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飲門市最吸睛的廣告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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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子菜單不僅能可以當作一般菜單作為顧客點餐的看板，同時它還是大型的數位廣告

看板，可根據不同節慶、天氣、時段、活動等，呈現不同的展示內容，搭配活潑生動的動畫

或影片，甚至可以結合人臉辨識或體感互動，達到顧客吸睛的目地。

■� 店面的最佳代言
+� 數位電子菜單可同時呈現餐點及活動促銷內容，有效利用顧客點餐時的注目時間而達到宣傳目的

+� 在不同節慶季節，搭配主題底圖，即可改變店內氛圍，提升店面形象及增加顧客好感度

+� 搭配餐點內容，可同時播放食材履歷、安全品管、製作流程等照片或影片，讓顧客食的安心

■� 靈活的廣告應用
+� 螢幕面積大，呈現畫面清晰，搭配AOPEN獨家防眩光解決方案，任何時候都可清楚呈現商品內容與價格

+� 可設定播放時段，可在每天不同時段播放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消夜等不同餐點內容，不需人工更換

+� 依據人潮及銷售狀況，可隨時修改促銷內容與餐點組合，有效掌握商機

■� 聰明的維護方式
+� 數位電子菜單可與播放主機分離安裝，讓主機遠離油煙噪音等環境，延長使用壽命

+� 搭配AOPEN專利掛架，不論是懸吊、壁掛、崁入等方式，都可搭配現場裝潢進行整合

+� 透過遠端維護，可設定播放內容與播放時間，集中式管理可同時更新所有門市的菜單內容

■� 活潑的廣告呈現
+� 可結合PAD等手持設備，進行互動選單及餐飲建議

+� 結合體感互動或人臉辨識技術，根據站在電子菜單前的顧客屬性，播放建議菜單或廣告

+� 支援多種格式，影片、圖片、動畫都可輕鬆上傳呈現，還可搭配跑馬燈訊息播放即時促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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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跨三大作業平台的數位看板系統

˙可同時支持Windows, Linux, Android� 三種平台的媒體播放器

˙透過單一媒體播放器，可同時控管2台或2台以上螢幕，呈現不同內容，展示效果加倍

˙可編輯互動節目內容，搭配觸控螢幕，即可呈現雙向溝通效果

˙透過網路可即時播放電視節目、網路影片，以及活動現場及時轉播

˙可依個人喜好選擇不同製作方式，直接拖動滑鼠，或輸入座標定位

˙同比例儘管不同解析度，版面僅需製作一次，再依比例放大縮小即可，可避免重工

˙提供底圖和模板兩種節目製作方式，滿足不同需求

˙可精確監控終端播放器，包括終端記憶體，硬碟，CPU，下載進度及播放內容等，並可整合所有資

� 訊後，將數據圖形化匯出，掌控力大幅提升� 

˙提供打包功能，可將已播放過的節目、日程、頻道統一打包存檔，即使離線仍可使用

SolutiON R3000

R3000 (SOC Android Solution)+備援機制

透過網路可即時播放電視節

目、網路影片，以及活動現

場即時轉播。

可同時支援Windows、Linux
、Android 三種平台的媒體播

放器。

隨接即用，IP設定後即可上線

，未來擴充可達百台以上。� 

透過單一媒體播放器可同時控管2台
或2台以上螢幕，呈現不同內容，展

示效果加倍。�(此功能僅限�X�8�6平台�)

串流技術

跨平台

隨接即用好擴充

單機多螢幕輸出
可編輯互動節目內容，搭配

觸控螢幕，即可呈現雙向溝

通效果。

觸控功能

可搭配AOPEN專業媒體播放器，

1.3L以下體積僅傳統桌機的四十分

之一，有效節省空間，提升坪效。

迷你輕巧

Save
Spaces

˙FreescaleA9工業級晶片設計

˙支援HDMI輸出方式

˙支援7 X 24小時設計

˙無風扇設、低噪音、低功耗設計

˙高品質播放能力，支援1080P

˙中央處理器：Freescale iMX6D ARM

˙Cortex A9™ 1.0GHz Dual Core

＋內含SolutiON R3000數位看板系統

TKM320-R3000

AOPEN Android 平台播放器

˙Resolution : 1920x1080 

˙Aspect ratio : 16:9

˙Contrast Ratio : 4000:1 

˙Brightness (typ.) : 500 nits 

˙Bezel width :11.8 mm 

˙HDMI : in x2 VGA : in x2  

 RS232 : in x1/out x1 

˙Audio : in x2/out x1 / External 

 Speaker : R/L 8Wx2

DSD42-HE

˙採用Intel平台工業級技術設計

˙支援Ivy Bridge CPU

˙支援7 X 24小時設計

˙中央處理器：Intel i3 Series

˙記憶體：2GB DDR3

˙儲存裝置：�3�2�0�G

＋內含SolutiON R3000數位看板系統

TKM5100i-R3000S

AOPEN Linux 伺服器 多媒體顯示器

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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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排程，輕鬆設定的廣告播放軟體

˙適合百貨�/零售�/服飾店面使用

˙月曆式播放清單，管理最便利

˙可支援單日�/星期�/工作天等週期性播放

˙可臨時插播影片或跑馬燈訊息，機動性高

˙可排程設定切換不同播放版型

˙可用延伸桌面方式，達成雙螢幕輸出效果

TK3100-S (X86 Windows Solution)+備援機制

電子菜單配件 電子菜單支架

˙Resolution : 1920x1080 

˙Aspect ratio : 16:9

˙Contrast Ratio : 4000:1 

˙Brightness (typ.) : 500 nits 

˙Bezel width :11.8 mm 

˙HDMI : in x2 VGA : in x2  RS232 : in x1/out x1 

˙Audio : in x2/out x1 / External Speaker : R/L 8W x2

多媒體顯示器

˙採用Intel平台工業級技術設計

˙支援 intel D2550 CPU

˙支援7 X 24小時設計

˙中央處理器：D2550

˙記憶體：2GB DDR3*1

˙儲存裝置：320G

＋內含精采易即秀簡易版

TK3100-S

HDMI分配器

Window平台播放器

DSD42-HE

˙具備EDID X1
˙HDMI IN X1
˙HDMI OUT X4

Titan530

Titan 簡易型壁掛式支架

�*電子菜單配件與支架均適用於方案一、二、三

˙尺寸：Titan530-530(W)x287(H)x50(D)mm

˙滑入式多合一支架設計，易於系統維護及狹小空間

� 作業

˙特殊理線架設計，使喜統安裝後保持簡潔整齊

˙適用螢幕尺吋�:� 42”~  55”

˙VESA 安裝孔位�:� 最大可到� 400 x 500 mm

˙支援直式�/橫式顯示器安裝，可另置入建碁媒體

� 播放器、變壓器、無線網路套件架等

˙壁掛飾及吊掛式皆可調整顯示器角度0~20度

˙最大可載重80公斤

˙尺寸: 500(W) x 800(H) x 59(D) mm

˙適用螢幕尺吋�:� 42”~  55”

˙VESA 安裝孔位�:� 最大可到� 500 x 700 mm

˙支援直式�/橫式顯示器安裝

˙採壁掛安裝方式，懸吊式安裝需搭配 Titan 產品使用

˙水平儀可作為安裝使用

˙載重�:� 65 Kg

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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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PEN人臉辨識系統

精確零時差的資訊傳遞效果

˙適用於企業形象塑造

˙多點同步播放設備

˙集中控管群組播放

˙模組化設計提供更彈性多樣化選擇

˙遠端播放畫面擷取，隨時掌握播放狀況

˙網路連結管理(WEB BASED)，使用彈性大

˙可預設活動訊息樣版，快速完成活動內容製作

˙提供行業應用組合套件，快速完成系統建置

˙支援AN-IN，RSS，TV等即時播放訊息

˙可排程設定顯示器開關

快速且精準的行銷方案

˙可精確計算人數，亦可辦認新增面孔或是回頭

˙可偵測出人臉的性別、年齡，提供所需產品建議

� �(可多人同時進行辨識�)

˙可利用臉部辨識，立即分辨VIP客戶，提供專屬訊息

˙透過笑容辨識，隨時掌握消費者對於目前互動資訊是否是滿意

˙透過支點的方式辨識消費者對於目前互動資訊使用程度

˙可追蹤目前互動資訊前有多少消費者在觀看相關之資訊位置即

� 族群追蹤

˙利於進行觀眾效益測量與評估

˙精確地客戶行為分析

TK5100-P (X86 Windows Solution+人臉辨識)+備援機制

TK3100-P

Window平台播放器 Window平台播放器

˙Resolution : 1920x1080 
˙Aspect ratio : 16:9
˙Contrast Ratio : 4000:1 
˙Brightness (typ.) : 500 nits 
˙Bezel width :11.8 mm 
˙HDMI : in x2 VGA : in x2  
 RS232 : in x1/out x1 
˙Audio : in x2/out x1 / External 
 Speaker : R/L 8Wx2

DSD42-HE

˙採用�I�n�t�e�l平台工業級技術設計

˙支援�I�v�y� �B�r�i�d�g�e� �C�P�U

˙支援�7� �X� �2�4小時設計

˙中央處理器：�B�9�8�0

˙記憶體：�2�G�B� �D�D�R�3�*�2

˙儲存裝置：�3�2�0�G

˙�W�e�b� �C�a�m� �6�4�0�x�4�8�0� �X� �1

＋內含訊息傳遞系統、人臉辨識系統

TK5100i-P

◆� 顯示方式 ◆� 客層分析

˙採用Intel平台工業級技術設計

˙支援 intel D2550 CPU
˙支援7 X 24小時設計

˙中央處理器：D2550
˙記憶體：2GB DDR3*1
˙儲存裝置：320G
＋內含訊息傳遞系統

*以上架構需搭配AOPEN媒體播放器

直式多螢幕顯示

電視牆拼接

AOPEN媒體播放器

橫式顯示

直式顯示

橫式多螢幕顯示

方案三�:

多媒體顯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