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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简  介 
共用版客户端 DIY 软件是专为用户而研发，是一套简单易用但又

功能强大的套版软件，是专业应用于个性化相册、个性台历、挂历影

像产品，内置丰富的模板素材，在使用者不具备任何设计能力的前提

下，客户可以自由置入相片以及书写心意文字，自由创建编辑，轻松

设计出十分专业的个性印品，完成印刷前全部的设计工作，从而让商

家轻松获利，让用户舒心满意，从而达到双赢！ 

共用版客户端软件一套包括：客户端+生产端+加密狗+客户端使

用视频教程。注：客户端软件界面定制商家专属信息（软件左上角的

名称+右上角 LOGO+中间广告图+底部网址+右下角的旺旺和 QQ），

如下图所示： 

 

 

客户端是商家提供给客户自己 DIY 设计，上传软件至网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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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下载链接提供给客户自行下载设计作品，客户设计好的作品是加密

压缩包文件，压缩包解压下来只有照片和识别该作品的模板文件，如

果客户想印刷产品只能通过 QQ 或邮箱回传给商家制作产品，所以客

户端只是一个设计器，只能设计，不能导出直接可以印刷的文件，是

免费提供给客户自己 DIY 设计，我们也是免费提供给商家的。 

生产端是配合加密狗提供给商家使用，用来生成客户的作品成

JPG 300 像素高清印刷文件，所以说商家购买的是生产端软件，这样

可以商家可以自己就能生成客户设计好的作品，方便快捷省事。 

 

注：共用版本客户端测试软件跟购买后的客户端软件区别在于，购买

后客户端界面可以定制商家专属信息，如上图所示，其余功能和模板

都是一致的，所见即所得。 

客户端软件相比在线 DIY 软件优势有三点： 

一、客户端可以直接从储于电脑的照片中自由选择调用，并能充

分利用电脑自身强大的图形图像能力，导入照片和导出产品都在本地

操作，无须先上传照片再设计，大大降低了服务器的压力，用户体验

非常好，同时也很稳定。 

   二、客户端软件我们可以定做商家的信息到软件里，软件名称，

标志，QQ 和旺旺，都可以在软件里看到，因为个性印品二次消费的

可能性非常大，客户会不定期做一些相册保存照片，客户端软件安装

在电脑桌面上，每天开机都能看到，想制作产品的时候非常方便找到

商家来制作。 

三、客户端相对在线 DIY 软件投入成本要低很多。 

综上所述共用版客户端 DIY 软件运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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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功能介绍 
◎软件简单易用 

人性化的设计界面，没有太多装饰元素，比较注重实用功能，功

能强大、操作轻松便捷、几分钟即可上手，无师自通，用户只要会用

电脑，就能成为设计师！丰富的模板将客户的创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轻轻松松便可创作制造独一无二的个性作品！ 

◎软件安全测试 

我们是独立的开发团队，软件上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谨慎检查与

测验，该软件是可以卸载的绿色安全软件，已通过 360 软件开发平台

认证，不会有任何病毒以及木马程序的存在，也绝不会掺杂任何第三

方的应用和小广告，软件大小不到 10M，下载时间短，安装速度快，

请您放心下载使用！ 

◎素材交互 

编辑器简单、宽敞，制作起来简便、流畅，在制作过程中，边框、

蒙版、背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去选择、去装饰，同时可以添加关于

照片的文字，非常简便。所见即所得的设计界面，只需发挥您心中所

想，轻松点击手中的鼠标，让您在短时间内轻松完成整个作品的制作，

创意制作、DIY 乐趣体验，就是这么简单！  

◎实时同步更新 

精美的边框、蒙版、背景素材不断更新，无须重新安装，自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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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后台新更新的模板。 

◎文件加密 

加密性能好，客户设计好的作品是加密压缩包文件，压缩包里是

该作品的照片和识别该作品的模板文件，客户不可以自行印刷或传给

别的商家印刷，客户只能把作品传送给商家制作，商家我们会另外配

置一套生产端软件，通过识别模板文件在服务器下载素材与照片生成

印刷文件。 

◎信息填写 

客户设计好的作品，导出后有一个信息对话框，填写姓名、电话、

QQ、规格、备注，导出后通过 QQ 或邮箱发送给商家。 

◎作品检查 

在客户端首页“我的作品”里，商家可以打开检查客户设计的

作品是否有问题，防止客户设计有问题而导致产品印刷错误，商家可

以再次调整后导出合成印刷。 

◎照片调色 

客户设计好的作品，商家可以解压提取照片进行二次调色修改。 

 
第三章：使用教程 

请查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1MjI2Mzky.html。 

 
第四章：模板介绍 

共用版本客户端软件模板，客户可以通过软件里的翻翻看功能

进行查看，从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模板，共用版商家不可以自行添加模

板或添加产品类型，产品类型统一由我们定位，目前有相册、台历、

挂历产品，内置的模板是由我们统一添加更新，我们会不定期的会更

新一些新的模板至软件里，新更新的模板软件会自动提示有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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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无须再次安装软件。 

共用版本客户端软件没有标明具体的尺寸，是因为每个商家定

位做产品尺寸不统一，但相册的形状只有三种，横、竖、方，而我们

加的尺寸都是加的大尺寸的，这样小尺寸的模板可以直接用大尺寸的

缩小即可，如果分那么细的模板尺寸，一方面录模板工作量大，另一

方面客户喜欢小尺寸的模板，但要大尺寸的产品，放大像素就不够了。 

共用版客户端软件相册具体尺寸如下： 

竖款：21X28.5cm    横款：28.5X21cm    方款：29.5X29.5cm 

台历经典横款尺寸：21.3X15.1cm 

台历时尚竖款尺寸：15.1X21.3cm 

台历 A4 竖款尺寸：19.4X22.6cm 

挂历年历尺寸：31X44.5cm 

 
第五章：作品修改 

客户设计好的作品，可以进行照片设计与排版修改，从而使用

作品更美观。 

一、作品调色方法： 

第一步：解压客户设计好的压缩包 

第二步：把照片拖到 PS 里调色，调色好直接复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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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把调好的照片与识别模板文件全选，然后右击以 ZIP 方

式压缩，如下图所示: 

压缩好的文件就是调色好的新文件，生产端生成时就以新改好的

作品生成就是调色好的文件。 

二、作品排版修改方法： 

在客户端首页“我的作品”里，商家可以打开检查客户设计的作

品是否有问题，防止客户设计有问题而导致产品印刷错误，商家可以

再次调整后导出合成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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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击“导入作品” 

第二步：填写修改作品的文件名称 

第三步：选择要修改的作品 

第四步：在导入过来的作品下方，点击“继续制作按钮”打开作品，

再次修改，再导出修改好的作品包即可。 

第五步：用生产端导入新修改好的作品包生成即可。 

 
第六章：商家常见问题 

（1）共用版本客户端软件占电脑资源吗？ 

答：桌面版的安装包不到 10M，您 DIY 设计所用的所有模板、背景、

素材、边框都是存放在服务器，因此，您不必担心会占用您的电脑空

间和资源。 

（2）如果把软件提供给客户自己设计? 

答：商家可以上传客户端软件至网盘，提供下载地址给客户自行下载

安装，如果商家自己有网站，可以把软件上传在自己网站下，提供网

站地址给客户下载。 

（3）软件里点“立即定制”，速度快吗？ 

答：点“立即定制”下载素材不到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下载好，因为加

载的只是一个模板的缩略图，不是真正源文件素材，所以速度很快。 

（4）没有网络，可以使用软件吗？ 

答：是不行的，因为最占用电脑空间和资源的模板、背景、素材、边

框都是存放在服务器上，您需要通过网络连接来使用模板、背景、素

材、边框。因此，没有网络的话，软件将无法使用的。这个其实和

QQ 一样，要有网络才能使用。 

（5）为什么不开发一个不需要网络连接的软件呢？ 

答：因为 DIY 设计需要非常丰富的模板、背景、素材、边框，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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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不断的更新模板、背景、素材、边框。如果是离线（不需要网络

连接）的话，你需要先下载模板、背景、素材、边框，这不但非常占

用您的电脑空间和资源，而且也不能保证下载的内容就是您需要的，

也不能立即享用我们的最新模板、背景、素材、边框，因此，我们没

有选择开发离线版。随着云技术的普及，今后都是采用联网技术，不

联网的技术将逐步被淘汰！ 

（6）我可以将 DIY 设计保存在电脑上吗？ 

答：可以的，设计好作品点保存，保存好的作品在客户端首页“我的

作品”里点继续编辑即可。 

（7）定制一套共用版本软件要多长时间？ 

答：付款后，商家提供软件信息给我们制作，需要两天时间。 

（8）共用版本软件是如何交易和收费的？ 

答：签定合同，打款到我们指定的银行账号即可；共用版本软件是按

年收费，同时每年要有续费，续费包括服务器+软件维护升级+模板更

新与修改（日历条）。 

（9）购买共用版本软件，买你们软件的其他商家可以打开我们客户

端的作品生成印刷文件吗？ 

答：这个不可以，我们有控制的，每个商家只能生成自己客户端的作

品，不可以生成其他商家客户端文件。 

 

第六章：生产端使用教程 
生产端是提供给商家使用，用来生成客户端设计好的作品文件

为 JPG 格式的 300 像素印刷文件，使用前请把加密狗插入电脑 USB 接

口处。 

一、生产端对操作系统的要求 

生产端分 32 位和 64 位，WIN XP 系统都是 32 位的，WIN 7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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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2 位的也有 64 位的，商家在安装生产端时先右击“我的电脑”看

下自己的操作系统是多少位的，然后再选择相应的生产端进行安装。 

二、生产端对电脑的配置要求 

内存 4G 比较好，因为生成印刷文件时文件比较大，对电脑要求

比较高一些，但目前电脑硬件都能达到 4G，没有 4G 也可以用，就是

生成速度慢一些。 

三、生产端安装路径要求 

生产端不要安装 C 盘，选择一个空间比较大的盘安装，因为以后

生成模板时要从服务器下载素材，合成越多占用空间比较大，同时导

入的作品里的照片也同时会进入到安装盘里。 

四、生产端如何登录 

安装好生产端后，出来登

录界面，如下面所示； 

 

 

用户名和密码，用我们提供

的登录即可，同时打上右下

角的“记住密码”方便下次

直接登录。 

五、登录后如何生成印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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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导入按钮 

第二步：选择要生成的作品，点选择按钮，可以批量的选择要生成作

品 

第三步：作品导入进生产端列表中后，在作品上面右击选择“合成作

品”按钮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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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合成作品”按钮后就开始从服务器下载本套作品的素材至本地中， 

下载好素材后，以后再生成此套模板就不用下载了，下载好就开始与

照片合成客户在客户端中排版的样式。 

第四步：如何打开生成好的作品文件 

生成好印刷文件后，作品上会显示绿色颜色，同时右边显示“打开合

成目录”，打开即是印刷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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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适用人群 
一、快印图文公司、广告公司 

     随着个性时代的悄然来临，人们已经厌倦了老土的新挂历和普

通影集的堆积，纷纷开始寻找新的方式去成就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挂历或影集。于是，DIY 影册日历悄然兴起，数码图文快印便成了潮

流新宠。 

     而如今图文快印让你可以保存儿时的美好记忆，不但可以打印

出靓丽的照片册、个性十足的台历、温馨的留言簿，甚至还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让自己来主宰一切，成为最闪耀的明星，合成自己的海

报。数码相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人以沉闷的胶卷为生的印刷

时代，即拍即选的快感让不少人拍手称赞。 

     因此图文快印就成了现代都市人的首选，挑选自己喜欢的几张

得意 Pose，来到快印店，根据个性化的定制，一本生动的影集就应

运而生。可爱的宝宝照片，自己漂亮的艺术照，都成为日历摆在桌上，

挂在墙上。临近岁末，当众多市民都在商场选购鼠年年历时，部分人

已不再只专注于传统日历，而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照片融入其中。我们

不断开发的模板会刺激消费者不断地消费购买，因为生活影像的种类

极其繁多，永不枯竭。 

     其实，如今自己定制个性年历、个性杂志的市民越来越多。随

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图文快印”，就是省去传统印刷制作菲

林的时间和版 费，还让印刷时间缩短至一日就可以交货、一件起印

的一种新服务。图文快印的彩色快印系统可以现场为市民拍照、制版

设计、印制个性印刷挂历、台历等礼品，快印也疯狂!这种服务让普

通老百姓也能尝尝当封面人物的滋味，过足明星瘾。还可以制作同学

录、纪念册等等各种个性印刷书籍。去年年底前，就有不少市民利用

数码快印服务制作了特殊的年历赠送亲友或者自己留着欣赏，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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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印”带来的乐趣。 

二、冲印店、照相馆、影楼后期加工厂  

     生活影像一直是社会所离不开的，以前老百姓的生活影像业务

都是由柯达、富士、柯尼卡等品牌冲印店及照相馆所承揽。随着数码

时代的到来，生活影像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低端、简单的照片冲

印放大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将之存在电脑中。这就造

成了全国数千家冲印店、照相馆的生意每况愈下，难找出路。 

      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个性影响网站、淘宝

专营店铺等推广下，高端产品的消费已逐渐形成气候，如照片书、个

性台历挂历等，但消费层面仅限于部分年轻人，而更大的影像产品需

求在社会各阶层得不到满足。而全国数千家冲印店、照相馆因为设计

能力对这个市场无力涉足，最多只能通过 PS 套模板，接点零碎业务。

其中，一些有头脑的店主将目光瞄准了淘宝市场，做起了网上冲印，

网上做照片书，而繁琐的设计工作也困扰着这些店商家，制约了业务

的发展。 

      影楼后期加工厂，给影楼加工利润微薄，可以发个人影像业务，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三、个人创业（运营商） 

      运营商模式，主要是指以互联网企业、运营企业为代表的一种

纯网络型电子商务模式。通俗地讲，就是把个性化产品完全搬到网上

来销售，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应用这种模式的企业

多为一些运营公司、互联网企业、IT 信息技术公司。大多数无生产

能力，然而在运营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开展个性化印刷业务，依托

网络接单并外包给印刷厂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