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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南 
威云的最大特点是操作简单。 

我们深知不是所有的影院员工都懂 IT，而且大家都很忙，没时间阅读生涩难懂的技术文档。我们也知道
你们可能只是想快速安装威云，然后决定是否适合您的影院。 

本文档简单易懂，能帮助您迅速安装威云并开始使用。 

开始之前，有一点很重要... 

开始试用前，请按照安装前的清单顺序检查，这将确保您顺利安装并试用威云。如果您不按照顺序或跳
过任何步骤，有些功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有些用户没有按照顺序进行检查，导致运行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威云的安装程序
十分简单，很有逻辑性，所以每个步骤都很重要。如果没有按照顺序进行安装，后果自负哦！ 

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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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影院 

填写帐户信息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您的身份： 

1. 在“开始使用”页面，点击“填写帐户信息”。 

也可通过右上角的“设置”-“您的帐户”进行设置。 

2. 输入您的基本信息，然后点击“保存更改”。 

有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 

我们不需要您填写信用卡信息，因为你们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免费试用。如果 30天免费试用之后，您

想继续使用威云，您才需要填写信用卡信息。即使您一开始就填写信用卡，您仍可以享受 30天的免

费试用。 

请填写真实的信息，因为如果您决定继续使用威云，我们能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如果您觉得威云

不适合您的影院，我们不会继续打扰您。 
 

设置影城 

开始设置影城之前，请插入广电总局 USB密钥（SARFT USB Key）并根据指示安装密钥。 

成功安装了广电总局 USB密钥之后，再安装威云广电 Windows 服务。 

1. 前往“设置影城”页面。 

2. 下载安装程序文件。 

3. 根据指示运行安装程序文件。  

然后，影城&影厅页面中将显示您的影院，并可以开始配置影厅。 

 

 
 

设置影厅 

添加影厅并进行设置： 

1. 在“影城”页面点击“添加影厅”。 

2. 填写“创建影城”中的信息。 

3. 座位图-您可以附上一张影厅座位图。保存影厅后，座位图将发送至技术人员，然后将为您设置选座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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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保存更改”。然后您将回到“影城”页面。 

5. 请重复这些步骤添加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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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导入影片 

导入影片十分容易。导入影片至系统： 

1. 在“影片”页面，点击“添加影片”。 

2. 选择导入影片的影城和日期范围。 

3. 点击“导入影片”。 

然后您将回到“影片”页面，您可使用搜索框搜索影片。您可根据特定发行商筛选发行的影片，或根据具
体或模糊上映日期筛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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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和票价 

电影票类型 vs. 价格卡 

从大家的反馈中我们了解到大家不是十分清楚电影票类型和价格卡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将先解释这两
者的区别、两者的关系以及最适合您影院的使用方法，然后再讲解设置的方法。 

综述 

电影票类型是销售的电影票种类，例如成人票、成人 3D票、儿童票或学生票等。 

价格卡是一系列电影票类型的总称，它能决定场次可销售的电影票类型和对应的价格。 

电影票类型可配置一个默认价格，但是实际价格可在价格卡中修改，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不同
的价格卡中可包含相同的电影票类型，但价格可不同，所以您无需为为每种新情况都新建一个电影票类
型。 

示例 

影院的成人票通常是 15元。上午场次的价格为 10元，“超级星期二”的成人票价为 12元。 

请按照以下流程进行设置： 

1. 名为成人票的电影票类型，默认价格为$15。 

2. 名为下午场次的价格卡，只从下午 1点开始，成人票价为 10元。 

3. 名为超级星期二的价格卡，只从每星期二下午 1点开始，成人票价为 12元。 

4. 名为普通场次的价格卡，从每天下午 1点开始（除星期二以外），成人票价为 15元。 

创建场次时，您只需选择适当的日期和时间对应的价格卡即可。销售点只能销售价格卡中包含的电影票
类型，并且价格由价格卡决定。 

正因为电影票类型与价格卡之间的关联，您将只需要设置一种成人票类用于上报。如果您设置多种电影
票类型，例如普通成人票、下午场成人票和星期二成人票，为了了解成人票的售出总数，您将需要查看
报表并手动将每种票类的张数相加才能得出总数。如果您只设置一种电影票类型，并在价格卡中设置不
同的价格，将更容易查看成人票的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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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类型 

从威云主列表中导入电影票 

添加新电影票类型十分容易。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标准的电影票类型列表，因此您可以直接从中选择并
开始使用。 

如果您想销售的电影票类型不在数据库中，您也可以手动创建。我们先介绍简单的方法。 

1. 在“开始使用”页面，点击“从威云主列表中导入电影票”。 

2. “设置电影票”页面列出了电影票类别和电影票类型（普通票或赠票）。在此您可以： 

a) 搜索电影票类型和电影票类别。 

b) 点击列标题排列影片（按描述、电影票类别或类型的字母顺序）。 

c) 点击“添加”，将电影票添加至“导入电影票”部分。您可以添加所有您需要的电影票。 

d) 您也可以点击“删除”，删除电影票。则电影票不会被添加至您的系统。 

3. 点击页面下方的“导入电影票”，将电影票导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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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卡 

导入电影票并在普通场次价格卡中设置了普通票价后，您可创建其他的价格卡。 

价格卡可用来设置特定时间、特定票价和可销售的票类数量，因此您可以轻松控制影院的票价结构。 

价格卡设置示例如下：日场价格适用于每天下午 1点前，超级星期二适用于每周二下午 1点之后，周五
周六夜场适用于星期五和星期六下午 1点之后，普通场次适用于其他时间（星期一、三、四和星期日下
午 1点之后）。 

 
 

名称和有效期 

创建和编辑价格卡时，页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名称和有效期，用来设置价格卡的使用时间。价格卡
无法在设置的时间范围外使用。 

1. 将鼠标移至菜单栏的“电影票”标签，并选择“价格卡”。 

2. 点击“添加价格卡”。 

如果要编辑现有的价格卡，可点击名称。 

3. 按要求编辑价格卡的详情： 

名称-价格卡的名称。建议根据价格卡的用途命名。 

天-选择使用价格卡的时间。如果要每天使用价格卡，请点击“每天”。 

时间范围-选择每天可使用价格卡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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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只能使用状态为“可用”的价格卡。您可随时更改价格卡的状态。 

 
 

包含电影票 

设置了价格卡的有效期后，下一部分就是包含电影票，您可以选择价格卡中包含的电影票类型及其价格
。 

1. 如果想要选中电影票类型，则勾选旁边的“包含”复选框。 

价格卡中可包含多种电影票类型。 

例如：标准的普通场次价格卡可能包含折扣票，例如学生票或老年票。高峰期的价格卡（例如周五周

六夜场）可能不包含折扣票，因此顾客需要支付成人票全价。 

提示！可设置显示或隐藏代金券/赠票。如果您只想查看已包含的电影票类型，您可隐藏“未包含”项

。 

2. 顺序默认根据在电影票类型记录中设置的数字排列。如果您希望场次使用该价格卡，并更改在 POS

中列出的电影票类型顺序，您可在此更改。 

3. 默认价格是在电影票类型记录中设置的价格。如果您希望场次使用该价格卡，并更改价格，您可在

此更改。 

4. 点击“保存更改”。 

5. 如果您需要创建其他价格卡，点击“添加价格卡”并重复以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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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次 

设置首个场次 

您设置了影片、电影票和价格之后，下一步就是设置场次，然后就可以开始售票了。 

1. 在“开始使用”页面，点击“设置首个场次”。 

2. 在“设置销售场次”页面，您可以轻松设置场次： 

影城 - 输入您影城的名称 (页面 6)。 

影片 - 选择您想放映的影片 (页面 8)。 

影厅 - 选择放映影片的影厅 (页面 6)。 

天 - 选择在一周中的哪几天放映场次，或点击“全部”。 

场次时间 -  输入场次的开始时间。如果您点击“+>”键，系统将根据影片时长和中场清洁时间自动添

加下个场次。因此可轻松在同一个影厅中创建多个场次。 

价格卡 - 最后，选择该场次使用的价格卡 (页面 11)。 

3. 点击“保存首个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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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从列表中导入商品 

添加新的商品，十分简单。我们的列表包含影院中常见的商品，因此您可以从中选择您需要的商品。 

如果您需要的商品不在列表中，您也可以手动创建。我们先讲解简单的方式。 

1. 在“开始使用”页面，点击“从列表中导入商品”。 

2. 在“开始设置商品”页面，您可以： 

a) 在搜索框中输入您想要搜索的商品。 

b) 点击列标题调整商品的显示顺序（按名称或商品类别的字母顺序）。 

c) 点击商品旁边的“添加”键，将商品添加至“影院库存中的新商品”面板中。按照这个步骤添加所有
您想要的商品。 

提示！如果商品标记为“+”并有绿色边框，则表示这是包含多个商品的组。点击“+”可显示相关的商品

。 

d) 点击“移除”可移除商品。商品不会添加至系统中。 

3. 点击屏幕下方的“保存复制商品”，商品将添加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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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商品价格 

选择了在影院销售的商品之后，您需要设置价格。 

1. 在“开始使用”页面，点击“添加商品价格”。 

2. 在“开始设置价格”页面，您可轻松设置每个影院中每种商品的价格。使用该功能设置不同的价格结

构，或者如果您只有一家影院，您只需要输入价格即可。 

3. 点击“保存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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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显示商品 

为了能在销售点（POS）销售商品，您需要在卖品配置中创建按钮。在此我们将讲解简单的过程。 

1. 在“开始使用”页面，点击“POS 显示商品”。 

2. 在“设置卖品配置”页面，您可以轻松创建并自定义商品按键，并安排布局。 

a) 点击按键设置商品按键和按键颜色。 

b) 点击“页面”标签，在其他页添加按键。 

c) 点击铅笔图标进行重命名。 

3. 完成之后，请点击“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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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安装 POS 之前，请完成本文档中列出的所有步骤。如果您在完成这些步骤之前就安装 POS，有些功
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这个问题仍可以解决，但需要专业技术人员。 

如果您希望使用顺利，我们强烈建议您按照本文档的顺序完成所有步骤，然后您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1. 在“开始使用”页面，点击“开始安装 POS”。 

2. 按照“设置 POS”页面中的指示进行设置。 

设置后，您就可以开始使用 POS 了。 

更多有关 POS 的信息，请参阅《POS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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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恭喜您！您已经成功安装了试用版威云！ 

希望您觉得安装过程十分简单。 

如果您对本文档有任何建议和意见，请告诉我们，我们将尽力采纳。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您威云在手，业绩不愁！ 

 

威云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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