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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统一身份认证 

1、帐号与密码 

统一身份认证账号是“工号或学号”, 初始密码默认是“身份

证后六位”（持身份证用户）；非大陆用户的初始密码是有效身份

证件的后六位，学校登记使用的有效证件：如护照、港澳通行证

等。 

2、登录说明 

（1）通过账号密码登录 

打开极速浏览器（如 360 极速浏览器），访问信息门户

(my.nau.edu.cn)， 系统将自动弹出统一身份认证页面，使用统一身

份认证账号和密码登录。 

 

（2）通过扫码登录 

点击“二维码登录”，输入信息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绑

定微信（企业微信），绑定后可直接通过微信（企业微信）扫码登

录信息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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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录页面可开启免登录（默认十天），开启后在有效期内使

用同一浏览器可直接进入信息门户，无须进行身份认证。 

3、使用说明 

（1）如何修改密码 

登录信息门户，找到并点击右上角个人头像下方的 “修改密

码”，可对统一身份认证密码进行修改。新密码必须包括字母和数

字两种字符。  

 

 

（2）忘记密码如何自助找回 

当用户忘记统一身份认证密码时，点击登陆界面右下角忘记密

码进入找回密码界面，可通过邮箱、手机号等方式找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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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邮箱验证码 

找回方式选择“邮箱”，输入学号/工号以及图片验证码，点击

下一步进入邮箱确认界面，获取邮箱验证码并输入后点击提交。 

注意：系统默认绑定的是校园邮箱，校园邮箱使用指南：

http://xxb.nau.edu.cn/email_help/list.htm。  

方法二、手机号验证码 

找回方式选择“手机号”，输入学号/工号以及图片验证码，点

击下一步进入手机号确认界面，点击获取验证码并填写短信验证码

点击提交。  

http://xxb.nau.edu.cn/email_help/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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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维护个人手机号码 

请在信息门户中维护个人的手机号码：点击信息门户右上角的

个人设置，点击“账号绑定”，完善或修改个人手机号码。 

 

验证并绑定个人手机号，绑定后可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码找回密

码。 

 

当手机号发生变化时，可以对个人手机号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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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账号被锁定如何处理 

      当用户输入错误密码超过 5 次，统一身份认证账户将被锁

定。账户被锁定之后 10 分钟将自动解锁，请 10 分钟之后通过“忘

记密码”自助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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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园网络 

1、无线网络信号 

学校无线信号名称如下： i-NAU（教学办公区）; i-NAU-SKEMA

（国际学院）； i-NAU-SY（书院）； JYXY-AP（审计署教育学

院）。在 WiFi列表中找到相应的无线信号并连接。 

2、网络接入认证 

连接校园网络（有线、无线）后，访问网络登录页面：

login.nau.edu.cn，并使用统一身份认证账号登录。用户可同时在

多个设备（电脑、手机）上使用统一身份认证账号上网。 

 

3、开启免认证登录 

设备首次接入校园网络时，输入统一身份认证账号登录成功后

可选择启用免认证，再次连接时无需重复输入统一身份认证账号进

行认证。 

（1）电脑端免认证开启步骤 

访问网络登录界面（login.nau.edu.cn），点击“快速登

录”，找到“本设备”对应行的按钮，点击按钮，使按钮显示为

“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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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机房、教室等公共区域，有线网络不能开启免认证登录。 

 

（2）手机移动端免认证开启步骤 

访问网络登录界面（login.nau.edu.cn），找到“本设备”

对应行的按钮，点击按钮，使按钮显示为“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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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门户 

访问信息门户(my.nau.edu.cn)，通过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和密码

登录。 

1、业务直通车 

通过信息门户可一键访问学校业务系统，如：人事、科研、财

务、教务、学务、流程服务等系统。点击 可自主增减喜欢的业务

系统。 

 

2、通知发文 

通过信息门户可查看学校通知公告、学校发文、部门发文和每

周安排。点击右侧的“MORE”可搜索和查看更多通知发文。 

my.nau.edu.cn


13 

 

3、服务中心 

点击“服务中心”可发起流程申请。在“我的应用”中点击+可

自主增减喜欢的应用。点亮❤可将相关应用添加至“我的应用”栏

中。 

 

4、待办已办、我的申请 

（1）我的待办：等待审批的事宜（流程、发文、通知） 

（2）我的已办：已审批的事宜（流程、发文、通知） 

（3）我的发文：自己发起的 OA 事宜（发文、通知） 

（4）我的申请：自己发起的所有流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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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讯中心 

“资讯中心”提供了一键式校园资讯订阅功能，点击右上角的“订

阅”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你感兴趣的部门资讯，单击即可完成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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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用链接 

   在信息门户的最下面设有常用系统的链接，如：师生意见快递

站、校园通讯录、校园邮箱、正版软件等。  

 

7、访问国内外电子资源数据库 

    点击“CARSI”标签，可以一键访问国内外电子资源数据库，

如：中国知网，万方，维普，Spring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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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园邮箱 

1、邮箱账号  

我校在职教职工均已免费开通校园邮箱，无须申请即可使用。 

  教师邮箱名：“工号@nau.edu.cn”； 

  初始密码：“Nau+身份证后六位(外籍人员为 Nau+护照后六位)”，注

意区分大小写。 

  注意：用户第一次使用初始密码登录之后，请及时修改新密码，新

密码需要包括大写、小写、数字三种字符。 

2、登录和访问 

（1）首次登录邮箱 

浏览器直接访问邮箱网址：https://mail.nau.edu.cn/, 使用邮箱账号

密码登录。首次登录邮箱请立即修改密码并绑定微信。在邮箱登陆页

面下方可找到详细的邮箱“使用指南”。 

 

https://mail.n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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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信息门户一键访问个人邮箱 

第一次通过信息门户访问邮箱，需要进对邮箱账号进行一次认

证。认证完成之后即可从信息门户一键访问邮箱。 

方法一、使用邮箱账号密码进行认证 

在认证页面中选择“账号密码登录”，输入邮箱账号密码完成

认证。 

 

方法二、微信扫码进行认证 

在邮箱绑定微信的前提下，直接使用微信扫码即可完成邮箱认证。 

 

 

3、添加英文别名 

使用邮箱账号密码登录网址 http://tmail.nau.edu.cn/slave_njsj/为

邮箱添加一个英文别名，每位教职工仅可添加一个别名。添加别名之

后，别名邮箱和工号邮箱为同一邮箱。例如：工号 200123 的用户添

http://tmail.nau.edu.cn/slave_n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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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个 abc 的别名，则 200123@nau.edu.cn 和 abc@nau.edu.cn 为同一

邮箱，两个账号名均可用于登录和收发邮件。 

 

4、绑定微信 

  绑定微信后可使用微信扫码登录邮箱，在微信中可收发邮件、查找

同事以及实时接收新邮件提醒。 

（1）绑定微信方法 

用户登录邮箱后，点击“微信绑定”，在“邮箱设置”-“微信绑定”-

“微信设置”中点击“绑定微信”。 

页面跳转后显示一个二维码，此时打开微信，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

此二维码即可完成绑定。 

 

（2）绑定后在微信中查看、回复新邮件 

  新邮件到达，微信可实时接收新邮件提醒。点击信息，直接查看

邮件内容，回复、转发邮件统统不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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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忘记邮箱密码 

  在邮箱登录页面中点击“忘记密码”，依次输入邮箱账号、验证

码，点击下一步，将验证码发送到密保手机，即可重置密码。 

 

注意：请及时在信息门户中维护和更新个人手机号。点击信息

门户右上角的 个人设置，点击“账号绑定”，完善或修改个人手

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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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邮箱通讯录 

（1）查看全校师生邮箱信息 

教师邮箱可以从邮箱通讯录中查找全校教职工和学生的邮箱信

息。点击通讯录->企业地址本，即可查找全校师生的邮箱。 

 

（2） 群发邮件 

    发送邮件时，点击收件人最右端的 号，选择“企业”，可批

量添加部门、学院、班级组，给师生群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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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件中转站 

文件中转站容量为 32G，存放期 30 天，过期前可手动续期。注

意：文件中转站不是网盘，30天存放期满且没有手动续期的文件将被

自动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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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企业微信 

1、下载并安装企业微信 APP 

（1）手机端：可扫描下面二维码下载并安装。 

 

（ 2 ） 电 脑 端 : 可 通 过 浏 览 器 访 问 企 业 微 信 官 网

（https://work.weixin.qq.com/），在页面右上角点击“下载”并安装。 

2、登录企业微信 

（1）手机端登录 

选择“手机登录”，输入手机验证码，系统将自动识别您的企业

身份，点击“进入企业”即可完成登录。备注：可通过点击登录页面

右上角的“三个点”切换到“手机号登录”页面。 

（2）电脑端登录 

打开“企业微信” ，使用手机“企业微信”APP 扫码登

录。 

注意：必须使用手机“企业微信”扫码，使用微信扫码无法登录。 

https://work.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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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修改手机号码 

  打开企业微信 APP->我->设置->账号->手机号中进行修改手机

号。 

注意：请不要“退出”企业微信，以免给工作和学习造成影响。  

4、企业微信通讯录 

（1）点击“通讯录”，即可查看全校师生的通讯录，免加好友即可

直接和对方取得联系。 

（2）点击“通讯录”，选择“员工服务”，即可在线咨询信息化服

务、教学、考试等各种业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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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台 

 

（1）微门户 

点击“工作台”，选择“微门户”，即可查看通知公告，学校发

文，部门发文、每周安排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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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程服务 

点击“工作台”，选择“流程服务”，即可发起流程申请、执行

流程审批、并可全程实时跟踪流程状态。 

（3）财务缴费 

点击“工作台”，选择“财务缴费”，可进行各种财务缴费。 

（4）一卡通 

点击“工作台”，选择“一卡通”，用户可查询余额、交易明细

和一卡通消费统计等。当发生一卡通消费时，用户可接收消费提醒。 

（5）网络会议 

点击“工作台”，选择“会议”，即可发起视频、语音会议。会

议包括预约会议、立即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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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校园 VPN 

校外访问校内资源需要使用 VPN，如激活微软正版软件；访问

万维、财务系统、科研系统、研究生系统等。校内访问无需登陆

VPN。 

1、下载和安装 VPN 客户端 

（1）访问 VPN 客户端下载页面 

方法一、在浏览器中访问网址 https://www.nauvpn.cn/进入 VPN 客

户端下载页面。 

方法二、打开学校主页 www.nau.edu.cn，点击右上角的“VPN”

即可进入 VPN 客户端下载页面。 

 

（2）下载并安装 VPN 客户端 

点击 “下载客户端”，选择适合您运行环境的版本，如 Windows、

Mac，点击“下载”。下载完成之后，双击安装程序，按照提示即可完

成安装。 

注意：使用 VPN 之前，必须先下载和安装 VPN 客户端，否则无法

正常使用 VPN。 

https://www.nauvp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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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 VPN  

双击桌面上成功安装的 VPN客户端 EasyConnect ，首次使用需

要手动输入地址 https://www.nauvpn.cn/，然后点击右边跳转箭头，使

用统一身份认证账号登录。 

https://www.nauvp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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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自动登录”，那么下次使用时只要双击 VPN 客户端即可完

成 VPN 登录，无需再输入统一身份认证账号。 

3、使用 VPN 访问校内资源 

登陆 VPN 后，您可以在校外访问信息门户、万维、图书馆等资

源，也可以激活微软正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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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销 VPN 

找到电脑右下角的 VPN 客户端图标 ，右击客户端图标 ，

点击“退出”，即可完成注销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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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微软正版软件 

1、正版化软件范围 

学校为全校师生提供免费的微软正版软件，包括 Windows 和

Office 的以下版本： 

（1）Windows: Windows 7 企业版、Windows 8 企业版、

Windows 8.1 企业版、Windows10企业版，以上版本均包括中英文

版本。 

（2）Office: Office 2010、Office 2013、Office 2016、

Office 2019、Office 2011 for Mac 版、Office 2016 for Mac

版、Office 2019 for Mac 版，以上版本均包括中英文版本。 

2、软件下载地址 

（1）Windows 下载地址（仅限校内访问）： 

http://down.nau.edu.cn/microsoft/Windows/ 

建议电脑内存 4GB 或以上的用户选择 x64 版本（x64文件夹下面

的版本）。 

（2）Office 下载地址（仅限校内访问）： 

http://down.nau.edu.cn/microsoft/Office/ 

http://down.nau.edu.cn/microsoft/Windows/
http://down.nau.edu.cn/microsoft/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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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说明 

（1）Windows 安装说明 

下载 Windows 正版安装镜像（iso文件）后需要刻录到 U 盘进行

安装。 

注意：请不要使用旗舰版（Ultimate），此类版本将无法激

活。 

（2）Office 安装说明 

将 Office 安装包使用解压缩软件（如 WinRAR 等）解压缩之

后，运行 setup.exe 并安装即可。 

注意：请不要使用第三方精简版等，此类版本可能无法激活。 

4、激活步骤 

（1）安装完成后，将计算机连接校园网，并确保其能够正常上网。

激活过程必须连接校园网， 校外无法激活。 

（2）校正计算机的当前时区、日期和时间。（注意：计算机系统必

须选择北京时区，与北京时间相差不能超过 5分钟）  

（3）下载激活脚本到本地计算机，将.bat 文件解压缩到任意位

置，点鼠标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http://xxb.na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b2/c1/0386c1ac473fbe0c3205f205eddc/56a04b29-db42-49c0-95ac-e1aded873f2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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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命令行窗口提示输入要激活的软件序号后回车，等待命令

成功运行完毕，即可成功激活。例如激活 office2019，则输入数字

4，并回车；激活 windows，则输入数字 5，并回车。 

 

  注意：安装微软 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 办公软件的计算机

每半年会自动连接校内服务器激活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