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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个个专供专供专供专供网吧网吧网吧网吧的技嘉的技嘉的技嘉的技嘉 4S主板主板主板主板————————超耐久超耐久超耐久超耐久 4 经典版经典版经典版经典版主板推荐主板推荐主板推荐主板推荐：：：： 

1 本期推荐本期推荐本期推荐本期推荐 Intel 平台超耐久平台超耐久平台超耐久平台超耐久 4 主板主板主板主板：：：：P61A-D3(rev.2.0) 

 

2 本期推荐本期推荐本期推荐本期推荐 AMD 平台超耐久平台超耐久平台超耐久平台超耐久 4 主板主板主板主板：：：：A55-S3P(re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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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个个技嘉技嘉技嘉技嘉网吧近期媒体报道网吧近期媒体报道网吧近期媒体报道网吧近期媒体报道：：：： 

技嘉金牌网吧旗舰店技嘉金牌网吧旗舰店技嘉金牌网吧旗舰店技嘉金牌网吧旗舰店----深圳品尚网吧隆重试业深圳品尚网吧隆重试业深圳品尚网吧隆重试业深圳品尚网吧隆重试业    

    
个个个个

深圳品尚网吧近日开始隆重试业，网吧位于罗湖区万象城旁边，地处深圳市商业中心黄

金位置。除了网吧选址绝佳，业主马先生在硬件投资方面也是相当大手笔。网吧内的机器数

量共 挥意市 台，大厅电脑配置采用技嘉 用满媒Z描旺累媒D脑意 主板、搭配英特尔酷睿 需挥媒怀意怀市 处理器、

技嘉 用营媒算挥挥市色D媒张用直 显卡、金士顿 戏用个DD而意个张意意意 内存、算独热个怀怀 寸液晶显示器组建而成。另外

采用技嘉 用满媒Z描旺累媒D脑意 主板，搭配英特尔酷睿 需撼媒怀描市市 处理器、技嘉 用营媒算挥挥市色D媒张用直 显卡、

芝奇 戏用个DD而意个张描市市 内存、算独热个怀戏 寸液晶显示器组建 意市 台旗舰机器用于高端旗舰游戏区。个

怀市张怀怀市张怀怀市张怀怀市张怀 技嘉金牌网吧新标杆技嘉金牌网吧新标杆技嘉金牌网吧新标杆技嘉金牌网吧新标杆媒媒媒媒娄底飘浪万兆网吧娄底飘浪万兆网吧娄底飘浪万兆网吧娄底飘浪万兆网吧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娄底首家万兆网络网吧飘浪网络会所近日开业，网吧位于娄底市电信营业厅附近，地处

市中心位置。该网吧在当地名声显赫，素有贵族网吧之称。网吧业主李先生在硬件投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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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大手笔。网吧内的电脑配置采用技嘉 GA-Z68P-DS3 主板、搭配英特尔酷睿 i5-2320 处理器、

影驰 GTX460 虎将版显卡、金士顿 4G DDR3 内存、飞利浦 27 寸液晶显示器组建而成。 

技嘉技嘉技嘉技嘉 期撼市期撼市期撼市期撼市 持续给力持续给力持续给力持续给力个个个个肇庆首家六核网吧盛大开业肇庆首家六核网吧盛大开业肇庆首家六核网吧盛大开业肇庆首家六核网吧盛大开业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笔者获悉，广东省肇庆市首家采用 AMD 970 芯片组主板且搭配 AMD 羿龙 II 六核处理器

的高端网吧——肇星网吧近日隆重开业，网吧全场就采购了两百余片技嘉 GA-970A-D3 主板，

搭配 AMD 羿龙 II X6 1055T 处理器、蓝宝 HD6770 1G 显卡、金士顿 4G DDR3 内存、LG 22 寸

宽屏液晶显示器组建 AMD 六核高端 3A 平台网吧配置，如此强劲的电脑配置在当地乃至周边

地区已经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榻榻米豪华装修榻榻米豪华装修榻榻米豪华装修榻榻米豪华装修媒媒媒媒亲访技嘉金牌网吧秀亲访技嘉金牌网吧秀亲访技嘉金牌网吧秀亲访技嘉金牌网吧秀••••突破突破突破突破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榻榻米是中国先人的智慧结晶，后来在日本发扬光大，如今榻榻米再次回归到中国人们

的视界。榻榻米是用蔺草编织而成，一年四季都铺在地上，因其方便舒适而受到人们的广泛



内部资料 ，谢绝外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gigabyte.cn                             5 

喜爱。榻榻米的适用范围很广，不仅能作为装饰房间的一特殊风格的铺地材料，还可以作为

床上用的健康床垫。榻榻米装修书房最大的日式特点是横拉门，比用普通的推门大大地节省

了空间。中间的桌子可以升降，可以作为小会客室在里面和友人喝喝茶聊聊天。技嘉金牌网

吧——河北省张家口市秀•突破网吧包间就采用了日式榻榻米豪华装修，深受当地小资喜爱。个

四重防护四重防护四重防护四重防护!江门网吧扎堆更新技嘉超耐久江门网吧扎堆更新技嘉超耐久江门网吧扎堆更新技嘉超耐久江门网吧扎堆更新技嘉超耐久 4 主板主板主板主板 

 
个个个个

随着网吧业经营的规范化和连锁化，消费者对游戏体验要求的日益提高，网吧业对设备

更新的需求呈快速上升的态势。技嘉和英特尔等硬件厂商鼓励网吧业主通过设备、服务、装

修等差异化经营，使网吧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最终达到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笔者获悉，江门市的银创、阳光网苑、创元、翔宇等网吧近期都采购了采用超耐久 4 代经典

版技术的技嘉 6 系列主板，搭配 Intel 第二代智能酷睿 i3-2100 处理器等组建成主流网吧机器。 

郑州瀚龙网吧联手技嘉打造河南高端网吧典范郑州瀚龙网吧联手技嘉打造河南高端网吧典范郑州瀚龙网吧联手技嘉打造河南高端网吧典范郑州瀚龙网吧联手技嘉打造河南高端网吧典范 

 
个个个个



内部资料 ，谢绝外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gigabyte.cn                             6 

笔者近日拜访河南省郑州市瀚龙网吧，该网吧前期投资数百万元，共采购两百余片技嘉

GA-H67MA-D2H-B3 主板搭配英特尔酷睿 i5-2300 处理器组建高性能机器用于大厅，另外采用

技嘉 GA-X58A-UD3R 主板搭配英特尔酷睿 i7-950 处理器组建旗舰机器用于高端旗舰游戏区，

机器中的其他主要配置为影驰 GTS450 1G 显卡，长城 24 寸液晶显示器及微软游戏键鼠套装。 

技嘉主板战略结盟河南省中录时空网吧连技嘉主板战略结盟河南省中录时空网吧连技嘉主板战略结盟河南省中录时空网吧连技嘉主板战略结盟河南省中录时空网吧连锁锁锁锁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作为国家文化部直属的网吧连锁企业，北京中录时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在业界排名

第一，旗下拥有 8000 余家网吧，在全国拥有绝对优势的地位。近日，笔者亲访了郑州市中录

时空顶级网吧，该网吧全场机器采用技嘉 GA-P61-USB3-B3 主板，搭配英特尔第二代智能酷睿

i3-2100 处理器、影驰 GTS450 1G 显卡、技嘉机箱和电源、罗技游戏键鼠套装以及长城 24 寸宽

屏液晶显示器组建而成。技嘉科技为该网吧门头提供技嘉金牌网吧《星际争霸Ⅱ》游戏主题

形象装修，感谢北京中录时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技嘉金牌主板的鼎力支持。 

技嘉技嘉技嘉技嘉 Z描旺Z描旺Z描旺Z描旺 为邯郸开拓者网吧提供全新上网体验为邯郸开拓者网吧提供全新上网体验为邯郸开拓者网吧提供全新上网体验为邯郸开拓者网吧提供全新上网体验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技嘉 GA-Z68P-DS3 配备了 Intel Smart Response、易倍速、桌面化 BIOS、Virtu 显卡切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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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给网吧用户带来全新体验的特色功能，国内如上海益伟、福州海潮、乐清现代、义乌

雷霆等高端网吧近期都不约而同选购了这款主板，是实至名归的高端网吧首选主板。 

技嘉技嘉技嘉技嘉 期撼市期撼市期撼市期撼市 给力登陆皖北大地给力登陆皖北大地给力登陆皖北大地给力登陆皖北大地个个个个天下网吧盛装开场天下网吧盛装开场天下网吧盛装开场天下网吧盛装开场个个个个

个

    

皖北地区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以及沿淮部分凤阳县、寿县、

霍邱县等安徽省淮河以北的县市以及跨淮的县市。国土面积约占安徽省的 1/3，总人口约占安

徽省的一半。笔者获悉，皖北地区首家采用 AMD 970 芯片组主板的高端网吧——淮北天下网

吧盛装开场，网吧全场机器采用技嘉 GA-970A-D3 主板，搭配 AMD 羿龙 II X4 965 黑盒处理器、

HD6790 显卡、飞利浦 23.6 寸液晶显示器组建成目前主流的 AMD 平台高端网吧配置。 

技嘉金牌主板鼎力支持哈尔滨兄弟连网吧旗舰店技嘉金牌主板鼎力支持哈尔滨兄弟连网吧旗舰店技嘉金牌主板鼎力支持哈尔滨兄弟连网吧旗舰店技嘉金牌主板鼎力支持哈尔滨兄弟连网吧旗舰店 

 
 

今年 3 月份，笔者曾报道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兄弟连网吧旗舰店获得技嘉《星际争霸Ⅱ》

游戏主题门头装修的支持，近日该网吧又对店内大部分机器近期全面升级，采购了数百片的

技嘉 H61 主板，搭配 Intel 酷睿 i3-2100 处理器、索泰 GTS450 显卡、威刚 4G DDR3 内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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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IPS236V 23 寸 IPS+LED 宽屏液晶显示器组建主流网吧机器，为此技嘉决定再次为该网吧室

内提供技嘉《英雄联盟》游戏主题形象装修，感谢兄弟连网吧旗舰店对技嘉的支持。 

技嘉技嘉技嘉技嘉 满挥挥满挥挥满挥挥满挥挥媒媒媒媒脑意累脑意累脑意累脑意累 热销热销热销热销个个个个富阳金典网吧升级全新机器富阳金典网吧升级全新机器富阳金典网吧升级全新机器富阳金典网吧升级全新机器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继广东东莞缘情、山东聊城怡心、江苏苏州希望、湖南株洲飞扬等网吧相继采购技嘉 A55

主板配 AMD 新四核 631 处理器之后，国内网吧同行竞相模仿采购新平台升级机器。近日，浙

江省富阳市金典网吧针对店内全部机器由技嘉经销商杭州英飞凌电脑（联系人：张利刚，手

机：18657119111）进行了全新升级，新机器采用技嘉 GA-A55-S3P 主板搭配 AMD 速龙 II X4 631

处理器、影驰 GTS450 1G 显卡和金士顿 4G DDR3 内存的新鲜 AMD FM1 接口四核 DX11 独显

平台组合，让顾客可以爽玩最新的 DX11 特效游戏，这也是目前富阳市首家采购技嘉 A55 主板

配 AMD 新四核 631 的网吧，可谓引领了富阳市乃至浙江省网吧市场新一轮的装机潮流。 

注重品质与服务注重品质与服务注重品质与服务注重品质与服务 网吧网吧网吧网吧““““扎堆扎堆扎堆扎堆””””更新技嘉主更新技嘉主更新技嘉主更新技嘉主板板板板 

 
个个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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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吧业经营的规范化和连锁化，消费者对游戏体验要求的日益提高，网吧业对设备

更新的需求呈快速上升的态势。技嘉和英特尔等硬件厂商鼓励网吧业主通过设备、服务、装

修等差异化经营，使网吧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最终达到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笔者获悉，广州市内的金慧眼、阳光网咖同和店、牵悦等网吧近期都采购了技嘉 6 系列主板，

搭配 Intel 第二代智能酷睿 i3-2100 处理器、GTS450 显卡等组建成主流网吧机器。 

从张家界从张家界从张家界从张家界 EEEE 网通网吧开业网通网吧开业网通网吧开业网通网吧开业    看网吧电脑采购趋势看网吧电脑采购趋势看网吧电脑采购趋势看网吧电脑采购趋势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 E 网通网吧近期采购了百余台基于技嘉 6 系列主板搭配英特尔第二

代智能酷睿 i5-2300 处理器的高端电脑，成为当地首家全面采用技嘉高端 6 系列主板搭载英特

尔第二代智能酷睿 i5 处理器的高端网吧，以卓越性能为当地网吧消费者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带

来更流畅的视觉及网络游戏新体验，成为张家界网吧行业新风潮的引领者。 

直击技嘉直击技嘉直击技嘉直击技嘉----精英杯网吧精英杯网吧精英杯网吧精英杯网吧 DNFDNFDNFDNF 周边挑战赛发布会周边挑战赛发布会周边挑战赛发布会周边挑战赛发布会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12 月 19 日，技嘉-精英杯网吧 DNF（地下城与勇士）周边挑战赛发布会在深圳景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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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召开。本次挑战赛由深圳市顺网精英有限公司主办，技嘉金牌主板冠名赞助，雷蛇游戏

外设赞助，腾讯游戏 DNF 项目组、DNF 周边商城合泰公司、深圳一百余家签约网吧协助举办。 

 

个个个个技嘉网吧会议技嘉网吧会议技嘉网吧会议技嘉网吧会议/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1.江门会议江门会议江门会议江门会议 

 

2.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会议会议会议会议个个个个

 

3.技嘉精英杯技嘉精英杯技嘉精英杯技嘉精英杯 DNF 周边挑战赛周边挑战赛周边挑战赛周边挑战赛  

 
个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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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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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个个近期近期近期近期技术技术技术技术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通报通报通报通报 

1. 技嘉技嘉技嘉技嘉近期主板常见网吧技术问题及处理办法近期主板常见网吧技术问题及处理办法近期主板常见网吧技术问题及处理办法近期主板常见网吧技术问题及处理办法 

个个个个

展累热B展累热B展累热B展累热B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H61M-S2-B3 
更新 Bios 

h61ms2b3.f4h 

GA-P61-S3-B3 

当客户端使用 Zotac GT440-512D5 

显卡(DVI 接口), 三星 SyncMaster 

T240 24 吋 LCD 屏幕, 此时系统开机

随机出现 "waiting for me 

ready...9 sec" 之开机讯息. 

更新 Bios 

p61s3b3.f6a 

A55-S3P REV1.0 
易游无盘随机不引导，开机不出现搜寻

DHCP 字样。 
更新 F4版 BIOS 

更新

B直系脑个

GA-H61M-S2V-B3 
主 BIOS 经常恢复成为备份 BIOS（两

BIOS 版本不一致） 

更新特别版 

Bios 

61ms2vch.f7b 

GA-H61M-D2-B3 
使用信佑无盘随机进系统会有蓝屏现

象，显示代码为 NDIS.SYS。 

替换 4 版本至

PUBWIN 5 版本 

GA-P61-USB3-B3 

腾讯通（RTX）无法正常使用，表现为可

以连接上服务器但没有组织架构显示，

之后 1 分钟会被服务器 T 下线，重新安

装系统及 RTX 都无效。 

刷新 RTK5.790

版网络驱动测试

正常 其它

问题个

M68MT-D3P Rev 3.1 

锐起无盘使用独立 RTL8169 网卡 DHCP

获取到 IP 后出错。获取到 IP 地址后出

现（Windows NT 已经发现低的内存只

有 510K，512K 内存不足需要运行

Windows NT） 

关闭 BIOS 中各

路 SATA 接口。 

    

    

五五五五、、、、近期网吧行业近期网吧行业近期网吧行业近期网吧行业促销信息促销信息促销信息促销信息 

1.织织织织““““围脖围脖围脖围脖””””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 GIGABYTE! GIGABYTE! GIGABYTE! GIGABYTE 技嘉与您同行技嘉与您同行技嘉与您同行技嘉与您同行！！！！    

GIGABYTE 技嘉科技-全球顶尖主板、显卡和硬件解决方案制造商，为感谢所有支持者的

一路陪伴，即日起在新浪官方微博中推出「织织织织““““围脖围脖围脖围脖””””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活动，技嘉主板、显卡等多

重好礼！邀请您一同转发，与技嘉欢度节日，活动详情请见技嘉科技官方活动网站：

http://www.gigabyte.cn/MicroSite/-235/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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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织织织““““围脖围脖围脖围脖””””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 奖品介绍奖品介绍奖品介绍奖品介绍：：：：     

 

         ¥1000            ¥500                  

    GA-A75-UD4H         GV-N430OC-1GL           M7800E    

                  

技嘉伴随着中国电子竞技一同成长，不但成为消费者所熟知的主板品牌，GIGABYTE  

Super Overclock 超级超频系列显卡及 WINDFORCE™ 专利显卡散热设计，更成为游戏玩家

的最佳配备，特别是今年技嘉键鼠狂澜德国红点、IF 国际大奖，一举奠定了 GIGABYTE  在

游戏玩家、电竞高手心目中的超级金牌形象！在这跨年欢乐的氛围里，技嘉除了邀请所有的

支持者参加「织织织织“ 围脖围脖围脖围脖” 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拿大奖」活动（http://weibo.com/gigabytechina），同期间举行的技嘉”Xmas 

& New Year 超频挑战赛”(http://hwbot.org/competition/gbt_xmas_ny_contest )，我们也诚挚的邀请

您加入挑战。 

新浪技嘉科技官方微博新浪技嘉科技官方微博新浪技嘉科技官方微博新浪技嘉科技官方微博：：：：http://weibo.com/gigabytechina 

 
六六六六、、、、网吧网吧网吧网吧经营知识点滴经营知识点滴经营知识点滴经营知识点滴 

1.  

个个



内部资料 ，谢绝外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gigabyte.cn                             14 

个个个个

  凡事都要先计划而后动，才不至于匆忙上阵，乱了方寸。开网吧也是如此，因为涉及许多具体技术及

手续办理上的问题和误区，千万不可草率行事!  

  第一步：就是要合法，各地的做法都是大同小异的，先问个清楚，照办就是。 

  根据中国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下发的《关于规范网吧经营行

为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一家合法的网吧需要具备以下的条件： 

  (1)拥有安全可靠、设施齐全的经营场地; 

  (2)具有相应的计算机设备和技术人员; 

  (3)有完备的安全保护管理制度; 

  (4)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同时，一家合法的网吧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和批准，并且下发相应的证照才可以开业经营，这些

证照包括： 

  (1)电信管理部门下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和多媒体通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只有持该证

的网吧才是通信部门认可的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服务商; 

  (2)公安部门下发的“公共场所安全许可证”，因为网吧属于公众聚集场所，因此要通过公安部门的安

全检查; 

  (3)文化部门下发的“文化娱乐业经营许可证”，还有文化部门明令禁止使用计算机进行电脑游戏项目

的经营; 

  (4)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下发的“营业执照”。只有具备上述的证件才有资格申请营业执照。等到执照

办妥，你才有资格开业。 

  第二步：开始布置店面。 

  首先是装修。根据档次不同而不同，定位高档的网吧当然是装修得典雅一些，桌椅最好去定制，形

成自有的风格。而普通的网吧也得将地方打扫干净，粉刷得素淡一些。 

  网吧的布局很重要，要体面一些。要放些植物或字画，因为客人长时间对着电脑，想休息一下眼睛

什么都没有，氛围就太差了! 

  合理的放置电脑既能节约空间，又可以满足不同顾客的品位。而网吧通常忽略了这一点，摆得横平

竖直的，就未免有失亲切的感觉。 

  电脑安排要有面对面，又要有靠墙的;既要整齐，又要宽松些的。总之是没有规律，让不同的顾客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管理员的桌子要放在靠门的地方，方便招呼客人和结帐。但千万别让人在外面

就能看见，这样会显得你的网吧只顾收钱，进去了就很难全身而退，让客人产生排斥感。 

个个个个

网吧称之为“吧”，最好配备一些其它的服务项目，一方面增加收入，最重要的还可以让顾客以吧为家，

那是所有网吧老板求之不得的啊!这些服务可以包括提供有偿打印、刻录服务，销售咖啡、饮料、便餐等，

但要谨记不要使用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影响其他人上网的东西，如香烟、酒等。 

张张张张 个个个个

个 个 网吧同业竞争日益加剧，意味着谁能留住顾客，谁便是赢家!会员制是目前广泛流行于各项娱乐事业的

运营体系，成功的范例不胜枚举。诸如健身俱乐部、保龄球馆、卡拉 OK 等娱乐场所都已成功采用会员制。

而网吧作为新兴的娱乐事业，从性质到方式都完全可以借鉴会员制的成功经验，将客户紧紧地吸引在自己

的网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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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制网吧在实现上必须做到几点： 

  (1)统一的客户管理：客户采用发卡的方式，每张会员卡都将记录客户的基本资料及消费的具体情况，

登录计算机必须插卡，拔卡锁定; 

  (2)灵活的计费方式：依据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时段、新老客户，灵活设置费率，发行诸如金卡银卡、

学生卡、八折卡等，针对淡季或某时段全面优惠等，最大限度吸引顾客; 

  (3)统一的分店管理：支持增开分店，拓宽发展空间，实现规模化网吧经营; 

  (4)监控及报表记录：服务器记录所有终端使用情况及发卡充值数据，防止非法使用及店员私自发卡，

提供全面财务统计报表，经营状况了如指掌。 

怀怀怀怀 个个个个

  在酒店、宾馆的大堂开辟咖啡网吧角。利用大堂客流必经，座位开阔，轻松随意的亲和力，结合住客

转化为用户的较高比例再配合媒体，网络以及宾馆自身行销推广，开拓目前尚属空白但极具价值的市场。

不仅能够有效地吸引住客，也能吸引周边地带的商务白领。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均非常乐观，必将成为

新的酒店风景带、都市焦点区和传媒关注的热点。 

 

张张张张 个个个个

  网吧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收费。在网吧十几个人一小时内同时上网和你在家中一个人上网的费用一

样，所以通常你的网吧应该以比上网费低的价格来招揽顾客。低价位的政策可以保证你在开业的初期招来

大量的用户。 

  其实价格只是影响业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最需要注意的还是消费群体时刻变化的消费需要。网

吧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学生以及一部分对互联网有好奇心而又囊中羞涩的年轻群体。对于一些流动人口较多

的城市，流动的网虫也是网吧的主要顾客。关注网吧的消费群体，可以有利地指导我们选择合适的经营场

地。 

  初次上网的用户，由于自身的网络体验和知识的不足，其活动范围往往缺乏目的性，到网吧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所以，对于新手，我们可以教给他们一些容易产生成就感与满足其好奇心的东西，比如教他如何获得

电子邮箱，如何和远程的朋友联系，到聊天室、mud 里体验一下虚拟的现实生活，及时地提供网络热点，

使初级消费者可以很快感受到网络的诱惑力。因为这些东西的确能够给上网的新人带来非常强烈的来自网

络的震撼，进而对网络的感受由好奇转化为一种新的生活体验。 

怀怀怀怀 个个个个

  任何好玩的东西，时间长了都会厌倦。一般情况下，访客的兴趣只能维持 3 个月左右，所以，在考虑

如何扩大消费群体的同时，必须定期为你的客人提供新鲜而有意思的附加服务。对于中级的用户，可以培

训这部分用户制作自己的个人主页，这里面就包括图形、创意、相关软件的具体操作等一些非常有用的知

识。这样，消费者在你这里得到的服务，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了。这一阶段的培训工作，如果网吧做不

了，完全可以请当地的一些高手前来指导操作。 

  对于高手要给他非常宽松的使用条件，高手上网，已经不仅仅是娱乐了，有高手坐镇的网吧，他所带

给你的，已不是每小时若干元的上网费了。人气以及榜样的示范等于在告诉其他用户：瞧，我这才叫上网，

够牛吧!对于这部分宝贵的资源，网吧的主人一定要通过非常优惠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不定期地到网吧里施

展他们的魅力与影响。 

个个个个意意意意 个个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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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提高消费者自身网络素质的一系列措施，我们就要考虑到网吧在用户心目中人气指数以及影响力

的建设了。毋庸置疑，一个网吧完全可以在当地的聊天室和 BBS 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力，网吧主人要充分利

用自己上网时间长的优势，在网络上做好自己的形象宣传。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成立自己的网友俱乐部，

定期地搞一些网友聚会、聊友聚会的活动，介绍一些网络高手与虫虫们见面，解答疑难，从而提高网吧的

层次和加深网吧在用户中的印象。网吧的服务对象，其实不仅仅是家里没有电脑不能上网的用户，在网吧

上网价格与家里上网价格接近的时候，如果有好的服务、有创意的活动、非常好的人气，那么，网吧附近

的一部分在家上网的用户，也情愿在网吧上网。 

  通过一系列聚会、培训活动提高用户的应用水平，用户才能真正地把网吧当成自己固定的消费地点。

有了这些增值的免费服务，再加上合理的上网价格，相信会不断地有人被吸引到你的网吧里来，因为，这

里有真正的“吧”的气氛! 

戏戏戏戏 个个个个

  除了纯粹的上网一族之外，网吧还应该下力气吸引一些只对网络的某一部分功能有需求的用户。譬如

说可以吸引一部分股民到你的网吧去看股市行情;还可以为需要某一方面文字或图片资料的用户提供资料

查询、打印服务。试想一下，某人要一篇专业性的应用文，但缺少一些资料，他到你的网吧来，找到了大

量的资料，经过汇总，整理成文，直接打印出来带走，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当然，要开展这些业务，必须

要在当地的 ISP、BBS 以及媒体上不断地宣传自己。通过诸如此类的服务以及适当的宣传，可以使你的网

吧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留下一个概念：网吧不是游戏厅，这不是一个单纯玩的地方，可以在这里干很多事情。 

 

 

 

 

 

 

 

附注资料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GIGABYTE   Upgrade Your Life 

张期旺描 个

意热

，并以「GIGABYTE」品牌营销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