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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帮管理中心 

1、新房帮注册和身份认证 

1.1 新房帮注册 

1.1.1 搜房通行证登录  

http://www.soufun.com/xinfangbang/ 

注册新房帮成为普通用户即可登录新房帮后台 

流程：注册搜房通行证 → 搜房通行证登录 → 补全信息（真实姓名、手机号码、邮箱） →  

注册新房帮成功  

举例，用户名：我们要看猪   密码：123456  是已经注册了搜房通行证的用户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补全信息页面； 

“忘记密码”：找回搜房通行证密码;  “立即注册”：注册搜房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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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补全信息（真实姓名、城市、手机号码、邮箱） 

 

如果通行证是通过邮箱注册，则邮箱会自动显示，用户填写真实姓名、城市和手机号码，获

取验证码并填写验证码，勾选《新房帮网络服务使用协议》，点“提交”注册成功；如果通

http://www.soufun.com/xinfangbang/agre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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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证是通过手机注册，则手机号码自动显示，用户填写真实姓名、城市和邮箱，勾选《新房

帮网络服务使用协议》，点“提交”注册成功。 

换个用户登录：点击切换账号登录 

1.2 身份认证 

用户绑定楼盘才能发布信息，普通用户可绑定多个楼盘；普通用户不能绑定 400 电话，如

果要绑定 400 电话，需要进行身份认证并通过审核，升级为置业顾问或开发商，通过身份

认证的用户只能绑定一个楼盘。 

流程：登录新房帮 → 店铺首页  → 管理店铺（新房帮管理中心）→ 提示绑定楼盘 → 身

份认证 （置业顾问、开发商） 

1.2.1 进入店铺首页 

注册成功或登录都进入店铺首页，点击“管理店铺”，进入新房帮管理中心 

 

1.2.2 提示绑定楼盘 

1）用户进入新房帮管理中心，系统弹出提示绑定楼盘  

 

http://www.soufun.com/xinfangbang/agreement.html
http://www.soufun.com/xinfangbang/agre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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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绑定楼盘”，进入绑定楼盘页面 

 

1.2.3 提示进行身份认证 

点击“进行身份认证：跳转至身份认证的页面。点击“OK！我知道了”就是取消提示。 

 

以后的每次重新进入后台，都提示进行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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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房帮管理中心产品功能说明 

2.1 新房帮管理中心首页 

2.1.1 左侧导航 

管理我的店铺：点击返回店铺首页 

房源管理：录入出售房源、管理出售房源 

楼盘管理：楼盘图片管理、楼盘动态管理、楼盘信息纠错、创建新楼盘（普通用户和置业顾

问不显示“创建新楼盘”） 

账户管理：基本资料、修改密码、查看积分、绑定楼盘、身份认证 

店铺管理：店铺公告管理、店铺展示设置 

数据统计： 

 

2.1.2 统计信息 

普通用户和置业顾问账号主要是操作的记录和来电的统计；开发商项目代表账号主要是项目

的数据统计，包括项目的曝光量、访问量以及走势，项目置业顾问的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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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房源管理 

房源管理包括录入出售房源和管理出售房源 

2.2.1 录入出售房源 

选择要编辑的楼盘，填写房源信息 

 

楼栋名称： 

单元： 

预售许可证： 

总楼层： 

*楼层： 

*房号： 

户型：室 厅 卫 厨 请填写数字 

朝向：无 南 北 东 西 东北 东南 西北 西南  

单价：元/平方米 万元/平方米 请填写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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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元/套 万元/套 请填写数字 请填写数字  

销售状态： 在售 售完 待售 不可售  

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房源描述： 

户型图：插入图片 

实景图：插入图片 

样板间图：插入图片  

配套图：插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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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管理出售房源 

用户已经发布的房源列表，可以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2.3 楼盘管理 

2.3.1 楼盘图片管理 

1）楼盘图片 

 

未经过认证的用户，需要点击“你当前编辑的楼盘”下拉框，选择一个楼盘；已通过认证的

用户，只能绑定一个楼盘，默认为按照用户绑定的楼盘上传图片；选择要上传的图片类型：

户型图、交通图、外景图、实景图、效果图、样板间、规划图、周边配套图、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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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图片”按钮，选择要上传的图片，点击“打开”进行上传（支持批量上传） 

 

点击全选，选中全部图片，点击删除，提示确认删除？ 

 

 

图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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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为复选框，可勾选,右上为删除按钮，点击弹出提示：你确认要删除吗？ 

名称、描述，可直接填写自动保存； 

扩展按钮：点击弹出图片信息编辑框，可编辑名称、描述、排序值；如果是户型图，可编辑

室厅卫厨、面积信息 

点击“确认”完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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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风采图片 

用户可上传本人图片，用于前台个人风采展示； 

上传的默认相册为个人图片，功能与上传楼盘图片相同 

 

2.3.2 楼盘动态管理 

未经过认证的用户需要先选择楼盘，点击“你当前编辑的楼盘”下拉框，选择要发布动态的

楼盘，点击“添加动态”，进入发布动态的页面；已通过认证的用户，只能绑定一个楼盘，

默认按照用户绑定的楼盘发布动态。 

1）动态列表 

 

用户已经发布的楼盘动态列表，可以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2）发布/修改动态 

动态内容字数限制 300，图片限制 5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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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正文 

户型图：插入 上传 

实景图：插入 上传 

样板间图：插入 上传 

配套图：插入 上传 

 

2.3.3 楼盘信息纠错 

可以纠错的字段：最低价、均价、最高价、售楼电话、销售状况、开盘时间、装修状况、交

通状况、周边配套、建筑类别、物业地址、开发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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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创建新楼盘 

仅企业用户可以进行创建楼盘的操作，录入楼盘信息，提交编辑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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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人账户 

包括基本资料，修改密码、查看积分、绑定楼盘、身份认证。 

2.4.1 基本资料 

账户基本信息：账户名、账户 ID、真实姓名、手机号码、邮箱，根据注册信息和认证信息

的修改同步； 

账户扩展信息：籍贯、民族、性别、生日、星座、身高、体重、特长、偶像、毕业院校、兴

趣爱好、座右铭、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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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头像 

 

点击“修改头像”，弹出上传头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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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图片，点击上传，进行头像裁切，可设置头像尺寸，确认点“保存头像”，同时可以重

新上传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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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修改密码 

 

2.4.3 查看积分 

 

积分规则：个人积分默认 1250 分。用户积分分 5 个等级，每个等级 500 分。 

 1）使用手机客户端与搜房网友在线沟通积分明细 

分值：与每个人沟通+5 

限定：无上限 

2）回答问题积分明细 

分值：每回答 1 个+1  

限定：：每日最高可获得 20 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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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答被采纳为最佳答案，获得奖励 2 分 

（2）回答楼盘问题，计入楼盘积分 

（3）回答购房知识问题，只计入个人积分 

（4）多次回答 1 个问题，只计算一次积分 

3）登陆积分 

分值：每日登陆 +1  

限定：每日只在第一次登陆加分 

 

2.4.4 绑定楼盘 

输入文字，框中出现含有该文字的本城市楼盘名、住宅、地址，点击一个楼盘，点击“绑定”

即绑定了该楼盘；多个楼盘可以点击箭头排序，可以点“删除”取消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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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身份认证 

1）置业顾问 

真实姓名、邮箱根据注册信息同步，可修改； 

手机号码根据注册信息同步，不可修改；在“输入新的手机号码”框中输入新手机号，获取

手机验证码，填写验证码，验证，手机号码修改成功 

身份证、名片、个人照片 可上传图片 



新房帮产品使用说明文档                                                          版本：Beta 版 

23 
 

 

2）企业 

管理员真实姓名、邮箱与注册信息同步，可修改； 

手机号码根据注册信息同步，不可修改；在“输入新的手机号码”框中输入新手机号，获取

手机验证码，填写验证码，验证，手机号码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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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店铺管理 

2.4.1 店铺公告管理 

 
 

2.4.2 店铺展示设置 

3、注销账号 

在新房帮后台中，个人账户栏目下添加“注销账号”功能 

 

点击后，在页面主体部分显示提示语  

3.1 置业顾问注销提示：请您拨打客服电话进行账号的手动注销 

3.2 开发商注销提示：如您需要注销楼盘置业顾问的新房帮账号，请联系搜房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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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个人网上店铺 

1、店铺首页 

店铺首页包括：头像、个人资料区、其他置业顾问、发布内容导航（首页、楼盘动态、推荐

房源、楼盘图片、楼盘问答、个人风采）、管理店铺 

 

2、头像和个人资料区 

展示：头像，微博、博客，等级，访问量，400 电话（置业顾问绑定 400 才显示），销售楼

盘（置业顾问绑定的楼盘），公司，曾售项目，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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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项目的置业顾问 

调取头像，姓名、等级、从业经验 

 

积分等级体系 

根据销售人员积分划分等级。用“★”进行展示。 

账户（含企业和个人）积分≥500 积分，可获得一个★，依次类推。最高为五星。 

（账户审核通过送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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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布内容 

4.1 首页 

包括：公告、推荐房源、楼盘问答、楼盘动态 

公告 

 

推荐房源 

首页显示 5 条房源信息；导航处显示房源总量；点击“更多”进入推荐房源页面 

 

楼盘问答  调取关于该楼盘的提问；如果是多个楼盘，调取多个楼盘的问答 

> 楼盘问答条数：所有关于该楼盘的问题总数 

> 点击“更多”进入楼盘问答页面  

> 点击“提问”：进入问答的提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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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回答问题：这个置业顾问回答的该楼盘的问题，最多显示 5 条 

   已回答问题一组显示的内容： 

  1）提问者（链接到她的问答）以及问题 

  2）回答的内容，回答时间，浏览量，总回答个数，“赞”的个数 

> 待回答问题：该楼盘这个置业顾问还未回答过的问题，最多显示 5 条 

  待回答问题一组显示的内容：提问者（链接到她的问答）以及问题 

 

楼盘动态 

> 楼盘动态总数：该置业顾问发布的动态总数 

> 点击“更多”进入楼盘动态页面  

> 首页最多显示 5 条 

> 单条动态显示的内容：楼盘名称，动态标题，发布时间，动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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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楼盘动态 

 

> 楼盘动态条数：该置业顾问发布的动态总数 

> 置业顾问发布的楼盘动态，每页显示 10 条，分页显示 

> 每条显示的内容：楼盘名称，动态标题，发布时间，动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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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荐房源 

4.3.1 房源列表 

 

> 置业顾问发布的房源，每页显示 10 条，分页显示 

> 楼盘动态条数：该置业顾问发布的动态总数 

> 单条房源显示：房源图片；标题：楼盘名称与楼栋，单元，序号；内容：户型，建筑面

积，楼层，朝向，物业地址；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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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房源详情页 

 

1）标题 

楼盘名、楼栋名称、单元、房号，户型 

房源编号，发布时间，售楼电话 

2）房源信息 

左侧焦点图，中间是房源基本信息：总价、单价、房贷计算器、销售状态、预售许可证、建

筑面积、使用面积、户型、楼层、物业费、朝向、建筑类别、结构 

3）400 电话 

400-813-0000 转 53626 找 置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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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置业顾问 

右侧为置业顾问头像，姓名，所属楼盘，置业热线，从业经验，曾售项目，点击头像和“访

问网上店铺”进入置业顾问的网上店铺页面 

5）房源描述 

 

6）地图交通 

地址、交通状况，地图标点，查看周边，查看大图，纠错，搜索驾车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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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图片展示 

户型图、交通图、外景图、实景图、效果图、样板间、规划图、周边配套图 

 

4.4 楼盘相册 

 



新房帮产品使用说明文档                                                          版本：Beta 版 

35 
 

> 调取置业顾问发布的楼盘图片 

> 楼盘图片条数：该置业顾问发布的图片总数 

> 单条图片显示：图片（按宽度压缩），楼盘名称，图片名称，图片描述 

> 该页面没有分页 

4.5 楼盘问答 

调取 关于该楼盘的提问；如果是多个楼盘，调取多个楼盘的问答> 楼盘问答条数：所有关

于该楼盘的问题总数 

> 点击“提问”：进入问答的提问页面 

> 已回答问题：这个置业顾问回答的该楼盘的问题，每页显示 10 条，分页显示 

   已回答问题一组显示的内容： 

  1）提问者（链接到她的问答）以及问题 

  2）回答的内容，回答时间，浏览量，总回答个数，“赞”的个数 

> 待回答问题：该楼盘这个置业顾问还未回答过的问题，每页显示 10 条，分页显示 

  待回答问题一组显示的内容：提问者（链接到她的问答）以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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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个人风采 

> 个人风采：调取 帐户管理>基本资料 

> 生活掠影：调取 楼盘管理>图片管理>个人图片 

             单条图片显示：图片名称和图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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