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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装登录 

 下载链接：http://www.vphotocloud.com/edit.php 

1. Windows 版本点击安装程序 setup.exe，安装客户端； 

1） 双击 setup.exe，选择语言； 

2） 点击确定，选择安装目录，点击浏览，可以更换安装目录； 

3） 点击下一步，选择附加任务：创建桌面图标、开机启动； 

4） 点击下一步，点击安装； 

 
5） 安装完成后可以启动或者取消启动，点击完成关闭窗口； 

 
    如果安装后启动时，提示有病毒，需要进入安全中心，将隔离的文件先还原，还原后再

重新启动客户端： 

http://www.vphotocloud.com/edit.php


 

 

防止数码师客户端 digital-gui.exe 被隔离，可以将文件添加到排除项中： 

1） 打开 windows 安全中心，点击病毒和威胁防护，点击管理设置 

 



2） 在排除项中点击添加或删除排除项； 

 

3）添加排除项，选择文件； 

 
4）找到客户端的安装路径，将 digital-gui.exe 文件添加到排除项中； 

 



Mac 版本： 

压缩包解压后，点击 start..command 会启动客户端，如果提示 mac 终端访问文件没有权限，

解决方案如下： 

1.进入 mac 的启动台，进入其他目录，打开终端； 

  
2.终端下先 cd 到客户端所在的目录下； 

3.执行命令 chmod a+x start.command； 

 

4.再点击 start..command 启动客户端； 

 

同时还会启动一个 start.command 的窗口，关闭该窗口不会影响客户端工作； 



 

5.打开 mac 客户端前，请确认 mac 上的代理是否已关闭： 

1）打开启动台，再打开系统偏好设置，打开网络，在网络界面打开高级： 

 

2）将代理中的所有勾都去选； 

 



6）Windows 版本打开客户端文件所在位置，点击 unins000.exe，可以卸载安装程序； 

 

2. 登录客户端： 

1）输入手机号密码登录，可以勾选记住密码，点击重置会清空账号信息； 

 

3） 点击切换为验证码登录：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后登录客户端； 



 

3. 登录后如果再点击启动客户端后，之前登录的客户端会自动退出； 

4. 登录进入客户端后，左上角会显示登录者信息，下方会显示客户端所在目录的磁盘空间

使用情况：已使用空间/总空间：点击切换左侧的目录，已使用空间会刷新；如果本地磁

盘空间满了，请手动删除客户端工作目录下的部分文件； 

 

二、 下载目录 

1. 数码师：点击下载目录，选择原图，会进入 RealTime 目录，打开时间文件夹->订单号



文件夹->V 盒编号文件夹，该文件夹下会显示摄影师当天拍的所有照片； 

 

 

2.剪辑师：点击下载目录，选择原图，会进入 RealTime 目录，打开时间文件夹->订单号文

件夹->V 盒编号文件夹->small 文件，该文件夹下会显示摄像师拍的所有素材； 

 

三、 上传目录 

1. 数码师： 

1）调图：数码师修片后通过 LR 软件导出到直传 postp 目录中或者将修过的图片放入直传



postp 文件夹中，客户端会自动上传照片到调图相册； 

2)精选：自营订单将 realtime 中原图上传到精选 Refine 目录中，数码师客户端会自动下

载大图、底片、RAW 格式的素材到 digital_gui \vphotos\ReFine 目录中，或者直接点击

下载目录中的精选会直接进入该目录： 

 

3) 精修：数码师取相应照片精修后上传到精修 Final 目录中，客户端会自动上传照片到

精修相册； 

2. 剪辑师： 

1）剪辑师取 small 文件夹中的素材通过 pr 软件导出 edl 或 xml 文件上传到 postp 目录

中，客户端上传后提片，提片成功后会自动下载 larger 文件到对应订单的 larger 文件夹中； 



2）从 larger 文件中取素材剪辑后再上传到 postp 目录中，客户端会自动上传成片到调

图相册； 

备注：剪辑师上传目录中只显示直传 postp 

 
 

四、 异常导入（仅技术支持有权限） 

点击异常导入，进入 Undefined 文件夹，在文件夹内建立相应的文件夹，拷入照片到该文件

夹内，再在后台操作照片异常处理流程，客户端会自动上传照片到相应的相册中； 

 



五、 底片上传 

说明：登录客户端的账号是剪辑师角色会显示该按钮；点击底片上传，会进入 Origin 文

件夹； 

    用途：如果该账号有摄影师角色，登录后会拉取该摄像师最近 3 天的所有拍摄任务，每

个拍摄任务会自动建立对应版权的文件夹，摄像师可以将相机中的视频底片拷贝到对应的版

权文件内，客户端会自动上传视频底片到后台相册中； 

 

六、 拍摄单列表 

1. 补修功能：影响云管家协作订单相册规则过期后，需要在拍摄单列表中找到对应的拍摄

单，勾选点击补修后再上传素材； 

1） 点击拍摄单列表，会显示该数码师/剪辑师名下的所有拍摄单； 

2）可以通过拍摄单号/拍摄主题/拍摄地址/拍摄时间进行查询，点击重置会清空搜索条

件； 

3）如果相册规则过期（超过 15 天），勾选对应的拍摄单以后，点击补修，会更新规则

时间，数码师重新上传素材，会进入到相册中； 

4） 点击查询或者切换左侧 tab 栏目重新进入拍摄单列表，会刷新拍摄单列表； 



 

七、 任务列表 

1. 影像云管家或自营订单：如果摄影师拍摄时有上传底片或 RAW 格式照片，数码师可以

进入任务列表，找到对应任务勾选后，点击补传 RAW与底片，客户端会下载底片与 RAW； 

 
 

2. 底片与 RAW 下载完成后，点击下载目录->精选，能进入底片的下载路径，会显示



original/raw 文件夹，在文件夹中找到任务对应的拍摄单号，数码师可以根据需要取对应

的素材修片： 

 

八、 传输列表 

1. 正在下载： 

1） 当有文件在下载时，正在下载列表中会有记录显示，点击缩略图可以预览； 

2） 正在下载列表中的文件可以拖拽，上下拖拽后会自动调节下载的优先级； 

 
2. 下载完成： 



1） 下载完的文件会自动在下载完成列表中，点击缩略图可以预览； 

 
3. 正在上传： 

1） 当有任务在上传时，正在上传列表中会有记录显示，； 

2） 正在上传列表中的文件可以拖拽，上下拖拽后会自动调节上传的优先级； 

 
4. 上传完成： 

1） 上传完的文件会自动在上传完成列表； 



 
5. 下载完成和上传完成的文件会保存到本地库中：如果想清楚列表中的记录，退出客户端

后，进入客户端的 db 路径，将 digital.db 文件删除，之前的下载上传记录会被清除；重

新登录客户端后，下载完成和上传完成列表中就不会显示之前的记录； 

 

九、 系统日志 

   点击系统日志，会显示当天所有任务的下载上传记录： 

1. 点击日志开关，可以关闭开启系统日志，默认开启状态； 

2. 点击清楚日志，会清楚当前时间之前的所有日志信息； 



 

十、 设置 

1. 设置工作目录：点击浏览，可以切换新的工作，保存新的工作目录后，下载上传操作路

径会在新的目录中； 

2. 历史文件自动清除：客户端每次启动会默认自动清除 15 天之前下载到本地的文件，点

击下拉框可以自主选择清除的周期：1 天/7 天/15 天/30 天；选择关闭自动清理，客户端

下次启动时就不会清理本地的文件； 

3. 只拉取当天的素材（视频慎用）： 

图片订单，如果订单跨很多天，数码师只想下载当天的素材，点击下拉框选择是，客户

端只会下载当天拍摄的照片； 

视频订单如果要下载订单中所有的素材，请尽量不要修改默认设置； 



 

十一、 退出 

1. 点击界面右上角的叉只是将客户端最小化，会显示在电脑右下角； 

 

2. 鼠标右击电脑右下角的 V 图标，会有显示、隐藏、开机启动、退出功能： 

显示：窗口最小化以后点击显示，会将客户端窗口显示出来； 

隐藏：点击隐藏，会将窗口最小化到电脑右下角； 



开机启动：可以勾选/关闭开机启动； 

退出：点击退出，会退出客户端； 

 

十二、 常见问题说明 

1、 未收到素材,数码剪辑师工单是否分配当天工单 

2、 注意查看磁盘空间是否够 

3、 摄影师盒子编号是否跟订单盒子编号匹配 

4、 视频 xml 或 edl 上传未有下载事件，查看本地文件是否已存在；（在 web） 

5、 文件上传提示成功未进相册，查看相册规则是否过期;如超过 14 天,须在 web 点补修,再

重新上传 

6、 如订单过期，需要素材，可在 web 端选择所需素材，点击补传 

7、 如发现个别文件在直传文件夹一直未消失, 可重启客户端重试。 

8、 如果想试拍试修，在摄影师开始拍摄前先开启客户端，这样客户端才会收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