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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对大学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提信息化建设对大学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提

供有力支撑，是我校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的供有力支撑，是我校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的

重要保障。“十三五”期间，我校不断加强信息化环境建设，大力推进重要保障。“十三五”期间，我校不断加强信息化环境建设，大力推进

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在网络基础设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在网络基础设

施、信息系统建设与信息服务、用户服务、安全管理等各方面取得了长施、信息系统建设与信息服务、用户服务、安全管理等各方面取得了长

足发展，为“十四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四五”期间，我校信息足发展，为“十四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四五”期间，我校信息

化建设将致力于探索“互联网 +”新型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模式，推动化建设将致力于探索“互联网 +”新型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模式，推动

学校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转变。学校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转变。

为方便用户进一步了解和充分使用校园网，我中心特挑选用户关心为方便用户进一步了解和充分使用校园网，我中心特挑选用户关心

的部分内容编制此校园网应用指南，希望对您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的部分内容编制此校园网应用指南，希望对您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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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并提出宝贵意见！欢迎使用，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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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身份认证 01

统一身份认证
统一身份认证是我校校园网基础服务平台，通过它您只

需要记住一套账户和密码，便可登录以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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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个人隐私

--------------------------------------------------------------------
为避免您的账号被盗用，系统已启动弱密码检测机制，使用弱密码登录后用户将被

提示修改密码，须完成修改密码后才能继续使用。用户需妥善保管自己的账号密码，当

您不再使用由本身份认证系统提供验证的应用时，请退出应用并彻底关闭浏览器，以免

因账号被他人使用时无法发现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个人账号仅限本人使用，不

得转借他人，否则产生的安全问题及其它后果由账号所有人负责。

1、账号与密码

--------------------------------------------------------------------
统 一 身 份 认 证 账 号 学 生 为 学 号， 教 职 工 为 工 号； 初 始 密 码 为 身 份 证 后 六 位

+ucass，如身份证号含“X”须大写。为确保用户账号安全，请新用户首次登录统一身

份认证后，尽快修改密码。

密码规则要求：须同时包含两种以上字符（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标点符号），

长度不得少于 8 个字符，且不包含账号信息和空格。

2、密码修改

--------------------------------------------------------------------
如需修改密码请登录校园门户 (https://info.ucass.edu.cn)，点击头像右侧“修改

密码”进行密码修改，完成手机号绑定和密码找回问题设置 , 以便忘记密码时找回。

若您忘记密码，可点击登录页面上的“忘记密码”使用预设的问题及绑定的手机号

进行重置（注：用户须预先登录校园门户，点击头像右侧“修改密码”完成手机号绑定

和问题设置）；也可通过“社科大移动校园”填写《统一身份认证密码重置》申请重置，

如果无法使用以上方式，且无法来现场办理，可通过邮件将您的学号、姓名及个人手持

有效证件的照片（须可识别证件信息和面部特征）发送至 service@ucass.edu.cn，由

人工进行密码重置。

校园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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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

一、校园网概况
----------------------------------------------------------------------------------------------

我校校园网分别通过教育网、联通、电信接入互联网，出口总带宽 5GB，并已开通

IPv6。我校良乡校区与望京校区通过联通和电信各 1G 链路实现互通互联，统一管理。

良乡、望京两校区均已实现有线与无线网络全覆盖。良乡校区各类网络设备共计

166 台，有线网络节点 6300 余个，无线 AP 节点 3490 个。望京校区各类网络设备共

计 116 台，有线网络节点 2400 余个，无线 AP 节点 712 个。2019 年 9 月校园网升级

改造完成后，有线网实现万兆主干，千兆到桌面；无线网实现双频 802.11ac	Wave2 信

号校园全覆盖。有线网、无线网互为备份，无线网已经实现无感知认证。

我校校园网为在校学生、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提供上网服务，请校园网用户遵守我

校校园计算机网络管理办法及国家关于互联网的管理规定，合法使用校园网。

	

二、网络设置
----------------------------------------------------------------------------------------------

1、校园网接入 

有线网：每间办公室墙壁上均有网络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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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校园网。

无线网：校园无线网标识为“UCASS”，校园网用户可通过笔记本、平板电脑、手

机等无线终端连接到“UCASS”。我校校园无线网采用 Web-Portal 认证方式，无需安

装客户端，使用时打开浏览器即可自动自动弹出认证页面。

网络中心只负责维护校园网，各运营商网络无法接入校园网。

 2、IP 地址获取及设置路径

IP 地址通过 DHCP 动态获取（注意要设置为自动获取地址），禁止手动配置 IP 地址，	

DNS 服务器地址同样需要设置为自动获取。

良乡校区校园无线网热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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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上网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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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页面地址与登录页面地址一致（http://go.ucass.edu.cn）。

	

5、无感知认证

目前我校校园无线网络面向所有用户已开启“无感知认证”，即用户使用某个无线

终端设备首次成功认证校园无线网络后，系统将自动记忆用户的登录信息，绑定用户该

终端的物理地址，后续使用该终端时无需再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正常使用网络，

自动实现认证，用户感知不到认证过程。

目前教职工上网账号支持 5 个设备同时在线，其中无感知认证可绑定 4 个无线设备。

如无感知在线设备数量超过 4 个，系统将自动解绑并下线最先连接校园网的无感知设备。

如果用户的无线设备超过 1 个月未连接校园网，后台将自动解除该设备的无感知绑定。

6、访客系统

为方便访客使用校园网，我校建设了校园无线网访客系统（无线网标识为“UCASS_

Guest”，使用手机号及验证码的方式认证），访客仅可以使用教学科研区的无线网络上网，

3、登录方式

上网账号：上网账号为统一身份认证账号，支持 5 个设备同时在线，用户需严格保

管自己的账号密码，以免因账号被他人使用时无法发现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密码修改：	目前我校上网认证计费系统已实现统一身份认证，上网账号密码与统一

身份认证系统账号密码一致，修改方法详见统一身份认证密码修改章节。

4、上网认证流程

在上网认证页面（http://go.ucass.edu.cn）输入正确的账号和密码即可访问内

网或外网，该登录方式不受操作系统限制。学生有线上网账号如超过 1 小时未产生流量

消耗，账号将自动下线。

第一步：

有线端：连接有线网后系统会自动触发弹出认证网页，如果不能弹出认证网页可在

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上网认证地址 http://go.ucass.edu.cn，即可打开认证页面。

无线端：连接无线网	“UCASS”后会自动触发弹出认证网页，如果不能弹出认证

网页可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上网认证地址 http://go.ucass.edu.cn，即可打开认证页

面。

第二步：

在认证页面框中输入上网账号与密码（即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账号与密码），学生用

户可在此页面选择“允许外网”或“仅内网”选项。如选择“仅内网”选项，用户仅可

以浏览校内网络资源，不耗费上网流量，但无法访问互联网；如选择“允许外网”选项，

用户可同时访问学校内网与互联网资源。

 

第三步：

点击登录按钮，认证完毕，可以正常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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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仅能访问外网，每个账号限使用一个上网终端。访客每人每月可使用 2048M 基础网

络数据流量，超出免费流量后将拒绝访问。

7、用户自助服务系统

用户可以登录用户自助服务系统 (http://self.go.ucass.edu.cn)，随时关注账号的

使用情况，并可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无感知认证，解绑无感知设备，如发现账号异常请

及时修改密码并联系网络中心做进一步处理。

校园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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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卡

一、校园卡的发放与启用
--------------------------------------------------

1、校园卡的发放

新入职教职工需填写《网络中心业务办理申请

表》，签字并盖章后，将该表交至网络中心，并提

供电子版相片进行校园卡实体卡的办理，校园卡虚

拟卡将同步启用。校园卡虚拟卡功能包括：校园码

扫码、校园卡充值、流水查询、卡片挂失、查询遗

失卡、照片采集、修改密码、解除绑定、修改限额、

网费充值与用水服务等。师生通过“中国社科大移

动校园”认证后，打开微信在通讯录中点击中国社

科大移动校园并进入“校园卡虚拟卡”业务，即可

进入个人虚拟卡账户页面。具体的虚拟卡使用请参考网络中心公众号。

 2、校园卡密码

校园卡初始密码为“123456”，初始密码无法在自助圈存机上进行银校转账。为

了账号安全及后续使用，拿到校园卡后需使用自助圈存机密码修改模块或者微信企业号

“中国社科大移动校园——校园卡虚拟卡——修改密码”变更初始密码（校园卡密码由

六位数字组成，用户在变更密码时，请勿使用六位相同的数字）。

何时需要使用校园卡密码：

〇	 当使用自助圈存机内的银校转账功能向校园卡内进行充值时；

〇	 使用校园卡虚拟卡相关功能时；

〇	 使用自助补卡机进行补卡时；

〇	 使用校园卡消费时提示超出消费限额时。

3、校园卡的启用

拿到校园卡后即可使用校园卡，如需使用校园卡进行消费，请先对校园卡充值。进

入图书馆前，应先开通图书馆使用权限，具体可查阅图书馆相关通知要求。

二、校园卡的使用
----------------------------------------------------------------------------------------------

1、校园卡功能

目前校园卡可实现图书借阅、自助打印，在餐厅、医务室、体育馆、洗衣房、超市、

图书馆等处进行刷卡消费以及门禁身份识别等功能。

注：开水房、浴室的无卡消费将使用虚拟卡预约码，具体操作详见网络中心公众号。

2、校园卡实体卡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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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校园卡实体卡是非接触集成电路卡，内置电子芯片，刷卡无需方向性。

②使用时请将卡贴近感应区使用。	

③保持卡片清洁，严禁卡上打孔。	

④勿重压，勿折，勿近高温。	

3、校园卡实体卡损坏后的处理

如果校园卡实体卡不能正常使用，用户可前往网络中心校园卡管理部进行处理，网

络中心校园卡管理部将会对该校园卡进行修复操作。若无法修复，则需要申请置换新实

体卡。校园卡虚拟卡使用不受影响。

三、校园卡充值
----------------------------------------------------------------------------------------------

1、现金充值

校园卡一卡通现金充值机与银行 ATM 机存入现金功能类似，现金充值机仅支持

100 元现金充值。

良乡校区：一食堂一层设现金充值机，在一食堂营业时间内均可进行现金充值操作。

望京校区：学生食堂一层设现金充值机，在学生食堂营业时间内均可进行现金充值

操作。

2、自助转账充值

通过校园内各一卡通圈存机完成从银行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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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乡校区：一食堂一层、二食堂一层、图书馆大厅、教学楼西侧一层大厅、教学楼

330 网络中心办公室、各研究生宿舍楼及本科生宿舍楼一层均设有自助圈存机。

望京校区：学生食堂一层、办公楼一层、图书馆一层均设有自助圈存机。

3、微信移动端转账充值

用户可在微信企业号“中国社科大移动校园”中的“校园卡虚拟卡”内选择“校园

卡充值”进行转账，转账后金额实时到账校园卡账户。

四、校园卡挂失、解挂及招领
----------------------------------------------------------------------------------------------

1、校园卡的挂失与解挂

校园卡的挂失：如果用户校园卡实体卡不慎遗失，应首先进行挂失，可以通过以下

途径进行挂失：

①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到网络中心办理挂失手续。

②通过校园一卡通自助圈存机自助服务系统进行卡片挂失操作。

③通过“中国社科大移动校园→校园卡虚拟卡→卡片挂失”模块进行线上挂失。

校园卡的解挂：如用户的校园卡挂失后又找回，可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校园卡到

网络中心办理解挂手续。	

温馨提示：若用户已经申领补办了新实体卡，旧实体卡将无法使用。校园卡实体卡

的挂失不影响校园卡虚拟卡的使用。

校园卡的招领：用户可使用移动校园——校园卡虚拟卡，进行遗失卡登记及寻

找失卡。

五、校园卡实体卡补办、退卡
----------------------------------------------------------------------------------------------

1、校园卡实体卡的补办

①自助补卡：自助补卡机可实现“银行卡转账，微信扫码支付，卡余额抵扣”方式

扣除补卡费用进行自助补卡。

良乡校区：自助补卡机位于研究生教学楼三层 330 网络中心办公室门口。

望京校区：自助补卡机位于办公楼一层。

②人工补卡：

用户可前往财务处交纳	15 元工本费，持财务处出具的收据以及本人有效证件（身

份证、护照等）前往网络中心办理补卡。或前往网络中心 330 办公室，扫描二维码（微

信、支付宝均可）缴纳 15 元工本费，并出示本人有效证件进行补卡。

2、校园卡退卡

用户在退卡前需到图书馆确认图书是否清还，并缴清在图书馆可能产生的费用，确

认图书馆服务已终结后，方可携带离职转单至网络中心校园卡管理部进行退卡。

办理结算卡余额，分为有卡注销和无卡注销：

①有卡注销：当天可凭借网络中心开具的退费凭证至财务处办理退费手续，同时校

园卡虚拟卡失去使用功能。

②无卡注销：周期为两天。第一天进行无卡预注销，同时校园卡虚拟卡失去使用

功能。预注销后第二个工作日进行销户并开具退费凭证。用户可凭借网络中心开具的

退费凭证至财务处领取余额。



社科大网站群 1514

社科大网站群

2019 年，我校新版网站群上线运行。

新版网站群建设紧紧围绕网站功能定位，

优化顶层设计，实现了统一标准、统一部

署、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与统一安全体系，

支持移动终端访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官网

网址：www.ucass.edu.cn

1、教师主页
--------------------------------------------------

1、简介

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校教师风采，

促进我校教师对外交流，展现我校在教学、

科研及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学校建设了

教师个人主页网站平台。教师可以登录平

中的校园门户，进入校园门户后，点击“系

统直通车”栏目右上角的“查看更多”，

找到“教师主页系统”，即可进入。

2、全景校园平台
--------------------------------------------------

1、简介

社科大全景校园，采用 720 度全景

技术还原校园环境，场景包括航拍、高杆

拍摄、地面外场景拍摄、内场景拍摄，进

台，建立个人主页，展示个人基本信息、

教学情况、研究方向、著作及论文成果、

学生信息、招生信息等内容。

首 页 网 址：http://teacher.ucass.

edu.cn

2、登录方式

登 录 校 园 门 户（https://info.

ucass.edu.cn）后，点击	“系统直通车”

栏目右上角的“查看更多”，找到“教师

主页系统”，即可进入。

校外网用户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 VPN 系统进行登录。

操作步骤：首先登录 https://vpn.

ucass.edu.cn；然后点击 VPN 资源列表

行实景漫游导览，使浏览者身临其境地畅

游校园。

2、平台网址

全景校园平台

网址为 http://view.ucass.edu.cn

3、功能涵盖

图文热点、视频热点、导航栏、全景

推广、随图分享、场景分组、评论、自动

旋转、VR 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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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门户 171616

校园门户

1、简介

校园门户基于“一体化服

务”和“融合门户”理念，整

合校内信息服务资源，建有个

人中心、我的收藏、日程、微

应用、系统直通车、一站式服

务平台、个人数据中心、活动

发布、通知公告、部门服务、

正版软件等模块，提供全站搜

索功能，为师生提供简洁的融

合界面，并支持移动端无差别

使用。 PC 端访问校园门户首页 手机浏览器访问校园门户首页



移动校园 1918

2、登录方式

校园门户登录网址为 https://info.ucass.edu.cn（注：

在外网登录时，将自动跳转进入社科大 VPN，用户需点击

页面上的“校园门户”进入系统）

3、账号及初始密码

账 号 密 码 与 统 一 身 份 认 证 系 统 账 号 密 码 一 致， 即 账

号为本人教职工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ucass，

例 :123456ucass。如身份证号含 X 需大写。

4、修改密码

登录平台后，点击头像右侧“修改密码”操作，同时可

设置密保问题、绑定手机号和微信，以便忘记密码时找回。

为了个人信息安全，登录门户后请尽快修改密码并妥善保存。

移动校园

1、简介

移动校园是我校依托微信企业号建设

的移动端综合功能平台，全称为“中国社

科大移动校园”，教工用户关注后可查看

校内通知、使用一站式服务、参与线上活

动、进行一卡通相关支付操作等。

 2、移动校园加入方式

扫 描 移 动 校 园 认 证 二 维 码 → 进 入

“统一身份认证页面”→	 账号为工号，

初 始 密 码 为 身 份 证 后 六 位 +ucass，

例 :123456ucass，如身份证号含 X 需大

写	 →	 填写微信绑定的手机号→提交后，

长按页面二维码关注即可完成。

 3、移动校园二维码

校园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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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服务平台 2120

一站式服务平台

1、简介

“一站式服务大厅”，是为师生提供一站式便捷办事的服务平台，基于此平台可以

方便快捷地定制表单、搭建流程，建立跨部门、跨系统的流程中心，更好地服务于广大

师生。另外“一站式服务平台”对接了数据中心，能够有效利用各业务系统的数据资源。

“一站式服务大厅”除提供有电脑端服务外，还具备移动端审批模式，现已入驻“中国

社科大移动校园”，师生可随时随地通过移动校园填写申请、查看审核状态，审批人员

也可随时审批，有效提高了办事效率。

2、登录方式

用户在电脑端可登录校园门户，在左侧“快速链接”中点击“一站式服务大厅”进入，

也可直接通过网址 https://easy.ucass.edu.cn 进行访问。

用户在移动端可通过“中国社科大移动校园”企业号，点击“一站式服务大厅”进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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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大 VPN 系统 2322

中国社科大 VPN 系统

1、简介

中国社科大 VPN 采用 WebVPN 方式，基于浏览器运行，支持 Web 网页认证与客

户端认证，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使用体验（部分无法通过 Web 网页认证访问的资源，

需安装客户端），登录成功后，即可正常访问校内业务系统、图书馆电子资源与社科院

图书馆电子资源。

2、访问地址

https://vpn.ucass.edu.cn

移动设备在浏览器中输入以上网址，登录及使用方式与电脑端相同。

3、账号与密码

账号密码与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一致（详见统一身份认证章节内容）。

若您忘记密码，可通过“中国社科大移动校园”中的一站式服务大厅申请《统一身份

认证密码重置》进行密码重置，或参照统一身份认证密码修改章节内容进行密码重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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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大邮箱 2524

社科大邮箱

1、简介

为充分发挥电子邮件系统的服务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学

生对外交流、留学申请等工作，我校与腾讯企业邮箱合作，建立了使用学校域名的“社

科大邮箱”。	

	“社科大邮箱”采用了腾讯公司企业版邮件系统，并进行了应用集成和定制开发。

邮箱用户界面友好，功能丰富便捷，可与微信、QQ 绑定，支持重要来信提醒、专属 PC

客户端和移动客户端等特色功能，同时该邮件系统具有智能反垃圾系统和境内外多服务

器分布部署的特点，较好地解决了垃圾邮件和向境外发信被退信等问题。

2、登录方式

用户可通过社科大邮箱单独访问地址 https://mail.ucass.edu.cn 进入邮箱。

同时也可通过登录校园门户（https://info.ucass.edu.cn）后，点击左上角“个

人信息”下方的“未读邮件数”，即可进入。如首次使用社科大邮箱，需先通过社科大

邮箱单独访问地址登录，修改初始密码后，方可点击“未读邮件数”进入邮箱。

	

3、用户名及初始密码

教职工用户账号为工号，初始密码为 Mail 加用户身份证号后六位（初始密码中的

M 要大写）。首次登录“社科大邮箱”时，须按照腾讯企业邮箱的密码规则重新设置密

码，设置成功后，在使用地址 https://mail.ucass.edu.cn 登录邮箱时，须使用新密码。

4、修改密码

登录社科大邮箱后，可在页面左上角的“设置”—“帐户”—“帐户安全”—“修

改密码”中进行修改。用户也可在“设置”中进行“微信绑定”，绑定成功后可使用微

信进行扫码登录，无需重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为了个人信息安全，登录社科大邮箱后

请尽快修改密码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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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软件服务平台 2726

正版软件服务平台

1、简介

为了加强学校信息化建设，保护软件版权，完善信息安全管理，满足学校教学、科研、

办公使用正版软件的需要，网络中心建设了正版软件服务平台。该平台面向的用户范围

为教学用计算机、办公用计算机、在校师生个人计算机等。

2、登录方式

登录校园门户（https://info.ucass.edu.cn）后，点击“系统直通车”内的“正版

软件服务平台”，进入后选择所需产品及版本进行下载后即可安装使用。

3、软件类型

目前正版软件服务平台提供的正版软件主要是微软桌面套装软件，主要包括：	

Windows	10 系统合集（建议安装专业版），金山 PDF 专业版，金山杀毒、Office	

2010、2013、2016、2019 办公软件、Office	for	Mac	2011、2016、2019 办公软件，

5、个性别名

教职工用户除工号账号外，还拥有一个以姓名全拼命名的个性别名账号，用户也可

使用该账号登录“社科大邮箱”。如遇重名情况，系统将会在姓名全拼后加上数字进行

排序，如 zhangsan、zhangsan1、zhangsan2 以此类推。用户如对系统生成的个性

别名不满意，网络中心可提供一次修改机会，请访问一站式服务平台搜索“社科大邮箱

别名”申请办理。

6、通讯录

为满足教职工与部门其他人员的沟通，“社科大邮箱”面向教职工提供全校邮箱通

讯录服务，供用户初始化通讯录使用，之后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更改。

7、部门邮箱与管理

如各部门有开通社科大部门邮箱的需求，可在一站式服务大厅中申请“部门邮箱业

务办理”—“账号新建”进行办理。部门邮箱需从邮箱的独立页面登录，登录邮箱后应

立即修改密码，以保障部门邮箱账号的安全。

部门邮箱需指定专人即部门邮箱管理员负责邮箱使用，如部门邮箱管理员因调岗、

离职等原因产生空缺，该部门需尽快指定新的邮箱管理员接任，并在一站式服务大厅中

申请“部门邮箱业务办理”—“管理员变更”进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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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媒体平台（IPTV） 2928

校园媒体平台（IPTV）

1、简介

为完善校园网络服务，满足全校师生对

视频资源发布及观看的需求，我校建设了校

园媒体平台。校园媒体平台向全校师生提供

通过校园网收看高清及标清视频节目的服务。

2、登录方式

登 录 校 园 门 户（https://info.ucass.

edu.cn） 后， 点 击“ 系 统 直 通 车” 中 的

“校园媒体平台”即可进入。也可访问网

址 http://iptv.ucass.edu.cn 进入。校园媒

体平台目前只对校内开放，校园网用户可

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等终端收看节目。

3、功能涵盖

电视直播：可收看我校卫星电视系统

接收的卫视节目，包括央视及地方卫视等

43 个电视频道。

现场直播：可将学校各部门举办的重

大活动、学术讲座、重要会议、文艺演出、

体育赛事等进行网络直播及大屏幕投放，

网络中心提供相应接口。

在线点播：可播放校内视频资源，并

具有回看、暂停、后退、快进等功能。

学校各院系、部门、学生社团如有优质

视频资源，请联系网络中心进行资源上传。

其中 Office	2010 包括 32 位和 64 位两个版本，其

余系统和办公软件均为 64 位版本。今后该服务将逐

步增加包括优秀国产软件在内的其他正版软件。

4、软件激活

平台面向每位教职工用户提供 Windows 与 Office 激活权限各十次。同一用户账号

用同一软件在同一电脑上每激活一次，消耗一次激活权限。同一账号的同一软件可以激

活十台电脑。激活权限每自然年重置一次，当年激活权限用尽后，可向网络中心提交增

加激活权限申请，经网络中心批准后，可增加激活权限次数。

平台提供的正版软件安装完成后有 30 天试用期，请在试用期内到平台下载并执行

“激活客户端”进行激活操作。激活后 180 天内，如果机器与校园网产生过断开现象（断

开现象是指您的计算机连续 135 天没有连接校园网），180 天后系统会还原到 30 天试

用期状态，请重新运行激活客户端进行激活。如用户的终端设备一直保持连接校园网，

则激活 180 天后，无需用户操作，系统与软件将在后台自动进行激活。

平台提供的 Office	for	Mac	2011、Office	 for	Mac	2016 无需激活操作，下载安

装后即可使用；Office	 for	Mac	2019 安装后需执行下载文件中的激活插件进行激活，

无需使用平台提供的激活客户端。

运行“激活客户端”后，用户需进行身份认证，方可进行软件与系统的激活操作。

运行激活客户端前，请用户先关闭电脑上的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等产品，避免激活客户

端被拦截。登录激活客户端使用的账号密码与登录校园门户的账号密码一致。激活需在

校园网环境下进行，如使用校园无线网进行激活，请完成两步上线认证。如在校外，可

使用大学 VPN 连接校园网，对正版软件服务平台提供的软件进行激活。

29



公共资源 3130

公共资源

校园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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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332

常见问题

1、网络问题

① 出现网络故障怎么办？

网络使用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类故障。排除个人计算机问题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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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为什么我修改了校园门户的密码后，登录校园网时提示我密码错误呢？

目前我校网络计费系统已实现统一身份认证，上网账号密码与校园门户账号密码一

致，如果用户修改了校园门户的密码，则登录校园网时应当使用修改后的密码进行登录。

2、校园门户问题

① 忘记门户登录密码怎么办？

若您忘记密码，可点击登录页面上的“忘记密码”使用预设的问题及绑定的手机号

进行重置（注：用户须预先登录校园门户，点击头像右侧“修改密码”完成手机号绑定

和问题设置）；也可通过“社科大移动校园”填写《统一身份认证密码重置》申请重置，

如果无法使用以上方式，且无法来现场办理，可通过邮件将您的学号、姓名及个人手持

有效证件的照片（须可识别证件信息和面部特征）发送至 service@ucass.edu.cn，由

人工进行密码重置。

3、校园卡问题

① 我的校园卡为什么不能绑定银行卡？

出现此问题可能是您没有修改校园卡的初始密码，初始密码无法进行银校绑定。

4、社科大邮箱问题

① 忘记邮箱密码怎么办？

如果用户设置了密保邮箱，那么可以通过社科大邮箱登录页上的“忘记密码”进行

密码找回。如未绑定密保邮箱，请您通过“社科大移动校园”中的一站式服务大厅申请“邮

箱密码重置”。若未关注认证移动校园，请致电网络中心。

② 如何进行社科大邮箱个性别名修改？

访问一站式服务平台搜索“社科大邮箱别名”申请办理。

5、正版软件服务平台问题

① 为什么我无法使用激活客户端激活 Windows 和 Office ？

首先要确认电脑是否连接了校园网，激活需在校园网环境下进行；其次要检查电脑

的时间与日期设置是否正确；第三要确认终端上所安装的 Windows 系统与 Office 软件

是从正版软件服务平台上下载的；第四查看激活客户端上的激活次数是否用尽。如果以

上问题均已排除，请联系网络中心进行处理。

② 我能否使用 VPN 在校外激活 Windows 与 Office ？

可以使用 VPN 在校外对正版软件服务平台提供的系统和软件进行激活。

③ 为什么我无法运行激活客户端？

运行激活客户端前，请用户先关闭电脑上的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等产品，避免激活

客户端被拦截。

④ 我的激活次数用尽了怎么办？

目前，平台面向每位用户提供 Windows 与 Office 各十次激活权限。激活权限每自

然年重置一次，当年激活权限用尽后，可向网络中心提交增加激活权限申请，经网络中

心批准后，可增加激活权限次数。

32



用户服务 3534

用户服务

1、网络中心有关规章制度、表格、技术说明文档均可从内网“校园门户（https://

info.ucass.edu.cn）——部门服务——查看更多——发布部门选择网络中心”中查阅。

2、网络中心部门外网网站：http://nc.ucass.edu.cn

3、网络中心各项业务服务指南可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网络中心”公众号进

行查阅。

	

4、网络中心服务邮箱：service@ucass.edu.cn

5、网络中心联系方式：

望京校区：

办公地点：行政楼 105、106 办公室

办公电话：69386269

部门

综合管理办公室

网络运行部

软件系统部

校园卡管理部

网络安全部

用户服务部

办公地点

教学楼三层 320 室

教学楼三层 326 室

教学楼三层 324 室

教学楼三层 330 室

教学楼三层 321 室

教学楼三层 330 室

办公电话

81360482

81360185

81360029/81360771

81360031

81360009

8136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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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网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门户网站：https://www.ucass.edu.cn

校园门户（内网）：https://info.ucass.edu.cn

社科大邮箱：https://mail.ucass.edu.cn

中国社科大 VPN 系统：https://vpn.ucass.edu.cn

大学图书馆网站（内网）：https://lib.ucass.edu.cn

中国社会科学院门户网站：http://cass.cssn.cn

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网网站：http://10.1.1.10

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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