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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通微信公众号 

1. 申请微信公众号： 

打开网页：https://mp.weixin.qq.com/，点右上角 立即注册。 

按页面提示，一步步操作完成： 

 

通过邮件激活公众平台帐号，类型要选择服务号，主体类型为企业 (公司，个体工

商户，有证照的均可开通)，登记企业相关信息，一般一个工作日左右能开通。开通后

在网页 https://mp.weixin.qq.com/ ，输入登录信息登录进去： 

https://mp.weixin.qq.com/，点右上角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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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示完成验证工作，需提交相关的证照信息，并需交纳 300 元的认证费，一般

需 3-5 个工作日能验证完成，验证完成后，公众号才算开通完成。 

2. 对公众号其它设置 

点击 公众号设置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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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net 安装 

安装好服务器，并装好赢通商业管理软件，版本要求是 2016 年之后的版本，安装

SQL Server2008 数据库(或以上版本)。 

确保服务器的.net framework 版本为 4.0 及以上。 

判断方法：打开目录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必须有 V4.0

的目录。 

 

一般 WIN7 及以上的系统都是自带的，如果没有，需要手工下载安装 net 

framework 4.0 版本，安装好就好。 

 

file:///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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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地服务器安装 

软件本地服务器必须能让外网访问，方法是使用固定 IP，或是用域名解析软件（花

生壳 http://hsk.oray.com/或金万维域名解析 http://www.gnway.com/），确保在

外网能访问（Ping通）到这台电脑。 

1. 微信服务程序 

打开赢通官网→微平台：http://open.yt-pos.com/，点击本地微信服务进行下

载，下载完成后，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运行桌面上的“赢通微信服务”： 

 

名词解释： 

1. 数据库地址及端口：本地数据库地址，一般为 127.0.0.1,1433(注意端口号) 

2. 数据库用户：一般为数据库最高权限帐户 sa 

3. 数据库名称：可以在帐套管理器中查询，比如：yta5sypro_01 

4. 服务端口：这里是指微信程序端口(与数据库端口不一样)，比如：8088 

5. appid：为微信的唯一标识，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开发→基本配置查询。 

 

http://hsk.oray.com/
http://www.gnway.com/
http://open.yt-pos.com/
http://cdn2.yt-yun.cn/ytpos.weixin.srv.setup.exe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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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服务 

设置好数据库地址端口、数据库用户、数据库密码、数据库名称、服务端口、APPID、

管理密码、本机域名或者固定 IP(阿里云或腾迅云服务器可以直接填 IP，要注意格式

http://XXXX:8088/IlocalSrv,XXXX 为域名或固定 IP)，点击安装服务，提示服务安

装成功并弹出英文网页，为服务安装成功。 

    假如本地数据库地址及端口因防火墙之类导致端口不通会弹以下提示： 

 

注意事项： 

1. 如果安装不成功，检查一下域名解析，点击查看服务，能显示正常才可以 

2. 如果有防火墙，请在防火墙高级高级设置中开放 8088 端口出站 

3. 本地域名解析推荐金万维(较贵，比较稳定)、花生壳(便宜，不太稳定) 

4. 如果是阿里云、腾迅云云服务器(推荐使用)，只要输 IP 就可以了 

3. 绑定到微信 

用于将 APPID、管理密码、本机域名在微信平台中进行绑定，如果绑定不成功的

话，也可以在下面微平台授权中指定地址也是一样效果，只有绑定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4. 进入微平台 

    进入赢通软件微平台进行授权。因为微信公司只提供框架，不提供任何服务器暂存

业务数据，所以需由赢通公司阿里云服务器提供微信业务模块缓存数据存放，要进行授

权才能使用微信模块(赢通云服务器生成微信模块所需网页、数据、框架)，支持连锁/

多店模式，支持一个微信服务号管理多个门店，此块操作在下一章有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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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微平台授权 

1. 登陆微平台 

打开赢通官网→微平台：http://open.yt-pos.com/ 

 

点击赢通微商城(这里只是演示微商城，其它微信模块都一样的操作方法)： 

 

输入公众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并授权，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验证，  

http://open.yt-p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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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门店 

点击左边门店管理，输入单店/门店/总部服务器地址，点击“新增”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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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门店服务器地址：指软件服务器的域名地址或固定 IP，格式：http://IP 或域

名:服务端口/ILocalSrv，端口是指上面安装本地服务器上设置的端口，默认是 8088。

点击“新增或更新”完成门店服务器地址更新。 

注意：此处增加门店服务器的地址，应与第三章第一条设置一致。 

3. 新增应用 

点击左边应用管理，再点击微商城下面的“管理”按钮： 

 

显示应用访问地址(http://wx.yt-yun.com/wxeea8d0dc39ba1084/shop)： 

 

http://wx.yt-yun.com/wxeea8d0dc39ba1084/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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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显示的 http://wx.yt-yun.com/wxeea8d0dc39ba1084/shop 地址即为微信商城的

外网访问地址了，记住这个地址，登录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

设置主菜单及入口地址： 

 

点击自定义菜单添加微商城菜单，入口地址即上面地址，确定即可。新菜单需要

一有段时间才能生效，用个人微信关注公众服务号，就能显示出新菜单了。 

4. 商业软件设置 

进入商业软件后台，点开系统参数设置： 

 

微商城服务域名：http://shop.yt-yun.com。 

http://wx.yt-yun.com/wxeea8d0dc39ba1084/shop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hop.yt-yun.com/


~ 11 ~ 

微信公众号信息：显示微信 APPID 与微信公众服务帐号，可以将此信息复制下来

发给赢通公司授权服务机构注册成永久使用型，默认免费试用 30 天。 

 

在商品档案上，设置好商品的零售价，以及勾选微商城商品。 

 

使用说明： 

1. 客户通过查找公众号名称或扫描二维码，观注企业公众号，然后进入公众号，

点击菜单上的微商城，即可以进入微商城界面。 

2. 修改商品或商品价格后，一般要等 10 分钟左右，系统会自动同步到微商城上。 

3. 微商城支付只支持微信官方、会员储值支付接口，请先开通微信官方支付或者

会员事先充值。 



~ 12 ~ 

5. 餐饮软件设置 

进入 I7/I8 餐饮软件后台，点开系统参数设置： 

 

在出品档案上，设置好商品的零售价，以及勾选微商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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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扫码点菜，请先微平台→赢通微餐饮→应用管理，点击微餐

饮管理，下载桌台二维码： 

 

使用说明： 

1. 客户通过查找公众号名称或扫描二维码，观注企业公众号，然后进入公众号，

点击菜单上的微餐饮，即可以进入微餐饮界面。 

2. 修改商品或商品价格后，一般要等 10 分钟左右，系统会自动同步到微商城上。 

3. 客户通过扫桌台二维码定位桌台/台房，实现扫码点菜。 

    4. 微餐饮支付只支持微信官方、会员储值支付接口，请先开通微信官方支付或者

会员事先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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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考资料 

1. SQL2008 安装说明。参见网址： 

http://www.yt-pos.com/a/fuwuyuxiazai/zaixianjishushouce/shujukuwe

nti/2017/0318/668.html 

2. 我的云应用系统正式上市，欢迎在线试用： 

http://www.yt-pos.com/a/xinwenzhongxin/gongsixinwen/20161222/6

65.html 

参考资料或向赢通公司、赢通分公司、赢通代理商、赢通经销商索取。 

 

 

 

 

 

 

 

 

 

 

 

 

 

深圳市赢通商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赢通商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彩荟阁 20B 

邮政编码：518031 

咨询热线：4008-315-218 

网站：http://www.yt-pos.com 

http://www.yt-pos.com/a/fuwuyuxiazai/zaixianjishushouce/shujukuwenti/2017/0318/668.html
http://www.yt-pos.com/a/fuwuyuxiazai/zaixianjishushouce/shujukuwenti/2017/0318/668.html
http://www.yt-pos.com/a/xinwenzhongxin/gongsixinwen/20161222/665.html
http://www.yt-pos.com/a/xinwenzhongxin/gongsixinwen/20161222/665.html
http://www.yt-po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