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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校区校园网自 2007 年 9 月开始建设至今，服务内容日

趋丰富。为方便广大师生用户使用校园网，特编写此手册，

以期用相对简明的文字概括出校园网的总体情况，同时简单

介绍若干主要功能的使用方法。 

我们衷心希望这本手册能成为您使用校园网的小助手。 

服务热线电话：0591-22863333-800 

主页：http://nic.fjut.edu.cn 

E-mail: net@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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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园网概况 

近年来，校园网建设已得到长足的进展。截至 2011年 10

月，学校信息点总数逾 1.9万个；校园网主干线路为 10G，服

务器 1000M 双链路接入，桌面 100M 接入，实现全网 IPv6 部

署；校园网分别接入 CERNET、ChinaNET、CNCNet 及 CERNET2

等，总出口带宽达 2.2G。校园网配有高性能刀片服务器以及

大容量存储系统，提供 DNS、Email、FTP、WWW、VPN 接入及

IPv6应用等应用服务，并开设 IPTV、时间同步服务、微软自

动更新服务、卡巴斯基杀毒软件系统中心等信息服务和安全

服务网站。 

在校园网建设中，先后实施了“校园网四层网络构架”、

“不对等双归属链路”、“出口业务处理双环结构”、“基于可

聚类的 IPv6地址规划”、“双网段用户自服务机制”等创新技

术，其科学性在实际运行中得到充分的验证。在运行管理中，

坚持以不断提升研发水平来加强服务能力，积极开展下一代

互联网应用技术研究及其他相关课题研究，先后自行研制开

发了 VPN 接入、虚拟主机管理、用户准入控制、网络监控、

视频组播等系统，经数年实际运行，已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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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入网与服务申请流程 

2.1 已入编人员申请流程 

对于已入编人员，请携带人事处开出的报到单到网络信

息部填写《福建工程学院校园网入网申请表》（表格下载地址：

http://nic.fjut.edu.cn），经审核、确认后将予以开通入网，同时

可选开通校园网认证客户端账号、邮箱账号及 VPN 账号，默

认用户名为工号，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如有 X 的均为大写）。 

2.2 未入编人员申请流程 

对于暂未入编人员，若急需使用校园网，请下载《福建

工 程 学 院 校 园 网 入 网 申 请 表 》（ 表 格 下 载 地 址 ：

http://nic.fjut.edu.cn），填写完成后送交所属部处或系部审批，

并加盖公章后提交网络信息部，经审核确认后予以开通入网，

将开通校园网认证客户端账号、邮箱账号及 VPN 账号，用户

名自取，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如有 X 的均为大写），有效期

为六个月。入编后需执行 2.1 已入编人员申请流程。 

其余，各实验室所需短期实验账号、各单位短期来访人

员账号等也参照本流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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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园网接入与配置方法 

3.1 有线接入 

3.1.1 物理连接设置 

信息插座在各办公室的墙壁距地约 30 厘米处，会有一个

白色的接线盒面板，面板上面有一个至两个小孔。如果只有

一台电脑上网，那么只需要用网线直接将接线盒内的模块和

电脑网卡相连即可。如果有多台电脑需要上网，而网线插孔

又不够，此时则需要使用一台小型交换机或路由器，然后用

一根网络线将墙上的模块连接到交换机上，再把要上网的电

脑连接到交换机即可（如果是路由器的话，切勿把网线接在

WAN 端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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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设置本机 IP 地址 

目前办公楼都采用自动获取 IP 地址的方式。如果系统本

身就是自动获取 IP 地址，那可以跳过本步骤，否则请按以下

步骤操作：（以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为例）首先进入“网络

连接”窗口。可通过“我的电脑”->“网上邻居”->“查看网

络连接”或“开始”->“控制面板”->“网络连接”进入。

 

然后选择“常规”选项卡中的“Internet 协议(TCP/IP)”，

单击“属性”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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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新弹出窗口中的“常规”选项中选择“自动获得

IP 地址”与“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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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后，网络连接设置完成。 

 

3.1.3 锐捷认证客户端安装与使用 

认证客户端是整个校园网安全联动的前哨，也是用户端

网络故障维修维护的有力助手。客户端提示的信息将用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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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排除、安全问题的沟通、以及信息沟通。 

在设置完网络连接后，您还需要下载安装锐捷认证客户

端才可上网。 

从校园网站下载安装包 Ruijie4.31.rar （下载地址：

http://net.fjut.edu.cn/softwares/Ruijie4.31.rar ），双击，按下列

图示步骤操作。 

 

 

http://net.fjut.edu.cn/softwares/Ruijie4.31.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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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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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安装完客户端软件后，请重新启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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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后双击桌面“锐捷认证客户端”图标  

 

3.1.4 修改认证客户端密码 

基于安全考虑，请用户定时修改密码。修改方法，登陆

http://t.fjut.edu.cn, 看到下面的图示。 

填写您的工号 

默认密码是您身

份证最后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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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然后通过【个人信息】－>【修

改密码和个人信息】，来修改密码。 

填写您的工号 

默认密码是您 

身份证最后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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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关于绿色通道 

考虑到部分新用户暂时没有校园网账号或者不方便使用

校园网账号，但又需要访问校内的某些资源，网络信息部专

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即免认证账号即可访问的网站），当然基

于安全考虑，经绿色通道上网是不能访问外网的。 

具体使用方法为：将自己的电脑连到校园网络端口上，

将 IP 地址设置为自动获取后，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访问绿色通

道内的网站了。 

绿色通道内的网站有： 

教务管理系统 http://jiaowu2.fjut.edu.cn/ 

图书馆主页及电子资源  http://lib.fjut.edu.cn/ 

工程学院首页 http://www.fjut.edu.cn/ 

学校各系部网站、学校各部门网站 

校园网论坛 http://net.fjut.edu.cn/ 

http://jiaowu2.fjut.edu.cn/
http://lib.fjut.edu.cn/
http://lib.fjut.edu.cn/
http://www.fjut.edu.cn/
http://www.fjut.edu.cn/
http://net.fjut.edu.cn/
http://net.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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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线接入 

校园无线网络目前已部分覆盖，具体地点为：北区图书

馆、北教大教东 1-3、田家炳楼，南区教学 1#楼等。 

校园网无线网络有两个 SSID（fjut-lan 和 fjut-internet）。 

fjut-lan：如果连接此热点，则无需账号密码，直接输入网

址即可。为安全考虑，只能访问校内的网站，也就是绿色通

道内的网站（关于绿色通道请参见 3.1.5 校园网绿色通道的使

用）。 

fjut-internet：如果连接此热点，可以访问外网，但必需要

有校园网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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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步骤如下： 

1、打开“网络连接”窗口。 

方法一：右键点击“网上邻居”——“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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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点击桌面左下角“开始”——“控制面板”——

“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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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击“无线网络连接”——“查看可用的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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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无线网络连接”窗口点击“刷新网络列表”，

右边会出现可用的无线网络，选择 ID 号为“fjut-internet”，再

点击右下方的“连接”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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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会自动获取 IP 地址，获取成功后“fjut-internet”

会显示“已连接”字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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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开 IE 浏览器，随便输入一个地址，这时会自动跳转

到认证页面，如下图，在此页面中输入您的锐捷账号和密码

（账号一般为工号，密码默认为身份证最后六位），服务类型

根据您的身份选择，然后点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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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VPN 接入 

VPN 是专为居住在校外或出差在外的教职工提供的安

全、经济地访问校内资源的服务。通常情况下，您在校外是

无法访问校内的某些资源的，例如：教务系统、图书馆电子

期刊等限定校园网访问的资源等，但通过 VPN 接入您就可以

随心所欲地访问这些资源。前提是您必需要事先申请过 VPN

账号（参阅 2.1、2.2 校园网用户申请流程）。 

3.3.1 WinXP 或 Win2003 用户 VPN 接入步骤 

1、下载 VPN 连接配置文件到本地电脑：下载地址                          

http://vpn.fjut.edu.cn/download/fjutvpn2.rar  

2、用解压缩软件（如 WinRAR）对下载的文件进行解压

缩。  

3、进入解压后的文件夹，点击“双击自动创建 VPN 连

接.bat”，自动创建 VPN 连接。执行完成后重启电脑。 

http://vpn.fjut.edu.cn/download/fjutvpn2.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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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脑重启完成后，在桌面右击“网上邻居”，选择“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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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fjutvpn”进行拨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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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连接”按钮进行网络

连接。 

 

7、在电脑的任务栏处（电脑屏幕右下角）出现如下界面

时，证明您的连接已经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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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Win7 用户 VPN 接入步骤 

1、打开网络连接，点击“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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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连接到工作区”，创建 VPN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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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 Internet 地址：vpn.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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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您的 VPN 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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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闭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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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 VPN 连接，在 VPN 连接窗口中，点击“属性”

按钮进行相关设置。 

 

 

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点击“安全”选项卡，按照如

下图所示的对“VPN 类型”和“数据加密”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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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电脑会出现获取不到 DNS 地址的情况，造成只能通

过 IP 地 址 访 问 网 站 而 不 能 通 过 域 名 （ 如

http://lib.fjut.edu.cn/）访问。 

需要进行如下设置： 

（1）在属性对话框上选择“网络”选项卡。点击“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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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版本 4（TCP/IPv4）”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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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 DNS 服务器的地址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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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连接”按钮，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即可通过

VPN 登录校内的各个系统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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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校园 Email 邮箱客户端的配置 

校园 Email 邮箱服务网址为：http://mail.fjut.edu.cn  

默认邮箱容量为 1G，若因工作需要更大的邮箱容量，请

与网络管理员联系扩容。 

为了能够及时方便地收发邮件，我们可以利用邮件客户

端来为我们定时收发邮件，免去频繁登陆邮箱的麻烦。Email

客户端有多种，例如 windows 系统自带的 Outlook Express，

您也可以自己下载 Foxmail，均可以使用，下面以 Outlook 

Express 为例介绍一下配置方法。 

1、点击“开始”－>“程序” －> “Outlook Express”

http://mail.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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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 Outlook Express，Windows 系统自动启动 Internet

连接向导的电子邮件设置。在“显示姓名”后的文本框里键

入您想显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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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下一步，输入您申请的电子邮件地址。 

 

4、点击下一步后，进行电子邮件服务器名设置， 邮件接

收服务器选择 POP3，接收邮件服务器和发送邮件服务器都填

写：mail.fjut.edu.cn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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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 Internet Mail 登录窗口中，账户名填写完整的邮件

地址（例如：net@fjut.edu.cn）,密码填写您的邮箱密码，

点击下一步； 

 

6、点击“完成”，就完成了设置。 

当然这样设置完后每次收取邮件就会自动删除服务

器上的邮件，有可能您要保存副本在服务器上，您还需

要进行如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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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工具”->“账户”,如下图 

 

2、选择“邮件”选项卡，选中您的邮件账户，再点击“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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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窗口中点“高级”，在“在服务器上保留邮

件副本”前的复选框前打上钩，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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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园网常用资源 

4.1 FTP 服务 

为了方便在校的师生获取学习资料和相关的软件，校内

有着各种丰富的资源，并以 FTP 的形式提供给大家使用。大

家可以通过 FTP 客户端下载这些软件和资源。 

FTP 地址：ftp://ftp.fjut.edu.cn   匿名方式即可登陆下载 

热心的老师还可以上传自己认为好的资源到 FTP 上，上

传前请看《FTP 上传相关事宜》（http://net.fjut.edu.cn 论坛的

FTP 板块）。 

上传地址：ftp://ftp.fjut.edu.cn   

上传用户名：upload 

    密码：upload 

基于安全考虑，上传完成后需等待管理员审核通过后，

方可提供下载。 

 

FTP 客户端（FlashFXP）下载地址：

http://net.fjut.edu.cn/softwares/FlashFXP.rar  

ftp://ftp.fjut.edu.cn/
http://net.fjut.edu.cn/thread-210-1-1.html
http://net.fjut.edu.cn/
ftp://ftp.fjut.edu.cn/
http://net.fjut.edu.cn/softwares/FlashFXP.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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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FXP 具体的使用教程请参看：

http://net.fjut.edu.cn/thread-159-1-1.html 

 

注意事项： 

校内 FTP 是不允许外网访问的，请在使用前关闭校外的

代理。 

FTP 限制 3 个连接/1 个 IP，请不要开多个 FTP 客户端以

防止连接数超标。 

4.2 FTP 搜索服务 

为方便大家下载 FTP 上的资源，特开设了 FTP 资源搜索

服务，对 FTP目录结构不是十分了解的用户可以尝试使用 FTP

搜索服务：http://g.fjut.edu.cn 。 

这 个 服务 使用 起来 非常 简单 。只 要用 IE 打 开

http://g.fjut.edu.cn 这个地址，然后输入你要搜索的关键字就可

以，系统就会告诉你找到的软件在哪个 FTP 的哪个目录。然

后你就可以通过 FTP 软件到该地址去下载。校内 FTP 目前对

校内用户都是不限制速度的，在正常情况下下载速度应该是

从其他途径获得无法比拟的。 

http://net.fjut.edu.cn/thread-159-1-1.html
http://210.34.192.12/
http://210.34.1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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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3 校园网论坛 

对校园网的使用有任何疑问，或者有一些建议或意见，

均可到校园网论坛发表，地址为：http://net.fjut.edu.cn 。 

4.4 电视转播服务 

为了丰富在校师生日常生活娱乐需求，获取电视资讯，

校内网提供校园电视转播服务，并以电视墙及电视转播客户

端两种形式提供给大家使用。 

使用方法： 

a. 安装 VLC 软件，下载地址：

http://speed.fjut.edu.cn/down/vlc.rar 

b. 打开校园网络电视墙 http://iptv.fjut.edu.cn  

c. 选择相应的电视频道 

d. 点击右下角的预览图下方的链接即可。 

电视转播客户端 FJUTV： 

电视转播客户端 FJUTV 目前最新版本为 1.7 ，下载地址： 

http://net.fjut.edu.cn/fjutv/FJUTV.msi 下载客户端后，点击安装

后选择所需频道即可。 

http://net.fjut.edu.cn/
http://speed.fjut.edu.cn/down/vlc.rar
http://speed.fjut.edu.cn/down/vlc.rar
http://speed.fjut.edu.cn/down/vlc.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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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校园网 IPv6 的使用 

IPv6 是用于替代现行版本 IP 协议（IPv4）的下一代 IP 协

议。 

我校现在全网均已部署开通 IPv6，只要安装协议即可自

动获得 V6 地址。 

具体安装方法： 

WindowsXP/Windows 2003 操作系统用户：点击左下角的

“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输入 ipv6 install”回

车。提示 success 的时候，重启电脑。 

VISTA 和 WIN7 已经内置了 IPV6 协议，无需安装。 

推荐客户端：uTo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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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管理系统地址:http://jiaowu1.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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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图书馆资源 

图书馆资源搜索、下载，您可以访问 http://lib.fjut.edu.cn，

您只要是用校园网登陆图书馆，就可以免费下载到清华同方、

超星数字图书馆的资源。 

 

http://lib.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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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网络故障解决 

5.1 网络故障申报方式 

在您遇到网络故障时，请先查看 5.2 网络常见故障解决办

法看是否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如没有，请拨打网络信息部电

话报修。 

 

5.1.1 维修范围： 

网络信息面板以上的网络故障。计算机硬件故障及系统

故障不在本部维修范围内，但本部可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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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报修流程： 

 

 

 

5.1.3 报修时间 

8：30~21：30    节假日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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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报修地址、电话 

地址：北区润良楼楼 8 层用户服务室 

电话：22863333、22863334 转 800 

5.1.5 响应时间 

接报后如需到现场解决的，本部工作人员将在 2 小时内

赴现场。如在 4 小时内仍未予以处理，可电话联系网络信息

部查询。 

5.2 常见客户端提示故障解决办法 

5.2.1. 客户端完整性被破坏 

故障原因：您的锐捷客户端已损坏 

故障解决办法：请卸载当前使用的锐捷客户端并重新下

载安装锐捷客户端。 

 

5.2.2. 初始化网卡信息失败 

故障原因：网卡被禁用。 

故障解决方法：启用被禁用的网卡。 

 

5.2.3. 找不到合适的网卡 

故障原因：系统没有正确获得网卡信息，或者网卡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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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解决办法如下：退出并重新打开客户端，如果问题

依旧存在，请将网卡驱动程序卸载重装，如果还是不能解决

问题，更换一张网卡。 

 

5.2.4. 未使用锐捷客户端 

故障原因：未使用锐捷公司提供的客户端认证程序。 

故障解决方法：请使用最新版本的锐捷客户端程序。 

 

5.2.5. 用户已被暂停 

故障原因：您的帐号被管理员暂停。 

故障解决方法：请致电网络信息部处理。 

 

5.2.6. 违反接入控制规则  

故障原因：安装了多块网卡，多是由于笔记本的无线网

卡未禁用造成。 

故障解决办法：卸载或者禁用多余网卡，只保留一张网

卡运行。 

 

5.2.7. 违反接入控制规则（架设代理） 

故障原因：由于安装了代理软件，与客户端运行的环境

不符合要求。 

故障解决办法：关闭或卸载代理服务器以及一切可能成

为代理服务器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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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用户 IP 地址绑定错误 

故障原因：您目前使用的网卡 IP和网络信息部信息数据

库里的相关绑定记录不一致。 

故障解决办法：登陆 http://t.fjut.edu.cn 查询您的

IP地址，并在本地连接中重新配置您的 IP地址。 

 

5.2.9. 用户静态 IP 地址类型绑定错误 

故障原因：您在本地连接中使用的是自动获取 IP地址，

而校园网要求使用静态的 IP地址。 

故障解决办法：登陆 http://t.fjut.edu.cn  查询您的

IP地址，并在本地连接中配置您的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及 DNS。 

 

5.2.10. 不在认证时段内 

故障原因：学校有关文件规定学生公寓区域校园网在周

日至周四晚 23:30至次日 5:00断网。 

故障解决办法：关机休息，次日 5:00以后再上网。 

 

5.2.11. 用户不存在或密码错误 

故障原因：您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有误 

故障解决办法：请认真检查您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密

码重新输入一遍，如确定您的输入没有错误，请致电网络信

息部要求更改密码。 

 

http://s.fjut.edu.cn/
http://s.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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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认证失败，没有任何的错误提示信息  

故障原因： 

○1 WINXP启用了系统自带的 802.1X功能； 

○2 路由器没有正确连接 

故障解决办法： 

1）双击网络连接图标，把属性里面的身份验证标签下

“启用 802.1X身份认证”前的勾去掉。 

2）路由器上 wan口不要接有任何网线。 

 

5.2.13. 已达到同时在线用户数量上限 

故障原因：使用的帐号已在线，可能使用了别人的帐号，

或者自己的账号已经在别人的机子上登陆。 

故障解决办法：确认自己登陆帐号正确性，如果确属自

己帐号，则告知相关有效证件，请求网络信息部将其帐号下

线，并登陆自助平台 http://t.fjut.edu.cn 修改您的密码。 

 

5.2.14. 网卡未连接上 

故障原因：网线连接不正确，交换机柜停电等。 

故障解决方法：检查网线是否正常，致电网络信息部确

认机房交换机柜是否停电。 

 

5.2.15. 寻找认证服务器„  

http://t.f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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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原因：可能网卡有问题，或者没有选择“使用私有

组播地址认证”或网络信息部认证服务器故障；或者路由器

没有正确连接 

故障解决方法：检查网线是否正常；在认证客户端中设

置“使用私有组播地址认证”；重装网卡驱动程序；路由器

上 wan 口不要接有任何网线；如果问题依旧存在，请拨打网

络信息部电话。 

 

5.2.16. 网络上有重名 

故障原因：计算机名和连接在网络上的计算机同名。 

故障解决方法：修改计算机名可以解决（我的电脑→属

性→计算机名→更改）。 

 

5.2.17. 网络电缆显示没接好 

故障原因：（1）没接网线；（2）网卡有问题；（3）网

络端口模块损坏。 

故障解决方法：如属网络端口模块损坏请致电网络信息

部要求维修。 

 

5.2.18. 能通过认证，但打不开网页 

故障原因：DNS配置错误。 

故障解决办法：重新配置 DNS信息，设置为自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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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 反复提示“是否要完全删除应用程序及其所

有组件” 

 

 

故障原因：卸载客户端的时候注册表值没有删除干净 

故障解决办法：手动删除残留注册表信息，方法如下：

按 WIN+R键启动运行，输入 regedit，进入注册表，找到项名

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

tVersion\Uninstall\{FDB88DAF-8DA4-4226-855B-1D816F37

AE58}，这一键值，手动删除，就可以重新安装锐捷了。 

 

5.2.20. 提示“重启计算机后才能使用锐捷认证客户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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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原因：Windows服务里面的“Supplicant Service”未正

常启动 

故障解决办法：右键打开 “我的电脑”—> “管理”—>“服

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Supplicant Service”服务（如

果找不到该服务，请将锐捷认证客户端卸载，重新安装），然

后右键—“启动”， 选中该服务右键，属性。将此服务的启动

类型设为“自动”下次开机则无需手动启动该服务。如果还是不

行，请到同事机子上找到 SuService.exe 文件（路径：

C:\Program Files\锐捷网络\Ruijie Supplicant\SuService.exe），拷

贝到本机锐捷安装目录下，然后重启。 

如经如上设置仍然有问题,则卸载客户端－>最好用相关软件

清理下注册表->再重装客户端软件，安装前先关闭杀毒软件/

防火墙/360 安全卫士。 

 

5.2.21. 提示“please don't run this program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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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ibility mode” 

故障原因：锐捷客户端启用了兼容性模式 

故障解决办法：用鼠标右键点锐捷客户端图标——属性

—— 查 找 目 标 ， 打 开 安 装 目 录 下 的 8021x.exe 和

RuijieSupplicant.exe 属性，点文件兼容性是否勾选，如勾

选则去除后重新运行，即可。 

 

5.2.22. 系统提示“通讯端口初始化失败” 

故障原因：系统通讯端口被关闭，有可能是 360 安全卫

士或其它杀毒软件造成的。 

故障解决办法：win7 系统下，若是使用 360 等其他杀毒

软件，先关闭杀毒软件，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对话框(单击“开

始”->运行->输入 cmd 回车后跳出黑色对话框 ->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回车,提示“成功重置 winsock

目录”。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若还有问题，可进一步

做其他方面的排查。 

 

5.2.23. 如果您安装有多块网卡，请将非认证网卡禁

用，如果同一个网卡有设置有多个 IP，请只保留一个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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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故障原因：电脑存在多块网卡，例如无线网卡和有线

网卡；有时安装完摄像头或连接手机时也会有此提示信息。

只要在安装完摄像头摄动程序后不拔出摄像头重启电脑系统

就可以了;还有安装虚拟机时也会虚拟出网卡，这与系统的多

网卡本质是一样的。 

解决方法：“网上邻居”右键“属性”在“网络连接”

里禁用其它暂时不用的网卡，只留一个本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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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网管团队对校园网用户的建议 

 

为了您能更好地使用网络服务，愉快地在信息高速公路

畅游，以下这些中肯的建议相信能使您得到一定帮助： 

1．购买网络设备例如网卡网线等时尽量选用一些品牌较

好的产品。对于网线，一定要购买合乎规范的。568B 规格网

线颜色排序如下：橙白、橙色、绿白、蓝色、蓝白、绿色、

棕白、棕色。购买网线时应检测合格才收货，注意网线皮应

该卡进水晶头里，这样就能避免很多物理连接问题，使得上

网速度得以保证。 

2．校园网是一个用户量极大的网络，难免有阻塞和延迟

的时候，网络信息部会尽全力确保校园网正常远行。而用户

们当遇到网络问题时，应先多作比较和分析，看是本栋楼，

本办公室还是本机的问题，以便找出问题所在，当自己无法

解决时，将自己分析的情况告知网络管理员，也能让他们可

以尽快找出症结，快速解决问题。 

3．同时，校园网也是个共享性很高的网络，为病毒的流

传提供了一定便捷。病毒对校园网的破坏是致命的，当一台

电脑感染病毒后，不但会对自身系统造成破坏，它还会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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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数据包尝试感染其他校园网内电脑。这些数据包将大大

增加校园网的连接设备的负担，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使得

校园网的负担以几何级数上升，严重时就会导致网络瘫痪。

因此，希望各位用户能多学习一些的网络安全知识，做好保

护自己的措施。在此强烈建议每个校园网用户为自己的系统

安装反病毒软件，并且必须及时更新，每周最少更新一次。

而各位用户都有责任查杀个人电脑上的病毒，千万不要因为

病毒对自身没太大影响而置之不理。 

 

4．关于病毒防范与网络安全的一些忠告： 

a. 不要随意打开来历不明或陌生人的邮件及其附

件； 

b. 不要打开任何主题为微软通过附件发送的

Windows 更新程序； 

c. 不要轻信主题标记为病毒信息的邮件； 

d. 不要打开附件后缀名为“pif、com、exe、bat、scr“的

邮件； 

e. 不要打开从未预订过的反病毒公司发送的专杀工

具邮件； 

f. 不要打开一些主题与热点、焦点相关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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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不要轻易下载点对点工具和聊天工具中共享的程

序文件； 

h. 不要随便访问这些工具传过来的网址； 

i. 请安装病毒防火墙并及时更新为最新的病毒库； 

j. 留意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如果出现莫明退出，就

有可能已经中毒； 

k. 留意系统进程和启动项目，通常中毒时会出现异

常项； 

l. 请留意微软 http://www.microsoft.com 的安全公

告，及时为系统打上安全补丁。 

 

5．最后，希望大家在使用校园网时能遵守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网络道德，维护良好的网络文明秩序，共建高效和谐的

网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