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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位操作系统不支持 UKEY的报错

解决方法：到应用程序池里将应用程序池改为支持 32位。

BS站点 系统注册信息里一直提示 APP未注册

可能原因:
A、检查 web.config里是否为试用版本，即看是否存在类似 <add

key="UKEYTESTMODE" value="V0299"/> 的节点，如果非注册版的则直接删除该节点

B、到此文档所在目录下查找 “HrWeb.dll”动态库，替换客户站点下的

HrWeb.dll。



C、如果 APP为注册方式，则如果 BS注册了，则请到 APP站点下将 APP也改

为注册模式，同时将 BS站点下的注册文件 RegCode 拷贝到 APP下，路径

举例如下：

E7HR\Resources拷贝到 APP\Resources 文件夹下

系统注册方式修改

到 web.config 修改 UKEY注册节点

A、将系统改为注册码形式：

增加 UKEY 节点

<add key="UKEYTESTMODE" value="REGCODE"/>
如图：

注册完毕后如果遇到也没重复提示未注册，请在注册成功后回收下应用程序

池。

B、将系统改为 UKEY验证模式，将 appSettinges 下的

key="UKEYTESTMODE" 的节点去掉，如图



C、试用模式，该模式有使用期限，增加节点 <add key="UKEYTESTMODE"
value="V0227"/>，如图:

邮件在个别服务器上无法正常发送

原因是服务器上装有 macfee 软件，macfee 开启了访问保护，只要把这个访

问保护禁用掉，就可以了！



在 iis部署含有手机端的软注册时候两个web.config 的注册

要一样

HRServer服务 data文件里有记录，但是重新采集记录却

采集不下来，原因如下图

IIS发布时，编译器错误消息: CS0016:未能写入输出文件



“c:\Windows\ Microsoft.NET\Framework\v2.0.50727\Temporary ASP.NET Fi
les\root\2e9aca09\f067b5c4\App_Web_login.aspx.cdcab7d2.5bhornew.dll”--“拒绝

访问。”

解决方法：百度经验有解决方案，网址：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225f26b6b503fe6fa0908c0.html

打开 HRSever报如下错

点击系统管理，报如下错：

解决方法：数据库连接的版本类型选择错误。问清软件版本，选择相应的版本类

型。

系统报内存损坏的错,如下图：



解决方法:找到安装文件夹（站点下的安装文件夹），resources 文件夹

&#8212;Hrweb.dll，将 Hrweb.dll 进行替换。

考勤原始记录（照片）有记录，但是考勤原始数据没有打卡

记录。

解决办法：这是中控机器的一些参数问题。修改红框的数字

解决方法 2：在数据库里打开 E7HR-可编程性-存储过程找到这个存储过程

右击修改，打开页面，把最后面的两句语句修改成这样，其

实就是把 delete 执行，把 update 注释掉。然后执行此存储过程即执

行:EXEC P_KqJLDeal。



报如下错：

解决办法：数据库的排序有问题。。重新安装数据库

生成月报数据【结账】的时候会很慢，会一直 loading，页

面卡死。

解决办法：拿考勤日报分区？个月的 sql 脚本执行一下，看速度是否增快

数据库自动备份在 windowserver 系统设置里可以设置

查看的话在 data 文件夹里查看。。定时时间在配置文件里面查看，存储路径放

空。

在 IIS上浏览，报-----对象名 'SysParam' 无效。

通过标准版安装包 20190307安装到数据库连接时，不能用 2000的数据库连，bs
端不支持，在安装好的目录文件中\E7HR\Database\E7HR中的库附加到数据库，

用最新标准版更新包更新。选择的更新目录是 E7HR\E7WebSite

安装部署好了之后出现下图错误：



原因是权限问题 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1.应用池权限：框中的标识改成如下图所示

2.网站权限：选中网站名右键编辑权限，如下图操作：



给 everyone的权限全部勾选，如下图操作



3.报错路径的权限开启：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2.0.50727\
Temporary ASP.NET Files右键属性



给 everyone的权限全部勾选



考勤机下发指令问题：

1. Q：下发上传人员指令，报此错误

A：服务器重启

2. 上传照片显示保存成功了，但是刷新界面照片又没有了

A：照片太大，后台有限制，可以在 IIS浏览目录，打开 config文件夹，调整照

片大小

3. 排班没有自动生成，想手动生成

查看系统日志查看未自动生成班次的原因，如提示



表示数据库内存不足，给数据库设置占用系统内存的五分之二

手动生成班次勾选框内内容

\

4.宇泛设备 v3.开头接 hrsever，上传指令：设备不支持，如下：

要禁止数据库里面设备列表的触发器，操作如下：



人脸服务报错，iis有问题



https://blog.csdn.net/taoerchun/article/details/51329802

4.设备在线但是版本和 ip 不上来，下发白名单指令不执行

需要升级 一下设备的版本

https://blog.csdn.net/taoerchun/article/details/51329802


1.通过标准案例 20190307安装到数据库连接时，不能用 2000的数据库连，bs端
不支持，在安装好的目录文件中\E7HR\Database\E7HR中的库附加到数据库，在

IIS上浏览，报-----对象名 'SysParam' 无效。--------要运行



选择的更新目录是 E7HR\E7WebSite

2. 导入部门模板，总公司的代码是 00，那导入的上级部门代码的单元格格式是

文本类型

3. 导入数据报错可能是导入的 Excel 的后缀变成了 xlsx,导入会报错，就算把后

缀变成.xls也是导不进的，只有重新生成一个表格把数据复制过去再倒

4. 在 iis 部 署 含 有 手 机 端 的 软 注 册 时 候 两 个 web.config 的 注 册

要一样



5. 用户管理在自助用户管理中的明文密码都要打勾，用户才能登入，不过在系

统 角 色 管 理 中 明 文 密 码 是 不 能 选 的



打卡记录因为下载太多历史考勤记录导致堵塞

故，我们需要手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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