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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卡

1.申请校园卡

山东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务员工可申领山东大学临时校

园卡。医务员工登录山东大学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sdu.edu.cn），进入“服务大厅”。搜

索“临时校园卡申请”服务。填写申请表单，提交即可。待

审批流程结束，按照办理提示到相应服务点领卡。

业务支持电话：济南校区 0531-88369900、青岛校区

0532-58630072

2.校园卡充值方式

微信充值：打开微信 APP，搜索并关注“山东大学校园

生活服务”微信公众号，选择“在线充值”，按照提示绑定

校园卡账号后，充值即可。

https://service.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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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充值：打开支付宝 APP，在搜索栏搜索“支付宝

校园卡”，按照提示选择“山东大学”进行绑定，输入姓名

和学号及充值金额，可直接给校园卡充值。

现金充值机充值：使用校内“现金充值机、自助一体机”

等自助设备，请按设备提示将校园卡贴近读卡器，使用现金

充值即可。现金充值机可识别面值 50 元和 100 元的人民币。

3.其他自助业务

挂失、解挂业务：可在校园卡自助一体机、山大 v 卡通、

校园卡综合服务平台、“山东大学校园生活服务”微信公众

号、微信小程序上办理。

补卡业务：可在自助补卡机、校园卡自助一体机上办理。

更多业务请扫如下二维码查阅校园卡使用手册：

4.各校区校园卡自助设备安装位置
校区名称 自助设备名称 自助设备所在位置

中心校区

圈存机

校园卡服务大厅、校内自助银行、知新楼 B 座一
楼西厅、公教楼一楼大厅东侧、理综楼一楼大厅、
7 号学生公寓一楼大厅、8 号学生公寓一楼大厅、
17 号学生公寓一楼大厅、18 号学生公寓一楼大
厅、校医院一楼

现金充值机 校园卡服务大厅、留园一楼大厅

自助补（领）卡机 知新楼 B 座一楼西厅校园 E 站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校园卡服务大厅、知新楼B座一楼西厅校园E站、
明德楼 B 座师生服务大厅 A 厅

洪家楼校区 圈存机 3 号和 9 号餐厅连廊、7 号餐厅中厅东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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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一楼大厅、服务点外墙

自助补（领）卡机 3 号和 9 号餐厅连廊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3 号和 9 号餐厅连廊

趵突泉校区

圈存机
图书馆东大厅、餐厅西门口、综合办公楼一楼服
务点窗口外

现金充值机 综合办公楼二楼西厅校园 E 站（阳光大厅）

自助补（领）卡机 综合办公楼二楼西厅校园 E 站（阳光大厅）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综合办公楼二楼西厅校园 E 站（阳光大厅）

千佛山校区

圈存机
主楼一楼大厅校园 E站、舜园餐厅西门一楼大厅、
西苑餐厅一楼东南墙

现金充值机 主楼一楼大厅校园 E 站

自助补（领）卡机 主楼一楼大厅校园 E 站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主楼一楼大厅校园 E 站

兴隆山校区

圈存机
5 号教学楼一楼校园卡服务大厅、图书馆一楼大
厅、悦园餐厅、欣园餐厅、实验楼一楼楼梯口、
地下超市、校医院

现金充值机 5 号教学楼一楼校园卡服务大厅

自助补（领）卡机 5 号教学楼一楼校园卡服务大厅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5 号教学楼一楼校园卡服务大厅

软件园校区
圈存机

学生餐厅二楼楼梯间校园卡服务大厅、服务点大
厅、校医院门口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学生餐厅二楼楼梯间校园卡服务大厅

青岛校区

圈存机

振声苑南楼一楼大厅校园 E 站、食堂一楼南门大
厅、专家公寓 T1 楼门厅、学生宿舍凤凰居 1、2、
5、6、9、10、11 号楼一楼大厅、振声苑东楼一
楼大厅、华岗苑西楼一楼东厅、实验中心 K2 一
楼大厅、海洋研究院 K3 一楼大厅、信息学院 N5
一楼大厅、生命学院 N8 一楼大厅

现金充值机
振声苑南楼一楼大厅校园 E 站、食堂一楼南门大
厅、振声苑东楼一楼大厅、华岗苑西楼一楼东厅、
华岗苑西楼一楼师生服务大厅

自助补（领）卡机
振声苑南楼一楼大厅校园 E 站、食堂一楼南门大
厅、振声苑东楼一楼大厅、华岗苑西楼一楼东厅、
华岗苑西楼一楼师生服务大厅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振声苑南楼一楼大厅校园 E 站、食堂一楼南门大
厅

威海校区

圈存机
馨园餐厅北门、泰园餐厅二楼、浴池楼一楼、榴
园餐厅

校园卡自助一体机
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大厅、学生事务综合服务中
心

5.虚拟校园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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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虚拟校园卡手机版（山大 V 卡通 APP）、关注绑

定虚拟校园卡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使用更多移动

版功能。

虚拟校园卡 二维码

山大 V 卡通 APP

“山东大学校园生活服务”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二、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

信息化服务平台提供统一认证、服务平台等多种信息化

服务，是山东大学信息服务的集中平台。

1. 信息服务平台登录地址：

https://service.sdu.edu.cn，或学校主页右上方导航

条“信息服务”进入。

https://service.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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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方式

新入职医务员工请联系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人事处将

人员信息录入山东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完成信息录入

后，人员信息 24 小时内自动同步到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

登陆用户名为“职工号／学号”，初始密码为“全部身份证

号码，外籍及港澳台人员使用全部护照号码，字母大写”。

3. 功能介绍

统一认证：提供全校统一的身份认证服务，密码管理服

务、统一角色管理服务等功能，目前已经完成人事、科研、

财务、等 57 个系统的认证对接。

服务大厅：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更好的信息化服务，

提升服务体验，山东大学构建了网上服务大厅，针对学校一

校三地八校区特色，打造各类服务在网络上统一办理的综合

性服务平台。山东大学网上办事大厅自 2017 年建设以来，

共为师生提供近 200 余项线上服务，88 项线下自助服务，满

足了师生医务员工绝大部分常用的日常办事服务。

技术支持电话：

济南 青岛 0531-88369882 ，0531-8836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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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 0631-5688813、0631-5688028

三、电子邮件

新入职医务员工请登录信息服务平台，自助申请山大云

邮@email.sdu.edu.cn 邮箱（容量不限）。

自助申请及使用方法：

1.登录信息服务平台（https://service.sdu.edu.cn）。

2.点击“申请”，完成邮箱激活。邮箱激活页面会有邮

箱初始密码提示，请老师留意。申请成功后，建议立即绑定

手机，以方便密码遗忘后找回密码。

3.邮箱别名：您可以为自己邮箱设置一个别名（点击邮

件界面里“设置”-“别名设置”）。别名为包含字母或数

字的名字，比如自己姓名的全拼。设置别名后，您可以通过

工号和别名两种形式登陆邮件系统、收发邮件。别名为有限

且不能重复使用的资源，别名设置功能只能使用一次，别名

设置后不能更改。

操作步骤：

山大云邮（email.sdu.edu.cn)别名设置方法：登录首

页--自定义别名

https://service.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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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忘记密码：

1）邮箱注册成功后，即可进行邮箱手机绑定，如忘记

密码，可以通过手机短信重置。

手机绑定设置方法：网页方式登录邮件系统，进入“设

置”，选择“手机绑定”。

2）未绑定手机的用户，需本人登录山大主页的“信息

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sdu.edu.cn），

进入“服务大厅”：

选择“个人邮箱变更申请”并按照要求填写个人信息

及需求提交即可。

https://service.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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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重置密码后，用户可到“服务大厅”的“办结

事项”中查看回馈的重置信息，并请邮箱用户尽快登

录邮箱变更密码。

技术支持电话：0531-88369198 88364235

5. 医务员工离职后，工作邮箱的使用权限将被自动收

回。

四、协同办公（OA）系统

齐鲁医院、山大二院、口腔医院、生殖医院可以登录山

东大学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医务员工，请先登录山东大学信息

化公共服务平台，点击“业务系统-OA 协同办公系统”登录

办理业务，移动端审批请通过企业微信-工作台-OA 系统进

行。

技术支持电话：

济南：0531-88364707 青岛：0532-58630072

五、校园内上网

新入职医务员工请联系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人事处将人

员信息录入山东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完成信息录入后，

人员信息 24 小时内同步至平台，之后会自动开通免费的上

网账号，用户名为 12 位工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或护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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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六位。请先连接校园网络，使用初始密码登录自助服务平

台 http://202.194.7.101:8800 在左侧“主菜单”中选择“用

户”选项修改为复杂密码，要求八位以上，包含数字、字母

及特殊字符。修改过密码并上网认证后的终端，以后再连接

网络，会自动进行无感知认证，不需要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校内工作区域无线网络已全覆盖，终端连接 sdu_net 无

线信号后，会自动弹出认证界面如下。使用修改后的用户名

密码登录成功后即可上网。

校内办公区域的有线办公网络，连接网线后，将电脑终

端设置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然后点击浏览器输入非 https

的地址链接，浏览器会像连接无线一样自动弹出认证界面，

输入用户名密码认证成功后即可上网。如需使用 iNode 客户

http://202.194.7.10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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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登 录 认 证 的 楼 宇 ， 请 先 登 录

https://www.nc.sdu.edu.cn/info/1004/1140.htm 根据终

端操作系统选择相应客户端下载后安装即可。

*特别注意* 如果连接上网络后，点击浏览器后没有自动

弹出认证页面，请在浏览器地址栏手动输入 http：

www.sdu.edu.cn，让浏览器自己跳转到认证页面，进入该页

面进行认证。一个账号最多允许同时五个终端在线。（威海

校区目前为一个账号最多允许同时 3 个终端在线，电脑的有

线和无线属于两个终端，因为他们网卡不同，所以连接时请

注意，超过四个终端将自动挤掉一个。）

如有网络问题可联系学院网络管理员，或拨打相应校区

网络技术支持电话：

中心校区、洪家楼校区：0531-88369887

千佛山校区：0531-88392788

趵突泉校区：0531-88382399

兴隆山校区：0531-86358065

软件园校区：0531-88390190

青岛校区：0532-58630219

威海校区：0631-5688044

https://www.nc.sdu.edu.cn/info/1004/11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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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WebVPN、SSL-VPN、Carsi 服务

WebVPN

WebVPN 纯 Web 式校外访问方式，免客户端/插件，对接

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一次登录不需二次验证，使用方便。

访问范围：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及其对接的网站和信息

系统

访问网址：https://webvpn.sdu.edu.cn

请在浏览器输入域名，在登录页面，输入自己的信息化

公共服务平台的账号密码，完成认证后直接跳转至信息服务

平台。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障用户访问安全：用户在登录进

入 WebVPN 后，只能通过门户内链接进行跳转访问，不支持

https://webvpn.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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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输入域名或在新浏览器中进行内网应用的访问。如直接

点击门户内的图书电子资源进行跳转访问。

技术支持电话：0531-88369198 88364235

SSL-VPN

在校外使用电信、联通、移动、广电等网络地址访问邮

件、办公信息网等校内资源，通过 VPN 方式访问校内网站更

加安全快速。

VPN 登录地址：https://vpn.sdu.edu.cn

用户名、密码：使用 Wi-Fi 的用户名、密码或信息服务

平台的用户名、密码。

技术支持电话：

中心校区、洪家楼校区：88369887,88364235,88369198

千佛山校区：88392788

趵突泉校区：88382399

兴隆山校区：86358065

使用方法说明：

http://www.nc.sdu.edu.cn/SSL_VPN/syxz.htm

http://www.nc.sdu.edu.cn/SSL_VPN/syx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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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处理：客户端连不上 VPN，连上后不能访问校内

资源、或有的能访问有的不行。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用

户 vpn 客户端的故障。

VPN 客户端出现故障时，请按顺序完成以下操作：

1.关闭杀毒软件、电脑管理软件。

2.重新安装并运行“客户端”和“故障排查客户端”软

件（从 vpn 登录页面下载）。

3.重启电脑。

注意，一定要做完最后一步重启电脑，一些安装控件，要重

启后才能安装完成。

基于 Carsi 实现校外电子资源访问

我校已加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统一认证与资源

共享基础设施（CARSI）。CARSI 可以支持师生在校外直接访

问国内外需要身份认证的海量在线资源，帮助高校师生突破

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在线资源的不间断访问、为学术科研

活动的有序顺畅提供便利。

通过 CARSI 服务，我校用户在校外可以不需要登录 VPN，

直接使用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的账号来访问知网、万方、

IEEE 等国内外需要身份认证的电子资源。目前已开通 CARSI

访问的电子资源汇总如下: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访问地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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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知网 访问 已开通

2 万方 访问 已开通

3 维普 访问 已开通

4 EBSCO 访问 已开通

5 IEEE 访问 已开通

6 Nature 访问 已开通

7 Springer 访问 已开通

8 ScienceDirect 访问 已开通

9 EI 访问 已开通

10 Scopus 访问 已开通

11 WOS 访问 已开通

12
英国皇家化学学

会 RSC
访问 已开通

13 Emerald 访问 已开通

14 IOP 访问 已开通

15 PQDT 访问 已开通

16 JoVE 访问 已开通

17 ACS 访问 已开通

校外使用 CARSI 访问电子资源步骤说明：

1、直接点击上表中数据库所对应的“访问”链接

https://fsso.cnki.net/Shibboleth.sso/Login?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target=https://fsso.cnki.net/secure/default.aspx
https://shibboleth.wanfangdata.com.cn/Shibboleth.sso/Login?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target=https://shibboleth.wanfangdata.com.cn/
http://qikan.cqvip.com/qikan/carsi/Authorize?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
https://shibboleth.ebscohost.com/Shibboleth.sso/Login?SAMLDS=1&target=https://shibboleth.ebscohost.com/ShibAgent.aspx?shib_returl=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shib&IdpId=&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providerID=http://shibboleth.ebscohost.com
https://ieeexplore.ieee.org/servlet/wayf.jsp?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url=https://ieeexplore.ieee.org
https://sp.nature.com/saml/login?idp=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targetUrl=https://www.nature.com/nature
https://fsso.springer.com/saml/login?idp=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targetUrl=https://link.springer.com/
https://auth.elsevier.com/ShibAuth/institutionLogin?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appReturnURL=https://www.sciencedirect.com/user/router/shib?targetURL=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auth.elsevier.com/ShibAuth/institutionLogin?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appReturnURL=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customer/authenticate.url?auth_type=SHIBBOLETH
https://auth.elsevier.com/ShibAuth/institutionLogin?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appReturnURL=https://www.scopus.com/
https://www.webofknowledge.com/?auth=ShibbolethIdPForm&target=https://www.webofknowledge.com/?IsProductCode=Yes&Error=IPError&PathInfo=/&RouterURL=https://www.webofknowledge.com/&Domain=.webofknowledge.com&Src=IP&Alias=WOK5&ShibFederation=ChineseFederation&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
https://www.rsc.org/rsc-id/account/checkfederatedaccess?instituteurl=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returnurl=https://pubs.rsc.org
https://www.emerald.com/start-session?idp=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
https://myiopscience.iop.org/signin?origin=deeplink&entity=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target=https://iopscience.iop.org/
https://shibboleth-sp.prod.proquest.com/Shibboleth.sso/DS?SAMLDS=1&target=https://shibboleth-sp.prod.proquest.com/ONE_SEARCH/PROD&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
https://www.jove.com/Shibboleth.sso/Login?entityID=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target=https://www.jove.com/shibboleth/wayf_login.php?return_page=http://www.jove.com/
https://pubs.acs.org/action/ssostart?idp=https://idp.sdu.edu.cn/idp/shibboleth&redirectUri=https://pubs.a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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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现我校的认证页面后，输入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的

账号

3、完成认证后，就可以访问数据库了

具体使用请访问网址 https://idp.sdu.edu.cn/carsi/

七、正版软件下载

学校为医务员工提供了 Windows、Office 正版软件下载

平台，请按照说明下载、激活使用。

学校正版软件平台 Adobe 软件不支持苹果操作系统

macOS10.15.1 及以上版本，请符合该条件的师生医务员工登

录山东大学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进入“服务大厅”，提交

“macOS 系统 Adobe 软件申请”流程申请账号安装。

登录地址：http://softms.sdu.edu.cn

选择“统一认证登录”；

技术支持电话：0531-88369198

八 、教师个人主页

访问地址：https://faculty.sdu.edu.cn/

开通方法：

1、登录信息服务平台： http://service.sdu.edu.cn/

2、在“个人信息”的主页系统快捷入口中选择“主页

管理系统，可跳转进入主页系统后台，开通账号，维护信息。

https://idp.sdu.edu.cn/carsi/
https://faculty.sdu.edu.cn/
http://service.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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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操作请参见《教师个人主页操作指南》

https://www.nc.sdu.edu.cn/jszy.pdf

九、山大云盘

学校为每位教职工提供了山大云盘服务，云盘文件采用

“三副本”存储技术确保文档的安全性。私有文档除本人之

外的其他管理权限无法访问，共享文档除设置的共享权限之

外的人员也无法访问。每位教职工分配 300G 空间。首次使

用前请认真阅读《山东大学校园云盘服务条款》，并遵照执

行。

访问方式：山大云盘支持多种访问方式，包括 WEB 版、

电脑客户端、手机 APP 客户端等，建议大家尽量下载客户端

使用，体验更好。所有登录方式的用户名统一为工号，密码为我

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密码。

1、网页登录：通过云盘链接地址登录，登录地址为

https://icloud.qd.sdu.edu.cn:7777。

https://icloud.qd.sdu.edu.cn: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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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客 户 端 登 录 ： 通 过 Web 首 页

（https://icloud.qd.sdu.edu.cn:7777）下方的客户端下

载链接下载安装程序并安装。

温馨提示：windows 客户端安装时可以设置开机自启动，

方便云盘的使用和检查；客户端安装后如提示填写服务器地

https://icloud.qd.sdu.edu.cn: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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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则填写服务器地址为：icloud.qd.sdu.edu.cn。

安卓版 iOS 版

使用帮助：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使用问题，可通过以

下方式解决：

1 、 查 看 Web 首 页

（https://icloud.qd.sdu.edu.cn:7777）帮助文档。

2、登录后，可以查看共享文档中的视频。

https://icloud.qd.sdu.edu.cn: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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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拨打技术支持电话：0532-58630079。

十、企业微信

山东大学企业微信面向在职、在学师生医务员工开放绑

定使用，请按照如下操作说明，加入山东大学企业微信，并

绑定个人统一认证账号。

步骤一：打开微信，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页面下方

二维码。注意：请师生登录山东大学信息化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sdu.edu.cn），在服务大厅中搜索“扫

码加入企业微信”服务查阅该二维码。

步骤二：扫码完成后，点击当前页面的“加入学校”按

钮，即可进入山东大学企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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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若您没有下载企业微信，请先在手机应用商店中

搜索“企业微信”，下载安装。若已经下载安装好企业微信，

请打开企业微信，使用微信登录即可。

安装企业微信：

苹果手机：请在手机上打开 App Store，搜索关键词“企

业微信”，安装即可。

安卓手机：请在手机上打开应用商店，搜索关键词“企业

微信”，安装即可。

步骤四：登录企业微信后，请点击右下角“我”，在页面

中点击“设置”-“帐号”，请确认“帐号”页面中，您的

手机号信息已经维护好。如果“手机号”一项是空的，请先

维护好手机号，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21 / 26

步骤五：打开企业微信，点击“工作台”，在页面下方找

到“账号绑定”应用，点击“账号绑定”，输入统一认证账

号、密码，点击登录即可绑定。

注意：山东大学企业微信只面向校内师生医务员工开放，

首次使用需要先通过山东大学统一认证进行绑定操作。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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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账号绑定”前，请一定确保步骤 4 中手机号信息是完整、

正确的。绑定身份成功后，才能在企业微信中获得相关服务。

完成账号绑定后，使用微信扫码关注山东大学企业微信为

工作台，即可在微信中接收通知和使用应用。

十一、校园门禁照片更新

学校师生可通过山大校园通小程序、企业微信和扫描二维

码三种方式，自助上传和更新照片。

照片要求

1.可使用手机自拍或从手机图库中选择本人照片上传，不必

使用证件照。

2.拍照时不得画影响真实面貌的浓妆，不得使用美颜或修

图。

3.应使用近期照片，尽量避免使用多年前的旧照片。

4.免冠正面半身照，彩色照片，照片中能看到两耳轮廓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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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顶下到颈部下端的范围。

5.拍照时需要有合适亮度的光线，照片不应出现局部过亮、

局部过暗、阴阳脸等问题。

6.背景颜色应和人脸的皮肤颜色有明显区分。

7.从相册选择照片上传时，照片像素应大小不低于 640*480，

JPG 格式。

照片更新方式

一、山大校园通小程序

1.使用微信搜索“山大校园通”，进入“山大校园通”小程

序，首次进入时需输入山东大学统一认证账号和密码，与

学工号绑定。

2.在小程序内找到“照片采集”服务（若首页上无该服务，

可点击“更多”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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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读人脸采集声明并勾选同意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如下

图所示的采集界面，输入姓名、学工号并上传照片即可。

二、企业微信

1.进入企业微信 app，首次进入时需和学工号进行绑定。在

企业微信界面下端找到“工作台”，并在“工作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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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一栏中，找到“照片采集”。

2.点击照片采集后，照片录入界面与山大校园通小程序更新

方式相同，输入姓名和学工号，并上传照片即可。

三、扫描二维码

1.扫描如下图所示的二维码，进入山东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界

面，填写统一认证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若手机安装了企

业微信，且企业微信和学工号、微信号绑定，则将跳过此

步，此时相当于通过企业微信绑定的学工号登录）。

2.登录成功后进入照片录入界面，照片录入界面与上述两种

方式相同，输入姓名和学工号，并上传照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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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使用企业微信或山大校园通小程序，只能为企业微信或山

大校园通所绑定的学工号上传照片，若之前绑定了其它学

工号（如在山东大学读本科期间，绑定了本科学号），则

需先解除原有绑定关系，并重新绑定现有学工号。

2.部分苹果手机拍照时，可能出现照片横置的情况，此时可

通过照片下方的“图像旋转”按钮调整照片方向后再点击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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