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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蜻蜓投标工作台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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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户注册

1. 打开链接 http://toubiao.yqtsoft.com 默认进入招标公告三天内页签，

2. 点击右上角注册，打开注册页面，在注册页面依次填写，手机号码、获取的验证码，点

击下一步。

http://toubiao.yqt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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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密码，工作单位，勾选协议，点击注册完成，即账号已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后会给

予招标公告和开标日程方面的奖励。同时可以插锁验证，验证通过后，奖励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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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在注册前将姓名，单位，手机号提供给客服且认证通过，注册成功后将获得更多奖

励，同时可以使用投标信息来兑换开标日历或招标公告，具体兑换操作详见 5.2

注：

1) 插锁验证只能在 IE11 浏览器上进行，验证成功后，则奖励翻倍。

2) 如已在云蜻蜓官网注册或认证，则在投标工作台可以直接登录，同样享有奖励和兑换权限。

3) 在投标工作台注册成功后，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如已认证，同样享受积分兑换的权限。

4) 未登录状态下，招标公告列表默认显示三天内的招标公告信息，可供浏览，如需查看更多及使用其他

功能，注册登录后即可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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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户登录

1. 打开链接 http://toubiao.yqtsoft.com，点击右上角登录，打开登录页面，提供两种登录

方式，手机号、密码登录和手机号、验证码登录，任选其一：

2. 输入相关信息，点击登录按钮，进入投标工作台，如首次登录则会弹出奖励的提示窗。

http://toubiao.yqt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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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成功后，页面右上角显示当前登录账号、头像以及招标公告和日程已使用数量。如

果该账号未通过加密锁验证，则显示验证有礼按钮，点击改按钮可再次验证。验证通过

后奖励翻倍，如已通过客服认证则不需要验证加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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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招标公告

3.1 招标公告列表

登录网站后，点击最上方招标公告菜单导航，进入招标公告列表：

3.2 查询招标公告

1. 招标公告列表分为查询区域和数据显示区域，查询区域提供所属地区、资质要求、合同

价格、评标方法、是否远程、业绩要求、信用分要求、是否 EPC 查询、标段标号或标段

名称模糊查询，可根据需求查询需要关注的招标公告。

2. 查询区域提供保存自定义查询条件的功能，选择查询条件后，点击保存查询条件，二次

确认后，该查询条件会显示在列表右边我的条件中，当再次查询时，只需点击我的条件，

选择保存之前的查询条件，就可快速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公告。同时我的条件提供删除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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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询区域提供收起和展开功能，点击右边收起按钮则将查询区域暂时隐藏，如需查询再

点击展开按钮，则展开查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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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招标公告数据显示区域提供发布时间区间查询功能，分别在全部和我的收藏页签中，

输入发布时间区间即可查询出时间段内发布的招标公告。

3.3 收藏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数据显示区域，分为 4 个页签，分别为全部、一周内、三天内、我的收藏，分

别显示全部招标公告、一周内发布的招标公告、三天内发布的招标公告以及个人收藏的招标

公告。

在全部或一周内或三天内页签中，点击招标公告右下角的收藏图标，该条公告就会显示

在我的收藏列表中，再次点击收藏图标则取消收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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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的收藏

我的收藏列表显示收藏的所有招标公告，在我的收藏页签中，提供删除、全部删除、导

出 Excel、全部导出 Excel、快速新增开标日程等功能

1. 删除收藏的招标公告：

1 点击招标公告右边的删除图标，二次确认后，该收藏公告被删除。

2 鼠标移动到招标公告上，点击左上角勾选图标，点击删除按钮，二次确认后，勾选的收

藏公告被删除。

3 点击全部删除按钮，二次确认后，则所有收藏公告全部被删除。

4 同时提供一键清除所有勾选项的操作，点击页面上清空按钮，则取消所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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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出收藏的招标公告

1 鼠标移动到招标公告上，点击左上角勾选图标，导出 Excel 按钮，则将所勾选的数据导

出到 Excel 中。

2 点击全部导出 Excel 按钮，则将收藏的所有招标公告全部导出。

3. 开标日程

1 点击招标公告右边日历图标，进入新增日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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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标公告中数据直接带出，填写相关信息，保存后，日程创建成功。同时在开标日历

中会在开标日期内显示该日程，系统也会根据选择的短信提醒方式，在开标前给予短信

通知。

3 如需删除日程，则在我的收藏列表中点击取消日程或在开标日历删除即可。

4 如需修改日程，则在开标日历中找到该日程，执行修改操作。

4. 查看开标数据

如项目已开标，在招标公告标题后会显示开标数据按钮，点击该按钮则会显示该项目的

开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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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中标公示

如项目已开标且中标公示已发出，在招标公告标题后会显示中标公示按钮，点击该按钮

则会显示该项目的中标情况，如下：



14

3.5 报名

在招标公告列表全部、一周内、三天内、我的收藏页签中，均提供了快速进入报名页面

的功能，点击报名图标即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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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标日历

4.1 我的日历

登录网站后，点击最上方开标日历菜单导航，进入开标日历页面，默认显示我的日历和

近期与开标页签，我的日历提供月、周、日视图，默认在周视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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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新增日程

1. 在我的日历页面，点击新增按钮，打开新增日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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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相关信息，保存，日程创建成功，在我的日历对应的开标时间内会显示该日程。

如新增日程时，特别关注选择了是，在我的日历对应日程则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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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查看日程详情

在任意视图中，鼠标移动到项目名称位置，则会显示该项目的详细信息

4.1.3 修改日程

如 4.1.2 操作，点击日程详情右上角的修改图标，弹出修改页面，修改相关信息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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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删除日程

如 4.1.2 操作，点击日程详情右上角删除图标，二次确认后，该日程被删除。

4.1.5 导出日程

在开标日历任意视图内，点击导出 Excel 按钮，则导出当前时间内的所有开标日程的 excel

格式。

4.2 近期预开标

在开标日历中，点击近期预开标，进入近期预开标页面，页面展示当前一周内的开标项

目，每周五会提前更新下一周的开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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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项目前面的 选择短信提醒模式，确定后，该项目的信息会添加在我的日历中，

同一个项目只允许添加一次日历，删除后可重新再添加。添加成功后，系统会根据选择

提醒方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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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告/日程

5.1 个人中心

登录网站后，点击最上方个人中心菜单导航，进入个人中心页面，上方显示当前账号享

有可使用的招标公告数和开标日程数。下方显示标段信息、兑换记录、购买记录，如标段信

息未显示，则需提供姓名、手机号、单位提供给客服，认证通过后即可显示。

5.2 兑换公告

在个人中心的标段信息区域，选择所属公司，勾选标段，点击兑换公告按钮，确定后可

收藏公告数自动加上兑换的数量，无需审核。兑换记录可在兑换记录列表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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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兑换日程操作同兑换公告，一个标段只能兑换一条招标公告或日程。

2) 此处的兑换公告和日程权限与官网的积分兑换不冲突，可以同时享有。

5.3 兑换日程

兑换日程操作同兑换公告

5.4 购买公告

如招标公告数或日程数不够使用，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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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中心，点击马上购买公告数，生成付款码，暂时支持微信扫码支付。

2. 扫码支付后，会提示支付成功，显示购买商品，可收藏公告数量会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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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购买记录列表中可查看购买历史。

5.4 购买日程

购买日程操作同购买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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