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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门介绍 

2013 年 10 月底，在校党委、行政领导下，南京邮电大

学校园网中心、后勤管理处多媒体设备保障科和原南京人口

学院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合并组建南京邮电大学信息化

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根据学校的总

体部署，执行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决议与决策，统筹学校校园

信息化工作，是学校负责校园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的职能

部门。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1）负责组织制定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 

（2）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度及各种标

准的制订等工作； 

（3）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检查、落

实、验收等工作； 

（4）全面负责学校校园网络建设、管理及维护工作； 

（5）负责校园网络安全的监测和防范； 

（6）负责校园网络设备管理及系统维护工作； 

（7）负责学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总协调与项目推进建设

工作； 

（8）配合学校有关部门为学校各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

提供基础平台技术支持； 

（9）负责对校园网的网络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

务； 

（10）负责各通信运营商网络进驻校园的归口管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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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进驻方案、签订合作协议、监督运行和服务质量； 

（11）承担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下设四个科室和一个研究中

心，分别承担如下职责： 

综合管理科：负责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的综合行政

事务，负责人、财、物的管理；负责相关政策、法规、规章

制度、标准的制定；负责信息化工作相关事件的协调和处理；

负责基层单位的信息化队伍建设；负责校内信息化工作相关

意见的处理和信息反馈。 

用户服务科：负责部门用户服务工作；负责多媒体教室

的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智能多媒体教室及资源管理

平台的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多媒体教室维保人员和

多媒体学生协管员的管理工作；负责教室打铃系统的管理和

维护工作。 

规划建设科：负责学校智慧校园建设中长期规划和阶段

性规划；负责校园网个性化相关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各应用系

统的数据共享建设；负责相关项目立项、审批、建设、验收

和经费预算管理；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标准编码规范和编

码制定、管理和使用审批；负责校园一卡通系统的运行维护

和管理；负责各通信运营商网络进驻校园的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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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护科：负责校园网络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行

的管理；负责制定学校信息化及校园网建设的管理规范和技

术标准，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负责网络相关项目立项、

审批、建设、验收和经费预算管理；负责校园网网络与信息

安全建设与管理；负责应用系统的网络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

负责信息资源（域名、VPN、云服务平台）的管理和维护工

作。 

智慧校园研究中心：负责网络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做好

学校信息化规划的顶层设计；负责自主研发信息化建设中遇

到的难题，培养学校信息化技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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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办主页 

http://xxb.njupt.edu.cn/ 

 

http://xxb.nj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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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园规章制度 

（1）校发〔2014〕8 号 南京邮电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法 

（2）校发〔2016〕47 号 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

管理办法（试行） 

（3）校信发〔2014〕1 号 托管机房安全管理办法 

（4）校信发〔2014〕2 号 南京邮电大学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工作管理办法 

（5）校信发〔2014〕3 号 南京邮电大学校园网域名管理办法 

（6）校信发〔2014〕4 号 南京邮电大学校园网电子邮件管理

办法 

（7）校信发〔2014〕5 号 南京邮电大学校园网安全管理条例 

（8）校信发〔2014〕6 号 南京邮电大学校园卡管理办法 

（9）校信发〔2014〕7 号 南京邮电大学网络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 

（10）校信发〔2014〕8 号 校园网中心机房停电应急预案 

（11）校信发〔2015〕1 号 南京邮电大学校园无线网络管理

办法（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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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安全规范 

依据 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基本要求》相关内容，教职员工须遵守以下信息安全规范： 

第一条 教职员工需遵守如下计算机口令要求： 

（一） 在使用自己所属的计算机时，应该设置计算机开

机口令、操作系统登录口令、操作系统屏幕保护口令（操作

系统屏幕保护程序要设置为在 3 分钟内自动启动）、操作系

统目录共享口令。 

（二） 计算机口令应当同时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和

特殊字符的组合，口令长度不能小于 8 个字符，不得将口令

写在纸上，或记录于电子文件中。 

（三） 操作系统或应用系统应当启动口令设置规则，防

止用户使用弱口令。 

（四） 口令中不得使用姓名、电话号码、生日等容易被

别人猜测试的信息。 

（五） 口令至少每 3 个月更改一次，6 个月内不得重复

使用相同的口令。 

第二条 教职员工需遵守如下电子邮件使用要求： 

（一） 电子邮件的邮箱设置应符合学校配置要求，回复

地址应设为本人电子邮箱地址。 

（二） 如收到可疑的电子邮件，不要打开，并及时通知

邮件系统管理员处理，以免受到感染。 

（三） 外部电子邮件的附件在使用前，必须进行病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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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四） 使用电子邮件发送敏感类信息，需要根据信息的

敏感程度，采用有效、合理的加密措施和传输途径。 

第三条 教职员工需遵守如下敏感信息使用要求： 

（一） 对敏感类的文件、资料、音像制品等，要存放在

文件柜内，并加锁保护；不得随意搁置在桌面或夹带在日常

的文件中，不得私自翻印、复制、摘录与外传。 

（二） 涉密信息的处理应遵循涉密信息相关处理要求。 

（三） 一旦发现他人对敏感类信息的非授权使用或内

部教职工滥用等情况，必须立即作为安全事件向本部门信息

管理员报告。 

（四） 严禁公示“个人敏感信息”，要求严格遵循国家有

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规制度，在相关工作的评定环节，

不能将学生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

等个人敏感信息进行公示，基于保护隐私需要，对个人敏感

信息进行打码处理，仅在工作范围或责任范围内公开，坚决

不能将收集的个人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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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园网上网指南 

5.1 校园无线网络 

5.1.1 无线网络信号及覆盖范围 

南京邮电大学无线网络信号 SSID:（NJUPT），目前覆盖

绝大部分教学科研办公区域。 

5.1.2 NJUPT连接校外网络方法 

无线网络均采用网页认证方式接入，方法如下： 

（1）终端自动获取 IP 地址，连接成功后，打开浏览器

会自动跳转到登录页面，如不能自动跳转也可以手动输入

www.edu.cn 等外网地址触发跳转； 

（2）在弹出校园网认证页面里，输入校园卡卡号和智慧

校园密码后即可访问校外资源； 

（3）老师首次登录使用后，在仙林校区行政楼、学科楼

区域二次使用就无需再次输入账号密码，即可直接访问校外

资源。其他区域暂时仍需输入账号密码； 

5.1.3 网络连接FAQ 

（1）手机连上无线(NJUPT)不能上网？ 

答：现在手机主要分为苹果手机 IOS 系统和安卓手机

Android，大部分手机连接上无线（NJUPT）后，系统会自动

跳出登录页面。也有个别手机不弹登录窗口，需要手动打开

手机自带浏览器（苹果手机浏览器为 safari），输入任意网址，

就可以弹出登录页面，登录成功后，再点击相关 APP（QQ、

微信、微博、手机百度等）即可。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用户服务手册  2018年11月 

9 

 

（2）无感知后一个账号能同时登录几个终端？ 

答：无感知区域目前为仙林行政楼和学科楼，一个账号

最多允许绑定五个终端，但同时只允许两个终端在线，当第

三个终端登录后，系统会自动将最先登录的终端下线。如发

现有异常或者被他人盗用的情况，请尽快修改密码(智慧校园

密码和上网密码一致，请登录智慧校园修改)或者带本人身份

证明前往仙林图书馆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155 室进行修

改。 

用 户 访 问 自 助 服 务 页 面 （ 网 址 ：

http://zfw.njupt.edu.cn:8080/Self/）可以查看个人有哪些终端

在线，并可选择终端设备强制离线和自助解绑。对于用户开

通更多终端满足无感知在线的需求，请填写南京邮电大学校

园网无感知终端账号申请，链接如下： 

http://xxb.njupt.edu.cn/2016/1116/c10997a68664/page.htm 

5.2 校园有线网络 

5.2.1 有线网络覆盖范围 

南京邮电大学校园有线网络覆盖所有教学科研办公区

域；目前宿舍区域暂为运营商覆盖，老师学生在该区域也可

上校园网。 

5.2.2 连接校外网络方法 

有线网络终端自动获取地址，采用网页认证方式接入，

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自动跳转至认证页面，输入校园卡

卡号和智慧校园密码后即可访问校外资源。 

http://zfw.njupt.edu.cn:8080/Self/
http://xxb.njupt.edu.cn/2016/1116/c10997a6866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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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IE浏览器， 例如用户在IE栏输入www.edu.cn页面将

自动跳转至登录页面(也可直接输入3a.njupt.edu.cn)如图所

示，输入自己的账户以及密码点击提交按钮，将完成认证流

程 

用户注销认证 

在浏览器里面输入注销网址:3a.njupt.edu.cn点击注销按

钮，进行用户认证注销； 

5.3 校外用户VPN使用说明 

5.3.1 电脑客户端VPN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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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IE浏览器打开https://vpn.njupt.edu.cn:4443地址，

系统统自动弹出“安全警报”提示窗口，点击“继续浏览此

网站”继续浏览。如图：   

（2）点击手动安装组件下载，VPN系统会根据用户所使

用的操作系统匹配合适的客户端，安装VPN客户端软件。 

（3）稍等片刻，系统会自动安装插件，等待安装完成后，

桌面出现图标，手动打开 VPN 客户端。 

https://vpn.njupt.edu.cn: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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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图标、输入VPN服务器地址、用户名和密码。

在电脑右上角显示图标，说明已经登录VPN成功； 

（5）退出VPN时，右键点击桌面上图标，点击“退出”

即可； 

注意事项：VPN登录账号及密码为校园卡卡号和智慧校

园密码。 

5.3.2 手机客户端VPN使用指南 

——苹果客户端在Apple Store下载：easyconnect 

——安卓客户端在APP应用市场下载：easyconnect 

（1）输入服务器地址：https://vpn.njupt.edu.cn:4443 

（2）输入校园卡卡号和智慧校园密码 

（3）连接后当顶部状态栏出现【VPN】小图标、表示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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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连接成功、即可打开浏览器直接访问校内资源 

具体使用指南也可登录以下网址查看： 

http://xxb.njupt.edu.cn/9076/list.htm 

5.4 IPv6使用说明 

目前校园网三校区所有有线网络自动获取地址的区域

和仙林部分无线网络NJUPT都已经接入IPv6网，采用双栈结

构，用户只需直接接入校园网，就可以接入IPv6网，不需做

硬件上的调整。校内IPv6网采用地址自动分配方式，接入用

户配置操作系统支持IPv6协议后即可自动获得IPv6地址,推

荐使用Windows7/Vista/2003及后续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

统，或者Linux操作系统。早期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对

IPv6支持不好甚至不支持。不同操作系统IPv6协议设置方法

不同，具体使用指南请登录以下网址查看： 

http://xxb.njupt.edu.cn/5262/list.htm 

注意事项： 

（1）用户自行组建局域网的（使用路由器或者代理服务

器接入校园网），受局域网设备限制，局域网内机器可能无

法接入IPv6网。 

（2）可用区域：有线网络（通过自动获取地址），无线

网络NJUPT（学科楼，行政楼，大学生活动中心）。 

（3）操作系统支持IPv6协议后，部分网络应用会优先支

持IPv6协议，当IPv6网出现中断或较大延迟时，上述网络应

用将受到影响，此时可以将IPv6协议暂时关闭，只使用IPv4

http://xxb.njupt.edu.cn/9076/list.htm
http://xxb.njupt.edu.cn/5262/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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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当IPv6网恢复正常时，再重新开启IPv6协议即可。 

5.5 教师公寓上网 

目前，教师公寓 7~12 栋可以使用校园网，通过墙上网口

即可访问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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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ffice365网络云盘使用指南 

网络云盘为每位老师提供1TB的公有云个人存储空间以

及方便的跨终端访问、协同办公、Office在线编辑等功能。 

开通方式： 

老师登录办公OA系统（http://myoa.njupt.edu.cn）新建流

程“南京邮电大学网络云盘服务申请表”，填写（南邮邮箱账

号、校园卡卡号、手机号）申请即可开通。 

账号为南邮邮箱：xxx@njupt.edu.cn 

密码为回复开通邮件里的初始密码，首次登录必须修改 

使用问题及密码修改请联系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025-83492019 

网络云盘操作说明：http://xxb.njupt.edu.cn/wlyp/list.htm 

http://myoa.njupt.edu.cn/
http://xxb.njupt.edu.cn/wlyp/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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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mail 实名邮箱 

（1）南京邮电大学E-mail系统：http://mail.njupt.edu.cn，

南京邮电大学教职工可以申请开通实名邮箱。 

（2） 申请单位（部门）或个人邮箱，须填写电子邮箱申

请表，加盖单位（部门）公章后，交至信息办开通。 

（3） 教职员工离职后，信息办将在办理离职手续时注销

该用户的电子邮箱。离职人员如需保留电子邮箱，须提出书

面申请，说明原因并注明保留期限。 

（4）用户邮箱不能正常使用时，用户可向信息办反映，

由信息办及时修复。电子邮箱密码遗忘或遭他人篡改时，用

户凭有效证件（工作证或身份证）到信息办办理更改手续。

联系人：付老师，联系电话：025-85866967。 

（5）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电子邮件传播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及相关网络管理规定的信息，违者将承担相应责任。 

（6）电子邮箱申请表下载地址： 

http://xxb.njupt.edu.cn/2013/1210/c5247a68719/page.htm 

（7）邮箱账号绑定手机号码实现自助找回密码功能，在

忘记密码时可以根据绑定的手机号码自助找回密码。 

1）网页登录邮箱，点击“设置”—“邮箱设置”  

2）点击“邮箱设置”—“移动终端”，根据提示输入手机号

码，实现账号绑定手机号码功能。 

3）用户忘记密码时，可用网页登录邮件系统时，点击“忘

记密码”，根据收到的验证码自助重置密码。 

http://mail.njupt.edu.cn/
http://xxb.njupt.edu.cn/2013/1210/c5247a68719/page.htm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用户服务手册  2018年11月 

17 

 

4）用户更换手机号码后，需按照上述步骤重新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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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园一卡通 

8.1 校园卡介绍 

南京邮电大学校园一卡通系统的信息载体为校园卡，是

非接触式IC卡，卡内埋有存储芯片和感应线圈，可以近距离

不接触机具而对卡片进行读写。卡表面印有个人身份信息，

可用作校内身份证件和电子钱包，用于校内身份识别和消费

等各种应用。 

8.2 校园卡的功能 

校园卡片内存储信息：卡片为存储性卡片，内部存储持

卡人的姓名、性别、学工号、身份类别、证件号码身份信息，

还存有账户金额、用卡次数等金融信息。 

校园卡具有消费和身份识别功能。 

8.3 身份识别 

完成各种身份识别功能，以卡代证。典型的应用有： 

图书证：实现图书借阅证、阅览证等功能。 

出入门禁：可以采用校园卡自动识别出入图书馆、学生

公寓楼、办公楼、教学楼等功能。 

考勤：可以采用校园卡开展教职员工会议出席考勤、学

生上课考勤、学生早操锻炼考勤等功能。 

8.4 持卡人服务 

分布在各校区的校园一卡通服务中心、自助服务点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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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小程序，为持卡人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8.4.1 校园一卡通服务中心 

为持卡人办理多种业务：咨询、查询、发卡、换卡、补

卡、解挂、密码重置、与中信银行借记卡关联、处理疑难问

题、身份信息变更等。“校园一卡通”办公室在相关校区的服

务网为： 

仙林校区校园一卡通服务中心：学生事务大厅6号窗口

（图书馆一楼）。 

三牌楼校区校园一卡通服务中心：行政北楼108房间。 

8.4.2 自助服务点 

多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为持卡人提供自助服务（自

助充值时间为5:00~23:00）。 

多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设在各校区的餐厅、图书

馆、宿舍楼、行政楼等。 

8.5 申领校园卡 

8.5.1 新教职工入校 

新职工办理校园卡，凭人事处给据跑单表（含教工号），

携带身份证件前往“校园一卡通”办公室制卡。 

8.5.2 申领临时卡 

非我校正式人员办理临时卡，须由和这些人员相关的我

校部门向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通过OA系统提

交“智慧校园卡（临时卡）申请表” http://myoa.njupt.edu.cn），

审核通过后，部门申请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信息化建

http://myoa.nj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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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管理办公室取卡。 

8.6 办理校园卡的费用 

因丢失、损坏等原因办理补卡（换卡），需要支付工本

费25元，费用从校园卡个人账户中自动扣除；办理临时卡，

需要现场现金支付工本费25元。所有卡片一经发出概不回

收。 

8.7 校园卡的挂失、解挂、补办、销户 

8.7.1 挂失 

发现校园卡遗失，应立即挂失，因为校园卡丢失所产生

的损失由学生自负。一卡通系统设计有多种挂失途径： 

（1）就近在圈存一体机上挂失； 

以上自助设备提供每天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挂失时需

要输入校园卡的卡号和消费密码。请牢记卡号和消费密码。 

（2）到学校校园卡服务点办理挂失（仙林校区：学生事

务大厅6号窗口，三牌楼校区：行政北楼108）。需要本人携

带身份证件才予受理； 

（3）通过微信小程序挂失。 

8.7.2 解挂 

如果已挂失的校园卡找到，可以由持卡人本人持身份证

件到“校园卡服务点”办理解除挂失（简称“解挂”）操作。

出于对持卡人资金安全的考虑，校园所有自助设备上暂不提

供解挂操作。 

8.7.3 补卡、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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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丢失、损坏等原因需要补办校园卡，需由本人持身份

证到校园卡服务点申请补卡（换卡），原卡中余额自动转入

新卡，个人账户将被扣除制卡工本费25元/张。新卡一旦补办，

原卡自动注销且不可恢复。 

如果您的校园卡在多台校园卡终端设备上无法使用，说

明该校园卡已损坏。校园卡损坏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弯

折、重压、静电等。 

8.7.4 校园卡的有效期与延期续用 

校园卡的有效期根据持卡人预计在校日期确定。 

8.8 自助服务设施 

8.8.1 多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 

校区内安装的多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提供对持卡

人的自助服务。多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的主要功能有： 

（1）基本信息查询。查询持卡人身份信息、帐户余额、

卡片状态（如挂失、冻结等）； 

（2）交易流水查询，包括查询当日交易记录和历史交易

记录； 

（3）校园卡挂失； 

（4）电控转账； 

（5）修改消费密码； 

（6）银行卡校园卡转账； 

（7）校园卡余额查询； 

（8）修改消费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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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校园内的一些缴费； 

（10）城市热点转账（上网）； 

（11）建立或撤销对应关系。 

8.8.2 自助转账 

多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提供从与自身校园卡绑定

的中信银行借记卡向校园卡的自助转账功能。实现从南京中

信银行借记卡账户向校园卡账户的资金划拨（系统初始默认

与师生所持由学校发出的工资卡或学费卡绑定）。 

自助转账采用单卡圈存方式，即只需使用校园卡（不需

要刷银行卡），利用校园卡与银行卡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多

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上完成自助转账。 

单卡圈存的前提条件是：用户持有校园卡和中信银行银

行卡。两卡已通过“校园一卡通”系统建立关联关系。 

因为银行系统和一卡通系统每天需要进行日结轧帐，多

媒体自助查询圈存一体机每天允许自助转账的时间是：

6:00~22:00。 

注意：由于银行系统日结时间通常为当天的22:00至第二

天的6:00。在此期间，持卡人请不要使用自助转账功能，以

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提醒：因为验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和校园卡的对应关

系只能是本人的校园卡和银行卡建立，不要试图用其他人员

的银行卡建立对应关系。 

温馨提示：由于某些原因，在自助充值中可能出现银行

卡扣费后，校园卡电子钱包却没有及时到帐，为此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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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善的处理机制，确保您款项的安全。具体处理机制如下：

首先：每日晚上，系统的充值数据会与银行的账户系统进行

逐笔对帐，保证每一笔操作的正确，如果出现扣了银行的钱，

而校园卡没有充值成功，则系统可以在数据库中记录，在您

第二日在食堂使用卡片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对卡片进行充值

操作。即使第二日也没有自动充值，银行卡的扣款和电子钱

包的充值都是有记录的。您也可以致电或前往校园卡服务点

进行查询操作。 

您圈存操作导致的一切金额变化，包括银行账户、校园

卡电子钱包金额都有数据记录，您无需担心多扣款项无迹可

查。 

术语 

（1）消费限额 

为了持卡人利益，避免丢卡时损失过大，一卡通系统设

计了消费限额，指在一天范围内，无需密码累计消费不得超

过的金额。当累计消费金额超过消费限额，则需要输入消费

密码。消费限额的默认值是50元。持卡人可以通过多媒体自

助查询圈存一体机修改消费限额。 

一卡通系统设定累计消费金额，目的是为了降低持卡人

不小心遗失卡片的损失。但并不意味着持卡人遗失卡片被他

人盗用的损失由系统承担。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卡片，并对遗

失卡片带来的损失负完全责任。 

（2）消费密码（查询密码） 

消费密码（初始消费密码是6个8）是超过消费限额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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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在圈存机上进行转账和缴费时所需要输入的密码，当

POS机显示“-P1---”或“-P2---”时，请输入消费密码。 

持卡人可以在圈存机上修改消费密码。持卡人忘记自身

卡片消费密码时，也可以持校园卡和有效证件到“校园一卡

通”服务点申请密码重置。 

8.9 一卡通常见问题解答                                   

（1）卡丢了怎么办？ 

发现校园卡丢失应尽快挂失，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挂失

的方法见上。 

其次，到可能遗失卡片的地方寻找校园卡，许多同学捡

到校园卡后会交到校园一卡通服务点，也可以到网上查询卡

片是否被他人捡到。 

如果确实找不到了，可以到校园一卡通服务点补办校园

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件。 

（2）校园卡可否转让他人使用？ 

校园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如有违反，

一切后果由持卡人本人承担，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有权予以

没收或注销卡片。 

学校会定期对已离校学生的校园卡做冻结和销户处理。

如果有毕业生将自己的校园卡转送他人使用，这时如果实际

持卡人前来办理解冻，由于和系统显示的持卡人不符，将被

拒绝办理，卡内余额也无法退还。如拾获他人校园卡的应及

时上交校园一卡通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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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圈存机转账是否收手续费？ 

学校与银行签署的合作建设校园一卡通协议中，未提及

圈存转账手续费问题，也未收过手续费，但只能用中信银行

借记卡。 

（4）为什么校园卡突然不能用了？ 

校园卡突然不能使用的原因可能是：卡片损坏、卡片过

了有效期、卡片已挂失、卡片被冻结。 

冻结卡片是校园一卡通系统的保护机制。如果持卡人没

有良好的用卡习惯，消费时经常将卡片在POS机上一晃而过，

则有可能发生写错卡片的情况。假如持卡人不太关心自己的

卡内余额是否正确，则会将这种错误累积起来，当累计达到

一定金额时，一卡通系统会自动将卡片冻结。 

卡片冻结后，持卡人应持校园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前来校园一卡通服务中心查询，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对持卡人

交易流水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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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FC校园卡操作说明 

9.1 准备工作 

（1）办理新的手机卡：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校内电

信营业厅办理带有NFC功能的手机4G卡。 

（2）更换已有手机卡：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校内电

信营业厅更换为带有NFC功能的手机4G卡。 

（3）需本人持本人身份证自行前往营业厅办理手机卡，

不可代办。 

（4）经测试，目前华为mate 10,华为mate 10pro，华为mate 

9，华为荣耀8，华为荣耀V8，三星S6，VIVO 51N，OPPO A37

这八款机型可以正常使用，其余机型尚在测试。 

（5）建议不要使用带有金属的手机外壳。 

9.2 安装及使用 

（1）在手机终端下载并安装“翼支付钱包”，完成后显

示“钱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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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校企应用”，选择“南京邮电大学校园智慧

卡”，添加成功后显示如下。 

 

（3）点击登录，进行身份鉴权，登录成功后会显示掌上

一卡通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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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中开户”，连接成功后，会显示“空中开户已

开户”， 如下图所示。 

目前，校内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会在更换手机卡后，协

助用户完成步骤1-4。至此，用户可以正常使用掌上一卡通主

界面上的所有功能，包括查看信息、校园卡挂失、修改密码

及空中圈存等。 

如果需要开通行政楼的门禁系统，需到校信息办进行门

禁系统的权限开通，完成后，方可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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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正版化软件 

说明：为贯彻江苏省关于使用正版软件的通知，所有机

关个人都应该在计算机系统中坚持使用取得软件著作权人

授权的正版软件，我校已经购买正版操作系统软件和办公软

件。请下载并使用。 

此处列出的所有软件仅供南京邮电大学内授权用户在

校园网内部下载、使用。提供的正版软件主要有微软正版软

件（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软件）、MATLAB等。  

软件下载安装、激活和使用说明请查看以下网址：

http://xxb.njupt.edu.cn/2014/0911/c5257a68793/page.htm 

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可咨询付老师，联系电话：025-

85866967。 

http://xxb.njupt.edu.cn/2014/0911/c5257a6879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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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协同办公系统（OA） 

11.1 南邮新版OA系统简介                                  

新版OA系统主要分为2个入口： 

（1）OA系统web端：基于WEB页面，包含流程、门户、

知识、沟通、单点登录等10多个功能模块。 

（2）手机APP移动端：将OA上的公文、流程、通讯录、

日程、通知公告等应用扩展到手机移动终端，为用户提供更

方便更灵活的移动办公应用。 

11.2 操作指南 

（1）进入南邮协同办公OA系统web端 

登录智慧校园（http://my.njupt.edu.cn)，点击应用系统里：

办公系统；登录账号为8位工号（或15位校园卡号），密码默

认为身份证后六位（同上网密码）。 

（2）使用协同办公系统APP移动端 

1）下载软件 

登录OA系统之后，点击门户右上首图示图标，手机扫码

进入安装下载页面， 可支持IOS、Android、IPad等多系统 。

（微信扫码请点击手机右上角，选择在手机浏览器中打开） 

 

http://baike.baidu.com/view/5385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4381.htm
http://my.nj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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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手机APP 

APP安装完毕后打开，登录信息填写如下： 

服务器：http://202.119.226.187:89 

用户名：8位工号 

密码：智慧校园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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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环境设置                                             

OA系统的使用过程中，有时会需要在浏览器中直接阅读

文件的正文内容，因此，需要安装Office文档控件，并对浏览

器进行安全设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下载安装文档控件（请安装正版微软Office软件） 

1）登录系统，点击右上角图标中插件下载按钮。 

2）点击下载安装Office控件。 

（2）浏览器设置（请使用IE为内核的浏览器，不支持

Chrome，火狐等浏览器） 

1）点击“Internet选项”-“安全”-“受信任的站点”，

添加“http://myoa.njupt.edu.cn”为信任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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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Internet选项”-“安全”-（Internet、受信任

的站点）“启用保护模式”前面的勾给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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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OA系统使用FAQ                                      

如何修改自己的联系电话？ 

（1）登录协同办公OA系统后，在人员一栏输入自己的姓

名，点击查询。 

（2）点击自己的姓名后。 

（3）在个人信息页面点击右上角编辑一栏就可以修改自

己的联系方式。 

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请与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

室王老师联系。联系电话：025-8586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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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多媒体教室 

12.1 多媒体设备使用指南 

我校已完成仙林和三牌楼校区多媒体教室中控设备升

级改造，仙林和三牌楼所有多媒体教室设备将由任课教师持

本人校园卡开启、关闭。如教师新办或补办卡的，多媒体设

备开关权限将于次日生效。 

上课教师上课时须携带本人校园卡开启、关闭多媒体设

备，以确保学校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外聘教师请填写《多媒

体教室开机卡借用申请表》后至教3-306借用开机卡。 

12.2 多媒体教室上网设置 

我校所有多媒体教室讲台内的台式机电脑可以直接登

录校园网，教师如若使用自带笔记本电脑请按照讲台张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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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配置IP地址后使用。 

使用过程中如遇问题，请拔打讲台上的报修电话： 

仙林校区：18951896952、18951896953； 

三牌楼校区：18951896951。 

如有其他问题，请拨打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用户服

务科电话：025-85866185，85866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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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障碍报修及联系方式 

办公室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邮箱 

仙林校区 三牌楼校区 仙林校区 三牌楼校区 

综合管理科 85866963 

83535853 

图书馆南面一层156 

行政北楼

108室 

xxh@njupt.edu.cn 

规划建设科 

85866964 图书馆南面一层162 

85866967 图书馆南面一层157 

运行维护科 

85866970 图书馆南面一层160 

85866965 图书馆南面一层161 

用户服务科 

85866961 

图书馆南面一层155 83492019 

（报修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