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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一) 手册目的 

为云宝贝智慧幼儿园用户提供具体的业务场景操作指导说明，帮助用户理解

及操作本系统，包括从购买园所的开通创建、业务套餐的开通使用及具体场景操作

相关问题指导。 

(二) 读者对象 

a、管理者（产品购买者） 

b、园长（园所经营者） 

c、教师（园所职工） 

d、家长（园所服务目标对象） 

(三) 平台说明 

a、云宝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通过手机微信进行访问，服务园长、教师、家

长，主要的使用平台，提供教学、师训、安防等服务； 

b、云宝贝 PC 网站：基于电脑浏览器访问的 Web 网站，服务园长、老师，提供

园所管理服务； 

c、云宝贝智慧幼儿园 SAAS 官网：基于电脑浏览器访问的 Web 网站，服务于管

理者，提供园所开通服务； 

d、云宝贝智慧幼儿园课堂端：基于课堂端盒子硬件，服务于老师，提供园所

授课服务； 

 

第二章 操作说明 

(一) 服务开通 

1. 园所开通 

使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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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购买者，在云宝贝智慧幼儿园 SAAS 官网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从华为严选商城下单后，在商城的订单中心查阅园所服务开通使用说明，代理

商根据说明书提供的网址、用户名、密码进行登录，开通园所服务。 

操作步聚 

1、进入华为严选商城的订单中心，查看使用说明，包含网址、用户名、密码，

网址对应的是云宝贝智慧幼儿园 SAAS 官网，输入网址、用户名、密码登录智慧幼

儿园 SAAS 官网（网址：http://open.yunbaobei.com/）。 

 

图例 1：云宝贝-智慧幼儿园 SAAS 官网 

 

2、登录智慧幼儿园 SAAS 官网，单击左侧的菜单栏“订单中心”菜单，进入订

单列表，根据时间、套餐找到对应的一条订单，在订单右侧单击“开通园所服务”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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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云宝贝-智慧幼儿园管理平台 

 

3、在弹出的“园所开通服务”界面上，填写园所的相关信息并保存，主要信

息包含园所名称、园长手机号； 

 

图例 3：云宝贝-智慧幼儿园-园所开通模块 

 

4、保存之后通过短信告知园长已经开通服务，园长扫下如下二维码进入云宝贝园

丁公众号点击“我的班级“菜单开启园所服务，帐号是园长的手机号，默认密码是

Ybb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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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4：云宝贝-智慧幼儿园-园所开通模块 

进入对应的公众号，点击“我的班级”开启服务 

2. 园长登录 

使用角色 

园长，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园长从代理商获得园所开通告知，通过访问“云宝贝园丁助手“公众号进入“云

宝贝园丁”小程序，在“云宝贝园丁”小程序端创建班级，分享链接邀请老师、家

长加入到园所及班级，实现园长对园所班级、老师、幼儿信息的自主管理。 

操作步聚 

1、园长从代理商获得园所开通告知，通过微信访问“云宝贝园丁助手“公众号，

点击“我的班级”进入“云宝贝园丁”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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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园长登录-云宝贝园丁助手公众号 

 

2、在云宝贝园丁小程序点击左上角的【登录】按钮，允许授权云宝贝园丁小程序

获取微信头像、昵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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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园长登录-云宝贝园丁小程序-登录 

 

2、为保护用户账号安全，需绑定手机号后才能使用相应功能；点击【使用微信手

机号】可快捷绑定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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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园长登录-绑定手机号 

 

3. 园长创建班级 

使用角色 

园长，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可创建、查找、编辑、删除班级信息，查看各个班级的老师、学生等数据。 

操作步聚 

1、园长账号登录“云宝贝园丁”小程序，在首页点击“班级管理”，点击【创建班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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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园长登录-创建班级 

 

2、录入班级信息，点击【保存】，完成班级创建；返回“班级信息”页面，可以查

看园所的班级以及各班级的老师、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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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园长登录-查看班级 

 

4. 老师加入班级 

使用角色 

园长/老师，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园长通过小程序生成邀请图片，直接发送到微信，邀请老师加入到园所。 

操作步聚 

1、园长账号登录“云宝贝园丁”小程序，在首页点击“邀请老师”。点击【打开图

片】生成邀请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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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老师加入班级-生成邀请老师二维码 

 

2、长按邀请图片，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老师群，或者保存图片到手机相册，邀请

老师加入园所班级。 



                                       用户使用手册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第 13 页，共 86 页 

  

图例 2：老师加入班级-发送邀请老师二维码 

 

3、园所老师通过微信收到邀请图片，点击打开邀请图片，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后，

点击进入【云宝贝园丁助手】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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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老师加入班级-跳转云宝贝园丁助手公众号 

 

4、点击关注公众号，进入“云宝贝园丁助手”公众号页面；老师在“云宝贝园丁

助手”页面，点击收到的园长邀请链接，进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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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4：老师加入班级-云宝贝园丁小程序链接入口 

 

5、老师点击微信授权，允许授权云宝贝园丁小程序获取老师的微信头像、昵称等

信息。 



                                       用户使用手册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第 16 页，共 86 页 

  

图例 5：老师加入班级-云宝贝园丁小程序-微信授权 

 

6、老师点击【使用微信手机号】确认手机号信息，并填写姓名及任教班级后，点

击【提交】完成入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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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6：老师加入班级-填写信息 

 

7、园长收到申请通知，审核申请加入园所的老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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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7：老师加入班级-园长审核 

 

8、园长审核通过后，老师登录“云宝贝园丁”小程序，即可完成入园，查看园所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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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8：老师加入班级-云宝贝园丁小程序-老师首页 

 

5. 家长加入班级 

使用角色 

老师，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老师通过小程序生成邀请图片，直接发送到微信，邀请幼儿家长加入到园所班

级。 

操作步聚 

1、老师账号登录“云宝贝园丁”小程序，在首页点击“邀请家长”；点击【打开图

片】生成邀请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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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家长加入班级-生成邀请家长二维码 

 

2、长按邀请图片，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班级群，或者保存图片到手机相册，邀请

家长加入园所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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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家长加入班级-发送邀请家长二维码 

 

3、班级幼儿家长通过微信收到邀请图片，点击打开邀请图片，长按图片识别二维

码后，点击进入【云宝贝】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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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家长加入班级-跳转云宝贝公众号 

 

4、点击关注公众号，进入“云宝贝”公众号页面；家长在“云宝贝”公众号页面，

点击收到的老师邀请链接，进入“云宝贝家长”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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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4：家长加入班级-云宝贝家长小程序-链接入口 

 

5、家长点击微信授权，允许授权云宝贝家长小程序获取家长的微信头像、昵称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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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家长加入班级-云宝贝家长小程序-微信授权 

 

6、家长点击【使用微信手机号】确认手机号信息，并填写姓名及家长称谓后，点

击【提交】完成入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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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6：家长加入班级-填写信息 

 

7、家长登录“云宝贝家长”小程序，即可完成入园入班，查看园所班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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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7：家长加入班级-云宝贝家长小程序-家长首页 

 

(二) 智慧管理 

1. 人员管理 

使用角色 

园长，在云宝贝 PC 网站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班级管理：访问班级管理菜单，按年级维护班级信息，分配班级对应的幼师及

幼儿。支持创建班级及导出、毕业处理、调整年级等特殊场景，参见操作步骤 1。 

教师管理：访问教师管理菜单，维护在园的教师档案资料，支持按老师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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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姓名进行查询，主要维护老师信息包含联系方式、所在班级、编制、学历等情

况；支持对老师的添加、导入、导出、查询、删除及教师详情查看，参见操作步骤

2。 

幼儿管理：访问幼儿管理菜单，支持对幼儿信息按手机号和姓名查询及展示，

包含幼儿姓名、性别、所在班级、家长信息、学籍信息；支持对幼儿的添加、导入、

导出、查询及删除，参见操作步骤 3。 

 

操作步聚 

1、点击菜单基础设置：基础数据管理—班级管理。可对班级数据进行添加、编辑、

导入、导出、筛选查询、删除、毕业处理及调整年级。 

 

图例 1：智慧管理-班级管理 

 

2、点击菜单基础设置：基础数据管理—教师管理。可对教师数据进行添加、编辑、

导入、导出、查询、删除及教师详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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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智慧管理-教师管理 

 

3、点击菜单基础设置：基础数据管理—幼儿管理。可对幼儿数据进行添加、编辑、

导入、导出、查询、删除及幼儿详情查看。 

 

图例 3：智慧管理-幼儿管理 

2. 班级通知 

使用角色 

教师/家长，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园长和老师可通过该模块向老师或家长发布学校通知或班级通知，并及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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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通知是否被查看，方便进行有效信息的传达。 

操作步聚 

（1）园长或老师进入“班级”-“通知”模块，点击右下角的“发布图标”； 

 

图例 1-：云宝贝小程序通知列表页 

（2）选择通知模板，然后点击“使用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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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云宝贝小程序通知模板列表页 

（3）填写或修改通知内容并选择发布班级后点击发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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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云宝贝小程序通知发布页 

（4）通知接收方即可收到通知提醒，点击可查看通知详情。    



                                       用户使用手册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第 32 页，共 86 页 

        

图例 4-：云宝贝公众号消息页 

3. 班级圈 

使用角色 

教师/家长，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园长和老师可时刻分享孩子的在校动态，家长也可分享孩子的在家动态，最终

形成孩子的成长记录档案。 

操作步聚 

（1）园长、老师或家长打开“班级”页面，可查看到权限内的班级圈内容，点

击右下角“发布”按钮即可发布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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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云宝贝小程序班级页 

（2）选择要发布的视频或照片，添加文字发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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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云宝贝小程序班级圈发布页 

（3）同班级的老师和家长就可查看到该条班级圈内容。 

4. 园所食谱 

使用角色 

教师/家长，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该模块是提供给园长和行政老师发布园所食谱的，发布后，园所所有教职工和

家长即可收到推送提醒，并可查看食谱详情，了解本周园所菜单。 

操作步聚 

（1）园长或行政老师打开“食谱”页面，点击右下角的“发布”按钮； 



                                       用户使用手册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第 35 页，共 86 页 

 

图例 1-：云宝贝小程序食谱列表页 

（2）选择菜单图片后并添加文字后直接点“发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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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云宝贝小程序食谱发布页 

（3）园所所有老师或家长即可收到消息提醒，点击提醒可查看本周园所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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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云宝贝小程序食谱页 

5. 家园联系册 

使用角色 

教师/家长，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老师可通过该功能每周对孩子进行一周总结，包括孩子一周的学习内容和各

项表现，并将想对家长说的话一并发送给孩子的家长，家长在了解孩子的各项表现

的同时，也可回复孩子在家表现，实现家园共育。 

操作步聚 

（1）园长或老师打开“家园联系册”页面，看到的是本周所有班级/本班级的

评价发布数据，可切换时间查看其它周次数据。点击某个班级，可查看该班级

所有学生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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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云宝贝小程序家园联系册页 

（2）点击某个学生，如未先录入本班级当周的学习内容，则根据提示先录入

当周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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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云宝贝小程序教学内容输入页 

（3）当周学习内容录入完毕后，选择某个学生，对学生的各个维度进行点评，

点“确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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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云宝贝小程序发布评价页 

（4）孩子家长会实时收到推送提醒，点击提醒即可查看老师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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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4-：云宝贝公众号消息页 

（5）家长可点击“提交反馈”对老师的点评进行回复，回复后老师可查看到

回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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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云宝贝小程序家园家长反馈页 

 

(三) 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是以“软硬一体化、游戏教学”的产品形态所呈现的信息化课堂端产

品；搭载优质的教学资源，为园所提供绘本阅读与延时课程集体教学场景，实

现园所的标准化教学。 

1. 硬件安装 

功能描述 

智能魔盒是集多项创新于一体的智慧屏魔盒，具有 AI 智能摄像头，进行学情

数据的捕捉；支持 5G 双频 WIFI，强劲的算力，大容量的存储，保证课堂使用流畅。 

操作步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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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步骤 1：打开魔盒包装盒，查看物料清单与规格 

物料清单 

 

图例 1：云宝贝智慧课堂-硬件物料清单 

l 步骤 2， 将盒子如图所示放在电视机上方，可通过调节盒子下方的“电视夹” 

1 固定盒子，将 HDMI 线的另一端连接至电视的 HDMI 插槽中。 

 

图例 2：云宝贝智慧课堂-接线安装 

 

l 步骤 3： 将魔盒连上电源，指示灯亮，魔盒将自动开机。 

 

图例 3：云宝贝智慧课堂-链接电源 

l 步骤 4： 打开电视机电源，会自动切换信号源。如果没有接通，请按下电视机

遥控器的“信号源/节目源”等按键手动切换到 HDMI 输入或 AV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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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4：云宝贝智慧课堂-开机启动 

l 步骤 5：请根据开机向导或通过“主界面（我的）〉系统设置〉网络设置” 中

选择无线网络连接（使用有线网络请将网络插入背后网络接口）。 

 

图例 5：云宝贝智慧课堂-网络接入 

l 步骤 6：使用遥控器选择我的应用，找到“智慧课堂”，选择智慧课堂进入。 

 

图例 6：云宝贝智慧课堂-选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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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件激活登录 

使用角色 

教师，在云宝贝智慧幼儿园课堂端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首次使用智慧课堂设备，需要对设备的进行账号与设备绑定激活，完成激活后，

才能继续使用。 

操作步聚 

1、步骤 1，扫码激活：首次使用该设备，进入系统时，使用微信扫码开始激活操

作 

 

图例 7：云宝贝智慧课堂-扫码激活 

2、步骤 2，输入激活信息：用手机微信扫码后，打开手机端智慧课堂激活页面，

输入激活手机号码（云宝贝账号）及园所名称，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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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8：云宝贝智慧课堂-智慧课堂激活 

3、步骤 3，用户登录：激活成功后智慧课堂端 3秒进入到登录页面，用户可以

进行账号登录。（支持微信扫码登录与账号密码登录），登录成功后，进入课堂

端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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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9：云宝贝智慧课堂-用户登录 

 

图例 10：云宝贝智慧课堂-智慧课堂端首页 

3. 课程教学 

使用角色 

教师，在云宝贝智慧幼儿园课堂端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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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场景，课前，园所老师用云宝贝园丁端小程序进行

排课备课；课中，园所老师用智慧课堂端上课；课后，园所家长收到云宝贝公众号

学习完成推送。现阶段提供课程：《我和大师学画画》《阅读百宝箱》《科课屋》《乐

淘淘》。 

操作步聚 

1、步骤 1，课前排课：园所老师进入云宝贝小程序园丁端，根据园所实际的教学

计划，选择对应的课程进行排课 。 

  
图例 11：云宝贝园丁小程序-选择班级排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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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2：云宝贝园丁小程序-添加排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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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3：云宝贝园丁小程序-添加课程 

2、步骤 2，课前备课：园所老师进入云宝贝小程序园丁端，选择班级进入班级排

课，选择已经排好的课程课时进行课时教案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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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4：云宝贝园丁小程序-已排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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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5：云宝贝园丁小程序-课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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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6：云宝贝园丁小程序-活动方案 

 

3、步骤 3，课中上课：园所老师登录智慧课堂端，可以通过选择排课中的排课信

息进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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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7：云宝贝智慧课堂-排课信息 

 

图例 18：云宝贝智慧课堂-课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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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9：云宝贝智慧课堂-进入课时 

 

4、步骤 4，下课推送：在课程结束后，提示老师可以将课后内容推送给家长，点

击下课，通过小程序消息和微信公众号消息送达家长。 

 

 

图例 20：云宝贝智慧课堂-下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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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1：云宝贝家长小程序-学习完成通知 

 

4. 绘本阅读 

使用角色 

教师，在云宝贝智慧幼儿园课堂端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阅读课程与园所的一日活动碎片时间中，可以用绘本阅读来进行陪伴和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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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绘本资源库，进行绘本阅读。 

操作步聚 

1、步骤 1，绘本阅读：园所老师登录课堂端后，在首页选择绘本资源库，进入到

绘本资源库，选择阅读计划进行绘本阅读。 

 

图例 22：云宝贝智慧课堂-绘本资源库 

 

图例 23：云宝贝智慧课堂-阅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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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4：云宝贝智慧课堂-绘本阅读 

 

2、 步骤 2，阅读结束提醒：绘本阅读完成后，提示园所老师绘本阅读已经结

束。

 

图例 25：云宝贝智慧课堂-阅读结束 

5. 阅读计划 

使用角色 

教师，在云宝贝智慧幼儿园课堂端上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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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阅读计划以教学日历为主线，以国内外知名绘本为载体，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

的认知水平，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匹配幼儿能力发展所需的绘本阅读指导。计划为

“4+10”模式，即 4本主题阅读搭配 10 本延伸阅读。为园所提供全年按月按主题

的阅读计划，老师布置该阅读计划，查看班级孩子阅读数据情况；家长带领孩子参

与阅读，形成阅读报告。 

操作步聚 

1、步骤 1，布置阅读计划：园所老师收到云宝贝园丁推送的当月主题阅读计划内

容，通过布置阅读计划，将阅读书单推送给家长。 

 
图例 26：云宝贝园丁小程序-计划推送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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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7：云宝贝园丁小程序-布置阅读计划 

 

2、步骤 2，参与阅读：园所家长收到老师推送的阅读计划，每天参与阅读计划内

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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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8：云宝贝家长小程序-计划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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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8：云宝贝家长小程序-绘本阅读 

3、步骤 3，查看阅读报告：家长通过阅读报告查看孩子阅读情况，包含单本阅读

报告，计划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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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9：云宝贝家长小程序-单体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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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0：云宝贝家长小程序-计划阅读报告 

 

4、步骤 4，老师通过阅读数据，可以查看单本班级孩子绘本阅读情况，转发班级

群进行督学；也可以查看整个计划阅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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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1：云宝贝老师小程序-查看报告 

 

 
图例 32：云宝贝老师小程序-班级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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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3：云宝贝老师小程序-班级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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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34：云宝贝老师小程序-班级阅读数据 

 

(四) 智慧师训 

智慧师训是满足多场景、多角色培训需求的幼师培训课堂，通过系统化、阶梯性、

全面性、多样性的内容体系，从招生团建、教师科学保教、家园共育等各方面全面

提升园长、教师的综合能力。 

1. 课程兑换 

使用角色 

教师，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购买版本含智慧师训的客户，我们将在完成园所开通，同时老师加入班级后的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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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给每位老师发送课程兑换短信，老师按照操作步骤即可完成课程兑换。 

操作步聚 

1、查看平台通过短信发送的课堂兑换码 

 

2、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兑换页面 

 

 

 

3、输入兑换码完成课程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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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始上课 

使用角色 

教师，在云宝贝小程序上进行操作。 

功能描述 

完成课程兑换后，老师即可开始享受智慧师训服务。 

操作步骤 

1、进入课程平台 

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云宝贝园丁助手】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我的班级】进入

小程序，点击底部【班级】切换到班级页面，点击【幼师课堂】即可进入课程平台。 

 

2、查看课程权限，并开始上课 

点击首页【我的课程】，即可查看您的课程权限，点击任意一门课程，即可开始上

课。 

备注：课程内容将随时更新，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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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智慧安防 

1. 软件使用 

使用角色 

园长、老师、家长 

功能描述 

该功能模块帮助老师和家长及时了解孩子进出校园的情况，保障孩子的校园

安全。孩子在进出校园刷卡或刷脸考勤时，家长会收到实时推送的提醒，可查看孩

子通过闸机时的照片。 

操作步聚 

（1）家长打开“考勤”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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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1：云宝贝小程序首页 

（2）点击“设置人脸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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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2：云宝贝小程序考勤页 

（3）添加孩子本人或者家长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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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3：云宝贝小程序头像列表页     图例 5-4：云宝贝小程序添加头像页 

（4）孩子或家长在进出闸机时刷脸考勤，家长对收到推送消息，点击推送消

息可查看刷脸时间和刷脸照片； 

 



                                       用户使用手册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第 74 页，共 86 页 

        

图例 5-5：云宝贝公众号消息页    图例 5-6：云宝贝小程序考勤详情页 

（5）园长和老师进入“班级”-“学生考勤”页面查看考勤统计数据和个人考

勤数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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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7：园长查看全园考勤页        图例 5-8：老师查看班级考勤页 

2. 硬件使用 

硬件介绍 

智能通道翼闸确保在通道的两个方向对行人实现高速、高效和安全的劝阻级控

制。箱体材质采用标准304/201/316(可选)不锈钢，流线形结构，箱体内设计有专

业导水槽，可安装于室内、室外，适用于园所大门的门禁出入通道场所。 

智能通道闸管理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智能读卡系统和通道系统。智能读写

系统由计算机、管理软件、发卡设备、感应卡、读写控制器、读卡器、电源等组成。

通道系统主要是智能通道闸机。 

各组成设备主要作用： 

 

² 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系统操作与管理平台，储存人员信息。 

² 读写系统管理软件：通过软件对所有控制器进行管理和监控，并进行相应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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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授权、 统计管理工作。 

² 发卡器：在管理系统中进行卡片管理。 

² 感应卡：用户开门的凭证，内部智能芯片存储有持卡人信息、开门权限等。 

² 读写控制器：存储感应卡权限，刷卡和保存刷卡记录，并中央处理所有读卡器

上传信号，负责和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数据存储器协调，配合管理软件的智能处

理中心。 

² 智能闸机：刷卡有效通行，无效报警。 

 

图例 5-9：人脸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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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10：人脸闸机安装实景 

操作步聚 

1) 工程施工 

1、施工人员准备《闸机施工清单》中施工人员自备项 

2、闸机拆箱，按顺序放入预留位置（注意：中间标准通道宽 580MM, 翼片 / 红外

需对齐）；施工人员规划开槽线与膨胀螺丝孔 

3、施工人员开线槽、膨胀螺丝孔，并布置电源线、网线、闸机连接线（注意：网

线布置数量=脸机数量+信息机数量；通过路由器分接） 

4、电源线、网线、闸机连接线布置完成以后将闸机放入预留位置准备接线调试 

5、闸机安装调试完成后将线槽用混凝土封盖并将闸机固定到膨胀螺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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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线调试 

1、闸机电源线的连接：双通道有三台闸机共两块主板，将总电源线接入其中

一块主板的空气开关入口，另一块主板电源与第一块并连 

 

图例 5-11：电源线安装示意图 

2、人脸机，信息机接电源：人脸机、信息机配备电源，剪掉三角头，引线

连接至闸机的开关电源处。

 

图例 5-12：人脸闸机电源和开关 

3、主、从板之间的连接：闸机上盖内配有 10 芯连接线,用于闸机主板与从板

之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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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13：人脸闸机主板和从板图 

·图例 5-14：人脸闸机电控连接示意图 

4、信息机连接读头（注意：信息机分为 A、B接口为 A进 B出）：信息

机读头的信号线是厂家提供的四芯线，将配套的端子用四芯线并连（四芯线

接端子从左至右依次接入黑、黄、绿、红线），然后由信息机 A/B 端口接

出，将并连好的端子分别插入刷卡读头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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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15：人脸闸机信息机连接读头示意图 

 

图例 5-16：人脸闸机信息机连接读头示意图 

5、脸机接开闸线：开闸接口分为进、出以及公共端，用两芯线连接；公共端

为必连，进出端口按照脸机控制情况连接（脸机控制进则接进口，脸机控制出则

接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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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17：人脸闸机翼闸主板图 

 

图例 5-18：人脸闸机主板连接脸机示意图 

5、脸机、信息机设置：信息机、脸机接通电源并连接上网络 

a) 脸机设置 

使用 USB 线鼠标插在脸机 UBS 接口线上，使用鼠标操作界面，在最左

上角区域使用鼠标点击并长按 3秒，将显示输入密码框，（默认密

码：111111），输入密码后进入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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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19：脸机进入设置页面 

 

图例 5-20：进入设置页面前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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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5-21：平台设置激活页面 

 

图例 5-22：平台 IP 设置页面 

输入平台地址：attend.yunbaobei.com 

输入平台端口：5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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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息机设置 

①当信息机连接上网络后，在电脑上使用 CY321 调试软件

20181123(非注册）打开提取当前局域网内的设备，并进行设置。 

②调试软件下载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ja33ej9COxk0qPoWOIRvw  

提取码：7s94  

 

图例 5-23：CY123 调试软件首页 

解释： 写入是指将参数写入到设备。 读出是指将设备的原来的参数

读取出来 

1．在服务器 IP 及端口处设置平台地址： 

服务器 IP ：139.159.144.31 

端口号：7000 

2. 设备 ID 号设定（重要）： 由平台提供设备 ID（请联系相关的业

务人员） 

3. 设置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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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传方式设置：单独头 

5. 其他设置为默认设置即可，入离园的时间段酌情设置 

 

图例 5-24：CY123 调试软件相关设置 

6、设置闸机主板菜单：主板上按菜单键→输入密码：上上下下上下，再按菜单

确定，→按上键查找到：闸机工作模式可以选择并设置闸机进出的开启方式 

7、最后调试：利用刷卡/扫脸方式开闸，看是否与菜单中设置的方式一致，进

出方向和语音播报是否正确，全部正确则安装调试完成 

 

3) 验收标准 

a、施工验收标准： 

1、布线整齐，能清晰分辨线路走向，强弱电分离 

2、混凝土封装完整，确保布线不外漏 

3、所布网线、电源线经测试以后全部通畅 

4、确保闸机完全固定，没有任何松动现象 

 

b、闸机搭建验收标准： 

1、闸机搭建完成以后通电，系统能够正常启动 

2、信息机、脸机脸机联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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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宝贝 PC 端成功下卡并生成白名单（非白名单卡不能开闸），小程

序上传人脸头像以后能够正常扫脸开闸，脸机开启活体检测 

4、闸机进出方式与设置一致 

5、最后将闸机机箱钥匙交给园所，并给老师、园长做相关培训（内容：

小程序、以及闸机的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