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創互動式數位看板應用軟體平台
MULTITOUCH-APPSTORE.com



互動行銷 / 資訊 / 娛樂 / 協同合作

更強大的軟體、更完美的觸控解決方案
首創專為大型互動螢幕量身設計的軟體應用平台



使用直覺式的觸控內容管理系統 (CMS) 
輕鬆管理及客製應用程式 (Apps) 和工具 
(Widgets)，並創造您專屬的數位廣告解決
方案

全球首創專為互動數位看板設計的應用
軟體平台，適合各式觸控產品包含 觸控
螢幕、桌檯、一體機和電視牆 - 來自德國
eyefactive



領先技術

無限多點觸控 & 多人控制 、適用於
任何大型觸控螢幕

即用型APPS

易客製化的互動廣告Apps，為您節
省時間、精力、與金錢

您的內容，您的設計

輕鬆將您的內容和設計轉變為獨特
的互動體驗: 不需要任何程式編寫



適用各種觸控螢幕, 桌檯, 一體機, 資訊站和電視牆



製造商

結合您的專業觸控螢幕與創新多使
用者觸控軟體，提供您的客戶全方位
解決方案

企業

在銷售點、資訊和娛樂站， 以最有
效率的互動行銷方式展現您的產品
及品牌

創意   

使用您的內容、企業識別設計，輕鬆
客製您專屬的互動廣告解決方案



整合物件辨識技術

只要簡單將實體物件放置在觸控螢幕上，使
用者即可獲取相對應的資訊，相較於繁複
的選單更為直覺



APPSUITE

軟體類型

Native Client-Software (Windows Installer)

作業系統

Windows 7 / 8 / 10 (32/64 bit)

所需儲存空間

~1 GB

觸控協議

TUIO & WinTouch
整合物件辨識技術

AppSuite作為主機客戶端軟體安裝在您的系統上。從觸控
作業系統角度來看，AppSuite就是觸控螢幕的核心介面，
從這裡您可以管理和啟用您的專案以及應用軟體。同時，
透過與AppStore的連結，您可以直接從AppSuite進行軟
體更新。



多使用者APPS

所有的Apps皆基於: 

eyefactive MultiTouch SDK (C++ / OpenGL)

支援多點 / 多使用者觸控

無限觸控點和使用者 + 支援物件辨識功能

支援觸控螢幕

螢幕、桌面、資訊站、一體機、電視牆、平板電
腦 (Windows)

支援各種觸控技術

PCAP, IR-Frame, InGlassTM, Camera-based

應用於大型觸控螢幕上的觸控APPS，為創新互動軟體開
創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多使用者互動體驗。而這樣的概念
在小尺寸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上很以難想像。在一個螢
幕上可讓多人同時使用、甚至是操作相同的應用程式，可
比擬為人機互動的新一波演進。



虛擬貨架

多媒體社群

多媒體內容拼貼

檔案瀏覽

地圖 / 興趣點

意見反饋

表單

測驗

多人互動遊戲

網站

...



資訊點

銷售點 娛樂點

店面 // 購物中心 // 博物館 // 旅館 // 餐
廳 // 接待廳 // 公共空間 // 大眾運輸 // 
展會 // 活動 // 酒吧 // 俱樂部 //...



為何要運用
互動式
觸控看板廣告
解決方案

驚艷您的顧客
在銷售點、資訊和娛樂站提供獨特的互動式體
驗

有效率資訊提供
透過互動資訊娛樂整合您的訊息，有效觸及您
的目標客群

提高銷售!
讓您的品牌、產品和服務取得最高度的關注

掌握最新消息 
透過互動表單和反饋功能來了解您的客戶，並
帶來更多潛在客戶

評估您的成果
分析您最成功的內容，並持續優化您的解決方
案



國家足球隊博物館, 厄瓜多爾
在大型LCD觸控桌上搭載專屬客製化Apps



MARS / PEDIGREE 創新商店, 德國
透明觸控展示箱上搭載專屬客製APPS



ZAAGTECH / AIMS @ INFOCOMM MEA, 杜拜
大型LCD觸控牆上搭載專屬客製化Apps 



OPTIMUM-MEDIA / 多樣化的藥局
在大型觸控牆上以虛擬貨架展示商品





授權 & 價格免費試用
免費下載並測試AppSuite所有應用程式 - 無
任何功能限制

彈性軟體授權
只要選購您需要的應用程式&功能

創建無限專案
在您的系統上僅需使用一個軟體授權，即可創
建無限專案

免費工具 (WIDGET)
所有的應用程式(APPS)提供多樣化的功能，而
各類型多媒體內容則可輕易使用免費的工具
(WIDGETS)整合進您的專案

累進優惠折扣
購買更多軟體授權同時獲取更高折扣



免費版本 租借授權 購買授權

APPSUITE內容管理系統

免費更新

所有功能

創建專案 (Project) & 模組 (Mod) 無限 無限 無限

需註冊 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2

無浮水印 / 彈出視窗 -  (暫時性)

費用 / 裝置 免費 € 29,00 / 日 起 € 199,00 起

APP授權: 比較



下載

免費下載AppSuite，適用於各
種Windows電腦或觸控螢幕

迅速發布

省時、省力，迅速打造您的專
屬互動廣告專案

客製

使用觸控內容管理系統 
(CMS) 挑選和整合各種
Apps，並輕鬆客製您的內容



您的內容,
您的設計





APPSUTE 內容管理系統: 後端系統

主頁

物件辨識工具

DEMO 專案

支援中心

易上手的圖式介面

應用程式瀏覽中心



支援格式 & 介面

以像素格式 (JPG / PNG) 展示產品圖
片

使用最普遍的檔案格式來播放短片，
例如: Apple Quicktime和MPEG

以PDF檔案展示簡報、傳單和手冊

互動3D格式，支援Assimp模型加載
庫，包含模型映射

以連線和離線來展示互動的HTML5 
& FLASH網站內容

使用APP: WebBrowser

連結和開啟本地Windows應用程式

使用APP: XStarter



最低 標準 高階

處理器 Intel Core i5 U
(2 Core Notebook CPU)

Intel Core i5 Intel Core i7

圖型處理器 (顯示卡) Intel HD Graphics 540
(processor graphics)

Nvidia GTX 740
(dedicated card)

Nvidia GTX 1070
(dedicated card)

記憶體 4 GB min. 4 GB min. 8 GB

作業系統 Windows 7 / 8.1 / 10
(32 / 64 bit)

Windows 7 / 8.1 / 10
(32 / 64 bit)

Windows 7 / 8.1 / 10
(64 bit)

適用於

Test system
(Laptop, NUC)

Live system
(HD)

Live system
(4K / 8K / Video-Wall)

硬體: 電腦系統需求建議



支援 & 連結
點選底下選單在您的瀏覽器中開啟文件:

  開啟APPSTORE: 使用導覽
取得所有AppSuite、AppStore和Apps的相關訊息

  開啟APPSTORE: 瀏覽APPS
了解更多關於Apps和Widgets的內容

APPSTORE: 支援 & 常見問題
支援, 檔案 & 教學   開啟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website_landing&utm_content=multitouch-appstore.com_tour&redirect=aHR0cHM6Ly93d3cubXVsdGl0b3VjaC1hcHBzdG9yZS5jb20vZW4vZmVhdHVyZXMvb3ZlcnZpZXc=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website_landing&utm_content=multitouch-appstore.com_apps&redirect=aHR0cHM6Ly93d3cubXVsdGl0b3VjaC1hcHBzdG9yZS5jb20vZW4vYXBwcw==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website_landing&utm_content=multitouch-appstore.com_support&redirect=aHR0cHM6Ly93d3cubXVsdGl0b3VjaC1hcHBzdG9yZS5jb20vZW4vc3VwcG9ydA==


互動式看板 XXL

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觸控產品及技術: 

  www.eyefactive.com

多點觸控APPSTORE
開始您的導覽，瀏覽Apps和Widgets，並下載免

費版AppSuite體驗: 

  www.multitouch-appstore.com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website&utm_content=eyefactive.com&redirect=aHR0cDovL3d3dy5leWVmYWN0aXZlLmNvbS9lbg==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website&utm_content=multitouch-appstore.com&redirect=aHR0cHM6Ly93d3cubXVsdGl0b3VjaC1hcHBzdG9yZS5jb20vZW4=


 TOUCH FUTURE. TOGETHER.

  CONTACT US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website&utm_content=eyefactive.com&redirect=aHR0cDovL3d3dy5leWVmYWN0aXZlLmNvbS9lbg==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social&utm_content=googleplus&redirect=aHR0cHM6Ly9wbHVzLmdvb2dsZS5jb20vK2V5ZWZhY3RpdmU=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social&utm_content=facebook&redirect=aHR0cHM6Ly93d3cuZmFjZWJvb2suY29tL2V5ZWZhY3RpdmU=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social&utm_content=twitter&redirect=aHR0cHM6Ly90d2l0dGVyLmNvbS9leWVmYWN0aXZl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social&utm_content=youtube&redirect=aHR0cHM6Ly93d3cueW91dHViZS5jb20vZXllZmFjdGl2ZQ==
http://redirect.eyefactive.com/redirect.php?utm_source=redirect-link&utm_medium=doc&utm_campaign=website_landing&utm_content=eyefactive.com_contact&redirect=aHR0cDovL3d3dy5leWVmYWN0aXZlLmNvbS9lbi9jb250YW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