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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校园网简明使用指南 

 

前  言 

 

我院校园网是社科院城域网中的一个子网，通过电信公司的链路，经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接入 INTERNET。研究生院联

接至社科院带宽为 150M，全社科院共享 INTERNET出口带宽 1G。社科院城域

网为广大科研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在读研究生提供服务，同学们要充分利

用我院及社科院其他所局的网上资源，以学习、科研为重，养成良好的上网

习惯，遵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校园计算机网络管理办法》及国家关

于互联网的有关管理规定，合法使用校园网。 

希望校园网络信息服务对同学们的学业有所帮助。 

 

常用网址 

我院外网网站：http://www.gscass.cn 

我院内网网站（“数字研院”平台）：http://portal.gscass.cn 

我院校园一卡通 WEB 查询系统：http://10.27.0.37:8080/fabu 

我院图书馆网站：http://10.27.0.88 

我院图书馆 FTP：ftp://10.27.0.57 

社科院外网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 

社科院内网网站：http://10.1.1.10 

社科院上网认证系统登录和注销页面：http://192.168.7.3 

社科院图书馆远程访问系统：https://ra.nssd.org 

 

欢迎使用，并提出宝贵意见！ 

http://portal.gscass.cn/
http://10.27.0.37:8080/fabu/
http://10.1.1.10/
https://ra.n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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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线网设置 

1、上网前的准备 

每间学生宿舍都有两个网络端口，网口分别位于宿舍房间两侧的墙壁

上，只要用网线从端口连接正确安装网卡驱动程序的个人电脑即可，注意不

要连接到标有“HUAWEI EchoLife HG850a”的光纤盒上。 

2、IP 地址获取及设置路径 

①获取 IP 地址及子网掩码、网关、DNS 

见宿舍门上所贴“校园网 IP 设置”绿色标识，注意区分两个端口。 

②设置路径 

Win XP 系统下：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链接（右键

点击，选择属性）→Internet 协议（选择属性）→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再分

别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 

Win7 系统下：开始→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

本地连接（右键点击，选择属性）→Internet 协议版本 4（选择属性）→使用

下面的 IP 地址，再分别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 

设置成功后即可访问社科院内网，使用内网网上资源无需认证，可直接

上网浏览。 

3、访问外网登录方式 

①页面认证登录：通过登录社科院上网认证系统登录和注销页面

（http://192.168.7.3）输入正确的上网账号和密码即可访问外网，该登录方式

不受操作系统限制。 

②客户端认证登录：在 ftp://10.1.1.31/upload 下载安装 Dr.COM 上网认证

客户端（该程序由社科院图书馆提供），输入正确的上网账号和密码即可。 

特别提示：结束上网后，一定要进行注销以断开此次连接，避免因未注

销账号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http://192.1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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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网账号 

学生上网账号统一为研究生学号（注意首字母大写，如：B01500001），

初始密码为相关证件号（身份证号/护照号/军官证）后六位，该账号可在社

科院内使用。首次登录后，请尽快修改个人密码并妥善保存。 

个人上网账号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否则产生的安全问题及其

他后果由账号所有人负责。 

二、校园无线网 

1、校园无线网（标识为“GSCASS”）覆盖区域包括：室内区域（行政楼、

教学楼、图书馆）；室外区域（下沉式广场、图书馆东门前广场、图书馆回

字形天井、教学楼北侧及操场部分区域）。只有在上述区域内可接收到校园

无线网信号，如图 1 所示。 

 

图 1：校园无线网无线热点分布图 

 

2、校园网用户可通过笔记本、带无线功能的手机等无线终端连接到

“GSCASS”，从而接入校园网并免费访问内网资源。我院校园无线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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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ortal 认证方式，无需安装客户端，使用时打开浏览器即可进入认证页

面。无线网账号无需另行申请, 其用户名与本人校园网上网账号相同（注意

区分大小写），初始密码为相关证件号（身份证号/护照号/军官证）后六位。

初次登录后，请尽快修改个人密码并妥善保存。 

3、如需接入外网，其认证登录方式及网络流量计费标准与有线网相同。 

4、具体无线网络接入及使用方法请参见 http://portal.gscass.cn 办事大厅——

组织机构——网络中心——部门服务——服务指南——《校园无线网使用指

南》。 

三、上网收费管理 

1、研究生每人每月赠送 2G 基础网络数据流量，此流量不能累计使用，于每

月末清空。访问社科院内网的数据流量不进行计费。研究生院图书馆电子阅

览室为学生提供免费上网环境。 

2、超出流量采用预付费方式缴纳费用，并按照 0.005 元/M 计费。每次购买

不低于 1G（5 元/G）基本使用流量，购买的流量可累计使用。 

3、系统默认优先使用当月免费流量，免费流量用完后，再使用计费流量。

当账户流量为零时，账号将被自动挂起，重新购买流量后方可继续使用。 

4、每周三下午 13:30—16:30 可在网络中心购买网络数据流量。  

5、登录或注销时，均会有已用时长和流量的相关提示，也可随时登录用户

自助服务系统（http://10.1.1.31:8080/Self/nav_login），查询本人账户使用情况。 

6、详情请参见 http://portal.gscass.cn 办事大厅——组织机构——网络中心—

—部门服务——规章制度——《研究生院上网有偿服务实施细则》。 

四、计算机病毒防护 

校园网入网用户必须安装计算机防病毒软件，可从 http://10.27.0.16 下载

正版 Kaspersky（卡巴斯基）防病毒软件。 

 

http://portal.gscass.cn/
http://portal.gscass.cn:90/eapdomain/UserFiles/20070003/File/20120111034432.doc
http://portal.gscass.cn:90/eapdomain/UserFiles/20070003/File/20120111034432.doc
http://10.1.1.31:8080/Self/nav_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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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研院”平台（http://portal.gscass.cn） 

1、 平台简介 

该平台是集成了一体化系统、短信平台、图书管理系统等多个应用系统

的综合服务平台，包括通知公告、教学管理、校园服务、论坛等多项功能。 

2、 用户名及初始密码 

    用户名是学生学号，初始密码为相关证件号（身份证号/护照号/军官证）

后六位。 

3、 修改密码 

登录平台后，可在页面右上角的“个人设置”位置，点击“密码设置”

修改密码，同时可设置密保问题，以便忘记密码时自动获得新密码。为了个

人信息安全，登录平台后请尽快修改密码并妥善保存。 

4、 远程访问 

研究生在学期间可通过社科院图书馆远程访问系统（网址：https://ra.ns

sd.org），从外网接入社科院内网并访问“数字研院”平台。远程访问系统的

用户名是学生学号，初始密码为“123456”。初次登录后，请尽快修改个人

密码并妥善保存。 

六、校园卡应用 

1、校园卡功能 

目前校园卡可实现图书借阅，在图书馆、餐厅、医务室、体育馆、洗衣

房、超市等处进行刷卡消费以及门禁身份识别等功能。 

2、校园卡充值 

① 现金充值：在食堂一层充值点进行现金充值，时间为每周三 10:30—

12:30。 

② 自助转账：通过校园内各圈存机自助完成从银行账户（仅限本人在

北京市开户的工商银行账户）直接向校园卡转账。具体方法请参见

http://portal.gscass.cn/
https://ra.nssd.org/
https://ra.n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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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ortal.gscass.cn 部门工作——网络中心——部门服务——服务指南——

《校园一卡通银校功能操作指南》。 

3、消费与查询 

持校园卡进行消费时，当工作人员输入消费金额后，只需将校园卡平行

贴近 POS 机，待屏幕显示卡内金额减少后即可将卡取回，此时消费金额已从

卡内扣除。 

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学生证等，下同）和校园卡到网络中

心校园卡管理部可进行消费记录查询。 

4、图书馆借阅功能激活 

校园卡是使用我院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唯一有效证件。拿到校园卡后，

需先开通图书馆使用权限，方可在图书馆内使用。图书馆使用权限开通的办

理地点为图书馆综合管理办公室（B306）。 

新生入学后，需在规定时间修改相关信息，并可上传数码照片，图书馆

采集后将集体开通使用权限，具体方法另见图书馆最新通知。 

5、圈存机的使用 

在食堂一层、图书馆大厅、教学楼西侧一层大厅、四栋学生宿舍楼西段

一层分别设有圈存机。将校园卡放在圈存机指定位置，根据屏幕提示，点击

相应选项按钮即可。 

6、校园一卡通 WEB 查询系统（http://10.27.0.37:8080/fabu） 

通过该系统校园卡用户除可了解校园卡相关通知公告、规章制度及下载

相关表格外，还可进行卡片挂失、档案查询、卡有效期查询、一个月内流水

查询等在线操作。 

七、常见问题与解答 

1、 网络问题 

①忘记上网认证密码怎么办？ 

http://10.27.0.37:8080/f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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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持本人学生证到网络中心申请密码重置。身份核对无误并填写申请单

后，由网络管理人员进行密码重置。 

②出现网络故障怎么办？ 

网络在使用中出现各类故障是不可避免的。出现故障，确认不是您本机

的问题，可通过电话与网络中心工作人员联系或到网络中心办公室报修。 

③出现认证客户端账号被占用的提示，无法访问外网怎么办？ 

可持本人学生证到网络中心申请查询占用认证账号地址源（占用他人认

证账号将被停网一个月，情节严重者将交由校保卫处和学生工作处查处）。 

2、“数字研院”平台问题 

①忘记平台登录密码怎么办？ 

设置过密码保护的用户，可通过密保问题自动获得新密码，也可持本人

学生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到网络中心申请密码重置。 

②如何进行网上选课？ 

学校将定期开放选课系统，届时学生可通过平台进行选课。开放选课系

统之前教务处会在平台首页上发布通知，请同学们加以关注。 

3、校园卡问题 

①如何正确保存和使用校园卡？ 

我院校园卡为非接触集成电路卡，内置天线和电子芯片。平时请保持卡

面清洁，严禁在卡上打孔，勿重压、勿折、勿近高温。刷卡无方向性，贴近

感应区即可。 

②刷卡消费时，POS 机发出连续的“嘀”“嘀”„报警声怎么办？ 

说明此卡存在余额不足、损坏或已被挂失等问题，请到网络中心校园卡

管理部或食堂一层充值点进行咨询解决。 

③刷卡消费时，POS 机读卡器屏幕显示“1P1----”是怎么回事？ 

说明此卡累计消费金额超过了规定的额度或按规定需要输入消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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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用户服务与技术支持 

1、网络中心有关规章制度、表格、技术说明文档均可从“http://portal.gscass.cn

办事大厅——组织机构——网络中心”查阅。 

2、技术支持电子邮箱：yjsy-wlzx@cass.org.cn 

3、网络中心联系方式： 

 

部  门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综合管理办公室 教学楼三层 301 室 81360005 

网络运行部 教学楼三层 301 室 81360031 

软件系统部 教学楼二层 205 室 81360029 

网站建设部 教学楼二层 205 室 81360771 

校园卡管理部 教学楼三层 301 室 81360031 

mailto:yjsy-wlzx@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