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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 360 浏览器使用说明 

1) 欢迎使用学工系统，请打开浏览器（推荐使用 Firefox、 Chrome、IE11、

360 极速模式等） 

2) 如果使用 360 浏览器，请按照下图将浏览器切换为极速模式： 

 

图 1.1 登陆浏览器界面 

 

二、登陆系统 

1、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xg.hit.edu.cn），进入学工网首页，点击统一身份

认证登录按钮。 



 

图 2.1 登陆系统主界面 

2、进入如下登录页面，输入验证信息后登录： 

 

图 2.2 登陆系统界面 

 

3、进入学工页面后可以看到相关系统消息通知、待办事务的提醒等。代办事务

中数字代表当前年度有那些辅导员上报了相关业务的名单，没有数字代表没有没

有需要汇总的名单。 

 



 

图 2.3 系统功能主界面 

 

点击“更多”查看更多系统消息，系统消息推送是按照角色进行推送的不同角色

可以看到不同的消息： 



 

图 2.4 系统消息界面 

快速入口设置： 

 



图 2.5 快速入口设置界面 

 

点击“新增”按钮打开新增菜单列表的窗口可以把经常使用的功能菜单设置到快

速入口中，以方便日常工作。 

             

图 2.6 菜单选择界面 

 

三、资助中心 

3.1 资助中心介绍 

（1）奖学金管理 

奖学金管理主要实现的是奖学金审核功能，它是在学生申请奖学金后，辅导员进

行审核、查看工作。 



（2）助学金管理 

助学金管理主要实现的是助学金审核功能，它是在学生申请助学金后，辅导员进

行审核、查看工作。 

（3）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主要实现的功能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审核，他是在学生申请家庭

经济困难认定后，辅导员进行审核、查看工作。 

（4）贷款管理 

贷款管理功能主要是对校园地贷款申请的审核。 

 

图 3.1 资助中心界面 

3.2 奖学金管理-奖学金审核 

辅导员进入奖学金审核页面后，可以直接看到待审核学生信息，辅导员也可

以根据需求选择查询条件进行查询；然后点击“查看并处理”按钮查看这名学生

的其他申请信息，同时辅导员也可以提交待审核的申请，如果辅导员想查看更详

细的学生信息，可以点击学生姓名进行查看；了解学生的审核过程可以点击“审

核详情”按钮进行查看；审核共分三种结果通过、退回、作废，通过即进入下一

审核环节，退回是将申请退回到上一环节，作废是直接废除该条申请。辅导员老

师审核成功后学生申请就会汇总到学工秘书处，由学工秘书上报学院领导进行审

核，学院领导审核成功后会流转到学工处进入最终环节。 



 

图 3.2 奖学金审核主界面 

 

图 3.3 奖学金审核提示界面 

 



 

图 3.4 奖学金审核审核详情界面 

3.3 助学金管理-助学金审核 

辅导员进入助学金审核页面后，可以直接看到待审核学生信息，辅导员也可

以根据需求选择查询条件进行查询；然后点击“查看并处理”按钮查看这名学生

的其他申请信息，同时辅导员也可以提交待审核的申请，如果辅导员想查看更详

细的学生信息，可以点击学生姓名进行查看；了解学生的审核过程可以点击“审

核详情”按钮进行查看；审核共分三种结果通过、退回、作废，通过即进入下一

审核环节，退回是将申请退回到上一环节，作废是直接废除该条申请。辅导员老

师审核成功后学生申请就会汇总到学工秘书处，由学工秘书上报学院领导进行审

核，学院领导审核成功后会流转到学工处进入最终环节。 

 

图 3.5 助学金审核主界面 



 

图 3.6 助学金审核查看并处理界面 

3.4 家庭经济困难管理-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审核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实现了辅导员对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审核，进入家庭

经济困难认定审核界面后，辅导员可以看到相应待审核学生信息，而且辅导员可

以点击“导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名单”下载待审核学生名单，然后辅导员可

以对提交申请的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最终确定审核结果，最后点击“查

看并处理”按钮进行审核。辅导员老师审核成功后学生申请就会汇总到学工秘书

处，由学工秘书上报学院领导进行审核，学院领导审核成功后会流转到学工处进

入最终环节。注：系统新增了辅导员可以为学生提交申请的功能。 

 

图 3.7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主界面 



 

图 3.8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查看并处理界面 

 

图 3.9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审核详情界面 



 

3.10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导出界面 

 

3.5 贷款管理-校园地贷款审核 

学生在校园地贷款需要提交申请，校园地贷款审核就是实现对学生提交的申

请进行审核处理。 

 

3.11 校园地贷款审核主界面 

 



 

3.12 校园地贷款审核通过界面 

 

四、学生事务 

4.1 学生档案管理 

它主要包括学生增减管理、学生名单维护、学生信息审核功能。 

4.1.1 学生增减管理 

辅导员对于学生学籍信息异动进行确认，如果教务系统或者研究生系统的学

籍信息进行了增减，学工系统需要辅导员确认学生学籍信息是否需要同步更新。 



 

图 4.1 学生增减管理主界面 

4.1.2 学生名单维护 

辅导员可以将符合自己管辖范围内学生移入或移出自己的管理名单，将管理

名单内的学生根据情况标记状态为离校或在读，同时辅导员也可以将要调入的学

生名单直接导入，但导入的学生名单填写必须与下载的学生名单模板相同；高级

查询功能是为了更加细致的精准的查询学生信息，对于更加详细的学生信息，辅

导员可以点击姓名进行查看，而且辅导员也可以下载学生名单信息进行了解。 

 

图 4.2 学生名单维护主界面 



 

图 4.3 高级查询界面 

 

图 4.4 学生详细信息查看界面 

 

辅导员点击“新增”按钮进入学生调入窗口，进入窗口后首先选择学生类别

和学院，然后点击“查询”按钮进行查询，然后将符合查询条件的学生选中批量

导入即可。 



 

图 4.5 新增学生名单信息界面 

 

辅导员管理的学生可能已经毕业，那么在进行信息维护时，就可将学生的状

态置为离校。 

 

图 4.6 标记学生状态界面 

 

学生名单导入需要先下载导入名单模板，按照模板规范录入学生信息，然后

将学生名单导入到辅导员管理名单中。 



 

图 4.7 学生名单导入界面 

4.1.3 学生信息审核 

学生信息审核即对不在自由修改时间范围内学生对基本信息的修改进行审

核。学生修改个人信息提交申请，辅导员进行审核，如果通过即写入学生信息表，

不通过则不写入学生信息表。 

 

图 4.8 学生信息审核主界面 



 

图 4.9 学生信息具体审核界面 

4.2 荣誉称号管理 

4.2.1 荣誉称号审核 

学生申请完毕后，辅导员可根据自己的学生授权情况，获取到本人全部授权学生

的荣誉称号申请信息：辅导员可选择查询条件继续进行筛选查询。选中列表最左

侧的复选框，点击“审核操作”的对应按钮，进行相应的审核操作。 

 

审核查看界面，学工秘书可以点击“打印”按钮下载表单进行查看。 



 

查看申请界面。 

 

  



 

五、学工队伍建设 

5.1 学业支持 

 学业支持主要包括帮扶台账汇总功能和帮扶台账功能。 

5.1.1 帮辅台账汇总 

    帮扶台账汇总是将帮扶对象调入到帮扶对象汇总名单中，并且可以对汇总信

息进行修改，同时也可以将帮扶对象移出帮扶对象名单。汇总信息填写完成后，

在学院领导、学工处角色随时可以查看到帮辅台帐汇总信息。 

 

图 5.1 帮扶台账汇总主界面 



 

图 5.2 新增帮扶对象界面 

5.1.2 帮辅台账 

帮扶台账用于建立并管理帮扶档案；汇总信息填写完成后，在学院领导、学

工处角色随时可以查看到帮辅台帐信息。 

图 5.3 帮扶台账主界面 



 

图 5.4 新增帮扶对象界面 

 

图 5.5 帮扶信息整理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