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动影院系统使用说明 

版本号：5.0 

2016.8 

 

 

 



 

 

目录 

一、 环境搭建 ................................................................................ 1 

1. 系统简介 ......................................................................................... 1 

2. 硬件清单 ......................................................................................... 1 

3. 设备连接 ......................................................................................... 1 

二、 配置服务器 ............................................................................ 4 

1. 安装说明 ......................................................................................... 4 

2. 使用说明 ......................................................................................... 4 

1) 初始化 ................................................................................................ 4 

2) 添加片源 ............................................................................................ 5 

3) 完成创建 ............................................................................................ 7 

三、 配置播放器 ............................................................................ 8 

1. 安装说明 ......................................................................................... 8 

设置固定 IP 的具体方法 ............................................................................... 8 

2. 使用说明 ......................................................................................... 8 

1) 服务器选择 ......................................................................................... 9 

2) 设置影厅名称 ..................................................................................... 9 



 

 

3) 完成设置 .......................................................................................... 10 

四、 配置 POS 系统 ..................................................................... 11 

1. 使用前设置 .................................................................................... 11 

1） 登陆 ................................................................................................. 11 

2） 影厅设置 .......................................................................................... 11 

2. 消费流程 ....................................................................................... 12 

1） 包场观影 .......................................................................................... 12 

2） 包时观影 .......................................................................................... 13 

五、 移动端操作说明 ................................................................... 15 

1. 威动影音 ....................................................................................... 15 

1） 商用版 .............................................................................................. 15 

2） 顾客版 .............................................................................................. 19 

2. 微信 .............................................................................................. 22 

1） 点播操控 .......................................................................................... 22 

2） 威动微影院系统 服务号 ................................................................... 23 

3） 私人影院 服务号 .............................................................................. 26 

六、 选片机 ................................................................................. 34 



 

 

1. 安装说明 ....................................................................................... 34 

1） 安装 ................................................................................................. 34 

2） 登录 ................................................................................................. 34 

2. 使用说明 ....................................................................................... 35 

1） 选电影 .............................................................................................. 35 

2） 选影厅 .............................................................................................. 38 

3） 选卖品 .............................................................................................. 39 

七、 高级操作 .............................................................................. 40 

1. 服务器 ........................................................................................... 40 

1） 自定义库 .......................................................................................... 40 

2） 筛序、排序及展示方式 ..................................................................... 41 

3） 自定义影厅内容展示顺序.................................................................. 41 

4） 编辑 ................................................................................................. 43 

5） 匹配 ................................................................................................. 45 

6） 问题反馈 .......................................................................................... 47 

7） 设置 ................................................................................................. 48 

8） 播放器批量 升级/安装应用 .............................................................. 51 



 

 

2. 播放器 ........................................................................................... 53 

1） 点播操控 .......................................................................................... 53 

2） 检索与筛选 ....................................................................................... 55 

3） 更多娱乐 .......................................................................................... 57 

4） 设置 ................................................................................................. 57 

5） 遥控器学习区（LEARING AREA）的设置 ....................................... 68 

3. 影院 Web 管理系统 ....................................................................... 69 

1) 后台管理 .......................................................................................... 69 

2) 会员办理 .......................................................................................... 85 

3) POS 收银 ......................................................................................... 89 

八、 常见问题 ........................................................................... 101 

1. 云端 ............................................................................................ 101 

2. 服务器 ......................................................................................... 104 

3. 播放终端 ..................................................................................... 106 

4. 移动端 ......................................................................................... 108 

5. 其他 ............................................................................................ 110 



1 

 

一、 环境搭建 

1. 系统简介 

威动影院系统是专门针对微影院/影吧客户开发的一套集影库管理、点播、收银、运营管理的一体化

解决方案，主要包含威动影院服务器、影院播放器、点片机、移动端威动影音 APP 及微信功能、威

动影院管理系统。 

1) 威动影院服务器：开微影院/影吧最好片源管理系统，可以帮助您管理自己影库里面的所有影

片，会自动从网上去下载它们的海报和相关信息；自动识别媒体类型，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等，都能够自动整理。 

2) 影院播放器：专门针对影吧客户，与威动服务器搭配使用的旗舰版网络机顶盒，实现全格式、高

质量的音视频文件完美流畅的播放；并可搭载第三方 APP 安装及更多超值功能。 

3) 点片机：顾客自主选影片、查看影厅、选卖品。 

4) 移动端：威动影音 APP 商用版可以实现绑定影厅后一键推送影片到影厅，影库管理等；顾客版

可以实现顾客下单后在影厅扫码变身遥控器，浏览影库，点播操控等。微信端可以实现顾客下单

后在影厅通过微信扫码变身遥控器；提供运营数据、技术支持的“威动微影院系统”服务号及协

助影吧业主开展微信营销的私人影院服务号。 

5) 威动影院管理系统：包含后台管理、会员管理、POS 收银及影库管理接口。 

2. 硬件清单 

路由器、PC、存储硬盘、网线、视频输出设备（电视机或投影）、音频输出设备（功放或光纤等）。 

3. 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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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顶盒根据音频输出设备选择输出模式。 

 

1) 模拟： 使用 USB 声卡，耳机等模拟信号输出设备时，选用“模拟”。 

 

2) HDMI：使用功放设备或用 HDMI 线直接连接电视机，选用“HDMI”。 

 

以 Yamaha/雅马哈 RX-V375QH 为例,HDMI IN 输入接口连接机顶盒，  HDMI OUT 输出口连接电

视机或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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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DIF：使用光纤设备，选用“S/PDIF”。 

 

4) Passthrough：选用"HDMI" "S/PDIF"时可选择是否勾选“开启 passthrough”（此功能开启

仅对有解码功能的音频设备有效，如所用设备无码功能请选择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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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置服务器 

1. 安装说明 

由北京威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安装包，可直接安装于 Windows 7/8 及专业的服务器系统 Windows 

sever 2012 R2（建议）平台上。 

注意事项：建议服务器和播放终端设置为固定 IP 地址以确保点播系统的稳定；需要关闭防火墙，以

确保正常的服务器连接及网路通讯。 

2. 使用说明 

1) 初始化 

安装完毕后， 启动“威动影院服务器”，服务器标示“ ”会在桌面右下角显示，服务器登录界

面会通过浏览器自动弹出（若未自动弹出服务器登录界面，可通过双击桌面右下角的服务器标示弹

出；为确保操作管理的稳定性，建议使用 Chrome 浏览器平台）；使用威动科技有限公司会为影吧

业主提供的账号密码即可登录服务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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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片源 

首次登陆后，会出现服务器指引画面。可以通过路径输入或点击右侧“ ”图标，为您的媒体库添

加路径。  

                                   

你可以选择本地硬盘或者同局域网 SMB/NFS 网络协议下包含“电影、电视剧、MV 等视频”的文件

夹作为路径；同样您也可以同局域网下的“手动添加网络位置”。 

 

你可以选择同局域网下的媒体源所在设备支持的网络协议，输入媒体源所在设备的固定 IP 地址、域

名、用户名和密码，点击“完成”后提示 loading，正在添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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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添加网络位置后，即可在路径列表看到相应的路径菜单，点击该路径，可以查看/选择该路径下

的文件夹，点击“完成”按钮就可完成路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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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选择完成后，点击“立刻浏览”按钮，即可进入影院服务器影片列表。 

3) 完成创建 

进入影院服务器首页后，等待影片海报及相关信息自动下载完毕，点击“智能影库”，即可看到已经

整理好的影片以海报墙的形式自动分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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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置播放器 

1. 安装说明 

运行 Android 4.4 Kikat 操作系统。 

注意事项：需要确保服务器及机顶盒正常运行，处于同一局域网同一网段状态下且外网网络连接正

常；为确保机顶盒网络运行的稳定，建议为服务器及每个机顶盒设置单独的固定 IP（初始状态下机顶

盒以太网设置为自动获取动态 IP）。 

设置固定 IP 的具体方法 

按遥控器菜单键 9 下，进入管理员界面，输入管理员密码“00”，进入“设置”菜单中选择“高级设

置”下的“以太网”，进入“以太网设备设置”会出现如下弹窗。 

设置过程中需要确保机顶盒的 IP 地址和服务器位于同一网段不同地址，而子网掩码、DNS 地址、默

认网关 同威动服务器的设置相同。 

 

2.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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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器选择 

机顶盒初始状态下，根据引导画面点击“下一步”，进入如下服务器选择画面，选择自己需要连接的

服务器名称（服务器所属的计算机名）;也可于服务器选择列表最下方选择手动“添加威动服务器”，

在弹窗中输入“IP 地址”及固定“端口号”32080 即可。 

 

2) 设置影厅名称 

在为机顶盒选择好服务器后，可以为影厅设置名称；若您购买了 1905 的正版片库，可在对应区域输

入 1905 的影厅编号。输入完毕后，点击“确定”完成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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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设置 

进入影片海报墙展示画面，左侧列表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筛选条件可供选择；右侧可以看到以海报墙形

式展现的影片，选择其中一部可以看到影片详情。 

 

注意事项：初始状态下，可以使用遥控器直接点播影片；如要设置“影厅空闲时禁止使用”，需登录

业主/店长账号，进入影院“后台管理”，在“影厅管理”中，勾选“影厅空闲时禁止使用”，则影

厅空闲状态下不能进行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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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配置 POS 系统 

1. 使用前设置 

在顾客进行消费前，需要对影厅进行价格设置才能正常通过 POS 系统下单支付。 

1） 登陆 

在服务器应用开启状态下，通过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pos.vidonme.cn/5000”登陆 5.0 版的威动影

院管理系统页面； 

点击页面右上角“ ”，选择“威动账户登陆”输入威动账户及密码后确认登录； 

 

2） 影厅设置 

账号登陆状态下，点击进入“后台管理”。 

播放器在线的影厅，会显示为绿色，离线状态的影厅则会显示为灰色。 

直接点击影厅，可对影厅名称、容纳人数、收费价格、影厅照片进行设置；也可以在影厅上方选择

“批量设置”同时为多个影厅进行“容纳人数”、消费价格的设置。 

http://pos.vidonme.cn/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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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置过影厅数据才能通过 POS 系统对该影厅进行下单。 

2. 消费流程 

点击左上角“ ”回到威动影院系统管理页面，点击进入“POS 收银”，可以看到所

有影厅所处状态，初始状态下所有房间处于“空闲”状态（可消费影厅需处于“空闲”状态）。 

选择“空闲”状态影厅，点开后确认影厅消费时间为空闲时间（灰色为其他客人预约时间），选择消

费方式“包场观影”或“包时观影”。 

 

1） 包场观影 

 选择“包场观影”，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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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要观看的影片（从最新 30 部影片推荐中选取或在输入栏输入影片名，点击“查找”按钮

查找影片），点击“下一步”完成选片； 

 确认订单信息（观影时长、折扣、实收金额），选择支付方式并完成支付； 

 输入影厅倒计时播放时间（默认状态为 5 分钟），点击“确认订单”完成下单。 

 

2） 包时观影 

 选择“包时观影”，点击“下一步”； 

 选择观影时长，并点击“下一步”按钮； 

 确认订单信息（观影时长、折扣、实收金额），选择支付方式并完成支付； 

 输入影厅倒计时播放时间（默认状态为 5 分钟），点击“确认订单”完成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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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将客人带到指定影厅后，点击“立刻观影”开始计时。 

 

 

 

 

 

 



15 

 

五、 移动端操作说明 

1. 威动影音 

全格式支持；轻松连接局域网内设备：PC、Nas、智能路由等；电影海报墙、在线字幕自动获取。 

1） 商用版 

 iOS 手机/平板 

 安装 

登录威动影院官网 http://vidonsys.cn/download 页面下载最新版商用版“威动影音”APP，同时在

网上下载并安装同步助手，将手机连接电脑添加文件的形式进行安装。 

 

 验证 

打开手机“设置”->“通用”->“设备管理”，为企业版“威动影音”添加信任； 

 登陆 

验证通过后即可打开商用版“威动影音”，点击应用界面左上角“ ”找到“登录”，登陆业主专

用的威动账号及密码。 

http://vidonsys.cn/download
http://www.tongbus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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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威动服务器 

点击应用首页左上“文件夹”或者在左侧菜单项中找到“媒体服务器”，点击“添加威动服务器”

后，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端口固定为 32080）后点击右上角的“√”确认添加；添加

后，“文件夹”及菜单选项“媒体服务器”中会显示相应的服务器；服务器中的影片会以海报墙的形

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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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 

业主通过点击影片海报，可以查看影片的具体信息，并选择“ “缓存到本地、" ”本地“播

放”或者“ ”推送到某个影厅。 

 

 

 影吧绑定 

针对有使用 ipad 做为顾客在房间内的自助点片机使用需求的用户。 

实现方法：使用 ipad 安装商用版威动影音 APP，登录业主账号并在应用首页菜单选项找到

“ ”，可以勾选绑定服务器及具体某个影厅，回到影库页面选择电影，点击

“ ”键实现对该影厅的单独推送。 

注：在完成影厅的绑定之后需要注销业主登录账号，以免顾客进行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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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管理 

点击应用首页菜单选项找到“ ”会跳转到手机浏览器并打开影库管理会员登录界

面，通过输入威动账号及密码登录影库管理界面，从而实现对影库的管理。 

 Android 手机/平板 

安卓系统获取安装包后可以直接安装。 

登录、添加媒体服务器、播放、影吧绑定、媒体管理同 iOS 版手机/平板。 

注意事项：验证过程需要确保手机联网；“添加服务器”及“推送”功能需要确保手机与服务器处于

同一网段下。 

2） 顾客版 

顾客可在应用商店下载“威动影音”，并直接安装；打开威动影音 APP 首页，点击左 

http://vidonme.cn/down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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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角菜单键“ ”找到“扫一扫”功能，扫描荧幕相应威动影音二维码。 

 包场观影 

可控制影片的播放音量、音轨/字幕( )。 

 

扫码后操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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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时观影 

可对影库中的影片进行浏览、点播及控制影片播放进程/音轨字幕切换。 

 

影片播放中的操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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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信 

1） 点播操控 

使用微信扫码功能扫描荧幕相应微信二维码。 

 包场观影 

在遥控界面控制影片的播放音量、音轨、字幕。(界面同威动影音包场观影操控界面) 

 包时观影 

可对影库中的影片进行浏览、点播及影片播放进程控制/音轨字幕切换。 

微信扫码后的包时选片界面： 

 

影片播放开始后的操控界面同威动影音包时观影的操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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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动微影院系统 服务号 

业主通过关注并绑定“威动微影院系统 服务号”实现实时查看影吧“营业状况”，获得技术支持

等。 

 关注 

 通过微信添加公众号处搜索“威动微影院系统”，添加关注北京威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认证服务号

“威动微影院系统”。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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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次关注“威动微影院系统”官方认证服务号后，服务号会自动发送一条提醒绑定的文字消息； 

 

 点击“点击这里，立即绑定”，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业主威动账号及密码； 

 

 点击“确定”后会有绑定成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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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营业状况 

点击服务号下方“营业状况菜单”，实时查看影厅状态、营业日/周/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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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支持 

通过“发现”菜单关注威动影院系统的新功能、优惠活动、下载最新版的使用手册等；亦

可通过“威动”菜单与我们取得联系或进行意见反馈。 

3） 私人影院 服务号 

业主需要开设自己私人影院的微信服务号，然后接入北京威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私人影院服务号定

制功能。顾客在服务号可以实现查看影院信息、预约观影、参与活动、查看订单及绑定会员卡等操

作。 

 微信授权 

注：进行微信授权前，业主需要拥有一个自己影吧已经认证成功的官方服务号并开通微信支付功

能，具体操作方法请参照微信公众平台官方解释；以下操作方法截图为首次进行微信授权截图；请

依照步骤逐一进行操作。 

 商户 ID 

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微信支付”，在基本信息中可查看到“商户 ID”。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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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微信支付 URL 地址 

登录微信公众号平台，点击“微信支付”->“开发配置”，在三个文本框内输入以下地址。 

支付授权目录： 

https://pos.vidonme.cn/wc/ 

测试授权目录： 

https://pos.vidonme.cn/5000/wc/ 

支付回调 URL： 

https://pos.vidonme.cn/wc/wcinterface.php 

 

 开通模版消息 

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侧菜单中的“添加功能插件”，选择“模版消息”，行业选择“消费品/消

费品”和“文体娱乐/娱乐休闲”，成功开通后，点击“从模板库中添加”，查找“商品支付成功通

知”，添加此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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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开通模板消息后在左侧菜单可以看到“模板消息”功能选项，点击它，可以看到已添加的模板。 

 

 下载商户证书 

登录微信商户平台，点击左侧 API 安全，如果已设置密钥可直接下载证书，如未设置密钥可点击下方的

“设置密钥”，密钥请使用附件中的脚本工具生成（双击运行“生成商户 key”文件，此时会生成一个

“商户 key”文档，复制粘贴文档中 32 位信息即可）。 

此处密钥即为微信授权页面的“商户 key”，下载的证书即为“商户证书”，微信支付退款时需要使用

到商户证书。 

注：商户 key 和商户证书都是非常机密的信息，应当及时删除，不要保留副本，确保安全。 

https://pay.weixin.qq.com/
http://dl.vidonme.cn/download/ChangSha/tools/wechat_tools.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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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威动影院管理系统，点击“后台管理”，点击“微信后台”，根据上方操作步骤中查看到的商户

ID、生成的商户 key 在相应的位置内输入，上传安全证书压缩包文件。 

 

点击“确认”后，需要该微信服务号的运营人员扫描该页面生成的二维码，完成授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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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介绍 

 

以下通过演示账号进行讲解。 

 “预约观影”菜单 

A. “预约”界面 

展示影厅详情（包含影厅图片展示、可容纳人数、消费价格、已预约时段）；顾客可以在此页面实现在线

预约影厅。 

影厅的详情展示可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 “后台管理”->“影厅管理”->“影厅设置”页面点击具体的影

厅进行设置。 

B. “发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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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展示影吧推出的活动内容，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后台管理”-> “微信后台”->“活动管理”页面

可以对微信端显示活动内容进行编辑设置。 

注：微信端活动页面显示图片设计大小建议为 1242*710。 

 

a) “发现”页面“热门活动”区域，位于“发现”页面上方显示的轮播大图，对可显示数量未做限

制（为确保显示效果建议摆放不超过 5 个）；在“后台管理”-> “微信后台”页面的活动属性设

置为“热门”的活动会在此显示。 

b) “发现”页面“优惠活动”区域，可显示三个活动内容，多于三个的将显示最新发布的三个活动

内容；在“后台管理”-> “微信后台”页面的活动属性设置为“优惠”的活动内容会在此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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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发现”页面“推荐活动”区域，可显示活动内容数量未做限制，最新发布的活动内容会优先显

示在最上方；在“后台管理”-> “微信后台”页面的活动属性设置为“推荐”的活动内容会在此

显示。 

C. “影院”页面 

展示影院详情（包含影院展示图片、影院名称、营业时间、电话号码、地址、特色服务及顾客评论）；顾

客可以在此页面查看影院详情及发表评论。 

影院信息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 “后台管理”->“影厅管理”->“影院设置”页面进行设置。 

评论内容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 “后台管理”->“微信后台”->“评论管理”页面进行管理。 

D. “我的”页面 

会员在此页面关联会员卡、查看自己的订单、在线反馈及联系客服。 

 “福利”菜单 

A. 热门事点 

“后台管理”-> “微信后台”->“活动管理”页面最新发布的一条热门活动。 

B. 优惠套餐 

“后台管理”-> “微信后台”->“活动管理”页面最新发布的一条优惠活动。 

C. 推荐体验 

“后台管理”-> “微信后台”->“活动管理”页面最新发布的一条推荐活动。 

D. 发现更多 

跳转至“预约观影”菜单“发现”页面。 

 “会员中心”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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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订单 

顾客在“预约观影”->“预约”页面下的预约订单会在此页面进行展示。 

F. 会员卡 

顾客通过绑定会员卡查看自己的会员卡详情；参加与会员卡相关联的充值/扣费活动。 

同“预约观影”->菜单“我的页面”->“关联会员卡”。 

G. 影院信息 

跳转至“预约观影”菜单“影院”页面。 

 

 

 

 

 

 

 

 

 

 



34 

 

六、 选片机 

1. 安装说明 

由北京威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选片机 APP，应用于 Android 或 iOS 触摸平板设备上；顾客可以通过

选片机实现自主查看所有影厅详情、售卖卖品及查找自己想要观看的影片，从而提高顾客的消费体

验。 

1） 安装 

登录威动影院官网 http://vidonsys.cn/download 页面下载最新版选片机 APP。iOS 版选片机 APP

的安装、验证方式请参照第五章节“移动端操作说明”->“威动影音”->“商用版”->“iOS 手机/

平板”；安卓版可以直接下载安装。 

2） 登录 

 打开选片机 APP，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首页登录“ ”选片机专用账号（威动账号、员工账

号、员工账号密码）。 

注：选片机专用账号设置见第七章节“高级操作”->"影院 WEB 管理系统”->“后台管

理”->“员工管理”。 

 

http://vidonsys.cn/download


35 

 

 点击“登录”后直接跳转至选片机界面。 

 

2. 使用说明 

1） 选电影 

 筛选 

 顾客可以根据需求在首页点击“3D 电影”、“点播排行”、“最新上映”、“高分电影“、“全部

电影”筛选影片；在进入影库界面后在右侧点击不同的筛选分类进行影片筛选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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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添加筛选条件的方式，缩小查找范围。 

 

 排序 

在选片页面点击右上角“名称”、“评分”、“上映时间”选项可以改变影库中的影片排序。 

 

 影片详情 

点击影库中的任意一部影片，可以查看该影片的详情（包含影片海报、截图背景、评分、导演、年

份、类型、时长、国家、演员及剧情概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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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影库及影片展示的后台设置请留意“高级操作”->“影库管理”。 

 心愿影片 

 如果顾客通过搜索，并没有在影库中发现想要观看的影片，顾客可以点击“告诉老板我想看这部影

片”。 

 

 点片机会根据您搜索的影片名称提供“云搜索结果”，在“云搜索结果”中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看的那

部影片（如果搜索结果并没有，还可以“手动输入影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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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联系人信息（顾客姓名及联系电话）后点击“提交”（提交成功会有提示）。 

注：电影申请的信息管理请留意第七章节“高级操作”->“POS 收银”->“电影申请”。 

2） 选影厅 

在首页点击“影厅”可以看到所有影厅用照片封面的形式展现；同时可以顾客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通

过影厅容纳人数对影厅进行筛选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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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具体某个影厅可以看到该影厅多张照片轮播、影厅名称、可容纳人数、包时价格及包场价格信

息。 

注：影厅展示信息可以在第七章节“高级操作”->“后台管理”->“影厅管理”->“影厅设置”中

点击具体影厅进行编辑。 

3） 选卖品 

在选片机首页点击高级操作，可以查看影院售卖卖品的信息，并且可以通过左侧筛选项快速筛选查看

分类卖品及卖品详情（包含卖品图片展示、名称、库存、会员专享价格、零售价信息及卖品状态）。 

 

注：卖品展示信息可以在第七章节“高级操作”->“后台管理”->“卖品管理”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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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高级操作 

1. 服务器 

1） 自定义库 

 创建库 

登录威动服务器影库管理页面，点击页面左上角“创建库”，可以输入“库名称”；选择媒体信息下

载来源（建议选择 Vidon 下载器）；为媒体源“添加路径“（具体方法同初始状态下“添加片

源”）。 

 

 库管理 

位于影片海报墙上方工具栏左侧分别有“编辑库”、“媒体转移”、“删除媒体”、“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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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库”功能可以重新编辑“库名称”、选择“媒体信息下载器”、为库添加媒体源路径（具体方

法同初始状态下“添加片源”）及删除路径；以及在“编辑库”页面左下角执行“删除库”操作。 

 “媒体转移”功能可以选中库中的一个或多个影片“转移到”其他影库（此功能在媒体信息下载/影库

“刷新”过程中无效；“智能影库”中包含所有的影片，并不会因为“媒体转移”操作而减少）。 

 

 “删除媒体”功能可以删除影库中的任意影片（但不会对存储设备上的影片进行物理删除）。 

2） 筛序、排序及展示方式 

位于影片海报墙上方工具栏右侧。 

 

 “筛选”模式下，可以按照类型、地区、年代进行影片筛选。 

 “排序”模式下，可以按照名称、添加时间、修改时间、评分进行排序。 

 “展示方式”模式下，可以按照电影、电视剧、视频进行分别展示或全部展示。 

3） 自定义影厅内容展示顺序 

针对影厅默认列表展示排序有自定义需求的业主用户，可以在服务器影库管理页面对自定义影厅内容

展示顺序进行手动调整。 

我们影厅的初始界面的内容排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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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方法：登录威动影院服务器管理页面，创建了“情人节”、“动画电影”两个自定义库，默认情

况下，创建后在“自定义影厅内容展示顺序”区域两个自定义库被排在最后，在管理页面右侧使用鼠

标左键拖动调整顺序并保存。 

注：根据提示“自定义影厅内容展示顺序”保存后需要重启播放器。 

 



43 

 

重启播放器后效果： 

 

4） 编辑 

影片类型匹配正确，但是影片信息未被正常显示的情况；影片展示的个别信息出错或需要对个别选项

进行个性化展示的情况。 

如下影片《金陵十三钗》没有显示海报信息。 

 

 将鼠标移至影片/视频海报上，点击下方中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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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更换一张备选海报，并“保存”。 

 

注：此页面还可以对影片的常规信息（包含影片名称、导演、年份、国家、类型等信息进行重编

辑）、海报、背景进行重新设定。 

 回到影库管理页面，海报显示就如下图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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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匹配 

部分影片因名字不规范或其他原因未下载到媒体信息，而被归类在视频类型情况；部分媒体因为下载

到错误的媒体信息而被归类在错误的类型情况。 

以下我们用视频分类中的最后一部影片 “星际传奇 3”为例。 

 

 将鼠标移至影片/视频海报上，点击右下角“…”符号，选择“匹配”功能； 

 

 将影片修改为正确名称（如“星际传奇 3”）， 选择片源类型，点击“搜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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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正确的海报，点击“完成”结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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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配完成后将在影库分类列表中正常显示。 

 

6） 问题反馈 

点击影库管理页面右下角“问题反馈”图标。 

 

选择所反馈的问题模块（bug 反馈、功能建议、吐槽、其他）、主题分类（媒体库、播放、设置

等），勾选“上传 log 文件”；为了帮助工程师尽快定位问题，建议尽量详细的填写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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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问题解决后我们会尽快通过邮件等通知您升级。 

7） 设置 

点击影库管理页面左下角“ ”图标，可以查看服务器设置。 

 “服务器状态”页面，可以更改服务器名称，查看当前服务器 IP 和版本号，并可以查看所有

当前连接客户端； 

 

 “通用”页面可以修改 web 页面语言，设置开启“开机自动启动服务”功能； 

 “媒体库”页面可以设置媒体库更新时间间隔、获取电影信息语言、开启支持扫描隐藏属性文

件夹，以及实现媒体库信息的导入、导出和备份还原。 

在服务器需要更新的情况下，事先导出媒体库信息，等待服务器升级完成后再重新导入，省去了媒体

数据重新下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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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 

导出过程中会有信息导出滚动窗口，“媒体库”通过导出路径输出“VMS2Backup”文件夹（内含：

data、database、subtitles、Thumbnails 4 个文件夹），全部导出后窗口自动关闭。 

 导入 

导入方式分为“导入媒体信息”、“恢复备份文件”两种。 

A. 导入媒体信息(只会使用媒体库文件中相同电影和电视剧的海报信息等) 

a) 添加导入路径，点击“导入”； 

b) 导入后，需要手动添加源路径； 

注：此导入方式不会影响新下载的影库数据，但需要手动添加导出数据前的路径。 

B. 恢复备份文件(该操作会将当前服务器的所有信息全部删掉,然后恢复成备份文件的内容) 

a) 添加导入路径，点击“导入”； 

b) 导入后，刷新服务器，之前的数据自动加载显示； 

注：此方式会覆盖当前服务器的信息。 

 

导入媒体信息时，选择导入方式及导入路径，点击“导入”，会有信息导入的滚动窗口，导入成功后窗口消

失。 



50 

 

 

 “1905 影片库” 

如果您有购买 1905 的正版片库，需要在服务进行设置 

 设置 1905 服务器片库服务器的 Ip，需输入您 1905 正版片库存放的服务器 IP 地址。 

 选择影片导入的媒体库，可以选择把 1905 的正版片库资源导入到自定义库。 

 “转码”页面可以开启硬件解码编码，启用硬件解码硬件编码功能，可以减轻 CPU 负担，并

使视频播放更流畅。 

 

 “升级”页面可设置开启自动升级及自动升级时间，显示当前运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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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播放器批量 升级/安装应用 

注：提前获取“服务器端批量升级播放器 APK 的方法”指导文件，文件中包含如下文件。 

 

 服务器端批量升级播放器 APK 的方法 

 确认服务器运行中 

 打开文件夹地址 C:\Users\Public\Documents\VMS2\boxappapk 

 将 info.xml 文件拷入 boxappapk 

 将要升级的播放器升级包 VidOn_Theater-4.0.0.0-20160420114715foryingbaYB.apk 拷入

boxappapk 

注：升级包的命名结尾需包含识别码，黑色旗舰版播放终端为“foryingbaYB”，黄色标准版播放

终端为“foryingbaVD”，若没有可手动添加。 

 用记事本打开 info.xml 

http://dl.vidonme.cn/download/MB/server_box_apk_update.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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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version value="3200"/>，设置值为 3200 

注:该数值设置需要比当前版本号大 1 及以上。查看当前版本号,可在盒子应用首页连续 9 次点击遥控器

menu 键（4 条横线），进入盒子设置（密码 00）页面，点击“关于”进行查看 

如图，当前版本号为“5000”，则数值设置最小为“5001”。 

 

 编辑<download value="VidOn_Theater-4.0.0.0-20160420114715foryingbaYB.apk" 

length="48141606"md5="92AB052C3337C9600835024276CA7E08 "/>（将升级包 APK 文件

托入 Hash.exe 工具可以获取 apk length 和 md5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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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置 download value 与 boxappapk 下 apk 名相同 

B. 设置 length 为 apk 真实大小 

C. 设置 md5 值为 apk 的 md5 值 

 升级 

A. 关闭并重启威动服务器软件 

B. 在盒子应用首页自动弹出的升级提示中，进行升级 

C. 或者在盒子应用首页连续 9 次点击遥控器 menu 键（4 条横线），进入盒子设置（密码 00），

进入“更新”-> “检查更新”进行升级 

 服务器端为播放器批量安装应用的方法 

 将待安装的应用 APK 重命名，如：“HDP_70.apk”添加字符“foryingbaYB”重命名为

“HDP_70foryingbaYB.apk” 

注：黑色旗舰版播放终端为“foryingbaYB”，黄色标准版播放终端为“foryingbaVD” 

 剩余步骤及注意事项同上批量升级播放器的方法 

2. 播放器 

1） 点播操控 

 点播 

点击影库中电影海报进入影片详情页面； 

mp4、mkv、m2ts 等文件源显示为点击“播放”按钮播放；BD\DVD 源显示为点击“播放”播

放主电影或点击“其他片段”播放除主电影外其他片段；3D 源，显示为选择“3D 播放”开启 3D

模式或“2D 播放”使用 2D 模式，也可点击“其他片段”播放除主电影外其他片段。 

 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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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进程中，可以点击遥控器 menu 键调出 OSD 菜单。 

 

 章节，点击章节数切换或点击遥控器下一章按钮切换章节。 

 音轨，点击相应音轨切换或点击音轨按钮切换按键。 

 字幕 

A. 内置字幕 

点击相应字幕切换或点击字幕按钮切换按键。 

B. 在线字幕 

字幕列表中，选择在线字幕，加载网络中所有匹配在线字幕，选择相应字幕加载、勾选、显示，或点

击“取消”按钮。 

C. 字幕设置（浮层弹窗） 

可以设置影片字幕显示大小、字体、颜色、底边距和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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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控制 

快进、快退、播放\暂停功能（也可通过遥控器相应按钮控制）。 

 信息 

显示影片音频、视频、转码、当前音轨、字幕、章节、进度等信息。 

 

2） 检索与筛选 

 检索 

点击首页右上角“搜索”进入搜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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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 

点击首页左上第一个菜单“筛选”，调出筛选条件页面，提供“类型”、“地区”、“年份”筛选

项。 

 

同样首页菜单项提供“近期上映”、“点播排行”、“高分电影”、“3D 电影”、“人气明星”选

项进行筛选。 

 人气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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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显示所有影片的主要参演演员； 

B. 右侧索引则按照姓名首字母，对演员进行筛选； 

C. 点击演员海报可显示所有该演员参演的影片。 

3） 更多娱乐 

位于播放器首页左侧列表最下方，可以在此看到机顶盒安装的其他娱乐应用。 

4） 设置 

在首页点击 9 次遥控器 menu 按键，进入管理员密码输入页面，输入密码“00”后点击“确定”按

钮进入设置。 

 

 常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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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置 

A. 影厅名称 

a) 点击影厅名称，弹出下拉列表； 

 

b) 选择“自定义”选项，输入影厅名称“***”，点击"确定"完成编辑，重启播放器后完成自定义播

放器名称。 

B. 显示海报背景 

d) 勾选显示海拔背景，影片详情页面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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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勾选显示海报背景，影片详情页面展示效果。 

 

C. 输出设置 

此处为一个输出偏好设置，若您倾向于更好的画质，请选择视频“帧率 23.976”；若您安装使用了功

放，倾向于更加优秀的听觉体验，请选择音频“HD Audio Passthrough”（音响设备需要具备解码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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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905 影库影厅编号 

如果您有购买 1905 影库版权，可以在此输入“1905”影厅编号，获取正版 1905 正版影库。 

 显示设置 

A. 屏幕分辨率设置 播放器输出分辨率设置； 

B. 屏幕尺寸 输出信号尺寸百分比，可以通过调节实时查看。 

 播放设置 

A. 音频输出模式 

根据音频输出设备选择输出模式。 

 

a) 使用 USB 声卡，耳机等模拟信号输出设备时，选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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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功放设备或用 HDMI 线直接连接电视机，选用“HDMI”。 

 

c) 使用光纤设备，选用“S/PDIF”。 

 

B. 开启 Passthrough 

选用"HDMI" "S/PDIF"时可选择是否勾选“开启 passthrough”，此功能开启仅对有解码功能的音频

设备有效，如所用设备无解码功能请选择关闭。 

C. 首选音轨语言 

默认为原始语言，可以根据影院所在地区常用语言选择。 

例：选择首选音轨语言为中文后，每次播放影片默认音轨为中文，但当播放的影片中没有中文音轨

时，则选择第一条音轨播放。对于喜欢看原声电影的客户，不适合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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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首选字幕语言 

默认为关闭，请根据影院所在地区选择首选字幕。 

例：选择首选字幕语言为中文后，每次播放影片默认开启中文字幕，但当播放的影片中没有中文字幕

时，则选择第一条字幕播放。 

E. 优先选用外置字幕 

开启状态下，当媒体文件下有下载的外置字幕文件，会优先选用外置字幕。 

F. 字符集 

字符集设置适用于外置字幕，若添加字幕为中文则选择 Chinese Simplified(GBK)，可解决外置字幕

因字符集对应错误的乱码情况。 

另外，如字幕是中文、韩文等语种，请检查所下载字幕是否为 ASCII 等单字节编码格式，请换成 utf-

8 或 GBK 等双字节编码。 

 媒体服务器 

 服务器列表 

同一网络环境下存在多个威动服务器的情况下，如需要更改服务器，可在此页面进行切换，点击需要连接

的服务器后显示选中按钮（√），则切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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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添加服务器 

A. 将光标切换至服务器列表底部，点击“添加威动服务器”； 

 

B. 输入安装服务器的 PC 端 IP 地址和端口号（固定为 32080）并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添加。 



64 

 

 

 文件管理 

对播放终端本地磁盘及直接与播放终端相连的存储设备中的存储文件进行管理。 

 换肤 

 默认皮肤切换 

盒子系统默认四个皮肤（四色），点击其他皮肤并确认后，界面皮肤将自动切换。 

 

 添加自定义皮肤 

A. 在 http://vidonsys.cn/download 下载皮肤包，添加至服务器“skins”目录下，具体操作请参

考图片/视频广告存放地址。 

http://vidonsys.c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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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添加完毕后，退出换肤界面再重新进入换肤界面，就可以看到从服务器加载到的皮肤信息。 

C. 点击一个自定义皮肤并确认，会出现一个下载安装皮肤的弹窗，点至最下方确认安装。 

 

D. 安装完毕后点击“完成”，皮肤自动切换至该自定义皮肤。 

 

 网络测速 

测试客户端与服务器间的通讯速度；为确保准确建议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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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低于 10Mbps，为网络出现问题，需要排查您的硬件设置/水晶头/路由器/交换机/无线

AP 是否出现问题；15-20Mbps 及以上可以满足现行码率低于 40Mbps 的所有类型影片的播放。 

 

 更新 

在服务器端添加客户端升级包后，可在此页面点击“检查更新”按钮，检测新版本安装包，下载并

安装。 

 

 高级设置 

进入系统高级设置，可以对机顶盒安卓系统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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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反馈 

输入帐号、邮箱地址，点击“发送”按钮，反馈问题，客户端会将运行 log 发送至开发人员，方

便跟踪问题，问题解决后，第一时间根据客户端反馈的邮箱地址联系用户、提醒用户升级。 

 

 关于 

显示当前产品版本号、官方网址、官方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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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遥控器学习区（LEARING AREA）的设置 

播放器其他按键区域按照遥控指使图标操作即可，学习区需要进行设置才可使用。 

我们假设用学习区的“ ”键去学习功放遥控器的音量加扩大键，设置步骤： 

 长按学习区（LEARING AREA）“ ”键至右侧指示灯为长亮状态； 

 按一下需要学习的按键“ ”，右侧指示灯变至缓慢闪动状态； 

 将遥控器红外发射头正对功放遥控器的红外发射头，此时按下功放遥控器的音量扩大建，播放

器的遥控器学习区上方右侧指示灯会快速闪动三下后继续保持长亮，代表学习成功； 

 剩余按键学习方法同第二、第三步； 

 按一下非学习区的任意一个按键，学习区上方右侧指示灯灭掉，学习结束。 

 

注：学习区 4 个按键均可设置；也可以用来学习其他红外遥控（比如空调遥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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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院 Web 管理系统 

使用威动影音账号（业主/店长）登陆“http://pos.vidonme.cn/5000”。 

 

1) 后台管理 

 影厅管理 

 影厅设置 

 

A. 点击影厅可以进入该影厅设置界面，可更改影厅名称、容纳人数，设置影厅收费价格，上传影厅

照片及是否设为大厅轮播盒； 

http://pos.vidonme.cn/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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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置为大厅轮播盒后，业主将可以实现在播放终端轮播展示自定义视频；同时可以通过 POS 直

接推送影片到轮播盒进行播放（盒子会在影片播放完毕后 30s 自动切回轮播模式）；轮播视频存放地

址见第七章节“高级操作”->“影院 WEB 管理系统”->“广告管理”->“视频&图片广告”->“存

放地址”进行查看。 

B. 也可点击影厅上方“批量设置”按钮，对多个影厅进行统一设置； 

C. 影厅状态更新了可以点击右上角“刷新”，对影厅状态进行刷新； 

D. 点击右上角“删除”可对影厅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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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院设置 

在此可以输入影院的详细信息（包含影院名称、营业时间、电话号码、地址、特色服务及展示照片），

编辑完成后点击“更新”完成设置；设置后的影院信息将会在私人影院服务号的影院信息中进行展示。 

 

 欢迎界面 

在此设置播放终端初始欢迎界面显示内容（包含界面文字及背景图片），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

设置。 

注：为确保显示效果，建议背景图片为 1920*1080 像素比的高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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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销管理 

 点击进入“促销管理”页面，点击“添加折扣”； 

 输入折扣名称、优先级、日期时间、星期、方式及应用影厅信息； 

 确认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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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管理 

 点击“添加员工”； 

 输入新增用户用户名、员工姓名、联系方式、选择性别及工作安排；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添加； 

 

注：如果影厅有使用选片机，需要为选片机单独创建工作安排为“选片机”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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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已经添加的用户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用户列表中的用户按照用户级别享有全部或部分管理权限。 

注：店长享有“后台管理”权限，收银员及服务生“后台管理”页面为空。 

 会员管理 

 会员卡管理 

A. 输入会员卡“级别名称”、“累积最低充值金额”、“工本费”、“包场折扣”、“包时折

扣”，以及选择“周末是否允许使用会员折扣”、“是否允许跟现场折扣同时使用”和“是否启

用充值送现金”； 

 

B. 点击“确认”，完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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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也可对已添加的会员卡进行重新编辑和删除操作。 

 会员信息 

可对所有已办理的会员卡信息进行查看。 

 

 交易记录 

查看所有的会员卡消费记录，并且可通过“时间范围”、“交易类型“进行筛选查看。 

 

 卖品管理 

 卖品列表 

可在此页面查看卖品的销售价格/品类/销售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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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添加卖品/套餐/品类； 

 

注:套餐中卖品通过选择卖品品类及对应品类下的单品及单品数量“添加”的形式进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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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筛选卖品类型/状态或直接输出想要查找的卖品进行搜索； 

C. 对卖品/套餐进行内容编辑及上架/下架操作。 

 广告管理 

 

 视频&图片广告 

A. 存放地址 

“视频&图片广告”媒体资源需要存放在本地固定文件目录下，在服务器登录状态下自动加载。存放

地址查看方法如下： 

a) 威动服务器登录状态下，在桌面右下角找到威动服务器图标“ ”，右键单击打开右键菜单

后左键单击“打开日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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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打开的“VMS2”文件目录下打开“business”文件夹。 

 

c) “ad_pictures”为图片广告存放地址； 

“ad_videos”为视频广告存放地址； 

“ bg_pictures”为暂停播放时图片广告存放地址； 

“customer_videos”为主题视频存放地址； 

“skins”为自定义皮肤包存放地址； 

“samples”为轮播盒轮播视频存放地址。 

 

B.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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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设置暂停播放时的广告，效果如下图： 

 

注：推荐使用分辨率为 1920*1080 的图片，显示效果最佳。 

b) 可设置影片放映前广告(对已启用的广告列表中的广告进行禁用“ ”设置，对已禁用的广告

列表中的广告进行启用“ ”设置) 

注：视频文件支持所有格式，图片文件支持 jpg、png 格式。 

 文字广告 

设置后显示在屏幕上方的滚动字幕广告。 

 

A. 播放设置（字体大小、颜色及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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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增、编辑（ ）及删除（ ）操作 

 

播放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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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 终端 

 输入“影院名称”，选择二维码图片（将打印在小票上）并完善“内容补充”、小票打印张数； 

 

 点击“保存”完成小票内容编辑，右侧会显示编辑后的小票样式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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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统计 

 今日（观影/卖品/会员）/昨日（增收/增长率）总收入，开业时间及营业总收入； 

 通过设置查询起止时间、展示单位（天/周/月）、点击观影收入/卖品收入/会员收入/总收入，查看

直观的营收数据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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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通过 POS 收银系统产生的详细订单数据，可以按照今日/所有订单、收银方式、收银员、影厅

等筛选条件进行查看。 

 微信后台 

管理私人影院微信服务号定制端口的显示内容。管理前需要先对微信服务号进行授权，授权操作流

程详情请参照第五章节“私人影院操作说明”->“微信”->“私人影院服务号”。 

 

 活动管理 

A. 创建活动 

a) 点击页面右上角“新增”活动； 

b) 输入活动名称，设置活动时间、属性，提交活动 logo，输入活动内容， 设置是否需要支付； 

c)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完成活动创建。 

注：“活动时间”设置为“手动”选项可手动控制活动开始与停止；“自动”选项通过设置活动开

始与结束具体时间后执行自动发布与结束活动。 

“活动属性”为“热门”的活动内容会在私人影院服务号“预约观影”->“发现”页面的“热门

活动”区域进行展示；“优惠”会在“优惠活动”区域进行展示；“推荐”会在“推荐活动”区域

进行展示（“推荐”活动可设置副标题对活动内容进行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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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活动“需要支付”，活动编辑页面可编辑设置充值金额与赠送金额。 

 

注：活动 LOGO 设计尺寸为 1242*760，活动内容图片建议宽度为 1242px，高度不限；如果活动

活动需要支付且内容为设计单图，图片下方 100px 不要放具体内容，以防被支付按钮遮挡。 

B. 修改、开始、停止、重新发布活动 

“修改”可对还未开始的活动内容进行重新编辑保存。 

“开始”可对还未开始的活动进行手动启动，启动后状态会显示为“进行中”、可操作区域由“开

始”变成“停止”。 

“停止”可对“进行中”的活动进行“停止”操作，“停止”后状态会显示为“已结束”，可操作区

域由“停止”变成“重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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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布”可对状态为“已结束”的活动进行重新编辑设置后“重新发布”，“重新发布”后的活

动会显示在首条，状态显示为“未开始”，可操作区域为“开始”、修改。 

 用户反馈 

可在 “用户反馈”页面浏览所有用户反馈内容；同时可以查看单个用户反馈详情（包含用户反馈时间、

姓名、手机号码及反馈内容）。 

 评论管理 

顾客通过私人影院微信服务号提交的评论详情会在此集中呈现，业主可在此对顾客的评论详情进行查

看；如果顾客某些评论不便于展示的，可以点击评论后方“ ”对评论进行删除操作。 

2) 会员办理 

点击进入“会员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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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卡 

 将会员卡放置于刷卡机，待刷卡机读取会员卡信息； 

 输入会员个人资料信息，选择会员卡级别及设置充值金额； 

 点击“确认发卡”完成发卡操作。 

 

 卡充值 

 将会员卡置于会员卡刷卡机或通过输入手机号码/卡号读取会员信息； 

 输入充值金额及赠送金额； 

 点击“充值”，完成会员“卡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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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失补卡 

 输入会员手机号码，获取遗失会员卡信息 

 将新的会员卡置于会员卡刷卡机，待获取会员卡信息； 

 输入工本费，点击“补卡”，完成挂失补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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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查询 

将会员卡置于会员卡刷卡机或直接输入会员手机号码/卡号来获取会员信息。 

 

 资料修改 

 将会员卡置于会员卡刷卡机或直接输入会员手机号码/卡号来获取会员信息； 

 在下方卡资料重新输入“会员信息”； 

 点击“确认”完成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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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修改 

 将会员卡置于会员卡刷卡机或直接输入会员手机号码/卡号来获取会员信息； 

 输入“旧密码”； 

 输入“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点击确认完成修改。 

 

3) POS 收银 

 会员扣费、微信支付及订单续时 

 会员扣费 

直接用会员卡支付观看电影及其他的消费类别。 

A. 将会员卡置于会员卡刷卡机或直接输入会员手机号码/卡号来获取会员信息； 

B. 选择支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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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认支付金额； 

D. 请会员输出密码并按 Enter 确认输入； 

E. 点击“确认”完成扣费。 

 

 微信支付 

通过 POS 收银直接生成的微信支付二维码完成支付。 

A. 点击 POS 收银页面左上方“跳转微信收费”，会出现扫码支付的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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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顾客下单消费流程的订单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 

 

C. 在扫码支付页面使用微信扫码完成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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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付费完成后在 POS 收银页面“确认订单”完成下单。 

 订单续时 

用于包时订单需要续时的情况。 

A. 点击正在播放中的影厅； 

B.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续时”； 

 

C. 查看预约时间表并选择需要观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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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确认订单信息，选择支付方式并完成支付，“确认订单”完成包时订单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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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小票 

准备环境： 

 安装 Pos 系统 APP: Vidon Management System； 

 将小票打印机连接用于 POS 收银的电脑； 

 为小票打印机安装驱动； 

 设置小票打印机为默认打印机（在控制面板“硬件与打印机”中进行设定）； 

 

 Pos 下单时，点击确认，小票机打印小票。 

注：为确保小票信息打印效果，建议使用打印小票宽为 80mm 的小票打印机； 

如果想要修改小票上的预留信息，详见第六章节“高级操作”->“Web 管理系统”->“后台管理”->

“POS 终端”。 

 卖品 

http://vidonsys.c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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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卖品 

A. 直接添加 

点击卖品右下角“ ”图标直接添加卖品至购物车。 

B. 搜索 

手动输入卖品名称，搜索到卖品后，点击卖品右下角“ ”图标添加卖品至购物车。 

C. 扫码 

使用扫码枪直接扫描卖品至购物车。 

 

 结算 

A. 将鼠标移至页面右上方“ ”购物车标示； 

B. 在出现的购物清单下方点击“去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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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查看订单信息，选择支付方式并完成支付，点击“确认订单”完成卖品结算。 

 文字推送 

 新增模板 

将常用的“文字推送”做成模板，便于使用时立即推送。 

方法：点击“新增模板”输入文字内容后点击“保存”。 

 立即推送 

A. 点击页面右上方“立即推送”，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推送内容，选择影厅并输入推送次数，点击

“提交”后将直接推送至影厅； 

B. 点击文字模板右侧操作区域的“ ”，在弹出窗口中可对文字推送模板进行确认或重新编辑，

点击“提交”后直接推送至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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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点击文字模板右侧操作区域的” ”对文字模板进行删除。 

 主题视频 

满足影吧求婚、生日 party、纪念日等的主题视频播放的经营需求，倒计时推送至影厅；主题视频开始播放

后影厅显示画面暂时中止，待主题视频播放完毕后可继续播放影片或进行其他点播操作。 

 点击页面右上角“新增”； 

 选择影厅、选择文件（视频），设置倒计时播放时间及播放次数，确认信息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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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视频将按照设置进行倒计时播放。 

 

注：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播放的主题视频，此时如果想要终止该主题视频的倒计时可以点击右侧操作区

域” ”对主题视频直接删除的形式进行终止。 

 预约详情 

 查看预约 

A. 选择想要查看的观影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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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鼠标移至该影厅被标注的时间段上，会显示影厅在该时段下的预约详情（包含预约联系人、联

系电话、预约影厅、预约入场时间及观影时长）。 

注：乘客到店确认消费后，点击“确认订单”后即可前往 POS 收银进行下单；如果顾客取消预约，

则影厅该时间段恢复空闲状态，方便其他顾客预约或消费。 

 

 添加预约 

A. 点击页面右上方“添加预约”； 

B. 在弹出的预约订单窗口中输入预约订单信息（选择影厅、观影时长、观影日期、入场时间，填写

预约联系人、性别及联系电话）； 

C. 点击“保存”完成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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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申请 

 筛选 

通过“全部申请”、“待添加”、“待通知”三种筛选条件对电影申请进行筛选查看。 

 

 添加 

查看“待添加”的电影申请。当顾客申请的影片下载入库后，可在操作区域点击“ ”，确认影片入

库；之后该电影申请会转至“待通知”类别。 

 通知 

查看“待通知”的电影申请。当顾客申请的影片已经添加至影库，可通过电影申请处顾客留下的联系方

式与顾客取得联系，确认通知顾客后点击操作区域“ ”确认已通知顾客，则这条电影申请信息就会被

自动清除。 

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满足顾客申请观看的影片，可以点击“ ”删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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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常见问题 

1. 云端 

1) 后台管理 

 遥控器及商用版威动影音 APP 一键推送功能 在“影厅空闲时禁止使用”限制开启后客户端没

有反应 

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后台管理”->“影厅设置”->“影厅空闲时禁止使用”设置后需要重

启威动服务器，设置才能生效。 

 小票打印环境 

见第八章节“高级操作”->“影院 WEB 管理系统”->“POS 收银“->“打印小票”。 

 小票打印机打印的小票中无二维码 

重启威动服务器、播放终端、小票应用程序再尝试。 

 轮播播放器的设置条件 

首先确保 POS 收银页面需要设置端轮播播放器的影厅处于空闲状态，非空闲状态下不要设置

轮播播放器。 

 映前广告生效的条件 

编辑映前广告后，需要点击“保存修改”按钮，才能生效。 

 删除卖品 

删除卖品，此卖品下必须无库存或者库存不限量、不属于任何套餐； 

从限量编辑为无限供应的卖品，不可删除。 

2) 会员办理 

 会员卡等级 

 会员卡等级的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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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卡等级的名称不支持修改； 

 会员卡等级下存在会员卡时，必须将所有该类型会员卡挂失，才可以删除该会员卡等级。 

 办理会员卡的时候卡号要求 

发卡时，卡号命名不建议与手机号一样，最好不要是 11 位数字。 

 会员卡挂失后如何查询 

“后台管理”->“会员管理”->“会员信息”中不显示被挂失的卡，但是可以通过“会员办

理”->“卡查询”进行查询。 

 会员折扣与促销折扣同时使用 

会员卡等级选择“与现场折扣同时使用”时，会员折扣与促销折扣可以叠加。 

 会员卡充值的统计 

因为会员卡充值金额统计到会员充值中，故会员卡消费金额不统计到收入中。 

 会员卡收入的统计 

会员卡收入可在“后台管理”->“财务统计”，“今日总收入”中“会员卡收入”，以及

“曲线图”中“会员卡收入”中进行查看。 

3) POS 收银 

 POS 收银无法对影厅进行下单及推送广告（文字、视频、图片） 

 服务器和客户端不能跨网段； 

 查看“后台管理”->“影厅设置”显示的影厅 IP 与客户端 IP 是否一致（建议设定客户端为固定

IP）； 

注：客户端 IP 地址可通过在首页点击 9 次遥控器 menu 按键，进入管理员密码输入页面，输入密码

“00”后点击“确定”按钮进入设置页面“高级设置”->“以太网”->“以太网设置”进行查看。 

 POS 页面所在电脑是否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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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确定服务器工作异常，重启服务器； 

 如确定客户端工作异常，重启客户端； 

 若尝试以上操作并未解决问题，可尝试云端删除影厅信息，重启威动服务器客户端，并清除播放器

数据后进行重新连接，重新下单。 

 顾客使用会员卡付款，输入密码后无法确认订单 

如果顾客使用会员卡付款，在顾客输入密码后需要按 Enter 键确认密码输入/同样也可在顾客输

入密码后收银员按电脑键盘回车键确认密码输入，才能点击“确认订单”，完成支付。 

 

 使用不限时下单的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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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限时下单，不支持除现金以外的支付方式，如果您需要其他方式支付，请不要使用不限

时。 

 包时续时后的支付方式 

包时观影，选择一种支付方式，续时后不要选择其他支付方式。 

 包场观影，找不到影片 

Server 服务器已与 POS 断开连接，请确认 Server 是否运行，是否登入。 

 包时或者包场下单，客户端不显示二维码 

重启客户端，重新检测二维码； 

再次下单，重新接收二维码。 

 包时或者包场下单，客户端播放后，POS 时间显示为 0 

VidonServer 所在机器时间与远程控制机器的时间必须都为北京时间。 

 设置文字推送并且提交，提交无效，无提示 

威动服务器没有运行，没有登录账号，此时云端影库管理应该无法跳转到威动服务器页面。 

2. 服务器 

1) 怎样添加影片库? 

见第二章“配置服务器”->“创建初始影库”->“添加片源”。 

2) 威动服务器开启后双击电脑右下角威动服务器图标出现弹窗提示 Initializing Vidon Server（初

始化失败） 

 服务器退出进程再启动；   

 服务器覆盖安装或者卸载安装； 

 重启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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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解决方案由上而下进行尝试（解决后无需进行之后的步骤）。 

3) 为媒体库手动添加 SMB 路径，提示“多个用户名同时连接” 

 如果电脑有使用其他方法也正在访问 SMB，需要关闭其他所有 SMB 连接再重新尝试为媒体

库添加 SMB 路径； 

 重启电脑，运行威动服务器客户端再进行为媒体库手动添加 SMB 路径尝试。 

4) 媒体信息下载不到或出错 

 检查源文件名字是否规范； 

 在豆瓣中搜索该源文件名字，确认是否为第一个结果； 

 手动编辑（第七章节“高级操作”->“服务器”-> “编辑”）； 

 手动匹配（第七章节“高级操作”->“服务器”-> “匹配”）； 

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可通过发送 Log 和 Sql 信息进行反馈。 

5) 某个媒体库的影片数量小于添加路径中源数量 

媒体资源被转移至其他其他分类或者自定义库。 

6) 在线字幕下载后的存放位置 

C:\Users\Public\Documents\VMS2\userdata\subtitles\path 

7) 服务器版本升级的步骤 

 退出当前服务器，确认在进程中已经完全退出； 

注：软件在退出后，软件中的有些服务进程还在运行，建议等 30 秒以上待软件的所有服务进

程完全退出后再进行下面的服务器升级操作。 

 运行新版本服务器 exe 文件，直接覆盖安装； 

 安装完成后确认托盘中有威动服务器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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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双击托盘中威动服务器图标，服务器页面可以正常打开。 

3. 播放终端 

1) 客户端初始化设置影厅信息，提示“设备命名失败” 

 云端删除影厅信息，服务器重启（针对 3000 及以下版本），清除客户端数据进行重新连接； 

 客户端变更 IP 地址进行重新连接。 

2) 客户端海报墙页面提示“系统正在准备中，请稍后……” 

 若客户端无网络，检查网络设置是否正确； 

 通过客户端网络测速验证网络情况是否通畅； 

 通过威动服务器所在电脑 ping 客户端 IP 验证网络情况是否通畅。 

3) 播放终端连不上外网 

 确认服务器是否正常连接外网； 

 发送客户端问题反馈，确认是否能发出； 

 确认客户端 DNS 设置是否与服务器 DNS 设置一致。 

4) 网络测速值偏低，标准版播放终端测速=5M，旗舰版播放终端测速=10M 

 排查网线水晶头中线序是否正确； 

 网线是不是超五类线，六类线以上； 

 交换机是不是千兆。 

5) 客户端“近期上映”中没有新片 

智能影库（全部电影）中的新片可以进入“近期上映”，自建库中的新片不能进入“近期上映”。 

6) 播放失败，下方提示“没有订单信息” 

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后台管理”->“影厅设置”中勾选了“影厅空闲时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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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播放终端播放失败，无提示 

 服务器关联的影片路径不存在； 

 服务器通讯异常，可以尝试重启威动服务器。 

8) 视频播放 OK，HD 音频播放卡顿丢帧 

 选择 HDMI/SPDIF Passthrough； 

 选择 High Audio Passthough。 

9) 3D 影片无 3D 效果 

 请确认该 3D 影片是否为蓝光 3D 资源，不支持文件源 3D（MKV、MP4 格式）； 

 请确认您的投影仪与 3D 眼镜的兼容性。 

10) 功放无声音&电视机无声音&连接功放 

参考第一章节“环境搭建”中“设备连接”。 

11) 播放器播放影片失败并提示“请在服务器登录威动账号”? 

请检查服务器是否处于登陆状态。 

12) 个人版扫码失败 

 请确认个人移动设备与盒子、服务器是否在同一局域网内； 

 使用手机移动网络（2G\3G\4G）无法连接服务器。 

13) 所有影片播放卡顿缓冲 

 网络测速，要求旗舰版播放终端（千兆网卡）测速达到 15-20MBps，标准版播放终端（百兆

网卡）测试达到 10MBps； 

 确认服务器运行的网卡类型？板载网卡还是独立网卡？板载网卡性能更好； 

 确保服务器所使用的电脑不要运行占用过多网络带宽及电脑资源的软件或应用。 

14) 外置字幕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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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影片与字幕文件在同一路径下； 

 保证影片与字幕文件同名。 

15) 中文外置字幕乱码 

点击 9 次遥控器 menu 按键输入管理员密码“00”进入设置页面，选择播放设置，切换字符

集，中文字幕应使用 GBK 字幕。 

16) 播放终端进行升级的方法 

 USB 版本升级的步骤 

 将客户端升级包 apk 存入 USB 设备； 

 USB 设备连接客户端； 

 连续九次点击遥控器菜单键，输入密码 00 进入管理员页面； 

 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选择客户端升级包 apk 进行升级； 

 升级后客户端会自动重启进行服务器重连，和影厅重置； 

 进入 app 后再次进入管理员页面的更新或者关于页面中，确认版本号正确。 

 通过服务器进行批量升级的方法 

见第八章节“高级操作”->“服务器”->“播放器批量 升级/安装应用”。 

17) 遥控器学习功能的使用方法 

见第八章节“高级操作”->“播放终端”->“遥控器学习区（LEARING AREA）的设置”。 

18) 如何换肤 

见第八章节“高级操作”->“播放终端”->“换 肤“。 

4. 移动端 

1) 威动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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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版威动影音 APP 影片一键推送失败（提示“没有订单信息”） 

威动影院管理系统“后台管理”->“影厅管理”->“影厅设置”开启了“影厅空闲时禁止使

用”。 

 商用版威动影音 APP 影片一键推送（错误信息不详） 

 服务器，客户端，移动端版本要匹配； 

 移动端连接 wifi 在同一个路由器下； 

 移动端连接服务器是否通讯正常； 

 服务器/移动端是否登录业主账号。 

 商用版威动影音 APP 与房间绑定 

商用版威动影音 APP 在包间使用时需要绑定房间 ，并注销登录账号，以防止客人解绑房间进

行误操作。 

2) 微信 

 微信会员的生成 

关注影吧公众号之后，注册的会员即为微信会员；在威动影院系统“后台管理”->“会员管

理”->“会员信息”可以显示；在威动影院系统“会员办理”->“卡查询”中可以查看。 

 微信会员的编辑/删除 

在威动影院系统“后台管理”->“会员管理”中的微信会员为自动生成，不可删除，只可编

辑。 

 微信活动的删除和停止 

在威动影院系统“后台管理”->“微信后台”可以对活动进行停止，停止后的活动不会在私

人影院微信服务号的“预约观影”->“发现”页面显示；在威动影院系统“后台管

理”->“微信后台”不能对活动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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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动影院系统 服务号 

 绑定解绑操作的处理 

回复“绑定”、“解绑”可以进行绑定解绑操作。 

 收入与增长为零 

若昨日收入、上周收入、上月收入为 0，则本日增长、本周增长、本月增长为 0%。 

 影厅状态不正确 

手机时间最好与 POS 后台所在电脑时间一致，否则查看影厅状态时可能有延迟。 

5. 其他 

1) 威动影院系统都哪些地方需要登录？ 

 威动服务器； 

 威动影院管理系统（后台管理、会员办理、POS 收银、影库管理）； 

 商用版威动影音 APP； 

 威动微影院系统 服务号（微信）需要绑定业主威动账号； 

 播放终端在正常连接服务器状态下自动获取账号信息。 

2) 如何正确的反馈产品问题&发送反馈给我们？ 

 如何正确的反馈产品问题？ 

为了我们能更快的定位问题并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请在反馈影吧问题的时候尽量提供较为全面的信

息。 

 涉及到播放的问题： 

A. 播放器的版本号？ 

B. 播放的什么格式（MP4\mkv\BD.iso\BD folder）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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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务器是以什么方式连接片源的？本地内存，本地移动硬盘，Samba，NFS？ 

D. 所有影片都有同样的问题还是只是个别影片？ 

E. 能不能提供一下电影的 mediainfo 媒体信息？ 

F. 最好给出下载后电影的全名以及下载的站点，例如：Fast.and.Fabulous.7.2015.Blu-

ray.x264.DTS@hdsky.mkv 

 涉及非播放的问题： 

A. 提供涉及到的软件版本号，例如：威动服务器版本号及对应的威动影音的版本号； 

B. 出现的问题的详细描述。 

 如何发送反馈给我们？ 

发送 log 文件可以帮助我们最快速度定义到你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在下个版本修复。我们在这里强烈

建议大家碰到问题时，使用产品内的反馈功能。各产品反馈功能使用说明如下： 

 云端 

如果在使用威动影院管理系统（后台管理、会员办理、POS 收银、影库管理）中出现问题需要反馈，可以在

“威动微影院系统”微信服务号 给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及 QQ，便于我们远程协助您处理问题。 

 威动服务器 

点击 Web 管理页面左下角的“问题反馈”按钮，进行问题提交（详见第七章节"高级操作" -> "服务器" ->

“问题反馈”）。 

 威动影音移动版 

A. 点击首页左上角的菜单键“ ”，选择" " -> “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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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善信息后点击邮件发送。Log 文件将作为邮件附件发送给我们（您需要现在手机上配置好邮

箱）。 

 

 

 播放终端 

在首页点击 9 次遥控器 menu 按键，进入管理员密码输入页面，输入密码“00”后点击“确定”进入设置

（详见第七章节“高级操作”->“播放器”->“设置”->“问题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