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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产品介绍                                          

第一节  维码器功能 

    维码器是一款新型投币产品，是能够帮助您的机器实现微信、支付宝扫描二维码付款的一款

产品，比传统投币器更简单，便捷，快速。本产品适用于所有自助投币设备且不需要做任何改造，

配套免费后台管理系统，实现有表可查、有帐可对的高效管理。  

第二节  商品内容 

1.  设备主体  

2 .  天线  

3 .  投币器转接线  

4 .  二维码贴纸  

5 .  退奖线两条（部分需要记录退奖的用户）  

第三节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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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脚位图 

 

第二章 商家使用步骤指导 

第一步 注册后台账户并绑定设备 

1、 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维码器的二维码贴，出现下面的页面（如果不是出现下面的页面，请联系本公司人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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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设备） 

 
2、 点击【注册】，填入推荐码（联系本公司人员索取）(已有账号的用户选择【登入】，然后点击【设备绑定】扫描

维码器二维码即可绑定设备) 

3、 填写注册资料，注册商家账号 

4、 选择结算方式（个人微信钱包或者银行卡，其他到账方式绑定步骤请参考“第三章”） 

5、 返回主页，点击【设备绑定】扫描维码器二维码即可绑定设备 

第二步 后台添加商品 

第一步：在公众号：扬盛科技平台 登陆手机端商家后台 

第二步：点击【商品管理】板块——点击右下角“添加套餐”——添加一个模板如：按摩椅/洗衣机/

游戏机等  提交——点击”添加“——填写价格、币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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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如果不想使用默认模板，可以点击套餐后面「详细」对套餐进行修改，包括商品图片，标题

等，添加完可直接点击该模板旁边的“上架”按钮，然后选择需要设置的设备编号，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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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以后套餐需要修改，只需要在【商品管理】处修改套餐，修改后套餐会自动更新到原有的设备

上 

2、 新增设备如果套餐跟之前的设备的一样，可以直接在【设备管理】处直接上架商品套餐配置；

如果不一样，则需要先到【商品管理】处添加 

第三步 绑定收款账号 

请参照第三章“收款账户绑定”的操作提示绑定收款账户（多选一），为了及时结算给您，请您务必绑定收款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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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安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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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WIFI 配置（GPRS 版不需要配置 WIFI，即插即用） 

1、 把维码器 SW1开关第 2位拨下来， 

 

2、 将手机网络连接到场地中投币器欲使用的网络 

3、 然后登陆微信，关注本公司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公众号，点击右下方“维码器”然后选择“配置 WIFI”，

点击“配置维码器 WIFI“，输入 WIFI 密码，点击“连接” 

4、 出现下面的页面时表示 WIFI配置成功，请将开关复位 

 

 

第六步  操作学习模式 

传统投币器接 J1，通电后，开关 SW1-1 拨下，用传统投币器投放 1-20 个币，维码器会自动记录投币参数，学习完

成后，将开关 SW1-1拨回上方，退出学习模式 

注：已经投入使用的维码器，如果出现出币不准的情况，可以通过操作此学习模式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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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使用设备 

 

第三章：收款账号绑定（多选一）    

 收款方式说明： 

 

第一节  绑定个人微信钱包 

绑定方式： 

手机版： 

第一步：登入手机端商家后台（在公众号“扬盛科技平台”里面的商家后台登入），选择【提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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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右上角菜单按钮——选择【微信绑定】 

 

第三步：填写微信号所属人的真实姓名，启用绑定状态 

 

第四步：选择结算方式，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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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版： 

第一步：登陆电脑端后台，找到【提现管理】点击【微信个人零钱包】 

第二步：扫描电脑上的二维码，在手机点击“授权登陆” 

第三步：输入此微信号所属人的真实姓名，点击绑定状态后面的启用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结算方式然后点

击保存即可 

解绑或者更换微信号收款 

1、 登陆原来绑定的个人微信号，进入本公司手机后台 

2、 点击【提现管理】，选择右上角此按钮【 】——【微信绑定】 

3、 点击启用绑定状态——选择【解绑】——点击【保存】即可 

【注：需要更换绑定的微信号时，请先解绑后再登陆新的微信号绑定收款，绑定方式参考第三章第一节】 

 

到账显示示例图： 

在微信首页会有消息提醒，在“微信支付”里面（10 分钟转一次，满 2 元才转）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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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绑定到账银行卡 

第一步：登入手机端商家后台（在公众号“扬盛科技平台”里面的商家后台登入），选择【提现管理】 

 

第二步：点击右上角菜单按钮【 】——选择【银行卡绑定】填写资料然后保存（为了能及时结算，请

务必填写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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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绑定微信公众号 

1.绑定需要的资料：（获取资料的方法流程请参考本操作指南的附录页） 

资料： 

① 应用 ID 

② 应用密钥 

③ 微信支付商户号 

④ API密钥 

⑤ API证书密钥 

⑥ 公众号原始 ID 

文件： 

①  API证书：cert.zip 

2.绑定方式： 

登陆 PC端后台—「基本设置」—「收款账号」找到“微信设置”点击“编辑” 

 

把资料填写进去，选择“启用”（需要顾客关注您的公众号时，请勾选“强制关注”中的“是”，勾选后顾客扫描二

维码会出现弹出一个关注公众号的页面，顾客需要关注后才能购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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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绑定微信公众号后需要另外再绑定企业支付宝账户，否则顾客通过支付宝付的款将默认由本

公司先代收；不需要另外再绑定个人微信账户 

2、绑定的公众号需要是能收款的企业号，并且已通过微信认证 

 

 

第四节  绑定企业支付宝 

1.绑定需要的资料：获取资料的方法流程请参考本操作指南的附录页 

①合作身份者 ID：合作身份者 ID（partner）。 

②商户的私钥：RSA 加密，密钥。 

③支付宝的公钥：RSA 加密，支付宝公钥。 

2.绑定方式： 

登陆 PC端后台—「基本设置」—「收款账号」找到“支付宝设置”点击“编辑”把资料填写进去，选择“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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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绑定企业支付宝后需要另外再绑定企业微信公众号，否则顾客通过微信付的款将默认由本公

司先代收；不需要另外再绑定个人微信账户 

2、如果没有公司的支付宝账号时，可以选择让通过微信支付的款到微信公众号里面，通过支付宝付的款就到

个人微信账户里面，分开到账（设置方式：在 PC端的「收款账号」里面的“支付宝”选项选择不启

用，然后开通到账个人微信（开通办法请参考本操作指南中的“绑定个人微信账户”的步骤操作）） 

 

 

第四章：后台系统操作说明                    

第一节  登录后台步骤 

电脑登陆：打开本公司官网 www.weimaqi.net   

点击「登录」—「商家」 输入账号，密码 

 

 

手机登陆：关注本公司微信公众号“扬盛科技平台”—进入公众号—「维码器」—「商家后台」— 输入账号

密码—登陆 

http://www.weimaq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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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提现申请 

点击「提现列表」—“申请提现”—提交—财务审核——两个工作日内处理转账 

第三节  查询订单 

「订单管理」—「订单列表」 在下单时间栏选择需要查询的时间或者输入订单号等即可查询到相应

的订单，点击相应订单右边的「详情」即可查询到该订单的详细信息 

第四节  重启设备 

「设备管理」—「设备列表」找到需要重启的设备编号 — 点击「重启设备」 

第五节  生成二维码图片 

「设备管理」—「设备列表」找到需要生成的设备编号 — 点击「点击生成」 

第六节  浏览商品 

「设备管理」—「设备列表」找到需要浏览的设备编号 — 点击「浏览商品」 

第七节  停用设备 

「设备管理」—「设备列表」找到需要停用的设备编号 — 点击「设备停用」 

第八节  手动派币 

「设备管理」—「设备派币」— 选择设备— 填写派币数量—提交 

第九节  设备分类管理 

「设备管理」—「批量设置商品」—「资料配置」—勾选设备—填写“设备标签”—点击“设定 设

备标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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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后在「统计管理」—「营收报表」可以看到各分类设备的营业情况，点击标签名称可以看到该分

类的设备明细 

 
 

第十节  启用立即支付（不需要选支付方式） 

「设备管理」—「设备列表」— 找到您要设置的设备 — 点击设备名进入— 在「资料配置」栏里面

的「立即支付启用」里面勾选「是」如下图： 

注：当商品只有一个的时候，玩家扫描后将直接进入支付页面，不需要选择商品和支付方式；当商

品数量为两个或以上的时候需要玩家先选择商品然后进去支付页面，用微信扫描的就用微信支付，

用支付宝扫描的就用支付宝支付，不需要再选择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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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设置前端支付按钮 

登陆电脑版系统后台—点击「个人资料」——勾选支付方式——提交 

 

第十二节  移动设备到其他商家账号 

1、先登陆设备所在的商家账号，在【设备列表】处找到需要移动的设备，点击【解除绑定】 

2、目标商家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设备的二维码，选择【注册】或者【登入】（已有账户的选择

登入即可） 

3、点击【设备绑定】，然后扫描设备二维码，即可绑定设备 

第十三节  启用首单免费 

「商品管理」—「添加商品」—添加一个首单免费的商品，在“首次免单”处勾选“是”（注：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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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是针对公众号而言，一个微信号在这个公众号消费过一次后，首单免费会自动失效，再次扫描时

“首单免费”这个商品不再显示；没有绑定公众号的默认为“扬盛科技平台”这个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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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设置售后电话 

顾客扫描二维码出现的界面显示商家的售后服务电话 

 
登陆电脑后台——「个人资料」处在“服务电话”中填写如售后服务电话保存即可                         
 

 

第十五节  会员卡管理 

会员卡说明：会员卡是一张虚拟的卡，用户充值的钱可以在任何时候在此商家底下的所有设备

上消费，使用会员卡上面的钱消费不需要再次输入付款密码，使用更便捷 

 

商家设置：登陆电脑版后台——找到”收款账号“——点击”钱包支付“后面的编辑按钮（当没有”钱

包支付“这个选项时请联系我们给您开放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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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充值赠送金额，然后勾选启用——提交 
 

 

查看会员信息：登陆电脑端商家后台，找到【提现管理】，点击【会员卡管理】即可查看会员信

息 

 
 

消费者操作说明： 

1、 充值：扫描机台二维码，点击商品界面左下角的”会员卡“，进入充值页面，填写充值金额；（可在”

会员卡使用记录“处查询使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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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扫描机台二维码——选择商品套餐——选择”会员卡支付“即可 

 



23 
 

第十六节   强制关注公众号 

登陆电脑版后台，点击“收款账号”—— “微信公众号设置”后的编辑 

 
点击“强制关注”后面的“是”按钮，填写公众号资料，点击后面的”保存“按钮，勾选你需要顾客关注

的公众号，点击”启用“按钮，最多可以添加 10 个公众号，不建议全部启用，会影响用户体验（需要

做一些配置，配置及获取资料的方式步骤在本操作指南的附录页；此处的”标签“主要用于当您的公众

号比较多时进行分类帮助您记忆，不会在其他地方显示）如图： 

 

 

附录 

维码器收款设置 – 微信公众号 

需要的收款资料 

资料： 

1.应用 ID  

2.应用密钥  

3.微信支付商户号  

4.API 密钥  

5.API 证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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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众号原始 ID  

  

文件： 

1. 1.API 证书：cert.zip  

 

操作教程 

请依下面教程进行设置，教程中黄色的部分为需要提交的资料，请记下来。 

  

微信 公众平台 - https://mp.weixin.qq.com/ 

登入公众平台 

点击左方菜单「微信支付」 

  

 

点击上方菜单「开发配置」 

设置「支付授权目录」： 

 http://www.weimaqi.net/ 

 https://www.weimaqi.net/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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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方菜单「公众号设置」 

 

点击上方菜单「功能配置」 

设置「JS 接口安全域名」：www.weimaq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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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方菜单「公众号设置」 

 

账号详情最下方有，公众号原始 ID：gh_2716091234 

 

 

  

点击左方菜单「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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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 -  开发者 ID 

1. AppID(应用 ID)：wx12345f2fa12345ab 

2. AppSecret(应用密钥)：重置（如账号遗忘，请重置） 

 

 

点击左下面菜单「接口权限」 

下方「接口权限表」 

修改「网页服务 - 网页授权 - 网页授权获取用户基本信息」 



29 
 

设置网页授权域名：

www.weimaqi.net 

  

 

 

商戶平台 - https://pay.weixin.qq.com/ 

登入商户平台 

微信支付商户号：1271234567  

点击正上方的「账户中心」 

点击左菜单的 「商户信息-基本账户信息」 

 

 

  

点击正上方「账户中心」中的「API 安全」 

https://pay.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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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证书」，并保存档案 cert.zip。 

证书密码：(默认同商户号) 

设置 API 密钥，点击「设置密钥」输入欲设置的值：API_KEY（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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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器收款设置 – 支付宝 

系统须配置的资料有三项： 

1. 合作身份者 ID：合作身份者 ID（partner）。 

2. 商户的私钥：RSA 加密，密钥。 

3. 支付宝的公钥：RSA 加密，支付宝公钥。 

 

申请支付宝商家服务 

申请电脑网站支付 

https://b.alipay.com/signing/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I1011000290000001000 

  

登入商家服务   

支付宝商家服务中心 

https://b.alipay.com 

 

获取“合作身份者 ID” 

如何查询它们需要通过以下操作： 

第一步：登陆支付宝官方网站（b.alipay.com）。 

第二步：点击导航栏中“我的商家服务”。 

https://b.alipay.com/signing/productDetail.htm?productId=I1011000290000001000
https://b.alip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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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签约管理”。 

 

第四步：点击“查看 PID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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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查询到合作者身份 ID，以 2088 开头的 16 位纯数字。 

 

生成“商户的私钥/公钥” 

如果已经生成过 RSA 私钥，可跳过此步骤。 

RSA 密钥的生成与配置 

通过 openssl 工具生成 RSA 的公钥和私钥(opnssl 工具包点此下载) 

解压该工具包，运行 gen.bat 文件后，会生成三份文件，如下图： 

 

 

生成的文件说明： 

 1_rsa_private_key.txt：商户私钥。（自行保留） 

 2_pkcs8_rsa_private_key.txt：商户私钥 PKCS8 格式。（上传至本系统后台） 

 3_rsa_public_key.txt：商户公钥。（上传至支付宝后台） 

http://www.weimaqi.net/www/download/rsa_autogen.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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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的私钥 

用记事本打开 2_pkcs8_rsa_private_key.txt，可以看到-----BEGIN PRIVATE KEY-----开头，

-----END PRIVATE KEY-----结尾的字符串，中间的一大串字符就是 PKCS8 格式的私钥。（不

包含开头与结尾） 

注意：上传的私钥是一行格式，不允许有注释、空格、换行等！ 

商户的公钥 

用记事本打开 3_rsa_public_key.txt，可以看到-----BEGIN PUBLIC KEY-----开头，-----END 

PUBLIC KEY-----结尾的字符串，中间的一大串字符就是公钥。（不包含开头与结尾） 

注意：上传的公钥是一行格式，不允许有注释、空格、换行等！ 

密钥的转换示例 

上传秘钥时要去除-----BEGIN KEY-----开头，-----END KEY-----结尾的字符串，和中间的所

有空白。 

转换前文件格式： 

-----BEGIN PUBLIC KEY----- MIGfMA0GCSqGSIb3DQEBAQUAA4GNADCBiQKBgQ

DQWiDVZ7XYxa4CQsZoB3n7bfxL DkeGKjyQPt2FUtm4TWX9OYrd523iw6UUqnQ+E

vfw88JgRnhyXadp+vnPKP7unorm YQAfsM/CxzrfMoVdtwSiGtIJB4pfyRXjA+KL

8nIa2hdQy5nLfgPVGZN4WidfUY/Q pkddCVXnZ4bAUaQjXQIDAQAB -----END PU

BLIC KEY----- 

转换后的字符串： 

MIGfMA0GCSqGSIb3DQEBAQUAA4GNADCBiQKBgQDQWiDVZ7XYxa4CQsZoB3n7bfxL

DkeGKjyQPt2FUtm4TWX9OYrd523iw6UUqnQ+Evfw88JgRnhyXadp+vnPKP7unorm

YQAfsM/CxzrfMoVdtwSiGtIJB4pfyRXjA+KL8nIa2hdQy5nLfgPVGZN4WidfUY/Q

pkddCVXnZ4bAUaQjXQIDAQ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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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密钥 

在“合作伙伴密钥管理”下（根据不同的产品选择对应的入口），点击“RSA 加密”后的“添加

密钥”，把自己的公钥复制进去，如截图： 

  

注意：上传的公钥是一行格式，不允许有注释、空格、换行等！ 

点击确认按钮：支付宝旧版本显示 “确认上传”，新版本显示“保存”提示：上传成功，

说明已经成功上传。（如之前已经添加 RSA 密钥，就不需再添加；如需修改，点击 RSA(SHA1)

密钥--查看开发者公钥，点击修改即可） 

 

获取“支付宝的公钥” 

如何查询它们需要通过以下操作： 

第一步：登陆支付宝官方网站（b.alip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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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导航栏中“我的商家服务”。  

第三步：点击“签约管理”。 

第四步：点击“查看 PID 、Key”。 

 

 

 

即可查询到支付宝的公钥。(如之前未生成过 RSA 密钥，请参考前面的生成密钥章节) 

 

 
 



37 
 

登陆电脑版系统后台, 点击「基本设置」--「收款账号」，点击支付宝设置后面的「编辑」, 

把以上支付宝收款资料填入相应框格里面，选择「启用」 

支付宝官方技术文档 

1. 如何查询安全校验码 KEY 和合作者身份 ID 

2. RSA 密钥的生成与配置 

3. 如何上传公钥 

 

 

https://cshall.alipay.com/enterprise/help_detail.htm?help_id=473888
https://cshall.alipay.com/enterprise/help_detail.htm?help_id=474010&keyword=%C8%E7%BA%CE%C9%FA%B3%C9RSA%C3%DC%D4%BF&sToken=&from=search
https://cshall.alipay.com/enterprise/help_detail.htm?help_id=473890&keyword=%C8%E7%BA%CE%C9%FA%B3%C9RSA%C3%DC%D4%BF&sToken=&from=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