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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理工易班简介 

“理工易班”是武汉理工大学易班的简称，也是学校与易班网共

建后形成的本土化校园网络文化品牌。武汉理工大学易班工作在学校

党委宣传部和学生工作部（处）领导下全面推进，执行机构为学校易

班发展中心，学生团队为学校易班学生工作站，在校园里也常将易班

师生工作者们称之为“理工易班团队”。 

学校易班始终聚焦网络思政工作的广度、温度、深度、效度，不

断推进平台建设计划、品牌推广计划和骨干提升计划，力争将“理工

易班”建设成为集“思想引领、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为

一体的网络思政平台，励志打造校园文化新名片，努力推动网络思政

守正创新。 

“理工易班”自 2016 年 5 月创立至今，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已经初步形成了校园资讯、文化娱乐、教育教学、生活服务为主体的

网络平台矩阵；形成了主题教育、榜样引领、网络文化、基层活力相

辅相成的品牌活动体系；形成了校院联动、注重内驱、企业化运作的

易班骨干培养模式。 

近年来，理工易班入围全国易班共建高校优秀工作案例展示；在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中获得校园好声音“优秀校队奖”；理

工易班网获第四届“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工作

案例优秀奖；在湖北省易班评选中斩获“优秀易班特色应用”、“优秀

共建高校”、“优秀易班共建案例”3 项荣誉；理工易班还曾多次在全

国易班评选中荣获“全国十佳特色应用”称号,在全国易班专项活动

中荣获“优秀组织奖”。据不完全统计，累计获得国家级奖项 8 项，

省级奖项 10 余项。理工易班屡获殊荣的同时，学校师生也多次在全

国性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学校易班建设也得到了学校和教育部易班发

展中心的高度肯定,2019年教育部网站以《武汉理工大学聚焦“四度”

建强“易班”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为题报道学校易班工

作。2017年 12 月，我校成为湖北省首家易班建设省级示范中心，从



此开始承担起省内易班工作领头羊的角色。教育部网站多次对学校易

班工作进行宣传和报道，理工易班真正做到了在省内有地位，在国内

有声音。 

回首过往，“理工易班”披荆斩棘，平地起楼；展望未来，“理工

易班”优化改革，再创佳绩。“理工易班”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你的

关注和支持，全体易班人将始终秉持“易班的我们只为不一般的你”

的服务宗旨，立志成为校园师生精神文明沉淀的新热土，校园精品文

化的新名片！ 

 

理工易班微信公众号 

 

理工易班 QQ分享平台 



 
理工易班哔哩哔哩平台  



02 理工易班常用网络平台介绍 

一、理工易班网络平台框架 

 

二、以“两网两端”为主体的校园资讯平台 

1、“两网”平台 

“两网”分别指的是易班主站和理工易班网，是我校对易班平

台有效融合的充分体现。 

 

（1）易班主站：易班网为每个学校建立学校主页，易班主站具

有“最新公告”、“校园活动”、“校园大杂烩”等资讯展示栏

目，具有微社区、投票、问卷等互动功能入口。 



【易班主站地址】 

http://www.yiban.cn/school/index/id/5370541 

（2）理工易班网：理工易班网是易班在我校本土化的产物，也

是武汉理工大学易班的门户网站。理工易班网在易班主站的基础

上，通过抓取、共享等形式，实现与易班主站的紧密联系，并面向

校、院两级易班学生工作站、学生班级征稿，展现学生工作动态。

现下辖有“易新闻”、“易趣谈”、 “易学院”、“易专题”、 

“易课堂”、“易班人”等多个栏目。 

【理工易班网地址】 

http://www.whutyiban.com/ 

2、“两端”平台 

“两端”分别指的是易班手机客户端和理工易班移动端，是我

校对易班平台有效拓展的充分体现。 

（1）易班客户端。客户端与主站实现结合，打造的一款集大学生在

校资讯、即时聊天、资源分享、活动参与为一体的校园应用建立

起，内设有省厅、学校、学院、班级 四位一体的结构关系，每位用

户可用易班账号直接登录易班客户端。 

 

（用手机扫描上边二维码，或选择适合你的手机系统下载） 

（2）理工易班移动端。学校在运营易班手机客户端的同时，同

步运营武汉理工大学易班微信平台、QQ 平台、哔哩哔哩平台及掌上

http://www.yiban.cn/school/index/id/5370541
http://www.whutyiban.com/


理工易班网页，在满足差异化需求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客户端与移

动端的融合和开发，实现信息共享、两端互动。其中微信平台侧重

于校园网络文章的发布，QQ 平台侧重于校园通知、新闻的发布，哔

哩哔哩平台侧重于校园活动的直播、短视频的发布。 

 

理工易班微信公众号 

 

理工易班 QQ分享平台 

 
理工易班哔哩哔哩平台 

三、以“理工易班+”为主体的文化娱乐平台 



“理工易班+”指基于易班平台进行开发的各项轻应用与快搭，

共制作上线快搭约 400 个。理工易班积极鼓励学生团队结合需求开

发各类轻应用，其中包括 “理工易班资料库”项目，与易班微社区

结合，为学生提供本校各课程的试卷、课件、讲义等资料；“理工

易班协同办公系统”，以各学院易班需求为导向，将主题特色活动

和快搭的申报、审批、反馈、统计等功能融入其中，实现“无纸、

高效、量化”办公的目标。各学院还基于易班用户数据，建设工时

统计系统、请假系统等一系列轻量级开发应用。 

 

【快搭制作平台地址】 

https://q.yiban.cn/ 

【快搭集锦地址】 

http://www.whutyiban.com/e/action/ListInfo/?classid=54 

四、以“易班优课”为主体的教育教学平台 

“易班优课”是一个在线学习平台，能够充分发挥课程资源多

样化、教学工具多元化、服务管理个性化的特点和优势，致力于从

师生最实际的教学需求出发，汇聚“易班学院”的校内精品课程和

“易班大学”的优质职前教育课程，通过搭建一整套基于 LMS 的教

学管理系统（即“课群”系统），为“互联网+”时代高校师生在线

“教与学”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我校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情

况，开展了各类第二课堂，并力求建设易优课栏目。栏目将集成各

学院的优质课程和课群，形成理工易班的教育教学新平台。目前校

https://q.yiban.cn/
http://www.whutyiban.com/e/action/ListInfo/?classid=54


级利用优课平台开展新生入学教育、学生手册在线考试、学习发展

问卷等，实现 2019级 9287 名新生全覆盖；各学院也大胆尝试利用

易班优课将其应用到党员、积极分子教育，团的双基知识教育，专

业测评调研等方面，并逐渐形成规模。 

 

【易班优课平台地址】 

https://www.yooc.me/ 

  

https://www.yooc.me/


五、与“智慧学工”有效互通的生活服务平台 

易班建设作为学校“十三五”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校定期召开信息化建设工作协调会，从管理服务、教育教学、科学

研究、数据共享等方面对易班建设提供支持，不断优化学校“互联

网+”信息化建设。目前在正在将智慧学工系统与易班平台进行打

通，建成之后将形成思想引领、日常管理、综合服务为一体的“网

上一站式”平台。 

 

【智慧学工地址】 

http://zhxg.whut.edu.cn/app-center/index.html#/login 

  

http://zhxg.whut.edu.cn/app-center/index.html#/login


 

03 易班用户注册及认证操作指南 

一、网页端注册方式（推荐） 

1、打开易班网站（www.yiban.cn），点击右上角注册选项 

 

2、按照要求完成第一步的基本信息注册，点击下一步 

 

  



3、点击马上去认证 

 

4、输入真实姓名、学校选择武汉理工大学、身份认证输入考生

号（20 开头的 14 位高考考生号）/学号（012 开头的 13位大学学

号），点击立即认证来完成认证 

注：2020 级新生请使用考生号进行认证 

 

 



二、移动端注册方式 

易班 APP下载地址：http://www.yiban.cn/mobile/index.html 

易班 APP二维码： 

 

1、打开易班软件，点击新用户注册开始注册 

 

 

 

http://www.yiban.cn/mobile/index.html


2、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设置密码并完成注册 

 

3、选择马上去校方认证 

 

4、输入学校、真实姓名、考生号（20 开头的 14 位高考考生

号）/学号（012 开头的 13 位大学学号），点击完成注册 

注：2020 级新生请使用考生号进行认证 



 

5、进入到易班移动端首页后，点击右上角头像。进入设置校园

信息。 

 

  



6、点击校园信息。 

 

7、进行学院和班级的设置 

注：2020 级新生班级信息不用设置，班级认证由易班工作人员

统一进行。 

 



04 易班主站（网页端）操作指南 

一、个人主页 

个人主页部分简介如图所示： 

 

  



二、发布功能 

1、发布话题 

点击“发布”中的“发话题”后可打开话题发布界面。 

 

话题字数上限为 10000 字。话题内容填写完整后可先预览。 

 

确认话题内容填写完整无误需要选择发布范围进行发布； 

话题范围有两个，“我加入的群”和“公开至机构号” 



 

（1）我加入的群：包括已加入的公共群和机构群，如将话题发

布至这两种群内，那么该群内的用户可以在群主页的微社区中看到此

话题。（最多只能选择一个群进行发布）  

 

（2）公开至机构号：选择范围公开至机构号后，全站用户从账

号广场进入该校机构号主页右上角的“微社区”可以找到该话题。 



 

  



2、发布投票 

 

轻投票查看方式可参照发布话题查看方式。 



 

  



3、发布动态 

 

 

填写好内容后点击发布。 



 

动态在个人主页的显示位置。 

 

  



4、发布博文 

 

字数上限为 10000字，范围可选择公开或者自己可见。 

公开范围：所有人都能查看该博客，有该博文链接，无需登录易

班账号也能查看。 

 

博文在个人主页的显示位置。 

注：全站热门文章上榜是以博文的浏览量以及评论数为基准。 



 

  



5、发布问卷 

跳题设置：例如第一题的第一个选项中跳题设置为“3”，那么答

题者在第一题选择选项“1”后下一题会自动跳转到第三题。 

 

轻问卷编辑好后点击“保存”，然后根据自己需求进行设置。设

置，完成后点击确认。 

 

查看轻问卷结果： 

个人主页——轻问卷——我的 



 

 

点击查看报告可查看详细内容，并可以点击导出报告将答题情况

数据导出。 



 

  



6、发布照片 

（1）可自行选择或创建相册； 

（2）可同时选中 10 张照片进行上传； 

（3）单张照片最大不超过 10M； 

 

  



三、主站小工具栏 

从左至右依次为： 

（1）搜索功能(目前支持搜索易班用户、群组、话题、博文、投

票、问卷等内容)； 

（2）个人主页入口； 

（3）消息盒子； 

（4）管理中心/账号退出； 

 

  



四、关于“我的” 

 

1、动态 

所有好友所发布的动态都会在动态页面显示可使用“评论”、“点

赞”、“同情”进行互动。 

 

2、联系人 

（1）用户头像右下角“星星”图标的账号为公共号（公共号在

公共平台申请，由学校机构号审核）。 

（2）被公共号在公共平台进行了批量导入好友操作而被动成为

好友的，无法删除该公共号好友。 



 

（3）黑名单 

在好友列表中被移至黑名单的好友会在黑名单中显示，被移至黑

名单好友无法恢复，只能删除后重新添加。 

（4）机构号 

添加后无法删除。 

 

（5）添加联系人 

以下均以优先级进行排序。 



老用户，即在老网站注册的用户： 

a) 老易班网站好友推荐，且为在新易班主站或者新手机客户端使

用过的用户，推荐顺序按照添加好友的时间进行推荐，最新添加的优

先推荐； 

b) 好友的好友，且按照共同好友人数的多少进行推荐，且最低共

同好友人数为 10 人； 

c) 同公共群好友； 

d) 同机构群好友； 

e) 同机构号好友，且按照认证学校的成员优先推荐； 

f) 全站最活跃（好友人数最多）用户推荐。 

新用户，即新易班注册用户，且已校方认证： 

a) 好友的好友； 

b) 同公共群好友； 

c) 同机构群好友； 

d) 同机构号好友，且优先显示校方认证的机构号。 

备注： 

a) 推荐的好友前提与用户非好友关系； 

b) 当用户加入多个公共群时，按照公共群 egpa 分数高低进行群

成员推荐；当加入的多个公共群非行政类，则按照公共群成员人数的

多少进行群成员推荐； 

c) 其中同公共群、同机构群或者同机构号好友推荐时，按照 要

推荐的用户已添加的好友人数的多少进行推荐。 

好友的好友推荐规则： 

➢ 优先按照共同好友人数的多少进行推荐。 

➢ 推荐的好友，最低要求有 10 个共同好友。 

➢ 我的群。 

分为：公共群和机构群；点击群名字可进入群主页； 



 

点击群名称进入群主页。 

 

群资料库、微社区、轻投票，都是只有该群内用户才能看到。  

4、资料库 

上传资料：可上传文档、图片、音频，单个可上传文件不可超过

1G； 

新建文件夹：自定义新文件夹； 

全部类型：可按照文件类型搜索文件； 

 

 

 



（1）可先选择某一文件夹，选中后直接搜索该文件夹内的文件。 

（2）左侧按钮是以列表形式呈现资料库内文件，右侧按钮是以

平铺方式呈现。 

 

鼠标移动至文件名上自动显现小工具栏 

下载：下载该文件共享 

易打印：待开通 

共享：可共享给好友、公共群、机构号等 

贴标签：为文件贴上标签便于归类 

编辑：修改文件名称，为文件做简介 

移动：移动该文件至某一文件夹 

删除：文件删除操作，删除后无法恢复 

在小工具栏上点击“共享”后可选择共享对象 

不共享：只有自己才能看到该文件 

全部好友：其他进入“共享给我”——“好友”中进行查看 

我加入的公共群：公共群内用户进入“共享给我”——“公共群”

进行查看 

我加入的机构群：机构群内用户进入“共享给我”——“机构群”

进行查看 

公开：所有用户可以在资料库中的“公共资源”查看 

共享给指定好友：该指定好友进入“共享给我”——“好友”中

进行查看。 



 

 

好友：可看见好友共享给我的文件。 

公共群：可看见公共群共享的文件。 

机构群：可看见机构群共享的文件。 

 

 

 

  



五、安全中心 

1、在主页点击设置 

 

2、选择管理中心 

 

➢ 更换新手机号操作 

 

➢ 邮箱验证 



 

输入邮箱后点击确认，将自己邮箱内收到的验证码输入至下图方

框的位置内进行邮箱绑定。 

➢ 修改密码 

第一行填写原密码，第二、第三行填写新密码，并进行确认即可。 

 

➢ 解绑手机号 

 



输入账号密码、图形验证码后点击“发送验证码”。 

将手机上收到的验证码输入下图位置，点击确认即可将手机号解

绑。 

 

➢ 隐私设置 

可进行个人账号的隐私开启/关闭。 

 

➢ 好友权限 

好友申请权限：可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05 易班客户端操作指南 
一、首页介绍 

 

客户端主页 



 

“我的”主页 

1、个人主页 

（1）校园信息（包含自己的认证学校，所在学院及班级） 

（2）二维码名片 

其他用户使用客户端的扫码功能扫码后可直接搜索并添加好友。 

（3）我的网薪（可以查询近 7 天内的网薪纪录） 

（4）资料库 



 

我的：自己的个人资料库内容 

资料：站内的公开资源，所有用户都能看到 

下载：附件下载后可以到这里查看 

客户端的资料库暂不支持上传功能 

  



（5）设置 

更换手机号（序号） 

 

 

输入账号的登录密码以及新手机号后，点击“获取验证码”，选

择“短信验证”，然后会有一条验证码发送到新手机上。 

输入正确的验证码。 

点击提交。 

更换成功后，以后登录使用新更换的手机号作为账号。 

➢ 密码设置 

输入一遍原密码，输入两遍新密码后点击完成就能完成密码修改 



 

➢ 新消息提醒 

 

IOS 版本 



 

安卓版本 

IOS 版本在“设置”——“通知”中找到易班进行权限更改 

安卓版本在“设置”——“通知中心”中进行权限更改（不同版

本的安卓手机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 

注：单独在客户端内打开消息提醒是不行的，必须同时将自己手

机内的相关设置也打开才行，不然客户端内的设置只能是摆设。 

  



➢ 隐私与过滤 

隐私设置与网页端的隐私设置基本相同 

 

黑名单：已拉黑的用户会在这里显示 

加好友权限 

 



➢ 关于易班 

 

可查看客户端的版本号，点击用户帮助可查看一下基本站内说明。 

为了获得最佳的体验效果，建议使用时确保自己的客户端是最新

版本。 

  



二、热门应用 

（除了机构号在公共平台设置的自定义热门应用，其他都是官方

的应用）选用的截图都是官方应用。 

1、校园好声音 

可查看人气选手以及热门作品 

 

 

 

 

  



2、应用广场 

 

注：直接使用上方的搜索功能就可以搜索已上线可以使用的轻应

用 

（1）精品推荐（只展示固定数量的应用） 

热门推荐、新秀推荐列表：两种列表中的前面几个应用为后台人

工干预设置。 

后几个应用的排序方式：热门应用是按照添加人数进行排序。 

新秀推荐列表是根据应用上线时间进行排序。 

本校应用推荐列表：只能看到与自己同一认证学校的开发者账号

用户所创建的轻应用，后期会加入普通的快搭轻应用。 

专题：结合节日、开学、活动等主题进行制作，专题中会包含各

个相关的轻应用。 

  



 

（2）排行榜 

 

排序方式：根据历史添加总量进行排序。 

  



（３）分类 

 

按照应用创建者创建应用时所设置的标签进行分类。用户可按照

自己的需求进入不同类别进行应用查找。 

  



（4）我的应用 

 

可以查看自己已添加的个人应用以及自己所加入的群内的轻应

用。 

  



3、明星用户 

同样分为两个部分。 

明星校友：只显示与自己同一认证学校的用户，并按照活跃度从

高到低进行排名。可单独选择公共号、个人或者全部用户进行排名。 

明星易友：全站已认证用户进行排名。 

活跃度数据显示方式：数据当天计算，隔天显示，即今日显示昨

日的日活跃度数据。 

明星用户显示人数 20 人。 

ss  

注：截图中为主站推荐机构号，推荐机构号由编辑老师负责。想

成为推荐机构号？ 那就进入这个网址看看吧~ 

http://www.yiban.cn/forum/article/show/article_id/1024271

0/channel_id/20243/puid/593019 

4、精品课程 

http://www.yiban.cn/forum/article/show/article_id/10242710/channel_id/20243/puid/593019
http://www.yiban.cn/forum/article/show/article_id/10242710/channel_id/20243/puid/593019


 

“优课”是专门为在校大学生及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量身打造的高

品质职前教育在线平台。它的最终目标是汇聚全国优质的职前教育课

程，希望以此帮助每个学生在毕业之前找到好工作，提高学校就业率

和就业满意度。 

如需观看课程建议进入 web端进行观看： 

https://daxue.yooc.me/ 

 

  

https://daxue.yooc.me/


5、金牌榜单 

可以按照日上升榜、周上升榜、月上升榜、总榜分别查看。 

（1）榜单内显示的为前 10 名，由高到低进行排行 

（2）榜单内的排名是全站用户排名，不区分学校 

财富榜：网薪         班级 EGPA 榜：EGPA=班级综合实力指标 

 

 

 

 

 

  



三、易班头条 

会滚动顶部的大图为大 banner区 

底部头条 

“学校”：本校机构号在公共平台客户端首页管理菜单中进行设

置，只有本校认证账号才能看到该内容 

“易班推荐”：易班官方头条推送，集合了全国各大高校的头条

话题推送 

 

 

  



四、好友管理 

1、联系人 

 

  



2、客户端机构号首页以及机构号信息 

    

 

 



 

 



3、聊天说明 

聊天界面点击右上角的“+”号打开小菜单最顶部的是搜索功能。

可以从推荐好友、手机通讯录中添加有关联的好友 

扫一扫：打开扫码功能机构号：直接显示推荐机构号 

 

  

  



4、我的群组 

（这张图换掉，换成个人的） 

（1）公共群 

（2）机构群 

（3）讨论组 

以上群组点击群名称进入后都可以进入群聊天界面，进入聊天

界面后，再点击右上角的图标可进入群主页。 

  



讨论组使用相同步骤进入后可以看讨论组内的所有成员。 

➢ 我加入的群 

 

 

只能够对消息提醒和通知提醒功能进行开关，以及“退出群”； 

注：行政类公共群是无法退出的，需要由群主进公共平台手动踢

人。其他类型的公共群可以退出。 

  



➢ 机构群首页 

（自动化学院的为什么都是汽车

的） 

  



头像下方是该群内的轻应用。 

再往下是该群内的微社区话题。 

群资料                             群二维码 

               

  



➢ 讨论组 

  

可以看到讨论组的创建者、组内成员 

点击右图中的加号可以将自己联系人列表中的好友拖到讨论组

内（非创建者也可以进行拖动） 

 

 

  



五、动态推送 

1、点击探究，进入动态  

  

2、自己和好友发布的动态都会在这里显示，可以进行点赞、同

情、评论操作 

3、发布动态 

（1）动态字数上限为 1000 个汉字 

（2）自定义图片上限为 9 张 

（3）可以定位自己的所在地 

（4）发布范围（可看下图） 



  

  



六、微社区 

公共号、机构号发的公告，账号发的话题，可在客户端微社区显

示。打开账号主页，在应用栏点击微社区，即可进入微社区板块 

  

  



06 易班轻应用快搭操作指南 

一、快搭使用说明 

1、网址及简介 

如字面意思，快搭即指能够快速搭建完成的轻应用。可以使用站

内已有的各模块组件 

进行简单快速便捷的轻应用创建。 

快搭的网址：https://q.yiban.cn/ 

可使用的对象为全站所有已认证用户 

2、轻应用制作 

点击创建轻应用——选择模板并创建——从三个模板中进行选

择（其实选择任何模板都没问题） 

 



 

模板内的所有组件是公用的，模板里面的模块分类也可以重新改

名编辑，因此三种模板的选择对于最终的快搭轻应用创建没有影响 

 

点击上图中“使用该模版”后就进入快搭轻应用的创建页面 

可见范围与操作权限 

填写快搭相关信息 



 

 

 

全站用户：整个网站的所有已认证和未认证用户都可以打开该应

用查看。 

校方认证可见：只有已认证用户才能打开该应用查看。 

XX 学校可见：只有武汉理工大学用户可见。 

  



３、轻应用管理 

（1）模块管理 

自定义应用模块，按自己需求编辑使用 

 

 

 

 

  



（2）通用组件 

快搭内的所有组件必须先编辑过了之后才能正常发挥作用 

 

Banner 

banner 图片设置 



 

活动标题 

 



富文本 

 

评论 

 



 

签名墙 

用户进入该应用后会自动在签名墙上留下自己的用户名 

 

 

  



相关活动 

 

 

  



照片墙 

 

  



（3）功能组件 

 

➢ 投票规则 

 

投票名称：投票的名字 

评选规则描述：根据自己投票活动自行编写 

用户投票数：每日投票数：例如，设定了 10 票，那么每个用户

每天最多可以投 10 票，并且在该投票活动持续的时间内，每天都可



以投 10 票。 

最低投票数： 

情况一：最低投票数设定为 1 时：该用户每次投一票，可以分 10

次投。 

情况二：最低投票数设定大于等于 2时，用户只能投一次票。 

举例说明：假设每日投票数为 10，最低投票数为 4。用户 A 第一次投

了 4 票，原本应该还剩下 6票未投，但是由于系统设定，此用户已经

不能再进行第二次投票了。（可以看下一页的图片展示） 

因此建议：如果想要用户不浪费每天的投票数量，可以将最低投

票数设定为 1 或者将每日投票数和最低投票数设定成相同的数字 

 

投票权限 

 

重复投票指的是给同一投票选项连续投两票或者两票以上。 



在投票权限中可以进行设定为允许或者不允许。 

投票时间 

自定义投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投票选项 

1.投票分组中可以添加投票选项，点击左图中的“加号”图标就

可以添加投票选项。 

2.投票选项添加数量没有限制。 

3.不同的投票分组之间没有关联。例如：一个投票每日投票上限

是 10票的应用，用户在 A 投票分组中投了 10 票，那么用户到 B 投票

分组中还是可以投 10 票。 

注：必须先创建投票分组之后，进入创建好的投票分组里面才能

编辑投票选项 



 

投票选项添加页面 



 

➢ 报名 

活动名称：字数上限 20个中文汉字 

报名按钮设置：如图所示 



 

报名时间设置：自定义报名时间 

活动图片设置： 

推荐上传图片尺寸：300*200 

格式：png、jpg、gif 

大小：限 60KB 

抢票按钮设置：按钮显示的名字 

抢票时间设置：自定义抢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权限设置：可参与的人数上限，活动说明 

➢ 贺卡 



名称设置：自定义贺卡的名字。字数上限 15 个中文汉字 

贺卡主题：已有 10默认主题，可随意使用，主要内容需要在“编

辑贺卡”中自行编辑 

  

编辑贺卡 



 

 

 

快搭编辑完成后可提交审核。提交申请后，请及时通知院站，再

由院站通知校站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 

 

  



三、轻应用管理 

 

 

  



1、基本信息 

 

2、内容管理 

 

3、统计管理 

点击图标可以进行后台管理 



 

 

 

  



07 易班优课操作指南 

一、优课网页端 

1、加入课群 

鼠标移动至右上角自己的用户名处会自动弹出下拉式菜单  

 

点击“添加课群”后，出现输入邀请码方框，将自己获得的课群

邀请码输入后即可加入该课群 

 

  



2、课群话题 

 

支持的附件格式： 

.docx| .xls| .xlsx| .ppt| .pptx| .zip| .rar| .7z| .pdf| 

.txt 文件 

 

 

 

3、学前测评 



参与群主预先添加好的测评项 

 

4、课群课程 

可学习群主预先添加好的课程 



 

5、作业系统 

参与群主布置好的作业 

 

  



6、学习资料 

可点击下载或者预览群主上传的资料 

（资料下载/预览权限为群主设置） 

 

7、在线考试 

答完后可点击查看详情 

看到自己的考试成绩、答题情况、答案解析、考试排名等。 

 



8、成绩管理 

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群内获得在各个模块分别获得的分数详

情及总分。 

 

9、个人中心、完善资料 

 

10、安全设置 



 

二、优课客户端 

1、客户端入口：点击右下角“探究”，进入“优课” 

 

易班学院和易班大学的课程，点击可进入观看优秀课群推荐 



 

  



个人主页             我的课群首页 

   

点击底部“添加课群”输入邀请码就能进入课群 



 

2、话题功能：进入后可进行简单的话题回复以及发布话题 

测评功能与网页端相同 

课群课程功能与网页端相同 

作业系统进入之后可以进行作业的编写提交操作~ 

学习资料功能现在支持在线预览功能~ 

（安卓系统支持手机浏览器下载资料功能） 

3、在线考试功能： 

（1）我加入的群：成员可以进行考试，查看考试结果 

（2）我管理的群： 

➢ 可以查看自己所发布的考试内容，无法进行答题； 

➢ 可以查看考试排名 

  



➢ 可以查看群内已有话题并进行评论 

 

  



点击发布话题，标题字数上限 

50 字正文，字数上限 10000字符 

 

  



可以查看在网页端已填过的个人信息客户端，不支持信息修改。 

 

  



可以查看自己参与的测评 

 

  



08 理工易班网新闻投稿操作指南 

对于普通个人投稿、班级/团支部投稿、学生组织投稿，都可按照

以下流程进行： 

 

 

 

 

个人投稿流程图 

步骤 1：进入理工易班网（http://www.whutyiban.com/），点击易班主

站，选择登录。 

 

步骤 2：使用易班账号进行登录 

 

步骤 3：点击右上角“发布”，发布“话题”。 

登录 

易班主站 

按照格式要

求发布话题 

公开至所在学院

机构群 
等待学院编

辑审核 



 

步骤 4：在编辑器中完成文章的编辑工作。 

 

➢ 将所有文字选中，点击清除格式按钮。 

 

➢ 此刻所有内容的格式已经被清除，继续完成后续操作。 

 

➢ 在段尾回车一行，输入：要求按照“文/XXX 图/XXX”的格式

（必须为中文输入法下标点符号，“文/XXX 图/XXX”中间为一个全



角空格） 

➢ 在每段段首手工输入全角下的两个空格（建议不要使用编辑

器自带的缩进功能，注意是全角状态下的空格） 

➢ 插入图片需要居中。 

➢ 注意图片插入后务必检查是否居中，以防图片居中后依然有

首行两格，图片前有两格空格的将不予上稿。 

➢ 完成所有文字、图片录入工作后，再次将所有内容选中，设

置段后距为 15px，行间距为 2 倍，字体为默认字体 arial，字号 16px

（全文字号字体必须一致，否则不予上稿） 

 

步骤 5：公开至所在学院机构群（注意不是共享至机构号），并选

择新闻速递。 

 

步骤 6：点击预览可查看文章，最后点击发布即完成相关投稿工

作。 



 

备注：投稿用户可以从学院易班主站页面或理工易班网易新闻子

站查看投稿反馈情况流程。 
  



09 理工易班网网文投稿操作指南 

一、文字类投稿 

对于普通个人投稿、班级/团支部投稿、学生组织投稿，都可按

照以下流程进行： 

 

 

 

 

个人投稿流程图 

步骤 1：进入易班网（http://www.yiban.cn/），点击 

登录。 

 

  步骤 2：使用易班账号进行登录 

 

 

步骤 3：点击右上角“发布”，发布“话题”。 

登录 

易班主站 

按照格式要

求发布话题 

公开至所在学院

机构群 
等待学院编

辑审核 

http://www.yiban.cn/


 

步骤 4：在编辑器中完成文章的编辑工作 

 

➢ 将所有文字选中，点击清除格式按钮 

 

➢ 此刻所有内容的格式已经被清除，继续完成后续操作 

 



➢ 在段尾回车一行，输入：要求按照“文/XXX  图/XXX”的格式

（必须为中文输入法下标点符号，“文/XXX  图/XXX”中间

为一个全角空格） 

➢ 在每段段首手工输入全角下的两个空格（建议不要使用编辑

器自带的缩进功能，注意是全角状态下的空格） 

➢ 插入图片需要居中，新闻图片常规比例为 3：2 ，网文图片

常规比例为 2：1 

➢ 横边尺寸要求大于 550px，上传原图，文章中每一张配图尺寸

须一致。 

➢ 注意图片插入后务必检查是否居中，以防图片居中后依然有

首行两格，图片前有两格空格的将不予上稿。 

➢ 完成所有文字、图片录入工作后，再次将所有内容选中，设

置段后距为 15px，行间距为 2 倍，字体为微软雅黑或宋体，

字号 16px（全文字号字体必须一致，否则不予上稿） 

 

 

步骤 5：公开至所在学院机构群（注意不是共享至机构号），并选择精

品网文。 

 



 

 

步骤 6：点击预览可查看文章，最后点击发布即完成相关投稿工

作 

 

 

备注：投稿用户可以从学院易班主站页面或理工易班网易趣谈

子站查看投稿反馈情况流程。 

 

二、图片类投稿 

大致流程与文字类一致，区别在于上传图片时候的操作和发布

至不同版块。 

➢ 上传图片必须上传原图 



 

➢ 传至编辑器修改图片尺寸宽边为 900px 

 

➢ 传至编辑器修改图片尺寸宽边为 900px 

 

➢ 发布后，图片宽屏显示即为正常 

➢ 图片类发布时请选择“光影理工”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