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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简介 
 深圳市策城软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休闲娱乐行业智能化管理系统研发和

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成立于 1998 年，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司总部设在深圳，通

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公司现有员工50多人其中工程师以上的专职技术骨干接近30人。

已在广州、郑州、重庆建立了分公司。  

 “共谋管理之策，成就心中之城”。几年来“策城软件”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需

求为目标，自主研发了“V1.0”版本休闲软件管理系统，适应于南北不同经营和管理

模式，得到行业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的一致认可。公司产品有：桑拿洗浴管理系统、

酒店管理系统、餐饮管理系统、会员卡管理系统、专业足浴棋牌管理系统、后台管

理系统和智能语音刷卡管理系统。特别是新近推出的经过多年研发的多功能终端智

能刷卡系统，更是行业软件管理系统的一次升华，凭着公司多年对休闲娱乐行业的

理解，“策城多功能终端智能刷卡系统”将行业内的先进管理思想融入了软件管理系

统之中，操作极为方便，最大限度的节省人工成本，成为经营者和管理者最好的帮

手。 

在以“诚信、创新、服务”为宗旨的指导下，“策城软件”已为800百多家国内企业

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策城软件”以良好的口碑在行业内已建立了较高的知名度。在

国家政策和大环境的影响下，休闲娱乐行业迎来了最佳发展时期，“策城软件”一定

会以更先进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与行业共创辉煌。  

 

我们的理念：个人、企业、社会的共同发展  

我们的宗旨：一流的管理思想 + 一流的产品 + 一流的服务  

我们的精神：永不停止的追求  

我们的口号：诚信就是基石 口碑就是广告 品牌就是信誉 

第二章 产品简介 

2.1 软件设计思想  

以绿色环保理念为指导，紧密结合现有的先进管理方法，采用当前国际上最先

进的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数据库技术，软件开发管理采用积木式的

开发模式，使软件产品各模块之间可以自由组合，各模块数据之间可以进行无缝链

接，并以解决中心数据交换、无纸化作业、多模式管理等关键问题为重点，建立一

个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行业一流的电脑抽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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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操作流程图 

 

 

2.3 网络拓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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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安装 

3.1 硬件要求  

服务器 ：需要一台服务器以运行系统应用服务器程序，所需硬件必须至少符合如下

规格：中央处理器奔腾Ⅲ800，内存512M，硬盘容量10G；  

客户端机器 ：客户端机器至少应符合如下规格：中央处理器（CPU）主频700以上

的intel或AMD中央处理器，内存128M，硬盘容量10G，可支持1024*768显示分辨率

的SVGA显示器；  

身份证扫描仪：通用或专用身份证扫描仪(串口或USB口联接方式)； 

读卡器 ：通用或专用读卡器(串口或USB口联接方式)；  

ID卡 ：通用ID卡或专用ID卡；  

网络环境 ：100M以太网络环境；  

3.2 操作系统  

服务器操作系统：Windows2000 SERVER，Windows2003 SERVER；  
客户端操作系统： WIN2000， WINXP； 
数据库系统：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3.3 程序安装  

运行安装盘下的文件 SETUP.EXE,然后选择安装路径，按“确定”键安装文件会自解压

并安装到指定路径。 

第四章 通用操作 

4.1 鼠标的使用  

单击：按下鼠标左边按键一次为单击，所有操作系统中“按钮”或“下拉式列表”等，控

件选择时，基本上采用单击。 双击：迅速按下鼠标左边按键两次（两次时间间隔要

短，如果过长就变为两次单击）为双击；操作系统中，图标选择及表格项目选择基

本上采用双击。 右击：按下鼠标右边按键一次为右击。 拖动：将鼠标指针移到目

标上，按住鼠标左边按键不放然后移动鼠标为拖动。  

4.2 电脑正常开关机  

一台电脑可分为主机和显示器两部分，两部分的电源有些是合二为一（主机和显示

器共用一条电源线，或者显示器电源直接从主机上取得），有些完全独立分开；但

二者都有自己的独立电源开关，主机电源开关一般在前面板或顶盖板上。显示器电

源一般在正面或底面。 开机： 先打开主机电源，看到电源指示灯亮后，再打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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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的电源开关，当显示器的电源灯由黄色变为蓝色后，说明电脑正常开机，大约

5-20秒后即进入WINDOWS操作系统。 关机： 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直接从桌

面左下角“开始”菜单中选择“关闭系统”弹出的窗口下“关闭计算机”项，即可实现正常

关机。  

4.3 电脑死机处理  

一般死机：电脑在运行过程中，因人为因素或电脑环境因素而出现没有响应预定的

操作结果，同时通过正常操作也无法退出的情况下，可通过同时按 Ctrl + Alt + Del 

三个键强行关闭当前操作，等电脑弹出“关闭程序”窗口后，在窗口中按“结束任务”
按钮，操作系统就会强行结束当前操作，结束后再弹出对话框，再次按“结束任务”
按钮，电脑即可恢复操作。  

严重死机： 电脑出现死机时，通过上述恢复操作还不能正常运作，或者是键盘鼠标

根本不起作用；这样的情况就是严重死机，解决的唯一办法是：连续按住主机电源

开关，直到关闭电源为止。  

4.4 TAB 键的运用：  

WINDOWS 所有界面操作中，将光标从一个对象移动到另一个对象时，默认采用键盘上左

上角的“TAB”键，而不是回车键。  

4.5 后台管理 

4.5.1 打开后台管理方式 

A. 点击 开始\程序\策城抽奖\后台管理  

B. 点击桌面图标：    

C． 打开程序安装目录，打开图标  

4.5.2 后台操作主界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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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基础设置  

设置抽奖时是否播放背景音乐、前台客户登记模式、自动生成抽奖号码。 

如果下图所示： 

 
背景音乐：抽奖时是否播放背景音乐、选择背景音乐所在的目录。 
客户名称：设置软件标题、公司名称。 

登记模式：    

4.7 奖项设置  

设置抽奖的奖项，抽奖顺序、中奖名额、奖品。 

如果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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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客户登记  

直接打开前台登记程序。 

4.9 清空抽奖结果  

清除刚完成的抽奖结果，同时备份本轮次的数据，这样才能下一轮的抽奖。 

4.10 清空客户数据  

清除前台登记的客户。 

4.11 客户管理 

对前台登记的客户进行修改、删除、打印，抽奖完的领奖登记。 

 

4.12 领奖登记 

对一些抽奖时不直接领奖的奖项，活动后进行的领奖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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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开始抽奖 

打开抽奖程序，开始进行抽奖。 

4.14 前台登记 

 
 
根据管理后台设置的登记方式，输入不同的必填字段。 

1、 自动生成抽奖号码：不需要进行前台登记； 

2、 登记姓名：手写姓名或者刷身份证进行登记； 

3、 登记身份证号：刷身份证号码进行登记； 

4、 登记手机号码：右边数字键进行登记手机号码； 

5、 刷会员卡、ID 卡：往刷卡器上刷卡进行登记； 

4.15 抽奖 

抽奖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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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摇号抽奖：第一次点击红色按钮进行摇号，幸运号码每个数字进行旋转、速度

越来越快。 

停止摇号：再次点击红色按钮停止摇号，幸运号码每个数字停止旋转，显示幸运号

码，并自动以圣旨方式显示中奖客户信息。 

显示中奖客户信息： 

显示界面如下： 

 

 
取消中奖资格：如果一定时间内中奖客户没有上台领奖，点击左边的弃权按钮取消

当前中奖，重新进行抽取。 

当一个奖项抽完之后，系统自动切换到下一个奖项进行抽取，奖项顺序由管理后台

进行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