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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范围 

1.1 编写目的 

本文档是详细描述上海科技大学会议注册系统用户如何使用本系统的手册,

是本系统的项目管理人员、会议主办方、会议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的其他参会人员

开展工作的基础和依据。 

1.2 适用范围 

上海科技大学会议注册系统，是根据上海科技大学的建设要求，为大学举办

的中小型会议提供会议信息发布，用户在线注册，在线缴费，提交摘要，上传图

片等功能的应用系统。 

1.3 定义 

列出本文件中用到的专门术语的定义和外文首字母组词的原词组。 

术语和缩写 解释 备注 

会议注册系统 上海海科技大学会议注册系

统，为大学举办的中小型会议

提供会议信息发布，用户在线

注册，在线缴费，提交摘要，

上传图片等功能。 

 

2 用途 

2.1 功能 

上海科技大学会议注册系统，是根据上海科技大学的建设要求，为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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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型会议提供会议信息发布，用户在线注册，在线缴费，提交摘要，上传图

片等功能的应用系统。 

2.2 性能 

能够支持上海科技大学所有用户使用，最少满足 1000 人以上用户使用，支

持 365*24小时的平台运作要求。 

2.3 安全保密 

数据库对用户核心数据单向加密储存，密码使用随机数加密，防止暴力破解。

网站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基于特征值的检测，防止可能的 SQL注入。  

2.4 硬件要求 

CPU：4核以上；内存：16G以上；硬盘：500G以上；网卡：1000Mb。 

2.5 操作系统 

目前运行的系统是 CentOS 7.7，采用的是 LAMP架构，支持 LNMP架构。 

2.6 软件配置 

浏览器建议使用 Chrome、Edge、Firefox，数据库采用的是 MySql数据库。 

2.7 网络要求 

基本的网络需求，上下行 20M带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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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文模板操作指南 

3.1 会议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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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首页菜单 

中文版首页菜单包括大会首页、会议日程、报告人、提交摘要、奖项申请、

住宿交通、招展通知、缴费方式、注册参会、登录等。视会议配置不同，以上项

目可能未必一一显示。 

 

3.3 会议信息 

中文版点击提交摘要、报告人、奖项申请、住宿交通、招展通知、缴费方式

等项目可以分别查看对应内容。 

 

3.4 用户注册 

中文版首页点击“注册参会”，在“注册参会”页面输入对应内容可以注册

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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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用户登录 

中文版首页点击“登录”，在用户登录页面输入注册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登录用户中心查看会议相关信息。 

 

3.6 用户中心 

用户中心页面，点击“修改用户信息”可以修改注册填写的相关信息；点击

“在线缴费”可以缴纳会议相关费用；点击“提交/修改摘要”可以上传提交或

修改摘要；点击“上传/修改图片”可以上传图片或修改图片相关信息。视会议

配置不同，“在线缴费”、“提交/修改摘要”和“上传/修改图片”可能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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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用户信息编辑 

用户中心点击“修改用户信息”，在用户信息编辑页面，编辑相关信息并点

击“提交”后可以修改相关信息（如果用户修改了密码，可能需要重新登录）。

点击“返回”可以返回用户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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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线缴费 

用户中心点击“在线缴费”，在线缴费页面，填写相关发票信息并提交后可

以进入缴费页面。 

 

3.9 提交/修改摘要 

用户中心点击“提交/修改摘要”，在摘要编辑页面可以上传摘要或修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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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上传/修改图片 

用户中心点击“上传/修改图片”可以上传图片或修改图片相关信息。用户

可以点击“上传更多”按钮，创建更多的上传框来上传多张照片。用户还可以在

图片编辑页面点击“删除”删除已上传的图像。 

 
 

 

3.11 注销登录 

点击右上角“用户中心”可以返回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退出”可以注销本

次登录并跳转到会议首页。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会议注册系统_用户手册  

                                            11 

 

4 英文模板操作指南 

4.1 会议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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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首页菜单 

英文版首页菜单：包括 Home，About，Program，Speakers，Announcement，

Registration，Abstract，Venue and Accommodation，Sponsor，Contact us，

Login，Register等。视会议配置不同，以上项目可能未必一一显示。 

 

4.3 会议信息 

英文版点击 About，Program，Speakers，Announcement，Registration，

Abstract，Venue and Accommodation，Sponsor，Contact us 等项目可以分别

查看对应内容。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会议注册系统_用户手册  

                                            13 

4.4 用户注册 

英文版首页点击“Register”，输入对应内容可以注册参加会议。 

 

4.5 用户登录 

中文版首页点击“Login”，输入注册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登录用户

中心查看会议相关信息。 

 

点击“Recover Password”，输入注册时使用的 Email，可以重置您注册时

使用的密码。 

注意：此操作将修改您的密码并生成一个随机密码发送到您注册时使用的邮

箱，请务必确认您的注册邮箱可以正常收取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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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用户中心 

User Center 页面，点击“Modify User Information”可以修改注册填写

的相关信息；点击“Pay Online”可以缴纳会议相关费用；点击“Submit/Modify 

Abstract”可以上传提交或修改摘要；点击“Upload/Modify Photo”可以上传

图片或修改图片相关信息。视会议配置不同，“Pay Online”、“Submit/Modify 

Abstract”和“Upload/Modify Photo”可能不会出现。 

 

4.7 用户信息编辑 

User Center 中点击“Modify User Information”可以修改用户信息，在

用户信息编辑页面，编辑相关信息并点击“Submit”后可以修改相关信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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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修改了密码，可能需要重新登录）。点击“Back”可以返回 User Center 用

户中心页面。 

 

4.8 在线缴费 

User Center中点击“Pay Online”可以在线缴费，页面填写相关发票信息

并提交后可以进入缴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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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提交/修改摘要 

User Center 中点击“Submit/Modify Abstract”提交修改摘要，在摘要编辑页

面可以上传摘要或修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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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上传/修改图片 

User Center 中点击“Upload/Modify Photo”可以上传图片或修改图片相

关信息。用户可以点击“Upload More”按钮，创建更多的上传框来上传多张照

片。用户还可以在图片编辑页面点击“Delete”删除已上传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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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注销登录 

点击右上角“User Center”可以返回用户中心页面，点击“Logout”可以

注销本次登录并跳转到会议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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