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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在使用前，请您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非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

以任何形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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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资料不符所导致的任何争议，任何改动恕不提前通知。本公司保留最终更改权和解释权。 

版权所有©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本手册图形界面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带双引号“”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

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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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建智能自动售货机系统 
智能自动售货机系统主要由自动售货机、InBox300 和网管云平台三部分组成，其中

InBox300 安装在自动售货机上，通过无线通信系统实现网管云平台对自动售货机的信息查询

和管理，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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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账号登录云平台 

2.1 注册账号 
打开浏览器（推荐使用 chrome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云平台地址：http:// 

mall.inhand.com.cn ，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弹出注册对话框，填写注册参数进行注册即可，如图 2-1-2。注

册完成后，登录您的邮箱获取登录密码。 

 

图 2-1-2 

 

http://smartvending.inhandnetworks.com/
http://smartvending.inhandnet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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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注册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缺省值 

邮箱 请填写可用的企业邮箱，平台将会发送登录密

码到此邮箱。 
空 

用户名 用户自定义填写有意义的用户名。 空 

机构 用户自定义，只能使用英文字母。 空 

2.2 登录云平台 
回到登录页面，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登录成功后，在窗口新界面中出现“我的账户”（红色圆圈位置），如图 2-2-2 所示。单击 

“我的账户”可以编辑账户、更改账户密码和注销账户。 

 

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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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自动售货机应用准备-新

建 inbox 文件夹 
InBox 第一次开机使用时，首先插入 U 盘（U 盘里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个 inbox 文件夹），

然后输入售货机编号（用户自定义，编号可以是字母、字符、数字或者任意组合，但是不可以

有空格），如图 3-1-1 所示。单击<确认>后会自动安装相应软件，安装完成以后，按一下 InBox

上的 MODE 按键切换到售货后台配置界面，详见章节四、InBox 的应用。 

 

图 3-1-1 

在 U 盘里新建一个文件名为“inbox”的文件夹，然后在该文件夹下新建五个子文件夹：

ads、apps、config、data 和 oem。 

⚫ ads 文件夹用来存放广告，可以是图片广告也可以是视频广告； 

⚫ apps 文件夹用来存放软件，具体软件由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 config 文件夹用来存放配置 3 个文件，分别为 config.xml、goods_info.xml 和

smartvm_cfg.xml，其中 config.xml 和 smartvm_cfg.xml 由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goods_info.xml 的获得有两种方式，详见章节 3.1 和章节 3.2； 

⚫ data 文件夹下新建一个 picture 文件夹，用来存放和 goods_info.xml 配套的商品图

片，即 image 文件夹里的图片，详见章节 3.1 和章节 3.2 中的 image 文件夹； 

⚫ oem 文件夹用来存放公司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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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过云平台引入并导出商品详单 
登录云平台后，单击“运维>>商品管理”，在打开的“商品列表”新界面中，单击<引入>

按钮，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单击<引入>按钮后，在新弹出的“引入”对话框中引入要添加的商品，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成功引入商品详单后（除了通过引入，还可以在“商品列表”界面单击<新增>按钮，自定

义添加商品信息），单击<导出 xml>导出，如图 3-1-4 所示。解压导出的压缩文件夹

“smartVendingGoods.zip”，可解压出一个“goods_info.xml”和一个“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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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3.2 通过自动售货机导出商品详单 
在 InBox 上插一个 U 盘，然后按下 InBox 的 MODE 按键切换至后台配置界，单击“导入

/导出>>导出商品信息”，操作成功后 U 盘里会出现一个 inbox 文件夹，该文件夹下包含 config

和 data 两个文件夹，即为导出的商品详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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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nBox 的应用 
MODE 按键可以完成售货状态显示界面和后台配置界面之间的相互切换。本章重点介绍后

台配置界面的相关内容。 

4.1 状态 
状态菜单下主要罗列显示了 InBox 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4.2 VMC 设置 
VMC 设置菜单下包括服务器地址设置、价格设置、料道设置、同步货道（从平台）、补货

和退出，如图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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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 服务器地址：输入云平台地址即可； 

⚫ 价格设置：修改商品价格，单击<应用>即可保存新价格，并自动上传到云平台； 

⚫ 料道设置：料道设置可以新增商品、料道重选商品和删除料道已有商品； 

⚫ 同步货道（从平台）：同步平台“售货机管理”处下发的料道配置的商品信息和商品价格； 

⚫ 补货：选择给料道补货数量及补币数量。 

4.3 导入/导出 
导入/导出菜单下罗列了可以导入和导出的信息内容，并包含清除广告文件功能，如图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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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4.4 运维 
运维菜单下包括系统设置、重新配置、切换售卖页面、重启系统、重启应用、系统升级、

升级应用、开关门策略、定时重启和定时开关机，如图 4-4-1 所示。其中系统设置包含了 InBox

的很多应用设置。 

 

图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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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云平台管理 

5.1 认证售货机 
InBox 第一次开机使用时需要输入售货机编号（编号可以是字母、字符、数字或者任意组

合，但是不可以有空格），并插入 U 盘安装相应软件，详见章节三、智能自动售货机应用准备-

新建 inbox 文件夹。 

完成软件安装和售货机编号后，使 InBox 连接 Internet（3/4G、Wi-Fi 或有线均可，详见

章节四、InBox 的应用），然后登录云平台，单击“运维>>售货机管理”打开“未认证售货机

列表”页面，此时会看到刚刚定义过的售货机编号，点选后单击<认证>按钮进行售货机认证，

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当提示“认证成功”后，售货机会从“未认证售货机列表”转到“已认证售货机列表”，如

图 5-1-2 所示。 

 

图 5-1-2 

5.2 规划售货机的点位 
认证过售货机以后，要给售货机规划所属区域、线路和点位，所以需要先定义区域、线路

和点位信息（定义的先后顺序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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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定义区域相关参数信息。单击“运维>>区域管理”打开“区域列表”页面，单击<

新增>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自定义区域管理的相关参数信息保存即可，如图 5-2-1 所示。 

 

图 5-2-1 

其次，定义线路相关参数信息。单击“运维>>线路管理”打开“线路列表”页面，单击<

新增>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自定义线路管理的相关参数信息保存即可，如图 5-2-2 所示。 

 

图 5-2-2 

再次，定义点位相关参数信息。单击“运维>>点位管理”打开“点位列表”页面，单击<

新增>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自定义点位管理的相关参数信息保存即可，如图 5-2-3 所示。 

 

图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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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给售货机规划所属点位。单击“运维>>售货机管理”打开“已认证售货机列表”页

面，点选售货机后单击<修改>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相关参数信息保存即可，如图 5-2-4

所示。 

 

图 5-2-4 

5.3 远程升级 
远程升级包含 APP 升级和固件升级。 

单击“运维>>远程升级”打开“升级列表”页面，在这里可以查询、新增、修改和删除升

级信息；可以在已有的升级名称列表中点选要升级的“升级名称”，然后单击<立即升级>即可

开始对应升级。如图 5-3-1 所示。 

 

图 5-3-1 

5.4 对账 
对账，可以通过自定义对账的范围参数，筛选查询该范围内的售货机交易及补货信息列表，

如图 5-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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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5.5 支付管理 
支付管理共包含三种支付方式，分别为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和百度钱包支付。对应参数

分别如图 5-5-1、图 5-5-2 和图 5-5-3 所示。 

 

图 5-5-1 

 

图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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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3 

  



15 

六、智能售货机应用举例 

6.1 智能售货机首次组建应用 
智能售货机首次组建需要以下几步： 

第一步：根据章节一搭建好硬件环境，再根据章节二的方法注册云平台账号并登录云平台； 

第二步：根据章节三准备 inbox 文件夹，开机自定义售货机编号使其自动完成相应软件的

安装； 

第三步：根据章节四的“运维”，配置 Inbox 使其上网； 

第四步：根据章节五认证售货机并规划售货机的点位； 

第五步：根据章节六的“料道设置和改价”配置料道和商品售价。 

6.2 料道配置和改价 
智能售货机的料道设置和改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平台端配置料道和改价，另一种是从

售货机端配置料道和改价。 

6.2.1 从平台端配置料道和改价 

通过平台配置售货机料道和改价之前，首先确保售货机在平台上显示状态为在线。 

平台自带有一定数量的商品信息数据库，可以通过单击<引入>按钮引入需要的商品信息，

或者在商品列表界面新增、修改和删除商品信息，如图 6-2-1 所示。 

 

图 6-2-1 

引入或新增商品信息成功以后，单击平台的“运维>>售货机管理”，打开“已认证售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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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界面，点选要配置料道的售货机，然后单击<修改>按钮，在弹出的新对话框中完成货道

配置（包含料道商品和价格），如图 6-2-2 所示。 

 

图 6-2-2 

完成货道配置并保存后，在售货机端配置界面的“VMC 设置”菜单下，单击“同步货道（从

平台）”则平台的货道配置信息下发到自动售货机端。 

6.2.2 从售货机端配置料道 

在智能售货机端，按下 InBox 的 MODE 按键切换至后台配置界，单击“VMC 设置>>料

道设置”，进入料道设置界面。料道设置可以给货道新增商品、货道重选商品和删除货道已有商

品。 

6.3 售货机补货 
在智能售货机端，按下 InBox 的 MODE 按键切换至后台配置界，单击“VMC 设置>>补

货”，选择给料道补货数量及补币数量，并同时给自动售货机补对应的货物和钱币。补货完成后，

在平台的“运维>>补货记录”会显示对应的补货记录信息，如图 6-3-1 所示。 

 

图 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