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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产品介绍

1.1 产品简介

台州银行企业网银客户端是为企业网银客户打造的全新网银使用工具，集成了企业网银
所需要的 U-key 驱动、控件安装等，支持一键下载安装，提供了简单、方便、快捷的操作体
验。

登录企业网银客户端后，即可畅享各项企业网银的功能，无需再依赖于电脑上安装的 IE
等浏览器。

1.2 适用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Windows XP SP3、Windows 7、Windows 8、Windo
ws 10

 浏览器：IE6.0~IE11

 语言：简体中文

1.3 主界面概览

网银客户端的主界面如下图 1-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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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网银客户端主界面

1.4 安装流程

1. 双击运行安装包文件 TZBank.EBankingBrowser.exe，自动弹出安装界面，安装界面窗口
标题为网银客户端安装，安装界面显示的语言为简体中文。

安装开始界面示意图如下图 1-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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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安装开始界面

2.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软件许可协议”，然后点击“立即安装”按钮进入安装过程；或者

点击“软件许可协议”查看协议内容，然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软件许可协议”，最后

点击“立即安装”按钮进入安装过程。

进入软件安装的界面示意图如下图 1-4-2 和 1-4-3 所示：

图 1-4-2 进入安装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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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进入安装方式二

3. 进入安装过程后，请根据用户类型选择点击“台州银行”或者“银座村镇银行”，如下图

1-4-4 所示：

图 1-4-4 选择安装的用户类型

4. 选择用户类型后进入正式的安装过程，等待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可以点击“立即体验”

按钮来启动网银客户端，或者直接关闭安装界面，后续通过桌面快捷方式启动网银客户端。

安装过程界面如图 1-4-5 所示，安装完成界面如图 1-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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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安装过程界面

图 1-4-6 安装完成界面

第 2 章 网银客户端功能

台州银行网银客户端的功能包括：客户端上直接进行网银登录和交易，网银环境检测和
修复，USBKey 管理和证书验证，信息收集和使用帮助，软件设置和软件更新以及通知提示
等。

2.1 网银登录

启动企业网银客户端后，客户端会根据用户类型（台州银行或者银座村镇银行）自动打
开网银页面，如下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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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网银登录页面

用户登录企业网银客户端的方式有两种：

1. U-key 登录，插入 U-key 后，您可以直接输入 U-key 密码，立刻完成登录。

2. 普通登录，不插入 U-key 情况下，您需要手工输入企业客户号、用户名、登录密码，

立刻完成登录。

U-key 登录和普通登录示意图如下 2-1-2 和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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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U-key 登录示意图

图 2-1-3 普通登录示意图

在网银页面中如果想进行页面的“前进”“后退”“刷新”等操作，请直接在页面上鼠标

右键，如下图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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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网银页面操作

2.2 网银助手工具栏

在网银客户端上，如果您想使用网银助手的相关功能，请点击左下角的工具栏，工具栏
提供的功能操作包括：网银环境检测与修复，USBKey 管理与证书验证，使用帮助与信息收
集，如下图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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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银客户端工具栏

网银客户端的工具栏可以控制器收起或者展开，点击工具栏上左右侧的收起或者展开按

钮即可，如下图 2-2-2 所示：

图 2-2-2 工具栏收起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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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银环境检测与修复

当网银客户端后台检测到 USBKey 驱动或者控件异常时，网银客户端顶部会有通知，同
时网银助手会被自动唤起并对网银环境进行检测和修复；用户也可以通过工具栏上的“环境
检测”按钮唤起网银环境检测的功能。如下图 2-3-1 所示：

图 2-3-1 启动网银环境检测

环境检测内容可以划分成六大类：用户系统环境、IE 浏览器设置、用户网络设置、浏览
器控件相关、用户 USBKey 相关和证书应用相关。

点击工具栏上“环境检测”按钮和检测页面上的“重新检测”按钮可启动网银环境检测，
全面检测分为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网银检测完成后，若有异常项，点击“一键修复”按钮可实现一键修复，也可以点击异常
项后的“修复”来进行单项修复。同时，网银控件和 USBKey 驱动可以跟具体的使用情况选择
“重新安装”。

网银环境扫描完成如下图 2-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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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网银环境检测完成

用户可以修复扫描出来的异常项的方式有两种：

1.在结果显示区右侧点击按钮“一键修复”，将所有检测出的异常项进行一键修复，修
复结果显示在结果显示区。

2.在检测结果显示列表区，点击异常项后“修复”按钮，将该异常项进行修复，修复结
果显示在结果显示区。

一键修复和单项修复示意图如下 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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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一键修复和单项修复

2.4 USBKey 管理

点击网银客户端工具栏上的“USBKey 管理”按钮，网银客户端会弹出 USBKey 管理的
页面，包括 USBKey 管理和证书验证，默认显示的是 USBKey 管理页面，该页面功能为查看
插入电脑的 USBKey 的信息和修改 USBKey 的 PIN 码。如下图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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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USBKey 的信息和状态

将 USBKey 插入电脑后，利用网银检测，将其 USBKey 驱动修复安装后，界面上的 US
BKey 序列号下方的下拉框显示插入 USBKey 的序列号，如果插入 USBKey 后，USBKey 序
列号无内容添加，可以点击左侧按钮“重新加载”，网银助手重新扫描插入电脑的 USBKey。

如果用户首次使用 USBKey 或者提高 PIN 码强度，则需要用户修改手中 USBKey 的 PI
N 码。在 USBKey 密码修改框内输入旧密码、两次新密码，当新旧密码输入完毕之后，右侧
的按钮“确认修改”变为可用。如下图 2-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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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修改 USBKey 密码

点击“确认修改”按钮，网银助手修改其 PIN 码，该页面上会自动弹出修改结果提示。

如下图 2-4-3 所示：

图 2-4-3 修改密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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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USBKey 管理页面正上方“证书验证”Tab 按钮，显示证书验证页面。该页面作用

是验证该证书的有效性，同时，在该页面也可以查看证书的详细信息。证书验证页面证书信

息展示如下图 2-4-4 所示：

图 2-4-4 证书验证页面证书信息

点击“查看证书”按钮可以查看证书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2-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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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证书详细信息

将 USBKey 插入电脑后，界面上的 USBKey 列号下方的下拉框显示插入的序列号，在证
书名称的下方显示 USBKey 内证书的 CN，及显示证书相关信息：证书颁发者、证书序列号、
证书有效期、证书状态。

如果插入 USBKey 后，USBKey 序列号下拉框均无内容添加，可以点击左侧按钮“重新
加载”，网银助手重新扫描插入电脑的 USBKey。

当网银助手程序检测到 USBKey 证书，右下侧按钮“验证证书”变为可用。点击该按钮
后，网银助手开始验证，并输入该 USBKey 的 PIN 码，验证结果的提示会自动在该页面上弹
出。

验证证书如下图 2-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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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验证证书

2.5 使用帮助

点击网银客户端工具栏上的“帮助中心”按钮，网银客户端会弹出帮助中心的页面，包
括信息收集和使用帮助，默认显示的是信息收集页面。

信息收集是指收集客户端的信息，帮助客服人员解决客户问题。用户可以点击信息收集
页面中的“收集信息”按钮获取客户端信息；会在客户端安装路径生成名为“DiagnosisLog.txt”
的文件。

信息收集内容包括：
1. 本机当前时间、操作系统版本；
2. 开机启动项信息收集：本机开机启动的项目；
3. 服务信息收集：本机当前运行的服务情况；
4. 进程信息收集：本机在用的进程；
5. IE 版本、安全级别、信任站点、IE 插件；
6. 证书明细、证书链信息、相关控件的版本；
7. 网络设置：包括主机名、域名、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
如下图 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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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信息收集

点击帮助中心左侧的“使用帮助”TAB 按钮可以切换到使用帮助页面，该页面对网银助
手的常用功能进行了解释和描述，供用户存在疑问时查看，在帮助功能模块中主要罗列了网
银助手各个功能模块的简介和使用方法。详见下图 2-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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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使用帮助

2.6 软件设置

点击网银客户端左上角操作按钮最左侧的“设置”按钮可进入软件设置的页面，软解设
置中主要有以下设置：
1. 网银助手是否随机启动，有启动和不启动两项（默认不启动）；
2. 网银检测是否启动助手时自动检测，可选择检测和不检测两项（默认不自动检测）；
3. 关闭主窗口操作，可选择最小化和关闭两项，（默认最小化）；
4. 显示语言，默认为简体中文，不可切换；
5. 用户类型，台州银行和银座村镇银行，默认根据用户安装时的选择而来，该页面更改用

户类型后，网银登录页面会自动切换；
6. 自动更新周期选择，可选择每日、每周、每月三项（默认每周）；
7. 当前网银客户端版本信息，后面有检测更新按钮，点击后可以强制进行软件版本的检查；
8. 当前网银客户端连接助手服务器的状态；
9. 网银客户端的版权所有信息。
详细信息如下图 2-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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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软件设置

2.7 软件更新

该功能帮助用户实时得到网银客户端的最新版本，保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随时能体验最
新版本带来的便捷、有效，增加网银客户端完成核心功能的成功率。

软件更新有两种触发途径，一种是到了自动更新周期时有网银客户端自行触发，另一种
是通过软件设置页面中的“检查更新”按钮。

程序连接服务器下载文件检查是否需要升级，并在屏幕右下角弹出气泡提示对话框；如
果本地网银客户端版本与服务器版本不一致，需要更新执行文件和核心库文件，屏幕右下角
弹出提示对话框，用户点击该气泡提示对话框即可。

如下图 2-7-1 所示：

图 2-7-1 软件更新气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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