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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指南是為自助內容 (Self-Service Content，簡稱 SSC) 的使用者所撰寫，目的在說明如何使用 
SSC 功能上傳及發佈專輯內容。同時也說明如何在電視上顯示 SSC 專輯內容。

內容
 • 使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的先決條件 （第 1 頁）

 • 使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的限制 （第 2 頁）

 • SSC 簡介 （第 2 頁）

 • 如何使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 （第 4 頁）

 • 如何在電視上顯示 SSC 專輯內容 （第 16 頁）

 • SSC 的功能資訊 （第 20 頁）

使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的先決條件
使用 SSC 功能前，請確認您已符合下列要求：

 • 您已在場地與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管理員及內容管理員討論過內容與類別需求，並
已確認您要發佈內容的位置。

 • 您瞭解要如何控制專輯內容的展示，而管理員已經根據您的需求設定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伺服器與裝置。

 • 如果場地計劃使用指令檔來控制任何專輯內容的顯示，請確認您瞭解應為您的專輯指定的適當類
別，且發佈前管理員便已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的登錄檔中設定任何其他所需的類別。

 • 管理員已經建立一個 SSC 使用者帳戶，其中包含已授權的套房及電視，並已啟用該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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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的限制
在設定 SSC 的內容前，請考量下列限制：

 • 若要使用指令檔控制專輯顯示，您必須先為專輯指定類別。

 • 在相同 DMP 測試執行的每個專輯類別中，只有一個專輯可使用事件指令檔來啟用。

注意 如果相同的類別套用至 SSC 中某特定位置的多個專輯，則事件指令檔將會啟動尚未到期且最近已
更新屬性的使用中專輯。如果多位使用者正套用相同的類別定義並共用 DMP 位置，則您在使用
事件指令檔時必須小心協調因顯示而應處於使用中的專輯。

 • 跨越 DMP 的專輯控制並不能保證同步播放。

 • SSC 內容僅支援全螢幕範本 1920x1080。

附註 如您的影像小於 1920x1080，影像不會被放大為範本的大小。

 • 小於範本大小的圖形並不會加以放大。

 • 每個上傳的檔案最大可至 2 GB。

 • 只有當上傳至專輯的項目小於或等於 100 時，該專輯才能成功播放。（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Release 3.0.0-247 版本中，上限是 70。）

SSC 簡介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提供一個方法，讓場地中各種功能區域的企業使用者可以
將自訂內容直接獨立上傳至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伺服器，並指定至套房及裝置，以利未
來展示。

SSC 功能可提供入口網站讓每個授權的使用者，可以將內容上傳及儲存在名稱為專輯的資料夾
中。 這個使用者專屬的工作區是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 軟體中，個別 SSC 使用者唯一可以
存取的區域。其中僅包含了使用者上傳的內容，內容也只有該使用者才能檢視。

在企業使用者將內容上傳至專輯並設定專輯屬性後，SSC 使用者必須發佈專輯才能將內容放在 
DMP 上執行測試。專輯只能在使用者授權並已選取的電視上顯示。一旦專輯成功執行測試且指
定類別，事件運算子便會執行指令檔來將專輯內容顯示在具有該類型的指定電視上。或者，套房
使用者也可以使用設定來作為隨選內容服務的 IP 電話來控制內容在電視上的顯示。

附註 若要使用其他裝置來控制 SSC 專輯內容在電視上的顯示，您可以聯絡您的 Cisco Systems 代表以
取得 「使用者控制應用程式程式設計介面」（User Control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
稱 API），API 由特殊合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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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為不同的 SSC 角色與工作項目提供概觀。若要支援及使用 SSC 功能，管理員必須先設定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伺服器。只有為了新增或修改使用者帳戶、裝置或類別而改變環境，
才會需要額外的設定。

圖 1 SSC 角色概觀

SSC 使用方法

本節說明某些特定的方法，讓您可以在場地針對特定的商務功能使用 SSC：

 • 後端辦公室管理員—與特定贊助者會面時展示贊助者的標誌。

 • 教練—在更衣室中建立並顯示訓練時間表。

 • 營業攤位—更新靜態價目表。

 • 人力資源—公告本月優良員工。

 • 警衛室—顯示走失小孩的訊息。

 • 套房服務人員—顯示個人的 「生日快樂」訊息。

 • 套房銷售員—套房所有人可個人化套房。

 • 團隊商店—建立並顯示商店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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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
本節內容包括下列工作項目：

 • 登入 SSC 入口網站 （第 4 頁）

 • 上傳內容至 SSC 專輯 （第 5 頁）

 • 從 SSC 專輯中移除內容 （第 10 頁）

 • 設定 SSC 專輯屬性 （第 11 頁）

 • 發佈 SSC 專輯 （第 15 頁）

 • 檢視已授權電視清單 （第 15 頁）

 • 刪除 SSC 專輯 （第 16 頁）

登入 SSC 入口網站

本節說明如何存取 SSC 入口網站。

預修課程

登入 SSC 前，請確認您符合下列要求：

 • 您使用的瀏覽器版本及 Flash player 支援 SSC。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isco StadiumVision 的
版本資訊：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1274/prod_release_notes_list.html

 • 您的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管理員為您提供以下資訊：

 –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伺服器的 IP 位址。

 – 您 SSC 帳戶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 您已準備好為您的使用者名稱指定新密碼。（這只有在管理員將您的帳戶設定為，當您第一
次登入時要求變更密碼才需要使用。）

工作

若要登入 SSC 入口網站，請完成以下步驟：

步驟 1 開啟瀏覽器視窗並在 URL 方塊中，輸入 http://ipaddress:8080/StadiumVision/
以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管理員給您的 IP 位址取代 ipaddress。

步驟 2 當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畫面顯示時，請在「使用者名稱」及「密碼」方塊輸入您的 SSC 
帳戶資訊。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1274/prod_release_notes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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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按一下 「登入」。

步驟 4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登入，而管理員也已設定要您變更密碼，請在看到下列畫面時設定新密碼：

a. 在 「輸入目前密碼」方塊中，輸入管理員給您帳戶的原始密碼。

b. 請在 「輸入新密碼」方塊中輸入另一組密碼來取代原始帳戶密碼。

c. 請在 「重新輸入新密碼」方塊中輸入相同密碼，以確認密碼無誤。

d. 按一下 「儲存」。

步驟 5 資源載入後，SSC 入口網站就會開啟。

上傳內容至 SSC 專輯

本節包括下列主題：

 • 上傳內容的準則 （第 6 頁）

 • 建立新專輯 （第 6 頁）

 • 新增內容至現有專輯 （第 7 頁）

 • 大量上傳內容至新專輯 （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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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內容的準則

上傳內容至 SSC 專輯時請考量下列準則：

 • SSC 專輯支援下列檔案類型：

 – 影像檔— .png、.jpg、.jpeg

 – 視訊檔— .mpg、.mpeg、.m2t、.m2ts

附註 圖形及視訊壓縮內容的建立準則，參閱符合您使用版本的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內容建立參考指南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Content Creation Reference Guide)》。

 • 一個專輯可以僅包含影像檔或僅包含視訊檔，但不可同時包含兩種檔案類型。

 • 每個使用者的專輯必須使用唯一名稱。然而，多個使用者的專輯可能會有相同的名稱。

 • 上傳完成時，專輯封面會以粉紅色背景顯示，表示準備就緒可供發佈至電視。

建立新專輯

SSC 專輯含有一個或多個 SSC 使用者工作區中相同內容類型的檔案。每個 SSC 專輯可以僅包含
影像檔或僅包含視訊檔，但不可同時包含兩者。

若要建立新專輯，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上傳」。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步驟 2 確認您已選取 「新專輯」。

步驟 3 請在 「新專輯」對話方塊中輸入專輯名稱。

步驟 4 選取要上傳至專輯的內容類型：圖片或視訊。

步驟 5 按一下 「瀏覽」。

「選擇上傳檔案」對話方塊隨即開啟。只有對應至您所指定的專輯內容類型的支援檔案類型會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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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瀏覽至檔案所在的資料夾位置。

步驟 7 選取一個或數個對應至您所選取專輯類型的檔案。

秘訣 若要選取多個檔案，請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您要選取的檔案名稱加以選取。

步驟 8 按一下 「開啟」，

就會開啟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並顯示您所選取的檔案。

步驟 9 在確認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中選取的檔案後，按一下 「上傳」。

檔案就會開始上傳，而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中的每個檔案旁邊都會顯示狀態列。

步驟 10 （選項）當檔案持續上傳時，若要關閉對話方塊來執行其他工作，請按一下 「隱藏」。

上傳狀態與 「上傳中 ...」按鈕會顯示在 SSC 入口網站下方，讓您可以檢查上傳狀態。按一下
「上傳中 ...」重新開啟檔案名稱對話方塊，以及檢視特定檔案的上傳狀態。

新增內容至現有專輯

若要新增內容至現有專輯，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並開啟現有的專輯。按一下 「上傳」。

 •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一下您要修改的專輯，然後按一下 「上傳」。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 選取 「新增至現有專輯」選項。目前選取專輯的名稱已經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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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選擇不同的專輯，請按一下下拉式方塊中的箭號以顯示現有專輯的名稱。選取您要
更新的專輯的名稱。

 – 按一下 「瀏覽」。

「選擇上傳檔案」對話方塊隨即開啟。只有對應至您所指定的專輯內容類型的支援檔案類型會顯
示。

步驟 2 瀏覽至檔案所在的資料夾位置。

步驟 3 選取一個或數個對應至您所選取專輯類型的檔案。

秘訣 若要選取多個檔案，請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您要選取的檔案名稱加以選取。

步驟 4 按一下 「開啟」。

選取的檔案隨即開始上傳至您建立的新專輯。

步驟 5 在確認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中選取的檔案後，按一下 「上傳」。

檔案會開始上傳，而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中的每個檔案旁邊都會顯示狀態列。

步驟 6 （選項）當檔案持續上傳時，若要關閉對話方塊來執行其他工作，請按一下 「隱藏」。

上傳狀態與 「上傳中 ...」按鈕會顯示在 SSC 入口網站下方，讓您可以檢查上傳狀態。按一下
「上傳中 ...」重新開啟檔案名稱對話方塊，以及檢視特定檔案的上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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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上傳內容至新專輯

您可以一次上傳多個檔案至多個新專輯，也可指定專輯屬性，使用 Tab 鍵分隔的 Unicode 文字檔
來定義檔案名稱及專輯特性。

準備大量上傳的時候，請確認文字檔以及該檔案中指定的所有影像檔和視訊檔，都已存放在相同
資料夾位置，否則上傳將無法進行。

若要獲得 TSV 檔的範例，請與您的管理員聯絡。如需文字檔中項目需求的詳細資訊，請與您的管
理員聯絡，並參閱管理員《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自助內容設定指南》(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elf-Service Content Configuration Guide) 的〈編輯 TSV 檔案〉 (Editing a TSV File) 一節。

若要大量上傳內容至新專輯，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上傳」。

「匯入專輯」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步驟 2 選取 「有 .tsv 對應檔案的專輯」選項。

步驟 3 按一下 「瀏覽」。

「選擇上傳檔案」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步驟 4 瀏覽至所有檔案所在的資料夾位置。

步驟 5 選取該 TSV 檔中識別的 TSV 文字檔、所有影像和視訊檔。

秘訣 若要選取多個檔案，請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您要選取的檔案名稱加以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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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按一下 「開啟」。

步驟 7 「匯入專輯」驗證畫面隨即顯示。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如果偵測到錯誤，請檢視錯誤，然後按一下 「取消」。

您會返回 SSC 入口網站畫面。若是可以，請修正找到的錯誤，或與您的管理員一起解決任何
未處理的問題，然後重試上傳。

 • 如果未偵測到任何錯誤，請確認檔案有您要新增至 SSC 的內容，然後按一下 「上傳」。

從 SSC 專輯中移除內容

若要從 SSC 專輯中移除內容，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選取一個或數個要刪除的專輯項目。

被選取的專輯項目框線會反白顯示。

秘訣 若要選取多個檔案，請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您要選取的項目加以選取。

步驟 3 按一下 「刪除」，

就會顯示訊息方塊，讓您確認要刪除的選取項目。

步驟 4 若要繼續，請按一下 「是」。

選取項目隨即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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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SSC 專輯屬性

附註 您可以變更已發佈且在 DMP 上執行測試但尚未重新發佈之專輯的屬性。

本節包括下列主題：

 • 專輯屬性預設值 （第 11 頁）

 • 啟用或停用專輯 （第 11 頁）

 • 設定專輯展示的方式 （第 12 頁）

 • 為專輯指定類別 （第 13 頁）

 • 設定專輯內容自動由位置移除的到期日期 （第 13 頁）

 • 將專輯分類為 「我的最愛」（第 14 頁）

 • 指定有專輯可供顯示的套房及電視 （第 14 頁）

專輯屬性預設值

表格 1 提供針對 SSC 專輯設定的預設屬性資訊。

啟用或停用專輯

新專輯預設為已啟用，因此一旦發佈，就可以顯示在電視上。若要上傳專輯內容，但不顯示在電
視上，您可以停用專輯。

此功能透過停用可能尚未準備顯示的內容來讓您針對內容執行測試。專輯發佈後，只要重新啟用
以測試執行的專輯，則無需重新發佈專輯即可播放。

若要啟用專輯，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詳細資料隨即顯示，包括專輯屬性及項目。

步驟 2 請在 「使用中？」下選取 「是」的核取方塊，就會顯示核取記號。

表格 1 SSC 專輯屬性預設值

屬性 預設值 / 行為

使用中？ 是的。專輯可在發佈時播放。

顯示控制 手動。顯示中的專輯內容必須使用本機控制裝置以手動方式前進。

結尾重複 不可以。專輯播放完畢時，專輯內容不會自動重複播放。

隨機播放 不可以。專輯內容會以專輯排列順序顯示。

類別 未選取任何項目。該專輯無使用指令檔控制項。

會到期？ 不會。專輯內容將不會自動從 DMP 中刪除。

是否為我的最愛？ 否。專輯不會優先出現在 IP 電話或 SSC 工作區中 「我的最愛」標籤
下。

已授權電視 專輯已發佈至 SSC 帳戶的所有已授權電視。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自助內容使用者指南   
  如何使用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SC 功能

12
 

步驟 3 按一下 「儲存」。

若要停用專輯，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請在 「使用中？」下選取 「是」的核取方塊，移除核取記號，留下空白方塊。

步驟 3 按一下 「儲存」。

設定專輯展示的方式

您可以將 SSC 專輯設定為手動展示控制，這表示您將可以使用本機控制裝置 （例如 IP 電話）將
專輯項目的畫面手動顯示在電視上。此為預設值。

或者，您也可以設定專輯在指定的秒數後自動啟動並進入下一個項目。若將專輯設定為自動前
進，您也可以指定循環或隨機播放。

附註 如果您以循環或隨機選項來設定自動前進顯示控制，然後將專輯切換為手動顯示控制，那麼，當
您手動播放專輯時，先前設定的循環及隨機選項仍會繼續套用在專輯。

若要將專輯設定為手動展示控制，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在 「顯示控制」下，選取 「手動」。

步驟 3 按一下 「儲存」。

若要將專輯設定為自動展示控制，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在 「顯示控制」下選取 「自動前進」。

步驟 3 在 「每 n 秒」方塊中，輸入 1 至 999 的其中一個數字。預設值為 3。

專輯會在指定的秒數後自動前進至下一個內容項目。

步驟 4 若要在專輯播放結束時自動重新播放，請選取 「結尾重複」核取方塊。此為預設值。

步驟 5 若要以任意順序顯示內容項目，請選取 「隨機播放」核取方塊。

步驟 6 按一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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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輯指定類別

SSC 類別是一個您可以指定至專輯的標籤，可摘錄其內容摘並識別選取目的，所用的指令檔是由
管理員或內容管理員所撰寫的，他們並不熟悉您特定的專輯內容，也無需知道特定的專輯名稱。
這讓您可以審核內容並加以標示，也讓內容管理員可以輕鬆控制大量的專輯，方法是在定義指令
檔時透過項目名稱選取項目進行。

注意 如果相同的類別在 SSC 的特定位置已套用在多個專輯，則會使用尚未到期且最近更新屬性的使用
中專輯。若有數位使用者正套用相同的類別定義並共用 DMP 位置，則您在必須小心協調因顯示
而應處於作用中的專輯。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的預設登錄為：

 • 歡迎

 • 品牌忠誠度

 • 賽後

若要支援其他類別，管理員必須在管理儀表板中定義這些類別，然後才可以用在 SSC 功能中。

若要為專輯指定類別，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請按一下下拉式方塊中的箭號以顯示類別名稱，並選取您想為專輯指定的類別名稱。

步驟 3 按一下 「儲存」。

設定專輯內容自動由位置移除的到期日期

您可以指定專輯內容可自動從 DMP 刪除而無法再播放的日期及時間 （以伺服器時間為準）。此
功能讓您可以移除不需要的老舊內容，以節省 DMP 的儲存空間。預設是 「不會」—專輯內容不
會到期。

若要為專輯內容設定到期日期與時間，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選取日期。

就會顯示行事曆及時間選項。

步驟 3 選取日期方塊或行事曆圖示，行事曆就會開啟。瀏覽您希望內容移除或不再適用的日期，然後選
擇時間。

步驟 4 在 「小時」方塊 （左側）中，選取或輸入小時 （1-12）。

步驟 5 在 「分鐘」方塊 （右側）中，選取或輸入分鐘 （0-55，以 5 分鐘為間隔）。

步驟 6 選擇 「上午」或 「下午」。

步驟 7 按一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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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專輯分類為 「我的最愛」

將專輯分類為 「我的最愛」後，專輯就會列在 IP 電話的第一位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並且
會放在 SSC 工作區中 「我的最愛」的標籤底下，讓您擷取更方便。同時也會顯示在 「檢視全
部」標籤下。

若要將專輯分類為 「我的最愛」，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在 「是否為我的最愛？」下， 在下拉方塊中按一下箭號即可顯示，並選取 「是」。

步驟 3 按一下 「儲存」。

指定有專輯可供顯示的套房及電視

您只能將內容發佈至您的使用者帳戶所授權之套房和電視進行播放。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管理員會在建立 SSC 使用者帳戶時，從已在伺服器上設定完成的可用套房與電視清單中，指定這
些授權位置。

根據預設，您的帳戶會將專輯指定至所有針對您的帳戶授權的套房及電視。如果管理員已針對您
的帳戶設定 「上傳至個別電視」的選項，您就可以將要發佈的專輯指定至那些電視的子集。

附註 此工作僅供設定為上傳至個別電視的 SSC 帳戶使用。

若要指定可顯示專輯的套房和電視，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按兩下您想要編輯的專輯。

專輯隨即開啟，其中的專輯屬性和項目也會一併顯示。

步驟 2 在 「已授權電視」下，按一下 「編輯」。

顯示可用來指定專輯的套房清單的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步驟 3 若要為您的專輯指定特定的套房及電視，請遵循下列步驟：

 • 若要為某個特別的套房選擇所有定義的電視，請按一下套房名稱旁的核取方塊。

在選取所有電視後，方塊中會出現核取記號，套房也會反白顯示。

 • 若要選取為某特定套房定義的電視子集，請按一下箭號展開定義的電視清單，然後選取您要
授權的特定電視旁的核取方塊。

步驟 4 按一下 「確定」。

步驟 5 按一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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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已授權電視清單

若要檢視已授權電視清單，請完成以下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按一下 「顯示我的電視」。

顯示已授權套房清單的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步驟 2 若要檢視套房中的已授權電視，請按一下套房名稱旁的箭號來展開清單，並檢視該位置的電視。

步驟 3 按一下 「關閉」。

發佈 SSC 專輯

您必須從工作區發佈專輯才能將內容放在 DMP 上執行測試，以供內容在電視或其他裝置上顯示。
除非停用，否則更新後的專輯如需發佈，視窗上方將會顯示資訊性訊息做為提醒。

SSC 專輯以色彩標示來表示發佈狀態：

 • 粉紅色 — 專輯背景若為粉紅色，則存在下列其中一個狀況：

 – 上傳內容後，專輯尚未發佈。發生此狀況時，使用者介面中會顯示訊息。

附註 您也許需要按一下重新整理圖示以啟用 「發佈」按鈕。

 – 專輯尚未指定至任何已授權電視。

 – 專輯無法在授權電視的一個或多個 DMP 上測試執行。

附註 聯絡您的 Cisco StadiumVision 管理員以疑難排解 DMP 測試執行問題。

 • 綠色—專輯已發佈，且內容也已成功在所有 DMP 上測試執行並可供顯示。

若要發佈 SSC 專輯，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選取的專輯的框線會反白顯示。

秘訣 若要選取多個專輯，請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您要選取的專輯。

步驟 2 按一下 「發佈」。

藍色的進度列隨即顯示在專輯上，直到發佈完成為止。專輯在所有 DMP 上成功測試執行時，專
輯背景會變為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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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SSC 專輯 

若要刪除 SSC 專輯，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SSC 入口網站中，選取一個或多個要刪除的專輯。

選取的專輯的框線會反白顯示。

秘訣 若要選取多個專輯，請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您要選取的專輯。

步驟 2 按一下 「刪除」，

步驟 3 當訊息方塊出現時，請確認是否要刪除選取的專輯，然後按一下 「是」。

如何在電視上顯示 SSC 專輯內容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中有兩種標準方式可控制 SSC 專輯內容在電視上的顯示：

 • 使用事件指令檔來顯示 SSC 專輯內容 （第 16 頁） 

 • 使用 IP 電話顯示 SSC 專輯內容 （第 17 頁）

使用事件指令檔來顯示 SSC 專輯內容 
管理員或內容管理員可藉由下列準則來設定指令檔，以控制您的 SSC 專輯內容在多部電視上的顯
示情況：

 • 您必須為即將在指令檔中設定的專輯指定適當的類別，而專輯也必須啟用且不會到期。

 • 您應該為專輯設定 「自動前進顯示控制」的選項，則指令檔開始執行時，專輯就會自動開始
播放。否則，您將須要手動才可開始播放專輯。

 • 您必須發佈專輯，並確認專輯複製成功 （具有綠色背景的專輯）。

 • 使用事件指令檔時，每個電視位置只能開始播放一個專輯。

注意 如果相同的類別套用至 SSC 中某特定位置的多個專輯，則事件指令檔將會啟動尚未到期且最近已
更新屬性的使用中專輯。如果多位使用者正套用相同的類別定義並共用 DMP 位置，則您在使用
事件指令檔時必須小心協調應可供顯示的使用中專輯。

管理員或內容管理員應如何為 SSC 專輯控制設定事件指令檔，請見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自助內容設定指南，3.0 版》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Self-Service Content 
Configuration Guide, Release 3.0)。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ports_Entertainment/StadiumVision/Director/software/configuration/guide/SV_Director_SSC_config.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ports_Entertainment/StadiumVision/Director/software/configuration/guide/SV_Director_SSC_config.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ports_Entertainment/StadiumVision/Director/software/configuration/guide/SV_Director_SSC_confi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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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 電話顯示 SSC 專輯內容

若要使用 IP 電話來控制專輯內容的顯示器，請確認您符合下列要求：

 • 您已成功將專輯發佈至目標套房及電視。

 • 管理員已成功針對某個服務類型設定 IP 電話，該服務類型支援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隨選內容。

本節包括下列主題：

 • 啟動 SSC 專輯內容的顯示器 （第 17 頁）

 • 設定專輯項目顯示的持續時間 （第 19 頁）

 • 停止專輯展示 （第 19 頁）

 • 當一個專輯已在電視播放時，開始另一個專輯展示 （第 20 頁）

啟動 SSC 專輯內容的顯示器 

附註 若要使用其他裝置來控制 SSC 專輯內容在電視上的顯示器，請聯絡您的 Cisco Systems 代表以取
得使用者控制 API，此 API 由特殊合約提供。

若要使用 IP 電話在電視上顯示專輯內容，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在 IP 電話首頁面板上，碰觸 「專輯控制」。

步驟 2 在 「選取顯示器」畫面上，碰觸畫面來選取個別電視或 「全部」，將專輯內容顯示在所有電視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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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碰觸 「選取專輯」畫面，選取要顯示的專輯內容。

步驟 4 碰觸展示控制按鈕，以手動播放內容、暫停、前進和後退。

 • 若要開始播放專輯，請碰觸 「播放」按鈕：

 • 若要暫停播放專輯，請碰觸 「暫停」按鈕。

附註 「暫停」按鈕只適用於非視訊專輯。

 • 若要手動變更顯示器上的內容，請使用 「上一頁」（返回至上個專輯項目）及 「下一個」
（前進至下一個專輯項目）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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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專輯項目顯示的持續時間

如果您顯示的專輯內容項目為影像，且專輯已使用 SSC 中的自動前進顯示控制發佈，您可使用 IP 
電話上的 「持續時間」軟體鍵來修改電視顯示每個項目的時間。預設值為 3 秒。

附註 此設定相當於 SSC 使用者介面中 「每 n 秒自動前進」的專輯屬性。

若要設定所顯示專輯項目的持續時間，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當 「控制展示」畫面顯示時，請選取電話顯示器下方的 「持續時間」軟體鍵。

步驟 2 「設定持續時間」畫面顯示時，請使用電話鍵台來指定持續時間的秒數。

例如，如果您希望內容前進至下個項目前顯示 10 秒的時間，您可以在電話鍵台上按下 「1」及
「0」。

附註 使用 << 按鈕來刪除無效按鍵輸入。

步驟 3 選取 「確定」軟體鍵。

停止專輯展示

若要停止專輯展示，請遵循下列步驟：

步驟 1 當 「控制展示」畫面顯示時，請選取電話顯示器下方的 「結束」軟體鍵。

步驟 2 當畫面顯示 「是否確定結束展示？」確認訊息時，請碰觸 「是」。

電視隨即結束展示，您也會返回 IP 電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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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專輯已在電視播放時，開始另一個專輯展示

如果一個專輯已在選取的電視上播放，而您開始另一個專輯展示，則將顯示下列畫面：

 • 若要開始新的展示，請碰觸 「新增」。下列訊息會顯示在畫面上：

碰觸 「是」，結束播放正在進行的展示；或碰觸 「取消」，返回 「新增 / 繼續展示」畫面。

 • 若要繼續進行現有展示，請碰觸 「繼續」。

 • 若要停止所有展示，請碰觸 「全部結束」。

系統將顯示訊息詢問您是否確定要結束所有展示，讓電視恢復顯示一般內容。碰觸 「是」。

SSC 的功能資訊 
表格 2 列出此功能的版本記錄。

Cisco 和思科標誌是思科及 / 或其附屬機構在美國 及其他國家 / 地區的商標。若要檢視思科商標清單，請前往：www.cisco.com/go/trademarks。

文中所提及之第三方商標均屬於其各自所有者。「合作夥伴」一詞不表示思科與其他任何公司之間具有合作關係。(1110R)

本文件中所使用的任何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位址及電話號碼均為虛構。本文件所包含之任何範例、命令顯示輸出、網路拓撲圖例與其他

圖說僅供說明之用。說明內容中的 IP 位址或電話號碼均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 2012 Cisco Systems, Inc. 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表格 2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自助內容的功能資訊 

日期 版本 功能資訊

2012 年 8 月 16 日 版本 3.0.0-333 變更內容如下：

 • 專輯無法在 DMP 測試執行時，新增備註讓 SSC 使用
者聯絡他們的 Cisco StadiumVision Director 管理員。

 • 多個小節的更新資訊 第 17 頁的「使用 IP 電話顯示 
SSC 專輯內容」一節。

2012 年 8 月 2 日 版本 3.0.0-333 更新文件以修訂或移除各項限制。

2012 年 5 月 29 日 版本 3.0.0-247 首次發佈此功能。

http://www.cisco.com/go/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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