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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风霆迅点播影院运营管理系统 V1.3.5，为针对点播影院相关娱乐场所开发的集成

收银系统、运营管理系统、影库管理系统、财务报表，以及多种选片终端、播控终端

为一体的专业点播影院管理系统。 

2 核心功能 

1. 用户下单：可实现前台影片包时、包片、不限时（计时收费）模式创建观影订

单，终端用户手机支付预订影片，网络支付款项实时从平台打款入商户账号； 

2. 运营促销：会员卡多级别设置，折扣券、满减券、抵用券、影厅折扣设置多种

优惠促销模式； 

3. 运营推广：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多种推广模式； 

4. 影片更新：影院片库按商户需求自动同步云端片库，优质影片云端智能运营。 

5. 统计报表：营收统计、营收趋势统计、支出统计、场次统计、观影分布统计、

收银员收款统计等多维度运营统计数据的图表化呈现。 

6. 设备选择：IPAD 选片机、柜式选片机、IPAD 遥控器、TV 遥控器、手机遥控器

等多种选片、播控设备满足不同影院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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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霆迅点播影院系统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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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搭建 

3.1 风霆迅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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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服务器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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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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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独固态硬盘【建议 120G 即可】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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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二：用鼠标点击【系统】-【安装位置】，会进入选择磁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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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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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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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系统初始化方案 A——可视化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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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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播影院运营管理系统 

4.1 影院后台 

4.1.1 影厅创建 

注： 

1.创建影厅的数量上限由商户签订合同开通账户时决定。 

2.影厅编号：将被用一该厅唯一识别 ID，用以播放盒子、遥控器 Pad 等终端设备绑定

影厅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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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价格设置：同个影厅具备两种收费模式，分别是按照放映单场次价格计费，以及

按照厅使用时长，按小时单价计费模式。 

B） 3D 影厅：勾选影厅为 3D 影厅后，影厅列表处会展示该影厅为 3D 影厅属性，当

用户选择 3D 影厅时，可对应选择 3D 影厅完成下单。 

C） 推荐影厅：勾选推荐影厅后，若该影院同时开通迅娱预订功能，则该影厅会在线

上预订影厅列表处优先展示。 

D) 影厅皮肤：选择影厅内产品界面展示的皮肤。（参考“皮肤设置”中下载皮肤） 

E）解码方式：当设置为硬解码时，若盒子无法控制声音，请将盒子声音设置为透传，

或使用功放遥控器控制声音大小；当设置为软解码时，若出现视频播放效果较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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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将盒子解码方式设置为硬解码。 

 

步骤一：进入【影院后台】→【影院管理】。 

步骤二：点击“新增”影厅按钮。 

步骤三：录入影厅基本信息，点击确认。 

 

4.1.2 盒子播控系统 

注： 

1.盒子网络环境必须与“影院管理系统”网络环境保持一致。 

2.绑定成功后，“影院管理系统”相关指令可下达至对应影厅。影厅内相关服务请求也

会传达至“影院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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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打开盒子中，已安装的风霆迅应用。 

步骤二：在应用启动页面，点击“设置”按钮。（注：请避免用户打开启动设置页面） 

步骤三：自动搜索同网段服务器 IP、或手动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输入已创建的房间编

号。 

步骤四：点击“确认”，盒子绑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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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厅内遥控器 PAD  

注：遥控器 PAD 支持苹果版、安卓版，安装包请在风霆迅官网下载或联系风霆迅工作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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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在 PAD 上打开“风霆迅用户版”应用。 

步骤二：输入与“影院管理系统”同网段 IP 地址，输入已创建的房间编号。 

步骤三：点击“确认”，盒子绑定成功。 

4.2 片库管理 

4.2.1 云端片库 

注：可下载片源根据该商户实际授权片源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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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授权中：下载到影院即可放映的影片。 

B） 即将授权：下载到影院且影片到达授权日前后可放映的影片。 

C） 多片源：相同影片可下载多套片源，并请在影厅管理处，设置该厅最高支持片源。 

D） 影厅内将根据可支持的最高片源按片源质量由高向低自动匹配播放。 

全景声>蓝光 7.1>蓝关 5.1>蓝光 2.1>高清 2.1 

 

步骤一：未下载电影直接点击“下载”，下载任务将展示在“下载管理”模块。 

步骤二：未下载多集影片点击“剧集”，筛选具体单集点击“下载”。 

4.3 收银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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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包片订单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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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收银台点击“包片观影”按钮。 

步骤二：选择影片。（默认推荐 20 部，点播量较高的影片） 

步骤三：选择影厅。（可返回上一步更换影片） 

步骤四：选择卖品。（可返回上一步更换影厅，注意需要点击影厅方可跳转至超市） 

步骤五：点击“提交订单”，进入确认订单页。此时订单创建成功，影厅将被锁定。 

若要释放影厅，请取消该订单。 

4.3.2 包时订单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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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收银台点击“包时观影”。 

步骤二：选择包时时段。（可选择自定义时段） 

步骤三：选择影厅。 

步骤四：选择卖品。 

步骤五：点击“提交订单”，进入确认订单页。此时订单创建成功，影厅将被锁定。 

若要释放影厅，请取消该订单。 

4.4 报表管理 

4.4.1 财务报表 

注： 

1. 预收款：预收款指用户充值到储蓄卡上且尚未被消费的金额，该部分金额不计入营

业收入。 

2. 赠送金额：赠送金额将被计入预收款当中，在财务统计时，需将赠送金额作为销售

费用，实际计入用户的预消费款当中。 

3. 余额退款：将会员卡余额中的资金返还给用户的金额，注：仅可退出用户实际充值

部分金额，赠送部分不予退款。 

4. 扣减赠送金额：若用户在充值时，附带有赠送的金额，则在余额退款时将按照充值

时赠送的金额比例，扣减对应的赠送金额。 

5. 扣款金额：部分到期会员卡中存在沉淀余额资金，可通过操作扣款将该部分沉淀资

金转入营业收入当中。 

6. 预收转收入：当日从预收款资金池中，转入营业收入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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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交笔数：若一笔影厅订单中同时购买了卖品，则观影成交笔数与卖品成交笔数分

别增加 1 笔。 

B) 预收款=会员充值+赠送金额-余额退款-扣减赠送金额 

C) 营业收入=观影收入+卖品收入+工本费收入+会员扣款 

D) 预收转收入=支付方式为会员卡支付-退款方式为会员卡+扣款金额 

E) 实际收入=观影收入+卖品收入+工本费收入-预收转收入+会员充值金额-余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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