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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功能

1.1 个人用户注册

1、进入“青春上海”微信公众号，点击Act+按钮后找到右上角

logo										，进入登录注册页面；

2、在个人中心默认页面，点击注册按钮	;

3、进入注册页面，输入正确手机

号，并点击“发送验证码”按钮	;

4、在弹出框中正确输入图形验证

码，并点击“获取短信验证码”按钮；	

【提示】如果右侧的图形验证码不清

晰，可点击图片进行更换。

5、在验证码输入框中填写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

【提示】短信验证码有效时间为5分

钟，如没有收到验证码或验证码失效，可

在180秒之后，点击“获取验证码”按钮，重新获取验证码。

6、阅读并勾选《用户使用条款》及

《隐私权政策》，点击“下一步”按钮	；

7、在下一步页面中，进行设置密码

操作，输入密码并再次确认密码（包括数

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特殊字符其中

三种的8-32位字符），点击“确定”按

钮，完成注册操作。

1.2 个人用户登录

1、进入青春上海页面，点击右上角logo				 ，进入登录注册

页面；

2、在个人中心默认页面，点击登录按钮	;

3、正确输入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码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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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登录即登录成功，进入个人中心。

【提示】在登录页，点击记住我       ，可在下次进入

系统时自动登录当前账号。

1.3 忘记密码

1、注册时如果忘记登录密码，可点击“忘记密码按钮”，进入

忘记密码页面。

2、填写信息：

a)	手机号码：填写之前注册的账号，即为需要找回密码的账号；

b)	短信验证码：正确输入手机

号之后，点击验证码输入框右侧的

“获取验证码”按钮	，并在输入框中填写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c)	输入新密码：请输入8-32位字符(包括数字、大写字母、小写

字母、特殊字符其中三种)；

d)	确认密码：再一次正确输入刚刚填写的密码；

e)	点击“确定”按钮则完成密码修改。

二、个人用户主页

2.1 编辑个人资料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编辑个人资料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头像下方的编辑

按钮																	，进入编辑个人资料页面；

3、编辑个人资料：在个人资料页面，可编辑当前登录账号的个

人资料，红星处为必填，点击确定，则完成编辑。

2.2 修改注册账号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编辑个人资料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头像下方的编辑

按钮																	，进入编辑个人资料页面。

3、进入修改注册账号页面:在编辑个人资料页面，点击“注册手

机”按钮，进入修改注册手机页面。

4、修改注册账号：

a)	获取当前手机验证码：在修改手机号码页面，手机号默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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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登录账号，点击发送验证码按钮，	获

取当前手机验证码，并将收到的验证码

填写在输入框中，点击下一步按钮；

b)	设置新手机号码：在下一步的

页面中正确输入需要设置的新的手机号

码，并点击验证码右侧的发送验证码按

钮，	将新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填写在

验证码输入框中，点击确定完成修改注

册账号操作，以后可用当前手机号码和

密码登录该账号。

2.3 修改密码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修改密码页面：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						，进入设置页

面，点击“修改密码”按钮	，进入修改密码页面。

3、填写信息：

a)	手机号码：默认带入当前登录的

账号的手机号码，无需填写；

b)	短信验证码：点击验证码输入框右侧的“获取验证码”按钮，

并在输入框中填写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c)	输入新密码：请输入8-32位字符(包括数字、大写字母、小写

字母、特殊字符其中三种)；

d)	确认密码：再一次正确输入刚刚填写的密码；

e)	点击“确定”按钮则完成修改密码操作。

2.4 关于我们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关于我们页面：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						，进入设置页

面，点击“关于我们”按钮																																												，进入关于我

们页面；

3、浏览关于我们：在关于我们页面中，可浏览青春上海平台的

关于我们信息。

2.5意见反馈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意见反馈页面：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						，进入设置页

面，点击“意见反馈”按钮																																												，进入意见反

馈页面；

3、提交反馈：在意见反馈页面，选择对青春上海微信端的评

价，在输入框中填写对青春上海微信端的建议，点击“提交”按钮，

提交反馈。

2.6更换头像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更换头像：点击用户当前头像，在弹出框中

选择相机或者相册，选择图片，在裁剪框中调整图

片大小，并点击“确定”按钮进行裁剪	，裁剪完成

跳转到个人中心页面，完成更换头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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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的活动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我的活动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我的活动”

按钮，进入我的活动页面，可在该页面看到我报名的活动；

3、可进行查看我报名的活动的状态和完善报名信息操作。

完善信息：若当前用户报名了活动但是未进行信息填写操作，可

在15分钟内在此处进行信息填写操作。

	
2.8 活动日程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活动日程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活动日

程”按钮	，进入活动日程页面，在该页面可根据日期看

到我报名的活动；

3、根据日期查看活动：拥有蓝色圆圈

的日期，表示那一天中当前账号有需要参

加的活动，可在下面的列表中看到活动的

状态等，并可点击进入活动详情页。

2.9 我的福利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我的福利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我的福

利”按钮	，进入我的福利页面，在该页面可根据状态看到

我申请的所有福利；

3、可查看和使用我申请的福利和进行完善信息操作。

使用优惠券：领取福利之后，在线下兑换时，可在我的福利中，

点击未使用的优惠券进入优惠券详情页面，点击优惠券详情下方的使

用按钮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点击确认按钮，

																															即成功使用该优惠券。

【提示】也可将优惠券详情页面

中的优惠券兑换码提供给线下兑换处

的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发起兑换。 

完善信息：对已领取到但未完善

信息的优惠券，可在未完善分类的优惠券处点击完善信息按钮，进行

完善信息操作。如果15分钟内未完善信息，则优惠券回流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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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关注分组内的成员：点击我的关

注页面中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

击已有分组，进入编辑分组页面，可在分

组成员列表中右滑删除成员，点击页面下

方的保存按钮则完成删除成员操作；

添加关注分组内的成员：点击我的关

注页面中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

击已有分组，进入编辑分组页面，点击分组人员右侧的添加成员按

钮， 在打开的选择成员列表页面，勾选

想要添加的成员，点击确认选择按钮，并在编辑分组页面点击完成按

钮，完成添加成员操作；

私信：点击我的关注页面中成员的右

侧的编辑按钮，在弹出框中选择私信，在

弹出的私信界面中进行私信操作；

分组：点击我的关注页面中成员的右

侧的编辑按钮，在弹出框中选择分组，在

弹出框中可对当前用户进行添加多分组操

作，勾选需要添加的分组																，点击

确定，即可完成添加操作；

2.10 我的社交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我的社交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我的社

交”按钮	，进入我的社交页面，在该页面可查看和管理我

关注和加入的组织；

3、管理我的关注：

新增关注分组：点击我的关注页面中

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击页面上

方的新建分组按钮																				，在新建分组页面中，输入分组名称

并添加成员，点击保存则完成添加分组操作；

删除关注分组：点击我的关注页面中

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可右滑删除

已有分组；

重命名关注分组：点击我的关注页面

中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击已有

分组，进入编辑分组页面，点击页面上方

分组名称右侧的编辑按钮，在输入框中输

入新的分组名称，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分

组名称重命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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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列表中右滑删除成员	，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则完成删除成

员操作；

添加组织分组内的成员：点击我的组

织页面中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

击已有分组，进入编辑分组页面，点击分

组人员右侧的添加成员按钮， 在打开的选

择成员列表页面，勾选想要添加的成员，点击确认选择按钮	，并在编

辑分组页面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添加成员操作；

私信：点击我的组织页面中成员的右

侧的编辑按钮，在弹出框中选择私信，在

弹出的私信界面中进行私信操作；

分组：点击我的组织页面中成员的右

侧的编辑按钮，在弹出框中选择分组，在

弹出框中可对当前用户进行添加多分组操

作	，勾选需要添加的分组，

	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添加操作；

取消关注：点击我的关注页面中成员的右侧的编辑按钮，在弹

出框中选择取消关注， 完成对当前组织的取消关注操

作。

4、管理我的组织：

新增组织分组：点击我的组织页面中

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击页面上

方的新建分组按钮， 在新建

分组页面中，输入分组名称并添加成员，点击保存则完成添加分组操

作	；

删除组织分组：点击我的组织页面中

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可右滑删除

已有分组	；

重命名组织分组：点击我的组织页面

中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击已有

分组，进入编辑分组页面，点击页面上方

分组名称右侧的编辑按钮， 在输入框中

输入新的分组名称，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分组名称重命名操作；

删除组织分组内的成员：点击我的组

织页面中的分组按钮，进入分组页面，点

击已有分组，进入编辑分组页面，可在分



平台操作手册个人用户

微信端

14 15

退出组织：点击我的组织页面中成员

的右侧的编辑按钮，在弹出框中选择退出

组织， 在弹出框中点击确认，完成退出组织操作。

2.11 我的消息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我的消息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我的消

息”按钮，进入我的消息页面，可在该页面按照类别查看

当前用户收到的消息；

	3、查看消息：

活动消息：可查看当前账号的活动消息，包括“活动问候语、活

动报名信息、报名审核信息、活动日程提醒”等有关活动，并可在消

息中点击已读，或者进行私信主办方操作；

福利消息：查看当前账号的福利消息，包括“福利问候语、福利

申请消息、申请审核消息、优惠券状态提醒”等有关福利的消息，并

可在消息中点击已读，或者进行私信主办方操作；

互动消息：查看当前账号的互动消息，包括“对平台的意见反馈

的处理消息、被组织邀请加入的消息”等有关个人与组织/平台的互动

消息，并可在消息中点击已读，或者进行私信组织用户、查看组织用

户操作；

私信：查看当前账号的发送与接收到的私信消息，并可在消息中

点击进行互相私信的操作，也可进行删除私信聊天对话的操作；

系统消息：查看当前账号接收到的系统消息，可查看消息，并在

消息中点击已读。

2.12 我的收藏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个人头像			 	 	 	 	，

也可点击页面下方导航中的“我”							，进入个人主页；

2、进入我的收藏页面：在个人主页，点击“我的收

藏”按钮	，可在该页面管理我的收藏；

3、删除收藏：可右滑删除活动/福利收藏。

三、频道浏览

3.1 进入页面

1、进入频道列表：点击首页中的频道按钮，

进入频道列表页面；	

2、进入频道详情页：点击频道列表中的频道，进入对应频道的

详情页面， 查看频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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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搜索

在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内容，点击搜索，可对视频，图集，

活动进行搜索。

3.3 查看视频

1、点击列表中的视频，可进入

视频详情页，也可点击视频标题处的更多按钮，查看全部视频，并在

全部视频列表中，点击查看详情；

2、播放视频：可在视频详情页点击播放视频；

3、点赞：可在视频详情页，对当前视频进行点赞操作。

3.4 查看图集

1、点击列表中的图集，可进

入图集详情页，也可点击图集标题处的更多按钮，查看全部图集	，并

在全部图集列表中，点击查看详情；

2、查看图集图片：可在图集详情页中查看图片和图集介绍；

3、点赞：在图集详情页中，可点击图集中的图片，查看图片详

情，并可左右滑动切换图片，或对每一张图片进行点赞。	

3.5 查看活动

点击列表中的活动，可进入

活动详情页，也可点击活动标题处的更多按钮，查看该频道分类中的

所有活动	，并可在全部活动列表中，点击查看详情。

【提示】频道中的活动就是找活动中的部分活动，活动详情就是

对应找活动中的活动详情。

四、找活动

4.1 搜索、筛选、查找活动

可在首页查看“首页banner”、“推荐”、“热门活动列表”及

“找活动”，还可以进入“搜索活动”、“附近活动”页面进行活动

的搜索、筛选、查找操作。

1、	首页banner：	

2、	推荐：

		

3、	热门活动列表：

	

4、	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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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索活动：

		

6、	附近活动：

		
4.2 查看活动

1、从上述步骤中找到自己想要参

加的活动，点击进入活动详情查看相关

活动。

2、查看活动详情：活动分为审核

类、踩楼类、秒杀类活动。

审核类：提交报名信息后，需等待

主办方审核；

踩楼类：后台设置，每隔X人通过

一人；

秒杀类：报名者先到先得。

	
4.3 收藏与分享活动

1、通过上述步骤进入活动详情页，在活动详情页可对活动进行

收藏（需登录账号）与分享操作；

2、分享：在活动详情页点击分享按钮， 根据弹出的

蒙版提示通过微信右上角的分享操作分享该活动；

3、收藏：登录账号之后，在活动详情页点击收藏按钮，

如未收藏该活动，则提示收藏成功，详情中的星星图标变为实心，

表示收藏成功，并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收藏中进行管理。

4.4 报名活动

1、按上述步骤查看活动信息，如感兴趣，可点击活动详情页

右下角的“我要报名”按钮；

2、如未登录，需先登录个人账

号，登录个人账号之后点击我要报

名，弹出活动收费选择框（一个个

人用户只可选择一个活动收费），

点击下一步按钮，如是审核类活动需完善报名者信息，如是踩楼类

和秒杀活动，则提示用户是否踩楼/秒杀成功，如成功则完善报名

者信息；

3、完善信息：

如报名成功，按照弹出框完善报名者信息。

审核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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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杀/踩楼类活动：

	

4、报名成功：成功完善报

名者信息，在15分钟内点击“提交完善信息”按钮，则完成活动

报名操作，并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活动中查看。

4.5 用户点评

1、活动现场已签到或已联系主办方补签到的用户可以参与活

动点评，至活动详情页——用户点评	，以“星级+评语”的方式参

与点评；（仅签到用户可点评，如果活动现场漏签到，可私信主办

方补签到）。

	

五、找福利

5.1 搜索、筛选、查找福利

可在首页查看“首页banner”、“推荐”、“首页热门福

利”及“找福利”页面“福利搜索”、“热门福利”进行福利的搜

索、筛选、查找操作。

1、	首页banner：

	

2、	推荐：		

3、	首页热门福利：	

4、	找福利：	

5、	福利搜索：

		

6、	热门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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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查看福利

从上述的步骤找到想要申请的福利，点击进入福利详情页面，查

看福利：福利分为票务和商品两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福利分为审

核、秒杀、踩楼3种申请形式。

审核：点击我要申请，提交申请信息之后，需等待主办方审核，

审核通过，则优惠券领取成功；

秒杀：点击我要申请，会根据剩余数量，先到先得，得到名额后

在15分钟之内完善信息，则优惠券领取成功；

踩楼：点击我要申请，会根据发布福利的规则和当前用户申请的

次序，判断是否得到名额，得到名额后在15分钟之内完善信息，则优

惠券领取成功。

福利详情包括福利基本信息、优惠券信息、票务/商品信息，发布

方信息。

		

福利基本信息：详情页面会显示当前福利的一些基本信息；

优惠券信息：下方页面会显示福利的优惠券的详细信息；

票务/商品信息：如果当前为票务福利，则页面下方右侧显示票务

的相关信息；如果当前为商品福利，则页面下方右侧显示商品的相关

信息；

发布方：可点击福利详情处的发布方，进入发布方主页，与发布

方进行互动，也可点击发布方右侧的私信按钮				 	 	 	 	 	与发布方进行私

信。

5.3 福利的收藏与分享

1、通过上述步骤进入福利详情页，在福利详情页可对福利进行

收藏（需登录账号）与分享操作；

2、分享：在福利详情页点击分享按钮， 根据弹出的

蒙版提示通过微信右上角的分享操作分享该福利；

3、收藏：登录账号之后，在福利详情页点击收藏

按钮，如未收藏该福利，则提示收藏成功，详情中的星星图标变为实

心									，表示收藏成功，并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收藏中进行管理。

5.4 申请福利

通过上述步骤进入福利详情页，查看福利相关信息，感兴趣可点

击申请，仅个人用户可申请福利，每一个福利的优惠券，一个个人用

户，仅可申请一次；

1、	点击我要申请按钮	;

2、	在弹出框中选择优惠券，仔细阅读并勾选申请须知，点击立

即申请；

3、如符合审核/踩楼/秒杀条件，15分钟内，在打开页面中完善信

息；请准确填写申请信息；申请成功后，将收到申请成功提醒站内消

息（注意：只有个人用户可申请福利）；

4、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福利申请（注意：审核类福利需等待主

办方审核，秒杀、踩楼类活动，及时告知申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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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使用福利

1、查看：成功申请的福利可在个人中心——我的福利中查看	；

2、使用：可点击需要使用的优惠券，进入优惠券详情	，点击下方

的使用按钮，在弹出的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完成优惠券的使用操作。

【提示】优惠券需在兑换处工作人员当面使用，也可将兑换码提

供给工作人员进行兑换。

六、找组织

6.1 搜索、筛选、查找组织

可在“热门组织”、“活动/福利详情”中的发布组织、“找组

织”页面、“附近的组织”处，搜索、筛选、查找组织，并可与对应

的组织账号进行互动。

“热门组织”：	

“活动/福利详情”：	

“找组织”：

	

“搜索组织”：

	“附近的组织”：

	

“与您相关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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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被加入组织拒绝了个人用户的加入申请，在被加入

组织拒绝之后，可再次进行申请加入操作。审核期间不可再次申请

加入。

6.4 关注组织（需登录）

1、可在组织用户主页点击头像，昵称下方的关注按钮；

2、登录个人用户点击关注，则成功关注该组织账号，并可在我

的社交中进行管理。

6.5 私信组织（需登录）

1、可在活动/福利详情中点击主办方右侧的私信按钮与主办方进

行私信；

2、也可在组织用户主页点击头像右侧的私信按钮，

在新打开的私信页面与组织用户进行私信；

3、私信的记录保存在个人中心——我的消息里面。

6.2 查看组织

从上述任一入口处，点击组织账号头像，可进入组织主页，查看

该组织，并可与其互动；组织主页包括该组织发布的活动和福利、成

员、粉丝、关注、加入组织的数量等一些重要信息。

	
6.3 加入组织（需登录）

1、可在组织用户主页点击头像右侧的申请加入按钮；

2、在弹出框中填写申请加入组织的理由	；

3、被加入组织将收到申请加入的消息，如通过申请，个人用户

可在消息中心收到通过的通知，并可在我的社交中进行管理。



PC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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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功能

在浏览器输入shyouthact.net，进入Act+网页；

1.1 个人用户注册

1、点击页面右上角“注册”按钮。																

2、选择“个人用户”注册。	

3、填写个人相关信息：

（1）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用于登录及找回密码，请使用常用

手机号；

（2）图片验证码：请根据右侧图片内容，填写所看到的验证

码，点击可刷新图片验证码；

（3）手机验证码：上方手机号码处填写好号码，可点击右侧获

取验证码按钮，给所填写的手机发送短信验证码，收到验证码后，在

此处填写短信验证码；	

（4）昵称：根据右侧提示文字，给即将注册的账号填写昵称；

（5）性别：可选择男女性别；

（6）密码：请输入8-32位字符(包括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

母、特殊字符其中三种)；

（7）确认密码：再一次正确输入刚刚填写的密码；

（8）点击查看“用户使用条款”及“隐私权政策”，同意内容

则勾选同意；

4、点击“注册”，即完成注册流程，进入首页。

1.2 个人用户登录

1、	点击页面右上角“登录”按钮；	

2、	正确输入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码及密码：

	3、点击“登录”，即进入首页。

【提示】若忘记密码，可在上述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按

步骤完成密码重置；若需注册新账号，也可点击此处下方的“立即注

册”按钮，按照步骤完成注册。

1.3 忘记密码

1、	注册时如果忘记登录密码，可点

击“忘记密码按钮”，进入忘记密码页

面。

2、填写信息。

（1）手机号码：填写之前注册的账

号，即为需要找回密码的账号；

（2）图形验证码：请根据右侧图片

内容，填写所看到的验证码，点击可刷新图片验证码；

（3）手机验证码：上方手机号码处填写好号码，可点击右侧获

取验证码按钮，给所填写的手机发送短信验证码，收到验证码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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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填写短信验证码。

3、填写新密码。

（1）第二步的内容填写正确之后，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填写新密码页

面；

（2）输入新密码：请输入8-32位字

符(包括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特殊

字符其中三种)；

（3）确认密码：再一次正确输入刚刚填写的密码；

（4）点击“确定”按钮则完成密码修改。

二、个人用户主页

上传封面图：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个

人头像，在下拉的头像昵称处，进入个人主

页；在个人主页中，可点击背景中的“上传封

面图”按钮，上传图片，可更改当前登录账号的个人主页背景图片。

2.1 编辑个人资料

1、进入个人主页：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

角个人头像，在下拉的头像昵称处，进入个人

主页；															

2、进入完善资料页面：在个人主页中点击“编辑我的资料”

按钮；	

3、编辑个人资料：在个人资料页面，可编辑当前登录账号的个

人资料，红星处为必填，点击保存，则完成编辑。

2.2 修改密码

1、在个人资料页面，点击修改密码按钮；	

2、根据修改密码页面的引导，可对当前登录账号进行修改密码

操作：

需填写图形验证码、短信验证码、新密码，以及确认密码，即可

完成修改密码操作。

2.3 修改注册账号

1、在个人资料页面，点击修改按钮；	

2、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修改注册账号弹出框，根据弹出框内容

进行修改注册账号操作；

3、信息填写：需填写图形验证码、当前注册账号的手机验证

码、新的手机号码、新的手机号码的短信验证码，正确填写好上述资

料，点击“确定”按钮，完成修改注册账号操作。

2.4 我报名的活动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个人头像，在

下拉的头像昵称处，进入个人主页；	

2、可在个人主页看到我报名的活动；

3、在当前页面可查看登录用户报名的活动，可查看报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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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和对其进行取消报名，完善报名信息操作。

取消报名：可在活动开始日期的24小时之前，进行取消报名操作；

	完善信息：若当前用户领取到福利但是未进行信息填写操作，可

在15分钟内在此处进行信息填写操作。

2.5 我申请的福利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个人头像，在

下拉的头像昵称处，进入个人主页；	

2、可在个人主页看到我申请的福利；

3、在当前页面可查看登录用户申请的福利，可查看领取的福利

优惠券状态和进行优惠券的使用和完善信息操作

使用优惠券：领取福利之后，在线下兑换时，可在我申请的福利

中，点击优惠券中的使用按钮，即成功使用该优惠券；

完善信息：对已领取到但未完善信息的优惠券，可在此处点击完

善信息按钮，进行完善信息操作。如果15分钟内未完善信息，则优惠

券回流至平台。

2.6 我的收藏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个人头像，在

下拉的头像昵称处，进入个人主页；	

2、可在个人主页看到我的收藏；

3、可在此处管理我的收藏，也可点击我的收藏跳转到对应的前

端页面。

2.7 关注、组织管理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个人头像，在

下拉的头像昵称处，进入个人主页；	

2、可在个人主页看到关注数量和加入的组织数量，点击关注或

组织字段，可进入关注、组织管理页面；

	

3、可在当前页面看到登录用户加入的组织和关注的组织，并对

其进行管理。

新增组织/关注分组：可在右侧列表处点击添加

按钮，然后在弹出框中填写新的分组名称，完善新建

分组；也可在移动用户到某分组时进行新建，点击

用户左下方的所在分组名称，在弹出框中点击“新

建分组”按钮，填写分组名称，完成新建操作。

删除、重命名组织/关注分组：点击进入新分组，可在此处对新

建的分组进行重命名和删除操作。点击编辑按钮，在弹出框中填写

新的分组名称，点击确定，完成分组重命名操作；点击删除按钮，

弹出提示框，点击确定，完善删除当前分组操作（不会删除分组中

的用户）。

选择用户所在分组：点击用户左下

角的所在分组按钮，弹出选择分组弹出

框，勾选分组则加入被勾选的分组，取

消勾选则移除加入的分组	。

设置备注：点击用户右下角的点点点按钮，在选择框中点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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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按钮，在弹出框中编辑当前用户的备注名称，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备注；再次对该用户点击设置

备注按钮，在弹出框中将当前备注名删除，点击确

定按钮，可移除当前用户的备注名。

私信：点击用户右下角的点点点按钮，在选择

框中点击私信按钮，可对当前用户进行私信操作，

可在私信弹出框中填写私信内容，点击发送之后，

可在登录用户的消息中心中查看已发送的私信。

取消关注：点击用户右下角的点点点按钮，在

选择框中点击取消关注按钮	，可对当前用户进行

取消关注操作，在提示框中点击确认，即可对当前

用户取消关注。

退出组织：在组织中，点击用户右下角的点点

点按钮，在选择框中点击退出组织	，可退出当前

所选的组织。

批量操作：点击关注页面中的批量操作按钮，											可对上述部

分操作进行批量处理。

			

三、消息中心

3.1 活动消息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昵称旁边的“消息中心”按钮，进

入消息中心页面；

2、可在消息中心，查看当前

账号的活动消息，包括“活动问

候语、活动报名信息、报名审核

信息、活动日程提醒”等有关活动的消息；

3、可在消息中点击已读，或者进行私信主办方操作。

3.2 福利消息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昵称旁边的“消息中心”按钮，进

入消息中心页面；	

2、可在消息中心，查看当前

账号的福利消息，包括“福利问

候语、福利申请消息、申请审核

消息、优惠券状态提醒”等有关福利的消息；

3、可在消息中点击已读，或者进行私信主办方操作。

3.3 互动消息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昵称旁边的“消息中心”按钮，进

入消息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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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在消息中心，查看当前

账号的互动消息，包括“对平台

的意见反馈的处理消息、被组织

邀请加入的消息”等有关个人与组织/平台的互动消息；

3、可在消息中点击已读，或者进行私信组织用户、查看组织用

户操作。

3.4 私信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昵称旁边的“消息中心”按钮，进

入消息中心页面；

	

2、可在消息中心，查看当前

账号的发送与接收到的私信消息；

3、可在消息中点击进行互相私信的操作，也可进行删除私信聊

天对话的操作。

3.5 系统消息

1、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昵称旁边的“消息中心”按钮，进

入消息中心页面；	

2、可在消息中心，查看当前

账号接收到的系统消息；

3、可在查看消息，并在消息中点击已读。

四、频道浏览

4.1 进入页面

点击首页中的热门频道栏目下的频道入口，

进入频道详情页，可浏览其中的频道介绍。

4.2 搜索

在搜索框																																						中输入需要搜索的内容，点击

搜索，可对视频、图集、活动进行搜索。

4.3 查看视频

点击列表中的视频，进入视频详情页，可观看视频，进行点赞操

作等。

4.4 查看图集

点击列表中的图集，进入图集详情页，可查看图集，并对图集中

的每一张图片进行点赞操作	。

4.5 查看活动

点击列表中的活动，可直接跳转到活动详情，查看活动。

五、 找活动

5.1 搜索、筛选、查找活动

可在首页查看“首页banner”、“推荐活动”、“热门活动列

表”及“找活动”，还可以进入“地图搜索”页面进行活动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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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查找操作。

1、首页banner：

	

2、推荐活动：	

3、热门活动列表：	

4、找活动：	

5、地图搜索活动：

	

5.2 查看活动

从上述的步骤找到想要参加的活动，点击进入活动详情页面，查

看活动。

审核类活动：

	

踩楼类活动：

	

秒杀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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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名活动

查看活动相关信息，感兴趣可点击报名，一个个人用户可报名

一次。

1、点击我要报名按钮	;

2、15分钟内，在弹出框

中完善信息；请仔细阅读弹出

框中的“报名须知”，并准确

填写报名信息，以提升报名

申请被通过的几率；报名成功

后，将收到报名成功提醒站内

消息（注意：只有个人用户可报名活动）；

3、点击提交，即可完成报名（注意：审核类活动需等待主办方

审核，秒杀、踩楼类活动，及时告知报名结果）。

5.4 参加活动

1、审核类活动，主办方审核成功即可线下参与活动；秒杀、踩

楼类活动，报名成功，即可线下参与活动；

2、报名成功，在消息中心中会收到站内信提醒；

3、到达活动现场参加活动，需到活动签到台微信扫描签到二维

码，登录系统进行签到。

5.5 活动点评

活动现场已签到或已联系主办方补签到的用户可以参与活动点

评，至活动详情页——活动点评，以“星级+评语”的方式参与点

评；（仅签到用户可点评，如果活动现场漏签到，可私信主办方补

签到）。

六、找福利

6.1 搜索、筛选、查找福利

可在首页查看“首页banner”、“推荐福利”、“首页热门福

利”及“找福利”页面进行福利的搜索、筛选、查找操作

1、首页banner：	

2、推荐福利：	

3、首页热门福利：

4、找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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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查看福利

从上述的步骤找到想要申请的福利，点击进入福利详情页面，查

看福利：福利分为票务和商品两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福利分为审

核、秒杀、踩楼3种申请形式；

	审核：点击我要申请，提交申请信息之后，需等待主办方审核，

审核通过，则优惠券领取成功；

秒杀：点击我要申请，会根据剩余数量，先到先得，得到名额后

在15分钟之内完善信息，则优惠券领取成功；

踩楼：点击我要申请，会根据发布福利的规则和当前用户申请的

次序，判断是否得到名额，得到名额后在15分钟之内完善信息，则优

惠券领取成功。

福利详情包括福利基本信息、优惠券信息、票务/商品信息、主办

方介绍；

福利基本信息：详情页面会显示当前福利的一些基本信息；

优惠券信息：下方页面会显示福利的优惠券的详细信息；

票务/商品信息：如果当前为票务福利，则此处显示票务的相关信

息，如果当前为商品福利，则此处显示商品的相关信息；

主办方介绍：显示福利发布方的组织账号的基本介绍信息，并可

与其进行互动。

6.3 申请福利

查看福利相关信息，感兴趣可点击申请，仅个人用户可申请福

利，每一个福利的优惠券，一个个人用户，仅可申请一次；

1、点击我要申请按钮	;

2、15分钟内，在弹出框中完善信

息；请仔细阅读弹出框中的“申请须

知”，并准确填写申请信息，以提升申

请被通过的几率；申请成功后，将收到

申请成功提醒站内消息（注意：只有个人用户可申请福利）；

3、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福利申请（注意：审核类福利需等待主

办方审核，秒杀、踩楼类活动，及时告知申请结果）。

6.4 使用福利

1、查看：成功领取的福利优惠券，可在个人主页——我申请的

福利中查看领取的优惠券信息；

2、使用：在我申请的福利中，未使用的福利右侧，点击使用按

钮，可面对面使用该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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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找组织

7.1 搜索、筛选、查找组织

可在“热门组织”、“活动/福利详情”中的发布组织、“找组织”

页面处，搜索、筛选、查找组织，并可与对应的组织账号进行互动。

热门组织：

	

活动/福利详情中的发布组织：	

找组织：

	

地图搜索组织：点击找组织页面中的地铁搜索

按钮，进入按照地图搜索组织页面。

7.2 查看组织

从任一入口处，点击组织账号头像，可进入组织主页，查看该组

织，并可与其互动；组织主页包括该组织发布的活动和福利、成员、

粉丝、关注、加入组织的数量等一些重要信息。

	
7.3 加入组织

1、可在“热门组织”、“活动/福利详情”中的发布组织、“找

组织”页面处，与组织账号进行互动，进行加入组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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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组织	：	

活动/福利详情中的发布组织：			

找组织页面：	

2、在上述页面处，可点击申请加入按

钮，弹出提示框，正确填写提示框中内容，

点击提交，等待被加入组织的审核，审核通

过即可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注意：如被加入组织拒绝了个人用户的

加入申请，在被加入组织拒绝之后，可再次进行申请加入操作。审核

期间不可再次申请加入。

7.4 关注组织

1、可在“热门组织”、“活动/福利详情”中的发布组织、“找

组织”页面处，与组织账号进行互动，进行关注组织账号操作；

2、在上述页面处，可点击关注按钮，无需审核，当前个人用户

则成为对应的组织用户的粉丝。

注意：个人用户可在个人主页，管理加入的组织和关注的组织，

具体请参考2.7中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