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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 

    校园内通过图书馆的免费电脑上网、通过

学校网络中心办理锐捷认证上网，以及通
过SCUNET无线上网的情况，不属于校外访

问。而在校园内，使用其他运营商的网络，
包括有线、无线、4G方式上网的情况则属
于校外访问。 

 



校外访问使用电子资源的方法 

• 方法一：SSL VPN: Easyconnect  

• 方法二：基于Shibboleth 

• 方法三：数据库漫游 

 

这是四川大学图书馆目前支持的方式 



校外访问使用电子资源的方法 

• SSL VPN: Secure Sockets Layer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EasyConnect 

 

支持几乎所有数据库。 

 



校外访问使用电子资源的方法 

• 基于Shibboleth 

    资源应用系统的用户身份联合认证； 

    在数据库的登录页面选择登录。 

 

    只有部分外文数据库开通此类登录方式。 

 



校外访问使用电子资源的方法 

• 数据库漫游 

    在校园网内注册，在校外登录个人注册账

号，免费访问并下载全文。不受校园网络
带宽影响，可以畅通使用数据库。 

 

    只有部分中文数据库开通此类功能。 

 



SSL VPN 
方法一 



SSL VPN: Easyconnect 

• 访问主页栏目 http://lib.scu.edu.cn/node/146  

• 工具下载 

客户端  
For Windows：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install.rar  

For Mac：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easyConnect.zip  

修复软件（Only for Windows）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sangfortools.zip  

http://lib.scu.edu.cn/node/146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install.rar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easyConnect.zip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sangfortools.zip


SSL VPN: Easyconnect 

• 系统服务器地址 
https://libvpn.scu.edu.cn:543 

https://125.70.226.87:543  

 

在客户端配置服务器地址； 
 
浏览器直接访问服务器地址 

https://libvpn.scu.edu.cn:543/
https://125070.226.87:543/


SSL VPN: Easyconnect 

• 系统支持的终端 

 

 

 

 

 

     

    系统支持大部分主流浏览器，但不建议使用有
加速功能的浏览器。 

电脑 Windows、Mac 

手机 Android、iOS 



SSL VPN: Easyconnect 

• 首次使用须知 

    系统面向教职工、全日制在校生和专业学位学生

进行服务； 

    读者都必须首先自助开通访问权限： 

http://lib.scu.edu.cn/lib/addvpn  

    使用一卡通学工号和借书密码登录开通； 

    一卡通学工号和借书密码也即是校外访问系统登
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http://lib.scu.edu.cn/lib/addvpn


SSL VPN: Easyconnect 

• 开通权限 

阅读使用协议 

     

请文明使用资源，勿恶
意下载，IP被封会影响
整个VPN服务运行 



SSL VPN: Easyconnect 

• 开通权限 

卡号验证 

 

 

 

 

 

遗失补办卡不影响VPN功能，无需重复开通。    

一卡通学工号 
借书密码 
 

（教师一卡通若没
有借阅记录，需先
到图书馆前台激活） 



SSL VPN: Easyconnect 

• 开通权限 

补充联系信息 

     

填写有效联系信息；
填写校外住址，明确
有使用VPN服务需求 



SSL VPN: Easyconnect 

• 开通权限 

看到确认开通信息 

     

请大家保管好个人账号及密
码，切勿遗失或出借他人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安全证书提醒 

• 现象举例 

 

     

IE Google Chrome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安全证书提醒 

    在页面点击继续前往，如果没有该字样，可以先

点击高级或更多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账号密码 

 

     

尚未自助开通 访问开通地址
进行权限开通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账号密码 

 

     

用户已开通权限，密码
输入错误 

忘记借书密码，目前请到图书馆
前台进行查询及重设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账号密码 

 

     
账号过期 
 
延期毕业 

延期毕业可继续使用VPN，若

发现账号有异常，可持有效证
件和学院延期证明（公章）到
图书馆前台处理。 

教师账号异常，延期需持有效
工作证到图书馆前台处理。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账号密码 

    由于数据库商的版权限制和要求，毕业校友不享

有电子资源的使用权限。故，也无法通过VPN访
问资源。旧的一卡通与校友卡均不作为认证凭证。 

   

 

 

     

毕业后办理了校友
卡，是否能够作为
认证凭证登录使用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账号密码 

    确实需要在假期没有拿到新一卡通前使用电子资

源，凭录取通知等相应证明可以申请延期续用旧
卡。 

   

 

 

     

毕业后继续升学四川大
学。在毕业后入学前的
空挡，是否可以使用VPN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无法登录 
       网页端提示：IP在校园网范围内，可无需连接VPN，直接访问数据库，

（数据库列表：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客户端提示：抱歉，您的IP不在允许范围内。 

     

本VPN系统仅用于从校外登录，

不能在校内登录使用，如果
从校内登录将产生上述提示。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无法登录 

       系统已达到最大授权用户限制     
支持同时500人在线通过校外访问系统
使用电子资源。如果您是第501个用户

登录，就会出现该提示。遇到这样的提
示，只能稍后等待有用户退出后再登录。 
 
∆为了不占用访问通道，希望各位用户

在不使用系统的时候，一定要点注销或
退出，如果不做此操作，您会继续在线，
直到超过系统设置的不操作下线时长。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无法连接到服务端 

     
可以切换两个服务器地址试试 
 
无法解决，请联系图书馆协助解决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弹出页面 

    Windows系统客户端登录后，会自动弹出IE浏览器 

     

若是习惯IE浏览器的读者可以继续往下操作使用； 
 

若是习惯使用其他浏览器的读者，可以在保持
EasyConnect登录的情况下，关闭IE，打开其他浏
览器访问数据库A-Z: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http://202.115.54.17:8088/V?FUNC=FIND-DB-1-LCL


下述问题涉及中国知网 

VPN访问中国知网的大

部分问题也同样存在
于使用校园网进行访
问的过程中 

我们订购的中文期刊
文献资源不仅仅是中
国知网，还有维普、
万方等 

并发已满；缺少机构
字样；无法自动登录；
下载超量；超时下
线……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中国知网 

     

    中国知网订购的并发用户数是320个，
所以，如果您是第321人访问中国知网，
就无法成功访问。 
    此问题，是知网做了控制，需稍后再

试。您也可以在知网暂时无法使用的时
候访问其他的中文电子资源数据库，例
如万方和维普。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中国知网 

     知网首页没有 
“四川大学…”字样 

    中国知网的机构识别，有时候在首页
会显示不正常。 
    遇到此问题，可以继续检索，很多时
候在检索结果页又会自动登录。 
    如果检索结果页还是没有机构信息，

可以将页面拖到最下方，右侧最后一行
会显示一个IP，将该IP反馈给我们，以便
我们与知网联系进行核实。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中国知网 

     

成功登录校外访问系
统，访问中国知网，
还没有任何下载，为
什么点第一篇文章下
载就提示下载超量 

    中国知网识别的是校外访问系统服务
器的IP，同时登录校外访问系统访问知网

的用户都会被识别为同一个用户。所以，
该提示并非由您一人造成，而是群体下
载行为的结果。 
    此问题，是知网做了资源保护和控制。
知网会自动解除，请您稍后再试。 
    您也可以在知网暂时无法使用的时候

访问其他的中文电子资源数据库，例如
万方和维普。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中国知网 

    使用一段时间后再下载，就弹出要求登录 

     

    此问题，是知网做了资源保护和控制。
一次有效的访问知网session时长大约20

分钟，也即是停留在知网的任意页面不
操作20分钟后即会被下线退出当前登录
账户。 
    您只需要关闭知网重新打开，或尝试
点击“IP登录 ” 即可。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中国知网 

    登录了VPN，但是却识别了其他机构名，也能识
别VPN服务器地址，下载提示不在许可IP范围或提
示IP同时存在于多个账号中 

 

     
正
常 

不
正
常 如果处于本身就可以访问知网

的机构网络，请勿使用VPN，
会发生冲突。 



下述问题可能会用到修复工具 

• 修复工具下载地址：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
wai/sangfortools.zip  

 

运行修复工具 
立即扫描 

查看工具箱更多选项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sangfortools.zip
http://202.115.54.114/sculib/sites/default/files/xiaowai/sangfortools.zip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无法登录 

    登录闪退 

     

确实发现部分Win10用户的安全软件会造成这个原因。如果循环出现上
述情况： 
 
首先，尝试暂时关闭腾讯管家、Windows Defender等安全软件； 
 
第二，如果禁用安全软件还无法解决问题，可以使用修复工具扫描修复。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无法登录 

    提示已有连接 

     
 
第一，检查电脑是否已经运行了EasyConnect，如果有在运行，则无需重
复登录； 
 

第二，没有看到有运行的程序，利用任务管理器检查是否存在以
“Sangfor”字样打头的进程，全部关闭后重新登录； 
 
第三，如果并未发现正在运行的VPN进程，但仍然无法登录，可以使用
修复工具扫描修复。 
 
 



SSL VPN: Easyconnect 

• 常见问题之无法打开网页 

    成功登录，但无法打开数据库页面 

 

第一，检查电脑是否已经运行了其他的翻墙软件，例如赛风、蓝灯等，
需要退出这些翻墙软件再使用校外访问VPN； 
 

第二，并未使用可能冲突的翻墙软件，则可能是电脑虚拟网卡的问题，
需要使用修复工具扫描修复。 
 
 
 



SHIBBOLETH 
方法二 



Shibboleth 

• 目前已开通的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Elsevier -- ScienceDirect Online 全文期刊数据库; 

    Elsevier电子丛书--Methods in Enzymology（酶学方法）; 

    Scopus; 

    EBSCO;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RSC) -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Shibboleth 

• 访问一般步骤 

 

     
①找到数据库登录界面； 
 
②若无Shibboleth登录字样，请选择“通过机构登录”——“其他机构登录”； 
 
③选择本地机构所属群组”China CERNET Federation ( CARSI )”； 
 
④选择本地机构“Sichuan University”； 
 
⑤登录个人账户，用户名为学（工）号，密码与VPN密码（借书密码）一致。 
 



Shibboleth 

• 以ScienceDirect为例 

 

     



Shibboleth 

• 以ScienceDirect为例 

    点击Sign in 

 

     



Shibboleth 

• 以ScienceDirect为例 

    在新页面 Sign in via your institution 

    点击Other institution 

 

     



Shibboleth 

• 以ScienceDirect为例 

    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联合认证机构联盟     

 

     



Shibboleth 

• 以ScienceDirect为例 

    选择联合认证机构联盟后，弹出下拉菜单 

                                                

                                                        

 

     

点选 
Sichuan University 



Shibboleth 

• 以ScienceDirect为例 

    看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字样登录框 

     以一卡通学工号、借书密码登录 

因网速快慢不同，点击登录后，可
能会显示页面正在加载，请等待 



Shibboleth 

• 以ScienceDirect为例 

    跳转后即可开始检索使用 

    看到之前的Sign in 变为 My account 

      



漫游访问 

方法三 



数据库漫游 

• 目前开通漫游的数据库 

  《书香川大》电子书（终身使用权限）； 

    读秀；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教师漫游账号） 



数据库漫游 

 

 

• http://scdx.chineseall.cn 



数据库漫游 

• http://www.duxiu.com 



数据库漫游 

• http://library.koolearn.com 



数据库漫游 

 



数据库漫游 

• http://www.kuke.com/artcenter 



数据库漫游 

• http://www.yfzxmn.cn/YFB12/ 



数据库漫游 

• http://www.htcases.com/KW/Views/Index.aspx 



数据库漫游 

 



数据库漫游 

 



现场提问与问题解决 

 



校外访问问题咨询 

• 提供学工号 

• 说明上网设备/地点/网络服务商/联网方式 

• 说明故障数据库名称 

• 问题记录/截图反馈至邮箱 OR 远程协助 

 
小伙伴互助，可加 
QQ群： 835207262 

SCULIB-ITC 

姓名：图书馆信息技术中心 

电话：85990198，85990183 
Email：libdauto@scu.edu.cn 

职位：中流砥柱 

VPN问题有帮助的网站： http://bbs.sangfor.com/plugin.php?id=info:index  

http://bbs.sangfor.com/plugin.php?id=info:index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