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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端使用说明

一、关注公众号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朋友】，搜索【厦大易班】即可进行关注。

图1-1 图1-2 图1-3 4



二、易设置

图2-1 找到账号关联 图2-2 账号绑定界面 图2-3 厦大绑定 图2-4 易班绑定

新用户可通过点击【易设置】——【账号关联】，进行绑定。
1.账号绑定
厦大绑定：使用学号进行绑定，密码为您的教务系统密码；
易班绑定：账号即为注册易班账号时使用的手机号或者邮箱，密码为您

设置的易班账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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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易班官方微信公众号，由厦门大学
易班工作站宣传中心运营并管理。我们希望
通过精彩的专题内容，展示厦大校园生活，
提供丰富校园资讯，服务广大师生，为关注
厦门大学的社会人士提供了解和沟通的平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可以直
接回复微信，客服将及时处理和回复。

如果您有优秀的原创作品，可以投
稿至xiadayiban@xmu.edu.cn，我们会
择优发布。

感谢您对厦大易班的关注

厦大易班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厦大易班

厦大易班
官方微信

————————
xiadayiban

2.联系小易

易班网厦门大学主页： http://yiban.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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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服务

点击【易服务】-【扫码签到】，
即可进行签到

点击【易服务】-【易抢票】，
即可获得最新的抢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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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易服务】-【天天答题】，可
以进行每日答题签到，获得网薪奖励



四、易穿越

点击【易穿越】-【问厦】，
获得各种你想知道的问题的解答

点击【易穿越】-【厦易站】，
厦大的线上二手交易市场

点击【易穿越】- 【网
薪换实物】，通过网薪
换取易班周边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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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小赚一把】，
进行博饼和2048游戏，
轻松赚取网薪

点击【易穿越】-

【网薪换实物】，
进入网薪换实物页
面

点击【网薪兑换商
城】，开始兑换心
仪的商品吧

点击【竞价商
城】，还可以参
与小米手环和易
班熊公仔的竞价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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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班APP操作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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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载装机
IOS 系统手机可通过 App Store 搜索【易班】进行下载，安卓用户可通过在

小米商店或者豌豆荚内搜索【易班】 进行下载，或者可通过手机登录

http://www.yiban.cn/mobile/mobile.html 进行下载。

图 1：主客户端二维码 图 2：主客户端下载通道 图 3：主客户端图标
11



二、新用户注册认证

• 新用户可通过点击【没有账号】进入账号注册 如用户忘记登录密码可通过

点击【忘记密码】进行密码找回，密码找回分为两种方式：手机找回/邮箱

找回

图 4：登录页面 图 5：手机号验证及密码设置 图 6：填写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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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客户端页面介绍

• 易班模块显示的是最近联系人列表，IOS 系统和 Android 的显示界面略有

差异

图 8：IOS 系统 图 9：Android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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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实物】由厦门大学nova团队自主设计研发，通过赚取易班网薪换取相

关实物，目前有小米手环、易班熊及其厦大易班周边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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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小赚一把】，用户可以赚取网薪。主要有具有闽南地区特色的博饼

游戏和流行的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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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厦大】打造厦门大学第二课堂活动组织，移式网上办事的大厅和学生工

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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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选择需要对话的好友，点击进入聊天界面（目前支持文字、语音和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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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组】是对讨论组、公共群和机构群进行了整合，机构群由校级号建立，

公共群由非校级号的其他公共号建立。用户可以在里面很方便的找到自己

所在的讨论组、公共群和机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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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用户可以通过动态功能发表文字和图片。用户可以对好友新发的

文字和照片进行 “赞”、“同情”、“评论”， 也可看到参与互动的好友

内容及头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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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到】通过每日签到，用户可以获取网薪和经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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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扫一扫】，打开手机扫码功能，通过扫描二维码名片，添加好友，

申请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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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广场】是指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可自由添加或关闭的应用。轻应用

可同时在主客户端和新易班网页使用。轻应用含个人轻应用和群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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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页】可以展示你的风采，点击右上角的图标可进入个人信息编辑界面，用户

可对个人头像、昵称、签名、 星座、性别、简介、个人主页背景进行设置编辑，还可

以进行校方认证、查询网薪和经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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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显示内容为所有发布过的通知列表，点击右上角“≡”按钮可选择公

共群发送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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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好友】功能 输入用户昵称、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可搜索添加成为好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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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设置】进入个人设置界面，用户可以更换个人手机号、更改登录密

码、设置个人消息提醒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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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班web端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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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开网页

用户可通过任意浏览器搜索【易班】，进入相关网页。

二、新旧用户登录

已有易班账号的可直接点击右上角的【登陆】进行登

陆。新用户，则可点击右上角的【注册】进行账号注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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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密码找回
如用户在登录时忘记登录密码可通过点击【忘记密码】进行密码找回，密码找回分为两种方式：手机找回/邮
箱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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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eb端页面介绍
1、登陆易班账号后，点击【我的】，可看到如下图标。
点击【动态】即可查看好友动态，点击【联系人】可看到自己的好友，点击【我的群】可以查看所加
入的群，点击【相册】即可看到自己的相册及创建新的相册，

点击【资料库】即可进入自己的资料天地，分类清晰，并且上传速度快。

30



点击【轻博客】即可查看自己发过的文章以及收藏的文章还有全站热门文章。

点击【轻问卷】即可查看自己及好友发起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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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账号广场】，即可查看本校推荐的公众
号及机构号，也可在下方【搜索】栏搜索自己感
兴趣的机构号。

进入【厦门大学】首页即可了解学校相关通知公告以及校园活动，

便于厦大学子及时掌握学校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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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微社区】，即可查看厦大师生发布的话题，及时查询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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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布】

3.1.发布话题：点击发布，选择【发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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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的标题正文填写完后，正下

方的【发布范围】即是选择你的

话题要公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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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写博文】，【发动态】，【发
问卷】，【相册】，【投票】则可以此
类推。

4、【设置】
设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退出登
录】，一部分为【管理中心】，点击即
可编辑个人资料。

5、【个人主页】

个人易班账号的内容大都在此显示，

个人资料，易班账号的二维码，发过

的动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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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轻应用快搭】
轻应用：一个零成本，高效率的师生互动开发平台。无需编程，随心搭配，一次编辑生成两端应用（web&mobile），菜鸟级用
户一秒变身程序猿。

创建轻应用
1. 易班用户，登陆易班点击【轻应用快搭】，点击右上角登陆易班账号，然后点击【立刻创建】轻松拥有属于自己的轻应用。

2. 选择创建轻应用的方式，点击“选择模板并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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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恰当的轻应用模板，然后点击右侧的使用该模板。

4.1填写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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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您提交轻应用的图标，该图标在搜索结果或轻应用广场页以及web端等显示的图标。
可见范围：您提交轻应用的可见范围设置，该项决定了谁可以查看您创建的轻应用。
操作权限：您提交轻应用的操作权限设置，该项决定了谁可以参与您创建的轻应用，包含评论、投票、
参与活动等。

4.2.配置样式

A．模块管理（既编辑导航）：编辑模块名称 & 开启新模块 & 关闭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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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通用组件：banner组件 & 文本组件 & 评论组件 & 签名墙组件 & 照片墙组件 & 相关活动组件。

（拖动组件至虚线区域）

C . 功能组件：投票主题组件包含，投票规则 & 投票选项；报名主题组件；抢票主题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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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成图文编辑后，保存并提交。等待审核。

4.4.审核通知，请查看您的消息。

审核通过，即上线，请进入易班客户端“探究”->“应用广

场”, 添加应用。审核失败，给予解释和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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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公共号管理者

公共平台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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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班公共平台是面向学校、辅导员、专业课老师、社
团负责人等推出的操作与管理平台。公共平台的登录
帐号分为机构帐号和公共帐号两类。直接点击易班首
页的【公众平台】或在浏览器地址
http://mp.yiban.cn 进入易班公众平台首页，输入公
众账号及密码即可登录。

如果没有公告号，可点击【申请成

为公共账号】向厦大易班工作站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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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平台的帐号申请共分为三类：机构帐号申请、公共帐号申请和开发者帐号申请。【公共帐号】是由
校方认证用户发起申请，机构帐号审批，为本校行政班级或社团组织提供群组及好友管理功能的帐号。
申请者可以为学校管理员、辅导员、专业课老师、社团负责人等等。点击公共帐号下面的【申请】按钮，
进入申请页面，输入手机号及密码，点击【下一步】。

易班账号未通过校方认证：提示完成校方认证后才能进一步申请公共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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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认证用户：将填写公共账号简介（申请理由）来进行申请。

填写申请理由（账号简介）并提交审核之后，请耐心等待机构帐号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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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审核信息

提交审核信息之后，请耐心等待易班后台的申请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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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帐号登录
公共帐号可通过邮箱或绑定的手机号码进行登录。

公共帐号登录成功之后您可以进行如下操

作：

消息管理、好友管理、机构群管理、

公共群管理、信息查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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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创建新生班级

点击“公共群管理”，进入创建“公共群”

48

填写群名称，输入“群主姓名”，选择群类型“行

政群（班级）”，填写从属学院，点击保存即可。



第二步：管理新生班级

点击“导入群成员”，根据导入文件导入班级成员信息，班级成员登录易班通过后即可进入

班级，新生辅导员可以对班级成员进行任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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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使用高级功能
选择通知内容的类型：文本或图文混编。
文本类通知：在【文本】编辑栏中完成文
本内容的编辑。图文类通知：在【图文混
编】编辑栏中完成简介及图片的编辑，编
辑时注意上传图片的大小和格式限制。
【高级功能】高级功能中开发模式可申请
开通。

编辑模式（自动回复和自定义菜单）

要使用“编辑模式”，必须先在“高级功

能 –编辑模式”页面中点击“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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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回复】：可以对用户的特定事件和操作进行
自动回复，目前仅支持“加好友回复”。

当选择“图文混编”时，点击【图文混编】将出现下图所示的弹框，

里面显示了可选择的图文素材。用户也可以选择点击【新建单图文

消息】来创建新的图文消息。

【自定义菜单】：可以在聊天会话界面底部自定义菜单按钮。

设置步骤：首先点击【设置】进入设置界面，接着在左侧【菜单管

理】中添加一级或二级菜单，最后为每一个菜单设置相应的动作。

详细操作如下列图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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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为每个菜单项设置动作（用户点击菜单后公共账号做出的响应），动作可以设置为【发送消息】

或【跳转到网页】。
52



【发送消息】：用户点击菜单后将会立即收到自动回复的文本消息。消息支持纯文本和图文混编，编辑
操作同“发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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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管理】：除了保存了所有的历史图文素材
之外，也可直接创建最新的图文素材。将光标移
至“+”号区域，即可出现【单图文消息】，点击
【单图文消息】按钮进入编辑页面。

【任命管理】公共号和机构号可以设置管理员来帮助其

管理公共群，具体任命方式如下：

从好友管理页面任命公共号和机构号可以在好友管理页

面，先点击页面右侧的公共群，会在页面中间出现该公

共群的好友列表。鼠标移到要被任命为管理员的用户头

像上，点击名片右下角的任命为管理员。

 

54



【管理员权限】发送通知。查看通知以及通知送达详情。搜索好友。修改好友备注。批准入群申请。下
载群二维码。新建素材，编辑和删除素材。发布话题，并把话题发布到手机，可同时设为公告。

【发布话题】第1步：勾选发布对象，支持多选。第2步：编辑发布内容，支持图文混编。具体编辑步骤
与“自动回复设置”类似。当勾选“同时发布到手机”时可使发布的话题推送到用户的手机主客户端。当勾
选“同时设为公告”可把当前发布话题设置为公告。

【帐号信息】
该模块主要对账号信息进行管理，可以修改头像、昵称，同时可下载二维码用来邀请添加好友。

【安全中心】：主要用于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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