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维护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本科生导师制的

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师生交流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

质量，依据《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管理办法》（华师教〔

2006〕191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在本科教学中实施

的“教师辅导答疑制度”和“本科生导师制”，特此推行“经

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是经管云书院系统的一个

模块，是师生通过网络系统线上预约，并线下答疑解惑的

一种新型师生交流方式。平台可以让学生在教师开放的预

约时间中，自由选择，更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去与导师

交流，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 

    “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是对现有模式的补充和完善，

是为在学业、科创、生涯发展、心理健康、价值观等方面

为学生提供指引和帮助的有益尝试，充分发挥教师个人的

人格和学术魅力，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改进学习方法，

提升学习能力，全力引导学生打好学习基础。

经济与管理学部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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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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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为维护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本科生导师制的
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师生交流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
质量，依据《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管理办法》（华师教〔
2006〕191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在本科教学中实施
的“教师辅导答疑制度”和“本科生导师制”，制定本实
施细则。
     1、学生首次登陆平台后请尽快修改密码，并核实、
修改个人信息。
     2、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 3次有效预约（有效预约：
导师开放预约时间 -学生预约 - 导师同意预约 -师生见面
交流 -完成交流并扫描二维码 -学生评价），预约情况将
作为本学年评奖评优的考查内容之一。
     3、学生至少在拟面谈开始时间 3小时前发起预约申
请。
     4、学生申请取消预约至少在拟面谈开始时间 12 小时
前申请，如开始前 12 小时内有紧急情况可自行联系导师申
请紧急取消，征得导师同意后由导师操作取消；否则视为
爽约。
     5、学生与导师的单次见面时间至少为 20 分钟；面谈
开始 20 分钟后可扫描导师
手机上的二维码，完成本次预约。
     6、每位学生最多可同时预约 4个不同时段。
     7、学生与导师见面时间如超过预约时间，可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扫码工作，未交流完毕的问题可继续完成或预
约下次继续进行。
     8、学生无故爽约 2次，将被禁用账号取消本学期预
约导师资格，并取消本学年评奖评优资格。
     9、一旦预约成功，应由本人前往面谈。对于代替他
人赴约、找其他人代替赴约等违纪情况，将取消本学年评
奖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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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二、使用说明

1、学生如何登录平台（以下所有操作均以测试账号为

例）
（1）输入网址：http://jgysy.ecnu.edu.cn/（推荐使用 
IE8，火狐，谷歌浏览器），进入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首
页，点击右上角“登录”。

（2）按提示输入账号、密码。初始密码均为：a111111，
首次登录后建议修改密码。

PC端平台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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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 如何找回密码：点击“忘记密码”进入以下界面，进行
密码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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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3） 点击“注销”退出平台。

2、学生如何修改密码
（1）进入平台首页，点击右上角“修改密码”。



5

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2）根据提示进行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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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3、学生如何查看和修改个人信息
（1）登录平台后点击“个人信息设置”。

（2）根据提示对个人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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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4、学生如何查看日程安排
（1）登录平台进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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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2）新增日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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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5、学生如何预约导师
（1）一对一面谈预约方式
      ①登录平台，选择“预约导师”。

      ②选择需要预约的导师。

      ③点击“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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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④输入预约所需详细信息。请认真填写！（注意：请提
前预约开始时间 3小时以上提交预约申请）

   ⑤点击“确定”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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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2）多人面谈预约方式
     • 发起多人面谈
      ①预约步骤同上一对一面谈方式①——③，在④中
选择“多人面谈”。

       ②确定邀请对象与邀请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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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确定邀请对象方法如下：
  • 在左边框中，点击需要邀请的同学姓名前的选框，确
认选中后点击“选择”。若需要邀请左边框中显示的全部
同学，则直接点击“全选”。
  • 在右边框中，点击不需要邀请的同学姓名前的选框，
确认选中后，点击“移除”。若需要清除右边框内所有同学，
则直接点击“全不选”。
  •因经管书院存在同名同姓同学，为避免邀请同学错误，
在搜索结果出现同名同姓同学时请重新输入学号进行搜索。

确定邀请截止时间方法如下：
   • 选取邀请截止时间（注意：邀请截止时间至少在预约
开始时间 3小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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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 对他人邀请参加多人面谈请求的处理
   若收到他人邀请请求，该请求会在登录平台后第一时间
弹出，学生可根据个人情况自行选择。

（3）学生如何查看自己的预约记录。
      登录平台，点击进入“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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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4）学生如何取消预约
    ①预约开始前 12 小时，在预约状态显示为“已预约，
待导师确认”、“导师已确认，待面谈”两种状态下可以
点击选择“取消预约”。

    ②请详细填写取消原因。

    ③等待导师确认取消预约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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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④留意预约状态变化。

注意：若由导师申请取消预约，学生需进行以下操作：

      点击“同意取消预约”，本次预约取消。

注：如预约开始前 12 小时内学生有紧急情况，无法自行取
消预约，可联系导师申请紧急取消，征得导师同意后由导
师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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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6、不同预约状态的说明

【已预约，待导师确认】学生已发送预约请求，导师尚未
确认。
【导师已确认，待面谈】导师已经确认学生的预约，等待
面谈。
【学生取消预约，待导师确认】学生已发送取消预约请求，
待导师确认。
【导师取消预约，待学生确认】导师已发送取消预约请求，
待学生确认。
【导师已取消预约】学生已经确认导师取消预约的请求。
【学生已取消预约】导师已经确认学生取消预约的请求。
【导师爽约】导师与学生未能见面且预约时间结束后 20 小
时内导师没有确认学生爽约。
【已结束】导师与学生正常见面并成功扫描二维码，学生
成功对导师进行评价。
【学生爽约】导师与学生未能见面且预约时间结束后 20 小
时内导师确认学生爽约。
【已预约 - 被邀请】学生收到别的学生邀请其与导师见面
的请求。
【已预约 - 拒绝邀请】学生收到别的学生邀请其与导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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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7、学生如何扫描二维码
   面谈开始 20 分钟后学生可扫描导师生成的二维码（如
无法扫描二维码请直接输入主预约人账号及密码）完成本
次预约（推荐使用微信扫描），面谈时间少于 20 分钟本次
预约记为无效。
   在多人预约情况下参与面谈的所有学生均需扫描二维
码。扫描二维码后会获得“传道授业解惑卡”一张。点击
下方的分享按钮，可将卡片分享到相应社交平台。

面的请求并选择拒绝。
【已预约 - 邀请结束】学生收到别的学生邀请其与导师见
面的请求但在邀请时间截止前没有回复是否接受。
【已预约 - 接受邀请】学生收到别的学生邀请其与导师见
面的请求并选择接受。
【导师已拒绝】导师选择拒绝学生的预约请求。
【已过期】学生的预约请求在预约时间开始时导师仍未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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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2）完成评价后关闭该窗口，该预约状态发生变化，
本次预约结束。点击“查看卡片”可查看获得的卡片。

8、学生如何对导师进行评价
   （1）关闭上述窗口进入评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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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微信端平台使用说明

1、学生如何登录平台
打开微信，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企业号，进入经管云书院，
点击左下角“导师预约”进入导师预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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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2、学生如何查看和修改个人信息
  点击“个人信息”进入个人信息设置页面，查看、修改
个人信息（标 * 项目只有电话和邮箱两项可由学生自行修
改，其他项目如需修改请联系管理员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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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3、学生如何预约导师
   点击“我要预约”进入导师预约页面

   选择需要预约的导师，点击“预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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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选择预约时间段，按照文字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话
题标签后，再选择面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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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1）一对一面谈
选择“一对一面谈”后，点击“确定”，
提交申请后将会收到“待导师确认”的 消息，导师确认后
会收到预约成功的提示。

（2）多人面谈
确定邀请对象与邀请截止时间。
确定邀请对象方法如下：
• 在左边框中，点击需要邀请的同学姓名前的选框，确认
选中后点击“选择”。若需要邀请左边框中显示的全部同学，
则直接点击“全选”。
• 在右边框中，点击不需要邀请的同学姓名前的选框，确
认选中后，点击“移除”。若需要清除右边框内所有同学，
则直接点击“全不选”。
• 因经管书院存在同名同姓同学，为避免邀请同学错误，
在搜索结果出现同名同姓同学时请重新输入学号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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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确定邀请截止时间方法如下：
   选取邀请截止时间（注意：邀请截止时间至少在预约开
始时间 3小时之前）。

•对他人邀请参加多人面谈请求的处理
   若收到他人邀请请求，该请求会在登录平台后第一时间
弹出，学生可根据个人情况自行选择。在截至时间内未操作，
则视为拒绝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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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3）学生如何查看预约
  点击进入“我的预约”可查看相关预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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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4）学生如何取消预约
①预约开始前 12 小时，在预约状态显示为“已预约，待导    
  师确认”、“导师已确认，待面谈”两种状态下可以点  
  击选择“取消预约”。
②请详细填写取消原因。
③等待导师确认取消预约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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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4、学生如何扫描二维码
   面谈开始20分钟后学生可扫描导师方生成的二维码（如
无法扫描二维码请直接输入主预约人账号及密码）完成本
次预约（推荐使用微信扫描），面谈时间少于 20 分钟本次
预约记 为无效。在多人预约情况下参与面谈的所有学生均
需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后会获得“传道授业解惑卡”一张。点击屏
幕右上角按钮，可将卡片分享到相应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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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云·导师预约平台

5、学生如何对导师进行评价
   师生扫描二维码结束后，返回“我的预约”页面，点击
本次预约记录“评价”按钮，对本次面谈导师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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