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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商场抽奖软件 5.0 

一、软件简介： 

365商场抽奖软件，适用于无固定参与人员，只进行奖品随机抽取的抽奖活

动模式，如客户自己按键盘随机抽取一个奖品。可用于商场、超市、酒吧、车展、

网吧等场所举办的随到随抽、现场抽奖、进店有礼等抽奖活动。软件支持奖品概

率设置可让大奖难中小奖易中；软件支持快捷键出奖（按下快捷键出相应的奖

品），时间段出奖（在这个时间段内，第一次抽取将抽中对应的奖品）。抽奖形

式含：图文闪动抽奖、翻牌抽奖、砸金蛋抽奖、转盘抽奖等 4种，比同类软件具

有较高的性价比。 

 软件操作简单，只需简单二个步骤开始抽奖，方便快速易用。 

主要功能： 

1.支持文字、图片以及文字图片混合滚动等多种抽奖模式，支持闪动、翻牌、

砸蛋、转盘四种活动方式，趣味性十足。 

2.支持奖品指定名额设定，可选择名额抽取完毕后该奖品不再中奖仍参与滚

动。 

3.支持奖品中奖概率设定，满足实际应用，实现大奖难中，小奖易得的效果，

既真实也公证。 

4.支持快捷键出奖，按下快捷键出相应的奖品。支持时间段出奖，在这个时

间段内，第一次抽取将抽中对应的奖品。 

5.抽奖界面可自由设定，自己更换标题背景等，操作类似 Office 非常方便，

功能远超过同类产品。 

6.抽奖音乐可自由设置 (各奖品中奖音乐可分别设置，实现听音乐可知中什

么奖)。   

7.抽奖数据自动保存，方便导出查看，可以中途暂停退出，再继续抽奖。 

8.密码权限管理,让数据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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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操作方法： 

 软件使用只需两个简单的步骤： 

1、主副标题和奖品设置(在“设定”菜单中的“主副标题/奖品设置”菜单

中操作)； 

2、进行抽奖。图文闪动抽奖模式下，按空格键（或开始按钮）开始抽奖，

再次按下空格键（或停止按钮）停止抽奖；翻牌抽奖和砸金蛋抽奖模式下，按空

格键（或鼠标点击空白处）出现 15张牌或 15个金蛋，鼠标点击某张牌或某个金

蛋出奖；转盘抽奖模式下，按空格键（或转盘中央开始键）后指针或转盘开始转

动，再次按下空格键将慢转停止出奖。 

默认情况下是图文闪动抽奖模式，如需更换抽奖模式，如图文闪动抽奖模式、

翻牌抽奖模式、砸金蛋抽奖模式、转盘抽奖模式 1（转盘软件自动生成）、转盘

抽奖模式 2（转盘图片客户自行制作后导入），请在“设定”菜单中选择，点击

对应模式菜单就可。抽奖过程中可随时随意更换抽奖模式。 

界面位置等调整方法： 

<1>如何自定义标题、奖品名称等文本的字体、大小、位置和奖品图片大小

位置？ 

答：在标题或其它文本或按钮或字幕区或奖品图片等上面点鼠标右键将出现

右键菜单，里面有字体大小等调整。位置调整方法：按主菜单（主菜单默认自动

隐藏，把鼠标移到屏幕左上角可出现主菜单）的‘调整界面位置’菜单后将进入

设计状态，此时鼠标移到界面上各部件时将出现 8个黑点，按住鼠标拖动可以调

整各部件位置，按住鼠标拉动黑点可以调整各部件的大小。注意：各部件位置大

小调整结束后再按一次‘调整界面位置’菜单将退出设计状态这时软件将保存版

面。 

<2>版面调整后如何保存？ 

答：每次改变软件都会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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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菜单使用说明： 

1、界面菜单 

 

*更换背景图画：通过此菜单可以调整界面背景图画，目前支持 BMP文件和

JPG文件。（图片格式：背景图片格式 jpg，尺寸和电脑分辩率一样，图片

文件大小尽量在 2M内，图片要是 rgb 色彩模式的图片；奖品图片格式 jpg

和 png，图片文件大小尽量在 100Ｋ内，图片要是 rgb色彩模式的图片） 

*调整界面位置：勾上此项将进入设计状态，在设计状态下您可以调整所有

文本、按钮、滚动字幕栏的大小和位置。此时鼠标移到界面上各部件时将

出现 8个黑点，按住鼠标拖动可以调整各部件位置，按住鼠标拉动黑点可

以调整各部件的大小。各部件位置大小调整结束后请再按一次‘调整 

界面位置’菜单将退出设计状态这时软件将保存版面并回到正常显示状态。 

*主面自动排版：让软件根据电脑分辨率排版主副标题、奖项状态、奖品文

本等主界面部件的位置和字体大小。 

*恢复默认设置：此菜单可以还原所有设置到软件最初默认状态。 

*显示相册相片：随机或顺序播放相册（软件所在文件夹中的 PPT文件夹，

即默认为 D:\Program Files\luck365\ppt）中的相片。进入显示相册页后，

右键鼠标菜菜中可设“切换时间”、“顺序播放”（勾选则顺序播放，不

勾选则随机播放）等，按 ESC键可返回抽奖页面。 

*锁定屏幕：锁定屏幕，此时不能对软件进行操作，输入密码后才可解锁再

进行操作，默认密码为空。 

*最小化窗口：最小化窗口任务栏（快捷键 F11）。点击任务栏图标又可恢

复到最大化。 

*关闭程序：关闭本程序（快捷键 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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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定菜单 

 

*主副标题/奖项设置:通过此功能，可以设定主标题、副标题的文字，抽奖

滚动的快慢，隐藏显示各部件，抽奖顺序，奖项名称、奖品名称、奖项个

数，概率，快捷键出奖、时间段出奖等。  

*抽奖音效设置: 设置抽奖背景音乐、开始抽奖音乐、停止抽奖音乐、颁奖

音乐等。 

*抽奖历史记录：可以查看软件安装运行以来所有的抽奖结果记录。 

*模式菜单鼠标点击勾选：有 4种模式：图文闪动抽奖模式、翻牌抽奖模式、

砸金蛋抽奖模式、转盘抽奖模式 1（转盘软件自动生成）、转盘抽奖模式 2

（转盘图片客户自行制作后导入）。默认情况下是图文闪动抽奖模式（打

勾），如需更换抽奖模式，点击对应模式菜单就可。抽奖过程中可随时随

意更换抽奖模式。 

模式说明： 

闪动：按开始键奖项闪动，按停止键时停止，定格到的奖品即为中奖奖品。 

翻牌：可设置若干牌数，由鼠标点击翻开，翻开牌面即可看到中奖奖品。 

砸蛋：可设置若干蛋数，选择其中某一个蛋砸开即为中奖奖品。 

转盘：将所有奖品旋转到一个大转盘里，旋转停止时指针所指向的奖品即

为中奖奖品。 

*自动隐藏主菜单：勾选则鼠标离开主菜单自动隐藏（按 ESC键可显示菜单），

不勾选则一直显示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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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操作 

1、概率计算方式设置： 

在“主副标题和奖品设置”窗口中点按钮“概率计算方式设置”： 

 

有三个计算方式供选择：按固定概率计算，按变化概率计算，人工录入概

率。例如：一共有 10 种奖品，其中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9 件，如果剩余一

等奖1件，二等奖 4件。若选择固定概率计算，一等奖出奖概率为 10%（1/10），

二等奖出奖概率为 90%（9/10），若选择变化概率计算，一等奖出奖概率为

20%（1/5），二等奖出奖概率为 80%（4/5），若选择人工录入概率，则概

率固定为录入的数据。 

2、奖品设置： 

点“设定”菜单下的“主副标题/奖品设置”菜单，再点“增加奖项”或“修改奖项”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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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品名称：设置当前奖品的实际名称，此名称可在抽奖界面中滚动  

奖品数量：设置当前奖品可供抽取的名额(范围：必须是大于 0 的任何正整数)， 

剩余奖品数量：此奖品被客户抽中一次名额自动减 1，当名额变为 0 后系统将不

再允许该奖品被抽中，但仍然可以参与前端滚动显示（勾选“剩余奖品数量为零

的奖品参与滚动”）。  

中奖概率：设置当前奖品被抽中的概率大小(范围：0 至 100 的正整数)，若概率

值设为 0 则无法被抽中，但奖品仍然参与前端滚动。概率是指每一次抽取时，中

某一个奖项的机会。中奖概率根据您的情况设置，如一等奖的概率为 1%，那么

每一次抽取时，均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中一等奖。 

中奖恭贺语： 抽奖用户按下停止键后，屏幕上弹出的一段提示文字(可在主界面

右键鼠标里对文字的字体显示位置等做编辑) 。 

奖品图片：设置当前奖品的奖品图片，此奖品图片可在抽奖界面中滚动。奖品图

片格式 jpg和 png，图片文件大小尽量在 500Ｋ内，图片要是 rgb色彩模式的图

片。图片分辩率建议为 300*300。 

获奖音乐：可对每一种奖品设置不同的音乐，出现此种奖品时就播放对应的音乐。

此项若不设定，则每一种奖品出现时就播放默认的停止时的音乐（默认音乐在“设

定”菜单中的“抽奖音效设置”菜单中设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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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捷键出奖： 

点“设定”菜单下的“主副标题/奖品设置”菜单，再点“快捷键出奖”按钮： 

 

 

4、时间段出奖： 

点“设定”菜单下的“主副标题/奖品设置”菜单，再点“时间段出奖”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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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它 

图文闪动抽奖模式下，在中奖图片上右键鼠标将出现右键鼠标菜单，可修改

图片大小： 

 

翻牌或砸金蛋抽奖模式下，在牌或金蛋图片上右键鼠标将出现右键鼠标菜

单，可修改牌或金蛋的排列（牌或金蛋的个数可在奖项设置窗口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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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盘抽奖模式 1（转盘软件自动生成）下，在转盘上右键鼠标将出现右键鼠

标菜单，可修改转盘位置大小和各部分的色彩： 

 

转盘抽奖模式 2（转盘图片客户自行制作后导入）下，在转盘上右键鼠标将

出现右键鼠标菜单，可修改转盘位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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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盘抽奖模式 2（转盘图片客户自行制作后导入）下，点“设定”菜单下的

“主副标题/奖品设置”菜单，再点“转盘图片和角度设置”按钮可修改转盘、

指针图片和各奖项对应的角度： 

 

 

如上图，选取转盘图片后软件将自动把图片复制到软件所在文件夹中的 zp2

文件夹中（即默认为 D:\Program Files\luck365\zp2），鼠标移到上图的转盘

某奖项的位置将提示有角度数字以方便填入对应奖项角度值中。更多的转盘图片

模板或背景图片可到我们官网（105soft.com）的“服务支持”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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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见问题： 

1、如何自定义标题等文本的字体、大小、位置？ 

答：①字体、大小、颜色：在标题或其它文本或按钮或字幕区等上面点鼠标

右键将出现“右键菜单”，里面有“设置字体”（字体大小颜色）等。②位置调

整方法：按主菜单（主菜单默认自动隐藏，把鼠标移到屏幕左上角可出现主菜单）

“界面”中的“调整界面位置”菜单后将进入设计状态，此时鼠标移到界面上各

部件时将出现 8 个黑点，按住鼠标拖动可以调整各部件位置，按住鼠标拉动黑点

可以调整各部件的大小；各部件位置调整结束后要再按一次“调整界面位置”菜

单或按 ESC 键退出设计状态。 

2、背景图片和奖品图片要用什么格式？ 

答：背景图片格式 jpg或 bmp，尺寸和电脑分辩率一样，图片文件大小尽量

在 2M 内（太大可能会卡），图片要是 rgb 色彩模式的图片；奖品图片格式 jpg

或 png，尺寸小于电脑分辩率（一般在 500*500以内），图片文件大小尽量在 500

Ｋ内，图片要是 rgb 色彩模式的图片。 

3、奖品图片如何才能透明？ 

答：这要用做图软件处理图片。如用 PHOTOSHOP 制作透明背景奖品图，

具体操作可到我们官网（105soft.com）的“服务支持”中查看。如果图片是纯色

背景的，也可使用抽奖软件中自带的“拍照截图工具”（在“帮助”菜单中）进

行图片透明处理。 

4、概率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 

答：概率是指每一次抽取时中某一个奖项的机会。如一等奖的概率为 1%，

那么每一次抽取时，均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中一等奖。若概率值设为 0 则无法被抽

中。点“设定”菜单下的“主副标题/奖品设置”菜单，在“主副标题和奖品设

置”窗口中点按钮“概率计算方式设置”设置计算方式：按固定概率计算，按变

化概率计算，人工录入概率。按固定概率计算：当前奖项奖品数/奖品总数（抽

取过程概率不变）；按变化概率计算：当前奖项奖品剩余数/剩余奖品总数（抽

取过程随剩余奖品数量变化）;人工录入概率（抽取过程概率不变）。例如：一

共有 10 种奖品，其中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9 件，如果剩余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4 件。若选择固定概率计算，一等奖出奖概率为 10%（1/10），二等奖出奖概率

为 90%（9/10），若选择变化概率计算，一等奖出奖概率为 20%（1/5），二等

奖出奖概率为 80%（4/5），若选择人工录入概率，则概率固定为录入的数据。

计算方式设置按固定概率计算和按变化概率计算则用户无需录入概率，由软件自

动计算。 

5、 图文闪动抽奖模式下如何设置奖品图片大小和位置？ 

答：按主菜单 “界面”中的“调整界面位置”菜单后将进入设计状态，此

时鼠标移到界面上各部件时将出现 8 个黑点，按住鼠标拖动可以调整各部件位

置，按住鼠标拉动黑点可以调整各部件的大小；在中奖奖品图片上面点鼠标右键

将出现“右键菜单”，里面有“图片大小”菜单等。 

6、 翻牌或砸金蛋抽奖模式下如何设置牌数和蛋数？ 

答：点“设定”菜单下的“主副标题/奖品设置”菜单，在“主副标题和奖

品设置”窗口中设置“每列蛋数”和“每行蛋数”，如每列蛋数 5 个，每行蛋数

4 个，则会一共显示 20 个蛋。设置好后，在抽奖页显示的蛋图片上右键鼠标出

现右键鼠标菜单可设置如何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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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盘抽奖模式 1 下如何设置转盘位置大小和各部分的色彩？ 

答：转盘抽奖模式 1 下的转盘图片是由软件自动生成的，在转盘上右键鼠标

将出现右键鼠标菜单，可修改转盘位置大小和各部分的色彩等。 

8、 转盘抽奖模式 2 下如何设置转盘位置大小和各部分的色彩？ 

答：转盘抽奖模式 2 下的转盘图片用户自行制作后导入的，软件中无法设置

色彩等，在转盘上右键鼠标将出现右键鼠标菜单，只可修改转盘位置大小，所以

建议会用“Photoshop”软件的用户才考虑使用此模式。制作转盘图片保存时建议

大小设为 500*550。更多的转盘图片模板或背景图片可到我们官网（105soft.com）

的“服务支持”中下载。导入转盘图片后要在奖项设置窗口中设置各奖项的角度，

否则抽中的奖项和转盘图片中的奖项可能不对应。 

9、 转盘抽奖模式 1 和转盘抽奖模式 2 有何不同？ 

答：转盘抽奖模式 1 下的转盘图片是由软件根据设置的奖项自动生成的（无

需用户制作转盘图片），奖项改变后转盘图片会自动改变，使用较为方便快捷，

但转盘外形和样式较为固定。转盘抽奖模式 2 下的转盘图片要由用户自行制作后

导入，如果用户善长美工，可以设计需要的亮丽转盘导入软件，不会美工且没有

转盘图片的用户则不能使用此模式。 

10、 相册图片如何更换或增加？ 

答：相册图片默认存放在软件所在文件夹中的 PPT 文件夹，即默认为

D:\Program Files\luck365\ppt 中。如需增加请直接把图片复制到该文件夹中，图

片格式支持 BMP 和 JPG 格式。进入显示相册页后，右键鼠标菜菜中可设置“切

换时间”、“顺序播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