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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本操作手册仅适用于披克易卡通管理平台中代理商及运营商的搭建。 

2. 为确保系统正常运行，请按步骤安装最新软件安装包中的程序软件。 

3. 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联系公司技术支持部。 

 

关键名词解析 

本操作手册所涉及的关键名词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名  词 解  析 

平台管理员 披克易卡通管理平台的最高层级管理员，负责创建代理商和其他审核 

代理商 代理商为提供本系统服务的供应商 

运营商 运营商为项目一卡通系统的建设管理方 

前置机 前置机为一卡通系统和易卡通管理平台中间的移动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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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创建运营商 

【运营商】的账户是由【代理商】向系统平台进行申请并审核才发放的。

具体操作步骤参照如下： 

1.1.1 代理商登陆易卡通管理平台 

在客户端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app.peake.com.cn”,进入披克易

卡通管理平台登陆界面，输入【代理商】的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陆】。

如下图： 

注意：【代理商】的账户是由平台管理员提供并进行对应的权限分配，

若有疑问，可咨询公司技术支持部门。 

 

1.1.2 运营商账户创建 

点击【运营商管理】，选择其子项菜单【运营商管理】，点击【新增】，

在空白栏输入相对应的相关信息，并点击【保存】即可，【运营商】账户进

入“待平台审核”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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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带“*”为必填项； 

2. 【运营商名称】建议为一卡通系统项目名称，如“招商银行天安支行”，

但不可输入类似“——、（）”等特殊字符； 

3. 【管理员】即为项目建设管理方登陆披克易卡通管理平台的用户名，

建议为数字、大小写字母以及字符格式； 

4. 【代理商】默认显示当前创建运营商的账户的代理商名称； 

5. 【联系方式】建议填写项目建设管理方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6. 【邮箱】建议填写项目建设管理方负责人的邮箱； 

7. 【负责人】建议填写项目建设管理方负责人的姓名； 

8. 【卡单价】为运营商向代理商（平台管理）所需支付每张手机虚拟卡

（即易卡通 APP用户所使用的邀请码）的费用； 

9. 【运营商角色】默认为运营商管理员； 

10. 【通讯地址】为非必填项； 

11. 【区域选择】勾选项目所在地所对应的省份即可。 

1.1.3 运营商易卡通 APP 功能模块设置 

勾选新增的运营商项，点击【app功能权限】，勾选相对应 APP功能模块

（建议仅勾选项目实际应用所需的功能模块），点击【保存】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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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运营商账户审核 

【运营商】账户由平台管理员登陆披克易卡通管理平台进行审核，通过

之后【运营商】即可登陆披克易卡通管理平台。 

 

1.1.5 运营商登陆 

在客户端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app.peake.com.cn”,进入披克易

卡通管理平台登陆界面，输入【运营商】的用户名及密码（初始密码为

888888），点击【登陆】。为确保账户安全，【运营商】账户在首次登陆之后

系统强制要求更改密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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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运营商基础信息 

输入【运营商】的用户名及新密码，进入披克易卡通管理平台【运营商】

管理界面，点击【基础信息管理】，选择【运营商管理】，查看【运营商】的

【基本信息】，并补充填写【其他信息】，点击【保存】即可，如下图： 

注意：为方便后续配置【前置机】服务程序，可将【运营商】的【基本

信息】复制粘贴到一个新建的记事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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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邮箱地址、通讯地址、联系方式：这些都按照正常情况填写 

2. 地图坐标：显示当地坐标位置（可选） 

3. 是否开启同步:需要开启（这个是为了方便后续人员信息下发） 

4. 使用优惠二维码：这个是停车场用于免费停车或停车打折使用二维码扫描 

5. 使用新访客：新访客包含人脸识别，否的话不包含人脸识别 

6. 二维码类型：离线动态二维码（新二维码读卡器），在线二维码（旧二维

码读卡器，需实时在线） 

7. 访客使用车牌：启用访客在登记时可以填写车牌，开放停车权限 

8. 微信登入头像：可自定义微信登入头像 

9. 启用人脸检测：访客在登记信息时可增加或取消照片 

10. 访客预约结束时间：自由选择（可自行选择结束时间），当日 24 小时（当

天 23.59 分权限被取消） 

11. 检测人脸质量:访客在登记是需使用人脸或其他图片 

12. 访客使用二维码：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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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卡片管理 

1.2.1 卡片购买 

*卡片单价由代理商账号定价； 

*购买卡记录需由代理商账号审核再由平台管理员审核； 

在披克易卡通管理平台【运营商】管理界面，点击【会员管理】，选择

【卡片管理】，点击【续费】，输入【购买数量】，勾选【支付方式】，如下图： 

 

 

 

 

 

 

 

 

 

 

 

 

 

 

 

1.2.2 卡片审核 

代理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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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账户可以【运营商管理】→【续费记录】中可以查询到待审核的

项目 

 

代理商账号通过【运营商管理】→【续费申请】中可以查询到未审核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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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通过点击审查，保存确认购卡信息 

 
代理商完成购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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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理员审核 

 
 

 
运营商审核完毕，购买信息会上到我们平台管理员处，需要我们平台管

理员审核完毕才能确认购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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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前置机配置 

1.3.1 新增前置机 

【前置机】账户由平台管理员进行创建并提供，如有疑问，可咨询公司

技术支持部门。 

1.3.2 前置机配置查询 

可以通过登入运营商账号进入：一卡通管理→前置机管理→可查询到前

置机 ID，APPid，Secret 密码等信息。 

 

1.3.3 前置机配置 

在一卡通系统安装目录选择“IPeakeCloud.exe”并启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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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数据库设置】由系统自动调用一卡通系统所配置的本机数据库信息

（亦可手工输入）； 

2. 【服务器设置】中【绑定 IP地址】为可连接互联网的 IP地址，选定

之后【MAC地址】自动获取，【端口】手动输入“8081”； 

3. 【TCP通讯服务器地址】应手动输入“120.24.67.20”，如后续云平台

服务有变更，需填写新的 IP地址； 

4. 【TCP通讯服务器端口】手动输入“61000”； 

5. 【门禁远程服务器地址】根据不同情况进行 IP 地址填写。若远程开

门服务程序与前置机服务程序在同一个客户端，即填写“127.0.0.1”；

若远程开门服务程序与前置机服务程序不在同一个客户端，则填写远程

开门服务程序所在客户端的 IP地址； 

6. 【日志记录级别】按默认选择即可，如后续需调试，可根据需要选择

不同级别； 

7. 【前置机登陆名】、【前置机登陆密码】、【前置机 ID 号】根据平台管

理员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对应填写； 

8. 【披克云 ID号】手动输入“99999901”； 

9. 【通讯机 ID号】手动输入“999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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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营商 ID】可根据【运营商】的【基本信息】中【运营商 ID】

复制粘贴即可； 

11. 【系统名称】可根据【运营商】的【基本信息】中【运营商名称】

复制粘贴即可； 

12. 【客户端设置】中【支付方式】、【查询方式】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进行勾选， 

点击【启用服务】，若右侧【TCP连接状态】绿色满格则说明前置机服务

配置成功，否则请细查相关栏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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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付方式管理 

点击【基础信息管理】→【支付方式管理】→选择需要采用的支付方式

（微信）→点击【修改】，如下图（微信支付方式）： 

 
根据修改显示的内容提供所需要的商户号：（公众平台商户号，开放平

台商户号，公众号，开放平台号） 

 

 
*该账号申请克参考“披克支付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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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基础信息管理】→【支付方式管理】→选择需要采用的支付方式

（支付宝）→点击【修改】，如下图（支付宝支付方式）： 

 

*该账号申请克参考“披克支付技术文档” 

 

1.5 推送方式配置 

点击【基础信息管理】→【推送配置】→选择需要修改的推送方式（短

信，微信普通消息，微信交易消息，微信访客审核消息，微信访客推送消

息）→选择然后【修改】，如下图（短信推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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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择是否启用短信通知，输入账号，密码，推送信息格式，（账号

密码可以自行找第三方短信通知运营商申请，也可以使用 peake 默认运营商）

完成填写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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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修改】，如下图（微信普通信息推送修改）： 

 
根据选择是否启用微信普通信息通知，输入模板信息 ID（该 ID 可以在

公众号中获得，可参考“披克支付技术文档”获取，填写模板格式，点击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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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修改】，如下图（微信交易信息推送修改）： 

 
根据选择是否启用微信交易信息通知，输入模板信息 ID（该 ID 可以在

公众号中获得，可参考“披克支付技术文档”获取，填写模板格式，点击保

存。 

选择【修改】，如下图（微信访客审核信息推送修改）： 

 
根据选择是否启用微信访客审核信息通知，输入模板信息 ID（该 ID 可

以在公众号中获得，可参考“披克支付技术文档”获取，填写模板格式，点

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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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修改】，如下图（微信访客通知信息推送修改）： 

 
根据选择是否启用微信访客通知信息通知，输入模板信息 ID（该 ID 可

以在公众号中获得，可参考“披克支付技术文档”获取，填写模板格式，点

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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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卡通系统发卡授权 

在一卡通系统上对人员进行发卡授权，需购买虚拟卡片及开启数据同

步。 

1.6.1 数据同步开启 

点击【基础信息管理】→【运营商管理】→下拉找到数据同步勾选，如

下图： 

 
开启前置机，（注意运营商账号下的云用户对应唯一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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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一卡通人员增加（开启云用户） 

在一卡通平台商增加人员信息，输入手机号码，把云用户上设置为是，

然后保存。如下图： 

 
对新增人员进行发卡（注意必须现发卡再同步数据），输入卡号，选择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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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人员数据同步： 

运营商账号→会员管理→会员管理→数据同步→查询（刷新） 

 
邀请码管理→邀请码管理→查询（刷新）→可以查找到在平台上设置的

手机号码已被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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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易卡通 APP 下载 

           
（二维码可能因为版本更新的问题会更新，可联系技术人员获得最新安

装包） 

用户完成易卡通 APP 安装之后，注册填写个人用户信息，短信获取验证

码，注册成功（手机号应与一卡通系统人事发卡子系统中人员的联系方式保

持一致）。输入手机号码和密码登录 APP，即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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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平台同步查询 

会员管理→会员管理→查询（刷新）→可以查找到在平台上设置的手机

号已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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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卡通门禁，访客授权 

 

1.7.1 一卡通门禁授权 

首先需要人员分组，对各组人员授权（该权限影响访客的访问权限，访

客只能拥有被放人权限下的门禁权限） 

 
其次需要门禁进行分组，对对应组的人员的门的权限进行区分（该权限

影响访客可选择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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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一卡访客设置 

更改访客登记方式，红框内密钥需与平台设置密钥相同，该设置用于临

时访客二维码打印纸条（该设置用于有动态二维码读卡器的设备） 

 

1.7.2 开启 COCI 

可以打开通行凭证刷二维码进出场 

访客系统预约—访客审核—选择权限组—发放二维码—COCI 权限下载—

刷二维码进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