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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房价和房量的益处

最多可提前16个月添加

住宿房价与房量，提升

贵住宿在搜索结果中的

曝光度，吸引早鸟客人

减少日常运营繁琐，专注

于发展业务

迎合不同类型的客人，吸

引各类预订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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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前往酒店后台。

点击页面顶部的“房价与空

房情况”版块，然后点击

“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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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和空房情况

https://admin.booking.com/?aid=1190473&page=/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availability_calendar.html&utm_source=phc_pdf&utm_medium=rates_and_availability_link&utm_campaign=213577765&utm_term=phc&utm_content=en_gb


第1章：更新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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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修改单个房价，把鼠

标悬停在房价上方，点击

出现的方框。

输入新房价，按“回车键”或

点击方框外任意地方。

单个房价更新

点击

如需切换至下一个房价，

请按“TAB”键或使用鼠标

重复相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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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批量更改房价，点击

需要修改的起始日期，然

后拖拽鼠标至结束日期。

批量房价更新（1）

点击并拖拽

在弹窗的白色方框中输入

所选日期范围的房价。

点击“保存”，确认新房价。

填写房价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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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批量修改，还可以：

点击屏幕右侧日期栏下方

的“批量编辑”。

在弹窗中选择需要修改的日

期和星期几。

您可以在此统一修改“可售

空房”、“价格”、“客房状态”

和“限制条件”，或修改其中

一至两项。修改每一部分后，

记得点击“保存修改”。

批量房价更新（2）

可售空房

价格

客房状态

限制条件

第8页



如需查看不同入住人数

的房价，点击日期范围

旁边的筛选条件。

如需编辑不同入住人数

的房价，点击房价计划

下方的“按入住人数编辑

价格”。

按入住人数更新房价

在弹出方框中，选择“推荐”或

“定制”。

您可以设置低于/高于基本入

住人数的价格变化。

点击“保存修改”，确认不同入

住人数的房价设置。开启/关闭

点击进行编辑

点击筛选条件

请注意：如果贵住宿一个或多个房价计划未启用该功能，请联系Booking.com开启。

小贴士：如果贵住宿设置了促销，日期范围旁边将出现“促销”筛选条件，点击即可查看促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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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更新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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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修改单个客房或住宿

单元，把鼠标悬停在客房

上方，点击出现的方框。

输入可售客房或住宿单元

的数量，按“回车键”或点

击方框外任意地方。

单个客房更新

点击

如需切换至下一个房价，

请按“TAB”键或使用鼠标

重复相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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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批量更改可售空房，点

击需要修改的起始日期，然

后拖拽鼠标至结束日期。

批量客房更新（1）

点击并拖拽

在弹窗的白色方框中输入所

选日期范围的可售客房或住

宿单元的数量。

点击“保存”，确认新房量。

填写数值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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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批量修改，还可以：

点击屏幕右侧日期栏下方

的“批量编辑”。

在弹窗中选择需要修改的日

期和星期几。

您可以在此统一修改“可售

空房”、“价格”、“客房状态”

和“限制条件”，或修改其中

一至两项。修改每一部分后，

记得点击“保存修改”。

批量客房更新（2）

批量编辑

可售空房

价格

客房状态

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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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打开和关闭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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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绿色或红色色块打开

或关闭单个客房或住宿单

元。

关闭特定日期的特定客房

或住宿单元，色块会变成

红色。绿色则表示客房处

于“打开”状态，可以接受预

订。

打开或关闭单个日期内的客房

红色 客人不可预订客房

客人可以预订客房

客人可以预订客房，
但有限制条件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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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批量修改，还可以：

点击客房名称下方的“批量

编辑”。

在弹窗中选择需要修改的日

期和星期几。

您可以在此统一修改“可售

空房”、“价格”、“客房状态”

和“限制条件”，或修改其中

一至两项。修改每一部分后，

记得点击“保存修改”。

打开或关闭多个日期内的客房

批量编辑

可售空房

价格

客房状态

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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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闭：

您自行关闭了客房

无库存：

未设置房量或房量为“0”

缺少价格：

未向房价计划添加价格

房价已关闭：

已关闭相应日期的房价计划

售完：

Booking.com上的客房均已售出

多个原因：

上述多项原因导致客人无法预订

为什么住宿不可预订

有时即使客房未关闭，客人也无法预订。可能原因有很多，具体原因将在日历的“客房状态”一栏以红色标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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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打开和关闭房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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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价格”框的上半部分，

打开或关闭单个房价计划。

在弹窗中，选择“打开”或

“关闭”。

点击“保存”，完成修改。

打开或关闭房价计划

红色

白色

客人不可预订房价计划

客人可以预订房价
计划

客人可以预订房
价计划，但有限
制条件

打开/关闭

点击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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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批量打开或关闭房价

计划，点击需要修改的起

始日期，然后拖拽鼠标至

结束日期。

在弹窗中，选择“打开”或

“关闭”。

点击“保存”，完成修改。

打开或关闭多个房价计划

点击并拖拽

打开/关闭

红色

白色

客人不可预订房价计划

客人可以预订房价
计划

客人可以预订房
价计划，但有限
制条件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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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更新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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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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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最多连住夜数或固定入住夜数
您可以设置具体连住夜数供客人预订。

• 最少/最多连住夜数（含抵达日）
您可以设置客人预订当晚住宿时的最少或最多连住夜数。

• 特定日期当日不可办理入住或退房
如果贵住宿在特定日期无法接待客人，您可以关闭当日入住或退房。这样，如果客人的入住或退房日期正好是设定日

期，将无法预订贵住宿。但是，如果客人的入住入住或退房日期早于或晚于设定日期，则仍可预订。

• 提前预订天数上限和下限
客人最早或最晚可以预订住宿的时间点。

请注意：如果您为特定日期、客房和/或房价计划设置了限制条件，则客人仅能在其搜索条件符合设置时才可预订您的住宿。例如，

如果您将“最少连住夜数”限制条件设置为3天，对于搜索短期入住的客人，贵住宿将不会显示在该客人的搜索结果中。您可以随时更

改这些限制条件。



如需查看限制条件，点击

日期范围旁边的筛选条件。

更新单个限制条件

点击需要修改的日期。

填写设置限制条件的具体数

值。如需去除限制条件，

请直接删除现有数值。

按“回车键”或点击方框外任

意地方。

可用选项：

最少连住夜数

最多连住夜数

最少连住夜数（含抵达日）

最多连住夜数（含抵达日）

固定入住夜数

当日不可办理退房

当日不可办理入住

提前预订天数下限

提前预订天数上限

点击

点击筛选条件

请注意：部分限制条件可能不会在贵住宿酒店后台显示。如需设置其他限制条件，请联系Booking.com为您开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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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批量更改限制条件，

点击需要修改的起始日期，

然后拖拽鼠标至结束日期。

更新多个限制条件（1）

在弹窗的白色方框中输入特

定限制条件的数值。

点击“保存”，确认新限制条

件。

如需去除限制条件，请删除

白色方框内的数字，或选择

“删除”项，然后点击“保存。

点击并拖拽

点击筛选条件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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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数值



如需批量修改，还可以：

点击屏幕右侧日期栏下方

的“批量编辑”。

在弹窗中选择需要修改的日

期和星期几。

您可以在此统一修改“可售

空房”、“价格”、“客房状态”

和“限制条件”，或修改其中

一至两项。修改每一部分后，

记得点击“保存修改”。

更新多个限制条件（2）

批量更改

可售空房

价格

客房状态

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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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g.com实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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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建议
• 客房或住宿单元只有设置了房量和房价计

划才可变为可订状态。

• 客人最多可以提前16个月预订，所以请抓

住每一个机会向客人展示贵住宿，吸引客

人预订。

• 您可将日历切换至“年度日历”查看长期房

量，或切换至“月份日历”查看每月管理房

价和房量的情况。

• 设置不同的房价计划（如不可退款等），

吸引各类客人预订。

• 下载Pulse app，随时随地管理房量和房价。

• 使用复制全年房价工具，轻松几步把房价

复制至下一年或下一季度，省时省力。

年度/月份日历

https://admin.booking.com/?aid=1190473&page=/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availability_calendar.html&utm_source=phc_pdf&utm_medium=yearly_view_link&utm_campaign=213577765&utm_term=phc&utm_content=en_gb
https://admin.booking.com/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rate_plans.html?lang=en
https://www.booking.com/propertyapp.en-gb.html
https://admin.booking.com/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inventory/ratecp_wizard.html?ses=3d9b9ead8cef8832d9cd8c3a39ee33d2&lan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