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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登录

根据学校所属的域名地址，登录访问。进入到如下图类似界面，点击统一身份认证，输

入统一身份认证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新生登录为新生没有统一身份认证时，用考生号进行登录。

登录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老师页面



学生页面

2. 应用操作

1.1. 招生管理

1.1.1. 招生管理

招办老师进入系统后，点击招生计划应用进入进行相关业务的处理。业务处理界面可点击“按

专业导入/按省份导入”进行数据导入，可复制往年的数据从而实现计划的快速编制，招生计

划编制完成后，可点击“发布”，按照所勾选内容或全部内容进行招生计划发布。

1.1.2. 高招数据处理

1.1.2.1. 高招数据处理

招办老师可点击“招生设置”，设置招生年度、批次、科类、招生专业、招生省份、录取方式



以及招生单位。老师可点击查看批次详情，按具体省份导入 dbf 文件，设置对应关系，系统

会自动将文件处理成对应数据。

招办老师可点击“打印通知书”进行录取通知书打印，可批量打印或勾选单个或批量进行打印。

同理，可点击“打印 EMS”进行邮寄单打印。

1.1.2.2. 录取信息管理

招办老师可查看并导出处理完成的招生数据。

学生可通过点击录取结果查询，可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查询界面可通过参数设置调整。



招办老师可点击导航栏的“查询统计”对全校历年来的录取学生信息进行明细查询、表格统计、

图形统计、统计结果下钻等操作，可将查询结果导出、保存、打印。

1.1.3. 迎新服务
新生按照学校给出的网址和账号登录系统后，点击迎新服务，可进行预报到业务办理。



在预报到中，新生可按照左侧的引导栏，点击各项进行信息采集、财务缴费、到站登记、结

伴同行、绿色通道申请、入学教育测试、一卡通照片采集、生活用品购买、军训服装尺码预

定等、还可查看电子报到单、迎新导航等。

1.1.3.1. 迎新类别

迎新管理员可点击导航栏的“迎新类别”，点击新建类别设置迎新类别信息、迎新具体流程、

迎新人员权限以及学生服务内容。



1.1.3.2. 迎新批次

迎新管理员点击导航栏的“迎新批次”，点击新建批次设置每年的迎新批次。包括批次的开始

时间、结束时间、迎新类别、学生名单数据、辅导员数据等。

1.1.3.3. 现场办理

对新生现场迎新流程环节进行办理。

1.1.3.4. 迎新统计

学校领导可通过点击导航栏的迎新统计实时查看迎新报到情况，可按多个维度查询报到信

息。



1.1.3.5. 迎新大屏

如果学校有迎新大屏，可将迎新数据接入大屏进行实时显示。

1.1.4. 新生排宿

1.1.4.1. 学校批量排宿

学校管理员可点击新增，建立新生分宿批次。按一定要求将宿舍房间分配到各个学院。



1.1.4.2. 学院批量排宿

学院可按班级、性别进行划分房源。

1.1.5. 新生管理

1.1.5.1. 分班分学号管理

业务老师点击新生管理设置可对新生进行分班编学号。



点击分班，系统可按照生源地、民族、高考成绩、各科目成绩、性别等条件自动进行打散分

配，并可支持手动调班。点击分学号，系统自动对学生进行分学号处理。点击导出，可以分

班分号的数据以 Excel 形式导出。

业务老师点击导航栏的“统计查询”按钮，可对学生分班分学号信息按查询条件进行明细表、

信息表、统计图的方式查询和数据导出。

2.1. 学生信息管理

2.1.1. 基本信息

2.1.1.1. 信息设置

学校管理人员可以设置基本信息采集的开放时间段、字段和修改权限，设置家庭成员等信息

是否启用。



2.1.1.2. 信息管理

学工管理人员可以查看学生基本信息，可以进行新增编辑等操作，可查看各字段填写质量，

导入查询需要查看的学生信息，导出学生信息。

2.1.1.3. 信息审核

各级管理人员可以审核学生提交的个人信息修改数据。



2.1.1.4. 我的基本信息

学生可以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奖惩记录/资助记录等，可以查看基本信息详情，维护

个人经历。

2.1.2. 学生信息查询

2.1.2.1. 信息查询

提供多种查询方式和查询维度给各级管理人员查看学生基本信息。

2.1.2.2. 信息设置

学校管理人员可以设置查询单个学生详情时显示的内容。

2.2. 学生资助管理

2.2.1. 困难生

2.2.1.1. 困难生管理

学工处老师可导入今年评定的困难生名单，包括具体困难等级。



2.2.1.2. 困难生查询

辅导员和学院管理老师可查看管辖范围内困难生信息。

2.2.2. 助学金

2.2.2.1. 助学金种类

学工处管理员可设置助学金种类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等级设置、评选条件、申请表设置。

2.2.2.2. 助学金批次

学工处老师可以设置每年评定的助学金批次，包括申请时间，结束时间，以及各个学院具体

分配的名额。



2.2.2.3. 助学金审核

辅导员可提名本学年的困难生获得今年的国家助学金。

各级管理员按审核流程进行审核

2.2.2.4. 助学金发放

学工处老师可按学期发放助学金的金额。

辅导员和学院管理老师可查看管理范围内的发放记录。

2.2.2.5. 我的助学金

学生可查看本人获得助学金信息和发放信息。



2.2.3. 勤工助学

2.2.3.1. 用工单位管理

勤工助学管理员可设置每个用工单位的信息，包括每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员。

2.2.3.2. 岗位管理

用工单位管理员可以提交岗位需求信息到学工处。学工处审核通过后，学生才可以申请

岗位。



2.2.3.3. 上岗管理

用工单位可以审核学生的上岗申请，审核通过后会到学工处审核。用工单位也可以直接提名

某学生，然后由学工处审核。

学工处可审核用工单位提交的申请。审核通过后，才可每月发放薪酬。

2.2.3.4. 用工单位薪酬管理

用人单位每月可对上岗的学生进行发放薪酬，对勤工助学的学生填写工时，金额以及工

作评价。

也可查询每月发放的具体明细。

2.2.3.5. 薪酬管理

学工处可审核用工单位提交上来的薪酬发放数据。

可查询所有用工单位发放的具体明细。



2.2.3.6. 我的勤工助学

学生可查看自己勤工助学的信息，包括每个月发放的薪酬。

2.2.3.7. 上岗信息查询

辅导员和学院管理老师可查看管辖范围内学生勤工助学的信息。

2.2.4. 困难补助

2.2.4.1. 困难补助种类

学工处老师可设置具体的困难补助种类。包括困难补助的基本信息、审核流程、公示信息、

评选条件以及名额分配。



2.2.4.2. 困难补助审核

各级管理老师可按审核流程审核管辖范围内学生申请的困难补助信息。

2.2.4.3. 困难补助查询

辅导员和学院管理老师可查看管辖范围内困难补助信息。

2.2.4.4. 我的困难补助

学生可申请符合条件的困难补助，填写申请理由。



2.2.5. 贷款

2.2.5.1. 生源地贷款

学工处老师导入每学年生源地贷款的信息。

辅导员和院系管理老师可查看管理范围内学生的生源地贷款信息。

2.2.5.2. 我的生源地贷款

学生可查看自己的生源地贷款信息。



2.2.5.3. 校园地贷款

学校老师可进行校园地贷款的管理审核，学生可进行申请和信息查看。

2.2.6. 代偿

 基层就业代偿

学生可在线填写基层就业代偿申请信息、就业信息并发起审核申请，支持学生撤回申请重新

编辑申请信息，再次发起申请。

 基层就业代偿审核

学校业务老师可对学生提交的基层就业代偿申请进行审核通过不通过等操作，并可进行新

增、删除、导出数据。

 义务兵代偿

学工处老师可以新增、删除、导入、导出每年义务兵代偿的信息。各学院和辅导员可以查看

管理范围内学生的信息。



点击查询统计可对学生基层就成代偿的数据按照明细表、信息表、统计图等方式进行数据查

询。可点击左侧的查询条件，添加查询条件，并可对查询结果导出。

2.2.7. 资助上报

2.2.7.1. 资助上报

学工处老师可以直接在系统下载固定格式的数据，进行上报。

2.2.8. 资助工作简报

2.2.8.1. 资助工作简报管理

学工处老师可以设置资助工作简报的方案，以供领导查看当年资助工作结果。



2.3. 学生素质发展管理

2.3.1. 综合测评

2.3.1.1. 测评设置

学工处老师可以设置综合测评开展的时间、审核流程，设置指标库，加减分指标库。

2.3.1.2. 测评审核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核学生提交的综合测评；辅导员可以维护班级小组成员，给负责

的学生打分，审核学生提交的数据；班级小组成员可以给本班的学生打分。



2.3.1.3. 附加分管理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导入或新增学生的附加分。

2.3.1.4. 测评结果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查看计算后的学生综合测评成绩，班级排名以及专业排名，并可点击导出

按钮将查询数据导出。

2.3.1.5. 测评申请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进行综合测评自评并提交审核，可以查看历史评定成绩。



2.3.2. 奖学金

2.3.2.1. 奖学金种类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新增、编辑、删除奖学金种类，设置奖学金分配方式、审核流程、评定

条件

2.3.2.2. 奖学金批次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创建奖学金评定批次，设置开放的奖种，分配各奖项的名额。

2.3.2.3. 评定对象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设置快照信息更新时间和更新频率，可以调整快照中的学生基本信息和

辅导员带班数据。



2.3.2.4. 奖学金审核

辅导员可以提名学生奖学金，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核辅导员提名的信息，查看审核统计。

2.3.2.5. 奖学金发放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将评定奖学金的学生发放奖学金的数据导入到系统中。

2.3.2.6. 奖学金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查看、导出管理范围内的奖学金评定数据。



2.3.3. 荣誉称号

2.3.3.1. 荣誉称号种类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新增、删除、编辑、导出荣誉称号种类，设置审核流程、评定条件和名

额分配。

2.3.3.2. 个人荣誉称号申请审核

辅导员可以点击“提名”按钮来提名学生的荣誉称号信息，各级管理老师可以点击申请表查

看学生的申请详情，进行审核通过不通过操作，可以勾选最左侧的复选框进行批量审核通过

操作。



2.3.3.3. 集体荣誉称号申请审核

辅导员可以点击“提名”按钮来提名学生的荣誉称号信息，各级管理老师可以点击申请表查

看学生的申请详情，进行审核通过不通过操作，可以勾选最左侧的复选框进行批量审核通过

操作。

2.3.3.4. 荣誉称号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查看、导出管理范围内的个人和集体荣誉称号信息。

2.3.4. 违纪处分

2.3.4.1. 处分管理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设置违纪类型、处分类型、处分依据，可以登记、编辑、删除、导入、

导出学生的违纪处分信息。院系管理老师可以登记留校查看以下的学生违纪处分信息。



2.3.4.2. 处分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查看、导出管理范围内的学生违纪处分信息。

2.3.4.3. 学生查看

学生可以查看自己的违纪处分信息。已经过截止查看期的违纪处分，学生可以申请解除违纪

处分，查看解除申请的审核状态。

2.3.4.4. 处分解除审核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核学生提交的违纪处分解除申请信息。



2.3.5. 奖励工作简报

2.3.5.1. 奖励工作简报管理

2.3.5.2. 奖励工作简报一览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查看已经发布的各年度奖励工作简报总体情况。

2.3.5.3. 奖励工作简报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查看已经发布的各年度奖励工作简报具体详情。



2.4. 学生管理

2.4.1. 学生请假

2.4.1.1. 请假设置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设置请假时间、请假类型、审核流程，是否开启学生定位销假和定位销

假的范围。

2.4.1.2. 请假审核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核学生申请的请假信息，辅导员可以帮已经返校的学生进行销假。

2.4.1.3. 请假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查看、导出管理范围内的学生请假信息。



2.4.1.4. 学生请假

学生可以申请请假信息，查看自己的历史请假记录。

2.4.2. 学生档案

2.4.2.1. 档案管理

业务管理老师可点击建档来创建和管理学生档案。

2.4.2.2. 档案转出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新增、删除、导入档案接收单位，可以转出学生档案，查看档案的转出、

未转出人数和比例。

2.4.2.3. 学生档案

学生可以查看自己的档案信息，已转出的档案可以查看到档案转出信息。



2.4.3. 学生问卷调查

2.4.3.1. 问卷管理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创建问卷，编辑问卷。

2.4.3.2. 问卷答题

学生能在线进行问卷答题，答题完成后可查看答题明细及得分。



2.4.3.3. 问卷统计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查看问卷学院答题统计、作答明细统计、个人作答明细。

2.4.4. 节假日离返校

2.4.4.1. 节假日设置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点击编辑设置节假日、申请时间段和定位到校范围

2.4.4.2. 节假日审核

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核学生的节假日离返校信息。



2.4.4.3. 节假日登记管理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设置审核流程、节假日去向信息；管理学生的节假日去向信息。

2.5. 辅导员队伍管理

2.5.1. 政工队伍

2.5.1.1. 学生队伍管理

学工处管理老师可以设置任职类别，维护政工人员信息和任职信息，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核

管理范围内的辅导员提交的个人信息修改。



2.5.1.2. 扩展信息管理

学工处管理老师设置需要启用的扩展信息。

2.5.1.3. 我的任职信息

辅导员可以查看自己的任职信息，可以修改自己的基本信息，提交审核。

2.5.2. 辅导员日志

2.5.2.1. 日志设置管理

学工处管理老师设置日志内容、填写频次、生效方式，查看辅导员填写的工作日志情况。

2.5.2.2. 工作日志进度

各级管理老师查询管理范围内的辅导员工作日志填写情况。

2.5.2.3. 日志填报

辅导员可填写日志内容，查看自己的工作日志情况。



2.5.3. 辅导员考核

2.5.3.1. 学生评辅

学生可对自己的辅导员进行量表评价。

2.5.3.2. 熟悉度测评

辅导员对系统随机抽取的 10 名学生，按照照片进行选项的勾选。



2.5.3.3. 同行测评

辅导员对本分院的辅导员进行打分评价。

2.5.3.4. 领导测评

分团委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可对本分院的辅导员进行测评。



2.5.3.5. 考核打分

党总支书记可对本分院的辅导员和分团委书记进行考核打分。

2.5.3.6. 考核结果查看

学工处老师可计算辅导员考核成绩，并查看导出所有辅导员考核成绩。



2.6. 宿舍管理

2.6.1. 宿舍房源管理

2.6.1.1. 宿舍房源管理

宿舍管理老师初始化各个宿舍楼的楼层、宿舍号、床位及宿舍内硬件设备信息；绘制楼

层鸟瞰图；完善楼栋照片、宿舍房型照片。

2.6.2. 宿舍人员管理

2.6.2.1. 宿舍人员管理

宿舍管理老师进行宿舍管理人员维护，设置各个楼栋对应的宿舍负责人。



2.6.3. 学生住宿

2.6.3.1. 住退调

宿舍楼栋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的宿舍对调、调整、退宿、批量退宿、入住的操作。

2.6.3.2. 住宿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对自己负责范围的学生进行住宿信息查询和导出。



2.6.4. 宿舍违纪

2.6.4.1. 宿舍违纪管理

宿舍管理老师可以设置宿舍违纪类型，辅导员反馈的审核流程；宿舍楼栋管理人员对负

责范围内的学生进行宿舍违纪情况登记和导入；辅导员可以反馈学生的宿舍违纪情况是否属

实，提交审核；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核辅导员提交的反馈意见。

2.6.4.2. 宿舍违纪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对自己负责范围的学生进行宿舍违纪信息查询和导出。

2.6.4.3. 学生宿舍违纪

学生可以查看自己的宿舍违纪信息。



2.6.5. 宿舍卫生

2.6.5.1. 宿舍卫生检查登记

宿舍楼栋管理人员对负责范围内的学生进行宿舍卫生情况登记和导入。

2.6.5.2. 宿舍卫生检查查询

各级管理老师对自己负责范围的学生进行宿舍卫生信息查询和导出。



2.6.5.3. 宿舍卫生学生查询

学生可以查看自己的宿舍卫生信息。

2.6.6. 宿舍申办

2.6.6.1. 住宿审核

学工处管理老师设置宿舍申办类型，终审学生的宿舍申办的申请；各级管理老师可以审

核管理范围内的学生的申请。

2.6.6.2. 宿舍申请

学生可以在线申请退宿。



2.7. 家长系统

2.7.1. 家长查询

2.7.1.1. 数据设置

学工处老师可设置家长登录的验证方式，以及登录后可查看到的学生信息。

2.7.1.2. 家长查询

家长可登录系统，查询学生的在校情况。

2.8. 心理健康管理

2.8.1. 心理咨询

2.8.1.1. 心理咨询预约

学生可登录系统，填写咨询问题，预约咨询师具体时间。

2.8.1.2. 咨询预约

咨询师可查看学生的咨询预约信息。



2.8.1.3. 咨询预约管理

心理管理员可设置咨询师的信息，以及排班时间。可查看所有咨询师的预约记录。

2.9. 团工作

2.9.1. 学生组织

2.9.1.1. 组织管理

学校管理员可以点击组织类型管理设置学生组织类型、维护学生组织的基础架构，维护学生

组织成员信息；学生组织负责人可以维护本组织结构下各级组织信息，维护各级学生组织成

员信息。



2.9.2. 学生社团

2.9.2.1. 社团管理

学校管理人员可以点击创建社团设置社团类型，维护社团信息，审核社团信息，管理社团成

员；学生可以查看社团信息，可以申请加入意愿参加的社团。

2.9.2.2. 管理社团

社团负责人可以创建社团，提交审核，点击添加成员进行社团成员信息。

2.9.2.3. 加入社团

学生可以查看社团，针对感兴趣的点击申请，加入社团。



2.9.3. 学生活动

2.9.3.1. 学生活动管理

学校管理员可以设置活动类型，查看活动信息和参与活动的学生情况；活动管理员可以维护

活动信息并对活动报名情况进行审核或维护，查看活动信息和参与活动的学生情况；活动负

责人创建活动，提交审核，维护参与活动的学生信息。

2.9.3.2. 活动浏览

学生可以浏览活动并进行报名。



2.9.4. 志愿服务

2.9.4.1. 志愿服务管理

学校管理员可以设置志愿服务相关参数，维护审核志愿者信息，维护志愿活动与志愿团队信

息；针对提交的志愿者申请，在审核时可点击详情进行查看，并可进行通过、不通过等操作。

2.9.4.2. 志愿者信息

学生可以点击“我要申请”申请成为志愿者，然后通过完善我的志愿信息按要求填写后提交。



2.10. 离校管理

2.10.1. 离校管理

2.10.1.1. 离校类别

离校管理员可点击导航栏的离校类别，点击新建类别设置离校类别信息、离校环节信息，可

按照环节设置具体环节办理人员等。

2.10.1.2. 离校批次

离校管理员通过点击导航栏的离校批次，点击新建批次可以创建离校人群的批次，设置手续

的办理起止时间及办理环节、离校人员名单、人员授权等。



2.10.1.3. 离校办理

离校办理人员可以点击现场办理，选择对应批次，点击某个毕业生进行离校手续办理。另外

也可通过勾选左侧的选择框，框定某几个毕业生进行离校手续办理。点击右侧的全部通过默

认对毕业生进行全部办理通过。

2.10.1.4. 学生服务

毕业登录系统之后，点击学生离校可进行离校相关业务的办理。可以填写离校信息采集，填

查看离校单。明晰离校需要办理哪些环节，每个环节办理的时间、地点、及办理要求等。



3. 移动端

移动端服务支持在微信、钉钉、易班、今日校园等载体访问。以今日校园为例：

3.1 今日校园

用户首先通过手机号加验证码的方式完成今日校园用户的注册/登录，然后通过所属学校的

学工号加密码的方式完成校内实名身份绑定，之后方可正常使用校内各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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