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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园网络

上海电机学院校园网络总出口带宽为 3G，网络覆盖临港、闵行两个校区所有的教学楼及

办公楼，敷设千兆光纤到各个楼体，百兆接入到桌面。

校园网络包括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均对全体师生免费开放。其中，学生上网的时间为

8:00-22:00，且在教学区域只开放校内资源（例如：信息门户、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学生

服务系统等）。

1.1 有线网络

设置 IP 地址和 DNS 方法（以 win7 为例）：

1．点击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 ——>更改适

配器设置

.

在“本地连接”上点右键——> “属性”

在打开的窗口里点击“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 ——> “属性”，出现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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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窗口里点击“自动获得 IP 地址”，目前我校采用动态分配 IP 地址方式上网，因

此如有新的电脑需入网时，请不要自行填写及修改 IP，以免与其他用户出现地址冲突。

2．在打开的窗口里点“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地址” ——>

首选 DNS 服务器——>填写 172.20.68.5

备用 DNS 服务器——>填写 172.16.168.5。

1.2 无线网络

上海电机学院自主建设的无线网络信号名称（SSID）为“i-dianji”、“i-dianji.1x”

和“i-dianji-guest”，分别采用 MAC+Portal 无感知、802.1x 无感知、访客二维码认证方式，

用户连接后需通过认证方可访问网络资源，认证方式支持大部分主流 PC 端和移动端操作系统，

包括：Windows，iOS，Android，Mac OSX 等。

无线网络覆盖范围主要包括：临港校区行政楼、图书馆、文理楼、后勤基建处、体育馆、

学生事务中心、卫生所、各工业中心、各二级学院楼、各教学楼,各食堂；闵行校区行政楼、

图书馆、技术中心 AB、就业指导中心、香樟苑、食堂（明德堂）、校史馆、机床实训室、博

学堂、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物业管理后勤楼。

上海电机学院无线网络接入用户主要分为校内师生、临时访客，不同用户采用不同类型认

证方式。

1、校内师生采用 MAC+Portal 无感知认证和 802.1x 无感知认证方式。教师每 7天需认证

一次，每人最多 3 个终端同时在线；学生需每天认证一次，每人最多 2 个终端同时在线。

2、临时访客采用访客二维码认证，访客连接“i-dianji-guest”无线信号，自动弹出访

客二维码，由已连接到校园网的校内职工扫码授权。

本手册针对校内师生用户，列出主流系统的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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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端连接指南

·搜索并连接无线信号

打开电脑无线开关，搜索无线网络，找到“i-dianji”、“i-dianji.1x”无线信号，连

接，并确保您的电脑能搜索无线信号。

·连接成功，跳转认证页面

连接成功后自动弹出以下认证界面，以 Windows 操作系统为例：自动弹出认证页面，如

认证页面没有自动弹出，请打开浏览器，输入 10.100.10.104（临港校区）或 10.0.0.3（闵行

校区）打开认证页面，根据提示输入信息（账号密码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点击“登

录”完成认证。

·连接成功

自动跳转到登录成功的页面即可访问互联网。

IOS 系统连接指南

·搜索并连接无线信号

打开移动端无线开关，搜索无线网络，找到“i-dianji”、“i-dianji.1x”无线信号连

接，并确保您的移动端正上方出现无线信号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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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anji”连接成功，跳转认证页面

连接成功，自动弹出以下认证页面；如果无法自动弹出，请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10.100.10.104（临港校区）或 10.0.0.3（闵行校区）打开认证页面。根据页面提示输入信息

（账号密码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点击“登录”完成认证。

·连接成功

自动跳转至登录成功的页面即可访问互联网。

·选择连接“i-dianji.1x”，在页面下方输入上网账号密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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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系统连接指南

·搜索并连接无线信号

打开移动端的无线开关，搜索无线网络，找到“i-dianji”、“i-dianji.1x”

“i-dianji-guest”无线信号，连接，并确保您的移动端正上方出现无线信号的标识。

·连接成功，推送认证页面

连接成功，自动弹出以下认证页面；如果无法自动弹出，请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10.100.10.104（临港校区）或 10.0.0.3（闵行校区）打开认证页面。根据页面提示输入信息

（账号密码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点击“登录”完成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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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成功，认证结束

自动跳转到登录成功的页面即可访问互联网。

·选择连接“i-dianji.1x”，在页面下方输入上网账号密码即可。

i-dianji-guest 使用指南

·搜索并连接无线信号

打开移动端无线开关，搜索无线网络，找到 “i-dianji-guest”无线信号，连接，并确

保您的移动端正上方出现无线信号的标识。

·连接成功，自动弹出访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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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已连接“i-dianji”、“i-dianji.1x”的校内职工使用微信或浏览器扫访客二维码，

授权，即可。

1.3 VPN 服务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专用网络）是指在公众网络上通过隧道方式所建立

的我校校园网独立通道，可利用 Internet 公网资源作为学校专网的延续。

上海电机学院校园网已经成功部署了SSL VPN服务。可满足师生使用校园网以外的网络（联

通、电信、广电、移动等宽带）访问校园资源的需求，使移动办公的便利得到体现。

信息化中心已印制《VPN 使用手册》，在学校一卡通服务大厅、书报亭、学生事务中心可

领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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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与软件兼容性说明

VPN 客户端操作与浏览器兼容性情况如下：

操作系统

兼容性
浏览器兼容性

windows 系统

IE6.0、IE7.0、IE8.0、IE9.0、IE10、IE11

Chrome36 以上

firefox40 以上 32 位正式版

Mac 系统 Mac10.7~10.11.2

Android 系统
Android4.0.X，Android4.1.x，Android4.2.x-Android4.4.x，

android5.0.x-android5.1.1

iOS 系统 iOS6.x，iOS7.x 和 iOS8.x 和 ios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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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端使用方法：

首次登陆

登陆地址：https:// vpn.sdju.edu.cn

出现如下界面（此时不需要输入登陆信息）：

浏览器将自动跳转至如下界面，提示下载 Easyconnect 客户端。

下载 VPN 客户端软件，（请注意浏览器保存该文件的路径）。点击‘“下载 EasyConnect”，

下载客户端软件。

关闭当前浏览器，双击运行“EasyConnectInstaller.exe”文件，根据提示完成安装，安

装过程如下：

执行 exe 文件时，windows 可能提示如下告警，单击“运行”按钮，开始安装。

安装成功出现如下提示界面，点击“完成”，结束 VPN 客户端程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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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只有初次登陆需安装客户端，后续登陆无需再次安装客户端软件。

PC 端登陆

方法一：浏览器登录

在浏览器地址栏内输入 VPN 地址：https://vpn.sdju.edu.cn，在登陆界面输入账号、密

码（账号密码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点击“登陆”。

登陆成功后，即可访问校内资源。

方法二：客户端登陆

完成 VPN 软件客户端下载后，桌面可看到 VPN 软件图标“ ”，双击图标运行软件， 输

入服务器地址：“https://vpn.sdju.edu.cn”，点击“连接”；输入账号、密码（账号密码

https://vpn.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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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

点击“登陆”，成功后即可访问校内资源。

IOS 系统使用方法

IOS 系统设备，需在 APP Store 中下载安装“EasyConnect”客户端；或在浏览器中输入

VPN 登陆地址：https://vpn.sdju.edu.cn，跳转至 APP Store，下载安装 EasyConnect 客户端。

安装完成后打开“EasyConnect”，输入服务器地址：https://vpn.sdju.edu.cn，点击“连

接”。

https://vpn.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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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账号、密码（账号密码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点击“登录”即可访问校内

资源。

Android 系统使用方法

Android 系统设备，需在应用商城中下载安装“EasyConnect”客户端，或在浏览器中输

入 VPN 登陆地址：https://vpn.sdju.edu.cn，下载安装 EasyConnect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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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打开“EasyConnect”，输入服务器地址：https://vpn.sdju.edu.cn，点击“连

接”。

输入账号、密码（账号密码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点击“登录”即可访问校内



上海电机学院信息化使用手册

14

资源。

1.4 Eduroam

Eduroam 是 Education roaming 的缩写，是一种安全的全球漫游服务，为各个国家的教育

科研网广泛采用。Eduroam 最早起源于欧洲，目前覆盖了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学生、教

师和科研人员来讲，如果所在学校/单位已经加入 Eduroam 联盟，则可以在其他支持 Eduroam

的学校/单位使用 Internet，不受国界限制。所使用的网络身份为其所在学校/单位的网络身

份。

Android 系统使用步骤

搜索无线 Eduroam 信号，点击连接。

输入账号（学号/工号+@sdju.edu.cn）密码，点击连接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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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系统使用步骤

搜索无线 Eduroam 信号，点击连接。

输入账号（学号/工号+@sdju.edu.cn）密码

点击“信任”，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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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端使用步骤

搜索无线 Eduroam 信号，点击连接。

输入账号（学号/工号+@sdju.edu.cn）密码，点击连接，即可使用。

注意：

我校师生可在全球无线网络联盟内的其他高校免费使用 Eduroam，但不可在我校使用

1.5 学生宿舍访问校园网方法

学生在宿舍访问校园网有两种方法：使用 VPN 服务或者修改 DNS 配置（临港校区）。

·使用 VPN 服务

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 1.3 VPN服务。

https://info.sdju.edu.cn/1w3VPNfw/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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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DNS 配置（临港校区）

1. 修改电脑 DNS

使用电脑拨号上网的同学，需要将电脑的 DNS地址手动配置为 172.20.68.5，就能正常访

问校园网。

操作步骤:

①点击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

②在“本地连接”上点右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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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打开的窗口里点击“Internet协议版本 4（TCP/IPv4)”——>“属性”，出现如下图:

④选择“使用下面的 DNS服务器地址”——>首选 DNS服务器填写 172.20.68.5。

2.修改路由器 DNS

使用路由器拨号的同学，需要将路由器里的 DNS 地址手动配置为 172.20.68.5，就能正

常访问校园网。

操作步骤:

①打开浏览器，输入路由器管理地址（一般默认 192.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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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登陆到路由器，点击“路由设置”。

③在左侧栏里找到“DHCP服务器”，将“首选 DNS服务器”地址改为“172.2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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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存即可。

1.6 网络服务

·二级域名服务

信息化中心向校内各部门、二级学院提供二级域名服务。域名申请单位须填写《上海

电机学院信息系统上线申请表》《上海电机学院网站（系统）备案信息表》《上海电机学院网

站（系统）安全管理责任承诺书》，填写域名和申请人的相关信息，由部门领导签字并加盖部

门公章。详见“信息化中心网站”-“常用下载”（https://info.sdju.edu.cn/127/list.htm）。

·校园网络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故障现象 1：本地连接显示一个红"X".

解决方法：

1.确认使用的是网线，而非其他连接线。

2.网线是否连接到网络插口，如果已经连接，检查是否由网线接头与网络插口接触不良造

成，请将网线重新插拔，或者换用其他网线重新拔插。

3.网线松动：插紧即可。

4.网线问题：重做水晶头或更换跳线。

https://info.sdju.edu.cn/127/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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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墙上信息点端口损坏：请联系信息化中心网络部更换信息点端口。

6.室内布线损伤或切断：如因装潢等造成室内布线损坏，请联系信息化中心重新布线。

7.网卡问题（主要为网卡插孔内接触针损坏）：请更换网卡。

8.网卡被禁用（本地连接呈灰色）：请启用本地连接。

9.网卡驱动未安装（找不到本地连接）：请重新安装网卡驱动程序。

10.网卡驱动未正常安装：设备管理器中网卡图标显示叉号或者感叹号，应启用网卡，或

重装网卡驱动。

故障现象 2：网络连接正常但无法打开网页

解决方法：

1.检查是否配置正确 IP 地址：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自动获

取正确的 IP 地址。配置正确 DNS 服务器地址(主 DNS:172.20.68.5，备用 DNS:172.16.168.5)。

查看防火墙设置，是否造成网络无法正常运行。

检查是否使用代理服务器：网页浏览器里的工具选项—Internet 选项—连接—局域网设

置选项里代理服务器，取消选择。

2.可能与其他电脑共同连接的网络设备中了病毒，建议打开防病毒软件的防 ARP 功能。

故障现象 3：提示“IP 地址冲突”

解决方法：

若您的计算机 IP 地址与其他计算机的 IP 地址相同。请及时与信息化中心网络部联系。

故障现象 4：可正常访问校外网站（如百度、腾讯 QQ），但是学校主页、门户网站等打

不开或登录不上。

解决方法：

此种情况通常属于网络正常，请将 DNS 设置为 172.20.68.5，或联系信息化中心网络报修

服务电话：3822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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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化应用

上海电机学院已建成网站群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共享数据库、信息门户（一站式办

事大厅）、微信企业号等通用系统，建设了 OA 管理系统、电子邮件、财务管理、科研管理、

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学生服务、研究生管理、就业管理、迎新管理、干部考核、后勤管理

等 50 多个业务应用系统，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提供支撑。

2.1 通用系统

2.1.1 一站式办事大厅 https://ehall.sdju.edu.cn

上海电机学院一站式办事大厅打造以事项、流程、服务为核心的线上服务中心，统筹各业

务部门服务资源，解决跨部门业务协同的难题，实现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为师生提供全

程、快捷、公开、透明的服务，促进校园服务建设模式创新，“让数据跑路，人少跑路”，让

办事不再难。

2.1.2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https://authserver.sdju.edu.cn

统一身份认证是为学校网络服务与应用系统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平台，师生只需设定一套

用户名、密码，即可登录已对接统一身份认证的应用系统。目前上网、信息门户、OA 管理系

统、VPN、校园一卡通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应用系统已对接统一身份认证。

https://authserver.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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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邮件系统 http://mail.sdju.edu.cn

邮件系统为网易云邮箱，具有密码手机找回、存储空间自动增加、企业网盘、云附件等功

能。

2.1.4 上海电机学院微信企业号

微信企业号，是微信 2014 年推出组织进行管理平台，为组织提供对内部员工的管理、沟

通与服务。企业号为内部使用，是一套管理系统，只有管理员选定的人才可进入。

上海电机学院微信企业号是教职工、师生之间使用的内部沟通平台。进入上海电机学院微

信企业号，可使用微信与全校老师沟通交流，同时实现移动端考勤、审批 OA 文件、查阅工资

等功能。

关注微信企业号

微信扫描上海电机学院微信企业号二维码，即可关注。

http://mail.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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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认证时，当前登录微信的绑定手机号码应与教师通讯录中手机号码一致。

功能介绍

周会表

教师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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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工资查询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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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通查询

项目经费

移动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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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服务

2.1.5 网站群系统 http://pro.sdju.edu.cn

网站群系统采用网站群技术实现集中部署，包括学校主页及各二级学院（部门）网站。各

站点可自行编辑与维护栏目信息，充分发挥信息集成的优势，实现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系统

分别部署 WEB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保证系统性能更加优异，满足大访问量的

需求。系统可对不同用户设置不同权限，保障了网站内容发布的安全性。

http://pro.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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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业务系统

2.2.1 信息公开系统 https://zwgk.sdju.edu.cn

信息公开系统按照上海市教委信息公开相关文件要求，设置了信息公开指南、信息公开栏

目、信息公开目录、依申请公开、新闻发布、便民服务、规则制度等栏目，公开学校的重大改

革与决策、教学管理、科研管理、校企合作、学生工作、教师人事、财务管理、物资设备采购

管理、基建与维修工程管理、国际交流与合作、监督工作、后勤保障等各类信息。

2.2.2 智慧党建工作坊 http://172.20.8.51

上海电机学院智慧党建工作坊服务对象为学校组织部及各组织员，达到提升党组织的统筹

管理能力的目标。主要功能包括党员管理、党组织管理、党务管理等。

http://172.2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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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OA 管理系统 http://oa.sdju.edu.cn

OA 管理系统用于满足学校日常办公的需要，提升工作效率。包括：校级收文，周会表，

会议室预定，请示签报，信息发布，用印管理，合同管理，流程表单等。首页用于展示平台中

的部分功能模块及个人待办信息。

2.2.4 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https://xjwgl.sdju.edu.cn

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学校师生、教务管理部门及二级学院提供教学管理服务，主要包

括学籍、师资、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场地、开课、排课、实验、选课、考务、成绩、毕业审

核、教材、教学评价等管理功能及学生课表、监考安排、学生名单等查询功能。

https://xjwgl.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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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学生服务系统 https://xsfw.sdju.edu.cn

学生服务系统实现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的全面管理。主要包括学生信息、

学生资助、违纪处分、勤工助学、党团建设、日常事务等功能。

2.2.6 就业信息服务系统 https://career.sdju.edu.cn

就业信息服务系统是为学生就业提供的信息服务平台，主要包括学生信息、企业注册、招

聘、宣讲会、毕业去向、就业信息统计、就业统计分析、调查问卷等功能。

https://xsfw.sdju.edu.cn/xgxt
https://career.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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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研究生管理系统 https://yjspy.sdju.edu.cn

研究生管理系统实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全过程规范化、流程化管理，已实现与教育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管理系统对接。主要包括学籍管理、培养管理、毕业管理、学位管

理、存档管理等功能。

2.2.8 招生查询系统 https://zssearch.sdju.edu.cn

招生查询系统为学校招生工作、学生招生录取工作平台。主要包括招生录取查询、招生分

数查询、录取情况查询、历年分数查询、春季招生等功能。

https://yjspy.sdju.edu.cn/
https://zssearch.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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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

课程中心为教师实现网络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的平台。主要提供教学课程及精品课程的教

学录像、教学资料、实践案例、课后习题等教学资源。

2.2.10 多维微课在线学习平台 https://sooc.sdju.edu.cn

多维微课在线学习平台为师生自主在线学习平台。以互动数字媒体形式为老师提供知识点

教学视频制作，学生在学学习平台，达到充分利碎片时间学习的效果。

http://kczx.sdju.edu.cn/
https://sooc.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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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科研管理系统 https://kygl.sdju.edu.cn

科研管理系统实现各科研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科研管理部门及二级学院跟踪项目

执行情况，掌握、统计教师的科研及获奖成果，包括横向项目、纵向项目、科研成果、获奖成

果等科研管理功能，以提升学校科研管理水平。

2.2.12 财务管理系统 http://cwgl.sdju.edu.cn

财务管理系统实现预算与会计核算同步管理与控制，包括预算管理、帐务处理、出纳管理、

报表管理等功能。

https://kygl.sdju.edu.cn
http://cwgl.sdju.edu.cn:8005/SFP_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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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财务综合查询 http://cwcx.sdju.edu.cn/SFP_Share

财务查询系统实现预算与会计核算的同步管理和控制，提供了学生收费、薪资查询、预约

报销、项目经费等功能。

2.2.14 图书借阅系统 https://mylib.sdju.edu.cn

图书借阅系统包括新书通报、借阅分析、图书续借、借阅查询、预约、缴费记录、藏书检

索等查询等功能。

http://cwcx.sdju.edu.cn/SFP_Share
https://mylib.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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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三维图书馆 http://172.20.20.33

三维图书馆以体验式学习方式，将馆舍布局、读者入馆须知、门禁系统、RFID 自助借还

系统、借还书制度、自习室管理制度、书目查询方法、馆藏数字资源及电子阅览室管理规则等

方面知识，以形象生动的视觉效果呈现在新生面前，同时设置任务保障其学习效果。

2.2.16 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 http://172.20.20.35

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实现了学校一个图书总馆及下设的 2个图书分馆信息资源共享，统一

管理，包括：图书管理、读者管理、借阅管理、查询管理、采购管理、借阅排行等功能。

http://172.20.20.33/
http://172.2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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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智能与装备制造信息服务中心 http://energyinfo.sdju.edu.cn

智能与装备制造信息服务中心提供了大型锻件、工程管理、电气工程、机械工程与风电技

术五个专题的最新咨询、文献资源等，方便师生获取资源。

2.2.18 档案管理系统 http://172.20.20.14

档案管理系统提供档案管理服务，支持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处理，包括档案采集、移交接收、

归档、存储管理、高速检索、借阅利用等功能。

http://energyinfo.sdju.edu.cn/
http://172.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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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 教学质量管理系统 http://172.20.20.8

教学质量保障信息系统整合了学校教学运行数据，从不同维度、不同度量值分析、展示教

学质量数据，及时预警异常状态数据，为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提供信息化手段。

2.2.20 教师教学发展学分管理系统 https://jsfzxf.sdju.edu.cn

教师教学发展学分管理系统主要实现对聘期内教师教学发展学分情况的考评，鼓励教师参

加校内外教学培训，申请学分认定，促进教师强化学习、更新知识，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http://172.20.20.8/
https://jsfzxf.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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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资产管理系统 http://zcgl.sdju.edu.cn:8080/zcgl

资产管理系统主要包括资产日常管理、资产盘点管理、易耗品管理、设备捐赠管理、资产

定位管理、资产报警管理、资产查询管理、资产统计分析管理等功能，实现资产从购入使用到

报废退出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

2.2.22 人事管理系统 https://rsfw.sdju.edu.cn

人事管理系统建立了学校教职工数据档案，实现从招聘、入职、职务变动、离职（退休）

等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人事信息、人才招聘、校内异动、离职管理、离退

休管理、年终考核、职称评审、职员职级、合同管理、系统管理、统计分析等功能。

2.2.23 Web 门禁系统 http://172.19.27.243

Web 门禁系统用于控制人员出入，以及控制人员在楼内及敏感区域的行为并准确记录与统

计管理，师生可使用密码或拥有权限的校园卡进入限制区域，管理员可以后台实时监控及统计

分析。

http://zcgl.sdju.edu.cn:8080/zcgl
https://rsfw.sdju.edu.cn/
http://172.19.2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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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考勤管理系统 http://kq.sdju.edu.cn:8080/check

考勤管理系统实现学校学生和教职工的考勤管理，包括出勤查询、出勤处理、考勤统计等

功能。

2.2.25 外事工作管理系统 https://wsgl.sdju.edu.cn

外事工作管理系统包括因公出国出境管理，学生交流管理，合作协议管理，来访接待管理、

留学生管理等模块，并实现综合搜索，数据化统计，创建报告，进度登记等功能。

2.2.26 后勤信息管理系统 https://hqgl.sdju.edu.cn

后勤管理系统包括物业报修、维修流程管理、学生公寓分房、调宿、退宿管理、餐厅食堂

的原材料采购及库房管理、后勤人事管理等功能。

http://kq.sdju.edu.cn:8080/check
https://wsgl.sdju.edu.cn/
https://hqgl.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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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园卡

3.1 校园卡种类

教工卡：发卡对象为人力资源处认定的在册教职工。

学生卡：学生卡分为专科生（黄色）、本科生（白色）、研究生（蓝色）、留学生（绿色）。

发卡对象为教务处或国际交流处认定的具有学校学籍的全日制学生，继续教育学院认定的成人

教育在籍学生。

校友卡：校友卡分为学生校友卡（紫色）、教工校友卡（粉色）。发卡对象为毕业学生与

离校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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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卡：发卡对象为在校学习一个月以上的非学历教育学生、各部门（学院）自聘的编制

外用工人员、外聘教师、与学校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外单位人员等。

3.2 校园卡功能

食堂就餐 教育超市消费 体锻签到 门禁、通道

教务考勤 自助打印、复印 图书借阅 会议签到

宿舍电控 洗浴、开水 机房管理

3.3 密码与保护

校园卡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倒数第七位至倒数第二位；留学生校园卡初始密码为 666666。

使用校园卡查询、转账、挂失等操作均需输入密码。

使用校园卡消费，单次消费上限为 50 元，每日消费上限为 200 元，超出后需输入密码。

消费上线可使用多媒体机修改。

3.4 充值方式

人工现金充值：

充值地点：

临港校区：一食堂水果店旁

闵行校区：食堂一楼充值间

充值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4:00。

微信充值：

1、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上海电机学院信息化中心”或“SDJU-Info”。



上海电机学院信息化使用手册

42

2、在下方菜单中选择“服务”，进入“校园卡充值” ，绑定校园卡即可用微信充值。

3、1-5 分钟后，即可直接到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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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充值：

1、打开支付宝 APP，找到“大学生活”，点击“一卡通”。

2、点击“立即充值”，输入充值信息，点击“立即付款”。

3、1-5 分钟后，即可直接到账使用。

现金充值机充值：

设备位置：

临港校区：二食堂一楼面包房外、一食堂一楼大厅、行政楼一楼大厅

闵行校区：食堂一楼充值间外

使用方法：

将校园卡放置于现金充值机读卡区域,点击“现金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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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放入现金提示”后，将现金放入现金口(50 元或 100 元)。

自动进入下一步，出现“充值成功”提示，取走校园卡完成充值。

3.5 多媒体机

设备位置:

临港校区：一卡通服务大厅（图书馆 111 室）、行政楼一楼大厅、学生事务中心一楼大厅、

各宿舍底楼大厅，各食堂一楼大厅、图书馆二楼吧台旁

闵行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技术中心一楼大厅、图书馆一楼大厅、食堂一楼充值间外、

一卡通服务大厅（技术中心 A区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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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账户查询：将校园卡放置在读卡区域，点击“账户查询”，输入密码，可查看校园卡

状态。

2、缴费：将校园卡放置在读卡区域，点击“缴费”，可完成电控转账与小钱包充值（电

控转账可通过校园一卡通系统网上充值）。

3、余额：将校园卡放置在读卡区域，点击“余额”，无需输入密码，即可便捷查询卡内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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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遗失卡公告：可查询遗失卡相关信息。

5、挂失：点击“挂失”，输入学号或工号、密码，可挂失校园卡。

6、解挂失：将校园卡放置在读卡区域，点击“卡解挂”，输入密码，点击“确认”。

7、密码修改：将校园卡放置在读卡区域，点击“密码修改”，输入新/旧密码，即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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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限额修改：将校园卡放置在读卡区域，点击左侧“限额修改”，即可修改单日/次消费

限额。

9、帮助：点击“帮助”，可了解多媒体机功能简介。

3.6 补卡

校园卡遗失，可当天补卡，如不慎遗失校园卡，应及时登录校园一卡通系统或使用多媒体

机、自助补卡机挂失，挂失后方可补卡。

人工补卡

地点：

临港校区：图书馆 111 室

闵行校区：技术中心 A区 105

时间：

临港校区：8:00—17:00

闵行校区：8:00—16:30



上海电机学院信息化使用手册

48

自助补卡机

使用方法：

由于自助补卡机功能限制，临港校区自助补卡机仅支持本科生自助补卡，闵行校区自助补

卡机仅支持专科生自助补卡。

点击“自助补卡”，选择“学号+卡密码”，输入学号/、密码认证补卡。

补卡费用“20 元”从卡内余额扣除，若卡内余额不足，可使用支付宝或微信充值后补卡。

进入下一步，完成校园卡补办。

注：补办后的校园卡，系统已经自动将原卡内余额转移至新卡。

3.7 校园一卡通系统 https://card.sdju.edu.cn

校园一卡通系统可实现电控转账、挂失、消费记录查询等功能。

地址：https://card.sdju.edu.cn

https://card.sdju.edu.cn
https://card.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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