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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2018 年暑期校园无线网已进行升级改造，为了维持无线网运营成本和维保费用收支平

衡（学院运营商带宽接入与网络设备投入近 1000 万元），学生需付费使用校园无线网，基本

情况如下： 

收费区域：全校 

带宽网速：普通学生带宽为不限速，宿舍区有线、无线、全院室内外均可使用，每帐号帐一

个终端。 

宿舍无线网报修方式： 

如遇到网络故障请至后勤服务楼一楼一卡通服务部进行报修，登记故障现象及联系方

式，我们将第一时间查找故障原因。 

一卡通服务部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11:00—18:00，周六 9:00—15:00 

二、充值方式 

1、收费标准 

为了保持宿舍无线网运营成本与运营收入平衡，收费标准经学校研究并报扬州市物价局

审核，定为 30 元/月（按 30 天计算），充值后自动一次性扣除 30 元，使用周期为 30 天，账

号主动报停后，使用周期顺延。 

2、充值方法 

个人自行使用完美校园 APP 每 30 天缴 30 元上网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打开完美校园 APP 首页，找到“缴费”选项并点击进入缴费界面。 



 

 

 

第二步：在缴费界面选择预付费，然后点击“城市热点扣费”。 

 

第三步：在“缴费金额”里输入金额，然后点击“立即支付”，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完成缴费

后即可。 

 



 

 

三、使用方法 

1、校园无线 WIFI 信号统一为 JSTC-Stu，直接连接即可，无需密码。 

2、手机与电脑连接完成后，浏览器会自动弹出认证页面，如没有弹出认证页面可以用浏览

器主动打开网址 http://172.16.1.100/a70.htm，如下图： 

  

 3、在登录页面输入账号与密码登录，账号为学生学号（一卡通卡片上有），初始密码为身

份证后六位（若为 X 需大写）。 

（1）教职工账号同时登录终端数限制为 5 个，不分终端类型。 

（2）学生账号同时登录终端数限制为 1 个。 

4、查看登录状态及注销登录可以登录 http://172.16.1.100/a70.htm 进行。 

 电脑端注销页面 

  

移动端注销页面 

5、登录成功后即可正常上网。且同一终端 1 月之内无需再次登录。 

四、自助服务 

1、状态查询 

第一步：点击登录页面“用户上网自服务网址”链接，或者直接访问网址

http://192.168.3.226:8080/Self/singleLoginAction。 

http://192.168.3.226:8080/Self/singleLoginAction


 

 

 

 

自助服务页面 

第二步：使用上网账号及密码登录，登录成功后，左侧有余额信息及状态信息。状态正常即

可正常上网。状态停机则需余额大于 30 元复通后方可正常上网。 



 

 

 

自助登录成功页 

2、强制下线 

第一步：如登录提示“本帐号已超出最大限制登录数，请登录自助服务”。打开网址

http://192.168.3.226:8080/Self/singleLoginAction，输入学号和密码登录。 

 

第二步：点击在线查看登录终端数，点击“强制离线”注销已登录账号。 

 

http://192.168.3.226:8080/Self/singleLoginAction


 

 

 

3、账号复通 

第一步：如登录提示“您的账号已停机”，说明需对账号进行充值。 

 

第二步：充值成功后，登录自助服务，点击“业务办理”菜单，点击“立即报停/复通”按

钮。 

 



 

 

 
报停/复通页面 

第三步：点击确认即可完成复通操作。账户余额需大于 30 元，才会复通成功。 

 

 

第四步：复通成功后，账户状态显示“正常”，账号即可正常使用。 

 



 

 

 

4、账号报停 

第一步：如暂时不需要使用校园网，可以对账户进行报停操作。登录自助服务页面，点击“业

务办理”菜单，点击“立即报停/复通”按钮。 

 

 

第二步：点击“确定”，操作状态提示“成功”，确认账户状态显示“停机”，报停成功。 

 



 

 

 
操作成功页 

五、密码修改 

第一步：进入江苏旅游职业学院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http://my.jstc.edu.cn:82/index.portal，输

入学号密码登录。 

 

 

第二步：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 



 

 

 

 第三步：进入数字化校园个人设置页面，点击账号设置，在密码设置一栏进行密码修改。

密码修改成功后，立即生效。 

 

 

如果忘记密码，请携带校园卡及身份证至后勤服务楼一楼一卡通服务部请工作人员协助

修改。一卡通服务部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11:00—18:00，周六 9:00—15:00。 

六、使用案例 

1、学生张三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充值网费 30 元。如 11 月 3 日首次登录使用，则 11 月 3

日为计费开始日，计费系统立即划扣 30 元并将下次结算日期设置为 30 天后的凌晨（2018



 

 

年 12 月 3 日凌晨）。 

2、学生张三正常使用校园无线网 30 天后达到第二结算日期，若上网账户余额大于等于 30

元，那么系统将自动扣除。若小于 30 元，系统将不做任何扣费操作，该账户欠费停机。 

3、学生张三如 2018 年 12 月 3 日发现账号欠费停机，2018 年 12 月 5 日使用校园一卡通往

上网账户里充值 30 元，充值完成后，登录“自助服务系统”进行账户复通后即可使用，计

费周期重新设置为从当天（2018 年 12 月 5 日）开始后 30 天。 

4、学生张三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开通并正常使用校园无线网 20 天后，由于班级外出实习

10 天，可以在用户“自助服务系统”中进行账户报停，报停后系统结算日期将延长至下次

复通后使用满 30 天，张三 11 月 23 号进行账户报停，12 月 3 日返校对账户进行复通，那么

结算日期将自动延长 10 天至 12 月 13 日。 

5、学生假期中离校前请自主停机以防浪费上网时长。 

七、常问问题 

1、无线网为什么有时会卡？ 

答：如是个别电脑问题，因笔记本型号不同，无线网卡的版本型号也不同，有的无线网卡质

量好，但有的无线网卡质量一般，甚至低下，这些无线网卡就可能造成网络卡，速度慢。有

的笔记本无线网卡的驱动有问题，也可能造成此现象。解决方法：升级驱动，如不行只能更

换或添加新的无线网卡。 

如全宿舍都有卡断现象，首先排除宿舍是否有人开手机热点，手机热点会对校园无线网造成

极大干扰。排除干扰问题，有可能是学校无线设备或者线路有问题，请直接拨打校园网络维

修电话进行报修。 

 

2、无线网太贵了？ 

答：学校每年需要支付电信、移动、联通、广电以及教育科研网五大运营商的“网络带宽租

用费”约为 90 多万元，每年网络维护人工费和设备费大约在 15 万元，整个无线网建设费用

约为 500 万元。收入费用按在校生 9000 人，考虑到每年下学期毕业生离校、部分学生不上

网等因素，计 60%学生正常缴费，一年除寒暑假按 9 个月计算，每年共收入费用 9000 人

*60%*30 元/月*9 月=145.8 万元。网络建设费用 10 年收回，每年 50 万元，每年收入费用 145.8

万元小于每年的支出费用 90+15+50=155 万元。 

 

3、宿舍网络的有线口能不能用？ 

答：目前暂时不能用，因无线网于 2018 年暑期新建，目前正在不断进行无线网优工作，所

以学校暂时关闭了有线口功能，让学生只用无线，以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尽快完成无线

网优工作。 

 

4、怎么下载没有 20M？ 

答：学校出口带宽共计有 7.8bps 可保证正常学生上网需求，总出口带宽不会造成瓶颈问题。

信息中心会根据总带宽的情况确定每个学生的带宽（网速），目前学生带宽为 20Mbps。普及

知识： 我们经常说的带宽，准确说应为网速，一般我们说 4M,8M 或 20M，只是简写，准

确说 20M 应为 20Mbps，即 20 兆位/秒。但下载工具如迅雷等显示的是下载文件速度，是

以 KB/s 或 MB/s 为单位的，即 KB/s 为千字节/秒，MB/s 为兆字节/秒，单位是字节（Byte）

而不是位（bit）。大写的 B 表示字节，小写的 b 表示位，1B=8b，所以说迅雷显示的下载文

件的速度和我们常说的带宽（网速）是两回事，但两者可以换算。如你的带宽（网速）是



 

 

20Mbps，那你如果去下载文件，最大的下载速度是 20Mbps/8=2.5MB/s，即 2.5 兆字节每秒。 

另：1Gbps=1024Mbps，1Mbps=1024Kbps  1Kbps=1024bps 

其次不能通过你对某个文件的下载速度来评判你的带宽到底有多大， 因为下载速度到

底是多少，要看你下载的文件所在的服务器速度是多少，如果对方服务器够快，那你的下载

速度就基本等于你的带宽，但如果对方服务器速度不够快，那下载速度可能达不到你的带宽

值，有的情况对方服务器速度很差，或对方服务器同时下载的人很多，那你的速度可能远远

小于你的带宽。通常的做法采用运营商的测速网站，或 360 等测速工具进行测试相对比较可

靠。 

 

5、收费套餐为什么不采用计时方式？ 

答：包月收费是经学校办公会研究多种收费方案：按小时收费、按流量收费、按月收费、按

年收费后决定的，这几张方案各有利弊，按小时收费会对上网时间较多的学生产生高费用，

按流量收费对喜欢下载的学生不合理，按年收费又对寒暑假不上网的同学不公平，最终确定

为包月方式收费。 

包月收费方式比较简单，大部分同学希望包月收费，包月收费不限时不限流量，对所有

人一样标准，且暂时不用宿舍网可以采用报停的方式。但如采用计时收费，有大半数学生一

个月将缴纳 30 元以上的费用，也会有很多同学觉得不好，总之哪种收费方式都不会所有人

都满意，为了公平、操作简单，经校长办公会确定采用 30 元/月包月方式。 

 

注：本使用指南解释权归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