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镭战镭战镭战镭战—成功的秘诀成功的秘诀成功的秘诀成功的秘诀 

您正在考虑创立属于您自己的镭战中心吗？很棒—这篇文章是为您这样的投资

者所精心准备的。 

在经过了多年的对大量成功的镭战中心和部分失败的镭战中心的考察。并且我们

也拥有和经营着我们自己的镭战事业。在这过程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并且想与您分享一下这一些小贴士。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您的镭战中心周围的人口基数与您的成功

有着巨大的关系，尤其是如果您附近有很多

的竞争者。 

一个不成文的，但经常被引用的，判断镭战行业成功的准则就是以您中心的为原

点，半径 10-15 英里范围内的人口数量是否少于 80,000 到 100,000 人。您的公司

会为了机会去奋斗。规矩总是有例外的。例如，也许您附近有个大城市因此为您

的中心带来了巨大的车流量经过。这样，如果在繁忙路段或者高速公路能清晰看

到你中心的场地的话，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另一个例外就是您所在的区域属于娱乐或者旅游的热门点。在一个集中的区域有

大量的不同种类的娱乐设施能吸引消费者从不同的地方过来消费。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把您的镭战场地设立在哪里呢？其实并没什么神奇的所谓最好的地方。这全取决

于您想要发展您事业的城镇的动态。 

当在决定把镭战事业设立在哪里时，您居住在哪？换句话说，您所在的国家和城

市都应考虑在内。 

这是一些未来的趋势； 

 

购物中心购物中心购物中心购物中心    

在一些炎热和潮湿的国家，比如中国,马来西亚,杜拜等等，人们倾向于喜欢逛商

场。在这些国家里面，购物中心是社交活动的首选，个中的原因可能是它清凉和



舒适的环境。 

在选择购物中心时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 

1. 合理的租金在成功这个方程式里面是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商铺的面积不能

太大，如果可以的话租用可以分层的商铺这样能使空间得到充分利用。 

2. 购物中心通常会要求租客按照商场的营业时间来营业。比如，如果一个商场

在晚上 9点暂停营业，那么周五的深夜游戏就不能进行了。不过这种问题是

可以避免的，只要您的中心离商场的后门比较近并且在租赁协议那里注明免

除依照商场的营业时间这一条。 

3. 趋势表明了购物中心越大越繁华，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 

4. 要注意很多商场会要求租赁税项和租金是分开缴的，实际上提高了租金。 

 

工业区工业区工业区工业区    

把镭战中心开在离市区不远的工业区能降低租

金。如果您能找到一个已经吸引了其他游乐行

业的地区，例如保龄球，溜冰场，卡丁车等等，

那么镭战中心也就适合开在这个地区了。 

 

郊区郊区郊区郊区    

郊区的优势是它被您的理想消费群包围着----住宅建筑，大量的渴望玩镭战设备

的小孩和青少年。 

抢眼的位置租金会比较贵，镭战作为一个终极事业来说是不太需要选择这样的位

置的。中档的住宅区是很多中心选址的热门选择。  

 

娱乐娱乐娱乐娱乐和旅游热点和旅游热点和旅游热点和旅游热点区区区区    

据统计，把镭战中心开设在临近其他娱乐设施的地方，尤其是没有竞争者的情况

下，收入一般都比较好。 

临近其他娱乐设施有两个优势： 

1. 市场已经表明了娱乐事业在这个位置是能成功的—这就是他们还在那里的原

因。 



2. 当地人也会喜欢到那里去玩因为他们已视那为热门娱乐

地点。 

热门景点，通常租金都会比较昂贵。把您的镭战事业设立在

一个规模大小适合的场所会避免租金比利润要高。多楼层的

商铺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可以容纳更多的玩家所以利润也

会提高。 

 

市中心的位置市中心的位置市中心的位置市中心的位置    

市中心在租金这方面跟旅游景区一样都很高。同样的，楼

层商铺可以解决这点。把您的镭战中心开在其他娱乐行业

的附近也会让您具有优势。 

 

竞争竞争竞争竞争    

竞争让我们保持诚恳。让我们注重我们的产品。可是，是否存在着竞争者太多的

问题呢？ 

是的！ 

我们非常推荐的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就是上网然后在地图上标出竞争对手在您

城市的所在位置。然后分析这些位置周围的人口分布还有他们是如何分布在您希

望选址的位置。如果与您的位置分布无重叠的，那您就要重新去考虑一下整个计

划了。 

当您在调查时如果能到竞争对手的场所去参观并做好记录给他们的‘产品’的质

量进行评分也是个不错的手段。这里产品的质量指的是，服务，场地，设备，附

加装置等等方面的质量。如果您觉得他们的质量比较差而您觉得是可以提高的，

那机会就来了。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娱乐娱乐娱乐娱乐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过去 10年里我们观察到很多镭战中心都会融入一些其他娱乐设施一起运营，例

如： 



� 保龄球 

� 溜冰场 

� 卡丁车 

� 攀岩墙 

� 游戏机中心 

� 蹦床 

� 迷你高尔夫球 

等等。。。 

家庭娱乐中心里面一般都会设有咖啡厅或者餐厅，有奖游戏和生日派对设施。 

这里列举了 3个娱乐中心把镭战设备加入到其娱乐项目组合的理由； 

1. 人们更喜欢到有综合游戏项目的娱乐中心去玩，这样能玩的项目更多。 

2. 由于在中心的游玩时间比较长所以消费者也就愿意开更远的路到那里去玩，

有效的扩大了其客源区。 

3. 复合型娱乐中心具有成本优势。他们可以利用公共设施，像前台，休息室和

电子游戏机室等等。 

 

有个缺点就是懦弱缺乏自信的人不适合开复合型娱乐中心。因为成本高，建筑规

格复杂而且耗时。 

 

电子游戏机的电子游戏机的电子游戏机的电子游戏机的小补充小补充小补充小补充    

电子游戏机通常会被认为是镭战设备的最佳搭配，但是投入 5到 10 台的电子游

戏机并不能称得上是复合型娱乐中心。几台电子游戏机不能给予您像保龄球，蹦

床等其他大型娱乐设施那样的诱惑力。 

 

生日派对室生日派对室生日派对室生日派对室    

生日派对室有必要吗？在大量的案例里面，是的。不过，这全取决于您想要建立

的娱乐事业的类型和位置。 

举个例子；如果您想要在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或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建立镭战

事业，我会建议您设立至少两间生日派对室。 



镭射枪已立足于市 30多年了，让市场来说话吧。超过 50%的顾客会在您的场地

庆祝生日，这可是个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市场份额。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比较热的地方，例如中国的南

方，杜拜，墨西哥。像之前所说的，这些地方的镭

战中心最好建在舒适凉快的购物中心里面。 

在某些情况下，生日派对设施不一定是一个中心成

功的关键因素。 

逻辑如下： 

1. 商场的租金会比较高，如果需要额外的房间来布置生日派对会令这个计划行

不通。 

2. 某些文化背景的人会倾向于在家里面举办生日派对。外出庆祝不会被作为选

择。 

3. 镭战娱乐在很多国家来说是一种新的游戏。数据显示，当镭战设备被引入到

一个新的市场，它吸引的是一些年龄段比较高的人群。由于一些孩子在 11

或者 12岁以后就很少在“游乐场合” 庆祝他们的生日了，所以对生日派对

室这个设施的需求也会降低。 

 

电子游戏机电子游戏机电子游戏机电子游戏机    

一般情况下电子游戏机在镭战中心还是比较

受欢迎的，它能为顾客在等待游戏期间提供娱

乐，当然，这些为您的事业提供了额外的收入

来源。 

所投入的成本会比较低。大部分的城市都会有自己当地的供应商可以免费提供送

货，安装和维修一条龙服务，这也是利润返还的一种方式。 

也许您有一个场地有足够空间能容纳 20到 30 台（或许更多）电子游戏机。这种

规模的电子游戏机设施通常会包含有奖游戏设施，这在很多娱乐中心都是大受欢

迎而且很赚钱的。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场地的设计，布局和主题都会大大的影响到您中

心的受欢迎程度，尤其是您周边存在同行。 

这是一些需要考虑到的因素。 

最糟的情况-----场地由一位没接触过镭射枪设

备的设计师设计。我们建议商家至少咨询一位资

深的镭战玩家再把信息反馈给设计师。因为他们更懂得一个动态游戏需要什么来

组成，例如： 

� 隔板墙的距离不会过于拥挤或者太开。 

� 确保墙，操作平台，堡垒，基地都在适当的位置以为玩家提供不间断的娱乐

和兴奋度。 

�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场地的设计要具有魅力和神秘感。 

Delta Strike为买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布局设计服务，我们会

根据您的场地和所有您所购买的镭战设备的定制一个适合您的

设计图。此外，场地建筑商通常也会在您购买场地时附上一份免

费的布局设计图。 

 

场地的互动场地的互动场地的互动场地的互动    

当您购买镭战设备系统时，要注意选择质量好的，互动性高的场

内装备。这是一些安装在场地的墙壁和隔板墙上的一些电子装备。这些装备会反

击的哦！这样的互动会为玩家带来惊喜和欢乐，而且这些互动也会根据游戏的变

化而不同。 

 

场地的灯光场地的灯光场地的灯光场地的灯光    

在镭战场地安装的灯光系统一般有 3种。 

1. 应急灯---是一种与其他灯独立开关的白光格栅灯。一般在

紧急情况下和维修或者清洁场地时使用。 

2. 黑光灯（紫外灯）---在过去，黑光灯用于使不可见的物体

显形，用其作为背景使紫外光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能使牙



齿看起来非常白和让白衬衣发出良性辐射的光）。 

现在，LED 黑光也在广泛使用。他们的优点是聚光更好灵活性更高，不过每

流明的输出的费用会比较高。 

 

LED 灯通常是由 DMX 硬件技术控制的。要确保您所购买的镭战设备能兼容 DMX 灯

控制器。这个会使灯光的映射不而且是灯光发生变化，并会自动为游戏匹配相应

的灯光---最强的视觉效果游戏。 

 

场地的音效场地的音效场地的音效场地的音效    

和灯光一样，当今的音效系统的价格也是合理的。我们建议购买有额外“净空”

的系统，这样就能在有特别活动时刻意调大音量,例如会员狂欢夜或公司活动。 

如果您从当地的供应商处购买音效系统，请确保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能为您推荐一款符合您场地布局大小的音效系统。 

 

场地主题场地主题场地主题场地主题    

这里有很多选择！ 

最好的方法是选择一位场地布置专家来布置您的场地。他们会为您设计一个梦幻

般的场地和主题。他们懂得如何利用隔板墙，道具和在大部分隔板墙上配上主题

色彩画。 

或者您可以自己布置您的场地，这样就可以减少开支。我们会为您提供一个符合

您的场地设计。 

当场地布置好以后，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主题以达到震撼的效果。您可节约预算

聘请当地的彩绘艺术家，或者更便宜的是聘用一些懂“艺术”的朋友不过看上去

会比较更工业化。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室内的墙体彩绘成本不会很高。但是给人带来超强的视觉冲击。为何不聘请一家

出品好的高名誉的彩绘公司呢？他们会使用喷笔把您的场地喷满专业的艺术彩

绘，而且节约时间。“震撼”的效果是很出色，至于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楼层场地楼层场地楼层场地楼层场地    

楼层场地从字面上看玩家的游玩空间扩大了，这点玩家会非常的开心。不过它每



平方米的成本比地面楼层的要贵。 

如果您的镭战场地开在一栋租金较高的商场里，那您可以利用场地的顶部空间做

个一个阁层，如果可以的话，这样会使空间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实际上您还是付

同等的月租，但重要的是能增加几位玩家到每局的镭战游戏里面，连带着增加您

的收入。 

镭战设备的选择镭战设备的选择镭战设备的选择镭战设备的选择    

您所适用的镭战设备在吸引顾客再消费这方面起很重要的作

用。拥有可靠，高科技的设备配套上兴奋刺激的游戏能让玩家

沉浸在奇妙的游戏世界里。 

设备的可靠性设备的可靠性设备的可靠性设备的可靠性    

当玩家来到您的中心他们会很兴奋。如果在游戏过程中镭射

枪停止运行，这会令玩家感到失望。设备的可靠性很重要。

如果设备持续的停止运行会对您的生意的收入和名声有一

定的影响。 

设备的外观和设备的外观和设备的外观和设备的外观和手感手感手感手感    

对比 20 年前，现在的顾客非常看重质量。玩家在柜台支付完相当的费用，他们

自然的就会期待您的中心能提供优质的镭战设备。镭战设备是整个游戏的核心。

一个看上去像便宜货的镭战设备会让人感到失望。这套装备的设计理念就是想让

玩家感觉自己像一个未来战士一样。相当一部分的镭战玩家是电子游戏玩家。选

用一个具有电子游戏元素比如武器，防护，显示游戏信息的显示屏的系统能使整

个新世界游戏更与众不同。 

游戏的开展游戏的开展游戏的开展游戏的开展    

玩家操作起镭战设备容易吗？游戏具有深度和多样化吗？您的镭射设备有额外

的功能使得玩家想要回来一直玩并持续更新吗？当选择要购买哪一款镭战设备

时需要考虑的方面太多了，例如会员的管理，游戏的多样化和能够互动的场内装

备。调查您所在位置的竞争者所使用的镭战设备对您有好处。投资一个高级的设

备系统能让您的场地处于竞争优势。高级的产品也能打消未来那些想要开在您附

近的镭战竞争者的念头。 



 

优秀的员工和卓越的游戏系统优秀的员工和卓越的游戏系统优秀的员工和卓越的游戏系统优秀的员工和卓越的游戏系统    

想象一个好玩，有活力，干净，整洁而且游戏时间准时的镭战中

心。您的顾客会对您的中心留下美好的回忆。顾客的满意度与您

的日常运作息息相关。选择合适的员工和使用卓越的业务系统会令您的中心给顾

客一种意想不到感觉。 

雇员雇员雇员雇员—选择员工的第一标准，态度是关键技术第二。入职后，加强一个员工的技

术远远比提高工作态度容易。镭战是以顾客为主的行业所以前线员工的选择是很

重要的，一定要性格友好热情且尊重他人的。作为投资者有诚信和进取心，员工

自然的也会给您带来美好的生活和成功的事业。 

下一步就是任用一位能干的中心经理。这是您非常重要的一位员工，如果选错了

您的事业也可能会遭殃。我们都知道如果上头的态度不好的话就会像水污染一样

一直向下渗，最终导致顾客不满意利润损失。 

所以如果您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您出色的业务系统会防止您走弯路。 

学习一些经销商方面的书籍确保您的镭战事业更系统化。各方面都操作正确和准

时让顾客无法挑剔并赢得顾客对中心的赞赏。如果您想在系统化您业务这方面得

到帮助，Delta Strike提供了一个免费而全面的“业务系统” 网上图书馆做为

系统购买的一部分。 

 

每小时进行的游戏每小时进行的游戏每小时进行的游戏每小时进行的游戏    

每个镭战中心对一个小时进行几局游戏的规定都是不同的。也没有什么硬性规定。

下一章节更多的是讨论在镭战行业工作中创造并累计的知识。 

有一些镭战中心提供一个小时一盘游戏的服务。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怎么生

存呢？实际上一个小时进行两盘游戏也很难会盈利。 

相反，其他一些中心一个小时进行六局游戏；您可能会觉得客户会抱怨。但是，

据我们所观察，并不是这样。这些中心设计了一些可以让顾客购买多次游戏且价

格更优惠的价格体系。 

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每小时三到五局游戏。如果您是第一次开镭战中心，也许每小

时三到四局游戏是个不错的开端。在之后您可以增加局数。一个 10-12分钟的游



戏能使玩家保持在兴奋和激动的状态，这会令他们以后持续光顾。 

一些中心会根据不同的日子而改变每小时的游戏次数。例如，在周末繁忙时段每

小时五局游戏而在平日就每小时四局。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质量好的停车场体现了您的场地是容易达到的。 

停车场有两个要考虑的因素： 

1. 对您和您的事业来说什么是最实用的？ 

理论上来说，停车的位置离您的中心比较近并且在繁忙的日子有充足的停车位。

停车场和通往停车场的路对所有年龄段的顾客来说都要确保是安全和放心的。 

2. 地方当局或市政府的规定 

从法律上来说，一个像您这样的企业最低限度需要多少个停车位呢？这由您的镭

战场地的大小决定，并且他会根据您最忙的日子里一小时最高峰的客流量来计算。

每个地方当局的规定似乎都不一样，不幸的是有些地方如果超过一定数量会要求

您付相应的费用。支付额外并不必要的车位会令成本增加并降低利润，这样这个

项目就变得无利可图了。不要因为第一条而感到气馁。给地方当局的代表作一个

详尽的陈述有时会让您的案例得到复议—需要的是恒心。 

 

大厅大厅大厅大厅    

大厅也不容忽视，提供一个现代化，舒适的环境让顾客能放松和享受那里的气氛。

大厅是给顾客第一印象的地方。可惜的是很多的镭战中心的大厅都是以黑色为主

并使用与游戏场地一致的彩绘以加强主题感。这样的效果在等待区令人有种不受

欢迎的感觉。现在很多镭战中心都已经把大厅布置成干净和现代感强的环境，使

用比穿戴室和游戏场地更明亮的灯光。很多成功的镭战中心是以能吸引 20 岁以

上的消费群的标准来布置他们的大厅的。这个的逻辑是，20 岁的消费群对大厅

布置得像是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不感兴趣；可是一个 6 岁的小孩反而会想进去一

个那么酷的 20 岁年轻人去地方的看看。 

 



想了解更多关于建立镭战中心的信息，请访问 www.deltastrike.com并点击镭战

文献页。 

 

祝您好运事业成功，如果您需要帮助，欢迎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