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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直播相册

打开APP，选择底部【相册】，点右上角“＋”，
可购买相册或者创建直播相册以及微相册。

包年相册：全年无次数限制，价格更优惠。

相册数量

单个相册

5个相册

10个相册

价格/元

99

495

990



创建直播相册

打开APP，选择底部【相册】，点右上角“＋”，
可购买相册或者创建直播相册以及微相册。



点击立即创建后，
可根据活动需求选择相册场景进行创建相册。

模板选择

场景包括：会务活动、论坛峰会、研讨进修教育、发布会、
娱乐演唱会、赛事旅拍、时装汽车动漫展、互联网电商等。

（不同场景分别配有相应的模板）

场景选择

注：不同场景使用的相册模板及功能显示不同。

直播相册模版选择

（可根据活动主题自助配置相册背景图）



相册分享

1、 微信好友

2、 朋友圈

3、 二维码/链接分享（二维码可截图或长按图片
 进行保存分享，链接可直接复制地址分享）

分享方式



相册二维码、链接分享

1、 已修图相册
为数码师修图后观众最终可见照片相册。

2、 直传相册
为摄影师活动拍摄的所有照片相册，建议做为
最终交付使用。

二维码/链接分享



直播相册导入

1、 手机导入

2、 图库导入

直播相册导入方式



直播相册设置入口

相册设置



直播相册信息设置

活动名称

副标题

时间信息

地点信息

活动详情



直播相册封面设置

关闭封面，点击直播相册将直接进入照片内容页。

相册封面开关

封面分为：横版、竖版、全屏模式，选择所需尺寸“点击
更换封面”进行上传。

横版尺寸：750px宽×380px高
竖版尺寸：750px宽×1014px高
全屏尺寸：750px宽×1624px高

（注：封面图片仅支持JPG、PNG格式、图片模式为RGB）

封面模板

1、 关闭倒计时开关，需要手动点击【进入相册】
2、 倒计时时间可以秒为单位进行设置

倒计时开关

温馨提示：封面选择全屏后，首页将不显示活动名称、时间、活动介绍等信息



直播相册Banner设置

关闭Banner，直播相册内将不显示。

相册Banner开关

分为3种：图片、视频、视频直播

方式一：常规Banner最多可上传7张；
方式二：视频Banner可上传一段MP4格式视频，视频小于100M；
方式三：视频直播，需要手动输入视频直播推流地址。

Banner模式

Banner封面设置：选择好需要上传的图片后，界面内会出现蓝色
的方框，上传的图片需要手动调整图片大小，将图片放置在蓝色
方框内，调整好后点击确认，再进行保存即可上传成功。

图片大小调整方式：两指按住图片放大或缩小即可调整。

点击Banner上传素材

Banner



直播相册重要信息设置

获取拍摄时间、拍摄地址

相册链接

修图相册链接

直传相册链接

修图带水印大图相册链接

修图无水印大图相册链接

拍摄相册主题

大尺寸照片可使适用于对外宣传直接下载使用。

重要信息



管理员可快速获取直播相册内已修照片的全部下载链接

下载图片

直播相册下载照片设置

下载照片



点击“+”号上传logo，格式需为PNG。

直播相册水印设置一

照片水印



直播相册水印设置二

默认上传水印位置为右下，可点击照片上数字更换水印展示位置

调整水印在照片上显示的透明度

调整水印大小

调整水印右边距

调整水印下边距

“+”可增加水印，“×”对已有水印做删除



●    微信分享开关默认为开启的，关闭后直播相册将不可转发分享

●   微信分享图片说明

●   分享跳转链接：可输入企业公号或与直播活动相关的链接，以有
需要时可分享后点击跳转。（该链接请慎重操作，避免无法查看
直播相册）

直播相册分享设置一

分享设置



直播相册分享设置二

分享标题、分享描述均可以自行编辑

标题：建议长度不超过 24 个中文字符

描述：建议长度不超过 36 个中文字符

分享图标可更换，点击“更换缩略图”即可。

图片尺寸：300*300px

图片格式：JPG、PNG



默认管理员为创建相册的人员

注：相册管理员可对相册进行设置操作，请谨慎添加管理员

直播相册管理员设置

管理员设置



相册删除后不可恢复，不建议操作。

删除相册

管理员关闭相册后，其他人将无法进入相册。

相册开关

直播相册其他功能设置



邀请摄影师拍摄设置

1. 选择APP底部【相册】，进入相册详情，
点击右上角“三”标识，进入“多人协作”。

2. 选择“邀请好友”

3. 复制“摄影师邀请码”将此码转发给拍
摄的摄影师，让对方加直播拍摄。

4. 当被邀摄影师加入后，可立即在
“多人协作”内查看到加入申请。

5. 通过加入后可电话联系对方，活
动结束后也可移除。

1

2

3

4
5



被邀摄影师拍摄设置

1. 选择APP底部【我的】，点击“加入协作”。

2. 输入邀请码，点击确认。

3. 等待邀请人同意

4. 邀请人同意后，会收到加入拍摄的短
信通知。

5. 选择APP底部【相册】，
可查看到被邀约拍摄的直播相册。

加入协作 4

1 5
3

2

注：被邀约人无管理相册权限。



邀约数码师设置

1. 选择APP底部【相册】，进入相册详情，
点击右上角“三”标识，进入“多人协作”。

2. 选择“邀请好友”

3. 复制“修图师师邀请码”将此码转发给
修图数码师，让对方加直播拍摄。

4. 当被邀数码师加入后，可立即在
“多人协作”内查看到加入申请。

5. 通过加入后可电话联系对方，活
动结束后也可移除。

1

2 3

4
5



被邀约数码师设置

1. 选择APP底部【我的】，点击“加入协作”。

2. 输入邀请码，点击确认。

3. 等待邀请人同意

4. 邀请人同意后，会收到加入同意的短
信通知。

加入协作 4

1
3

2

注：被邀约人无管理相册权限。

数码师可在修图端查看直播活动相册



购买委修服务设置

选择APP底部【相册】，点击右上角“三”标识，进入“多人协作”
选择“购买委拍委修”-立即预约

1. 点击“添加修图师”
2. 添加修图师需求后点击确认

Banner模式

4小时、8小时（如拍摄时长大于4.5小时，请选择8小时）
服务时长

只用添加开始时间即可，例如您选择8小时时长，开始时间选择
9:00点，系统将自动按照8小时计算，结束时间为17:00点。

开拍时间

服务级别 ： LV1

数量 ： 根据拍摄需求而定



摄影师匹配数码师设置

1. 选择APP底部【相册】，进入相册详情，
点击右上角“三”标识，进入“多人协作”。

2. 选择“配对设置”

3. 点击“配对管理”，为摄影师分配数码师。

4. 确认配对

5. 分配成功
1

注：
邀约摄影师和数码师时，摄影师可配对多个数码师同时修图。
购买委拍委修时，只能一个摄影师配对一个数码师。

2

3 5

4



图片功能-时间轴

1. 选择APP底部【图库】，选择“时间”可以查
看到按照日期分类的照片信息。

2. 时间轴内的所有照片都可以通过“添加”
按键，移入到直播任务或则相册内（相册
包括微相册）

3. 选择添加项目进行添加

1 2

添加图片到任务或者相册

3



图片功能-收藏

1. 选择APP底部【图库】，选择“时间”可以查
看到按照日期分类的照片信息。

2. 选择底部【收藏】，照片会被收藏之文件中 3-4. 图库中选择右上角☆号，查看收藏夹内图片

1

2 3 4



微相册创建及导入照片

1. 选择APP底部【相册】，点击右上角
“三”标识创建微相册。

2. 设置微相册名称后点击创建

3. 创建后点击右上角云上传的标识，
通过手机相册或者图库照片进行
导入，展示在微相册内。

1 2

3
4

注：微相册仅适用于个人用户分享使用，

      不用于直播。



我的页面的功能

1.  接单列表：查看接单信息
2.  查看档期：可查看全年安排及拍摄日期
3.  订单管理：查看已购买及待付款的产品信息
4.  收入管理：查看每月每场拍摄劳务费

我的业务

1.  优惠券：兑换产品
2.  年卡：直播相册年卡服务
3.  回收站：图库内已删除照片查看位置，可以操作还原或者彻底删除

更多功能

1.  设备：V6设备信息显示及添加
2.  云空间：查看空间存储

（安卓系统可直接app扩容，IOS系统暂不同通过app扩容，需使用
saas端操作，详情见saas端云空间扩容介绍）

3.  加入协作：被邀请为摄影师或修图师时填写邀请码位置
4.  钱包：账户余额

常用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