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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1.1. 概述

欢迎使用 F1 全息风扇屏广告机，我们将给您提供一个全新的全息显示方案，在您使用本机前，请认真阅读本使用

指引，本指引将协助您配置产品到云端，并引导您使用产品以及相关的 APP 程序。

1.2. 配件清单

装箱单详情

1.3. 产品参数

项目 参数 项目 参数

显示尺寸 50cm
使用环境

室内、室外（需保护罩）

亮度 1600cdm CPU Quad-core CortexTM-A7

分辨率 50 万像素点
存 储

8GB

叶片数量 4 显示角度 176°

灯珠数量 512 颗（4×128 颗） 分辨率 50 万像素点

额定功耗 70 瓦 输入电压 100-240V AC，50/60HZ

控制方式 APP(安卓，苹果)、 小程序、web 视频格式 MP4、 AVI、 RMVB、 MPEG

帧 率 24 帧/秒 工作温度 -30°C~60°C

系统 Android 机器理论寿命 30000 小时

净重 0.8kg 毛重 1.6KG（含适配器、配件）

材料 PC+铝 包装尺寸 345mm×205mm×215mm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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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1 风扇屏安装

2.1.设备标识

2.2.安装步骤

1.安装扇页。风扇页有两组，注意两组的连接器不一样，按下图所示连接装配：

1、 TM4×5 螺丝孔

2、 TM4×8 螺丝孔

3、 公座插孔

4、 母座插孔

5、电源插孔

6、挂件卡扣

7、PCB 板风扇页母插头 8、PCB 板风扇页公插头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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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插接完后拧上螺丝，注意靠主轴的 8 个螺丝为长螺丝，另四个为短螺丝：

如上图：红色箭头所示为 TM4×5 短螺丝，蓝色箭头所示为 TM4×8 长螺丝，注意螺丝一定要锁紧防止脱落伤人

2、安装挂件。使用 M6 螺丝将风扇屏挂件固定在墙上或其他稳固的结构上，注意一定要牢固。

将风扇屏挂到挂件上，锁上固定螺丝，插上电源即可。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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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默认无线网络配置

本设备预置为开机自动连接默认热点，首次安装请在设备附近设置以下热点名称和密码，设置热点开启后，

设备启动即会自动连接热点，再通过热点将设备配置到固定路由器 WIFI。

出厂默认连接热点名称：fsp

出厂默认热点配置密码：fsp123456

备注：热点配置只需要在第一次安装配置，设备配置到固定路由器 WIFI 后，将不再需要热点，如移动安装

位置或更换路由器，需要重新配置）

2.3.1 热点配置

拓扑图

1. IOS 系统配置：

步骤 1：“设置”->”通用“->”关于本机 – “名称“ （设置本机名为”fsp”）

步骤 2：设置- 个人热点 – 密码 （设置密码为”fsp123456”）

2. Android 系统配置：

设置路径： 设置 – 个人热点 （配置默认热点名称”fsp”和密码”fsp123456“）

备注：由于 Android 手机款式差异，热点设置路径需根据实际手机款式设定。

3. 单机“完成”返回，就设置了新的 iPhone 本机名称了。

4. 然后进入“设置”，点击进入“个人热点”。

5. 打开“个人热点”，就可以分享新的个人热点名称了。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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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PP 使用方法

3.1. APP 安装

安卓手机用户可以通过应用汇 APP 搜索“FAN DISPLAY”进行下载安装；

苹果手机用户可以通过 app store 搜索“FAN DISPLAY”进行下载安装;

3.2. 运行环境

APP 可在 Android 4.0 和 IOS 8.0 版本以上的手机上运行。

3.3. 用户注册

注册步骤：“我要注册” → 注册界面 → 输入注册信息 → 点击获取验证码 → 输入验证码 → 注册成功登录：

备注：中国大陆用户可用手机和邮箱注册账户；大陆以外用户，只能以邮箱注册账户。

3.4. 界面介绍

用户登陆成功后，在首页可以看到有四个选项卡，分别代表不同的功能。

首页界面：

1、可以看到设备的连接姿态、在线设备数量、用户管辖下的设备总

数量。

2、点击首页右上角 的按钮，可以扫描设备机身二维码添加设备

3、通过“添加快捷方式”，可以将已有的设备以快捷方式显示在首

页界面里。

4、设置联网配置，在已连接手机热点的前提下可以配置设备现场的

WIFI。

管理界面：

该界面下显示可以看到可管理的设备。

1、通过“ ”，可以对控制设备删除，删除后其他手机可扫

码控制。

2、通过“编辑按钮”，可对设备进行修改名称等的相关操作。

3、通过屏幕右上角的“+”也可扫描添加设备。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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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PP 操作

3.5.1 添加设备

3.5.2 设置联网配置

把风扇屏安装固定好，连接电源，机器开始启动。

控制界面：

该界面下显示可以看到可控制的设备。

1、通过“设备开关”，可以进行控制设备开、关。

2、点击设备名称，可以看到媒体列表，并进行下一步添加

媒体的操作。

3、一步添加媒体的操作

我界面：

该界面下可以修改用户资料及 APP 升级操作。

1、点击用户名，可以进行对用户的密码修改等操作。

2、在“我的分享”，可查看我分享的账号和分享给我的帐号。

3、通过“工具”，可以对设备进行联网配置。

4、“关于”菜单里可以找到关于 APP 使用帮助。

通过手机 APP、小程序扫描风扇屏上的二维码进行添

加。添加成功后并不能对设备进行操作，需要启动后进行

连接和配置网络才能使用。添加成功后其它用户在当前用

户不删除情况下仅能通过分享后才能使用该设备。

扫描主机上的二维连接设备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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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连接手机热点前提下，设备显示在线可在首页点击设备联网配置 选择设备 → 配置 → 在弹出的对话框

中输入当地的 WIFI 名称和密码，设备重启，即配置成功。当要放弃配置时，点击输入框外空白处返回即

可。

1） 选择“我“的界面 → 工具-设备联网配置 → 选择设备-配置 →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当地的 WIFI 名称

和密码。当要放弃配置时，点击输入框外空白处返回即可。

注意：如现场有 WIFI，可按此操作，无 WIFI 可忽略，用手机热点即可。

3.5.3 上传视频素材

操作步骤：进入控制界面 → 点击设备名称 → 进入媒体列表 → 点击“添加本地文件”按钮-选择手机上

的素材

支持素材格式：mp4

添加视频：点击“视频添加”添加本地视频

名字：可以对上传的素材进行重新命名

连续播放次数：设定素材连续播放次数

在媒体列表页中，可以对上传的素材进行播放顺序、删除及

设备播放。

通过 可以调整素材播放顺序

通过“ ”按钮添加素材

通过“ ”按钮删除素材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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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查看编辑设备信息

进入“管理“界面，可以对已添加的设备进行产品名称的修改和删除。修改设备名称步骤：点击设备名称

→ 修改设备名称 → 保存。点击 按钮，设备删除后其他手机可以再扫码。

3.5.5 分享设备

分享方法：扫描对方的二维码

进入“我”界面，选“我的分享”→ “我的分享账号” → 点击“+” →“扫一扫分享”扫描对方的二维

码进行分享；或软件首页点击“+”→“扫一扫分享”扫描对方的二维码进行分享；

调出二维码步骤：对方软件打开“我”界面 → 点击用户名 → 点击“我的二维码”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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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程序使用方法

4.1. 关注小程序

安卓和苹果手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风扇屏” 进行控制。

4.2. 小程序运行

小程序需要在微信 5.0 版本及以上运行。

4.3. 小程序操作

4.3.1 添加设备

1、在微信小程序中添加并关注“风扇屏”小

程序，进入“风扇屏”小程序，点击右下角“ ”

添加设备；

2、对准机器上标贴的二维码进行扫码添加；

添加成功后小程序中的设备数量会变；

3、点击添加快捷方式，可添加增加的设备的快捷图

标；注意，如有多台设备，添加快捷方式时可上下滑

动选择想加添加的设备编码即可。

4、手机开启热点（热点名称”fsp”和密码”fsp123456

“），将设备插上电源，设备自动运转，大约 1 分钟左右

自动连接此热点；

5、打开微信小程序等待半分钟左右设备显示在线即可控

制设备；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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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控制设备

开关设备：进入想要控制的设备后，点击开关可控制风扇屏开关机；

添加素材：点击添加本地，出现添加视频提示，点击添加视频，选择手

机相册想要展示的视频，点击完成，显示上传中，提示添加成功，会在

列表中显示缩略图。

注意：因网络及后台的原因，部分操作会有延迟，所以操作时不要急

躁，等播放成功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4.3.3 查看编辑设备信息

进入“管理“界面，可以对已添加的设备进行删除和产品名称的修改。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设备。

修改设备名称步骤：点击设备名称 → 修改设备名称 → 确定。

4.3.4 分享设备

分享方法：扫描对方的二维码

进入“我”界面，选“分享”→ “我分享的” → 点击“+” →“扫一扫分享”扫描对方的二维码进行分

享；或首页点击“ ”→“扫一扫分享”扫描对方的二维码进行分享；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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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出二维码步骤：对方打开小程序（APP)点击“我”界面 → 点击用户名 → 点击“我的二维码”

五、注意事项

1.风扇屏必须安装牢固，安装低于 3 米以下强制加装防护罩，否则伤及行人后果自负。

2. 启动前，请确认扇页转动范围内物品是否已经清除。

3. 风扇运行期间，不要尝试用手去触摸。

4.本产品由高密元件组成，禁止用户自行拆卸，修理，改装或重摔，以免对本机造成损坏。

5.广告机正常工作温度为-30°C～60°C，如果环境温度过低或过大，请谨慎使用本机。

6.请不要使用尖锐物体在机器表面刮划。

7.机器表面如果又灰尘，污渍或者有水滴，请用柔软的干布擦拭。

深圳市阿美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D全息风扇屏产品使用手册》
	一、产品概述
	1.1.概述
	1.2.配件清单
	1.3.产品参数

	二、F1风扇屏安装
	2.1.设备标识
	2.2.安装步骤
	2.3.默认无线网络配置

	三、APP使用方法
	3.1.APP安装
	3.2.运行环境
	3.3.用户注册
	3.4.界面介绍
	3.5. APP操作

	四、小程序使用方法
	4.1.关注小程序
	4.2.小程序运行
	4.3.小程序操作

	五、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