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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欢迎来到 Hockey Coach Vision 团队!我们努力使 HCV 成为冰球运

动的最佳产品。现在，您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请随时与我们分享您

的经验，因为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努力提高 HCV，让您的工作更轻松、

更成功。

那什么是 HCV 呢？HCV 是一个多平台的软件，我们创建，以支

持冰球教练的规划，准备练习，以及游戏规划。教练、员工和球员之

间的沟通对于一支运转良好的球队至关重要。HCV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教学工具，让球员和教练可以清楚地看到和体验比赛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 HCV 应用程序中为您提供所有必要的功能，

以支持您作为教练的日常指导活动。

虽然 HCV 的设计为用户友好性，但是有些问题您只有遇到才知

道如何处理。本手册将会引导您完成所有必要的步骤，以最大限度地

帮助您使用新的 HCV 应用程序。我们建议您在进入动画练习之前，

先查看我们网站“支持（Support）”部分的视频教程。同时，最好的学

习方法就是实践!动画演练和游戏很简单，但当您的目标是让演练完

全按照您想要的那样进行时，它也足够有挑战性让它变得有趣。在观

看教程、阅读本手册并进行了一些练习之后，如果您还有问题，我们

随时可以帮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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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 装

1.1版本

HCV有两个版本，教练版本和球员版本。准确地了解您如何使用

HCV非常重要，这样您就可以安装和运行正确的版本。教练版本具有

HCV的所有功能。运动员版本是一个开放部分权限的版本，允许用户

简单导入 HCV-文件（HCV-files）并在他们的设备上播放。要了解所有

功能的详细列表，请访问我们网站的“获取应用程序（Get App）”部

分。

1.2平台

教练员版本可用于 iPad, Mac, Android平板电脑和Windows电脑。

运动员版本还可以在 iPhone和 Android手机上使用。

1.3创建账号

在使用教练员版本前，首先必须获得一个密码，以配合您的登录

名。登录名将是您购买教练版本的年费时提供给我们的电子邮件地

址。请确保邮件地址是有效的，因为它将用于应用程序的多个通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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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购买应用程序，只需点击我们网站的“获取应用程序（Get App）”

部分。接下来您会得到关于运动员和教练员版本的详细描述。如果您

选择购买教练员年费，选择“购买（Buy）”按钮，并遵循付款页面上

的步骤。如果您已购买年费，您将收到 HCV团队通过电子邮件发来

的通知，其中包括一些如何开始使用的简短说明以及密码。您可以在

教练员（Coach）软件的设置中更改您的密码。如果您想试用教练版

本，看看它是否符合您的需要，您可以通过 info@hockeycoachvision.com

联系我们，我们将为您建立一个免费的 3天试用帐号。这样，您就可

以全面测试这款应用的功能了。如果您在试用期间有任何问题，请随

时与我们联系。

1.4如何下载 HCV

您可以从苹果设备的App Store下载对应的版本，安卓设备的 Play

Store 下载对应的版本，或者直接在我们网站的 Support 文件夹中的

Downloads文件夹中选择需要的版本。对于苹果和安卓设备，可以使

用关键词“Hockey Coach Vision”搜索商店，或者直接打开以下链接

进入我们的网站，选择需要的平台:

● HCV –Coach version （教练版本）

● HCV –Player version （球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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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用法说明

2.1启动 HCV

要启动 HCV 应用程序，请在您的平板电脑上点击 HCV 图标，或

双击Windows/Mac 上的应用程序图标。首次应用程序打开时,系统将

提示您登录。使用您收到的帐户(见 1.3 创建账号)登录。如果您忘记

了密码，只需选择“忘记密码”键，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新密码。

2.2屏幕(顶部导航/活动屏幕/程序栏)

主屏幕分为三个部分:

1．顶部导航

2．活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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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裹清单列表栏

1. 顶部导航允许您在 HCV 的主要文件管理模式之间切换。文件浏览

器（见第 3 章）、教练员中心（见第 8 章）、资源包商店（见第 9章）和 HCV

日历（见第 10章）。蓝白色标志表示您所处的模式。除了正在播放或编

辑 HCV文件时以外，您将始终能够看到顶部导航。

2. 活动屏幕部分是工作区域。在这里，您将看到属于所选模式的所

有内容。

3. 包裹清单栏在屏幕的底部。它存在于大多数的模式, 当您点击时，

可以打开或关闭。有关软件资源包列表栏使用的更多信息，请阅读第

6章。

2.3操作帮助

“Help (帮助) ”键位于屏幕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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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点击这个键，蓝点会出现在您的屏幕上的各种“屏幕”键上。通

过单击蓝色的点，您可以访问每个特定键的作用的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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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件浏览器（媒体库）

3.1什么是文件浏览器?

文件浏览器是管理动画、图片或视频形式的所有冰球媒体的主屏

幕。每次您想要列出所有的 HCV 文件、创建新的 HCV 文件、编辑特

定的 HCV 文件或查看 HCV 文件时，可以使用这个功能。要打开文件

浏览器，只需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有三个点和线的图标 (参见

第 2.2章顶部导航栏)，然后打开动画、图片或视频文件夹。您可以同

时打开多个文件夹。

3.2列出所有文件

HCV上的所有 HCV 文件都将位于此列表中。

要查看的动画文件，只需点击“模拟动画”键，所有已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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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或下载的动画文件标题将出现在屏幕右侧的列表中。您可以同时

选中这三个文件类型来查看所有的文件。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选择

了图片文件类型。

3.3通过资源包、级别和标签对列表进行筛选

要将列表筛选到只包含那些对您需要查看的部分，您可以选中资

源包、级别和标签对列表进行筛选。

1.资源包：是自动添加到文件中的属性。有几种类型的标志：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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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导入文件、中文资源包等等。您自己创建的 HCV文件(见 3.6 章)

会放在“我的文件”中。所有与您共享的文件(参见第 6.8 章)都会被

自动放在为“导入文件”。您在资源包商店中购买的资源包（参见第

9章），它将自动生成新的文件夹名称（例如-Euro Pro 75 package drills

将获得 Euro Pro 75）。

2.级别：描述了球员需要多大的年龄才能进行训练或从训练中提升。

您应该尽量根据您所指导的年龄组设定的级别，因为更高级别的训练

在技术上可能太难了。同样，如果选择级别简单的，您的球员可能无

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3.标签：用于分类演练的类别。如果您想在某次训练中偏向某个方面，

您可以选择一个标签，以便列表只显示与此标签有关的模拟动画。

选择一个筛选功能（资源包、级别或标签）以显示其不同的选项。

如果您选中某一个级别，您将只看到列表中该级别的那些文件。训练

可以标记选中多个年龄级别。

3.4编辑/添加自定义级别和标签

您可以创建附加到文件的自定义级别和标记。如果您想创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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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或编辑现有的级别，只需选择“编辑级别”键。选择编辑级别后，

您可以通过修改现有名称或者通过列表底部的“添加级别”来创建新

级别。例如，如果您有一个 U20的队伍，您可以创建一个“U20”级

别，并将其附加到与该团队关联的所有文件中。一旦您附加此级别的

所有文件，您只需选择此级别，就可以用这些文件过滤整个列表。创

建新标记或创建新的编辑工作方式。唯一的区别是您不能编辑标准提

供的标记。

注意：如果您看不到您的训练，您可能有一个或多个标签打开。关闭

所有关卡和标签，您的训练现在可以再次查看了。

3.5整理清单

当您浏览您的 HCV 文件时，您可能想知道哪些模拟动画最适合

您下次训练。在标记旁边，还可以通过按不同属性对列表进行排序来

操作列表。要对列表进行排序，只需轻触列标题。

可以按升序值或降序值对每个列的列表进行排序。要按列中的第

一个值对列表排序，请单击一次，按第二个值单击两次，依此类推。

3.6创建 HCV文件

每次您有关于冰球练习、战术、技能或任何演示的想法时，您都

可以创建 HCV文件。为此，选择“创建新文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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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选择文件格式（动画/图片/视频）

根据您想要描绘的想法，您必须选择您将使用的格式。您有三种

选择：

1. 动画

2. 图片

3. 视频

动画：是 HCV 软件的关键部分。它可以让您创建冰球动画场景，可

以在 3D 中观看。这是演示一个新的训练，一个团队战术，面对面的

比赛等等的理想选择。要了解演习创建者是如何工作的，请参阅第 4

章和附录。

图片：图片功能允许您创建一个 HCV 文件，该文件包含与动画文件

相同的属性，只是没有动画，只有图片文件作为您想要解释的内容描

述。例如，如果您在纸上有一个不需要动画的演习，您就用您的手机

拍张照片，然后导入到 HCV中。注意：请确保您的图片文件是在.JPG

或.PNG 文件中，并且文件扩展名是用小写（不是.JPG 或.PNG）编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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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视频功能的工作原理与图片功能类似，您可以录制并导入到您

的 HCV文件中。如果您想展示运动的更多细节，视频是理想的选择。

您可以在平板电脑上创建最长 60 秒的视频。注意：我们只支持mp4

文件，所以请确保您的视频文件扩展名是.mp4，并且文件扩展名是用

小写写的（不是.mp4）。要查看图片和视频功能的实际操作，请观看

此处的视频教程 9。导入视频的大小限制为 15MB。这允许您导入长

度约为 22秒的 HD720质量的剪辑。

3.8编辑文件的详细信息

在您选择了文件格式之后，您将进入一个界面，该界面将为您提

供多个输入选项，以便向您的 HCV文件添加详细信息。

1名称：将显示在“文件浏览器”列表中。请确保您选择了一个合理

的名称，概括描述所创建文件的内容。同时请记住，您以后可能需要

搜索该名称，或按名称排序“文件浏览器”列表。



12

2描述：将在详细信息视图和 PDF 文件中显示。具体描述该文件是关

于什么的，以及它是否有一些教练需要了解该文件的提示。在纸上，

动画或视频只能用图片来表示。

3关键点：与描述类似。

4级别：这是一个多选框，可以对文件进行分类。这样可以更快地在

“文件浏览器”列表中找到文件。这里只是球员的年龄。

5标签：您可以选择已有的标签，也可以添加自定义标记来进行自己

的分类。共享文件时，只有默认标记将保留在文件中。

6最少球员数：按加号或减号按钮来改变这个练习所需的最少球员数。

您可能准备了一个训练赛，那天只有 12 名队员。如果一个训练需要

更多的球员，那么这个动画文件就没用了。球员的最小数量将显示在

文件浏览器中，您可以在其中对其进行排序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7评级：每次您准备一个练习，重要的是您知道您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您可以用“星星”来评价它。练习的重点是体能、技巧、

战术和趣味。这些属性稍后将显示在“文件浏览器”中，并指示您是

否要将该练习用于练习。

8文件：根据文件类型，您可以选择编辑源文件。如果这是动画，您

会看到一个轮滑冰球比赛表面从上到下的视图。如果您单击它，您可

以编辑动画。如果您要选择一个图片或者视频源的话，您可以选择一

个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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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保存文件

编辑完文件（动画/图片/视频）并编辑了所需的所有详细信息后，

可以按光盘图标 保存 HCV文件并返回文件浏览器。右上键（用

于退出创建者模式）保存动画/图像。然后，退出创建者视图后，在

完成对文件的描述并完成标记后，单击左下角的键保存完整的文件。

注意：确保在处理完文件后保存文件。从平板电脑上的 HCV 应用

程序切换到另一个应用程序可能会因为内存原因而关闭 HCV，这可能

会导致未保存文件的丢失。

如果要放弃文件，可以按“取消”按钮。您编辑的所有详细信息

和源设置都将被删除，您将返回到文件浏览器。编辑现有文件时，当

您单击“取消”时，该文件将返回到您开始使用的原始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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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演示创建

4.1什么是演示创建？

演示创建是我们的主要功能之一，它允许您模拟几乎任何您可以

想象的游戏，通过创建 2D 动画文件，可以在 3D 中播放。

4.2基础

演示创建分为 3 个主要模式。当您点击“创建新文件”，选择“动

画”，然后触摸播放表面开始创建您的练习时，下面的栏就会出现。

创建动画练习时，需要了解每个模式的用途。您可以随时在这三种模

式之间切换。别忘了看右上方的帮助文本框。它总是向您显示所选模

式的有价值的提示。

1对象模式：

“物件”是将所有对象放置在场景所需的播放屏幕上。您可以移

动周围的物体和球员，如果您想改变他们的初始位置。当编辑一个动

画演练后，保存以后，球门、冰球和障碍物仍然可以移动，一旦一个

球员参与了某种冰球活动，您就不能再移动它的起始位置了，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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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之前，确保您对您的动画演练满意。在进入“行动”模式之

前，确保所有球员都处于正确的位置并朝向正确的方向。您可以给您

所有的球员编号，给他们用数字或字母如“RD”，“LW”等来表示他

们的位置。向右滚选择器可显示数字，向左滚动可显示字母。

2行动模式：

“行动模式”可以您在“物件”模式下设置球员和冰球的动画。

当制作一个动画时，您需要一步一步地思考冰上发生了什么，并在一

小步中创建动作。有关创建动画练习的详细说明，请参阅附录。

3播放模式：

4.3计时栏

在操作模式下，您可以在屏幕底部看到计时条，它允许您操作所

有事件的计时。在冰面上选择一个球员，他们的计时条会出现在下面。

它们的计时线上的每个计时点都代表了在比赛场地上发生的一个动

作。您可以通过单击时间点来操作，然后将其向右或向左滑动以更改

事件的计时。但不能移动黑色冰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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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播放动画

要播放动画，您需要切换到播放模式（参见第 4.2章第 3步播放）。

使用底部的栏播放动画。您可以按住红点并将其拖动到时间线上的任

何点，以将动画移动到您希望的精确时刻。要使具有录制音频曲目的

文件静音，请单击“扬声器”图标。

4.5 视角切换

选择二维透视、三维透视等，你便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看这场视

觉动画。

1.二维透视：一个自上而下的 2D 透视图，将玩家和障碍物显示为图

标。动画演示时，它始终处于活动状态。这是默认设置。

2.三维透视：如果需要看台上的 3D 透视图。可以通过在屏幕上拖动

光标或手指（向左或向右移动视点）或滚动（放大或缩小）来进行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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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视角：如果要从运动员的第一人称视角观看动画，请选择“第

一”键，然后选择冰面上的玩家。向左或向右滚动，可以改变球员视

线。

4.第三视角：同一个玩家，你可以选择“第三”键从第一人称视角切

换到第三人称视角。如果你处在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视角，你必须选

择冰面上的一个球员，进入他的第三人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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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播放功能的实际操作，请在我们的网站上观看视频教程 3。

在战术视图中，您还可以通过聚焦于冰面的特定区域来选择更近

距离的演示视图。为此，请使用主屏幕左上角的十字准线键。

随后将出现以下弹窗，让您在播放时能够切换视角：

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果您想观察某个特定区域的情况，先选定

这个特定区域，便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球员。当向新队员介绍战术讨

论训练时，这个功能非常有用。在此模式下能同时看到一个或两个区

域，但不能展示出冰面上的其他区域活动。此模式下只能在 2D 模式

下运行。要返回到全景曲面视图，请单击左侧的“全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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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添加音频

当您打开“播放模式”时，您还可以将音频轨迹添加到动画中。

只需点击屏幕左下角的“麦克风开启”图标。便可激活红色的“录制”

键。再点击红色的“录制”键，文件将播放，您就可以录制音频。您

可以通过同样的程序来录制以前的音频。

4.7.保存动画

选择右上角的图标退出 。此时，您可以编辑文本框和标记。

要保存完整的文件，必须单击屏幕右下角的保存键。 只有在单

击这两个关键的键后才会保存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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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退出键后，您可以选择预览图片的路径长度，图片将出现在

文件和您的练习 pdf 上。将滑块手柄拖动到您希望预览图片描绘的时

间。我们建议 8-10 秒，但您可以更改某些训练的时间，以显示更多

或更少的动作。

提示：退出时，无法使用“取消”键撤消流程的最后步骤。但你可以

重新编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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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文件

如需查看文件，您需要在文件浏览列表中找到它（见第 3.1章）。

5.1预览文件详细信息

单击列表中的文件，选中该文件，再打开“详细信息”视图。从

中，您可以看到创建文件时添加的所有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5章）。

如果该文件是动画文件，则将看到场景的自顶向下视图。如果是图片

文件，将显示一幅图片。如果是视频文件，您将看到为视频选择的预

览图片。观看动画，请单击播放页面。

5.2编辑现有文件

如果您想编辑在“详细信息”视图中看到的文件中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选择“编辑”键 ；这样您就进入编辑视图页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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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后，您可以编辑所有文件的标题和文本：动画、照片和视频。如

果要编辑动画文件，请单击播放页面打开“物件”、“行动”和“播放”

等栏。从此页面，您可以继续正常编辑动画，就像您正在完成构建文

件一样。

在“物件”模式下，您可以添加新对象或删除现有对象。如果尚

未与其他玩家进行冰球动作，则可以将其完全删除。要编辑球员的时

间线以编辑他们的滑行、传球和射门，您必须进入“行动”模式并按

比例放大要编辑的球员，然后下拉到其时间线。在这里，您可以开始

编辑播放器的动作，从其时间线上的最后一个时间点开始倒退。单击

“删除”一次消除一个时间点，直到到达要编辑的点。

然后，您可以再次开始构建操作。请注意，可以用这种方式删除

冰球动作，但是如果冰球动作像传球动作一样连接到另一个玩家，那

么您可能还必须编辑另一个玩家。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还必须向后

编辑其他播放器，直到达到该连接的冰球动作为止。通过单击时序线

上的时序点并将其向左或向右滑动，可以随时调整白色时序点。现在，

当您保存编辑时，首先单击屏幕右上方的“保存”图标，调整工程图

图像，接着，您可以在屏幕左下方单击“保存”或“取消”。单击“保

存”可以保存编辑。当您单击“取消”时，它将在开始编辑之前将动

画文件恢复为原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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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播放文件

如果您希望在“详细信息视图”中播放文件，则需要单击大框右

上角的文件预览图片/冰面。这将加载动画或图片/视频。

如果该文件是一个动画，则动画演示将以 2D 模式开始播放（参见第

4.2章），您将能观看动画场景。对于图片文件，图片将以全屏视图打

开。视频文件将打开 HCV自己的视频播放器。

5.4复制文件

要复制一个文件，只需单击复制键，就能创建与所选文件相同的

副本，其名称中包含“复制”字样。在执行一系列具有不同选项的演

练时，这非常有用。您可以创建基本设置，将其复制然后在副本上进

行操作，然后将原始文件另存为模板。再比如说，绘制一个针对对手

的快速进攻图，通过复制创建一个模板，然后使用副本绘制各种防御

战术，您可以使用这些策略来对付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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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删除文件

要删除文件，可以选择“删除”键。无法删除从演示文库（见第

9章）购买的文件。但是如果您不想在列表中看到它们，可以适当地

使用资源包、级别和标签（参见第 3.3章）来过滤和显示您希望看到

的文件。

5.6 分享文件

HCV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共享文件。您可以与拥有 HCV

Coach或 Player版本的任何人共享文件和包。接收者只需要是注册用

户。您可以在一个打包共享任意文件。不过，您只能共享已创建或导

入的单个文件。如需共享一个演示文件，必须单击共享“发送”键。

共享选项将弹出，您可以从以下三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来共享文件：

1球队：与团队共享将自动将文件发送给您已经在花名册部分创建的

团队（见第 8.5章）。



25

2球员：你可以从你的花名册中选择现有的球员并与他们分享。

（确保你从花名册中创建的球员的电子邮件地址是有效的）

3.其他：使用任何电子邮件地址与共享文件。

在下一步中，您将必须选择收件人。从列表中选择收件人，如果

您在上一步中选择了“其他”，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在最后一步，你可以写一条短信。此邮件将帮助您的收件人识别

该文件并添加有关它的更多想法。点击发送按钮共享你的文件。

按下“发送”按钮后，您将看到共享是否成功。请记住，接收者

都必须是 HCV 的注册用户。如果他们没有注册，他们将收到一封电

子邮件，邀请他们注册免费球员版本或购买教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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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包裹清单列表

6.1什么是包裹清单栏？

包裹清单列表栏是您创建练习包或战术软件包，从购买的软件包

下载文件以及查看已发送给您的软件包的地方。通过单击打开软件包

列表栏。该栏将向上移动，您将看到软件包和组。“资源包”是文件

的文件夹。“分组”是一个文件夹，您可以在其中放置选定的软件包。

6.2.下载演示资源包

HCV为教练和球员都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免费训练样本资源包。要

访问这些资源包，请打开主页面底部的“包裹清单栏”并点击“商店

购买”栏。

在“已购买”栏中，您可以看到您拥有的所有软件包，包括您在演示

商店中购买的软件包（请参阅第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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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创建个人资源包

准备练习或演示动画时，您可能需要将多个文件分组在一起。为

此，您首先需要创建一个资源包，单击下列图标即可创建新的资源包。

给资源包上命名后，可以将文件从文件浏览器列表长按拖放到此

资源包中。为此，请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文件以打开有关详情页面。

一旦选择了一个文件，就可以将其拖到新的文件包中。您可以将

任意多个文件放入一个文件包中。要查看文件包的实际操作，请观看

此处的视频教程。您将在主页的“支持”（support）文件夹中找到“教

程”（Tutorial）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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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编辑资源包详情

打开资源包栏后单击要编辑的资源包。

1名称：在资源包栏中写一个将作为资源包标签的名称。

2描述：详细描述此包（文件组）的内容的文本。

3.关键：用于进一步描述文件包的详细信息的区域。

4信息与统计：单击此处标记的“统计”按钮可以快速查看每个文件

中不同类别，不同分组。

5 PDF 下载：单击它可创建的 PDF 文件包。

6文件预览：列表中选定文件的预览图片。点击它运行文件。

7顺序键：单击箭头键在列表中上下移动文件，即重新排列文件命令。

8删除键：如果要删除列表中选定的文件，请单击此键。

9名册：选择“名册”选项卡，以显示附加到此包的名册。

10 共享：在“删除”键的左边是“发送”键，只要您愿意，点击发

送键，您就能与他人共享整个训练包，包括随附的花名册/阵容。



29

6.5附加阵容

一旦你创建了你的资源练习包，您就可以添加你的阵容。首先必

须在“设置”区域（见第 8.5章）的“名册”文件夹中创建。一旦您

的产品线设置为您想要的方式，请在屏幕底部显示您的资源包。打开

要添加行的包。点击“团队”标志打开该区域的包，并添加您的团队

阵容。

6.6将您的资源包打印为 PDF格式

点击 PDF文件来创建 PDF 文件包。

您有两种不同的 PDF 格式可供选择。

●标准/默认：第一页是带花名册的列表，接下来几页是实践说明页

面和带有解说文件的预览图片。每页将显示 3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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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一个简单的版本，所有内容都在一页上（每页最多 8 张文件

图片），没有对战术的描述，也没有对不同文件的描述。它只是按顺

序显示演习的图片。

6.7共享资源包

点击信封图标或“发送”就可以打开共享功能。您可以与其他人

共享您的文件包，不管是教练版本还是球员版本。请注意，软件包仅

在发送后 2周内可用，并且仅在接收方的“已接收”文件夹中可见。

收到文件包的人必须首先从他们的 HCV 收件箱下载到他们的“接收

文件夹”。

共享文件包的操作与共享文件操作相同（详见第 5.6章）。

6.8分组文件夹

通过创建“分组”文件夹，可以将资源包合集分组到各自的分组

文件夹中。打开包裹清单列表后，选择“分组”键。创建后，选择要

打开的文件夹并将选定的资源包合集添加到分组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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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门户系统

有了门户系统，俱乐部和更大的组织可以拥有自己的服务器，在

成员之间分发大文件夹的文件，然后使用这些文件夹创建资源战术包

计划，与教练和球员共享。选定的教练和管理员可以将文件上载到门

户网站的中心库，然后管理员可以在其中创建动画、视频和照片，然

后门户网站的选定成员可以访问这些文件。门户图标是包裹清单列表

栏左侧的第三个图标。通过单击门户图标，您现在可以访问组织库中

的文件包。然后，门户网站的成员可以将这些文件夹中的文件直接下

载到他们的动画、照片和视频文件夹中。有关门户网站功能和定价的

详细信息，请联系：mailto:info@hockeycoachvision.com

mailto:info@hockeycoach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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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的备份云系统

7.1 什么是备份云系统

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访问一个硬盘，你在电脑上创建演示动画，点

击保存，然后同步到云端，再次打开电脑的 HCV 应用程序，将它更

新到云端，您就能找到创建的动画。这样，您账号各种数据就安全了，

不用担心您已创建的文件丢失。。将当前设备上的文件同步到云系统，

然后注销。只需在您的新设备上安装 HCV 教练版，用您的账号登陆

进去，您就可以从我们的云端系统中更新提取所有文件。如果您有很

多文件，则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更新过程。建议经常同步

您的文件，以加快同步过程，在云端也能够对文件起到保护作用。

7.2 定位同步更改键

您可以在 app 设置页面找到“同步更改”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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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教练员中心（教练/团队设置）

8.1什么是教练员中心？

“教练员中心”在应用程序的设置区域，您可以在其中管理所有用

户设置。就可以为您的球队创建球员档案，名册和阵容。要打开“教

练员中心”，请在主导航中选择下列图标。

8.2个人设置

在“教练员中心”，您可以在左侧 3 个设置菜单之间切换。第一

个是个人设置，它是一个人型标志。

在此页面您可以管理所有个人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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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设置选项中，您可以自定义名称和 LOGO标。它们都将

显示在您使用 HCV 创建的 PDF 文件上。每次创建 HCV 文件时，它都

会将您的名字保存为它的作者。即使与其他指导者共享文件并且他们

修改了该文件，原始作者的名称也将保持不变。要添加自己的徽标，

只需按下 HCV 徽标并按住即可。然后，系统将提示您从照片文件中

选择一张照片进行替换。您还可以选择将徽标放置在中心冰上。照片

必须为.jpg或.png 格式。

8.2.1 徽标（Logo）

您可以随时通过单击“上传新图标”来更改默认徽标。然后，您

可以在文件中搜索.png 或.jpg 图片，以替换默认的 HCV徽标。请注意，

两个选项均以小写字母书写。关于如何使用徽标，您有几种选择。如

果选择“在溜冰场上使用徽标”，则徽标将在播放过程中出现在中心

冰块上，并出现在保存的演示图片以及 PDF 上。

8.2.2 语言选择

HCV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单击“英语”右边的箭头，然后向下

滚动到您想要的语言。

8.2.3 轮滑冰球场地选项

要创建文件并在“轮滑冰球”场地标准下播放文件，请在“设置”区

域的屏幕左下方选择“轮滑冰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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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更改密码

在用户设置菜单中，您可以修改密码。单击“更新密码”按钮以

编辑密码。系统将要求您输入当前密码，然后必须两次输入新密码。

保存更改后，您将收到一条消息，显示您的密码已更改。您必须在线

才能更改密码。

8.4设备切换

如果您希望登录到使用相同操作系统的其他设备，则首先需要注

销原始设备。要注销当前的 HCV应用，请选择设置页面右下角的“注

销”键。您可以同时在多个设备上操作 HCV 应用程序，但它们必须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比如：如果我登录到 iPad，也可以登录到 PC。

我不能同时登录 2 个 iPad。如果要登录第二台 iPad，必须注销第一台

iPad。

8.5组建团队

选择左侧的“名册”图标，以打开菜单来组建团队。



37

您需要选择一个团队才能在列表中查看其球员。要创建新团队，

请选择概述窗口顶部的“ +”按钮。

对于您添加到名册中的每个队员，您可以单击“发送邀请”键，

通过电子邮件向队员发送通知，以获取 HCV–Player或 Coach应用。

用户安装了 Player或 Coach 应用后，您会在版本栏中看到其版本

标记为“ Coach”或“ Player”。然后，您可以与他们共享文件和软

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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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添加/编辑球员

选择要处理的团队后，选择右上右侧的“创建新球员”键，以打开窗

体以创建新球员。

请将球员添加到特定团队，否则他们的文件将进入一般名册，您

将在列表底部找到它。您可以将同一队员添加到多个团队。我们建议

您为您的队员创建一个团队名单，为教练和家长创建单独的团队名

单。然后，在共享文件和包时，您可以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使用“团队”选择将球员添加到任何现有团队。请注意，您的球

员可以添加到多个团队。电子邮箱对于共享功能非常重要（请参阅第

5.6 章和第 6.7 章）。输入球员的所有详细信息后，按下保存按钮以

保存您的信息。您始终可以通过在花名册列表中选择球员来编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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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编辑阵容

要编辑您的阵容，您需要通过选择图标切换到“排队”模式。

您需要有一个团队与多名队员，用以创建站位阵型。单击其中一

个冰场图以显示团队名册。

要编辑一组球员，请选择其中一个播放表面。这将打开一个菜单，

显示该队的所有球员，并有可能拖放到游戏表面的某些位置。

您可以给该阵容命名，也可以给它一种颜色。您在此处创建阵容

可用于钻取创建器，以自动将阵容插入到播放表面上。您可以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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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播放器拖放到要替换的球员上来替换球员。按 "保存和返回"键以

保存您的阵容。

8.6 同步更改

要备份所有文件，请通过将所有更改和添加内容“同步”到我们

的云系统来同步它们。您必须在线同步更改。进入应用程序的"设置"

区域，然后单击"同步更改"。文件完成同步后，将收到同步成功的通

知。第一次同步文件时，如果有大量的文件，则可能需要多次同步文

件。如果您在多台设备上，请将主设备同步到云端，打开辅助设备，

然后进入“设置”区域。单击“同步更改”时，来自主设备的更改现

在将下载到辅助设备，以便两个设备现在完全相同。对于新设备，请

下载 HCV Coach 应用，登录并同步文件。

8.7 将名册和阵容打印

打开“名册”文件夹中的“列表”菜单，然后选择"创建 PDF"键，

以导出包含所有已创建阵容的 PDF 文件。该 PDF 上将显示该 PDF

中所有列表中的球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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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接收共享项目

如果文件已与您共享，您将收到电子邮件通知。您还将看到收件

箱图标上出现一个蓝点。

点击“收件箱”，你将看到包含已共享的所有项目的列表。

从列表中选择要导入项的项。如果是动画/图片/视频文件，它将

显示在文件浏览器的主列表中（请参阅第 3 章）。如果项目是包，则

从 HCV “收件箱”下载后，它将位于“收到”文件夹中的资源包列

表栏中。请注意：您收到的共享文件必须在两周内下载，否则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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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演示存储

9.1 什么是演示商店？

HCV 是创建冰球和轮滑冰球特定内容的平台。我们有专业的轮

滑冰球和冰球教练在上面创建演示动画，所以您可以选择创建自己的

演示，以及从我们的商店购买专业创建的演示。商店包含同步更新的

数据资源库，其中包含专业设计的轮滑冰球演示动画和战术数据库，

适合各种年龄和级别，可用于您自己的练习。

9.2 浏览项目

选择右上角的购物车图标以切换到训练演示商店。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商店中资源包“Starter package”和“demo plays”

这两个是免费的，但您会看到他们作为购买的资源包在您的包裹清单

栏（见第 6.1 章）。在“商店购买”文件夹中，可能还会不定时有一

些其他免费资源包供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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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购买套餐

只需到我们网站商店 www.hockeycoachvision.com购买资源。如

果您拥有 Coach 版本的 HCV，您只能从训练演示商店购买包。这是

一次购买。然后，购买的包裹将永久附加到您的帐户。购买后，您将

在“包裹清单”栏上的“商店购买”中找到它。单击资源包图标将文

件下载到主页上的动画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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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CV 日历

每个优秀的轮滑冰球教练都需要有一个计划。创建训练演示数据

包（参见第 6.3 章）的能力为您提供了每天可以使用的规划工具。

如果您想提前计划下周、每月甚至整个赛季，您可以使用日历来放置

每个练习或比赛日日程的套餐。您总是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您的计划，

如果事情改变， 但每周和每月规划可帮助您全面查看团队在哪里以

及团队的发展。日历键位于主页的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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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支持

11.1 通讯

我们致力于 HCV 的发展，我们从教练员的所有反馈中改善它。

如果你想在 HCV 的新版本推出时收到通知，请在我们的网站主页上

订阅我们的通知。

11.2 视频教程

我们网站上的视频教程在这里 ，因为它们是短的，易于理解。

我们会不断更新新的视频教程。您还可以通过进入主页上的"支持文

件夹”(Support folder)来访问教程：www.hockeycoachvision.com

11.3 常见问题解答

1. HCV 在哪些平台上可用？

要检查哪些平台可用，您始终可以在此处查看我们网站上的功能

网站，或关注我们的时事通知。HCV 教练员软件可在所有主要平台

上使用。

2. 我是否会获得未来将提供的所有功能？

是的。正在开发的所有功能都将在更新中发布。通过订阅 Coach

版本，您将获得所有更新。您将需要定期更新应用才能使用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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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我在文件列表中看不到我的训练演示？

因为您很可能选中了某些标签或级别。如果您自建的演示尚未添

加此标签或级别，那么它不会显示在列表中。

4. 计时栏上的一些计时事件显示灰色，为什么？

这些计时通常是轮滑冰球操作，对多个对象有影响，因此无法移

动。在通过球或射门之前，您需要确保球员的时间是正确的。

5. 我无法登录，上面写着 “帐户用于其他设备”？

如果您有您的 HCV 帐户在另一台设备上运行，则需要先注销该

帐 户 。 如 果 您 无 法 注 销 ， 因 为 无 法 联 系 到 您 ， 请 通 过

info@hockeycoachvision.com写信给我们，我们将在 2 天内手动注销

您的设备。

6. 我需要删除旧版本的 HCV 才能更新到最新版本吗？

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删除应用程序。只需在现有版本上

下载新版本即可。

7. 如何将现有文件放到新设备上？

您必须首先将第一台设备上的文件同步到我们的云端系统。然后

注销第一台设备并登录到其他设备。然后，您可以登录并单击"同步

文件"键，将它们下载到新设备上。

11.4 请联系我们

我们始终对您的反馈感兴趣，因此请不要犹豫，请通过以下方式

联系我们：info@hockeycoach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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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更新您的 HCV应用程序

如果有新版本的 HCV 发布，您的应用商店、Google 或应用本身

将通知您。要了解您是否拥有最新版本，请查看位于右上角的教练员

中心（参见第 8 章）中的版本号。

比较您的 HCV-Coach或您的 HCV-Player应用程序的版本号，与相

应的版本号在我们的网站上下载。

注意：如果您只想更新应用程序，请不要将其删除。删除应用将

导致所有本地 HCV 文件丢失。

如果我们网站上显示的 HCV-Coach 或 HCV-Player 应用程序的

版本号高于相应 HCV 应用的"设置"菜单中的版本号，您应该更新您

的 HCV 应用。为此，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每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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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ad：打开 iPad 上的应用商店，然后选择右下角的"更新"(Update)。

如果您的设备有"更新"( Update)可用，它将在更新列表中。选择"更新

"(Update)以开始更新应用。

2. Windows：转到我们网站上的下载部分 .下载 Windows 的

HCV-Coach 或 HCV-Player 文件。运行安装文件然后安装 HCV。将覆

盖所有 HCV 程序文件，但您在此设备上创建的所有本地 HCV 文件将

保留。

3. Mac：转到我们网站上的下载部分，下载 Mac （OSX） 的

HCV-Coach 或 HCV-Player 的 .dmg 文件。运行 .dmg 文件然后安装

HCV。将覆盖您的 HCV应用程序文件，但您在此设备上创建的所有本

地 HCV文件将保留。

注意："下载"( Download)位于我们网站主页上的"支持"( Support)文件

夹中 ：www.hockeycoachvision.com

11.6 删除应用程序

删除应用时，您将丢失所有本地内容。与 HCV 备份云同步的文

件（请参阅第 7 章）不会被删除。通过在另一台设备上安装 HCV，

您将能够恢复已同步到 HCV 备份云的所有文件。

1. iPad：要删除 iOS 设备上的应用程序，请点击并按住 HCV 图标，

直到它开始摇动。选择图标旁边的"x"键以将其删除。

2. Windows：如果您希望正确卸载 Windows HCV 程序，则需要从"

控制面板"上卸载它。为此，请选择"开始/控制面板"并搜索"程序功能

http://www.hockeycoach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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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卸载程序部分，选择您列表中的 HCV，并双击它。

3. Mac：找到您的 HCV应用程序（最有可能在您的应用程序文件夹中

的 mac），并拖动到垃圾桶。一旦您清空，您的 HCV应用程序和它的

所有文件将从您的Mac中删除。

11.7 订阅未续订

您的订阅会自动续订，除非主动取消，否则将续订。在您购买

HCV 教练年费的日期，您收到了一封由 mailer@fastspring.com。打开

此电子邮件并选择您的订单信息中的链接。在下面的页面上，您可以

取消订阅。如果您在自动续订日期前 10 天没有取消订阅，您将收到

来自 mailer@fastspring 的提醒电子邮件，提示您的订阅将续订，该

电子邮件还将包含编辑或取消订阅的链接，或者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们：info@hockeycoachvision.com以手动取消订阅。

取消订阅后，您将能够使用 HCV 应用，直到会员到期的最后一

天。如果您使用同步更改功能成功地将文件同步到 HCV 云端，则您

的文件将存储在我们的服务器上，如果您决定在以后再次购买年费，

则这些文件可供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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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录

演示创作：分步说明

单击主页上的"创建新文件"时，将显示三个图标。单击"动画"

图标，将打开一个新文件。单击冰面以打开演示创作。

注意：我们建议您在第一次打开演示创作之前查看"Tutorial 文件夹

"(Tutorial folder)文件夹中的一些教程。您可以在主页上的"支持文件夹

"(Support folder)中找到此文件夹：www.hockeycoachvision.com

12.1 物件

在您创建新的演示时，首先是把所有将要用到的物体放在冰面上

（球员、球、球门、障碍物）

球员： 默认情况下，当您第一次触摸冰面时，将放置一个红色

1号左手向前，该位置将放置在您拖动到屏幕的位置，他将面向屏幕

右侧。要改变位置\数字\字母\颜色\球杆选择或球员在冰上的位置，

请点击球员，他会"点亮"。当球员被点亮时，您可以在“物件”栏上

选择的不同选项，修改你想要的球员状态。要将球员数字改为字母来

表示球员的位置，如"LW"或"RD"，请点击截图中的 1，改成数字点击

2。

要改变他面对的方向，请单击球员外部的转轮，向左或

http://www.hockeycoach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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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转，直到您满意他朝的方向。您还可以在屏幕上拖动播放器，将他

放在您喜欢的任何地方。要删掉此球员，请单击该球员，该球员上将

显示一个"x"。单击"x"可删掉此球员。

球： 通过触摸“物件”栏上的“冰球”键来选择“冰球”。

现在，当选择“冰球”时，您可以点击冰面，将球放在冰上任何

您想的地方。我们建议将球放在球员附近，但不要太近，因为如果您

鼠标点击位置离他太近，球员会亮起来，无法操作。最好把您想靠近

球员的球数量放在附近，点击球让它亮起来，然后把它紧紧地拖到球

员或球员那里。您可以一次放置一个球，也可以选择“许多”将一堆

球放在冰场表面。

球门： 您可以通过单击现有球门来移动或者旋转，或者单击

“物件”栏中的“球门”来添加。有两种类型的球门可用：标准和微

小。点击屏幕到您想放置目标的位置，长按球门以点亮放大球门，然

后通过在屏幕上拖动球门，将目标放在您希望的位置。您还可以旋转

球门的朝向。小球门具有与标准球门相同的属性。

其他：要将其他物品放在冰面上，请在“物件”栏上选择“其他”，

然后点击要放置的对象（锥形筒、冰球杆、分隔线、轮胎），如果您

靠近已经放在冰面上的球员，请把物体离他远点，然后把它拖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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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的放置方式和距离，请按“播放”并进入“三维透视”模式，

查看在 3D 中它们的外观。如果要旋转对象，只需单击它，然后按您

希望以任何方式旋转它。除轮胎不能旋转，其他可以。

一旦所有球员、球门、障碍物等准备好，开始演习，您准备下一步：

"行动"。

12.2 行动

要开始动画设置，请单击"行动"键打开操作栏，然后单击第一个

要开始演示的球员。他的时间线将在屏幕底部打开。默认情况下，球

员将在 0：00 秒开始您的操作。如果您想延迟开始该操作，请单击

播放器时间线上的初始计时点，然后向右滑动。您将看到球员第一个

动作的初始时间增加，您向右侧滑动它的时间。

12.2.1 拦截

当您点击一个球员，让他足够接近球，他周围的红色环覆盖球，

您会看到“拦截”键在动作栏上点亮。如果他不够近，并拖他足够接

近您选择的球，键将亮起来。按“拦截”键，球员现在是带球的人。

一旦您拦截了球，“传球”“射门”“抛球”动作键将亮起可以操作。

12.2.2 传球

当您想传球时，点击持球的队员，顶部操作栏中点击“传球”。

然后，点击您想让接球的队员，这一传球只能是直线间传球。当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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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接球位置的时候，屏幕右上方会出现红色字母向您解释您必须调

整的最后球员接球的位置。调整到建议的最后接球时间点后重试。当

您有两名球员一起交替传球时，接球的球员每次应该稍微在传球者的

前面一些以便更平稳顺畅地传球。在图表上的灰色计时点表示当另外

一名球员运动时其他的球员都是在随时准备着。从静止位置传球给移

动球员要用到“定时”功能（后面会对此进行解释）。要从栏板边传

一个迂回球或者传球到某个地方，您可以使用“转储”功能。为了了

解一些传球技巧，您可以在这里（www.hockeycoachvision.com）观看

我们的视频教程。

12.2.3 传球的灰色计时点

在 P2 后面的灰色计时点表示 P2 是在 P1 能传球的精确位置。在

这个时候传球会使球和 P2 在同一时间到达接球点。当计时正确时，

P2在传球时不会改变速度可以继续滑行。

12.2.3 射门

一个球员在有球的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射门。点击带球者然后点击

“射门”。然后点击您想让球员射门的球门。您可以通过点击在计时

线上的射门计时点来选择射门方式。您也可以选择大力击射、拉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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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手射门。让球员在射门前处于正确的位置，正确的速度很重要，因

为您之后不能调整射门时间。为了创造没能进球的动作，或者是守门

员扑球动作，又或者是击中门柱，您可以使用“射门”键来重新使球

作出真实的方式。

12.2.4 抛球

这个功能是用来创造一种带球者迂回向冰面其他地方滑行或者

向其他的队员方向滑行的情形。点击带球人然后选择“抛球”把球放

在冰面上的初始位置，也就是您想放置的球的起点位置。这就会在冰

面上创造出一个“X”，如果您点击这个“X”，球就会在这个位置上完

成操作。如果您想在栏板边传一个迂回的球，或者是把球放在栏板边，

您需要保持接触冰面使球沿着您希望的路径移动“X”直到把球移动

到您想要的地方，然后点击“X”使球固定在这个末端位置。您也可

以用“抛球”键来进行留球动作或者是区域间传球。

12.2.5 滑行

一旦您激活球员，只需长按所选定的球员身上，然后在您的屏幕

上画出您想让球员滑行的路线。如果滑行的球员没有球，您会看见一

条直线，如果滑行的球员有球，您就会看到一条曲线。默认情况下，

球员会以 20km/h 的速度向前滑行。您可以通过点击他的计时线上的

最后计时点并滑到右边来降低他的滑行速度以让球员有更多的时间

到达他的位置，或者您可以滑到左边来使他加速来减少在冰面上到达

同一位置的总时间。您也可以选择降低球员的默认速度为 10km/h 或

14km/h，或者在物件栏上选择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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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青少年练习以及小区域的练活动和技能练习选择较低的速度。

要做转向倒滑的话，在“行动”栏点击“回头”键。再次说明，您

可以通过向左或向右滑动计时线上的最后计时点来调整球员的滑

行速度。如果您想让球员倒滑起步，确保他面对的是您把他在冰面

放置的正确的开始位置。然后您只需在您画出球员后滑路线开始前

点击“回头”按钮。为了使球员向左或向右转向，在画球员滑行路

线时轻微的移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在您改变方向后，也会导致

球员根据您选择的滑行方向的改变。前滑转后滑或者后滑转前滑会

在球员的时间线上创造一个转向时间点。您可以通过点击这个转向

时间点来调整球员向左或向右转向，还可以选择您希望球员转向的

方向。

12.2.6 计时键

想在在 HCV 上进行熟练的创建动画模拟，您需要掌握如何以及

何时使用“计时”键，知道如何在屏幕上的球员的滑行线上创造一个

计时点，包括在这个时间线上的每一个球员。下面有一些在什么地方

以及什么时候使用“计时”键来创造时间点的例子：

滑行时改变速度：

当您画球员滑行路线时，球员会默认以 20km/h 的速度滑行。当您想

让球员提速或减速时，您可以点击“计时”键，这就会在您可以调整

球员速度的时间线上创造一个时间点。球员在滑行时，通过放置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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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时间点，您可以使球员在一次滑行过程中多次改变他的滑行速

度。

停止和开始：

当您想让球员在某个地方停止并等待一段的时间时，画出您想让他滑

到的终点位置，当您想让他准时到达时，可以调整他的速度，然后双

击“计时”键以在球员的时间线上放置两个计时点。点击最后一个计

时点并向右拖动。随着您沿着计时线拖动，您将会看到计时点所消耗

的时间。这就在球员停止的时间和您想让他再次运动或者做其他动作

（比如传球或射门）的时间之间创造了一个时间间隔。比方说，如果

您向右滑动最后一个计时点使在计时线上延迟了一秒，那么您选择的

下一个动作就会在他当前位置停止一秒后开始。

让球员在一并排线上移动：

如果一行有 3 个球员（P1,P2 和 P3）。开始训练时，第一个球员从队

伍中出发，然后您要把另外两名球员移上去替换他的位置，点击 P2

的时间线，在屏幕底部会显示他的时间线。接下来，点击他的初始计

时点，并向右滑动。当您向右滑动时，您将恰好看到当 P1 从队伍中

出发的时候。当您对 P2 的开始时间点满意的时候，松开计时点，将

其固定在他时间线上的预期的开始时间，然后向上移动 P2 到线的顶

端。为了创造一个平稳的、逼真的滑行动作，您可以点击 P2 的最后

一个计时点，并向右稍微滑动，使其减慢滑行速度至 6-10km/h，而

不是默认的 20km/h...除非您的球员喜欢在排队的时候冲刺。对 P3 重

复同样的过程。现在，为了使 P2 在正确的时间开始练习，他必须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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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等候几秒钟，直到轮到他出发。

要创建等待时间，点击 P2 打开他的时间线，双击“计时”键来创建

两个计时点，然后将最后一个计时点向右滑来固定 P2 下一个动作的

起始点。无论何时，球员在等待或者在一个静止的位置持球时，您都

必须在他的时间线上创建一个时间间隔来确保他准时开始下一个动

作。对 P3 重复相同的过程，在他的时间线上创造两个时间点，然后

调整，以取得顺利的进展。记住在增加下两个时间点之前每次移动时

都要将其速度降下来。您也可以使用默认的速度设置来创建相同的效

果通过设置所有球员的默认速度为 10km/h，然后当他们开始训练时

调到全速。

传球：如果您想一次把球传给一个静止的或者移动的球员，您不需要

用任何计时点。当一个移动球员传球给一个静止球员时，并且只进行

一次传球，记住要提前使这个移动的球员沿着这个点，也就是他在不

改变速度或停止的情况下能接到球的点。在这种情况下：当球员传球

并且要求在传球之前要持球，您必须使用计时点使传球的人能及时传

球。首先，放置您想让他在哪里接球的球员，然后在传球者的计时线

上创建两个计时点，然后向右滑动最后一个计时点创造一个间隙时

间。当您向右滑动计时点时，您可以恰好看到这个滑行的球员正在他

的滑行路线上的位置。就像真正的传球一样使这个球员在他到达接球

点之前把球传给他。通过练习，您将能够准确地在正确的时间传球，

因此接球的人不用加速，减速或停止来接球。如果在传球后您发现球

员不得不减速来接球的话，点击“撤销”按钮撤销上一步操作，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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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能够接球为止。现在，点击接球的球员，沿着他的滑行线进一步

移动。再次传球给他，如果计时完美的话，这次传球他就不用减速那

么多或者根本不用减速。这个功能在球员滑行速度以默认的 20km/h、

14km/h 或 10km/h 时效果最佳。在一些小区域练习中，您可以减慢球

员的滑行速度通过降低默认速度。这需要更多的操作，但是这样就更

容易使球员们在较低的速度下相互传球了。在球员滑行线上的灰色阴

影计时点对于完美的传球非常有用。当传球给移动中的球员时，当灰

色计时点大约在接球者后面 2米 6 英尺时传球。灰色的计时点代表着

接球者所在的时刻传球成功了。这就能够时球和球员能在相同的时间

正好到达接球点。您应该注意到在传球时间正确的情况下，接球者的

速度是没有改变的。

停止和更正：在一些传球情况下，当您发现球员实际上是停下来接球，

您可以去看一下接球者的计时线，您会看到这个程序在他接到球之前

就已经在计时线右边创建了一个计时点。点击这个计时点，并滑向右

边的深色计时点，也就是球员接球的点。这就会使他的滑行速度慢下

来，直到他接到球，但是当他接到球时，球员的滑行会看上去更加平

稳顺畅。接到球后，球员会继续加速到 20km/h。

12.2.7 计时标签

要在不进入“播放”模式的情况下检查您的操作，您可以沿着时

间线向左或向右滑动“计时标签”来获知您的描绘的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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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撤销键

我们建议您在建立训练内容时经常检查以确保它的更新。经常

做一些小的调整确保一切都按照您想要的方式进行。这通常只需调整

球员时间线上的时间点就能完成。有时，我们不得不撤销几步操作来

更正问题。通过点击“撤销”键，您可以撤回 15 步操作，然后再开

始。这就是为什么检查您的训练那么重要的原因。一旦您通过点击屏

幕右上方的圆盘保存动画，您仍然可以退回去继续做您的演示动画，

但是“撤销”键将从这个新的点开始。您仍然可以编辑它（见 5.2章

节的文件编辑）通过删除一个个在球员时间线上的最后的计时点。

12.4播放键

确保一切顺利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点击“播放”键进行

动画演示。这就需要将 HCV 进入播放模式。点击屏幕左下角的“播

放”箭头进行训练动画演示。您可以来回滑动在底部时间线上的红点

来具体地看清演示是如何工作的。需要在演示上继续操作的话，只需

再次点击“行动”键进行调整，然后继续创造训练动画演示。在播放

模式下，所有的查看选项都是可用的。当您创造训练动画时没有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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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式到“播放”模式，您可以用“T”计时标签来回滑动来向您

展示训练到目前的运行情况。这节省了您来回切换查看您的训练动画

演示的时间。

12.4.1 添加音频

当您创建一个新的动画文件或编辑现存的文件时，当您进入播放

模式，您可以给您的动画添加音频。点击“麦克风”键来开启您的麦

克风。然后点击屏幕左下方的红色图标开始文件播放和录制音频。一

旦您在动画演示文件上录制了音频，您将会看到一个“话筒”的图标。

您可以通过点击“话筒”图标来关闭在播放期间的音频。

操作方法：如果您想在演示开始之前有一个延迟用来解释在动作开始

之前的一些事情，把所有球员的开始时间点提前 5到 10 秒用来给您

5 到 10 秒的时间进入演示状态。如果您想在演示结束前延长音频，

只需给球员或者教练添加一个单个的时间点，并把它提前到新的预计

结束时间之前的右边。这就给了您在结束之前额外的时间来完成您的

讲解。

12.5 保存并退出制定演示键

当您处于“操作”模式时，“保存”键位于屏幕的右上角。一旦

您完成了创建动画演示文件的绘制部分，点击“保存动画”键进行下

一步。注意！在这时候您的训练演示还没有保存。接下来，您可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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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和概述本次训练演示的要点或通过点击您想在写的地方来播放，这

时，输入栏就会出现了。当您对文本满意的时候，点击“完成”键然

后您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您也可以把训练演示的“标签”或者“标

准”进行存档。一切都如您所愿后，点击屏幕右下角的“保存”键。

一旦您点击“保存”键后，您的文档就会被保存。记住，您的文件直

到第二次点击保存键才会被保存。如果您正在创作一个长的、更复杂

的演示动画，您需要在多个会话框中完成，每一次操作完成后都要保

存，这样您就能够继续创作您的演示动画通过点击“编辑”键，点击

冰面就能够回到“行动”模式了。确保您在保存演示动画和退出 HCV

之前给您的演示动画添加标题。如果您在名字之前添加了几个空格，

它将作为您动画列表中第一个演示的动画，使它更容易找到以便在您

下一次会话中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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