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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们是 
Axess.

Axess AG 
我们为您呈现！

Axess AG

您正在为您的滑雪或山地运动区寻找集中、灵活的解决
方案？Axess 正是您的不二之选。归功于模块化的结构，
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进行个性化匹配和扩展。我们开发
并促进创新——借此不断扩展我们的产品供应。从创新
的软件解决方案到现代化的准入系统，Axess 是您在运
动和休闲区域的公共入口管理方面的全方位服务合作

伙伴。Axess 一手包办。从自己印制门票、个性化的准入
系统或适用于收集、管理配置及 CRM 数据的软件。

只要涉及智能的软件和您的入口安
全，我们就是您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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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Golden Valley
Red Lake
Ohta Park
Yukki Park

Rusutsu
Alts Bandai
Washigatake
Kiroro
Lotte Arai

日本

Alpen Plus
Skiwelt Schöneck

Oberaudorf
Predigstuhlbahn

德国

Chamonix
La Plagne Paradiski

Les Arcs Paradiski
N´PY

Les Portes du Soleil

法国

Chimbulak
Kok Tobe

Sälen, Are, Trysil
Funäsdalen
Himos
Hafjell/Kvitfjell
Geilo

北欧

Ski Arlberg
Montafon
Nordkette
Patscherkofel
Seefeld

奥地利

Spindlermühle

捷克

Dolomiti Superski
Sestriere
Valmalenco
Madesimo
Paganella

意大利

Kranjska Gora
Vogel

Pamporovo
Chepelare

Panichishte

St. Moritz
Engelberg
Flims Laax
Jungfraubahnen
Stoosbahnen

瑞士

Pas de la Casa
Grandvalira
Pla de les Pedres
La Molina/La Masella

西班牙/安道尔

Mammoth Mountain CA
Okemo Mountain Resort, VT
Alta UT
Snowbird UT
Solitude UT

美国

Les Sommets QC
Big White BC

Winsport Calgary AB
Station Mt. Tremblant QC

 加拿大

Valle Nevado
La Parva
Cerro Castor 

智利

阿根廷
Mt Ruapehu
Mt Hutt, Coronet Peak & The Remarkables
Cardrona
Treble Cone

Ushuaia

Sinaia
Vulcan Straja

Voineasa

Lorem ipsum

简短概览 
我们的参考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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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ss DATACENTER

Axess DATACENTER 是我们系统的
核心。所有收银和准入解决方案均在
线与 Axess DATACENTER 相连。它
管理并与所有触点通信——您系统
的终端设备。可以通过中央采集的数
据，创建个性化的账单和报告，只需点
击几下即可。此外，Axess DATACEN-
TER 还形成了网络商店和 Axess 的 
CRM 客户管理 解决方案的基础。

Axess 的 
智能 
数据管理

Axess DATACENTER  
智能数据管理——安全且高效

Axess DATACENTER  
APPLIANCE

可以选择企业预置型
解决方案对 DATACENTER 
APPLIANCE 进行回访。在此，DATA-
CENTER 将作为集群解决方案安装在您
的本地。您的优势在于，就地保存您的数
据并享受我们的服务。也就是所谓的“毫
无后顾之忧”。根据要求和服务等级的不
同，我们向您提供三种不同的组合包。 

Axess DATACENTER  
SERVICE

借助 DATACENTER SERVICE (DCS) 您再
也没有任何顾虑。作为应用服务供应商，
我们将接管所有运营，包括整体管理和数
据备份。Axess 的数据中心提供了最高的
安全标准和最新的高级硬件。因此，您可
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关照自己的日常业务。 

 
优势  
DATACENTER  
SERVICE
 › 可估算的成本

 › 数据中心内最高的安全标准

 › 高度可用性

 › 最新的硬件 

 › 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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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S 是所有配置的中央接口
和基础。使用 CLICS 仅需简单
的几步就可以将您的收银系统
与您个性化的要求相匹配。 
无论是定义用户权限或管理不
同的报价结构，归功于直观的
操作，您可以借助 CLICS 独自
完成这些甚至更多的设置。 
每个用户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来个性化地调整 CLICS 总览面
板。因此，在登录后就可以直接显
示所有重要的功能和数据。此外，
还可以选择丰富的附加程序。 

Axess CLICS 
可进行个性化配置的数据管理

销售点

界面

出入口

报表

总览面板

收银配置 

 › 产品和价格管理

 › 收银配置

 › 付款方式和键盘布局

 › 单据和门票模板

 › 管理收银员 
及其权限

 › 收银交易日志

产品
特色
 › 直观的操作

 › 个性化的配置

 › 基于浏览器的软件

 › 最高的 
 服务透明度

 › 经过加密的安全 报告 

 › 以各种格式导出

 › 图表形式的评估

 › 收银、准入和 
区域报告

 › 灵活的报表过滤筛选器

 › 交互式报表 

准入配置

 › 准入配置

 › 可视和声响 
信号

 › 创建和维护黑名单（门票作废等）

 › 准入日志

界面将 
通过 CLICS

 › 安装

 › 维护

 › 更新

 › 可以配置 
准入的权限

 › 以检查可用性和 
在线状态

总览面板给出
下列概览

 › 技术监测

 › 空闲的储存空间

 › Axess 硬件（Gates, POS）的 
在线/离线状态

 › 实时的错误和信息消息概览

附加程序（Widgets)

 › 可以实现个性化的 
选择和要求

 › 已包含在基本组合包内 

 › 可单独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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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安全且高效。这就是 Axess

个性化：Axess 的所有产品均可以自由相互配置。通
过模块化的结构，可以针对您的个性化要求量身定制
每个准入系统。可以极为简便地加装创新组件。  
全球已有超过 10000 个 Axess 系统在 50 多个国
家投入运营。无论是刮风、下雨、降雪或者极端炎
热——Axess 的产品能够抵御任何天气。

Axess 的 
智能 
硬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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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ss SMART PRINTER 600
实现最高性能：POS 专用打印机

AX500 Smart POS
高性能收银系统

票卡托架 
实用地集成在设备内

票卡堆栈
自动通过票舱或手动通过门票输入/输出槽口完成

LAN 接口
使用现有的网络技术进

行通信

触摸屏 
通过触摸直观操作

摄像头
高分辨率的游客
图像

Axess SMART PRINTER 600
用于读取和写入 智能票卡 的一台或多台

打印机

热敏打印头 
可电动升降的 
热敏打印头，分辨率 
高达 300 dpi

小票打印机
也可作为条码门票打印机使用

客户显示屏
也可用于广告显示

在游客众多的活动中，高性
能的收银系统尤为重要。 
我们的 AX500 Smart POS 凭借快
速的出票和安全的支付管理，减轻了
您处理游客准入流程的负担。 
Axess 的收银系统针对高效和快速
的操作进行优化。因此，单据打印机
不仅用于打印报告和单据，还可以

作为条码门票打印机使用。此外，我
们的高分辨率触摸屏实现了直观和
快捷地操作系统。直观的客户显示
屏上，游客能立即获得计算出的价
格概览。摄像头能针对季票和 RFID 
全天通票完成游客的图像摄制。

借助 Axess SMART PRINTER 600 
您仅需 0.9 秒即可完成出票，赶超
您的对手。因为该打印机只需在一
道工序里就能完成主流 ISO 标准
的门票打印、删除、编码和读取等
任务。使用一台设备输出一切：无
论是条码门票还是 RFID 卡，借助 
Axess SMART PRINTER 600 您就

拥有了一台紧凑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对使用者来说，更换新的门票
类型可以简便且快速地执行。细节
上的设计，如内置的门票收集槽和 
LED 状态灯，保证了高效的作业。

 
产品
特色
 › 可个性化配置的 
用户界面

 › 简易的出票 
即使是在复杂的价格结构下

 › 在线和离线运行

 › 可个性化配置的 
收银设备

产品
特色
 › 读取和写入 SMART CARDS 
以及条码门票

 › 图形和直接热敏打印

 › 纸质或塑料卡均可使用 

 › 门票标准： 
ISO 15693 和 ISO 14443

 › LAN 接口

 › 集成票卡托架

1514 Axess AG / 硬件



硬
件

系
统

Axess SMART PAD 600
智能桌面读写卡器

短程天线
最高达 10 cm 有效范围

LED 状态灯
以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的模式
显示当前状态

读取和写入
在 RFID 智能卡的数据储存器中 
以 ISO 15693 和 ISO 14443  
格式完成

Axess SMART PAD 600 用于写入和
读取 RFID 智能卡上储存的数据。在
无需进行门票打印时，这是一个经济
实惠的替代之选。SMART PAD 600 
因此完美适用于合作伙伴业务，如酒
店。这款体积精简的多功能设备拥有

一根内置的短程天线——借此，门票

在安放过程中就已被初始化并实现高
效的工作方式。  
LED 状态灯为读取和写入进程发
出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的指示。

Axess PICK UP BOX 600
用于预售票自助取票的自动柜员机

自助服务将越来越受欢迎——在
滑雪区也一样。因为可以无需等待
快速获得门票，毫无压力地开始
滑雪体验。您的客户预先在 Axess 
CONNECT.APP 手机应用程序或网
上商店中订购的门票，将通过 Axess 
PICK UP BOX 600 快速出票。售票
收银处大排长龙的现象将一去不返。 

Axess PICK UP BOX 600 配备了 
Axess SMART SCANNER 600 读卡
器 和 Axess SMART PRINTER 600 

打印机。归功于节省空间且坚固耐用
的设计，该系统能简单地在当地进
行集成并且抵御任何天气状况。通
过 Axess 产品模块化的构造，该 
Axess PICK UP BOX 600 维护简单
并且可以轻松扩展未来的创新技术。

Axess SMART SCANNER 600 
扫描兑换券并获得门票——直观且迅速

Axess SMART PRINTER 600 
秒速打印 

条码门票或 智能卡

产品
特色
 › 写入和读取门票

 › 短程天线， 
有效范围最高达 10 cm

 › 支持NFC通讯

产品
特色
 › 制取条码门票或智能卡

 › 能抵御恶劣天气的构造 

 › 节省空间

 ›  操作直观快捷 
自助服务得以顺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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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500 TVM NG 
智能支付和销售自动柜员机

Axess TICKET KIOSK 600 
智能自助机

快速简便：带有直观菜单导向的彩色
显示屏将高效地引导客户进行价目
选择——24 小时全天候，拥有多种
语言。除了用于门票销售以外，Axess 
的 AX500 TVM 还可作为停车系统
的自动付款柜员机使用，并且能无
缝地集成到您的 POS 系统中。同

时，您的客户可以选择银行卡支
付、现金支付或者通过 NFC 进行付
款。归功于坚固耐用的构造，AX500 
TVM 能最佳地胜任室外挑战。 

多功能交互体验：Axess TICKET KI-
OSK 600自助机集合智能科技和用
户友好界面于全新系列自助机。

该自助机令临时购票和高峰期出
票变得快捷容易。使用Axess TI-
CKET KIOSK 600，您将为您的
客户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

取票便捷：Axess TICKET KIOSK自助机
支持网络预定，凭订单号取票。扫描读
头可读取条形码、RFID智能卡、Print@

Home在家打印票券、或手机二维
码，为客户提供方便快速的自助体验。

27英寸触摸显示屏，集合大量有用
信息，操作简单。屏幕高度可以升
降，乘坐轮椅的人士也可轻松使
用。Axess TICKET KIOSK 600接受多
种支付方式，依据您的需要进行定制。

现金箱集成硬币清分机和两个钱箱，
可选配纸币验钞及收集模块。A-
xess TICKET KIOSK 600还支持信

用卡版本，集成当地国家收银终
端，并可支持NFC方案。下一版本
将支持处理票务退款和余额购票。

产品
特色
 › 使用 电子支付 或信用卡实现 
无现金支付

 › 所有入钞装置均具有 
验钞识别

 › 可以通过 NFC 进行付款

 › 适用于室外区域

 › 可受理退票

产品
特色
 › 带ADA模式的触摸屏

 ›  现金模块和钞票收集, 可选退款功能。

 ›  支持NFC付款

 › 适合户外使用

 › 退票和退款

高清27存触摸屏 
用户友好型操作菜单，屏幕高度可调节，

ADA模式方便行动不便人士使用。
带维护菜单栏。

Axess TICKET SCANNER 600
票卡读头

 读取 ISO 14443 或 15693 格式芯片卡，   
也可读取移动设备上的条形码、二维码 。

选购项 
针对条码和智能卡
的门票读取器

选购项 
出票和回收 

智能卡（RFID Smart Cards)

选购项 
内置门票打印机

采用 ThermoReWrite 
（热敏复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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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ss 的 
智能门

采用 Axess 的创新准入系统，为您的滑雪和山地运动地区的成功带来
全新动力。归功于模块化的结构，Axess 的解决方案不仅能够匹配当
地的个性化要求，还能极为简便地加装 Axess 未来的创新产品。为了
向您提供最大的灵活度，我们在过去几年研发出了全面的产品系列。

无论是悬挂式、落地式、托盘落地式、或完全隐藏式——
Axess 的入口门系统 具备灵活的安装可能性。 
除了各式规格的辊闸和电动一字闸以外，ADA 版本的  
Axess 准入系统实现了残障人士的无障碍通道。

我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因此在寻找解决方案时，
我们将设身处地为您提供咨询。此外，凭借高规格的
服务，我们保证了您的准入系统的可靠性。

芝麻开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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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500 Smart Gate NG
灵活多样的进门系统

能够抵抗恶劣天气的影响并且
在无数次开闭之后仍然能够正
常运行的可靠的入口门是我们
进门系统的基础。但是，现代化
的入口门之间必须能够进行通信
并且可集成于一个智能系统中。 

拥有Axess的AX500 Smart Gate 
NG，您就拥有了能够根据您的
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的智能型入口

门。您可自行选择安装方式，天
线，读取器以及分隔模式。借助我
们的在线配置器，您能够在任何地
方对您的系统进行整合以及观察。

同时还可选择门禁摄像头
和通道监控器，在门处
直接监控管理每扇门。

Floor mounted Pallet mounted

Controller Scanner Scanner mit Display

产品
特色
 › 无需手动干预的”检票系统

 ›  非接触式进门

 ›  可单独设定的开门和关门速度

 ›  阳极氧化铝门柱，十分坚固

 › 可通过模块化方式进行配置

 ›  可选配：由于采用了超宽设计构造, 
因此能够实现无障碍通行（ADA）

+
电动一字闸模块

在进入时电动打开,  
实现更多舒适性

+

远程天线（双侧）
借助双面的天线实现“非接触式
（hands free）”的门票检查

安装方式

天线

读取器—扫描仪

分隔装置

模块化系统。

Axess模块化系统。 
一个系统−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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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500 Lane Control Monitor
用于高达 8 个进入通道的可视化准入检查

AX500 Lane Control Monitor 能
支持您的员工进行准入检查。在入口
处，系统中储存的图片将直接显示在 
AX500 Lane Control Monitor 上，
可以与正在进入的人员进行比较。借
此实现了高效、准确的检票。还可以
借助选购摄像头，直接在进入时采
集图像。并将该图像与该门票首次
进入时采集的图像进行比较。借助 

AX500 Lane Control Monitor 可
以最多同时检查 8 条进入通道。可
以选择自动或人工进行通道放行许
可。直观的界面实现了迅速的操作。

+ 可视化检查 
显示在系统中 

保存的图片数据

+ 操作
通过直观的操作实现高效检查

Axess HANDHELD 600
带有直观操作的移动检票

能抵御任何恶劣天气的 Axess 
Handheld 600 坚固耐用，并拥有便
携的尺寸。配备了可在日光下使用的
彩色显示屏，同时也是一块高品质触
摸屏，实现了任何光线条件下可靠的
检票。直观的操作省去了复杂的培
训——只要习惯操作智能手机，就能

毫不费力地使用 Axess Handheld 
600。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自动下载并
安装更新。 
Axess Handheld 600 极为轻便，可
整日移动使用。可选购的手持把手能
进一步改善操作舒适度。

产品
特色
 › 显示在系统中 
保存的图片数据

 › 有针对性的检查特定的 门票类型

 › 自动或手动 进行通道放行许可

 › 选购项：使用摄像头采集图像并与 
首次进入时的检查图像进行比较

产品
特色
 › 直观的操作节省了 复杂的培训

 › 坚固耐用

 › 可在日光下使用的触摸屏

 › 移动检票和 检查显示器

 › 通过移动网络自动更新

 › 选购项：手持把手和 
移动式门票打印机

+ 操作
直观的操作，就像智能手

机一样

+ 外壳
坚固耐用、抵御任何天气的

规格

+ 屏幕
可在日光下使用的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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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特色
 › 每卷可打印2,500张票据

 › 读取并检查停车场长期 
用户的RFID智能卡

 › 制动优化护栏

 ›  可用于室内和 
室外区域

 ›  选配：车牌识别功能和 
信用卡功能

 › 离线和在线模式

 ›  通话按钮和 
对讲系统

Car Axess NG车辆入口和出口系统
省时以及用户友好型停车场管理系统

++

AX500 Ticket Dispenser 出票机 
快速打印各种条形码票据。
每2,500张票据才需要更换一次纸卷。

Car Axess NG
也可提供四角或八角型材 

制成的倾角护栏。由于采用了制动
优化护栏，因此能够避免受损。

入口

进入地面车位或多层停车场，必须迅
速。Car Axess NG以其出票速度快
并且开门过程只需要1.3秒钟而为人
称道。  无需经常性更换纸卷，因为一
个纸卷能够打印2,500张条形码门票。
如果配备Axess CONTROLLER 600
控制器，则停车场长期用户可借助智
能卡轻松完成停车缴费过程。通过车
牌识别功能，也可在无需打票的情况
下驶入停车场。此外，护栏的自动制
动优化功能还可确保更高的安全性。 

出口

Car Axess NG出口确保在驶出时
能够快速处理票据。集成的Axess 
SMART SCANNER 600扫描仪模
块可读取并检查停车场长期用户的
条形码票据和RFID智能卡。彩色显
示器和选配的带对讲系统的通话按
钮进一步提高了用户友好性。如同
您从Axess获得的帮助一样，您的
客户也能获得声音和视频支持。选
配车牌识别功能，客户可无票驶
出，随后通过绑定的信用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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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指引

橙色不仅是Axess的颜色，也是我
们新橙色指引的颜色。颜色指引明
确地标识了提示客人互动的所有
点。因此，能够在几秒钟内看到票
据必须保留在哪个位置，才能够以

最佳和最快的方式被识别出来。
在Axess PICKUP BOX 600
取票机上，客人通过橙色指引
将在几秒钟内收打印票据。
天线中的橙色表示应答器的

位置。在扫描仪上，橙色指引
可以提示扫描票卡的位置。

橙色指引 
客户互动的颜色指引

29Axess AG /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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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内在价值

Axess 的 
智能软件 
解决方案

Axess 创新的软件解决方案能使您的准入系统更加智能。
从标准化的接口到 客户管理 解决方案，如客户注册和客户
忠诚度项目——借助 Axess 的软件使您没有后顾之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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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窗口大排长龙不仅考验着滑雪
游客的耐心，还会对作为运营商的
您带来附加的费用。因此，与时俱进
的滑雪爱好者通常在网上购票。
Axess 的网络票务程序（WTP 销
售）为您的滑雪度假区提供现代
化的在线票务系统支持——既适
用于 B2C 也适用于 B2B 领域。

您的游客购票后将在网络商店获得
个人兑换券。该兑换券可以在售票
处、AX 500 TVM（售票机）或 Axess 
PICK UP BOX 上快速简便地更换
为有效地滑雪票。固定客户拥有带 
WTP 编码的 Axess Smart Card，
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商店充值。

Axess 的 WTP 销售程序也能帮助
您轻松地建立外部销售点。同时，
凭借 B2B 网络商店您也协助您的 
B2B 客户，向他们的宾客提供最佳
的服务。游客可以轻松地开始一天
的旅程，直接从酒店进入滑雪区。
这不仅保证了毫无压力的一天，也
持续地带来了满意的回头客。

网络票务程序 
Axess 网络商店解决方案实现智能的网上销售

+

WTP 编号
每个 WTP 编号都是独一无二的,并

且可以将某张门票明确归类。  

网络商店
B2C
 › 游客可以在线购票

 › 极低的收银 
人员成本

 › 对游客来说免去了售票处的 
排队等待

 › 固定游客可以自行 
为门票充值

网络商店 
B2B
 › 在酒店，滑雪俱乐部等地出票。

 › 在酒店进行支付

 › 可汇总账单收费

3332

在家打印门票

提前在家打印兑换券或保存在智能手机中。 

在网络商店中对带有 WTP 编号的
门票充值。

使用门票直接
通过检票智能门。

带有 WTP 编号的门票

在网络商店中购买 
兑换券/代码。

使用门票直接
通过检票智能门。

不带 WTP 编号的门票

使用兑换券/代码前往 TVM
或 Axess PICK UP BOX 自助机

在门口智能门上扫描后直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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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让生活更简单、灵活的解决方案

开票：用于快速开票的解决方案

 › 创建发票

 › 在月底累积结算送货销售

 › 结算发货单

 › 可完全集成至 CLICS 中

 › 凭借布局编辑器和模板选择，  
该发票结算工具提供了最大的灵活度。

Axess 提供大量用于滑雪度假区准入控制系统的解决方案。所有 Axess 产品的功能都以最新科技为基础。当然， 
我们的研发每天都在不断进步。我们以此为傲！ 

群组管理： 
针对滑雪游客的服务 & 针对旅游经
营者的奖励

在 群组管理工具 中，早在旅游经营者处就
对旅行团的人员数据进行采集。  
这样大家都可以受益。经营者将获得更好
的条件，现场的收银员工能更轻松地处理
这批游客。

Direct to lift (DTL)： 
客户忠诚度项目 

直通索道！借助 DTL 轻松地为滑雪通票重
新充值。将自动按照滑雪通票的实际使用
情况，通过信用卡结算。  
优势在于：不必排队或现场购票，就可以
享受入住和滑雪之旅。

积分俱乐部

作为 DTL 客户忠诚度项目的扩展，该会员
制模块能够通过总结个人数据将匿名的单
日游客转变为记名的长期客户。将能更好
地满足客户的兴趣，有针对性且迅速地沟
通，例如通过直接发送邮件将市场营销的
成本降到最低。

滑雪群组结算： 
滑雪协会的结算

 › 根据预先定义的项目 
实现简便的结算

 › 频率结算：根据行驶的数量结算

 › 时间结算：根据停留的时间结算

滑雪俱乐部

一箭三雕：Axess 支持各滑雪协会，培养其
后继人才和会员。通过适用于滑雪俱乐部
的软件解决方案，滑雪协会拥有对会员更
好的总览并能自行管理。

接口 
简便地连接第三方系统

DCI 4 External POS 
& AX-Coding

DCI 4 External POS 接口保证了，将
生成门票所需的所有信息传输到外部
收银系统中。同时，这些数据将传输
给相应的索道运营商。AX-Coding 实
现了外部收银系统和安装的 Axess 
SMART PRINTER 之间顺利通信。

DCI 4 Ticket 
Management

DCI 4 Ticket Management 接口 
使外部销售渠道能生成用于创建条
码或 二维 码的授权。该功能仅用于
生产条码门票。经典的应用则是在
夏季运营时销售上山的单程票。

AX 500 

数据库

DCI 4 Finance

通过 DCI 4 Finance 接口将可以在外部金
融系统中结算所有交易。借此可以由 Ax-
ess 生成发货单或基于数据进行催款。

DCI 4 CRM

通过 DCI 4 CRM 接口可以将 Ax-
ess 系统采集的数据导出至外
部 CRM 程序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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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ss CONNECT 
集合客户和雪场的兴趣关注于一体

Axess CONNECT.APP 
您的用户窗口

您的滑雪客人可以通过Axess 
CONNECT.APP收到雪场相关
的所有信息。雪场天气、餐饮、
亮点项目、活动、价格和票务，
都可以推送到智能手机上。

用户可直接响应报价，购票和在
社交页面评价分享他的经验。
 

作为雪场，这一APP为您开启全新
高效市场推广渠道。通过网络用
户对您产品报价的描绘，您可以依
据个人喜好设计专属休闲项目。 

手机购票商店
 手机票 (二维码，兑换券) 及通

过扫描WTP码购买雪票。

+

Axess CONNECT.CRM 
客户定制沟通

产品
特色
 › 中央数据收集

 › 个性化用户账户

 › 个人忠诚度

 › 按主题过滤

 › 独立报表

 › 直观的用户界面

 › 推送短信 

 › 推送邮件新闻

 › 为您公司专门定制页面 

特性
 › 天气

 › 手机购票商店

 › 滑雪区域信息

 › 活动

 › 社交媒体

采用Axess CONNECT，您的雪场将即
刻拥有具有艺术感的市场宣传工具，适
应智能时代交流需要。现代人的信息
集中于他的智能手机，日常生活中，几
乎已经没有什么领域不结合数字科技。
 

滑雪场亦不能排除在外。
数字信息技术已成为许多雪场
必不可少的工具。从订票到通过
社交媒体和互动平台发布信息，
  
  

Axess CONNECT为您带来所有相关
功能。您能从一个渠道获得一个完整
的打包方案，不仅仅是对接外挂方案。
    

Axess CONNECT.CRM 支持系统
设计客户关系，帮助您改善与用户
的互动。所收集数据存储于数据
中心。在此，客户的个人信息记录
于客户管理账户，可用于市场推广
活动。操作员使用CONNECT.CRM
了解客户需求，提供最佳服务。

具体日期的详细报表，购买倾向和
详细个人信息都被集中管理。生成
报表后，您可以通过集成的消息系
统，直接向客户发送短信或邮件。

除消息系统工具，Axess CONNECT.
CRM也提供客户忠诚度奖励计
划。通过这一成功的高水准系统，
将鼓励用户，增加与您的粘性。

活动及社交媒体
餐厅、酒吧、活动
和特别报价

+

滑雪区域信息 
天气、雪道、索道
和山地情况

+

个性化的客户账户
记录所有重要的个人数据

+

发送消息 
通过邮件或短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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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ss RESORT SOLUTIONS 4.0 
祝您提高效率同时给客户舒适体验

Axess RESORT.SOLUTIONS提供智
能高效的票务，门禁管理以及第三
方扩展对接方案。一体式管理减少了
人力资源占用，助力成功管理模式。
完整服务包含售票、停车场、雪具租
赁、锁柜管理，以及滑雪学校。为客户
提供一整天滑雪相关的舒适体验。

柜锁管理模块由Axess开发。Axess 
RESORT.LOCKER解决方案能够快
速集成第三方锁柜管理。预定、生
成账单、柜锁得以集中管理，一目
了然。通过RFID卡即可预定柜子，
并同时作为开柜锁的钥匙使用。
 
RESORT.RENTAL 模块提供快速和顺
畅的租赁流程。管理客户数据、预定、
生成账单，都在一个系统中实现。
客户注册和装备租赁预约，
都在网上商店完成。

RESORT.LESSONS模块提供与滑雪
学校对接便捷。预定教练时，简单
的时间管理，显示可用时间段，确
保教练课程时间的完美利用率。

RESORT.CHARGE模块，让您的客户
可以在滑雪区域无现金完成支付。
向卡里储值金额，可用于消费
和在雪场内购买商品。可通过
Axess人工柜台或网络
商店进行储值。

RESORT.LOCKER 
柜锁管理模块

RESORT.RENTAL 
租赁管理模块

RESORT.LESSONS 
滑雪课程模块

RESORT.CHARGE 
储值卡模块

Ticketing &
Kassensysteme

CRM &
Web Ticketing

Smart Gates

DATACENTER

Monitoring &
Reports

产品
特色
 › 集中式一体管理

 › 对接第三方财务系统

 › 资源优化

 › 完美服务客户

 › 在线销售雪票

 › 雪具租赁预定

 › 雪票和锁柜一卡通

 › 雪票在雪场内可以作为储值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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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享一天 

RESORT.LOCKER 
SERVICE PANEL

    储物柜服务

RESORT.LOCKER  
MANAGER PRO/PURE

储物柜管理工具

线上服务

Axess PICK 
UP BOX 600
自助取票机

Locker
储物柜

智能售票窗口

所有界面与 Axess 
RESORT CUBE数据中

心连接

雪票
客户线上或在智能售票窗口购买。
在取票机自助提取预定雪票卡，或
柜台直接获得卡。

通过RESORT.LOCKER MANAGER 
PRO 或 PURE，或自助服务界面等
服务系统模块管理储物柜 

将雪票卡作为储物柜钥匙使用

购买 

管理

使用

Axess RESORT.LOCKER模块兼容了储物柜管理系
统。预定，管理和生成账单均可通过我们的管理工具
Axess RESORT.LOCKER Pro和Pure简单操作完成。
通过服务界面，客户可以自己控制储物
柜。雪票，就是你的储物柜钥匙！

租赁管理软件模块为您的雪具租
赁店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无需手
动管理，全部基于一个数据库。从
而为您的顾客提供一站式购物体
验，同时也为您提供专业化的数据
分析。使库存管理变得更简便。

Axess RESORT.RENTAL租赁管理模
块帮助您的顾客在任何时间预订装
备，使预付或后付款均成为可能。

产品
特色
 › 通过Axess的手机APP或者智能售票窗
口简单快速办理

 › 顾客可以自己管理储物柜

 › 集中统一配置系统，且可通过登陆网
页版管理

 › 脱机工作毫无任何限制

 › 在线实施监管储物柜占用情况

4140 41

Axess RESORT.LOCKER 
雪票作为储物柜钥匙

Axess RESORT.RENTAL
灵活预订装备

支付租赁费用。

租赁装备在此准备妥
当，等待顾客领取。

顾客领取租赁的装备
去滑雪，徒步或主题
乐园游玩。

顾客通过RESORT.RENTAL终端自助界面或在线登记并预订

他们的租赁装备

畅享一天

畅享一天

畅享一天

订装备后 
付预付款 

后付款领装备后
付预付款 

智能收银窗口

所有端口界面与  

Axess RESORT CUBE  

数据中心连接

智能收银窗口

智能收银窗口

雪具租赁柜台 雪具租赁柜台

  雪具租赁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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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LESSONS 可以快速集成
到Axess雪场系统解决方案中。高
效时间管理指向可用时段，在预
定过程中直接显示可用教练。

既可以在人工柜台由操作员安排，
也可以在网上商店由客人自己预定
教练。只需要轻点几次，即可选择
您的教练课程。完成在线预订后，客
人将会自动收到一封确认邮件。
 

大型团队也可通过导入.csv文件的
方式，在人工柜台快速办理预定。

操作员可以使用 RESORT.LESSONS
直接管理滑雪教练。包括安排教
练、生成账单、成本，和处理预订
单。 私教课程还包含与教练的即
时沟通，通过即时通讯功能，向教
练提供课程相关的所有信息。

RESORT.CHARGE 帮助您向客
户提供储值服务，令客户在雪
场实现快速无现金支付。

金额并非存储于卡中，而是存
储于客户账户中。既可在人工柜
台储值，也可通过扫描WTP滑
雪票卡实现在线自助储值。

 

多名用户可以共享 RESORT.
CHARGE账户，添加家庭成员。客
户登陆后，可查询交易记录。

通过连接不同支付方式，以及采
用接口对接第三方POS系统，形
成完整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产品
特色
 › 向用户账户储值

 › 多用户权限，例如添加家庭成员。

 › 人工柜台或在线进行储值

 › 可实现账户合并或拆分

 › 特别定制报表

产品
特色
 › 通过高效时间管理工具实现最佳教练
出导率

 › 通过导入.csv文件快速完成团队预定

 › 课程利用率报表

 › 客户反馈功能

 › 向教练推送信息

额度 
登陆后即刻查看可用额度

个人用户账户 
同WTP雪票关联

+

+

礼品卡或兑换券
可包含个人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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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ss RESORT.LESSONS 
未来滑雪学校管理

Axess RESORT.CHARGE
智能储值卡



门
票

拥有Axess票卡和智能卡，您手中就始终拥有正确的证卡——您的客户
也是如此。

Axess 
智能票卡

Axess的所有证卡都能够保证您的客人快速进门。
众多选项能够帮助您自制门票− 从材料的选择到所
需的使用寿命和存储容量。条形码和RFID卡有一个
共同点：都符合“奥地利制造”的最高质量标准。 
 
证卡所采用的高级材料和稳定结构确保能够多次使用而
没有任何问题。即使在-30°C至50°C的极端温度下也是如
此。我们的质量控制团队将会确保每张卡都能正常使用。 

每张票据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ISO标准），并在
出厂前以电子方式进行检查。此外，这些证卡还可以
在同业伙伴的所有系统上使用，且经分区后支持第
三方系统中使用。为确保与您企业形象一致，我们
可根据要求以4色胶印或数字印刷制作票面图案。针
对50张以上的小批量智能卡即可提供该服务。



门
票

这种门票特别针对单次票设计，并
以用户友好性著称。在 Axess 
SMART PRINTER 600 门票打印
机中直接打印这种纸质门票，并带
有相应的有效期信息。无需其他

耗材。对于滑雪区运营方来说，是
很好且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Barcode Card
高品质硬纸质条码票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WILLKOMMEN

PAUL WINTER

Smart Card One Way是一次性打
印使用的票卡。内置芯片可将所有授
权数据直接存储在卡上。可以依据
需要选择特制涂层的纸质卡或塑料
卡。此外，还可通过直接热敏打印将
不同的票证数据和有效期数据印在
智能卡上。  

另外，这款一次性智能卡的优势还包
括其非接触式功能。这款芯片卡已作
为日票和周票经过了客户的实践检验。 

Smart Card One Way
专业一次性打印卡

 
产品
特色
 › 带有保护漆的四色胶印

 › 不含 PVC 和双酚 A

 › 光学功能

 › 红光直接热敏 
 涂层

 › 高品质硬纸板卡片 
 厚度 0.3 mm

 › 选购项：带孔，用于吊带

 
产品
特色
 › 电子信息可重写

 ›  通过直接热敏打印进行一次性印制

 › 非接触式功能

 › 可选配RFID芯片

 › 高质量0.5毫米 
 纸板或塑料卡

 › 4色胶印

 ›  加密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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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票

+
Smart Card TRW Full
更大打印区域

WILLKOMMEN

PAUL WINTER

WILLKOMMEN

Smart Card Lite简化型智能卡具有
优秀的非接触式功能，大大简化了客
户的通行。该产品可重复编码，可被
赋予不同的票证数据和有效期数据。
还能够在票据上印制诸如QR码等其
他信息。  
这款塑料芯片卡不含电池，使用
方式丰富多样。无论是季卡、会

员卡还是在线预订卡−Axess推
出的Smart Card Lite简化型智
能卡都是您的绝佳解决方案。

Smart Card Lite
可重复使用的季卡

智能卡TRW Full全票面可打印型
和TRW Part部分可打印型是高质
量票据。集成芯片使其成为非接
触式数据传输的最佳之选。除了卡
片拥有者的个人数据之外，这款
芯片卡还能存储最多五项授权。

使用智能卡TRW Part，可在热敏打
印区域打印可视化图文。所以票卡表
面的图文和内部电子信息均可多次重
写。使用期限可长达数年。该材料具
有高抗断裂性以及耐寒性和耐热性（
从-30°C至+ 50°C），使用寿命很长。

Smart Card TRW Full
与TRW Part功能相同，
只是打印区域更大。

智能卡TRW Part和Full
授权卡中的多面手

产品
特色 
 ›   可进行电子编码

 ›  通过直接热敏打印进行一次性印制

 › 非接触式功能

 › 可选配RFID芯片

 › 高质量0.7毫米 
 塑料卡

 › 4色胶印

产品
特色 
 › 可重复进行电子编码

 ›  可擦写ThermoReWrite条

 › 在版本“Full”中具有较大的打印区域

 › 非接触式功能

 › 可选配RFID芯片

 ›  最多可保存5个权限

 ›  高断裂安全性并且 
可在-30°C至+50°C的范围 
内使用

 › 4色胶印

PAUL WINTER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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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W-Part示例

TRW-Full示例



服
务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项目管理专家， 
客户服务以及培训课程。

Axess 
智能服务

我们的企业价值观建立在与客户之间的积极地合作
伙伴关系以及我们的系统和产品的个性化基础之
上。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业务成功的基础。
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始终以为客户量身定制经济型解
决方案为指导，并始终走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对我们来说，不断扩展我们的产品范围，促进技术进步
和创新十分重要。由此，我们能够为客户和合作伙伴带
来更多的好处，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助其一臂之力。

Axess的服务 
安全、量身定制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Axess能够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系统以及一站式服
务。作为客户，您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并且能够从我们
的服务产品中获益。从您首次现场勘察，到技术验收，
直至在生产中进行产品移交，我们都将伴您左右。

基本维护合同保证了您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迅速
解决，我们的员工也将随时为您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的国际分支机构能够用当地的语言提供支

持。我们认真记录所有的问题并尽快处理。
我们能够打造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正如我们的所有产品一样，Axess的服
务同样能够做到量身定制。 

项目管理

现场勘察 
 通信和网络规划 
现场验收 
启用调试 
现场支持和指导 

培训 

在我们的专业培训课程中，我们将为您提
供产品操作的培训指导。在现场的POS培
训中，您的员工将有机会直接在工作岗位
上学习Axess系统的操作。在特殊管理和综
合培训中，您将学习到有关AXESS程序和
SOAP服务整合的知识。

数据中心服务

由于采用了数据中心服务（DCS），您
无需再操心任何事情。作为应用服务提供
商，我们将承担包含整个管理和数据备份
在内的全部运营。Axess的计算机中心可保
证最高的安全标准并始终采用最新的高级
硬件。您将能够顺利执行日常业务。

服务台

我们的员工将在出现问题和故障时为您服
务。我们的专家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整
体状况并找到解决方案。 



V 3.0

我们能够打造量身定制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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