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G2.470.005SC 

第 1页 共 17页 

成都新光微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文档 
 

图    号：XG2.470.005SC 
 
 
 

数据广播内容管理器 

 

 

使用手册 

 
 

 

项 目 承 担 部 门：开发部 

撰  写  人（签名）：任宇籴 

完   成   日  期：2009.2 

本文档 使 用部门：开发、维护、使用人员 

文档验交组（签名）： 

验   交  日   期： 

评审负责人（签名）： 

           评   审  日   期: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XG2.470.005SC 

第 2页 共 17页 

 

目录 
 

1 引言 ..............................................................................................................................................3 
1.1 编写目的 ...........................................................................................................................3 
1.2 背景及范围 .......................................................................................................................3 
1.3 定义 ...................................................................................................................................3 
1. 4参考资料 .......................................................................................................................3 
1.5 操作图标定义 ...................................................................................................................4 

2 软件运行环境 ..............................................................................................................................5 
2.1硬设备 ................................................................................................................................5 
2.2 支持软件 ...........................................................................................................................6 

3 软件概述 ......................................................................................................................................6 
3.1 软件的目标及范围............................................................................................................6 

3.1.1设置局域网联机......................................................................................................6 
4 软硬件安装 ..................................................................................................................................6 
4.1软件安装 ....................................................................................................................................6 

4.1.1 安装软件运行环境.................................................................................................6 
4.1.2 操作 ........................................................................................................................7 
4.1.3安装软件..................................................................................................................7 
4.1.4卸载软件..................................................................................................................7 

4.2 硬件安装 ...........................................................................................................................8 
4.2.1安装播放卡..............................................................................................................8 

5 操作过程 ......................................................................................................................................9 
5.1.1运行软件 .........................................................................................................................9 

5.1.1.1 说明 .....................................................................................................................9 
5.1.1.2 操作 .....................................................................................................................9 

5.2具体操作如下述： ..........................................................................................................10 
5.2.1主窗体，................................................................................................................10 
5.2.2，菜单 .................................................................................................................... 11 
5.2.2.1 增加一级菜单....................................................................................................12 
5.2.2.2增加子一级菜单.................................................................................................13 
5.2.2.3修改菜单.............................................................................................................13 
5.2.2.4 删除菜单（删除菜单时也会将数据库里的数据删除，请注意使用） ........13 

5.3内容 ..................................................................................................................................14 
5.4广播菜单 ..........................................................................................................................15 

5.4.1界面 .......................................................................................................................15 
5.4.2具体操作功能........................................................................................................15 

5.5广播内容列表 ..................................................................................................................16 
5.5.1界面 .......................................................................................................................16 
5.5.2 功能 ......................................................................................................................16 

5.6 操作日志 .........................................................................................................................17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XG2.470.005SC 

第 3页 共 17页 

5.6.1 界面 ......................................................................................................................17 

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a. 手册将达到的目标 
通过该软件系统使用户对数据广播内容管理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可独立进行操作。 
b. 指出预期的读者 
广大群众、广播电视局。 

 

1.2 背景及范围 

a． 所描述的软件系统的名称：数据广播内容管理器 

b． 任务提出者：成都新光微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者：成都新光微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 用户及其特点 

  用户为客户（各地方有线电视台用户）、开发者、中间用户（指管理此系统的开发人员、

维护人员）。 
本系统简单易学，即学即用。对用户没有特殊的要求。 

 

1.3 定义 

1. 4参考资料 

编号 名称 备注 
设字第 08—28 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合同或批文  
XG2.470.005 媒体程序图  
XG2.470.005CX 程序清单  
XG2.470.005XM 需求说明  
XG2.470.005RM 详细设计说明  
XG2.470.005CH 测试计划  
XG2.470.005CG 测试分析报告  
XG2.470.005SC 使用手册  
XG2.470.005ZG 项目开发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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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2.470.005MX 明细表  
 

1.5 操作图标定义 

系统的所有操作图标在此定义，本手册的所有称谓请查询此表格。 

 
[只读文本框]，显示只读信息，不能修改。 

 

[文本输入框]，可以修改。 

 

[日期选择框]，显示日期，不能重新选择。 

 

[日期选择框]，单击[ ]可以重新选择日期。 

 

[日期选择框]，先选择年月日再单击[ ]进行加，单击 进行减。 

 

[只读下拉列表框]，不能重新选择。 

 

[下拉列表框]，可以重新选择，单击[ ]重新选择。 

 
[目录树]，单击“+”展开目录，单击树进行选择。 

 

[功能按钮]，单击后执行相应功能，在本系统中，单击此按钮将读取智能卡的编号。 

   
[功能按钮]，单击后执行相应功能。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XG2.470.005SC 

第 5页 共 17页 

 

[复选按钮]，用于多项选择的情况。 

 

[单选按钮]，用于单项选择情况。 

 
复选下拉选择框，用于多项选择的情况。 

 
[数据列表]，用于数据行显示，在本系统中，单击记录可执行相应功能。 
 

在本系统中单击 可打印出所查询到的所有记录(此按钮在本系统中为打印功
能)，后面的内容不再单独以此描述。 

在本系统中单击 可关闭该窗体。 

 
 

2 软件运行环境 

2.1硬设备 

TS播放卡一张，一台专用复用器； 

服务器一台（要有 USB），含显示器。 

 

运行本软件所要求的服务器最小配置： 
a) 客户端硬件配置为 P4 2.4G以上 CPU，512M以上内存，1000M以上硬盘空间

（操作系统及其它软件占用空间除外）。 
b) USB网络加密锁(服务器的 USB接口上，并安装 USB服务程序，安装驱动时
选择“默认”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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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支持软件 

本软件所需要的支持软件： 
以下为必装软件： 

a) 软件运行环境为 Windows2000/XP/2003操作系统、Microsoft .NET Framework 

1.1(必装) 

b) Microsoft SQL2000 Server 

 

3 软件概述 

3.1 软件的目标及范围 

该软件系统是成都新光微波工程有限公司为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有利于机顶盒的推

广。 

3.1.1设置局域网联机 

1、本软件采用三层架构，可以独立在一台服务器上运行。 
2、服务器部分： 
数据库服务器的安装请参照“SQL2000数据库的软件安装” 操作。安装完成即可。 

 

4 软硬件安装 

4.1软件安装 

4.1.1 安装软件运行环境 

1. 安装：Microsoft.NET Framework 1.1 版可再发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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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Microsoft.NET Framework 语言套件 
3. 安装：Microsoft SQL2000 Server 

 

4.1.2 操作 

打开软件光盘： 
1、 打开[运行环境]文件夹，双击[MDAC_TYP.EXE]，按照提示安装完毕。 
2、 打开[运行环境]文件夹，双击[Microsoft.NET Framework 1.1 版可再发行组件包.exe] 
文件，按照提示安装完毕。 

3、 打开[运行环境]文件夹，双击[langpack.exe]文件，按照提示安装完毕。 
4、 SQL2000 Server的安装，请查阅[说明书]文件夹下《SQL2000数据库的软件安装.doc》 
 
注意：系统可能会重新启动，2步和 3步不能颠倒，否则所有错误提示都是

英文，4步和 5步也不能颠倒，否则不能中文发音。 

4.1.3安装软件 

 
打开软件光盘，双击[DataBroadcast]文件夹，双击[Setup.exe]文件，按照提示安装完毕。 

4.1.4卸载软件 

打开Windows[控制面板]，双击 ，弹出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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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垂直流动条]找到项[电话充值系统]，单击[删除（R）]按钮，按提示卸载完成。 
 

4.2 硬件安装 

4.2.1安装播放卡 

硬件环境 
1)安装在 80586以上档次 PC中，占用一个 PCI插槽； 
2)同一台 PC中，安装有多块卡时，只使用一个硬中断； 
  
安装步骤： 

1)安装前，关掉微机的所有电源，包括所有外设的电源； 
2)佩戴防静电手套，防止高压静电对板卡造成损害； 
3)拧下固定盖的所有螺丝，小心除下微机上盖； 
4)选择一个空闲的 PCI插槽，拧下 PCI插槽旁金属挡板的螺丝，小心除下金属挡板，如图

1； 
  5)把卡插入此 PCI插槽，并用螺丝固定好档板；如图 2； 
  注：如果需要安装多块卡，请重复 4、5操作。 
6)如果卡间互联，请使用卡间连线；连接卡间连线，如图 3； 
7)装回微机上盖，并拧所有固定螺丝。 

 

  
二、连接 T9线 

  这里需要一根 T9线通过播放卡的输出口到复用器的输入口，需要占用复用器的一个输入

通道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XG2.470.005SC 

第 9页 共 17页 

5 操作过程 

 

5.1.1运行软件 

5.1.1.1 说明  

5.1.1.2 操作 

双击桌面上[ ]图标，将出现以下服务器设置窗口： 

 

默认情况下为“localhost”。点击【测试】会出现： 

 如果没有出现该页面，请与管理员联系。 

点击【确定】进入主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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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具体操作如下述： 

5.2.1 主窗体，第一次使用本软件时，里面的所有显示列表都为空，例如，广播菜单，和
广播内容列表都为空，除了操作日志，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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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菜单 

请注意：增加节点需选中左边框里的节点，然后才能增加下级节点，每级菜单最

大个数 15个，最大三层。 
【菜单按钮】的功能有添加一级菜单和子级菜单，修改菜单，删除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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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时都要去点【菜单】来添加我们需要的菜单列表。 
5.2.2.1 增加一级菜单（增加一级菜单的最大上限为 15个）：会出现如下界面： 

 

在名称里可以输入你需要的主菜单，在机顶盒里对应的是第一级菜单，在描述里你可以输入

对该主菜单的相关叙述（描述可以为空）。如我们在名称里可以输入政务信息，在描述里输

入政府结构发布。然后点击【确定】，则我们可以在主菜单和菜单类别设置的窗口里看到我

们 建 的 内 容 。 这 时 操 作 日 志 也 会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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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我们已经添加成功。 
请注意：确定的旁边有一个发送的复选框，如果打上勾表示，当前的内容可以发送，若没有

打勾表示当前的内容不能发送，这是主菜单里的相应内容的前面也会出现一个叉。 
5.2.2.2增加子一级菜单（子级菜单最大可以增加两级） 
首先我们要在菜单类别设置窗口中选择我们要在哪一级主菜单下建立子菜单，然后再点击

【增加子级菜单】，同样的操作与 5.2.2.1大体一样。 
注意子级菜单最大可以增加两级，如果达到上限会提示： 

 

5.2.2.3修改菜单 

首先单击你要修改的菜单的名称这时你单击的对象前面会出现 ，这表示已经选定。然后

在点击【修改菜单】，如下图： 

 

在这里，你可以修改的名称描述 
修改完后，点击确定即可。 

5.2.2.4 删除菜单（删除菜单时也会将数据库里的数据删除，请注意使用） 

首先单击你要修改的菜单的名称这时你单击的对象前面会出现 ，这表示已经选定。然后

在点击【删除菜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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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内容 

界面 

 

首先要选择你将要添加内容的菜单，点击右边的 ，选择菜单。在上级菜单中将显

示你所选择的路径。 
或者可以通过在广播菜单中的菜单上点击右键选择“添加广播内容”。这种比较方便，因为

他会自动生成“上级菜单”。 
在【保存】的左边有一个保存复选框。如果你不想将内容发送出去。则可以将发送前的勾去

掉。当你返回主界面时。你会看到相应的内容前面有 的标记。如果想发送时，对着此

内容双击。进入上面的界面，在发送前打上勾即可。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XG2.470.005SC 

第 15页 共 17页 

5.4广播菜单 

5.4.1界面 

 

在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菜单和内容。 

表示菜单。 

 表示现在所选择的对象。 
 表示不发送。 

 表示的是内容。 

5.4.2具体操作功能 

在上图中，你可以点击右键会出现两个功能：设置菜单和添加广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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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菜单和 5.2.2菜单里的操作方法相似。添加广播内容和 5.3内容的操作方法相似。 

如果要修改内容可以在内容处双击亦可。 

5.5广播内容列表 

5.5.1界面 

 

这里会显示所有的内容。 

5.5.2 功能 

在里面点击右键有四个功能项：显示全部，修改选定，添加内容，删除选定。 
 
显示全部：显示所有的内容。 
修改选定：修改你所选择的内容。 
添加内容：和“5.3内容”的操作方法一样。 
删除选定：删除所选择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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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操作日志 

5.6.1 界面 

 

在里面显示你所操作的记录。 

 
 
 
 
 
 
 
 
 
 
 
 
注：因本软件仍处在不断更新阶段，如新版本时，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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