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rDroid Business 
数字标牌及⼴告屏管理

监控任何安卓系统的设备画⾯、运⾏、及资源使⽤情况。

更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快速解决问题，⾃动更新软件或限制

设备操作与内容。了解如何实际使⽤ AirDroid Business
来更有效率的管理您企业的远程设备。

airdroid.com/business | Datasheet | 数位⼴告屏幕管理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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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领域 – ⾃助式收款机、⾃助称重机
时尚餐饮 – ⾃助点餐、叫号设备
智能医疗 – 分诊叫号系统、⾃助打印报告
智能政务 – ⾃助服务系统、⾃助填单、流媒体播控系统

市⾯上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告屏，以满⾜不同的业务需求。

只要它们是基于安卓系统，AirDroid Business 即可帮助您
管理和监控这些设备。

远程控制解决⼴告设备问题

监控设备运⾏及资源使⽤状态

设置预警并收到通知，如 HDMI 连接断开、电
量、或存储空间过低等状态

快速批量部署设备与初始化配置

远程⾃动或阶段性更新设备应⽤

通过 Kiosk 模式进⾏单⼀应⽤锁定

设备在线/离线状态
设备部署和分组管理

设备资源和使⽤情况监控

HDMI 输出连接状态

⼴告屏播放器需保持 24/7 全天候运⾏，以最⼤限
度地提⾼投资报酬率。其中，最⼤的挑战莫过于时

常需要不断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和问题，导致⼴告屏

当机或停⽌运作。

 

为移动时代所打造的数字标牌及⼴告屏管理⼯具

⽀持各种型态的安卓设备

重点功能⼀览 设备管理的挑战

⽤于数字标牌及显⽰屏的

AirDroid Business MDM 可帮助
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远程管理和

客⼾设备。 随时掌握设备状态并
快速解决问题，可确保设备停机

时间降低，更可减少客服⼯作，

以及⻓期提⾼总体客⼾满意度。

保持内容管理应⽤的更新

确保屏幕内容显⽰正确

对设备进⾏故障排查并解决问题

隔绝不当操作、遗失或偷窃

安装在设备上的⼴告屏拨放应⽤需要保持运⾏及最

佳设置，其中包括新功能的更新、安全补丁更新，

以及正确的系统设置等。

内容软件管理的挑战

解决⽅案价值与好处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2airdroid.com/business | Datasheet | 数位⼴告屏幕管理解决⽅案

扫码联系售前客服

适合⼤数量的弹性布建和管理

如果您的公司基于各种项⽬需要部署⼤量设备，与其

花费⼤量时间逐⼀⼿动设置，您可以快速且轻松地实

践批量与⾃动化部署：

• 批量注册全新数字标牌设备
•  ⾃动化合规性策略配置
• 建⽴设备分组便于后续管理
• 批量编辑设备内容与信息
• 管理⽤⼾账号及访问权限

远程监控屏幕画⾯及运⾏状态

远程观看屏幕画⾯

设备运⾏状态，包含CPU、设备流量、存储空
间、温度及电池⽤量

随时定位设备地点

查看设备是否曾有其他应⽤导致流量提升、通过

流量报告找到问题点

您可以远程监控所有数字标牌设备的运⾏状态，提供

您所有所需的信息，掌握任何需注意的事件：

远程控制与问题排查

您可以远程访问并控制所有部署在外的数字标牌设

备，让您在发⽣问题时快速解决问题，减少设备停机

时间：

• 远程控制设备进⾏技术排查
• 使⽤⿊屏模式在远程维护期间隐藏远程 IT 操作
• 调整画⾯⽅向(平板优化)、⾳量、⼴告屏幕亮度等
• ⽀持通过桌⾯及⼿机端进⾏远程控制

智能预警及⽇志报告

您可以通过预警在设备发⽣问题时⽴即收到通知，甚

⾄在问题发⽣前就可提前预测，避免浪费⽆谓的资源

或耽误宝贵的时间：

• 当设备触发预警条件时⽴即发送通知
•  触发警报时⾃动执⾏后续任务（例如，设备锁定和
⼴播消息）

• 设备 HDMI 连接状态
• 设备的管理服务在线/离线状态
• 设备电池及存储空间状态

Windows PC (Windows 10, 8, 7)
macOS (10.9 及以上)
Android (4.1 及以上)
iOS (10 及以上)

AirDroid Business 桌⾯及移动控制端

Android (4.1 及以上 )
Biz Daemon 被控端 (安装在欲控制的设备上)

产品规格

AirDroid Business 数字标牌及⼴告屏管理解决⽅案

⽴即试⽤

14天免费试⽤
免费试⽤ AirDroid
Business，不需信⽤卡或设
置费。

和我们的销售顾问联系并了解
AirDroid 产品可以如何帮助您
管理和监控安卓设备。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izApply.html?utm_source=bizdatasheet&utm_campaign=bizapply&utm_medium=signagedatasheet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n/mobile-device-management-free-trial/?utm_source=datasheet&utm_medium=free_trial&utm_campaign=digital-sig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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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操作及锁定应⽤ (Kiosk 模式与策略)

Kiosk 模式与策略设置的功能让您能确保设备⾥安装的数
字标牌播放应⽤程序可以顺利且不中断地运⾏，并在没有

解除状态的情况下可预先限制不当操作、防⽌蓄意破坏或

甚⾄遭窃：

•  ⾃定义符合企业规范的策略设置保护机密数据安全
•  设置解锁密码防⽌ Kiosk 状态被随意退出
• 通过单⼀或多应⽤模式协助锁定数字标牌应⽤程序
• 限制⽤⼾访问未经允许的应⽤、⽹站、或其他系统功能
• ⾃定义设备通知中⼼和主画⾯接⼝

⾃动发布及更新应⽤ (企业应⽤管理服务)

传统的⼿动更新应⽤相当耗时费⼒。您可以使⽤企业应⽤

管理 (AMS) 远程发布和安装应⽤⾄部署在外的数字标牌
设备上，过程全⾃动不需他⼈协助，还可进⾏排期发布、

将⼤型的更新项⽬拆分成不同阶段执⾏来降低⻛险：

• 全⾃动应⽤更新及发布
• 基于地区或设备分组的分阶段发布
• ⽀持测试和排期发布
• 建⽴您专属的企业应⽤商店/托管⾕歌应⽤商店
•  在发布后观看更新进度及结果

AirDroid Business 数字标牌及⼴告屏管理解决⽅案

Windows PC (Windows 10, 8, 7)
macOS (10.9 及以上)
Android (4.1 及以上)
iOS (10 及以上)

AirDroid Business 桌⾯及移动控制端

Android (4.1 及以上 )
Biz Daemon 被控端 (安装在欲控制的设备上)

产品规格

⽴即试⽤

14天免费试⽤
免费试⽤ AirDroid
Business，不需信⽤卡或设
置费。

扫码联系售前客服
和我们的销售顾问联系并了解
AirDroid 产品可以如何帮助您
管理和监控安卓设备。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izApply.html?utm_source=bizdatasheet&utm_campaign=bizapply&utm_medium=signagedatasheet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n/mobile-device-management-free-trial/?utm_source=datasheet&utm_medium=free_trial&utm_campaign=digital-signage


包含在⽅案中, ⽆包含此功能

扫我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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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我看价格

功能列表 基础版 标准版 企业版

*所有⽅案皆按年计费
*如有200台以上的设备需求，请与我们的销售团队联系
*查看完整的功能与价格⽐较列表，请点击连结前往  AirDroid Business价格⽅案 或掃⼆維碼 →

最超值!

(前为旗舰版)

专为数字标牌及⼴告屏打造的强⼤远程管理功能

远程访问

远程控制

观察模式

远程相机

⽂件管理

远程⽂件管理

双向⽂件传输

批量⽂件群发

安全模式
*独有专利功能

通过企业专⽤安装包免绑定部署

通过 IMEI、IMSI 等批量部署（即
将上线）

通过预配置设定快速完成设备的参

数设置及应⽤部署

设备注册及预置

通过 QR Code 注册

通过 Android Enterprise
(afw#setup) 注册

通过 USB 部署⼯具注册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n/pricing/airdroid-business/?utm_source=datasheet&utm_medium=pricing&utm_campaign=digital-signage
https://www.airdroid.cn/contact-us/sales/?utm_source=datasheet&utm_medium=contact_us&utm_campaign=digital-signage


包含在⽅案中, ⽆包含此功能

扫我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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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我看价格

功能列表 基础版 标准版 企业版

*所有⽅案皆按年计费
*如有200台以上的设备需求，请与我们的销售团队联系
*查看完整的功能与价格⽐较列表，请点击连结前往  AirDroid Business价格⽅案 或掃⼆維碼 →

最超值!

(前为旗舰版)

专为数字标牌及⼴告屏打造的强⼤远程管理功能

组织成员管理

远程设备锁定

远程恢复设备出⼚设置

设备应⽤列表&远程卸载应⽤

⾃定义⻆⾊与权限

管理及安全

预警 & ⼯作流

设备监控

群发通知

多级分组

每隔30分钟获取⼀次画⾯ 不限 不限

报告与⽇志

企业应⽤管理

企业专属应⽤商店

托管的⾕歌应⽤商店

发布应⽤数量

应⽤发布统计

根据分组、机型设定应⽤发布范围

测试发布

分阶段发布

强制安装

3 6 不限*企业专属应⽤商店/托管的⾕歌应⽤商店发布应⽤
数量分别单独计算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n/pricing/airdroid-business/?utm_source=datasheet&utm_medium=pricing&utm_campaign=digital-signage
https://www.airdroid.cn/contact-us/sales/?utm_source=datasheet&utm_medium=contact_us&utm_campaign=digital-signage


包含在⽅案中, 可另外加购, ⽆包含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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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列表 基础版 标准版 企业版

*如选购标准版主⽅案，内已包含标准版适⽤的 AMS 附加功能
*如选购企业版主⽅案，即享有所有的附加功能
*查看完整的功能与价格⽐较列表，请点击前往  AirDroid Business价格⽅案 或扫⼆维码 →

最超值!

(前为旗舰版)

强⼤功能 — 让管理运为更佳简易、有效率

扫我看价格

Kiosk模式

单⼀/多应⽤模式

⾃定义品牌和布局

⾃定义Kiosk桌⾯和通知中⼼

⾃定义⼿机系统设置项

Kiosk浏览器

⽩名单⽹站

1 10 不限

策略配置及 Kiosk 模式

限制

⾃定义设备锁屏密码规则

设备安全策略

应⽤⿊名单

*包含各种对设备的限制项，如：允许/禁⽌恢复
出⼚设置

地理围栏与位置追踪

设备定位

位置获取频率

定位保存时间

地理围栏

警报与⼯作流

3 分钟 1 分钟 1 分钟

7 天 30 天 90 天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om/zh-cn/pricing/airdroid-business/?utm_source=MDM%20datasheet&utm_medium=airdroid%20business%20pricing&utm_campaign=marketing%20collaterals
https://www.airdroid.com/zh-cn/pricing/airdroid-business/?utm_source=MDM%20datasheet&utm_medium=airdroid%20business%20pricing&utm_campaign=marketing%20collaterals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usiness/
https://www.airdroid.cn/pricing/airdroid-business/?utm_source=datasheet&utm_medium=pricing&utm_campaign=digital-sig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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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试⽤

授权与订阅⽅案常⻅问题

购买后可以再升级吗？ 钱怎么算？

可以，价差将以升级后的⽅案按剩下天数的
⽐例计算。

设备数量超过200的价格是多少？

如果您需要绑定的设备数量较多，请与我们联
系，您或许可享有特别优惠。

可不可以分期付款？

企业版为⽅便客⼾年度预算考量，皆以年度
收费。

续约时可以降级吗？

可以，请慎重考量降级后的使⽤情境将有巨幅改
变。⽅案细节及操作⽅式请咨询销售。

有没有公益组织优惠？

有的，我们⿎励并⽀持公益组织的社会活动，
如想了解细节，欢迎洽询销售。

哪个⽅案适合我？能否提供建议？

让我们的专业团队为您提供免费咨询，并帮助您
选择适合您业务的最佳⽅案。如想了解细节，欢
迎咨询销售。

请多加善⽤我们的免费资源
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的销售⼈员，或申请 14 天免
费试⽤进⾏体验。

我们的忠实客⼾ 国际专业评测认可

Sand Studio是⼀家以客⼾为中⼼的公司，其开发的软件旨在提⾼各种规模的个⼈
及企业的效率和⽣产⼒。 我们旗下的解决⽅案包括移动设备管理，远程控制、远程
⽀持及屏幕投放等。 Sand Studio的总部位于新加坡，在台北设有办事处，负责国
际市场的销售和运营。

关于 Sand Studio 联系我们

商务销售及合作相关

sales@airdroid.com

技术⽀持

success@airdroid.comCopyright © 2023 Sand Studio,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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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联系客服

https://www.airdroid.com/zh-cn/bizApply.html?utm_source=bizdatasheet&utm_campaign=bizapply&utm_medium=signagedata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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