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使用说明

1. 系统简介

西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是针对在校生、老师及外校人员

进行网上缴费的一个收费系统。在校生、教师以及校外人员能随时随

地通过本系统缴纳学费以及其他的学校各种零星费用，并能够实时查

询项目欠费和已缴费情况。

允许学生使用建行网银、银联、微信扫码等方式进行网上缴费。

2. 系统功能

支付平台主要包括的功能有：个人信息管理、欠费查询、学费缴

费、其他缴费、缴费记录查询、已缴费信息查询以及项目报名。

3. 系统使用说明

3.1 系统登陆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202.201.50.8/ ，如图 3.1-1 所

示。登陆之后显示个人欠费信息，如图 3.1-2 所示。

图 3.1-1 统一支付平台登陆界面

A． 在校生登陆时，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位（末

http://202.201.50.8/


尾为字母时大写）。

B． 其他用户登陆时，用户名、密码为对应的用户编号、密码。

C． 通过报名缴费的非在校生初始登陆时，点击新用户注册，

报名之后再登陆。

D． 忘记密码请点击“忘记密码”连接，在打开的窗口中验证

密保后重新设置密码。

图 3.1-2 统一支付平台登陆后页面

3.2 用户信息维护

登陆支付平台后，点击导航栏的个人信息按钮，显示个人信息确

认及维护界面。如图 3.2-1 所示。请确认个人信息无误后再进行缴费，

避免误交费。



图 3.2-1 个人信息维护界面

3.2.1 个人信息修改

点击个人信息界面的个人信息修改，显示 3.2.1-1 所示的个人信

息维护界面。在相应的输入框，输入需要修改的个人信息，点击“修

改按钮”完成个人信息维护。未保存前，点击“重置”按钮，还原个

人信息。

图 3.2.1-1 个人信息修改

3.2.2 密码修改

点击“密码修改”按钮，显示 3.2.2-1 所示的密码修改界面。输

入新密码，点击“确认”按钮，完成密码修改。



图 3.2.2-1 密码修改

3.2.3 密保修改

点击“密保修改”按钮，显示 3.2.3-1、3.2.3-2 所示的密保修

改界面。验证完密码后，修改密保。注：密保是忘记密码后找回的重

要途径，建议未设置密保人员设置密保

图 3.2.3-1 密保修改，验证密码

图 3.2.3-2 密保修改，修改密保

3.3 欠费信息查询

点击导航栏“当前费用”按钮，显示当前人员的所有欠费。如图

3.3-1 所示。



图 3.3-1 欠费显示

a. 收费起始、收费终止：学费缴费不限制缴费时间，其他零星缴

费根据学校要求需要在规定时间段之内完成缴费。

b. 收费状态：收费：当前正在收费；停止：当前暂停缴费。

c. 收费类型：学费：学生学费住宿费等；其他费用：学校其他的

零星费用。

d. 各类费用，还可以点击导航栏的学费缴费、其他缴费查询。

3.4 学费缴费

点击导航栏的“学费缴费”按钮，显示学费欠费和选择页面，如

图 3.4-1 所示：

图 3.4-1 学费欠费信息

A. 选择缴费学年 如图 3.4-1 所示，选择需要缴费的学年，

点击“下一步”按钮。

B. 选择缴费项目

如图 3.4-2 所示，选择需要缴费的项目



图 3.4-2 缴费项目选择

C. 确认缴费信息。如图 3.4-3 所示。点击“下一步”选择缴

费方式

图 3.4-3 缴费方式选择

D. 缴费信息确认及缴费方式选择。如图 3.4-4 所示。

图 3.4-4 缴费方式选择

1) 微信扫码支付

如图 3.4-4 所示，确定支付金额无误后，选择“微信支付”点

击确定支付，进入如图 3.4-6 所示微信二维码扫描支付界面。



图 3.4-6 微信二维码支付界面

微信支付，如图 3.4-7 所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发现”，

点击“扫一扫”，扫描图 3.4-6 所示的二维码，进入微信支付界面。

注意：请确认收款方为 西北师范大学，金额与系统缴费金额一致

后再缴费。

图 3.4-7 微信二维码扫码支付



E. 支付成功 支付成功显示支付成功界面。如图 3.4-8 所示。

图 3.4-8 支付成功

2）建行银联方式缴费

图 3.4-9 缴费方式选择

如图 3.4-9 所示，确定支付金额无误后，选择“中国建设银行”

点击“确定缴费”，进入如图 3.4-10 所示建行支付界面。

图 3.4-10 建行支付选择



点击“确定缴费”，进入如图 3.4-11 所示建行银联支付选择界面。

图 3.4-11 建行银联支付选择

如果持有建设银行以外其它银行储蓄卡或信用卡，请点击“在线

支付”，按照页面提示，输入相应的账号信息及相关银行卡预留手机

收到的验证码进行缴费。

注：请尽量使用建设银行储蓄卡或信用卡，其它银行卡可能会因

支付额度受限导致缴费不成功。

如果持有建设银行储蓄卡或信用卡，请点击“中国建设银行”，

进入如图 3.4-12 所示建行账号支付界面。

图 3.4-12 建行账号支付

按照页面提示，输入相应的账号信息及相关银行卡预留手机收到的验

证码进行缴费。



3.5 其他缴费

点击导航栏的“其他缴费”按钮，进入其他零星缴费显示和选择

页面，如图 3.5-1 所示。

图 3.5-1 其他零星欠费

A. 选择缴费项目 确认缴费项目、金额无误，选择欠费项目，点

击“下一步”。

B. 确认业务单 确认业务单项目、金额无误。点击“下一步”。

如图 3.5-2 所示。

注：业务单未支付完成可重复使用。

图 3.5-2 业务单费用确认

C. 确认缴费信息。选择缴费金额和缴费方式。如图 3.5-3 所示。

点击“业务单明细查看”可查询该业务单支付情况。注：允许

拆分支付时，修改金额时不能小于系统允许的最小支付金额。



图 3.5-3 缴费信息及缴费方式选择

D. 银行支付。 如图学费缴费支付。

3.6 缴费记录查询

点击导航栏的“交易记录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具体的银行交易

记录。如图 3.6-1 所示。

图 3.6-1 交易记录查询

点击记录栏的“明细”连接，可以查询具体的缴费项目信息。如

图 3.6-2 所示

图 3.6-2 交易记录明细

若是其他缴费的订单，可以点击缴费凭证，查看和打印缴费凭证。

如图 3.6-3 所示



图 3.6-3 缴费凭证

3.7 已缴费信息查询

点击导航栏的“已缴费信息”按钮，显示已缴费信息页面，如图

3.7-1 所示。选择费用类型可以查询学费和其他费用的已缴费情况。

注：学费缴费可以查询学生所有途径的缴费情况

图 3.7-1 已缴费信息显示

点击“明细”按钮可以查询具体的缴费项目等信息。如图 3.7-2

所示

图 3.7.2 已缴费明细

3.8 项目报名

已注册用户（包括在校生、其他使用过平台缴费的人员）可以登

录支付平台，点击导航栏“报名信息”界面，选择报名项目，点击“报

名”按钮进行报名。如图 3.8-1 所示

图 3.8-1 项目报名



已报名信息，可以点击“已报名信息”按钮，查询如图 3.8-2 所

示

图 3.8-2 已报名信息

未注册用户，请点击首页的“新用户注册功能按钮”，阅读并同意

报名须知，进入图 3.8-3 所示的报名界面。

图 3.8-3 未注册用户报名界面

图 3.8-4 报名成功

4. 注意事项

4.1 缴费时请通过财务处网站链接进入或直接输入系统地址。请确

认支付网站地址： http://202.201.50.8/

http://202.201.50.8/


4.2 通过微信扫码支付时，请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 功能，扫

描网页上的二维码。请确认商户收款方为：西北师范大学

4.3 银行交易完成后，如缴费失败，请到网上银行查询银行卡是否

已扣款，如已扣款切勿重复缴费，学校会在 1-2 个工作日恢复本

次交易。

4.4 除了银行缴费界面外，本系统不需要学生输入银行信息，银行

缴费系统也不会要求学生升级银行密码等。切勿将个人银行信息

透漏给他人，短信验证码等同交易密码，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向

您索要短信验证码，切勿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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