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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娱乐标准系统为酒店、足浴、传统 KTV、候车室、候机室、4S 店等行业提供以渠道管

理系统、商户管理系统和盒子播控系统为一体的专业观影解决方案。 

1.1 硬件列表 

名称 描述 

网

络 

千兆

局域

网 

系统所用视频为高清视频，包房、收银台、服务器、Wi-Fi 互通 

带宽 建议网络带宽为家用 100M(如有最新电影资源能及时同步)。 

服务器 视频资源存储(硬盘 8*6T、内存 32G、CPU16 核、千兆网卡)、硬件 raid 卡 

普通电脑 用于渠道或商户管理系统（分辨率大于 1024*768） 

播放设备 支持电视、投影仪和触屏设备的播放 

音响设备 根据实际情况确认是否需要功放设备 

播放盒子 用于播放视频，连接播放设备(每台设备一个) 

1.2 系统组成 

娱乐标准系统，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应用名称 使用对象 主要功能 设备 

云端管理系统 渠道运营人员 商户管理、功能配置、影片下发 PC 

商户管理后台 商户管理员 影片下载、订单查看、房间管理 PC 

盒子播控系统（APK） 终端客户 影片的筛选、搜索和播控 盒子、投影、触屏设备 

遥控器 终端客户 影片的筛选、搜索和播放控制 iPad 或 Apad（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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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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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系统使用主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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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霆迅系统安装 

注:安装前请先联系风霆迅数字娱乐平台售后技术支持人员，确保在安装时能一次性完

成。售后支持电话：400-168-1905 

2.1 系统安装概述 

第一步：到提供的云盘里下载风霆迅操作系统镜像，用 u 盘刻录镜像（刻录工具及方

法见云盘）。 

第二步：将 u 盘插入到服务器，bios 中选择 u 盘启动，开始安装系统(见服务器系统安

装部分)，如有固态盘，将系统安装到固态盘里。 

第三步：安装风霆迅运营管理系统客户端，进行自动匹配服务器 IP 或手动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匹配成功后，登录默认账户 admin 默认密码 123456。 

第四步：如果是多盘挂载：将需要挂载的磁盘在 windows 机器上格式化成 ntfs 格式，

或者在 linux 下将盘格式成 ext4 格式，格式好后插进服务器。 

如果做的磁盘阵列：先做阵列，再到服务器里格式化。 

第五步：后台的影片管理--本地磁盘管理--找到未挂载磁盘，点击挂载。 

第六步：后台的系统设置--其它设置，将优先下载设置设置成挂载盘，然后保存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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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服务器里基本操作指令： 

重启服务器指令    reboot 

安全关闭服务器    init 0 

查看服务器 IP 地址   ifconfig 

检查服务器是否连网  ping www.baidu.com 

2.2 系统安装步骤 

注：为尽量用户安装更便捷，在安装前将服务器只留一个磁盘安装操作系统(服务器有

单独固态硬盘【建议 120G 即可】最佳) 

2.2.1 服务器系统安装 

步骤一：进入该页面表示已经成功引导进入安装界面，按回车或等待几秒继续安装。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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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用鼠标点击【系统】-【安装位置】，会进入选择磁盘界面。 

 

步骤三：将系统安装在所选磁盘，并将分区选择为自动配置分区，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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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确定操作正确后，点击开始安装。 

 

步骤五：可以在当前页面查看安装进度，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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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系统初始化方案——可视化（推荐使用） 

步骤一：根据以上步骤完成服务器系统安装 

步骤二：安装风霆迅运营管理系统 

 

步骤三：自动搜索服务器 IP 或手动输入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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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输入授权 KEY 

 

步骤五：授权 key 输入完成并验证无误后，可直接跳转登录页。默认账号：admin，

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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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盒子播控系统（APK）初始化安装 

1.将风霆迅提供的 APK 安装到需要使用的 Android 设备上，安装成功后打开 APP 并在

启动页点击【菜单】键两次+【确认】键一次（首次进入系统默认打开该页面，触屏

版在启动页触摸屏幕即可）进入启动配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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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首先将自动搜索本地已安装风霆迅娱乐标准系统的服务器 IP，并默认设备的

mac 地址为房间号（可自定义修改），若未搜索到服务器 IP 系统会给出提示并可重新

搜索： 

 

3.目前仅支持自动搜索与设备连接网络处于同一网段的服务器 IP，不同网段请选择手

动输入，点击确定后即可完成登录。再次登录时将自动使用上次输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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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功能 

3.1 云端管理系统 

商户管理：管理渠道下全部授权 key，支持查看和编辑商户基本信息，并可快捷筛选出即将过期和

已过期商户。 

影片管理：根据实际需求管理每个商户的片单，并可将已编辑好的片单同步到其他同码率的商户。 

自定义模块、功能配置：全局或根据商户分类设置商户使用哪些功能模块或配置信息。 

影片运营及广告管理：终端运营位管理及广告下发。 

3.2 商户管理后台 

影片下载：商户片单的查看和下载，下载后终端可见。 

房间管理：管理每个房间的使用方式及设备与房间的解绑。 

启动页管理：管理启动页内容，包括内容编辑和模块开启/关闭。 

3.3 盒子播控系统 

影片选择：支持影片的筛选、搜索、多种维度影片排序。 

影片搜索：支持影片名称及影人名称的双维度搜索。 

影片购买：支持包天、单点的收费方式及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的支付方式。 

3.4 遥控器（iPad 版+Apad 版） 

初始化设置：连接与服务器处于同一网段的 WiFi，在对应设备安装应用后启动，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

和房间号，即可开始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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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须知 

3.1 盒子播控系统（APK）使用常见问题 

4.1.1 如何控制及使用系统欢迎页和启动页？ 

1.系统欢迎页可在商户管理后台的系统设置中编辑，系统会内置一个编辑完成的欢迎

页（默认禁用），点击启用即可正常使用。用户同样可根据需要自行编辑新的欢迎

页。点击【OK】键（遥控器版）或触摸界面任意位置（触屏版）即可进入系统首页。 

 

2.启动页与欢迎页类似，需要在云端管理后台的系统设置中开启（默认关闭）。开启

后，对应的商户后台可见此菜单并根据需要启用相应的模块。并在此页新增广告位，

可用于商户公众号、营销活动、特色商品等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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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如何完成影片的播放及购买支付？ 

1. 根据不同商户的支付需求，风霆迅提供付费点播和包断两种合作模式，包断即所有

影片均免费观看，此时不存在支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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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选择付费点播模式，则风霆迅娱乐标准系统提供包天、单点的收费方式及支付

宝、微信支付、挂账和前台支付（提醒用户联系前台进行线下支付）的支付方式供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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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商或商户选择。其中的包天价格、包天截止时间及单点有效时间均可在云端管理后

台的系统设置中进行自定义配置。（另：建议渠道下所有商户尽量采用一致的收费和

支付方式，便于后期管理维护） 

 

3.针对需要付费的影片，系统将提供 5 分钟试播，试播前、试播过程中和试播结束用

户均可进行支付，支付完成后即可继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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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云端管理系统使用常见问题 

4.2.1 如何对商户进行快捷分类筛选和管理？ 

1. 进入云端管理后台的商户管理菜单，上方有四个页签分别为全部商户、正在使用、

即将过期和已停用。（其中正在使用展示的是除即将过期和已停用的商户，即将过期

展示的是授权时间剩余 15 天的商户，已停用展示的是授权期限已到或其他原因被风

霆迅管理系统停用的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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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人员可根据需要选择对应页签直接筛选出所需分类的商户，对即将过期和已停

用的商户进行续期或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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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如何对商户进行分类管理？ 

1.此处分类主要用于不同类型商户的批量管理，例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片单和运营

需求等维度进行分类。 

 
 

2.另外可在此处针对某一个分类的商户进行自定义项配置，满足各类型商户的不同配

置需求。若无不同类型商户管理的需求，则在系统设置中的通用设置进行一次配置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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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商户管理后台使用常见问题 

4.3.1 如何查看、下载和删除商户影片？ 

1. 登录商户管理后台（账号：admin，默认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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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影片管理页面，下方影片列表为商户可使用的全部影片，其中可通过下载状态

的页签进行筛选，终端设备仅展示已下载的影片，所以若磁盘空间有限，请选择部分

影片进行下载，若磁盘空间足够使用，则建议开启自动下载功能，系统将自动下载新

增影片。 

 

2.若磁盘空间已满或不需要某部影片，可点击操作列下的删除按钮，删除已下载的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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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如何进行磁盘的挂载？ 

1.磁盘连接到系统服务器后，可在磁盘管理页面中查看，点击需要挂载的磁盘进行磁

盘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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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开通授权 key 时已开通本地影片功能，则在挂载磁盘过程中系统会提示您选择该

盘为云端视频或本地视频，云端视频即风霆迅娱乐标准系统内的正版影片资源存储位

置，本地视频则为商户本地上传的视频资源。 

 

3. 磁盘挂载后，若该磁盘内有已拷贝的风霆迅视频或本地视频，可进行影片扫描操

作，扫描后对应的影片可分别在影片管理和本地影片菜单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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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如何管理和使用本地影片？ 

1. 本地视频可识别的格式包括：mp4、wmv，mpeg，mkv，mpg，rmvb，m4v，mov，

m2ts，flv；本地视频支持的软字幕格式包括：srt 和 ass 两种。 

 

2. 挂载磁盘时若选择本地视频，挂载后点击扫描影片，则可扫描该硬盘内可识别的视

频资源并展示在本地影片列表中。 

 

3. 字幕存储在相同的磁盘内，系统根据影片名称进行自动匹配，目前终端暂不支持字

幕的切换，若同一部影片添加有多个字幕，系统只会使用其中任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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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会自动同步风霆迅影库内可匹配到的影片相关信息，未匹配到信息的本地视

频，则需手动搜索并同步相关影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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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遥控器（iPad 版+Apad 版）使用常见问题 

4.4.1 如何完成遥控器的初始化安装和配置？ 

下载适合使用设备的遥控器安装包，该设备连接的无线网络要与服务器处于同一网

段。安装完成后启动应用，首次进入需要手动输入服务器 IP 和房间号（要与盒子端输

入的房间号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