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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园一卡通简介 

大连理工大学一卡通系统由我校与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共

同全力打造，由大连理工大学发行，具有身份证明、电子证件和电子

钱包等功能，在大连理工大学校内使用。 

校园一卡通功能全面，主要分为消费和认证两大功能板块。消费

功能：就餐、洗衣、购开水、洗浴、超市、体育健身、打印复印、上

机、缴费；认证功能：门禁、考勤、通道、借还书、上机、会议签到。

真正地实现“一卡在手，走遍校园！”。一卡通网站网址为

http://ecard.dlut.edu.cn。 

大连理工大学一卡通由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负责规

划建设和日常管理。 

 

http://ecard.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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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玉兰卡”移动服务平台 

“玉兰卡”移动服务平台是网信中心为方便师生使用推出的手机

版在线服务平台，帮助师生实现移动快捷生活。师生可以通过“i 大

工”客户端、“玉兰卡”微信服务号等方式进行相关业务办理和查询。 

“玉兰卡”移动服务平台实现如下功能： 

虚拟卡功能：支持在玉兰卡消费刷卡机上进行虚拟卡扫码消费。 

充值功能：校园一卡通多种渠道充值，包括龙支付、微信、支付

宝等。 

查询功能：查询一卡通的相关信息，包括流水、账单等。 

挂失解挂功能：卡片挂失、卡片解挂、查询遗失卡。 

自助缴费功能：进行网费、电费、外语缴费、图书欠缴费等自助

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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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园一卡通充值 

校园一卡通含玉兰卡电子钱包和明珠卡电子钱包，是分别独立的

电子钱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充值。 

3.1 玉兰卡钱包充值方式 

方式一：通过“i 大工”客户端、“玉兰卡”微信服务号中玉兰卡

服务，进入主页-校园卡充值，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完成充值。 

 

方式二：通过支付宝 APP，进入首页选择更多-教育公益栏目下的

“校园生活”-校园一卡通-充值-选择大连理工大学根据提示填写相

关信息后完成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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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三：通过建行悦生活，进入首页教育服务下的“校园卡充值” 

-选择大连理工大学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完成充值。 

  

方式四：通过校园卡自助终端机，将玉兰卡放至自助终端机读卡

区，选择银行服务-银行卡转一卡通-输入充值金额及玉兰卡密码进行

充值。 

 

3.2 明珠卡钱包充值方式 

方式一：含有 NFC功能的安卓手机，打开 NFC功能，下载“大

连明珠卡”APP，选择“NFC充值”，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完成

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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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在明珠卡充值网点（地铁站、大连银行、明珠卡服务

点等）进行充值。 

方式三：在主校区网信中心服务大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大工

e 站”、西山生活区“大工 e站”、开发区校区服务大厅设置了大连

明珠卡自助充值机。将玉兰卡放在明珠卡自助充值机侧边感应区-选

择充值金额-扫描二维码付款（支持扫描的 APP有招商银行、支付

宝、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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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园一卡通流水查询 

方式一：通过“玉兰卡”微信服务号或“i 大工”APP 中玉兰卡

服务，进入主页-查询流水，选择起止日期进行查询。 

 

 

方式二：通过登录校园门户（https://portal.dlut.edu.cn/）首页选择一

卡通查询平台，选择流水查询，选择起止日期进行查询。 

 

https://portal.dlut.edu.cn/


校园一卡通用户手册（教工版）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8 
 

 

  



校园一卡通用户手册（教工版）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9 
 

第五章 校园一卡通挂失及补办 

5.1 一卡通自助挂失 

若校园一卡通丢失，则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挂失： 

方式一：通过“玉兰卡”微信服务号或“i 大工”APP 中玉兰卡

服务，进入主页-卡片挂失，填写相关信息进行挂失。 

 

方式二：通过登录校园门户（https://portal.dlut.edu.cn/）首页选择一卡

通查询平台，选择卡片挂失，填写相关信息进行挂失。 

 

https://portal.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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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三：通过校园卡自助终端机，进入主页-自助服务-校园卡挂

失，填写相关信息进行挂失。 

 

5.2 一卡通自助解挂 

挂失后又找到卡片的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在校园卡自助终端机

上进行自助解挂操作，操作成功后,卡片可以正常使用。 

方式一：通过“玉兰卡”微信服务号或“i 大工”APP 中玉兰卡

服务，进入主页-卡片解挂，填写相关信息进行解挂。 

 

方式二：通过自助终端机，进入主页-自助服务-校园卡解挂，填

写相关信息进行解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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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校园卡安全，若初始密码进行了修改，便可使用自助解挂功

能；若卡片密码为初始密码，为了安全考虑，不能进行自助解挂，需

要到服务大厅办理相关事宜。 

5.3 一卡通补办 

若教工校园卡丢失无法找回，请持有效证件到三校区服务大厅办

理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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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校园一卡通自助缴费 

师生可以通过“玉兰卡”移动平台、校园缴费平台、校园卡自

助终端机进行自助缴纳。 

方式一：通过“玉兰卡”微信服务号或“i 大工”APP 中玉兰卡

服务，进入主页选择缴费项目，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完成支付。 

 

方式二：通过 “i大工”APP 中校园缴费平台服务，进入主页选

择缴费项目，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完成支付。 

 

方式三：在校园卡自助终端机上选择“自助缴费”栏目，选择缴

费项目，如网费、图书欠缴费、电费等进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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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工 e 站”自助服务区 

“大工 e站”是为师生提供自助办理各类校园信息化服务的一站

式综合服务区。通过将各种自助设备集中设置，做到“信息化服务不

停歇，全年服务不打烊”。在“大工 e 站”自助服务区，师生可办理

一卡通、自助缴费、各类证明材料自助打印、自助补办玉兰卡、火车

票自助取票、自助电子注册、证件照采集打印、玉兰明珠卡自助充值

及学生证自助充磁等业务。 

 

7.1“大工 e 站”地址及开放时间 

1.大学生活动中心“大工 e站” 

地 址：大学生活动中心 110房间 

开放时间：8：00-22：00（与大学生活动中心楼宇开放时间一致） 

2.西山生活区“大工 e 站” 

地 址：西山生活区沁园餐厅旁（原取票室） 

开放时间：24 小时服务，可人脸识别或玉兰卡刷卡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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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大工 e 站”自助设备功能 

校园卡自助终端机：提供玉兰卡充值、消费查询、自助缴费、玉

兰卡挂失解挂、消费限额设置、修改密码等业务。 

自助补卡机：提供玉兰卡自助补卡（现设备上标有本科生或研究

生）。 

自助拍照机：提供证件照自助拍照，照片用于一卡通业务及使用

学校公共库照片的业务。 

自助证明打印机(双屏)：打印在职证明、职称证明、工资收入证

明、教师公寓居住证明、成绩单、在学证明、成绩单说明、无违纪证

明、获奖证明等 

自助证明打印机(大屏)：打印通过办事中心申请审批通过后的法

人证书复印件、开具介绍信、印章刻制介绍信。 

自助取票机：铁路自助取票。 

明珠充值机：一卡通明珠卡钱包进行充值。 

  



校园一卡通用户手册（教工版）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16 
 

第八章 人脸识别图像采集 

学校人脸识别目前应用场景包括人脸识别通道、人脸识别会议签

到、人脸识别消费、人脸识门禁、人脸识别考勤等。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进行图像的采集和更新。 

方式一：在校园网环境下进入“i 大工”APP，前往“服务大厅”，

添加“照片采集”服务，进入采集服务，点击照片采集框进行采集。

照片可选择自拍也可选择上传，系统会自动检测照片是否符合人脸识

别标准，如不符合会提示图片检测失败及原因，请点击“重新拍摄”

进行重新采集。 

 

方式二：使用自助拍照机进行自助拍照，在主校区网信中心服务

大厅和大学生活动中心“大工 e 站”、开发区校区食堂二楼、盘锦校

区 G01 二楼服务大厅西厅设有自助拍照机，师生可以通过刷身份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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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助拍照更换一卡通系统照片，可以用于重新办理校园卡和人脸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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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校园一卡通申请流程 

9.1 新教工校园卡申请 

新教工入职报到后，人事处会把教工信息录入人事系统，每小时

人事系统与公共数据库进行数据同步，一小时后数据同步到公共数据

库，每 2小时一卡通系统与公共数据库进行人员数据同步，3 小时后

数据同步到一卡通数据库，新教工就可以携工作证或身份证到服务大

厅，进行现场照相、办卡、领卡。 

 

9.2 部门自聘人员校园卡申请 

部门自聘人员需要先申请校园门户账号，申请人所在二级部门的

人事干事登录校园门户网站（https://portal.dlut.edu.cn）：办事

中心-搜索“自聘人员管理”或者在服务名称选项点击字母“Z”找到

“自聘人员管理”项。 按照要求填写申请信息，经申请单位和人事

https://portal.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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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审批后创建账号，申请人收到门户密码短信后第二天，由本人带身

份证到网信中心服务大厅办理玉兰卡。详情参看网站说明

http://ecard.dlut.edu.cn/info/1013/1143.htm。 

9.3 校园临时卡申请 

校内临时卡办理对象包括短期自聘人员、短期培训人员、短期交

流学生、后勤处及产业投资公司下属企业员工、附属高中学生、附属

学校学生等人员，由申请单位进行统一申请。 

申请单位需要登录校园门户网站 https://portal.dlut.edu.cn，

选择“办事中心”，在所属机构中选择“网信中心”，选择“临时玉兰

卡 申 请 ”， 按 照 步 骤 进 行 操 作 。 请 详 情 参 看 网 站 说 明

http://ecard.dlut.edu.cn/info/1013/1140.htm。 

 

9.4 校园身份卡申请 

校园身份卡办理对象为访问学者、外籍专家、外教、企业博士后、

进修教师、海天学者、单科进修、图书馆馆际互借人员等，由申请单

http://ecard.dlut.edu.cn/info/1013/1143.htm
https://portal.dlut.edu.cn/
http://ecard.dlut.edu.cn/info/1013/11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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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统一申请。 

申请单位需要登录校园门户网站 https://portal.dlut.edu.cn，

选择“办事中心”，在所属机构中选择“网信中心”，选择“校园身份

卡 申 请 ”， 按 照 步 骤 进 行 操 作 。 情 参 看 网 站 说 明

http://ecard.dlut.edu.cn/info/1013/1138.htm。 

 

 

https://portal.dlut.edu.cn/
http://ecard.dlut.edu.cn/info/1013/113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