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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control system, a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method and an exchange method for an LED display apparatus. The
control system comprises an LED display apparatus ( 1000) and an editing terminal (3000).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1000) com
prises a master control unit (1002) and 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 (1001).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 (1001) i s
connected to the master control unit (1002), and i s used for being in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 with the editing terminal (3000).
The master control unit (1002) i s used for processing a control signal of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 1000) and driving an LED lamp
(1004) to display. The editing terminal (3000) i s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 with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1000). The
editing terminal (3000) edits to-be-displayed information of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1000), and sends the edited to-be-displayed
information to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 1000) for display.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1000)
and the editing terminal (3000) can be implemented by means of the control system of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1000), so that the
use convenience of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 1000) i s improved, an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LED display apparatus (1000) i s
also expanded.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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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LED 显示 装 置 的控 制 系 统 、通 信 系 统及 方法 、交 易方 法 。控 制 系统包 括 ： LED 显示 装 置 （1000 ) 和 编 辑
终端 （3000) 。其 中， LED 显示装 置 （1000) 包括 ：主控 单 元 （1002 ) 以及无 线通 讯模块 （1001 ) ；其 中，无
线通 讯模块 （1001 ) 与主 控单 元 （1002 ) 连接 ，用 于与编辑 终端 （3000) 进 行通 讯连接 ，主 控单 元 （1002 ) 用
于 处理 LED 显示 装 置 （1000 ) 的控 制 信 号 ，并驱 动 LED 灯 （1004 ) 进 行显示 ；编 辑 终端 （3000 ) 与 LED 显示
装 置 （1000 ) 无 线通 讯连 接 ，编 辑 终端 （3000 ) 对 LED 显示 装 置 （1000 ) 的待 显示 信 息进 行编 辑 并将 编 辑 完
成 后 的待 显示 信 息发送 到 LED 显示 装 置 （1000 ) 进 行显示 。 LED 显示 装 置 （1000 ) 的控 制 系 统可 实现 LED 显
示 装 置 （1000 ) 与编 辑 终 端 （3000 ) 之 间 的便 捷 通 讯 ，提 高 了 LED 显示 装 置 （1000 ) 使 用 的便 利 性 ，也 拓 宽
了 LED 显示装 置 （1000) 的应用 范 围 。



一种 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通信系统及方法、交易方法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属于LED 电子显示屏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

统及方法。

[3] 〖背景技术】

[4] 目前，LED 电子显示屏是一种常用的显示装置，现有的LED 显示屏广泛使用箱

体结构，设置于室内或者室外的墙上。

[5] 首先，现有技术中的LED 电子显示屏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与控制器 （一般为一

台计算机）以有线的方式连接，计算机将待显示的内容输入到LED 显示屏内的

存储单元内，LED 电子显示屏通过读取存储单元内的信息进行显示相关内容，当

需要更换显示内容时还需要用数据线重新将计算机与显示屏进行连接，因此使

用过程十分不便。由于其需要设置存储单元等结构，使其箱体的厚度大，整体

会过于笨重。

[6] 其次，由于传统LED 显示屏采用塑料面板连接显示屏PCB 板、相关电子器件

与箱体，导致电子器件产生的热量只能由空气对流带走，无形中大幅度降低了

传热的效率，也使得显示屏处于不稳定的热状态下。

[7] 另外，现有技术中的LED 显示屏多为独立使用，其显示信息仅仅与一台计算机

连接，针对LED 显示屏的控制以及其显示内容的编辑过程极其不便。

[8] 【发明内容】

[9]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及方法，所述控制系统包

括：LED 显示装置和编辑终端，所述LED 显示装置包括：主控单元以及无线通

讯模块；其中，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所述主控单元连接，用于与编辑终端进行

通讯连接，所述主控单元用于处理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信号，并驱动LED 灯进行

显示；所述编辑终端与所述LED

显示装置无线通讯连接，所述编辑终端对所述LED 显示装置的待显示信息进行

编辑并将编辑完成后的待显示信息发送到所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10]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控制系统还包括云端服务器 ，所述云端服务器

通过 网络与所述LED 显示装置 的无线通讯模块 以及编辑终端连接 ，编辑终端将所

述待显示信息存储在所述云端服务器 ，云端服务器对所述待显示信息进行存储

和处理 ；以使LED 显示装置从所述云端服务器下载所述待显示信息并进行显示。

[11]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编辑终端可 以为移动 电话 、便捷式笔记本 电脑

以及 固定式计算机。

[12]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编辑终端上装载有应用程序 ，所述编辑终端通

过所述应用程序与所述云端服务器连接 ，以编辑所述LED 显示装置上 的显示信息

[13]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云端服务器上设有信息交流社 区，所述信息交

流社 区用于LED 显示装置 的拥有者 、LED 显示装置显示 内容 的编辑者进行交流

[14]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LED 显示装置还包括在线升级模块 ，所述在线

升级模块与所述主控单元连接 ，并通过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从所述云端服务器下

载最新版本操作系统并进行系统 的升级。

[15]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LED 显示装置还包括金属板 以及安装板 ，所述

安装板 的一面阵列设置有多个LED 灯 ，另一面铺设有主控单元 ，所述金属板与所

述安装板铺设主控单元的一面连接 ，用于对所述安装板进行散热 ，所述金属板

与所述安装板之间通过 固定件 间隔设置 ，所述 固定件包括本体 、第一固定部 以

及凸部 ；其 中，所述本体具有相对 的两侧面 ，第一侧面凸出设置所述第一固定

部 ，所述第一固定部与所述安装板连接 ，第二侧面凸出设置所述凸部 ，所述凸

部与所述金属板连接 ，所述金属板与所述安装板之间设置有绝缘导热胶状体。

[16]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 的通信方法 ，所述

通信方法包括步骤 ：云端服务平 台接收显示信息需求方的显示信息意愿 ；将所

述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显示信息编辑方 ；接收并存储显示信息编辑方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内容 ；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17]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明又提供一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 的通信方法 ，所述

通信方法包括步骤 ：显示信息需求方根据LED 显示装置 的显示需求 ，将其所需 的



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云端服务平台；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

显示信息编辑方；显示信息编辑方根据显示信息需求方的需求在云端服务平台

进行编辑显示信息的内容，并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内容存储于云端服务平台

；云端服务平台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18]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所述云端服务平台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发送到L E

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的步骤之前还包括：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内容在LED 显

示装置上进行仿真演示的步骤。

[19]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所述显示信息需求方为所述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者

或者非所述LED 显示装置拥有者的第三方。

[2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另外提供一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的通信系统，所

述通信系统包括：LED 显示装置、云端服务平台以及显示信息编辑端，所述云端

服务平台与所述LED 显示装置通讯连接；所述显示信息需求端根据LED 显示装置

的显示需求，将其所需的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云端服务平台；所述云端服务平

台将所述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所述显示信息编辑端，所述显示信息编辑端根据

所述显示信息需求端的需求进行编辑显示信息的内容，并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

息内容存储于所述云端服务平台，所述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编辑完成的显示信

息发送到所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21]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所述云端服务平台包括仿真演示模块，所述仿真演

示模块用于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内容在发送到所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之前

，先在所述LED 显示装置上进行仿真演示。

[22]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所述显示信息需求端为所述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者

一端或者非所述LED 显示装置拥有者一端的第三端。

[23]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的交易方法，所述交易方法包括：用户购买

LED 显示装置并获得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权；在LED 显示装置上显示信息的需求

方向云端服务平台发送在其LED 显示装置上显示信息的意愿；云端服务平台根据

所述显示信息的意愿，寻找显示信息编辑师，所述显示信息编辑师编辑所述LED

显示装置用户需要的显示信息；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显示信息编辑师编辑的显

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24]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所述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显示信息编辑师编辑的显

示信息发送给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的步骤之前还包括：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

内容在LED 显示装置上进行仿真演示的步骤。

[25] 根据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所述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者可以在其拥有的LED 显

示装置上播放 自己的显示内容，也可以播放第三方需要的内容。

[2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及方法，可实现LED 显示装置的

用户之间以及用户与服务商之间的有效交流，通过云端服务器及云端网件对LED

显示装置的工作流程进行全程的编辑和控制，大大提高了LED 显示装置使用的便

利性，也拓宽了LED 显示装置的应用范围。另外，该交易方法通过云端服务平台

将显示内容提供商、云屏拥有者以及设计师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了一起，使各

方通过有云端服务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实现了云屏拥有者、云端服务平台和设

计师以及云屏拥有者、云端服务平台和显示内容提供商两个三方共赢的商业模

式。具有很高的市场运营价值，其中，云屏可以为LED 显示装置，设计师可以为

显示信息编辑师。

[27] 〖附图说明】

[28] 图1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一优选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29] 图2是图1实施例中LED 显示装置优选实施例的部分内部结构示意图；

[30] 图3是图1实施例中LED 显示装置的金属板与安装板之间固定件的第一实施例的

结构示意图；

[31] 图4是图1实施例中固定件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32] 图5是图1实施例中固定件的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33] 图6是图1实施例中固定件的第四实施例的第二固定部的结构示意图；

[34] 图7是图1实施例中固定件的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35] 图8是固定件的第四实施例应用于LED 显示装置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36] 图9是固定件的第四实施例应用于LED 显示装置另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37] 图10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一优选实施例背光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38] 图11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又一优选实施例背光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39] 图12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一优选实施例发光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40] 图13是本发明LED显示装置又一优选实施例发光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41] 图14是本发明LED显示装置的固定架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42] 图15是本发明LED显示装置的固定架另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43] 图16是本发明LED显示装置的供电结构排针分布示意图；

[44] 图17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45] 图18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另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46] 图19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又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47] 图20是本发明基于LED 显示装置的通信方法一优选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48] 图2 1是本发明通信系统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49] 图22是本发明通信系统另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50] 图23是本发明基于LED 显示装置的交易方法一优选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51] 图24是图2 1实施例交易方法中一种实施例的交易各方之间的信息流程图；以及

[52] 图25是图2 1实施例交易方法中另一种实施例的交易各方之间的信息流程图。

[53] 〖具体实施方式】

[54] 请一并参阅图1和图2，图1是本发明LED显示装置一优选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

意图；图2是图1实施例中LED显示装置优选实施例的部分内部结构示意图，该L

ED显示装置包括安装板1、金属板5、主控单元以及无线通讯模块 （图中未示）

[55] 具体而言，该安装板1的一面阵列设置有多个LED灯，另一面铺设有主控单元

，主控单元为若干元器件101，金属板5与安装板1铺设主控单元的一面连接，用

于对安装板1进行散热，无线通讯模块 （图中未示）与主控单元连接，用于与外

部通讯设备进行通讯连接，主控单元内嵌入有操作系统，用于处理LED显示装置

的控制信号，并驱动LED灯进行显示相应的内容，其中，该无线通讯模块优选为

wifi通讯模块。当然无线通讯模块并不限于wifi通讯模块，还可以为蓝牙模块等

，此处不再一一列出。优选地，该LED显示装置还包括起到支撑作用的支架999

。支架999上还可以设置滚轮，以方便LED显示装置的搬运。金属板5与安装板1

之间通过固定件间隔设置，请一并参阅图3-图13，图3至图13是固定块多个实施

例及其LED显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56] 如图3所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固定件，其包括本体 102、第一固

定部 103与凸部 101 ; 如图3所示，所述本体具有相对的两侧面；第一侧面凸出设

置所述第一固定部；第二侧面凸出设置所述凸部。优选的，所述本体的厚度大

于所述凸部的厚度；使得外部两装置的间隔大于凸部位置的装置的厚度，或者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外部两装置的间隔，例如，外部的LED 显示装置与外部

的散热结构如散热板等，两者的间隔即为所述本体的厚度。为了解决如何易于

生产与安装的技术问题，优选的，所述本体、所述第一固定部与所述凸部一体

设置。

[57] 为了解决如何更好地通过所述第一固定部固定所述固定件的技术问题，优选的

，所述第一固定部为插接部、螺接部或者卡接部；如图3所示，所述第一固定部

103为尖端的插接部；如图4所示，所述第一固定部 103为钝端的插接部；如图5

所示，所述第一固定部 103为螺接部。如图4所示，优选的，所述凸部设置第一

固定位 104。优选的，所述固定件还包括第二固定部，所述凸部设置第一固定位

，所述第二固定部固定于所述第一固定位，例如，如图7所示，所述第二固定部

通过所述第一固定位固定于所述凸部；这样，第二固定部与凸部相固定，能够

保持位于凸部处的外部结构的位置。

[58] 如图6 所示，第二固定部设置安装端201与结合端202 ，例如，如图6 所示，结

合端202具有螺纹结构，第二固定部螺接固定于所述第一固定位。安装端201与

结合端202 —体成型。优选的，所述本体邻接所述凸部的位置，其横截面积大于

所述凸部的横截面积，并且，所述第二固定部邻接所述凸部的位置，其横截面

积也大于所述凸部的横截面积，用于使第二固定部与本体共同夹持位于凸部处

的外部结构。所述本体邻接所述凸部的位置，其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凸部的横截

面积，并且，所述第二固定部邻接所述凸部的位置，其横截面积也大于所述凸

部的横截面积，用于使第二固定部与本体共同夹持位于凸部处的外部结构；所

述本体、所述凸部、所述第二固定部分别为圆柱体、长方体、六棱柱体等；优

选的，所述本体的直径大于所述凸部的直径，并且，所述第二固定部的直径大

于所述凸部的直径。例如，所述本体的直径、所述第二固定部的直径分别比所

述凸部的直径大4 至 12毫米，优选的，所述本体设置连通所述第一固定位的第二



固定位 ，所述第二 固定部 固定于所述第一 固定位与所述第二 固定位 。优选 的 ，

所述第二 固定部螺接 固定于所述第一 固定位与所述第二 固定位 。优选 的 ，如 图 5

所示 ，所述第一 固定位与所述第二 固定位一体设置为第一 固定位 104 。

[59] 结合应用上述任一实施例所述 固定件 ，本 发 明的又一实施例如下 ：一种 LED 显

示装置 ，其包括安装板与至少一金属板 ，以及若 干上述任一实施例所述 固定件

。 例如 ，如 图 8 所示 ，一种 LED 显示装置 ，其包括安装板 500 与至少一金属板 300

，以及若 干上述任一实施例所述 固定件 100; 所述安装板设置若 干第三 固定位 50

1，每一所述第三 固定位至少在所述第二面设置开 口区 ，所述 固定件 的所述第一

固定部通过所述开 口区固定于所述第三 固定位 ；安装板 500 的第二面与至少一金

属板 300 之 间形成一安装空 间400 ，所述金属板 300 设置若 干第 四固定位 301 ，每

一 所述第 四固定位对应一所述第三 固定位 ，并且 ，所述 凸部至少部分设置于所

述第 四固定位 中。优选 的 ，所述第 四固定位为通透位 ，所述 凸部完全设置于所

述第 四固定位 中；并且 ，所述 凸部 的高度与所述金属板 的厚度相等 。如 图9 所示

，所述安装板 500 的第一面设置若 干 LED 灯 504 ，第二面设置若 干元器件 ，例如 ，

包括若 干 电阻 502 、若 干 电容 505 、若 干芯片 503 等 。

[60] 其 中，LED 显示装置 的一个实施例 的背面如 图 10 所示 ，其包括安装框架 600 与

金属板 300 ，所述金属板 300 设置若 干第 四固定位 301 ，每一所述第 四固定位 301

上设置有 固定件 100 。 LED 显示装置 的又一个实施例 的背面如 图 11

所示 ，金属板 300 上设置若 干通透设置 的安装位 ，即空位 ，用于透 出所述安装板

的第二面上 的若 干较高 的元器件 ，例如第一元器件 506 、第二元器件 507 、第三

元器件 508 。又如 ，LED 显示装置 的一个实施例 的发光面如 图 12 所示 ，所述安装

板 500 上规则点阵设置若 干 LED 灯 504 。又如 ，LED 显示装置 的一个实施例 的发

光面如 图 13所示 ，所述安装板 500 上规则设置若 干 LED 显示单元 ，每一 LED 显示

单元上规则点阵设置若 干 LED 灯 。

[61] 例如 ，所述安装板 的第一面设置若 干 LED 灯 504 ，第二面设置若 干元器件 ，为

各金属板 300 覆盖。其所对应 的安装位通透设置 ，例如 ，所述安装板 的第二面 的

某一元器件 凸 出金属板 。绝缘导热胶状体为胶状分散体 （colloidal dispersion) ，

又如 ，导热胶状体为导热硅胶 、导热硅脂 、或者其他绝缘 的胶状体 ，用于在所



述安装板与所述金属板之间传导热量。为了增强散热性能 ，提高散热的表面积

，优选 的，所述金属板上还设置通孔 ，例如 ，金属板上设置若干通孔。这样 ，

可 以达到更好 的散热效果。所述安装板上还设置若干金属柱 ，其与所述金属板

紧密接触。对于各元器件 ，所述金属板在制版时均分别设置对应 的安装位 ，例

如 ，每一电阻设置一电阻安装位 ，和/或每一电容设置一电容安装位 ，和/或每一

驱动芯片设置一驱动芯片安装位 ，和/或每一控制芯片设置一控制芯片安装位 ，

以此类推 ，又如 ，根据安装板 的电路设计 图设置金属板 的安装位。为避免各LED

灯互相形成光干扰 ，优选 的，各LED 灯之间设置隔栅部。优选 的，各LED 灯之间

设置金属隔栅部。

[62] 请参阅图 14和 图 15，图 14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 的固定架一优选实施例 的结构

示意 图，图 15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 的固定架另一优选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所

述 固定架在 四侧边形成一框边7，所述框边可 以是 固定架 的四侧边 向同一方 向弯

曲而成 ，金属板 、主控单元 以及所述无线通讯模块设于固定架 内，所述 固定架

上设置有 出风 口201和进风 口202 ，以使所述 固定架 内形成烟 囱结构 ，所述安装

板和所述主控单元产生的热量 因对流效应从所述 固定架 内散去。其 中，所述 出

风 口201设于所述 固定架 的顶面或者侧面上部 ，所述进风 口202设于所述 固定架

的底面或者侧面下部。

[63] 进一步地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包括 ，上述各实施例 的各技术特征 ，相互组合形

成 的能够实施 的固定件与LED 显示装置。本发明实施例使用现有 的标准型材 ，在

最少特殊加工工艺的基础之上 ，形成热稳定性 良好 的云屏显示产品。在实现超

薄超轻 的同时 ，能够充分有效地体现热稳定性和空间的整体使用高效性。其 中

在热稳定性结构设计 中：支撑结构件将LED 驱动板上功率器件所产生的热 以直接

通过传导的方式从发热器件紧密相接触 的金属结构板材传递到与之相连 的框边

上 ，并使之成为更大面积 的散热体。在导热的同时 ，通过 中空的屏体设计 ，实

现完整有效 的空气对流 ，使得冷空气屏体从下方进入 ，迅速地通过烟 肉效应 ，

从屏体 的上端排 除出，从而降低整个热平衡 的温度。与此 同时需要考虑实现 的

则是信号线 ，以及供 电电源线之间的排布和控制板之间的连接 ，以及空间摆放

位置等 问题。从而能够 以一种可生产的方式 ，在实现轻薄 的同时 ，完成热稳定



性 的可靠设计。

[64] 如图 16所示 ，图 16是一种 LED 显示装置的的供电结构排针分布示意图，该供电

结构其包括排针接头 100 以及若干电源连接位 120; 排针接头具有若干接电排针 1

10，用于连接外部的电源排线 ；每一所述接电排针 110对应连接一所述电源连接

位 120 ，用于连接 LED 显示装置的各元器件并为其供电；例如 ，电源连接位 120通

过电源线 310连接到另一位置上的供电位 210 。各电源连接位分别用于连接 LED 显

示装置的至少一元器件并为其供电。这样 ，取消了集 中的、较粗的电源插针 ，

将电能供应通过排线传输到PCB 板 （安装板）上 ，例如 ，均匀或者分区域传输到

PCB 板上 ，为其中的各元器件供电，从而提升了电源的供电能力 ，并且有利于减

小 LED 显示装置的厚度。优选的，根据PCB 板上的功能区域 ，设置与各电源连接

位一一对应连接的供电位 ，各供电位按区域设置。又如 ，接电排针设置若干高

压排针 以及若干低压排针 ，两者的电压相异设置 ，当然 ，排针结构分布还可 以

有不同的排布变化 ，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范围内，此处不再赘述。

[65]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 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 ，请参阅图 17，图 17是本发

明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图，该控制系统包括上述实

施例 中的LED 显示装置 1000和云端服务器 2000 。其中，关于LED 显示装置 1000

的结构特征此处不再赘述。

[66] 云端服务器 2000 通过网络与LED 显示装置 1000 的无线通讯模块 1001连接 ，用于

对 LED

显示装置 1000 的待显示信息进行编辑 、存储和分析。由于LED 显示装置 1000待显

示信息的处理过程都在云端服务器 2000 上完成 ，其本身不需要大容量的存储装

置 ，仅留下无线通讯模块 1001 (例如wifi 接 口）和外界 （如云端服务器 2000) 保

持通讯联系的。以wifi 作为信息传送的依托 ，从而实现通过无线网络与云端服务

器 2000 连接 ，来对显示屏内容进行远程传送 以及播放管理该LED 显示装置 1000

[67] 请参阅图 18，图 18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另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

图，该控制系统包括 LED 显示装置 1000和编辑终端 3000 。编辑终端 3000 与LED

显示装置 1000无线通讯连接 ，编辑终端对 LED 显示装置的待显示信息进行编辑并



将编辑完成后的待显示信息发送到所述LED 显示装置 1000进行显示，该编辑终端

3000可以为手机、便携式电脑或者其他无线通讯设备。

[68] 请参阅图19，图19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的控制系统又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框

图，该控制系统包括LED 显示装置 1000、云端服务器2000 以及编辑终端3000 。

[69] 编辑终端3000与云端服务器2000连接，并以云端服务器2000为工作平台对LED

显示装置 1000的待显示信息进行编辑，编辑终端3000将待显示信息存储在云端

服务器2000 ，以使LED 显示装置 1000从云端服务器2000下载待显示信息并进行显

示。

[70] 该编辑终端3000上装载有应用程序，编辑终端3000通过应用程序与云端服务器

2000连接，以编辑LED 显示装置 1000上的显示信息。

[71] 云端服务器2000上还设有信息交流社区，信息交流社区用于LED 显示装置的拥

有者、LED 显示装置显示内容的编辑者进行通讯交流。为了使云屏能够非常高效

的为所有不了解 led显示屏的人使用，也就是说，希望云屏能够普及到各行各业

，所以，云屏的设计采用了高度云端化的设计理念。其中包括：编辑器的工作

全部云化，还包括云屏市场已实现了全部的云化。所以，使用者可以在完全不

了解甚至不接触云屏的前提下，就可以透过云端的app，来实现对云屏应用效果

、便捷方式、以及云屏具体的型号购买等各个方面，得以充分和有效地了解。

同时，还可以对云屏的所有者，云屏显示内容的编辑者，甚至是第三方的云屏

显示内容投放者形成相应的社区。相应的社区使他们之间可以在充分交流，并

且在交换感受的同时，得以对云屏有充分和足够的认识。因此，一个显示屏，

甚至是显示内容的制作模式，得以在云端社区内充分地交流和沟通。

[72] 优选地，LED 显示装置 1000还包括在线升级模块 1003，在线升级模块 1003与主

控单元 1002连接，并通过无线通讯模块 1001从云端服务器2000下载最新版本操

作系统并进行系统的升级。LED 灯 1004即为上述实施例中安装于LED 显示装置的

安装板上的LED 灯，主控单元 1002控制LED 灯 1004发光。

[73] 优选地，主控单元 1002内嵌入有操作系统，整个云屏的控制管理的显示内容在

本地没有显示，完全透过无线通讯模块 1001 (例如wifi) 以无线的方式，在远程

终端上得以表现。远程终端透过无线通讯模块 1001，对本地嵌入式计算机实施



所有控制，包括参数进行调整，数据进行更新，以及管理控制的指令下发，和

状态的及时反馈等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一个本地没有显示，通过Wifi 的数据在远

端的显示屏上，得以充分显示的方式。在本例中，云屏控制系统采用嵌入式系

统与常规的显示屏系统密切结合。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传统计算机管理控制LED 显

示屏所使用的设备方式，即省去了标准计算机控制显示屏的方式中 （也即现有

技术中）所包含的器件设备，如键盘、鼠标、显示器等外围机构。更优选地，

可以将除主板以外所有的辅助器件，如硬盘和其它存储器件，全部都予以电子

化，不能电子化的予以刪除。仅留下无线通讯模块 1001 (例如wifi 接口）和外界

保持通讯联系。以无线通讯为全部信息传送依托，从而实现唯一的云通道，来

对显示屏内容传送，以及播放管理实施无线监控的方式。

[7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控制系统，可实现LED 显示装置的用户之间以及用户与服

务商之间的有效交流，通过云端服务器及云端网件对LED 显示装置的工作流程进

行全程的编辑和控制，大大提高了LED 显示装置使用的便利性，也拓宽了LED 显

示装置的应用范围。

[75] 请参阅图20，图20是本发明LED 显示装置的通信方法一优选实施例的流程示意

图，该通信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步骤。

[76] 步骤S100 ，显示信息需求方根据LED 显示装置的显示需求，将其所需的显示信

息意愿发送给云端服务平台。

[77] 譬如，显示信息需求方可以是LED 显示装置拥有者，该LED 显示装置拥有者想

播放 自己需要显示的内容或者其他内容，但是其对需要显示内容的编辑方式不

太熟悉，因此其需要向云端服务平台发出意愿或者邀约，以表示其需要云端服

务平台协助其完成LED 显示装置需要显示内容的编辑工作。

[78] 当然，显示信息需求方也可以是非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者的第三方，该第三方

向云端服务平台发出意愿或者邀约。其中，第三方与云端服务平台之间的通讯

连接关系可以为wifi 、有线因特网等。

[79] 步骤S110 ，云端服务平台将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显示信息编辑方。

[80] 在步骤S110中，云端服务平台可以自己拥有信息编辑团队对LED 显示装置拥有

者提出的显示内容进行编辑，也可以与其他单独的显示信息编辑方进行合作。



[8 1] 步骤 S 120 ，显示信息编辑方根据显示信息需求方 的需求在云端服务平 台进行编

辑显示信息 的内容 ，并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 内容存储于云端服务平 台。

[82] 该实施例 中的显示信息编辑方包括显示 内容设计人员 ，显示 内容设计 团队或者

兼职 的显示 内容设计组织人员等。

[83] 步骤 S130 ，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 内容在 LED 显示装置上进行仿真演示。

[84] 为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将云屏显示信息设计师的设计服务 ，在云屏交易服务交易

平 台上得 以充分和有效 的交互 ，必须要将设计师优秀 的显示信息效果在最终实

现交易之前 ，能够让云屏业主有充分和有效地浏览 ，并且实现评价和 比较 ，才

能够形成这一服务 的交易平 台市场。也即云屏业主可 以根据 自己云屏位置 的特

点 以及个人偏好主动挑选喜欢或者合适 的显示 内容 ，在 自己云屏上进行仿真演

示 ，然后再根据演示结果决定是否正式投入该显示 内容进行显示。优选模式下

，这一显示 内容 的仿真效果 ，还不能让云屏业主直接将所获得 的仿真文件送往

云屏实现显示播放 ，否则 的话 ，交易将无法保证公平 ，更无法实现规模化 了。

采取 的措施是 ：让云屏拥有者看到相 同的显示 内容播放效果 ，但是 内容不能在

其云屏上演绎 ，或者是不能在云屏上实现 ，是仿真市场结构 的关键点。

[85] 在该步骤 中，云屏交易平 台不但可 以与云屏业主之 间进行显示 内容 的仿真过程

，还可 以与非云屏拥有者 的第三方 ，例如 ，可 以为有显示信息需求 的第三方 ，

之 间进行显示 内容 的仿真交流 ，当第三方满意显示 内容后 ，继续进行下一步骤

[86] 步骤 S140 ，云端服务平 台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发送到 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87] 在该步骤之前 ，还要经过显示信息需求方 ，或者有显示信息需求 的第三方认可

后 ，才能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发送到 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88] 请参阅图2 1，图2 1是本发明通信系统一优选实施例 的结构框 图，该通信系统包

括 LED 显示装置 1901 、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显示信息需求端 1903 以及显示信息

编辑端 1904 。

[89] 具体而言 ，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与 LED

显示装置 1901 通讯连接 ，显示信息需求端 1903 根据 LED 显示装置 1901 的显示需求



，将其所需 的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将显

示信息意愿发送给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在该过程 中，可 以在众多显示信息编

辑端 1904 进行挑选 ，同时设置针对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的筛选机制 ，以对显示

信息编辑端 1904 进行评价分类 ，最终选 出最优 的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以将显

示信息需求发送给该最优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另外还可 以采取竞标 的方式选

择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根据不 同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给 出的设计作 品报价来

判断其性价比等信息 ，进而选择最优 的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当然 ，对于显示

信息编辑端 1904 的选择方式并不限于上述举例。

[90] 显示信息编辑端 1904 根据显示信息需求端 1903 的需求在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进行

编辑显示信息的内容 ，并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内容存储于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发送到 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91] 其 中，云端服务平 台 1902 包括仿真演示模块 （图中未示） ，该仿真演示模块用

于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内容在发送到 LED 显示装置 1901 进行显示之前 ，先在 L

ED显示装置 1901 上进行仿真演示。

[92] 请参阅图22，图22是本发明通信系统另一优选实施例 的结构框 图。与上一实施

例不 同的是 ，在该实施例 中，显示信息需求端为 LED 显示装置 的拥有者一端 ，信

息的交互过程 的其他部分技术特征与上一实施例相 同，此处不再赘述。

[93] 请参阅图23，图23是本发明基于 LED 显示装置 的交易方法一优选实施例 的流程

示意 图，该交易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步骤。

[94] 步骤 S200 ，用户购买LED 显示装置并获得 LED 显示装置 的拥有权。

[95] 用户可 以选择和 自己的商场相 同或者是相近 的经营模式 ，并且将不 同尺寸 、不

同效果 的云屏放置在所需要 的不 同位置 ，能够模拟观看所产生的显示 内容效果

，并依据效果判定云屏 的采购选择。同样 ，云屏业主可 以透过参考 的商店环境

设计 ，为 自己的商店 以及云屏 的选购 ，提供相应 的参考。

[96] 步骤 S210, 在 LED 显示装置上显示信息的需求方 向云端服务平 台发送在其LED

显示装置上显示信息的意愿。

[97] 在步骤 S210 中，在 LED 显示装置上显示信息的需求方可能为云屏所有者 ，也可

能为其他显示 内容提供商。云屏所有者或显示 内容提供商可能并不熟悉平面显



示内容的编辑，他可以将显示信息的意愿发送到云端服务平台，或者在云端服

务平台中以招标的方式，向所有云屏显示内容编辑师发出显示内容设计邀请。

而云端服务平台可以自己拥有信息编辑团队对LED 显示装置拥有者提出的显示内

容进行编辑，也可以与其他单独的显示信息编辑方进行合作。

[98] 步骤S220 ，云端服务平台根据所述显示信息的意愿 ，寻找显示信息编辑师，所

述显示信息编辑师进行编辑所述LED 显示装置用户需要的显示信息。

[99] 在步骤S220 中，显示信息编辑师进行编辑所述LED 显示装置用户需要的显示信

息时可以在云服务平台上完成，这样可以简化编辑师所使用的编辑终端的结构

，如此一来，编辑师所使用的编辑终端可以仅包括输入设备，例如键盘，显示

器等，而 自身不用包括任何存储设备，同时也方便其所完成内容的保存。

[100] 生动的显示效果不仅使云屏 自身硬件产品的销售得以充分有效的展示和推广，

更是能够使得云屏显示内容的编辑服务本身，成为极具市场价值的交易产品。

个性设计师 （即显示信息编辑师）的不同风格展示的云屏编辑特色效果，以及

编辑需 自身的出奇入胜的设计思路，都可以成为这一交易平台中，最有价值的

交易产品。

[101] 显示内容编辑师则根据云屏业主的需求，以及其显示内容编辑的特点，迅速而

有效的形成富有冲击力显示内容的云屏效果。并在云端服务器和业主进行沟通

交流，当业主认同编辑师的编辑作品时，可以选择通过购买或者合作分成的方

式将编辑师的作品下载到 自己的云屏上显示，并且实现显示内容效果。

[102] 云屏业主根据不同显示内容编辑师所投标的显示内容效果，在充分浏览、评价

最终效果之后，确定购买其设计服务。在完成网上支付和交易之后，既可以直

接下载可执行的显示内容设计文件包，上传到云屏上得以实现其所期待的显示

内容效果。

[103] 步骤S230, 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内容在LED 显示装置上进行仿真演示。

[104] 为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将云屏显示内容设计师的设计服务，在云屏交易服务交易

平台上得以充分和有效的销售，必须要将设计师天才的生动显示内容效果，在

最终实现交易之前，能够让云屏业主有充分和有效地浏览，并且实现评价和比

较，才能够形成这一服务的交易平台市场。而这一显示内容销售的仿真效果，



优选地不能让云屏业主直接将所获得的仿真文件送往云屏实现显示播放，否则

的话，交易将无法保证公平，更无法实现规模化了。有效的方式为：云端服务

平台只提供给云屏拥有者相同的显示内容播放效果，但是不能演绎，或者是不

能在云屏上实现，是仿真市场结构的关键点。不过，在市场的特殊情况下的其

他实施例中，还可以让云屏业主直接获得仿真文件进行仿真演示。此处不再一

一列举。

[105] 步骤S240 ，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显示信息编辑师编辑的显示信息发送给LED 显

示装置进行显示。

[106] 在该步骤中，云端服务平台的运营方可以根据情况控制云屏显示的时间、亮度

以及循环周期等显示特征参数。

[107] 请一并参阅图24和25，图24是图23实施例交易方法中一种实施例的交易各方之

间的信息流程图；图25是图23实施例交易方法中另一种实施例的交易各方之间

的信息流程图。

[108] 其中，如图24所示，云屏拥有者根据 自己所需要显示的内容向云端服务平台发

送显示信息的意愿 ，云端服务平台根据显示信息的意愿 ，寻找最优的显示信息

编辑师，显示信息编辑师进行编辑LED 显示装置用户需要的显示信息，在进行仿

真演示之后，将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109] 另外，如图25所示，显示内容提供商也可以直接将其根据 自己所需要显示的内

容向云端服务平台发送显示信息的意愿 ，云端服务平台根据显示信息的意愿 ，

寻找最优的显示信息编辑师，显示信息编辑师进行编辑LED 显示装置用户需要的

显示信息，在进行仿真演示之后，将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110] 整个过程完成后，费用是由云屏所有者支付给云屏平台 （或者云端服务平台）

的。平台在抽取一定比例 （比如30%) 之后，将剩余的费用 （比如70%) 直接交

给云屏显示内容的编辑师。从而实现三赢的效果：即云屏屏所有者得到了色彩

丰富、震撼力强的显示内容，云屏的显示内容编辑师在以极小的代价可以实现

，对于几乎全球的业主进行显示内容编辑，且足不出户就可实现视觉化市场的

规模销售；而云屏平台则也接收一定比例的费用支付 （比如30%) 。三赢的局面

得以充分地实施。



[111] 另外 ，第三方显示 内容提供商可 以以相 同的方式实现三赢模式。即第三方显示

内容提供商 ，并不一定需要直接拥有云屏 ，他可 以在云屏市场上 ，通过云屏市

场 的牵线搭桥 ，得 以同云屏拥有者实现对于显示 内容投放 的招标合 同，这样云

屏拥有者 ，不仅可 以播放 自己的显示 内容 ，更可 以在云屏上透过云屏市场 向第

三方招揽显示 内容播放 的生意。这样 ，云屏所有者不仅 自己的显示 内容得 以播

出，同时还可 以在播放第三方显示 内容 ，可 以赚取更多的费用 ，实现更多的利

润收益。而显示 内容提供商都能在第一时 间接触即刻消费的用户 ，并且针对性

地投放 自己的显示 内容 ，这正是显示 内容最有价值 的表现形式。直接接触到直

接支付者所产生 的销售效益 ，是 当前其他类型显示 内容所无法 比拟 的。而云屏

市场则通过对双方 的牵线搭桥 ，从而实现一定 比例 的收益 （比如30%) 。 因此 ，

这又是一个三赢 的模式。

[112] 本 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基于LED 显示装置 的交易方法 ，通过云端服务平 台将显示

内容提供商 、云屏拥有者 以及设计师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在 了一起 ，使各方通过

有云端服务平 台进行信息交流 ，实现 了云屏拥有者 、云端服务平 台和设计师 以

及云屏拥有者 、云端服务平 台和显示 内容提供商两个三方共赢 的商业模式。具

有很高 的市场运营价值。

[113] 下面再介绍一下本发明实施例 的从云屏机械结构到云屏交易市场商业运作模式

的整体布局。

[114] 可 以分为五个层次 ，从底端到顶端 的顺序依次为云屏机械结构 、云屏控制系统

、云屏操作软件 、云端 网件 以及云屏交易市场商业运作模式。

[115] 具体而言 ，首先 ，云屏机械结构方面 ：其设计 的关键是使用现有 的标准型材 ，

在最少特殊加工工艺 的基础之上 ，形成热稳定性 良好 的云屏显示产 品。在实现

超薄超轻 的同时 ，能够充分有效地体现热稳定性和空 间的整体使用高效性 。请

参阅上述实施例 中对 图3-图 13的结构描述。其 中热稳定性结构设计 中，突 出表现

的是 ：支撑结构件 （即上述实施例 中的固定件）将LED 驱动板 （即安装板上 的主

控单元）上功率器件所产生 的热 ，以直接通过传导 的方式 ，从发热器件紧密相

接触 的金属结构板材 （即金属板）传递到与之相连 的边框上 ，并使之成为更大

面积 的散热体。另外 ，请参阅图 14和 图 15关于 固定架散热结构部分 的结构描述



。在导热的同时 ，通过 中空的屏体设计 ，实现完整有效 的空气对流 ，使得冷空

气屏体从下方进入 ，迅速地通过烟 肉效应 ，从屏体 的上端排 除出，从而降低整

个热平衡 的温度。与此 同时需要考虑实现 的则是信号线 、供 电电源线之间的排

布和控制板之间的连接 ，以及空间摆放位置等 问题。从而能够 以一种可生产的

方式 ，在实现轻薄 的同时 ，完成热稳定性 的可靠设计。

[116] 云屏控制系统方面 ：则是采用嵌入式系统与常规 的显示屏系统密切结合 的一种

全新方式。这里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所有传统计算机管理控制LED 显示屏所使用 的

设备方式 ，即全无标准计算机控制显示屏 的方式 中所包含 的器件设备 ，如键盘

、鼠标 、显示器等外 围机构。更是将除主板 以外所有 的辅助器件 ，如硬盘和其

它存储器件 ，全部都予 以电子化 ，不能电子化 的都将予 以刪除。仅留下wifi 接 口

和外界保持通讯联系的。 以wifi 为全部信息传送依托 ，从而实现唯一的云通道 ，

来对显示屏 内容传送 ，以及播放管理实施无线监控 的方式。具体请参阅图 17和

图 18中关于LED 显示装置控制系统 的实施例。

[117] 云屏 的操作软件方面 ：云屏 的操作软件植根于云屏整个嵌入系统 中，无线通讯

方式是该系统 的特点。换句话说 ，整个云屏 的控制管理 的显示 内容 ，在本地没

有显示 ，完全透过wifi 以无线 的方式在远程终端上得 以表现。远程终端透过wifi

，对本地嵌入式计算机实施所有控制 ，包括参数进行调整 ，数据进行更新 ，以

及管理控制 的指令下发和状态的及时反馈等所有 的工作 ，都是在一个本地没有

显示 ，通过wifi 的数据在远端 的显示屏上 ，得 以充分显示 的方式。这是一个全新

的管理控制模式。具体请参阅图20-21 关于云屏控制方法实施例 的相关描述。

[118] 云端 网件方面 ：为了使云屏能够非常高效 的为所有不了解LED 显示屏 的人使用

，也就是说 ，希望云屏能够普及到各行各业 ，所 以云屏 的设计采用了高度云端

化 的设计理念。其 中包括 ：编辑器 的工作全部云化 ，还包括云屏市场 已实现了

全部 的云化。使用者可 以在完全不了解甚至不接触云屏 的前提下 ，就可 以透过

云端 的app，来实现对云屏应用效果 、便捷方式 、以及云屏具体 的型号购买等各

个方面 ，得 以充分和有效地 了解。同时 ，还可 以对云屏 的所有者 、云屏显示 内

容 的编辑者 ，甚至是云屏显示 内容 的投放商形成相应 的社 区。相应 的社 区使他

们之间可 以在充分交流 ，并且在交换感受 的同时 ，得 以对云屏有充分和足够 的



认识。因此，一个显示屏甚至是显示内容制作模式，得以在云端社区内充分地

交流，和沟通信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显示内容平台模式。

[119] 云屏交易市场商业运作模式方面：云屏的成功最关键的是商业模式的成功。具

体地说就是云屏将显示内容提供商、云屏拥有者、云屏显示内容编辑师等各方

面的利益，都以最终用户获益的方式得以链接。

[120] 例如：云屏所有者并不熟悉平面显示内容的编辑，他可以在云屏市场中以招标

的方式，向所有云屏显示内容编辑师发出显示内容设计邀请。而显示内容编辑

师 （上述实施例中的显示信息编辑师）则根据云屏业主的需求，以及其显示内

容编辑的特点，迅速而有效的形成富有冲击力显示内容的云屏效果。并在云端

和业主进行沟通交流，当业主认同编辑师的编辑作品时，只有通过购买，才能

够将编辑师的作品下载到 自己的云屏上，并且实现显示内容效果。费用是由云

屏所有者支付给云屏平台 （或者云端服务平台）的。平台在抽取一定比例 （比

如30%) 之后，将剩余的费用 （比如70%) 直接交给云屏显示内容的编辑师。从

而实现三赢的效果：即云屏屏所有者得到了色彩丰富、震撼力强的显示内容，

云屏的显示内容编辑师在以极小的代价可以实现，对于几乎全球的业主进行显

示内容编辑，且足不出户就可实现视觉化市场的规模销售；而云屏平台则也接

收一定比例的费用支付 （比如30%) 。三赢的局面得以充分地实施。

[121] 云屏业主在得到 自己所属行业和产品的显示内容播放的同时，实际上需要相关

行业，或者是关联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支持，比如说，对于餐饮业来讲，酒类

、饮料类的支撑，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因此，云屏业主可以在显示内容再销

售平台上，获得其所希望的相关领域显示内容支持，同时相关领域的显示内容

业主们也期待着同具体企业的显示内容合作，这是一个多赢的显示内容消费市

场。

[122] 例如，第三方显示内容提供商可以以相同的方式实现三赢模式。即第三方显示

内容提供商，并不一定需要直接拥有云屏，他可以在云屏市场上，通过云屏市

场的牵线搭桥，得以同云屏拥有者实现对于显示内容投放的招标合同，这样云

屏拥有者，不仅可以播放 自己的显示内容，更可以在云屏上透过云屏市场向第

三方招揽显示内容播放的生意。这样，云屏所有者不仅 自己的显示内容得已播



出，同时还可 以在播放第三方显示 内容 ，可 以赚取更多的费用 ，实现更多的利

润收益。而显示 内容提供商都能在第一时 间接触即刻消费的用户 ，并且针对性

地投放 自己的显示 内容 ，这正是显示 内容最有价值 的表现形式。直接接触到直

接支付者所产生 的销售效益 ，是 当前其他类型显示 内容所无法 比拟 的。而云屏

市场则通过对双方 的牵线搭桥 ，从而实现一定 比例 的收益 （比如30%) 。 因此 ，

这又是一个三赢 的模式。

[123] 上述实施例从云屏 的机械结构到云屏交易市场商业运作模式 ，五个层次完整 的

将基于云屏 的商业产业链做 出了描述 ，具有 巨大 的商业实用价值。

[1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实施例 ，并非 因此 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凡是利

用本发明说 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 的等效结构或者流程方法 的变换 ，或直接或 间

接运用在其他相关 的技术领域 ，均 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 围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LED 显示装置 的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

LED 显示装置 ，所述LED 显示装置包括 ：主控单元 以及无线通讯

模块 ；其 中，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所述主控单元连接 ，用于与编

辑终端进行通讯连接 ，所述主控单元用于处理LED 显示装置 的控

制信号 ，并驱动LED 灯进行显示 ；

编辑终端 ，所述编辑终端与所述LED 显示装置无线通讯连接 ，所

述编辑终端对所述LED 显示装置 的待显示信息进行编辑并将编辑

完成后 的待显示信息发送到所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系统还包

括云端服务器 ，所述云端服务器通过 网络与所述LED 显示装置 的

无线通讯模块 以及所述编辑终端连接 ，所述编辑终端将所述待显

示信息存储在所述云端服务器 ，所述云端服务器对所述待显示信

息进行存储和处理 ；以使所述LED 显示装置从所述云端服务器下

载所述待显示信息并进行显示。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编辑终端可 以

为移动 电话 、便捷式笔记本 电脑 以及 固定式计算机。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编辑终端上装

载有应用程序 ，所述编辑终端通过所述应用程序与所述云端服务

器连接 ，以编辑所述LED 显示装置上 的显示信息。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云端服务器上

设有信息交流社 区，所述信息交流社 区用于LED 显示装置 的拥有

者 、LED 显示装置显示 内容 的编辑者进行交流。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LED 显示装置

还包括在线升级模块 ，所述在线升级模块与所述主控单元连接 ，

并通过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从所述云端服务器下载最新版本操作系

统并进行系统 的升级。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LED 显示装置

还包括金属板 以及安装板 ，所述安装板 的一面阵列设置有多个LE

D灯 ，另一面铺设有主控单元 ，所述金属板与所述安装板铺设主控

单元的一面连接 ，用于对所述安装板进行散热 ，所述金属板与所

述安装板之间通过 固定件 间隔设置 ，所述 固定件包括本体 、第一

固定部 以及凸部 ；其 中，所述本体具有相对 的两侧面 ，第一侧面

凸出设置所述第一固定部 ，所述第一固定部与所述安装板连接 ，

第二侧面凸出设置所述凸部 ，所述凸部与所述金属板连接 ，所述

金属板与所述安装板之间设置有绝缘导热胶状体。

[权利要求 8] —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 的通信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信方法

包括步骤 ：

云端服务平 台接收显示信息需求方的显示信息意愿 ；

将所述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显示信息编辑方 ；

接收并存储显示信息编辑方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内容 ；

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权利要求 9] 一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 的通信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信方法

包括步骤 ：

显示信息需求方根据LED 显示装置 的显示需求 ，将其所需 的显示

信息意愿发送给云端服务平 台；

云端服务平 台将所述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显示信息编辑方 ；

显示信息编辑方根据显示信息需求方的需求在云端服务平 台进行

编辑显示信息的内容 ，并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内容存储于云端

服务平 台；

云端服务平 台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

示。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 的通信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云端服务平 台

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的步骤之前

还包括 ：将编辑完成 的显示信息内容在LED 显示装置上进行仿真



演示的步骤。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信息需求

方为所述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者或者非所述LED 显示装置拥有者

的第三方。

一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的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系统

包括：

LED 显示装置；

云端服务平台，所述云端服务平台与所述LED 显示装置通讯连接

显示信息需求端，所述显示信息需求端根据LED 显示装置的显示

需求，将其所需的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云端服务平台；

显示信息编辑端，所述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显示信息意愿发送给

所述显示信息编辑端，所述显示信息编辑端根据所述显示信息需

求端的需求进行编辑显示信息的内容，并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

内容存储于所述云端服务平台，所述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编辑完

成的显示信息发送到所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根据权利要求 12所述的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端服务平

台包括仿真演示模块，所述仿真演示模块用于将编辑完成的显示

信息内容在发送到所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之前，先在所述LED 显示装置上进行仿真演示

根据权利要求 12所述的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信息需

求端为所述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者一端或者非所述LED 显示装置

拥有者一端的第三端。

一种基于LED 显示装置的交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交易方法

包括：

用户购买LED 显示装置并获得LED 显示装置的拥有权；

在LED



显示装置上显示信息的需求方向云端服务平台发送在其LED 显示

装置上显示信息的意愿；

云端服务平台根据所述显示信息的意愿，寻找显示信息编辑师，

所述显示信息编辑师编辑所述LED 显示装置用户需要的显示信息

云端服务平台将所述显示信息编辑师编辑的显示信息发送到LED

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权利要求 16] 根据权利要求 15所述的交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端服务平

台将所述显示信息编辑师编辑的显示信息发送给LED 显示装置进

行显示的步骤之前还包括：将编辑完成的显示信息内容在LED 显

示装置上进行仿真演示的步骤。

[权利要求 17] 根据权利要求 15所述的交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LED 显示装

置的拥有者可以在其拥有的LED 显示装置上播放 自己的显示内容

，也可以播放第三方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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