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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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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项目客户端主要⽤于项⽬⼈员、设备的管理，以及多种物联网设备看板的管

理。

2 运行环境

2.1 软件环境

目前项目端仅支持 Win7、Win8、Win10 系统，使用时请注意适配。

建议安装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极速模式）。

2.2 硬件环境

CPU：i3及以上 内存：8GB及以上

硬盘：500G及以上 显卡：独立显卡，显存 2G及以上

HDMI：必须 VGA：必须

3 实名制部分操作

3.1注册

安装完成后桌面可见图标： 点击图标即可启动项目客户端。

初次启动客户端需要选择本机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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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好 IP地址后可进入客户端注册界面：

用户首次登录需注册企业信息和项目信息。完成注册后可通过分配的账户、

密码登录项目客户端。

首先要注册企业。

所有项均为必填项，需真实完整填写，社会信用代码必须真实准确。点击新

建创建企业，企业注册完成后注册需要管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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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需真实完整填写，所属企业项在注册完成企业后自动

生成，无需手动填写，其他项需与施工许可证上的内容保持一致，其中，施工许

可证号、所属地区需真实准确，上传国家平台时该两项为关键字段，填错情况下

会导致上传失败。点击新建创建项目，施工许可证号将作为项目客户端的登录账

号。

注册完成后将显示如下界面：

注册完成后分配该项目账户和密码。初始账户为注册时填写的项目施工许可

证号，密码为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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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登录

在主界⾯：

1. 输⼊⽤户名。

2. 输⼊密码。

3. 点击“登录”按钮。

4. 登录成功显示主界⾯。

第⼀次登录成功时，客户端会弹出⼀个“选择项⽬”对话框。

如果列表中的项⽬⽐较多，可以在“搜索”输⼊框中输⼊项⽬的名称或者项

⽬编号，敲击“回 ”键或者点击“搜索”按钮进⾏搜索。找到需要的项⽬后，

点解列表右侧的“选择”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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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完项⽬后，就会进⼊程序的主界⾯，再次可以对所选项⽬进⾏各种操作。

如果此时需要切换项⽬，可以点击右上⻆的“切换项⽬”按钮，会再次弹出“选

择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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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设置

首次使用项目客户端需设置部分参数，参数设置点击右上角的设置按钮。

“设置”对话框

1. 点击主界⾯右上⻆的“参数设置”按钮，弹出“设置”对话框

2. 修改客户端参数。

3.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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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配置的项目客户端的参数：

 服务器地址：客户端连接的平台 IP地址（不可修改）。

 服务器端口：客户端连接的平台端口（不可修改）。

 显示任务栏：勾选显示系统的任务栏，不勾选不显示系统任务栏。

 是否启⽤动画：勾选启⽤动画效果，不勾选不启⽤动画效果。

 预览类型：看板预览时可预览的通道类型。

 IC/ID发卡器类型。

 身份证读卡器类型。

3.4人员进场

配置完参数后可操作人员进场。

1. 在主界⾯点击“实名制管理”按钮，弹出⼦模块按钮。

2. 点击“进场”按钮，弹出⼈员进场 ⾯。进场分为 7步，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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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项⽬：第⼀步会列出当前项⽬的分包项⽬，如果当前项⽬已经是

分包项⽬时，这步会被忽略。如果项⽬⼈员进场到分包项⽬，可以点击“搜索”

找到相应的分包项⽬，然后点击“分包项⽬”列表右侧的“选择”按钮。也可点击“跳

过”，把⼈员进场到当前项⽬。选择完分包项⽬或者跳过之后，进⼊身份证识别

模块。

2 身份证识别：身份证识别有两种模式，⼀种是⼿动模式，另⼀种是识别

模式。识别模式指的是，使⽤身份证读卡器读取身份证信息。在⼿动模式在⽂本

框中输⼊身份证号码，点击“校验”按钮。在识别模式，把身份证放在身份证读卡

器上，点击“开始识别”。如果校验或者识别成功，则进⼊实名制模块。（默认情

况下，平台不⽀持⼿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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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名制：实名制信息包括身份证上的信息、身份证照⽚、⼿机号码以及

其他信息。其中姓名、身份证号码、⺠族、地址、身份证头像、⼿机号码必填。

在识别模式中，姓名、身份证号码、⺠族、地址和身份证头像会⾃动从身份证上

读取，⽆需修改。修改完实名制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进场信息模块。

4 进场信息：如果当前身份证号码之前没有进过场，需要创建⼀个账号，

请输⼊⽤户名和密码，默认⽤户名为身份证号码。进场时必须拍⼀张进场照⽚、

选择⽤户⻆⾊以及对应的⼯种。修改完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进⼊特征信息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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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征信息：特征信息包括三类，IC/ID 卡号、⼈脸信息以及指纹。点击“保

存”进⼊班组选择模块。

6 选择班组：班组选择模块会列出项⽬中的班组，如果没有找到想要的班

组，可以点击“+”按钮添加班组。找到想进⼊的班组后看，点击班组列表右侧的“进

场”按钮。如果已经进⼊了某个班组，可以点击“出场”退出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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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印报表：可以打印⼀些⽂件。

所有操作完成后，进⼊完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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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场过程中，如果此⼈已经进场，可以修改他的进场信息，并且可以点击

“跳过”按钮跳过⼀些操作。

3.5 项目人员修改

1. 在主界⾯点击“实名制管理”按钮，弹出子模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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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修改”按钮，弹出⼈员修改界⾯。

3. ⾸先会显示项⽬下的⼈员列表，选择要修改的⼈，点击“选择⽤户”按

钮。

4. 选择完⼈员后，可以对⼈员进⾏进场信息、特征信息、选择班组以及打

印报表的操作。操作⽅式与进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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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项目人员离场

1. 在主界⾯点击“实名制管理”按钮，弹出子模块按钮。

2. 点击“离场”按钮，弹出⼈员离场界面。

3. 身份证识别，具体操作与进场⼀致。识别完成后，进⼊离场。

4. 填写离场信息，点击“离场”按钮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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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临时人员管理

临时人员的操作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为：临时人员列表、人员添加、人员

删除、人脸采集。

1 临时人员列表

1. 在主界⾯点击“实名制管理”按钮，弹出⼦模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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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临时⼈员”按钮，弹出临时⼈员管理界面。

3. 临时⼈员管理界面会显示项⽬下的临时⼈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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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员添加

1. 在临时⼈员列表 ⾯，点击右上⻆的“+”按钮，弹出新建临时⼈员对话

框。

2. 在对话框中填⼊临时⼈员信息，其中姓名和状态必填。“卡号”是 IC/ID

卡的卡号。

3. 点击“保存”按钮创建临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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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员删除

1. 在临时⼈员列表 ⾯，找到想要删除的临时⼈员，并点击列表右边的“删

除”按钮。

2.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认”按钮删除临时卡，点击“取消”

按钮取消删除操作。

4 人脸采集

1. 在临时⼈员列表 ⾯，找到想要采集⼈脸的临时⼈员，并点击列表右边

的“⼈脸采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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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出⼈脸采集对话框，可以选择摄像头采集，也可以选择设备前端采集。

3. 采集完成，点击“关闭”按钮。

4 项目看板操作

项目看板有是用于项目现场管理的实时数据查看模块，可实时查看工人进出

场情况、各班组出勤情况、项目整体出勤情况等。

1. 在主界⾯点击“看板管理”按钮弹出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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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项⽬”按钮。

3. 弹出项⽬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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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1、 出现“数据库连接失败”如何解决？

答：这种问题是由于数据在未写入完成时强行断电，导致软件在次打开时会

提示数据库连接失败。解决方法：1.预防突发性断电可备有备用电源 2.寻找现场

原因并将断电此因素彻底解决。

2、使用身份证阅读器读取居民身份证信息不全如何解决？

答：这种问题是由于使用了客户端未对接的身份证阅读器。解决方法：更换

推荐目录内的身份证阅读器。目前已对接的身份证阅读器品牌有：神思二代全系

列、北京中软信。

3、出现“身份证阅读器无法使用”如何解决？

答：这种问题是由于驱动丢失 2.U口连接线在日常中可能会松动导致。解决

方法：1.检查身份证阅读器两端 U口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还是松动 2.进入设备

管理器中查看 USB设备是否有加密设备，如有请检查驱动是否正确安装，如没

有请重新拔插身份证阅读器 U口连接线。

4、出现电脑死机/软件卡死现象。



24

答：这种问题是由于电脑硬件配置过低或操作人员额外的操作（浏览网站、

下载软件、占用电脑内存）导致本该使用收集考勤数据的电脑造成软件卡死或电

脑卡死。解决方法：升级电脑配置，建议按照 2.2推荐硬件配置或更高的配置。

在 BLOS中设置自动开机与关机时间或开机禁用与考勤操作无关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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