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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学校校园网络、信息化、一卡通的规划、

建设与管理工作；承担了公共计算机实验机房和多媒体教室设备的建

设、维护与保障以及教育技术培训等工作。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近几年致力于数字化校园建设，实现了跨越

性发展，实现了有线网络的全覆盖、公共区域的无线覆盖，搭建了统

一的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一卡通的校内外互联，打造出了以“智慧

理工”为主题的数字化校园。为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了解和利用学校

信息化资源和服务，我们特别制作了这本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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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网 

1.1 简介 

南京理工大学校园网建设开始于 1996 年，通过近二十年的持续

建设与发展，校园网已形成了万兆与千兆结合的网络主干，千兆与百

兆结合的网络接入，全网实现了扁平化的基础架构改造，并实现了

IPv4/IPv6 双栈服务。目前，校园网已覆盖全体师生员工，拥有超过

3 万个网络接入点（含 3 千教职工、8 千研究生、1.6 万本科生及 3

千多公共计算机），拥有各类网络设备千余台，联网计算机超过 2 万

台。 

2014 年学校实施了无线校园网一期建设，完成了综合楼办公区

域、学术交流中心、图书馆、第四教学楼及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的无

线信号覆盖，同时配以无感知认证技术，可为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无

线网络接入服务。目前，无线校园网二期建设正在规划建设中，计划

覆盖新图书馆、所有教学楼、食堂、艺文馆等学校公共区域，同时还

计划对广场、操场等室外场所进行无线信号覆盖的试点工作。最终规

划在 2 到 3 年内，实现校园的无线网络全覆盖。 

校园网同时为用户提供了大容量电子邮箱、用户认证计费、VPN

访问、IPv6 视频组播、综合网站群、虚拟化云服务等多种网络应用

服务。 

与此同时，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积极深化管理，创新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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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用户服务，不断提升用户满意度。实现了新生网

络账号和电子邮件的批量自动开户，为用户提供网络自助服务平台，

并提供自助充值卡充值、一卡通自助转账等服务。此外，校园网提供

7 天×12小时的上门运维服务、7 天×24 小时值守服务，有效保障了

校园网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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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校园网入网指南 

1.2.1 账号 

我校对接入校园网和访问互联网的所有校园网用户实行实名认

证上网，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为每一位校园网用户开设唯一的个人上

网账号。 

1、在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上网，账号实行自动批量开户，

上网账号即学生本人学号，以教务处和研究生院提供的学号数据为准，

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后六位，个别身份证信息缺失用户的初始密码

为“111111”； 

2、临时校园网账号是为编制外工作人员、非全日制学生、客座

教师等提供校园网访问服务而临时开通的账号。申请临时校园网账号，

需由校内相关部门或学院出具证明，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网络信

息部办理。 

1.2.2 开户 

1、批量开户 

全日制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校园网账号实行自动批量开户。 

2、个别开户 

非全日制学生及需要办理临时校园网账户的用户，需填写《校园

网保密承诺书》，并由校内聘用部门或学院出具证明，本人持有效身

份证件至网络信息部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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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开户流程 

用户开户

判断账号类型

全日制学生 临时账号

自动批量开户
访问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处网站下载《校园

网保密承诺书》

填写表格，相关部

门领导签字盖章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至

网络信息部确认办理

开户完成

其他类型学生及未

能集中办理的学生

 

1.2.3 缴费 

1、计费策略 

（1）包月策略（不限流量）：指校园网账号采用按月缴纳固定租

金的计费方式，若该月不上网则不扣费。 

（2）计时策略：指校园网账号采用按在线时长收费的计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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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策略对账号类型没有要求，校园网用户均可选用此种计费模式。 

2015 年经学校批准，校园网收费标准在原有资费标准的基础上

进行了优化升级，不仅将有线、无线计费标准统一，而且设置计费封

顶、对博士研究生赠送时长等优惠政策，减轻师生的负担。各类账号

目前各类账号收费标准如下： 

序号 账号类型 赠送时长 计费模式 计费标准 最大并发终端数量 

1 博士研究生 

150小时 

（超过 150小

时部分按计时

模式计费） 

计时 

0.3元/小

时，40元封

顶 

1 

同一时间仅可一个终端

在线（有线或无线） 

2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无 计时 

0.3元/小

时，40元封

顶 

1 

注：2015 年以前的校园网在网用户，原计时模式将自动升级为

“计时并 40 元封顶”标准，原博士包月模式将自动升级为“计时送

时长并 40 元封顶”标准；新入网的用户将直接适用最新标准。 

 

2、充值方式 

（1）一卡通充值 

拥有 i 理工卡的校园网用户可以通过一卡通多媒体终端机将校

内独立钱包内的钱款划转至校园网上网账户，实现自助充值。 

操作步骤：将 i 理工卡放在多媒体终端机的卡片感应区，识别用

户信息后，选择【划款】—【校园网计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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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校园网费自助充值界面，输入充值金额，点击确定。 

 

（2）购买充值卡，借助用户自助服务平台实现充值 

无 i 理工卡的校园网用户可通过购买充值卡的方式进行充值。用

户可在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财务室购买充值卡后，登录“捷运认证计

费 系 统 自 助 平 台 ”（ 登 录 智 慧 理 工 信 息 门 户 网 站

http://i.njust.edu.cn/，选择“快速入口—计费系统”，或访问

http://i.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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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naas.njust.edu.cn/）进行自助充值。 

 

进入自助平台后，在左侧菜单选择“网上营业厅—在线充值”，

在右侧文本框中输入充值卡号、密码、验证码，即可对本人或他人账

号进行充值。 

 

（3）校园网账户间转账 

校园网账户之间金额转账，需由转出人（或委托人）携带本人的

有效身份证件至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分管领导审批，审批通过后至网

络信息部办理校园网账户转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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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充值时间：工作日上午 8:00-11:30，寒暑假期间另行安排。 

4、联系电话：84315708 

校园网充值流程 

校园网账号充值

多媒体终端机刷卡

验证身份

一卡通 购买充值卡 转账

划款→校园网计费

输入金额、密码

确认，完成充值

至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财务室，用现金购买充

值卡

登陆自助管理平台

网上营业厅→在线充值

选择充值对象，核对账
号，输入充值卡账号、

密码及验证码

点击充值，完成缴费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至网

络信息部办理转账手续

 

1.2.4 销户 

学生毕业离校时，正常毕业的学生办理完所有离校手续后，校园

网账号将自动批量销户，校园网账号余额将自动退还到本人的校园一

卡通账号。 

延期毕业的学生办理完离校手续后，学工系统会进行信息更新，

校园网账号将联动销户，校园网账号余额将自动退还到本人的校园一

卡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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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非正常离校的学生如要办理校园网账号销户，需持本人身份

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网络信息部现场办理销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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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校园网使用指南 

1.3.1 有线校园网配置 

1.3.1.1 Windows XP 配置步骤 

1. 点击“开始”，选择“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网

络连接”，出现打开的窗口并发现“本地连接”（如果未发现本地连接

则代表电脑无网卡或网卡驱动程序未安装好），如下图所示： 

 

2. 在上图的“网络任务”下方的选项中，点击“创建一个新的

连接”，接着点击“下一步”。 

3. 按照向导的提示，选择“连接到 Internet”，然后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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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手动设置我的连接”，再点击“下一步”。 

 

5. 选择“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连接来连接”，点击“下一

步”。 

 

6. 此时会提示您输入 ISP 名称，此处不作要求，您可输入任意

字符，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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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下图的界面各框里分别输入注册的用户名（校园网账号）

和密码，底部两个默认选中的复选框，可根据需要选择，然后再点击

“下一步”。 

 

8. 点击“完成”按钮，拨号设置就完成了。 

 

 

9. 在桌面双击刚才建立的连接，点击“连接”按钮就可以接入

网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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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Windows 7 配置步骤 

1. 打开开始菜单，点击“控制面板”。 

 

2. 点击“网络和 Internet”。 

 

3. 点击“网络和共享中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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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5. 选择“连接到 Internet”，点击“下一步”。 

 

6. 点击“宽带（PPP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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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输入注册时的用户名（账号）和密码，点击“连接”即可。 

 

注: 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 系列更高版本的配置方法和

Windows 7 类似，不再赘述。 

1.3.2 无线校园网接入 

目前我校无线校园网络已完成主要公共区域覆盖，覆盖区域含图

书馆、学术交流中心、学生食堂等场所。校园网注册用户均可使用无

线接入服务，计费标准与校园网有线网络统一，具体详见 1.2.3缴费。 

无线校园网的接入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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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校园网信号名（SSID）——NJUST； 

用户名——校园网用户名（教师为职工号、学生为学号）； 

1.3.3 无线校园网无感知认证 

为提升无线校园网用户体验并增强网络安全性，学校无线网络进

行了认证方案升级，启用无感知认证。 

所谓无感知认证就是首次使用无线网络时需要输入用户、密码，

后面即可实现自动联接和认证（在未变更账号密码的情况下）。 

使用无感知认证，用户可设置所用设备是否与登录网络的账号绑

定，两种设置区别如下： 

1、设备与账号绑定：该设备再次接入网络后，将自动联网，不

需要做任何其他操作，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网络计费也随之开始； 

2、设备与账号不绑定：该设备再次接入网络后，需手动打开浏

览器，输入任意网址，页面会自动跳转至 m.njust.edu.cn认证页面，

点击“登录”即可开始上网，同时开始网络计费。 

以下将介绍 Windows7 操作系统及安卓设备的无感知认证配置方

法，关于苹果 iOS 系统设备及 Windows8、Windows10 操作系统个人电

脑的无感知认证配置方法，请访问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网站

http://dicm.njust.edu.cn/，在“服务指南/校园网服务/网络配置”

栏目中可查看详细说明。 

 

1.3.3.1 PC（WIN 7操作系统）无感知认证配置 

 

http://dicm.njust.edu.c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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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无线网络，左键点击无线图标； 

 

2、右键点击 NJUST 无线网络，选择属性； 

 

 

如无属性选项，请点击网络与共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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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后左边点击管理无线网络； 

 

然后点击添加，选择手动创建网络配置文件； 

 

 

手动创建连接，按下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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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点击关闭，现在就可以看到属性了，按照第二步向下设置

就可以了； 

 

右键点击 NJUST，左键点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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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安全”标签，将“安全类型” 设置为“wpa2-企业”，

勾选“每次登录时记住此连接凭据”，点击设置； 

 

 

4、去掉 “验证服务器证书” 前的 √；点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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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去掉“自动使用 Windows 登录名和密码……”前面的√；之

后依次点击确定； 

 

 

6、打开无线网络，选择 NJUST，点击连接； 

 

 

7、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确定（注意是输入上网账号的用户

名、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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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打开浏览器访问任意网址，页面将自动跳转至 m.njust.edu.cn

（如图页面），点击登录开始上网；在此页面我们可以设置是否将设

备与账号绑定；如果勾选则表示绑定设备即每次该设备打开无线即可

自动上网，不勾选表示不绑定设备即每次需打开浏览器点击“登录”

方可上网。 

 

 

9、不绑定设备的情况下，点击登录将出现如图页面，此时仍可

进行设备与账号绑定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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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登录时，如果将设备与账号绑定，将看到如图页面，此时

可以看到与该账号绑定的所有设备，也可以进行设备与账号解除绑定

的操作。 

 

1.3.3.2  安卓设备无感知认证配置 

1、打开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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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NJUST ； 

 

3、在如图页面，将 EAP 方法设置为 P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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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上网用户名、密码，点击连接； 

 

5、打开浏览器，输入任意网页地址，页面将自动跳转至 

m.njust.edu.cn，点击登录即可开始上网；此时可以选择是否将设备

与账号绑定，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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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选择绑定设备登录后，将看到如图所示页面，此时仍可进

行设备与账号的绑定操作；未绑定账号设备，下次接入网络时，需打

开浏览器，点击登录上网； 

    

7、选择绑定设备，首次登录时，将出现如下页面，此时可看到

所有与该账号绑定的设备，可进行相应设备的解绑操作；绑定账号的

设备，再次接入网络时，无需任何操作即可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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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注意事项 

1、为保证账号安全，请不要在他人设备上使用自己的账号进行

无线关联认证，终端设备会以安全的方式记录此用户名、密码以进行

下次无感知认证接入； 

2、当发现账号被盗用，请及时进入网络自助服务平台（使用介

绍详见 1.3.4 网络自助服务平台）修改密码，密码修改成功后，仍

使用旧密码的终端将无法关联到无线网络，需要重新进行关联认证； 

3、当设置“设备与账号绑定”后，该设备一旦进入无线覆盖区

域，将立即自动接入 Internet，并同时开始网络计费，请计时服务

的用户慎重选择； 

4、无线校园网服务电话：84315650、84315651。 

1.3.4 网络自助服务平台 

捷运认证计费系统自助平台是校园网用户管理自身账号的平台，

用户可在自助平台上进行账号管理、余额查询和自助充值等操作。 

1、账号管理 

用户使用初始密码首次登录校园网成功后，请尽快通过智慧理工

信息门户（使用介绍详见第二章 智慧理工（i 理工）信息门户）进

入“计费系统”，修改个人基本资料和校园网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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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助充值 

用户购买自助充值卡后，即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自助充值，输入充

值卡号、密码及验证码，即可对本人或他人账号进行充值。 

 

 

3、自助查询 

校园网用户可点击自助平台左侧菜单“网上营业厅—登录记录、

详单查询、账单查询、充值缴费记录”，查询相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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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故障报修及用户服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下设网络信息部负责校园网络故障维修，学

校各部门自建或自管的局域网及用户计算机终端不属于维修范围。为

保障校园网正常运行，及时响应用户报修要求，校园网用户服务时间

延长至每天 12 小时。每天上午 8-12 点、下午 2-6 点、晚上 7-11 点

都有专人负责接听用户报修电话。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也都安排

专人值班，负责接听用户报修电话。用户凡遇到网络故障，可第一时

间拨打网络信息部用户服务电话 84315650、84315651咨询。 

用户如咨询校园网各项业务或流程，可拨打用户服务电话

84315109。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校园网 

 

31 

校园网故障报修流程 

 

校园网故障报修

网络信息部接报

判断故障原因

是否需要亲赴现场

赴现场并处理故障

处理完毕

回复用户解释原因

用户向设备维修部门
报修

电话指导或后台
即时处理

如无法立即排除，
应向用户解释，约

定下次维修时间

二次维修

处理完毕

电话：84315650， 

        84315651

计算机故障

网络故障

否

是

计算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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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校园网服务指南 

1.4.1 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 

图书馆作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和专业技术资源最为集中的场所，

其馆藏资源的多少，显现出一个高校的底蕴。我校图书馆不仅为师生

提供各种各样的纸质书籍，还提供多样化的数字资源，主要由两大部

分组成：多媒体资料与数据库导航。图书馆网络数字资源位于教育科

研网内，由于高校购买的多数商业数据库采用了限定特定的 IP 地址

范围访问的规则，对于对于广大师生，如果以移动、联通或电信等运

营商提供的上网方式上网，就无法直接访问到图书馆提供的数字资源。 

近年来，我校加大了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的投入，购买了多种商

业数据库与多媒体网站的访问权限，校园网已经成为各高校教学科研

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校园网一般和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连接，

有相对固定的 IP 地址段，通过校园网访问图书馆网站，就可以免费

访问与下载图书馆电子资源，享受超乎想象的数字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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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VPN 服务 

为了使我校师生能够在校外远程访问校园网的各种资源站点，向

全校师生提供更加便利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提供

了 VPN 服务。目前 VPN 提供了我校图书馆现有的全部国内外学术资源

库，以及 i 理工智慧信息门户等应用系统的访问许可。 

VPN 系统主要是为外网用户提供一条访问校园网内资源的途径，

当用户在校园网内时无需使用 VPN。目前仅研究生与教师具有访问权

限，本科生暂无权限。VPN 系统为单点登录，若用户账号已登录校园

网，则该账号在校外不能同时登录 VPN 系统，反之亦然。 

VPN 使用方法： 

（1）直接访问 http://vpn.njust.edu.cn/，或点击学校主页右

下角的校园网内网入口（VPN通道）图标，即可访问南理工 VPN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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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弹出以下信息，请点击“继续浏览此网站” 

 

（2）VPN 登录用户名、密码与校园网账号、密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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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录系统后，可以看到如下页面： 

 

点击相应链接，就可以访问相应资源了。 

1.4.3 电子邮箱服务 

1、校园网邮箱概述 

电子邮件系统是校园网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应用之一。目前可为教

师和学生分别提供 2G 和 1G 的存储空间，并具有完善的反垃圾和防病

毒功能。全校电子邮箱数已超过 4万，每个学生自入校起即拥有电子

信箱，电子邮箱的应用实现了全面普及。 

邮件系统使用方法：用户登录智慧理工信息门户，在界面的右侧

提供了校园网邮箱入口，或者访问网址 http://mail.njust.edu.cn/，

输入用户名、密码即可进入南理工邮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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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户/销户流程 

学生邮箱的开户，是由网络信息部进行自动批量开户完成的，邮

箱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本人身份证号。 

校园网邮箱可终身享用，如需销户，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至网

络信息部现场办理。 

1.4.4 常见问题 

1、校园网使用 FAQ  

Q：忘记网络账号密码，怎么办？ 

A：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或一卡通，到网络信息部重置密码。 

Q：账号被拉入黑名单，怎么办？ 

A：当连续输入密码错误 10 次，系统会自动将该用户拉入黑名单，

拉黑 24 小时后将自动解除。如急需上网，请携本人身份证或一卡通，

到网络信息部解封账号。 

Q：已有校园网账户，如何才能上网？ 

A：校园网使用方法类似电信 ADSL 拨号上网，具体设置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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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校园网使用指南”。 

Q：拨号时跳出对话框：“错误 10/错误 678/错误***”，该怎么办？ 

A：首先用户应进行自查，例如：账号或密码是否输入正确，账

户余额是否足够，个人账号是否已登录，个人电脑是否正常（试一下

账号在其他机器上是否可以正常登录），自接设备是否正常（如个人

私接的路由器、交换机等）。以上均确认正常后，可再次进行拨号，

若仍报错，请拨打网络信息部用户服务电话 84315650、84315651 报

修。 

Q：上网本来好好的，突然断线，然后一直上不去，该怎么办？ 

A：如用户账号发生临时掉线，认证服务器会有一定缓存期，认

为账号仍然在线，此时拨号则会被拒绝。因此，当账号突然掉线时，

请耐心等待 5 分钟后再次拨号即可。 

Q：IPv6怎么使用？ 

A：目前校园网已实现了 IPv6 的全覆盖，并提供 IPv4/IPv6 双栈

接入服务。对于 Windows7 用户，可直接访问 IPv6 站点。对于 Windows 

XP 用户，则需要先安装 IPv6 协议包。用户可访问我校 IPv6 试验网

站（http://ipv6.njust.edu.cn/），该网站有具体的使用方法，并提

供了一些常用的 IPv6 资源站点，欢迎使用。 

2、邮箱使用 FAQ 

Q：校园网电子邮箱如何使用？ 

A：校园网提供了 WEB 界面使用电子邮箱方式，用户可登录网站

http://mail.njust.edu.cn/，输入邮箱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邮

http://mail.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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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统。邮件系统提供了详细的在线使用帮助信息，用户单击功能选

单提供的“邮箱服务”，点击子菜单中的“帮助”链接，将会打开“问

题解答”页面。 

 

Q：为什么不能正常登录邮箱？ 

A：用户首先应自查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若正确，检查是否

是浏览器或自身电脑原因，可换个浏览器或换台电脑试试。若用户使

用第三方软件（如 foxmail、outlook）登录不上，请检查软件设置

是否正确。 

Q：如果忘记邮箱密码，该怎么办？ 

A：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或一卡通，到网络信息部现场重置密码。 

Q：常用的收发电子邮件的工具软件有哪些？如何使用？ 

A：常见的工具软件有 Foxmail、Outlook Express 和 Netscape 

Communicator 等，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附录《邮件常用工具介绍》。 

Q：如果发现邮箱被恶意登录，该怎么办？ 

A：如发现邮箱被恶意登录，甚至被利用发送垃圾邮件时，最简

单的办法就是重设一个较为复杂的密码（建议密码长度至少 8 位，包

含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并且应定期更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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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发往国外的邮件被退回，该怎么办？ 

A：出现退信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DNS 拒绝，被国外邮箱服

务器加入黑名单等。用户可拨打 84315105 报修，网络信息部将安排

专人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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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理工（i—理工）信息门户 

2.1 简介 

智慧理工（i-理工）信息门户（以下简称信息门户）是数字化校园的

窗口，提供校内各种应用系统及信息资源的一站式访问，能够根据不同的

用户角色，提供个性化的应用界面，使师生员工可以浏览到与其相关联的

信息，进行相关的事务处理。 

目前，您可通过信息门户访问一卡通系统、图书管理系统、校园网计

费系统等，登录校园网邮箱等。 

2.2 登录系统 

访问智慧理工信息门户网址 http://i.njust.edu.cn/，输入用户名、

密码登录信息门户，学生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号后六位。如

果初次登录密码不正确，请致电 84315105、84315069咨询。 

如果您是首次登录该网站，那么登录之后会自动弹出密码修改，切记

记下修改后的密码和填写的找回邮箱。如果主页上的某个功能被不小心删

除，您可以遵循如下操作恢复到默认页面： 

 

点击个人设置，进入个人设置维护页面，在个人资料维护右上角有【恢

复到默认页面配置】，点击后恢复到默认配置，可选择是否保留个性化设置。 

2.3 集成的各类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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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门户提供了校内各类应用系统的一站式访问，并根据用户类型不

同，推送个性化的应用界面。 

学生“快速入口”界面： 

 

1、一卡通：您可以通过点击“一卡通”图标进入“一卡通 WEB 自助服

务系统”，查看一卡通管理中心公告、查询个人信息和交易记录、自助挂失

以及查看招领启事等。 

2、图书查询：您可以通过点击“图书查询”图标进入“南京理工大学

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中“我的图书馆”栏目，查看个人图书证件信息，

借阅图书信息等。 

3、短信服务：您可以通过点击“短信服务”图标进入短信服务系统。

通过短信服务系统绑定手机号码后，您可以收到计费系统的余额提醒及其

他短信提醒。 

绑定手机号码方法：进入短信服务系统，在【手机信息】页面输入您

的手机号码，点击【保存】，请查收手机短信，输入验证码，点击【确定】；

再把您加的手机号码【设置为默认手机】，点击【保存】，这样你就设置好

短信提醒了。 

4、计费系统：如果您是校园网用户，您可以通过点击“计费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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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进入“捷运认证计费系统自助平台”，查看校园网账号信息，进行在线自

助充值。 

5、校友信息管理：如果您是已毕业校友，经业务系统授权，您可以通

过点击“校友信息管理”图标进入“奥蓝校友管理信息系统”。 

6、校园地图：您可以通过点击“校园地图”图标进入“南京理工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校园地图服务）”，查看校园分布及局部地点的 360 度实景

展示。 

7、邮件提醒：您可以通过邮件提醒服务绑定您的校内邮箱。绑定后，

您可以收到您绑定邮箱的未读邮件提醒，还可以直接点击【查看】按钮进

入邮箱。绑定方法如下：将鼠标移动到主页面中“邮件提醒”栏目的右上

方，点击 按钮，选择【个性配置】，在设置页面中绑定邮箱。 

2.4 信息查询及信息服务 

 

 

1、个人信息查询：您可以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如基本信息、考试成

绩、缴费信息、课程安排信息等。 

2、服务通道：汇总了学校热门服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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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作区 

您的默认工作区为所在的班级、年级，您还可以和同学、教师组成个

性化工作区，共享文件、图片、日程等。 

 

您可以在工作区最新动态中查看到您所在的工作区和关注的工作区最

新发表的通知、主题、上传的文件以及最近发起的投票。 

进入我的工作区，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1、摘要：您可以在摘要中看到工作区的简介，以及最新的日历、通知、

讨论、图档等。 

2、通知：您可以在通知中看到工作区最新的通知公告，如果您是管理

员，您可以发布通知。 

3、讨论：您可以发起讨论或参加其他成员发起的讨论。 

4、日历：您可以在日历里看到本工作区的日程安排，如果您是管理员，

您可以创建日程。  

5、文件：您可以上传或者下载文件，与他人共享资料。 

6、成员：您可以在成员里看到工作区的成员，如果您是管理员，可以

在这里维护本工作区成员。 

7、分享：您可以查看工作区成员所分享的链接，同时您也可以分享链

接给其他成员。 

8、图档：您可以查看该工作区成员发表的照片，或者自己上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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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管理员，您还可以对工作区人员上传的照片进行管理。 

9、投票：您可以参与工作区人员发起的投票或者自己发起新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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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人主页 

 

您可以通过【个人主页】向校内其他用户展示您的记事照片等，您还

可以通过【设置】来选择哪些人可以访问您的主页。 

1、我的记事：您可以发表自己的个人记事或者浏览好友近期发表的记

事。 

2、我的日历：您可以通过日历来查看自己此周的日历安排，同时，您

所在的工作区的日历安排也会显示在您的日历当中。 

您还可以通过【创建事件】在特定的时间提醒您做特定的事情，同时

当您创建事件的时候，可以指定特定的人可见或者创建在特定的工作区里

面。 

当您【创建日历】的时候，您可以给该日历设置别人可见的权限，同

时，您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不同的事件，让所有的事情安排更加清晰。 

您还可以勾选右下角的个人日历列表、工作区日历列表、其他日历列

表来删选特定的群组、特定的个人日历等显示在日历列表中。 

3、我的好友：您可以在我的好友里“添加好友”或者对他人对您的“邀

请提示”进行操作。 

4、我的文件：您可以上传文件或者与好友共享文件。 

5、我的图档：您可以上传新图片或者查看分享好友最近发表的图片。 

6、我的分享：您可以分享您自己的图片或文章让好友或他人可见，也

可以分享别人的新鲜事或图片给自己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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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的状态：您可以更新自己的状态或者查看以前的某段时间所发表

的状态，您还可以通过“我的状态”来查看好友近期的状态。 

8、投票：您可以查看或者参加“好友最近投票”，您也可以自己发起

投票让好友参加，您还可以查看“最热投票”和“最新投票”。 

9、站内信：您可以通过站内信和他人取得联系。  

2.7 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提供了学校领导及教职工和学生交流的平台。您可以通过【发

表咨询】发表您的意见或者看法，将会有相关人员为您解答。 

 

为了方便广大师生随时随地的交流，您也可以通过微信、短信两种方

式访问交流平台。  

微 信方式的使用说明详见 3.4 交流平台。 

短信方式：如果您不方便上网，也可以直接编辑短信发送到

02584315858 进行交流。发送形式为：交流内容@单位名称，例如：无法上

网了怎么办@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注：您@的单位名需要与交流平台中的

单位名称一致，才可以增加到特定单位的咨询区中。 

短信咨询不同于网页发布的咨询，只有被管理员答复后，您才可以在

交流平台上查看到。如果您的手机号码在【短信服务】中注册过，那您就

可以在管理员还没有答复时，通过【我的咨询】看到该手机号码发送的咨

询。 

2.8 通知公告、媒体南理工与信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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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内通知公告 

通过校内通知公告，您可以了解学校近期发布的重要通知与公告。 

2、媒体南理工 

媒体南理工实时搜索网络媒体对学校新闻和热点的报道，并将报道链

接汇总在该栏目。您可以通过点击新闻标题，打开网络媒体报道页面。 

3、信息专栏 

您可以通过信息专栏了解学校近期的要闻和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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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移动服务平台（微信） 

3.1 简介 

为全面推进学校信息化建设，2015 年 4 月 8 日学校研究制定了《南京

理工大学 2015 年信息化工作要点》，将移动服务平台一期建设作为重要项

目列入其中。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作为学校的机关单位，始终把利用信息

化手段为师生提供便利服务视为己任。经过数月的需求调研，认真讨论，

确定以微信为媒介，打造校级移动服务平台。 

 

扫描上方二维码即可关注 

 

该平台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正式上线，账号认证与 i 理工智慧门户打

通，使用 i 理工账号即可登录。微信服务平台主要服务校内师生，侧重提

供方便、快捷的日常服务。主要功能有：一是查询服务，包括一卡通、网

络计费、图书借阅、课程表、成绩、讲座、招聘等，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

获取关心内容；二是自助报修服务，提供网页和微信两大渠道，实现网络、

一卡通、多媒体的自助报修；三是机器人客服，解答师生常见疑问，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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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智能信息推送，提醒师生一卡通余额、计费系统余额、图书到期、账

号绑定、密码修改等；四是交流平台模块，全方位、多渠道地方便广大师

生员工随时随地反映工作、学习、生活以及学校教育管理服务和校园环境

等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五是公共服务，包括通知公告、校历、校园地图、

通讯录等等。 

3.2 绑定账号 

依据提示，正确输入学号和密码（与 i 理工账号相同），单击“绑定”。

如账号密码 24 小时内输入错误达到 5次就会被加入黑名单，24 小时后可以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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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账号成功！ 

 

3.3 自助服务 

3.3.1 自助查询 

自助查询分为八个模块：酬金缴费、一卡通、网络计费、图书借阅记

录、医疗查询、自习室、成绩和课程表。 

 

3.3.2 自助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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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报修分为三个模块：报修申请、报修查询、报修撤销。 

 

  

3.3.2.1 报修申请 

点击报修申请出现报修界面，姓名、所在院系、手机号是默认的账户

信息，报修类型、报修区域、报修地址、问题描述可以自行填写，还可以

添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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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修申请提交成功！ 

 

在故障申请提交成功界面可以进行： 

1、编辑当前故障申请——对当前故障申请进行修改； 

2、查询我的故障申请——查询到已经提交成功的故障； 

3、再新增一条故障申请——重复故障申请操作。 

 

3.3.2.2 报修查询 

点击报修查询，显示当日的报修信息，可选择今天、本周、上周、本

月和全部。可按报修类型、故障状态和关键词进行筛选，点击一条报修信

息可进入报修详情界面，如果此条报修未处理，则可修改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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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报修撤销 

点击报修撤销，显示当日的未处理的报修信息，可选择今天、本周、

上周、本月和全部。可按报修类型、故障状态和关键词进行筛选，点击一

条报修信息可进入报修详情界面，并可以进行修改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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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已撤销，可以查询到被撤销的报修申请。 

 

3.3.2.4 故障处理 

点击报修处理，可在今天、本周、上周、本月全部进行选择，可按报

修类型、故障状态和关键词进行查询，点击一条可进入报修详情界面，如

果此条报修未处理，则可填写处理回复进行处理，如处理回复填写错误可

点击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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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包含四个模块：咨询列表、我的咨询、发表咨询、搜索咨询。 

 

3.4.1 咨询列表 

点击咨询列表默认显示最新的咨询列表，可以选择咨询区。点击某条

咨询可查看咨询详情，如果该条咨询是登录用户发表的，并且是未解答的，

那么还可以填写补充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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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发表咨询 

点击发表咨询，选择咨询区，填写咨询标题、问题描述，选择提问类

型、是否短信提醒、是否消息提醒，还可以添加图片点击确定即可发表一

条咨询。 

       

3.4.3 我的咨询 

可查看当前用户所有的咨询。包括：已解答和未解答的咨询。咨询标

题前的“建”表示建议，“询”表示咨询，“诉”表示投诉。点击某条咨询

可查看咨询详情，如果该条咨询是未解答的，那么还可以填写补充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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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搜索咨询 

直接点击查询按钮，可以看到交流平台所有咨询，也可以输入查询内

容的关键字（结合按标题/用户；按状态：已解答、未解答；按类型：咨询、

建议、投诉）进行搜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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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共服务 

3.5.1 学术就业园 

分为六个模块：讲座、招聘会、宣传会、招聘公告、全职岗位、实习

岗位。 

 

3.5.2 校历早知道 

点击校历出现学校的校历安排，默认显示当月日历，日历下端显示选

中日期的日程安排列表，可选择上月、下月，点击列表可切换到列表方式

显示本月所有安排，可按主题类别进行筛选，点击列表中某一个事件，会

弹出窗口显示事件的具体安排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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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地图通讯录 

地图通讯录分为两个模块：校内地图，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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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内地图 

展示南京理工大学校内地图。 

       

2、通信录 

点击通讯录出现各部门、单位、院系的联系电话及传真号码，可按机

关部门、直附属单位、学院（系）进行筛选，点击联系电话，可直接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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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联系方式 

微信服务平台咨询服务电话：84315808，8431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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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版软件中心 

4.1 简介 

4.1.1 正版软件中心概述 

学校高度重视软件正版化的工作，本着保护知识产权、为师生服务的

目的，学校与微软就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正版化达成合作意向，采购了相

应的软件及服务，主要包括：1）Windows 系列，中英文 2种版本；2）办公

软件 Office系列，中英文 2种版本；其余软件正版化工作在今后将逐步推

进。微软公司授权南京理工大学在校学生和教职工的学习或工作电脑安装

和使用微软桌面正版软件，即微软的 Windows 个人操作系统软件和 Office

软件。 

4.1.2 软件概述 

南京理工大学正版软件中心提供的操作系统版本如下： 

 32 位版本 64 位版本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32位专业版 

简体中文 32位企业版（旗舰版） 

简体中文 64 位专业版 

简体中文 64位企业版（旗舰版） 

英文 
英文 32位专业版 

英文 32位企业版（旗舰版） 

英文 64 位专业版 

英文 64 位企业版（旗舰版） 

 

Office 软件主要提供的版本如下：MS Office 2010, MS Offi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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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Office for MAC，建议使用 32 位版本。 

 MS Office 2010 MS Office 2013 MS Office for MAC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32 位专业版 

（推荐） 

简体中文 64位专业版 

简体中文 32 位专业版 

（推荐） 

简体中文 64 位专业版 

简体中文版 （推荐） 

 

英文 

英文 32 位专业版 

英文 64 位专业版 

英文 32 位专业版 

英文 64 位专业版 

英文版 

 

4.2 使用指南 

4.2.1 下载 

所有步骤均以 Office 2013 为例。 

1、进入下载页： 

方法一：访问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网站 http://dicm.njust.edu.cn/，

进入后在主目录找到正版软件中心，点击进入； 

 

方法二：直接登录正版软件中心网址： 

http://dicm.njust.edu.cn/s/163/t/583/main.htm； 

http://dicm.njust.edu.cn/s/163/t/583/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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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需要安装的软件和版本 

进入正版软件中心网站后，选择微软产品→Office for Windows→选

择一个 Office 2013 的版本点击下载。 

 

4.2.2 安装 

1、解压缩下载得到的文件，双击文件夹中的 setup.exe，打开安装窗

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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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选上图中的“我接受此协议的条款”按钮并按继续按钮，选择后

会弹出下面的对话框，推荐使用自定义安装，自定义安装目录与想要安装

的软件，默认状态下为全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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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立即安装”，安装完成后显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说明安装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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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激活 

打开已安装的 Office 软件，提示需要激活。激活过程如下：下载 KMS

激活文件，完成后，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激活需要全程连接校园网，

输入对应的激活序号，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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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常见问题 

1、KMS 激活出现 0xC004F074 错误 

答：可能原因有： 

（1）您的电脑网络不能正常连接到 KMS 服务器（比如不在校园网络内

激活）； 

（2）您的系统的时间不正确，请设置为正确系统时间（UTC+8 北京时

间）。 

2、KMS 激活出现 0x80070005（访问被拒绝，您没有权限来执行请求操作） 

答：出现该错误信息，表示您在使用 KMS 脚本激活时，没有以管理员

身份运行，请您以鼠标右键单击 KMS 激活脚本，然后选择“以管理员身份

运行”。 

3、KMS 激活出现 0xC004F038（软件授权服务无法启用电脑密钥管理服务

（KMS），所回报的计数不足）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正版软件中心 

 

70 

答：请联络学校 KMS 激活管理员解决。 

4、联系我们 

技术支持 qq群：397852363 

技术咨询电话：84315808，8431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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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理工一卡通系统 

5.1 系统简介 

南京理工大学与南京市市民卡公司共同合作，建设南京理工大学智慧

理工一卡通系统，该系统一方面拓展了传统的校园卡功能，从单纯的、局

部的校内应用扩展到城市交通、城市小额支付等城市应用；另一方面也让

市民卡走入了校园，在扩大市民卡应用范围的同时借助南京理工大学的信

息化平台扩展了市民卡的应用领域，丰富了市民卡的应用层面。该系统真

正将倡导了十几年的校园一卡通系统“一卡在手，走遍校园”的建设目标

创新发展为“校内校外一卡通”。 

智慧理工一卡通系统推出的 i 理工卡整合了校内应用功能以及市民卡

金陵通功能。校内具有身份认证、消费支付、信息查询等功能，可用于图

书馆、医院、食堂、浴室、超市、公共机房、办公楼、会议室等场所；校

外可用于城市交通、加油洗车以及部分超市、餐饮、电影院、商场等领域

的小额支付等。校内的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广泛分布于师生工作、学习、

生活的各个场所，师生员工可随时进行一卡通相关的各种查询、设置、圈

存和转账操作。 

5.2 i 理工卡办卡指南 

5.2.1 一卡通服务中心服务信息 

地址：四号门内，22 舍东侧，团委楼西侧，中行自助服务区旁。 

联系电话：843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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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7:00；节假日及寒暑假另行通知。 

5.2.2 学生卡办卡流程 

学生卡原则上集中办理，其资料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

等单位在指定时间内准确、完整地将相关数据更新至相应业务系统，由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及时集成更新，由一卡通管理中心统一制卡。 

由于信息缺失未能集中办卡的学生如要办理 i 理工卡，需本人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身份证明至校内一卡通服务中心，填写《教工卡、学生

卡申请表》进行办理，1 个工作日后再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至校内一卡通服务

中心取卡。 

5.2.3 临时卡办卡流程 

1、不记名临时卡办卡流程 

① 下载《集体办理 i 理工临时卡相关权限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

函》）（下载网址：http://dicm.njust.edu.cn/），填写后由申请单位领导

签字盖章。 

② 将《确认函》送交相关单位确认卡权限，并由相关单位领导签字、

盖章。 

③ 将填写完毕的《确认函》送至一卡通管理中心（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处）审核签字。 

④ 持《确认函》至一卡通服务中心（校团委西侧）办卡。 

2、记名临时卡办理流程 

① 由各单位通用人员管理系统管理员录入制卡信息（包含制卡照片及

交行或中行卡号）。 

http://metc.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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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下载《确认函》，填写后由申请单位领导签字盖章。 

③ 将《确认函》送交相关单位确认卡权限，并由相关单位领导签字、

盖章。 

④ 将填写完毕的《确认函》送至一卡通管理中心（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处）审核签字。 

⑤ 持《确认函》至一卡通服务中心（校团委西侧）办卡。 

一卡通办卡流程 

卡片类型

原则上实行

集中办卡

各业务系统

更新用户信息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至校园一卡通服务

中心办卡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自动集成更新

填写《教工卡、学

生卡申请表》

1个工作日后携带

有效身份证件领卡

一卡通中心

统一制卡

各单位根据统一
安排至一卡通服

务中心领卡

是否记名

由各单位通用人员管理
系统管理员录入制卡信
息（包括制卡照片和交

行或中行卡号）

下载《集中办理i理工临
时卡相关权限确认函》

（以下简称《确认

函》）并填写

申请单位领导签字盖章

将《确认函》送交相关
单位确认卡权限，需签
字盖章，然后送交一卡

通管理中心审核

持《确认函》至一卡通

服务中心办卡

在告知日期内领取卡片

学生卡

临时卡

记名

不记名

未能集中办

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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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i 理工卡使用指南 

5.3.1 i 理工卡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1、在校内如何向 i理工卡充值？ 

i 理工卡内设校内独立钱包和市民卡公共钱包。 

i 理工卡须与指定银行的借记卡绑定。用户可在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上

分别向校内独立钱包和市民卡公共钱包进行圈存。市民卡公共钱包可以向

校内独立钱包圈存，但校内独立钱包不能向市民卡公共钱包圈存。 

2、在校外的市民卡现金充值点可以向 i 理工卡充值吗？ 

校外的市民卡现金充值点可以向 i 理工卡的市民卡公共钱包充值，不

能向 i 理工卡的校内独立钱包充值。 

3、i理工卡的初始密码是什么？如何修改？ 

i 理工学生卡的六位初始密码是学号后六位。 

持卡人可在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上修改密码。 

4、i理工卡有消费限额吗？如何修改？ 

i 理工卡有单笔消费限额和日消费限额。消费限额可以在多媒体自助服

务终端上设定和修改。 

5、i理工卡的挂失与解挂如何办理？ 

对校内独立钱包的挂失，持卡人可通过以下方式：多媒体自助服务终

端自助挂失；登录一卡通 web 自助服务系统进行自助挂失；持有效身份证

件至校内一卡通服务中心，填写《教工卡、学生卡挂失登记表》，进行书面

挂失。校内专属应用挂失即时生效。 

市民卡公共钱包的挂失需要持有效身份证件至一卡通服务中心柜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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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卡挂失后，若找回挂失的卡且未办理补卡申请的，可通过以下方式解

挂校内独立钱包：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自助解挂；由持卡人本人持有效身

份证件携卡到校内一卡通服务中心填写《教工卡、学生卡解挂登记表》，办

理书面解挂。校内专属应用即时解挂。市民卡公共钱包的解挂需要持有效

身份证件至一卡通服务中心柜面办理。 

挂失生效前所发生的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挂失生效 24 小时后，

可办理补卡，补卡时须缴纳工本费 30 元/张。补卡后可按市民卡公司相关

规定办理转值。补办的新卡，从办理之日起享受两年质保。 

不记名临时卡不能挂失。 

6、 i 理工卡的损换及补办如何规定？ 

（1）i 理工卡的损换 

卡主携卡，凭办卡证件到校内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登记，原卡收回。1

个工作日后，卡主凭办卡证件到校内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取卡。原卡校内

独立钱包余额由系统自动转至新卡。学生卡卡主可于七个工作日之后持卡

至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市民卡公共钱包余额的转值。新卡从办理之日起享

受两年质保，质保期内且卡面完好的，免费更换。 

（2）i 理工卡的补办 

学生卡的补办须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至校内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同

时原卡校内独立钱包余额由系统自动转至新卡。学生卡卡主可于七个工作

日之后持卡至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市民卡公共钱包余额的转值。 

不记名临时卡遗失或损坏后不能补办，原账户内的资金不能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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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理工卡

换卡及补办

遗失 损坏

通过多媒体自助服务

终端进行自助挂失

登录i理工自助
服务平台进行

自助挂失

持有效身份证件至
校内一卡通服务点

书面挂失

挂失期间

是否找到卡片
是

否

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
至校内一卡通服务点

办理补卡手续

多媒体终端解挂；
或持有效证件至一卡通服

务点解挂；

卡主携卡，凭办卡
证件到校内一卡通

服务点办理登记

1个工作日后，卡主凭办卡证件

到校内一卡通服务点

领取新卡

质保期内且卡面完好的

免费更换。

1、只有编号的临时卡不挂失、不补办。

2、挂失24小时后方可办理补卡手续。

3、补卡手续费30元/张。

4、补办时，校内钱包余额即时到账。学生
卡市民卡钱包余额需在补办七个工作日之
后至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转值，方可到

账。

 

7、i理工卡销户后卡内余额如何处理？ 

学生卡的校内独立钱包在销户 7 个工作日后，财务处将校内独立钱包

余额转存至绑定的银行卡。销户后，市民卡公共钱包功能保留。 

8、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了解一卡通的相关信息？ 

登录智慧理工信息门户 http://i.njust.edu.cn/（用户名：学生为学

号；初始密码：身份证号码后 6 位）； 

访问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网站 http://dicm.njust.edu.cn/； 

可通过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查询； 

一卡通服务中心提供人工服务，服务电话为 84315200。 

9、i理工卡的市民卡公共钱包管理办法如何查询？ 

http://i.njust.edu.cn/
http://metc.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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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理工卡的市民卡公共钱包管理办法可登录南京市市民卡有限公司网

站（http://www.jh96095.com/）查询，亦可拨打市民卡客服电话 96095进

行咨询。 

5.3.2 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使用指南 

智慧理工一卡通系统的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广泛分布于学生宿舍、食

堂、教学楼、图书馆、校医院、财务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等处，用户

可通过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进行查询、圈存、缴费、挂失、解挂等多种操

作。 

1、无卡操作 

在无卡状态下，界面显示【挂失】、【招领】、【公告】三个选项。 

 

（1）点击【挂失】，使用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上的小键盘，输入学号/

身份证号和卡密码（初始密码为学号后六位），可对 i 理工卡进行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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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招领】，屏幕显示招领的ｉ理工卡名单。失主可携带有效

身份证件至一卡通服务中心，领取遗失的 i 理工卡。 

（3）点击【公告】，可查看近期与ｉ理工卡相关的通知公告。 

2、有卡操作 

将 i 理工卡放于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读卡区，屏幕左侧显示该卡的相

关信息，包括：学号、姓名、一卡通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余额等。

右侧显示【信息查询】、【划款】、【缴费】、【圈存】、【设置】等选项。 

 

（1）【信息查询】包含【校园卡收支查询】、【市民卡收支查询】和【学

杂费标准查询】三个功能，可按提示查询最多 3 个月内的消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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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款】包含【市民卡转校园卡】、【校园网计费】和【宿舍购电】

功能。 

 

【市民卡转校园卡】选项，可将市民卡公共钱包中的钱款划转至校内

独立钱包。 

 

【校园网计费】选项，可将校内独立钱包内的钱款划转至校园网上网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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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购电】选项，可将校内独立钱包的钱款划转至指定宿舍的电费账

户内。 

 

（3）【缴费】包含【用银行卡交学杂费】、【用校园卡交学杂费】和【用

校园卡代缴费】三个功能。 

目前我校学生一律使用 i 理工卡在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完成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及小语种考

试的报名与缴费。 

报名与缴费流程：在考试的报名期间，考生凭 i 理工卡登录多媒体自

助服务终端，选择【缴费】—【用校园卡代缴费】—选择报考内容—输入

联系电话—确认信息—操作完成。 

建议考生报名后，再次登录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复查报名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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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报名时间内，考生如果需要更改报名内容，必须持 i 理工卡和

有效身份证件至一卡通服务中心将原报名删除，删除成功后，可以再次使

用 i 理工卡登录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进行考试报名和缴费。 

 

（4）【圈存】包含圈存【至校园卡】和【至市民卡】功能，可直接从

绑定的银行卡上圈钱至 i 理工卡的校内独立钱包或市民卡公共钱包。i理工

学生卡向校内独立钱包和市民卡公共钱包圈存的密码一致，初始密码都是

学号后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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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包含【校园卡密码】、【市民卡密码】和【个性化功能】

选项。【校园卡密码】选项，可以修改 i 理工卡的密码；【市民卡密码】选

项，可以更改市民卡智慧账户密码。为保护您的利益，建议拿到卡后立即

更改密码。 

 

【个性化功能】选项，可以设置日消费上限和校验密码下限（即单笔

消费限额）。若超过限额，需要输入 i理工卡密码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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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多媒体自助服务终端分布说明 

分布地点 

星苑食堂 

明苑食堂 

二食堂 

三食堂 

教工食堂 

新教工食堂 

新研究生食堂 

第一教学楼 

第二教学楼 

第三教学楼 

第四教学楼 

财务处 

校医院 

图书馆 

一卡通服务中心 

综合实验楼 

学院综合楼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交行自助服务区 

各学生宿舍 

继教院教学楼 

继教院食堂 

继教院 8 号楼 

继教院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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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实验机房使用指南 

6.1 简介 

目前我校拥有 12个具备主流配置电脑的公共实验机房和 4个外语自学

机房，承担全校本科学生和研究生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任务和外语教学任务。 

6.2 服务范围 

公共实验机房主要承担学校安排的教学辅助上机实验教学任务。此外，

公共实验机房还承担各类培训考试任务，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江苏省

计算机等级考试机考等。 

6.3 开放地点 

第四教学楼 C 座 3楼 A、B、C、D、E、F、G、H 机房 

第四教学楼 C 座 4楼 E、F、G、H 机房 

第四教学楼 C 座 4楼 A、B、C、D 机房为外语自学机房 

6.4 开放时间 

上午 8：00 — 晚上 21：25 

6.5 故障报修 

第四教学楼 C 座三楼 311 室，联系电话：84303041 

第四教学楼 C 座四楼 413 室，联系电话：84303094 

注：外语自学机房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至 C 座五楼 517 室联系外

语系语音室老师解决，联系电话：8431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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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技术培训 

7.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7.1.1 简介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ational Computer Rank Examination，简

称 NCRE）是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用于考察应试人员计算机应用知

识与能力的等级水平证书考试。南京理工大学为首批获准举办考试的报考

点之一，成功举办和完成了多年的报名、考试工作任务。 

7.1.2 报名指南 

1、考试时间： 

上半年 5 月底 6 月初，下半年 11 月底 12 月初，具体时间以江苏省考

试院的通知为准。 

2、报名方式： 

本校考生使用校园一卡通（i 理工卡）报名； 

社会考生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http://www.jseea.cn/）报名。 

3、缴费方式：   

本校考生凭 i 理工卡在一卡通终端机上自助报名并完成缴费和确认，

具体操作如下：刷卡（i 理工卡） → 缴费 → 用校园卡代缴费 → 选择报

考级别和语言 → 输入联系电话（手机） → 操作完成。 

社会考生网上报名后直接在线完成支付。 

4、咨询电话：025-8431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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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流程： 

 

是否本校考生

一卡通多媒体终

端机报名

刷i理工卡

是否能验

证身份

到一卡通服

务中心报修

是否解决
点击“缴费”→

“用校园卡代缴费”

选择报考

级别和语言

输入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报名结束

在规定时间内

领取准考证

进入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
http://www.jseea.cn

点击“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报名”图

标

在线完成支付

确认

选择报考级

别和语言

选择考点

输入身份证

号码

登陆网上报

名系统报名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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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相关信息 

1、考试科目、成绩与证书 

NCRE考试分为四个级别 22 个科目（详见《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体

系（2013 版）》），所有科目考试均为无纸化（机考）形式，实行百分制计分，

以等第分数通知考生成绩。等第分数分为“不及格”、“及格”、“优秀”三

等。考试成绩在“及格”以上者，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合格证书。考试成

绩为“优秀”的，合格证书上会注明“优秀”字样。NCRE 合格证书式样按

国际通行证书式样设计，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证书编号全国统一，证

书上印有持有人身份证号码，全国通用，NCRE所有级别证书均无时效限制。 

考生参加考试获得证书的条件必须符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体

系（2013 版）》的规定。具体规定如下： 

一级和二级科目获证条件为科目成绩达到合格线，即可获得相应科目

证书。 

三级科目获证条件为三级科目成绩达到合格线，并已经（或同时）获

得相应二级科目证书。其中，三级数据库技术证书要求已经（或同时）获

得二级数据库程序设计类证书；网络技术、软件测试技术、信息安全技术、

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四个证书要求已经（或同时）获得二级语言程序设计

类证书。 

四级科目获证条件为四级科目成绩达到合格，并已经（或同时）获得

相应三级科目证书。 

三、四级两个级别的成绩，自考试结束之日起可保留半年（按月计算），

考生一次考试可以同时报考多个科目。如：考生同时报考了二级 C、三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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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技术、四级网络工程师三个科目，结果通过了三级网络技术、四级网络

工程师考试，但没有通过二级 C 考试，将不颁发任何证书，三级网络技术、

四级网络工程师两个科目成绩保留半年。半年内参加考试，考生报考二级 C

并通过，将一次获得三个级别的证书；若没有通过二级 C，将不能获得任何

证书。超过时限，三级网络技术、四级网络工程师两个科目成绩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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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体系（2013 版） 

级别 证书种类 获证条件 

一级 

计算机基础及 WPS Office应用 科目 14考试合格 

计算机基础及 MS Office应用 科目 15考试合格 

计算机基础及 Photoshop应用 科目 16考试合格 

二级 

语言程序

设计类 

C语言程序设计 科目 24考试合格 

VB语言程序设计 科目 26考试合格 

Java语言程序设计 科目 28考试合格 

C++语言程序设计 科目 61考试合格 

Web程序设计 科目 64考试合格 

数据库程

序设计类 

VFP数据库程序设计 科目 27考试合格 

Access数据库程序设计 科目 29考试合格 

MySQL数据库程序设计 科目 63考试合格 

办公软件 MS Office高级应用 科目 65考试合格 

三级 

网络技术 
获得二级语言程序设计类证书， 

三级科目 35考试合格 

数据库技术 
获得二级数据库程序设计类证书，三级

科目 36考试合格 

软件测试技术 
获得二级语言程序设计类证书， 

三级科目 37考试合格 

信息安全技术 
获得二级语言程序设计类证书， 

三级科目 38考试合格 

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获得二级语言程序设计类证书， 

三级科目 39考试合格 

四级 

网络工程师 
获得三级科目 35证书， 

四级科目 41考试合格 

数据库工程师 
获得三级科目 36证书， 

四级科目 42考试合格 

软件测试工程师 
获得三级科目 37证书， 

四级科目 43考试合格 

信息安全工程师 
获得三级科目 38证书， 

四级科目 44考试合格 

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师 
获得三级科目 39证书， 

四级科目 45考试合格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教育技术培训 

 

90 

3、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科目设置（2013 版） 

级别 科目名称 科目代码 考试方式 考试时间 考核课程代码 

一级 

计算机基础及 WPS Office应用 14 无纸化 90分钟 114 

计算机基础及 MS Office应用 15 无纸化 90分钟 115 

计算机基础及 Photoshop应用 16 无纸化 90分钟 116 

二级 

C 语言程序设计 24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24 

VB语言程序设计 26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26 

VFP数据库程序设计 27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27 

Java语言程序设计 28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28 

Access数据库程序设计 29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29 

C++语言程序设计 61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61 

MySQL数据库程序设计 63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63 

Web程序设计 64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64 

MS Office高级应用 65 无纸化 120分钟 201、265 

三级 

网络技术 35 无纸化 120分钟 335 

数据库技术 36 无纸化 120分钟 336 

软件测试技术 37 无纸化 120分钟 337 

信息安全技术 38 无纸化 120分钟 338 

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39 无纸化 120分钟 339 

四级 

网络工程师 41 无纸化 90分钟 401、403 

数据库工程师 42 无纸化 90分钟 404、405 

软件测试工程师 43 无纸化 90分钟 401、405 

信息安全工程师 44 无纸化 90分钟 401、403 

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师 45 无纸化 90分钟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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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ITAT 培训 

7.2.1 简介 

全 国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培 训 教 育 工 程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raining，简称 ITAT 教育工程），是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

心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启动的一项面向全国的普及性实用信息技术人才培

养工程。 

ITAT 教育工程的认证和培训项目包括单科、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三个

级别。 

我校自 2011年经申请成为 ITAT教育工程培训基地，按照 ITAT 教育工

程的认证课程体系，开展 ITAT考试认证的组织工作。 

7.2.2 学习方式 

学生采用自学的方式，进行 ITAT 课程学习。依据 ITAT 教育工程的课

程体系、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学生采用 ITAT 教育工程以实用为导向、以

任务驱动教学法编写的教材进行自学。 

7.2.3 考试认证 

学生完成学习后，在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报名参加 ITAT认证考试。申

请考试人数满 30 人后，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向教育部教育培训基地 ITAT

教育工程工作组在线提交考试申请。工作组审核批准考试后，由信息化建

设与管理处组织考试，工作组于考试当天派出巡考员对考试过程进行监督。

考试结束在线提交，阅卷组统一阅卷。成绩合格的学生可获得 ITAT教育工

程职业技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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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邮件常用工具介绍 

1、如何用 Outlook Express 收发邮件 

1. 启动 Outlook Express； 

2. 从菜单中选择“工具/账号”菜单项，打开“Internet 账号”

窗口； 

3. 单击“邮件”标签； 

4. 单击“添加”按钮，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邮件”选项，将

弹出 Internet 连接向导； 

5. 输入用户的“显示姓名”，此姓名将出现在用户所发送邮件

的“寄件人”一栏，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6. 在 弹 出 的 窗 口 中 输 入 用 户 的 邮 箱 地 址 ， 如 ：

username@njust.edu.cn，并单击“下一步”； 

7. 在弹出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名”窗口中，系统默认“我的接

收邮件服务器”为“POP3”，不需要修改； 

8. 在 接 收 服 务 器 框 中 ， 输 入 POP3 服 务 器 名 称 ： 如

pop3.njust.edu.cn； 

9. 在发送邮件服务器框中，输入 SMTP 服务器地址，如

smtp.njust.edu.cn，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10.在弹出的窗口中分别输入用户的账号名和密码。其中账号名

就是用户的邮箱地址，如：username；为了确保安全，密码显示

为星号。如果没有输入密码或输入密码有误，系统会在接收邮件

时提示输入密码。再单击“下一步”按钮； 

11.弹出“祝贺用户”窗口，单击“完成”按钮返回上层窗口； 

12.单击“属性”按钮，打开设置窗口，单击“服务器”选项卡，

在窗口下方，勾选“我的服务器要求身份验证”，然后单击“确

定”返回。 

完成以上设置之后，用户就可以单击窗口中的“发送接收”工具

按钮进行邮箱的收发了。 

2、如何用 Netscape Communicator 收发邮件 

1. 启动 Netscape Communicator； 

2. 从主菜单中选择“Edit/Preferences”选项，弹出设置窗口； 

3. 单击“Mail&Newgroups”选项前面的"+"号，打开目录列表； 

mailto:username@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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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Mail Servers”选项，窗口右侧列出设置选项； 

5. 单击“Add”按钮弹出“Mail Server Properties”窗口； 

6. 在 “Server Name” 中 ， 输 入 的 POP3 服 务 器 名 ：

pop3.njust.edu.cn； 

7. 在“Server Type”中，选择服务器类型为“POP3 server”； 

8. 在 “User Name” 中 ， 填 写 用 户 的 邮 件 地 址 ， 比 如

username@njust.edu.cn ， 则 “User Name” 中 应 填 写

username%njust.edu.cn。特别需要提醒用户的是，在此处填

写的用户名中用“%”代替“@”； 

9. 如果想接收邮件后在邮件服务器上保留邮件的备份，请单击

“POP”标签，勾选“leave message on server after travel”

选项，否则请取消选中； 

10.单击“OK”按钮返回上层窗口，在“Incoming Mail Servers”

列表中将显示刚刚添加的POP3服务器名“pop3.njust.edu.cn”； 

11.在“Outgoing mail (SMTP) Server”中输入用户本地的发件

服务器的名称，当然也可以输入提供的 SMTP 服务器名：

smtp.njust.edu.cn； 

12.如果用户使用 SMTP 服务器发送邮件，则在“Outgoing mail 

Server user”框中输入用户的用户名；在“Use Secure Socket 

Layer (SSL) or TLS for outgoing”的三个选项中，单击选择

“If Possible”； 

13.单击“OK”按钮，保存设置。 

完成以上设置之后，用户就可以进入 Netscape的 Inbox，并单击

“Get Msg”按钮来收发邮件了。 

3、如何用 Foxmail 收发邮件 

提示：请先查看用户的 Foxmail 的版本号，如果用户使用的版

本低于 3.11（3.1或更低），请到 Foxmail 网站下载支持 SMTP 认证的

Foxmail，并进行安装或升级；然后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设置： 

1. 单击主菜单中的“账户”，选择“新建”菜单项打开 Foxmail

用户向导； 

2. 单击“下一步”按钮打开“建立新用户账号”窗口，在用户

名处填写用户的名字，可以是真实姓名，也可以是代号，它

将显示在 Foxmail的主页面。同时指定用户的邮件保存路径，

一般选择默认路径； 

mailto:username@njust.edu.cn
http://www.fox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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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下一步”按钮打开“邮件身份标记”窗口，在“发送

者姓名”处填写用户的名字，可以是真实姓名，也可以是代

号，它将出现在用户所发送邮件的“寄件人”一栏中。在“邮

件 地 址 ” 处 填 写 用 户 的 邮 件 地 址 ， 如 ：

username@njust.edu.cn，它将使收信人知道用户的地址并给

用户回信； 

4. 单击“下一步”按钮打开“指定邮件服务器”窗口，在

“POP3 服务器”处填写 pop3.njust.edu.cn，在“SMTP 服务

器”处填写 smtp.njust.edu.cn，在“POP3 账户名”处填写

用户的邮件账号，如 username，在“密码”处设定邮件服务

器密码； 

5. 单击“下一步”按钮打开“账户建立完成”提示页面，单击

“完成”按钮关闭窗口，并返回到 Foxmail 邮件夹页面，新

建立的账户将显示在 Foxmail 的主页面； 

6. 单击该账户头像，然后单击主菜单中的“账户”，选择“属

性”菜单项打开“账户属性”对话框； 

7. 选择“邮件服务器”选项，勾选“SMTP 服务器需要认证”前

的勾选框，此时右侧的“设置”按钮由禁止（灰色）变为可

选（黑色），单击它打开“ESMTP 服务器认证”窗口，选择“使

用与 POP3服务器相同的信息”，单击“确定”按钮关闭窗口。 

完成以上设置之后，用户就可以进入 Foxmail，单击“收取”和

“发送”按钮来收发邮件了。 

mailto:username@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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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服务电话一览表 

序号 服务岗位 固定电话 

1 网络信息部报修电话 
84315650 

84315651 

2 网络信息部用户咨询 84315109 

3 网络信息部技术咨询 84315108 

4 网络信息部主任 84315105 

5 一卡通服务中心 84315200 

6 一卡通服务中心副主任 84315199 

7 计划科、信息科 84315069 

8 计划科科长 84315198 

9 信息科科长 84315068 

10 多媒体教室设备报修电话 
84303004 

84315633 

11 可视化服务中心电话 84315070 

12 公共实验机房值班室 
84303041 

84303094 

13 上机排课、机房调度 84303094 

14 教育技术部主任 84315372 

15 网费充值 84315708 

16 后勤事务综合管理 84315106 

17 培训工作部 84315661 

18 培训工作部主任 84315664 

19 副处长办公室 
84315402 

84303388 

20 处长办公室 84315066 

 

 



校内常用网站 

南京理工大学主页     http://www.njust.edu.cn/ 

校园地图       http://map.njust.edu.cn/ 

钟声新闻网       http://zs.njust.edu.cn/newzs/news/ 

教务处        http://jwc.njust.edu.cn/ 

研究生院       http://gs.njust.edu.cn/ 

图书馆        http://lib.njust.edu.cn/  

财务处        http://cwc.njust.edu.cn/ 

学生工作处       http://xgc.njust.edu.cn/ 

毕业生就业网      http://jy.njust.edu.cn/ 

后勤服务中心      http://hq.njust.edu.cn/ 

校医院        http://yy.njust.edu.cn/hospitalmain/ 

校园管理与保卫处     http://bwc.njust.edu.cn / 

综合教务管理系统     http://202.119.81.113:8080/ 

研究生院管理信息系统    http://202.119.84.31/ 

科研管理系统      http://kjcxt.njust.edu.cn/business/login.jsp 

 

 

信息化建设常用网站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http://dicm.njust.edu.cn/  

i-理工（智慧理工）信息门户   http://i.njust.edu.cn/ 

微信服务平台                        微信号：南京理工大学（i-njust） 

校园网自助服务平台     http://jnaas.njust.edu.cn/  

正版软件中心          http://dicm.njust.edu.cn/s/163/t/583/main.htm 

一卡通 WEB 自助服务系统    http://ykt.njust.edu.cn/yktweb/ 

电子邮件系统      http://mail.njust.edu.cn/ 

VPN 服务系统      https://vpn.njust.edu.cn/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服务电话 

网络故障报修                84315650、84315651 

网络用户服务                84315109 

网络技术咨询                84315108 

邮箱故障报修                84315105 

网费充值                    84315708  

i-理工智慧门户服务              84315105、84315069 

微信服务平台      84315808、84315069  

一卡通服务中心                84315200 

正版软件中心咨询     84315808、84315069 

多媒体教室设备报修     84303004、84315633 

可视化服务中心报修咨询           84315070 

公共实验机房报修                   84303041、84303094 

培训工作部                 84315661 

监督投诉电话                84315078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 200 号 369 幢 

邮编：210094 

电话：84315198 

网址：http://dicm.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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