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园网络管理办法 
 

为加强校园网络管理，促进校园网络建设，根据《计算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及教育部、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国家网络中心的有关规定等中央有关部委文件

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一、本规定依据 

1、设立校园网络管理中心，简称网络中心。 

2、网络中心负责校园网网络布线工程及线路维护、网

络设备与系统设备的管理与维护、网络的日常运行管理以及

向用户和网络管理委员会提供技术支持等具体工作。用户在

学校一期网络建设中所提供的信息点之外还需要增加的，向

网络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 

3、各二级学校、部、处、室等部门应确定一名领导负

责网络管理及信息安全工作，对本部门网站建设起监督管理

作用；并指定一名网络管理员负责本部门网络的日常运行维

护等工作。 

4、网络应用坚持"谁上网谁负责"的原则，对于涉及网

络信息安全的，应向院信息管理委员会申报。 

二、主干网与子网 

 主干网的所有设备，包括光缆及其附属配件、路由器、

交换机、集线器等都属于学校的固定资产，由网络中



心负责管理，各入网部门和个人都应加以爱护，发现

问题应及时报告网络中心。 

 子网由各入网部门负责，在校园网络中心的统一规划

和指导下，进行校园网连入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网

络中心有责任协助、指导和监督子网建设并使其接入

主干网运行，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子网，网络中心有权

拒绝其加入主干网。 

 各子网网络管理员具体负责相应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安

全工作，保存网络运行的有关记录，指导计算机系统

管理员和用户对各自负责的网络系统、计算机系统和

上网资源进行管理。 

 需要扩充子网的部门应向网络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和

规划。入网部门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私自扩充下级子

网或用户。如有此类事情发生，网络中心有权中止信

息传输，并拒绝其加入校园网络。对于有需要与校外

单位连网租用校外信息线路的子网或用户，必须与校

园网断开，否则安全责任自负。 

三、网络建设与运行经费 

网络的运行和发展等所发生的费用由学校和各入网部

门按照“鼓励使用、合理分担、促进发展”的原则，协同解

决。各子网的建设和扩充的经费原则上由各子网部门负责。 

校园网络运行经费分担办法及收费办法由网络中心拟

定，经校园网络管理委员会讨论，报院长办公会审批后执行。 

  

四、尊重知识产权 



网络使用者应尊重知识产权，不得为下列行为： 

 使用未经授权之计算机软件。 

 违法下载、拷贝受著作权法保护之著作。 

 未经著作权人之同意，将受保护之著作上传于公开

之网站上。 

 电子布告栏或其它线上讨论区上之文章，若作者已

明示禁止转载，仍然任意转载。 

 架设违法网站供公众下载受保护之著作。 

 其它涉及侵害知识产权之行为。 

 

五、禁止滥用或干扰网络系统 

网络使用者不得为下列行为： 

 散布计算机病毒或其它干扰或破坏系统机能之程

序。 

 擅自截取网络传输讯息。 

 以破解、盗用或冒用他人帐号及密码等方式，未经

授权使用计算机或网络资源。 

 任意将帐号借予他人使用，或故意泄漏他人之帐号

及密码。 

 隐藏帐号或使用虚假帐号。但经明确授权得匿名使

用者不在此限。 

 擅自窥视他人之电子邮件或档案。 

 以任何方式滥用网络资源，包括以电子邮件大量传

送广告信、连锁信或无用之信息，或以灌爆信箱、

占用资源等方式，影响系统之正常运作。 

 以电子邮件、线上谈话、电子布告栏或类似功能之



方法散布诈欺、诽谤、侮辱、猥亵、骚扰、非法软

件交易或其它违法之讯息。 

 利用校园网络资源从事非教学研究等相关之活动或

违法行为。 

 

六、网络管理 

为执行本规范之内容，有关网络管理之分工及管理事项

如下： 

 各单位（含教学、行政与非编制单位）内部之网络

由该单位管理。单位内部网络地址之分配与使用应

建立管理机制。 

 全校对外网络及连接各单位之骨干网络由计算器与

网络中心管理。 

 学生宿舍除遵循本规范外，另依本校「学生宿舍网

络管理办法」管理。 

 为网络资源之妥善分配，管理单位得对网络流量做

适当区隔与管控。 

 对违反本规范、影响网络正常运作、无故占用大量

网络资源或流量异常者，管理单位得先暂停该使用

者之权利。情节重大、违反校规或法令者，应转请

本校相关单位处置。 

 电子布告栏及网站应设置专人负责管理、维护。违

反网站使用规则者，负责人得删除其文章或暂停其

使用。情节重大、违反校规或法令者，应转请本校

相关单位处置。 

 使用者若发现系统安全有任何缺陷或漏洞，应尽速



通知管理单位处理。 

 

七、隐私权保护 

网络管理应尊重个人隐私权，不得任意窥视使用者

之个人资料或有其它侵犯隐私权之行为，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设备管理人或使用人应配合提供必要

之系统权限： 

 为维护或检查系统安全。 

 依合理之根据，怀疑有违反校规之情事时，为取得

证据或调查不当行为。 

 为配合司法机关之调查。 

 其它依法令之行为。 

 

八、网络中心的主要职责为： 

 负责主干网及网络中心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及时排除

故障，确保校园网络正常顺利运行。 

 负责上网用户的登记、资源分配及提供相关服务。 

 负责组织网络中心人员进行各种技术开发、提供技术

服务，面向用户举办网络知识讲座及进行网络技术培

训。 

 协同搞好信息安全等。 

 

九、网络管理 



各部门网络管理员负责监督本部门上网计算机的使用

情况，及时向网管办汇报本部门上网计算机情况，负责分配

本部门计算机 IP 地址，控制本部门网络设备的使用。 

IP 地址是宝贵的网络资源，全校网络公有及私有 IP 地

址由网络中心负责统一规划、分配和管理。 

凡属本校部门和个人要求入网，应向网络中心提出申

请。入网部门和个人应严格使用由网络中心及本部门网络管

理员分配的 IP 地址。网络用户不得任意更改已分配的 IP 地

址，更改 IP 地址必须上报网络中心，经网管办备案后方可

更改。不得盗用他人 IP 地址或私自乱设 IP 地址。网络中心

有权切断乱设的 IP 地址入网，以保证校园网络的正常运行。 

网络用户不得擅自连接计算机入网，增加上网的计算机

或更改网络线路须通过各部门网络管理员上报网络中心，经

网管办备案方可接网。 

网络运行管理是指对网络结构、网络设备、网络信息、

网络安全及网络用户的管理。 

学校网络中心为需要接入网络的用户统一分配 IP 地址。各

部门及教职工、学生用户使用网络必须填写入网申请，并在

《用户入网责任书》上签字，由网络中心备案后分配 IP 地

址。 

学校网络中心将对入网用户收取一定费用。 

按有关规定可以使用学校内部计算机应用系统的用户，填写

相应系统用户申请，向网络中心申请开设账户。 



 

十、部门网络管理 

部门网络是学校网络的组成部分，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

可以建立部门网络，设立部门网络和独立服务器。 

 需要建立部门网络的部门或单位需提出组建方案，确

定部门网络的作用、范围、组网方式，连接方法和用

户使用模式，制定管理办法，确定网管人员，并向网

络中心申请。网络中心审核通过后报校园网领导小组

批准，由网络中心指导各部门共同实施。 

 需要通过设立网络域组建部门网络或专门业务网络的

单位，应提出组建网络域的需求说明，确定网络域的

作用、范围、管理办法及网络域管理员，指定负责人，

并向网络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由网络中心审核通过并

向校园网领导小组报告审批后协助组织实施。网络域

的域名由网络中心统一规划和命名。 

 需在网络内建立独立服务器的部门需提供建立独立服

务器的说明，确定服务器的作用，制定管理办法，确

定管理员及负责人，向网络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由网

络中心审核通过向校园网领导小组报告批准后协助建

立。 

 

十一、网络设备管理 

网络设备管理指对接入网络的通信主干设备、公共服务

器、计算机和打印机等设备的运行管理 



网络的主干通信设备、网络线路、公共服务器及其它公

共设备由网络中心管理。 

部门中的网络服务器和网络打印机等设备由各部门网管人

员负责管理，并在网络中心备案。 

接入网络的计算机和在网络内由部门建立的服务器，由

该设备的保管人员负责管理,并在网络中心备案。 

与独立计算机连接的打印机等共享设备由所连计算机

的管理者负责管理，管理者必须对共享设备的使用设备的使

用范围进行限定，禁止无限制地开放共享设备。 

用户设备接入网络由网络中心统一规划和实施，用户需将设

备接入网络时，需经所在部门领导批准后，并向网络中心提

出书面申请。 

网络中心对入网设备的名称、入网软硬件配置、入网接

入端口和安装的软件实行统一规范和管理，不定期检查其使

用情况。 

十二、网络信息管理 

网络信息是指通过网络发布、传递及存储在网络设备中

的信息。 

学校网络使用的 Internet 域名由网络管理部门统一规

划和管理。接入网络的部门如果需要使用独立的域名，应向

网络中心提交书面申请，由网络中心审核通过并报院校园网

领导小组批准后协助实施。 



网络中心按照有关网站和信息上网的管理办法负责学

校网站的运行管理。学校的各类信息系统实行分级安全管

理，不同的用户根据不同的授权获得授权范围的信息。各单

位的上网信息，统一由各部门设立网络管理员上报网管办，

经网管办审核合格后方可上网。 

要求建立面向学校内部网络用户部门网站的单位需提

供部门网站建设说明，确定网站的作用、栏目设置、管理办

法、网络管理员，并向网络中心提交书面申请，由网络中心

审核通过后向校园网领导小组报告。部门网站可以建立在网

络中心的公用服务器或独立服务器、部门网络的服务器上。 

学校的 Internet 电子邮件服务仅限于与工作有关的通

信业务，不得通过电子邮件传输涉密信息。 

学校的 Internet 信息服务主要用于与学校教学、科研

和管理工作有关的通信业务，用户应控制查阅娱乐性的内容

和调阅下载大量占用网络通信流量的影视和音乐等多媒体

信息。 

任何人不得利用学校网络提供的各种信息服务从事危

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

复制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妨碍社会治安和淫秽色情的信

息。 

为了确保学校网络传输的信息符合有关规定，确保学校

的公共财产不被滥用，网络中心在必要时可采取技术手段，

对用户使用的信息流量和网络资源进行配额管理，对用户的

电子邮件和 Internet 查询的信息进行过滤。 



十三、网络安全管理 

网络安全管理是由网络中心负责实施的保证网络与网

络信息安全进行的管理。 

连入校园网络的部门和个人必须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科学校、国家教育部等部委的有关计算机互联网

络的规定、制度和管理办法。 

连入校园网络的部门必须与网络中心签署《校园网安全

管理协议》，连入校园网络的个人必须与网络中心签署《个

人加入校园网责任书》并严格遵守其上述的规定。 

校园网络的用户都必须严格遵守《计算机网络用户守则》。 

网络中心、入网部门和个人必须接受并配合国家和学校

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 

网络用户必须按照所获得的权限使用网络的硬件资源、

软件资源和信息资源，禁止未经授权或超出授权范围使用网

络资源。 

网络用户必须妥善管理访问网络资源和用户名称和密

码，长期使用网络资源的用户必须按照网络中心对各种资源

的使用规定按时更换用户密码。凡因为管理不善导致密码泄

露对网络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应追究当事人责任。 

网络中心负责学校对外连接管理，未经授权任何网络用

户不得以任何方式建立与其他网络间的互联。任何用户未经



网络中心授权，不得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建立网络信息处理

系统和占用网络资源。 

学校网络中心是校园网建设和管理的常设机构，为校园

网建设和发展制定规划与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被批准实行

的校园网建设项目，负责校园网的日常运行、维护和管理，

为全院网络用户提供培训和咨询等服务，从事网络研究和进

行网络系统开发。校园网络系统的安全运行和系统设备管理

维护工作由网络中心负责，网络中心可委托相关单位人员

（如：教务处、保卫处）代为管理子节点设备。 

各个网络端口只允许授权用户使用，没有到网络中心办

理端口使用手续者，不得擅自使用网络端口。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校网络中心同意，不得擅自安装、拆卸或改变网络

设备。 

部门内若需连接子网，应向学校网络中心提出书面请

示，经同意后方可实施。 

IP 地址属于学校的公有资源，由网络中心分配给各部门和个

人使用，任何人不得挪用非分配的 IP 资源。 

所有校园网用户均应以真实身份和姓名在网络中心办

理注册登记手续，所有单位和个人网络用户必须与学校网络

中心签订安全协议。网络中心对用户的资料保密。 

各系、处、学校直属单位及计算机网络开放实验室，需

有专人对每台上网主机进行监视管理，并建立严格规范的用

户上网登记制度。若在某台主机上发生任何有悖网络管理法



规的现象，管理者应依据记录追查当事人，否则，将追究管

理者的责任，视情节给予处分。 

不得发送邮件炸弹(需要大批量发送邮件的用户应事先

书面通知网络中心)，不得扫描端口，不得盗用他人帐号或

未经允许而使用不正当手段通过网络窃取他人信息。一经发

现，将给予通报并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不得制造或故意传

播计算机病毒，导致网络系统或联网计算机系统发生诸如阻

塞、溢出、处理机忙、资源异常消耗、死锁、瘫痪等运行异

常。未经有关管理人员批准，不得切断他人的网络连接。严

禁在校园上使用来历不明，可能引发病毒传染的软件，应事

先使用相应的杀毒软件进行检查和杀毒。 

学校网络上不允许进行任何干扰网络用户、破坏网络设

备和服务的活动，包括（但不局限于）在网上发布不真实的

信息、散布计算机病毒、使用网络进入未经授权使用的计算

机、不以真实身份使用网络资源、随意复制或使用未经安全

检查的系统软件，以及盗用他人账号等。 

不得利用网络对他人进行诽谤、诬陷、欺诈、教唆等行

为；不得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利。

不得侵犯他人的商誉、商标、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和商业

秘密等各种知识产权。 

不得在网络上发布、传播反动或不健康的信息。对收到

的境内外反动电子邮件不得传播扩散，并及时报告网络中心

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网内



及其联网计算机上传送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包括多媒体信

息），传送淫秽、色情资料。 

对在校园网上从事其它任何有悖网络管理法规活动者，

网络中心将视其情节轻重交由学校保卫处或公安机关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联网计算机从事危害校园网

及本地局域网服务器、工作站的活动，不得危害或侵入未授

权的服务器（包括 CERNET 或其它互联网）、工作站。 

校园网各类服务器开设的帐户和口令（如个人的 E-mail

信箱）为个人用户所拥有，网络中心对用户口令保密，不得

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这些信息。 

计算机、网络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重要设备应由

专人进行管理，注意维护和保养，要定期对重要仪器设备进

行核查，并随时登记设备使用状态和维修纪录。 

十四、惩处 

对于盗用 IP 地址，盗用他人口令、入侵和破坏网络及

计算机系统、违反网络用户行为规范的行为，网络中心将要

求相关子网部门予以配合，并会同学校有关部门共同查处。 

对于违反本《管理办法》的入网部门和个人用户，网络

中心将依照情节轻重对其采取以下惩罚措施：警告、停止个

人户头、停止有关单机入网、停止子网入校园网、报请学校

有关部门按校纪处分；触犯国家有关法律者，移交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