 地址，
例如 192.168.118.1 ，即可进入 web 登陆界面； 

 
b) 有线设备登陆 

若无线投屏设备后面已经插入网线接入局域网，则使用局域网内任意的电脑，
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网址栏，输入无线投屏产品开机后左上角显示的 IP 地址，
例如 192.168.2.101 ，即可进入 web 登陆界面； 

3.  web 登陆 

 在 web 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默认 admin）和密码（默认 admin），即可登陆 web 设
置界面。 



 

二．设置菜单 

1.  网络设置 

Web 成功登陆之后，即进入网络设置菜单，右上角可以切换中文简体、繁体、英文； 

 
网络设置菜单主要用于设置 wifi 热点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详细如下： 
  启用 AP：用于设置是否开启 wifi 热点； 
  SSID： 用于修改 wifi 热点名称，不能设置为中文； 
  修改密码： 用于修改 wifi 热点连接密码； 
  频道： 用于修改 wifi 频段，有 2.4Ghz 和 5.8Ghz 可选，出厂默认 5.8G； 

信道： 用于修改 wifi 信道，当设备所在现场无线设备较多，干扰较严重的时候，
可以通过修改信道来避免干扰； 



信号强度等级： 默认用高强度信号； 
 备注： 修改 wifi 热点的任意参数之后，设备会自动重启，所有的 USB 投屏按键需要跟
投屏主机重新配对； 
 USB 投屏按键配对方法如下：将按键插入主机 USB 口，当按键红灯常亮时即配对成功。 
 
有线和无线桥接： 
 

a) 如果无线投屏产品插了网线，则需要在网络菜单中的“有线设置”中配置参数； 
DHCP： 默认为打开 DHCP，若用户的局域网需要设置为固定 IP，则去掉 DHCP 的

勾选，进入有线 IP 地址设置菜单设置，如下图所示： 

 

 
b) 如果无线投屏产品插了 USB 无线网卡，则需要在网络菜单中的“无线设置”中配置无

线桥接的参数；如下图： 

 

 



c) 如果无线投屏产品插了网线的同时，也插了 USB 无线网卡，则设备优先识别有线
网络，不识别 USB 无线网卡； 
 

 

2. 视频输出设置 

 视频输出设置菜单主要用于设置无线投屏产品的视频输出参数，如下图所示： 

 

 详细如下： 
  HDMI：用于设置 HDMI 接口的输出分辨率（默认为自适应）； 
  VGA： 用于设置 VGA 接口的输出分辨率（默认为自适应）； 

OSD 透明度： 用于设置 OSD 透明度，当用户修改待机画面时，为了保证 OSD 能
够清晰的显示，可以通过 OSD 透明度来调节； 

VGA Gain： 用于设置 VGA 输出的图像增益，增益越高，VGA 输出图像越亮； 
锐度： 用于设置输出图像的锐度，锐度越高，输出图像线条边锋越锐利，但是噪

点也会越明显；（当无线投屏产品连接投影仪，输出 excel 图像时，若发现图像显示的线
条太明显、噪点太多，可以尝试将锐度调低，可明显改善图像效果） 

音量： 用于调节无线投屏产品的输出音量； 

3. 投屏码设置 

 投屏码设置菜单如下图所示： 

 

主机默认不启用投屏码功能，当主机启用投屏码功能后，按键与主机配对后可以直接投



屏，不用输入投屏码；但是 WIN Sender、安卓 Sender 和 iOS AirPlay 需要输入投屏码后才

能投屏。 

投屏码为 4 位随机数字，启用投屏码使能√上后，点击保存，然后主机会自动重启，投

屏码功能生效，在待机界面左上角会显示投屏码（PIN CODE），如下图所示： 

 

注：投屏码是随机生成的，每次主机开机或重启都会重新生成一组随机的投屏码。 

安卓 Sender 从 V1.4.2 版本、WIN Sender 从 V1.3.1 版本开始支持投屏码功能，当主机

启用投屏码功能后，WIN Sender/安卓 Sender 搜索到主机，然后点击投屏时，会弹出请输入

投屏码（PIN CODE）窗口，如下图所示：（左图是安卓 Sender，右图是 WIN Sender） 

   

输入投屏码后，点击完成，即可投屏。每次投屏时都需要输入投屏码。 

4. 组播设置 

 2K 主机从 V3.1.5/V3.1.5C 版本、4K 主机从 V3.5.2 版本开始支持组播功能，通过组播功
能可以实现多屏同显，即多个显示端显示同样的投屏画面，投屏画面支持 1 - 4 画面。多屏
同显最多可支持到 254 屏同显。 

多屏同显功能可以应用在大型会议厅、多媒体展厅和多媒体教室等等场合。 

具体操作步骤和要求如下： 

a) 每台显示端要配置一台主机，所有主机的型号要相同，比如都是 2K 单画面主机、

或者都是 2K 4 画面主机，又或者都是 4K 主机等等。 

b) 所有主机的 LAN 口都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并且是同一个网段。（也可以通过无线



网卡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同一个网段，但是无线网卡的效果要比 LAN 口差。） 

多屏同显组网图如下图所示： 

 

注：多屏同显的显示效果与局域网性能有很大相关性，比如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处理能力、

网口速度、网络带宽、以及其它设备在局域网占用了多少带宽等等。 

此外，交换机和路由器要支持组播功能，多屏同显是基于组播功能来实现的。 

c) 逐一登陆每台主机后台 WEB（WEB 登陆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admin），或者通

过集中管理软件 controller 登陆每台主机（controller 软件登陆默认的用户名和密

码也是 admin）。然后把主机的组播功能打开，同一个网络只能有一台主机作为组

播发送（Sender），其它的主机作为组播接收（Receiver），然后点击保存，重启主

机，然后在待机画面左上角 OSD 会有组播方向提示，如下图所示： 

 组播发送（Multicast Sender） 

 



 

 

 组播接收（Multicast Receiver） 

 

 

 

d) Sender 主机仍然与之前一样可以正常投屏，只是在投屏的同时会从网口同步输出

发射端投屏过来的音视频流，最多可同时输出 4 路视频流和 1 路音频流。Receiver

主机这时不能接收发射端的投屏音视频流，只能从局域网接收 Sender 主机组播发

送过来的音视频流。Receiver 主机显示的画面与 Sender 主机显示的画面会完全一

样，并且完全同步，基本没有延迟。 



e) 如果在一个环境空间 Sender 主机与很多台 Receiver 主机同时存在，为了减少

Receiver 主机 WiFi 热点对 Sender 主机 WiFi 热点的干扰，这时可以把 Receiver 主

机的 WiFi 热点关闭，通过后台 WEB 操作，把启用 AP 使能 √ 去掉，如下图所示： 

 

 

三． 维护菜单 

1.  设备状态显示 

 进入维护菜单，首先显示的是无线投屏产品的当前的网络状态，如下图所示： 

 

 维护菜单的状态栏，显示的网络状态可能存在以下四种情况： 
 

a) 网口没有插网线、USB 口也没有接 USB 无线网卡； 
在上述情况下，状态栏仅显示“wifi 热点状态”； 
 

b) 网口插了网线、USB 口没有接 USB 无线网卡； 
在上述情况下，状态栏会显示“有线状态”和“wifi 热点状态”； 

 
c) 网口插了网线、USB 口也连接了 USB 无线网卡； 

在上述情况下，状态栏会显示“有线状态”和“wifi 热点状态”；系统优先“有线桥接”，
所以会自动忽略掉无线网卡； 



  
d) 网口没有插网线、USB 口连接了 USB 无线网卡； 

在上述情况下，状态栏会显示“无线状态”和“wifi 热点状态”； 
 

2. 恢复出厂设置 

 用于对设备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如下图： 

 

3. 密码 

 用于设置设备的登陆密码，如下图所示： 

 

4. 重启 

 用于重启设备，如下图所示： 



 

5. 开、待机画面更新 

 

 开机&待机画面规格要求 

开机画面的图片要求： 

1) 图片格式：JPG 

2) 图片名称（小写）：logo 

3) 图片分辨率：800*600 （4K 主机要求为：1920*1080） 

4) 图片大小：小于 256KBtye（4K 主机要求为：小于 2MBtye） 

待机画面的图片要求： 

1) 图片格式：JPG 

2) 图片名称（小写）：home 

3) 图片分辨率：1920*1080（4K 主机要求为：3840*2160 或 1920*1080） 

4) 图片大小：小于 512KBtye（4K 主机要求为：小于 6MBtye） 

 

A． 通过 WEB 方式更新开、待机画面的步骤：（主机版本要求在 V3.1.5 及以上版
本，浏览器请用谷歌浏览器，用无痕迹模式登陆 WEB） 



在维护页面开、待机画面更新，选择要更新的开机/待机画面，然后点击更新即可。 

 

注： 待机画面更新会立即在显示端生效，开机画面更新要重启主机才能看到效果。 

 

B．通过 U 盘方式更新开、待机画面步骤：（所有主机版本都支持） 
1) 准备一个 U 盘， U 盘名称不能为 ESHOW 和中文，U 盘的文件格式要求为

FAT32 或 FAT（如果不是，需要先把 U 盘格式化为 FAT32 或 FAT 文件格式）。 

2) 在 U 盘根目录下面新建一个 ESHOW 文件夹（注意为大写），把需要更新的图
片拷贝到 ESHOW 文件夹里。 

 

3) 先给主机断电，然后把 U 盘插入到主机的 USB 接口里，然后给主机上电。 

4) 过几秒钟后，主机的指示灯会由蓝色变为紫色，显示画面会由开机画面变为更

新提示画面，然后主机进入更新状态，更新时间很快，几秒钟就完成了。 

5) 更新完成后，主机的指示灯会由紫色变为蓝色，显示画面会由更新提示画面变

为更新完成画面。 

6) 最后断开主机电源，拔出 U 盘，然后给主机重新上电，然后就可以看到更新后

的开机画面和待机画面的效果了。 



6. 升级 

 

A． 通过 WEB 方式升级设备的步骤：（主机版本要求在 V3.1.5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
请用谷歌浏览器，用无痕迹模式登陆 WEB） 

在维护页面升级，选择要升级的内核和系统文件，然后点击升级即可。 
升级的文件名称有要求，如下（注意大小写）： 
 

a) 内核升级文件名如下： 
 
普及版内核文件的名称为：uImage-2C.bin  
商务版内核升级文件的名称为：uImage-2K.bin  
4K 版内核升级文件的名称为：uImage-4K.bin 
 

b) 系统升级文件名如下： 
 
普及版系统升级文件的名称为：rootfs-2C-ESHOW.jffs2 
商务版系统升级文件的名称为：rootfs-2K-ESHOW.jffs2  
4K 版系统升级文件的名称为：rootfs-4K-ESHOW.jffs2 
 

注： 内核和文件系统升级需要分两次进行，比如：先升级内核，内核升级成功之后，
设备会自动重启，重启之后再进行文件系统的升级； 

升级完成后，主机会自动重启，然后在待机画面左上角和 WEB 后台可以看到更新的版
本号。 

 
B． 通过 U 盘升级设备的步骤：（所有主机版本都支持） 
 

1) 准备一个 U 盘， U 盘名称不能为 ESHOW 和中文，U 盘的文件格式要求为
FAT32 或 FAT（如果不是，需要先对 U 盘格式化为 FAT32 或 FAT 文件格式）。 

2) 在 U 盘根目录下面新建一个 ESHOW 文件夹（注意为大写），把升级文件拷贝
到 ESHOW 文件夹里。 



 

3) 先给主机断电，然后把 U 盘插入到主机的 USB 接口里，然后给主机上电。 

4) 过几秒钟后，主机的指示灯会由蓝色变为紫色，显示画面会由开机画面变为升
级提示画面，然后主机开始升级，升级时间约 3 - 5 分钟。 

5) 升级完成后，主机的指示灯会由紫色变为蓝色，显示画面会由升级提示画面变
为升级完成画面。 

6) 最后断开主机电源，拔出 U 盘，然后给主机重新上电，在待机画面左上角和
WEB 后台可以看到更新的版本号。 

四. 帮助 

 1. 版本说明 

  显示当前设备的版本信息，如下图； 

 

  



第二章 集控管理软件（controller）操作

手册 

集控管理软件可以对同一个局域网内的所有 ESHOW 主机进行管理和控制，主机的类

型包括 ESHOW 2K/2C/4K 三种设备类型。（2K/2C 主机版本要求为 V3.0.0 及以上，4K 主

机版本要求为 V3.2.2 及以上。） 

集控管理软件可运行在 WIN7、WIN10 和 WIN Server 2016，32 位和 64 位系统上。 

集控管理软件登陆 

登陆界面如下图所示，登陆默认用户名和密码都是小写的“admin”。 

 



1. 主窗口说明 

 

1) 全选和反选操作：可以对设备信息窗口显示的所有设备进行全选和反选操作。 

2) 刷新操作：点击刷新会刷新当前设备信息窗口显示的状态。系统也会自动刷新，自

动刷新的周期是 5 秒。 

3) 设备信息窗口：可以显示当前设备的分组名称、主机名称、WIFI SSID、设备类型、

IP 地址、MAC 地址、主机版本号、工作状态、运行时间、上线/下线时间和重启次

数。以主机 MAC 地址为唯一标识。分组名称和主机名称在集控管理软件中进行编

辑设定，其它信息从主机处获取显示。 

4) 添加和删除设备操作：可以通过手动和自动搜索两种方式添加设备，通过删除方式

删除设备。 

5) 所有设备的统计信息：可以统计正在运行的设备有多少台，正在投屏的设备有多少

台和掉线的设备有多少台。 

6) 集控管理软件的版本号。 

7) 用户管理操作：集控管理软件的操作用户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超级管理员、管理

员和普通账户，不同等级的用户操作权限不同。 

8) 设备状态查看和控制操作：可以查看每一台设备的状态，可以对单个设备进行控制，

也可以对一批设备进行批量控制。 

9) 分组设备数统计：可以统计同一个分组里面的设备总数。 

10) 设备分组操作：可以添加新的分组、删除分组和修改组名。 



 

2. 添加和删除设备操作说明 

第一次登陆集控管理软件后，首先是添加设备。运行集控管理软件的电脑要接入局域网，

然后可以把同一个局域网内的所有支持的设备添加进来。点击搜索新设备，如下图所示： 

 

也可以通过手动输入 IP 地址的方式添加设备，如下图所示： 

 

添加进来的设备可以删除，先在主界面选中设备，然后点击删除设备即可。 

添加进来的设备可以设置主机名称，然后可以选择放置到设定的分组里面，以便于管理，

如下图所示： 



 

 

3. 设备信息窗口详细说明 

在左边的设备分组操作窗口点击所有设备，然后在设备信息窗口就会显示出所有的设备。 

 

    在左边的设备分组操作窗口点击研发组，然后在设备信息窗口就只会显示出该组的设备。 

 

设备信息窗口每一列条目说明如下： 

1) 分组名称：设备所在的分组。设备加入到集控管理软件后会在默认分组里，然后可以切

换到其它的分组。 

2) 主机名称：设备备注的主机名称。设备加入到集控管理软件后默认是没有名称的，用户

可手动编辑主机名称，以便于管理。 

3) WIFI SSID：主机投屏热点的 WiFi SSID。 

4) 设备类型：主机的设备类型，目前支持三种设备类型，分别为：ESHOW_2C、ESHOW_2K

和 ESHOW_4K。 

5) IP 地址：主机接入局域网的 IP 地址。 

6) MAC 地址：主机投屏热点的 MAC 地址，这个地址是主机的唯一识别码。 

7) 版本：主机的版本号。 

8) 状态：主机有三种工作状态，分别为：投屏（红色）、运行（绿色）和掉线（灰色）。 

9) 运行时间：主机每次上电从 0 开始计算运行时间，重启也会从 0 开始计算运行时间。 

10) 上线/下线时间：主机连接到集控管理软件后，集控管理软件会从 0 开始计算上线时间；

主机与集控管理软件断开网络后，集控管理软件会从 0 开始计算掉线时间。集控管理软

件关闭再打开，会从 0 开始重新计算上线/下线时间。 



11) 重启次数：主机每次重启时，集控管理软件会把重启次数累加 1。集控管理软件关闭再

打开，会重新从 0 开始计算重启次数。 

 

4. 设备控制说明 

设备控制包括查看设备状态、设备配置和批量操作。可以通过点击左下的三

个按钮图标进行操作，也可以鼠标在设备信息窗口点击右键弹出菜单进行操作。 

5.1 查看设备状态 

设备状态如下图所示，主要包含 WiFi 热点状态、WiFi 网卡或有线状态，以及主机版本

信息。 

 

5.2 设备配置 

    设备可以配置的项目如下图所示，与通过设备后台 WEB 可以配置的项目基本一样，只

是增加了一项主持人模式。下面对主持人模式项目进行介绍，其它项目就不在此介绍。 



 

主持人模式如下图所示，在这个页面可以显示所有接入该设备的发射端信息。发射端有

4 种类型：按键、Android Sender、AirPlay 和 WIN Sender。集控管理软件可以对这些发射

端进行控制，可以把任意一个发射端退屏、单屏和声音分享，可以把按键类型的发射端拉起

投屏（注：Android Sender、AirPlay 和 WIN Sender 这三种类型发射端不能被拉起投屏。）。 

 

5.3 批量操作 

    集控管理软件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对批量的设备进行操作，可以操作的项目如下图所示，

其中批量更新开、待机画面和批量升级需要相同的设备类型才能进行批量操作，其它的批量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批量重启和批量修改设备通讯密码不同的设备类型也可以进行批量操

作。 

 

 

5. 用户管理操作说明 

集控管理软件第一次运行时只有超级管理员用户，用户的名称和密码都是 admin。然后

超级管理员可以创建其它的用户。用户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超级管理员、管理员和普通

账户。不同等级的用户拥有的操作权限不同，以下进行详细说明： 

 超级管理员 

1) 超级管理员只有 1 个，拥有最高权限，可以创建和删除多个管理员和普通账户。 

2) 超级管理员用户名不能改，固定为 admin，登陆集控管理软件的用户密码可以修改。 

3) 超级管理员可以对所有设备状态进行查看和控制操作。 

4) 超级管理员可以修改集控管理软件的通讯密码。 

 管理员 

1) 管理员不能创建其它用户，管理员只能修改自己登陆集控管理软件的用户密码。 

2) 管理员拥有对所有设备状态进行查看和控制操作的权限。 

3) 管理员不能修改集控管理软件的通讯密码。 

 普通账户 

1) 普通账户不能创建其它用户，普通账户只能修改自己登陆集控管理软件的用户密码。 



2) 普通账户只拥有对所有设备状态进行查看的权限，没有控制操作的权限。 

3) 普通账户不能修改集控管理软件的通讯密码。 

6. 通讯密码 

集控管理软件与设备通讯时需要有一个身份验证的交互过程，只有设备通讯密码正确了

才能建立起通讯。集控管理软件与设备默认的通讯密码为“ESHOW123”。当一个网络部署完

成后，用户可以更改设备通讯密码，以阻止设备被其它的集控管理软件操作。 

更改通讯密码步骤：首先先更改设备的通讯密码，操作如下图示所示： 

 

设备的通讯密码更新成功后，集控管理软件就不能控制设备了。然后要更新集控管理软

件的通讯密码，更换成功后集控管理软件才能重新控制设备。操作如下图所示： 

 



第三章  扩展屏幕功能使用操作说明 

WIN 电脑在没有外接第二显示器时，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调出第二显示器，通过无线投

屏的方式把扩展屏幕投屏到接收主机。 

针对具体的应用场景，比如 PPT 的使用演讲者视图功能，如下图所示，扩展屏幕显示幻

灯片内容通过无线投屏到接收主机，本地显示备注信息： 

 

 

 

一、判断 WIN 电脑是否支持扩展屏幕功能 

此功能需要电脑的系统和硬件支持，不是所有的电脑都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调出第二显

示器（即扩展桌面）。大部分 WIN7 都支持扩展桌面，大部分 WIN10 不支持扩展桌面。 



判断的方法如下，以 WIN7 电脑为例： 

在没有接入外部显示器和按键的时候，按住 windows 键（ ）并点击 P 键，然后选择

扩展，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桌面点击屏幕分辨率，查看第二显示器是否出现：如果出现，说明支持扩展屏幕

功能；如果不出现，说明不支持扩展屏幕功能。 

 

 

二、使用扩展屏幕功能 

在支持扩展屏幕功能的 WIN 电脑上，先 Windows 键（ ）+P 手动调出扩展桌面，然

后插入按键。PC 程序运行后，鼠标放在程序图标上点击右键，可以看到共享桌面菜单，如

下图所示：默认投屏的桌面为主桌面。 



 

如果要投屏扩展桌面，只需要点击扩展即可把扩展桌面投屏过去。 

扩展桌面的分辨率可以修改，鼠标右键点击桌面屏幕分辨率，如下图所示，建议扩展桌

面（2）的分辨率设置同主桌面（1）的分辨率一样。 

 

 拔出按键，PC 程序会自动退出。然后手动 Windows 键（ ）+P 把扩展桌面关闭，恢

复原来没有扩展桌面的设置。 

 

三、问题说明 

1、只有 Office 才支持 PPT 的使用演讲者视图功能，WPS 不支持。 

2、如果扩展桌面相对于主桌面卡顿、不流畅，请修改扩展桌面分辨率同主桌面分辨率一样。 

3、如果扩展桌面的鼠标坐标不对，请调整下面两个图的最上边到一条直线，然后再投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