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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简介 
学校概况 

浙江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省部共建的普通高等学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的若干所重点大学之一。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

成立于 1897 年，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府之一。1952 年，在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曾被分为多所单科性学校，部分系科并入兄弟高校。

1998 年，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

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校已成为一所基础坚

实、实力雄厚，特色鲜明，居于国内一流水平，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研究

型、综合型大学。现任校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力学专家杨卫教授。 
学校设紫金港、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等 5 个校区，占地面积 5.18

平方公里，分布于杭州市区不同方位。校园依山傍水，环境幽雅，花木繁茂，

碧草如茵，景色宜人，与西湖美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是读书治学的理想

园地。 
浙江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以严谨的求是学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以执著的创新精神创造出了丰硕成果，蜚声海内外，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

瑟誉为“东方剑桥”。其中，历任著名校长有竺可桢、马寅初、钱三强、路甬

祥（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潘云鹤（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曾在浙大

任教的著名学术大师有王淦昌、贝时璋、陈建功、苏步青、王葆仁、钱令希、

谈家桢、郑晓沧、梁守槃、夏承焘、姜亮夫、吴健雄；浙江大学校友中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 160 余人，其中在浙大就学者就有

90 余人，他们中有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钱人元（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

家铮（三峡工程总设计师，两院院士）、程开甲（两弹元勋，中科院院士）、

王元（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等。 
浙江大学的学科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十一大门类。学校现有 123 个本科专业，

32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47 个博士后流动站，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8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67 个，另有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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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法律硕士（JM）、工商管理硕士（MBA、EMBA）、公共管理硕士（MPA）、
教育硕士、体育硕士、农业推广硕士、风景园林硕士、兽医硕士、公共卫生

硕士、工程硕士、建筑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汉语国际教育等 25 个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4 个，另有二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 21 个。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 14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个，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 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

才培养基地 8 个，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 4 个，国家战略产业人才培养

基地 3 个，国家级教学实验示范中心 10 个和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1
个。 

学校综合办学条件优良，基本设施齐备。校舍总建筑面积 207 余万平方

米。科学馆（楼）、体育馆（场）、活动中心、游泳池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齐

全，为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生活、开展中外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条

件。学校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8.3 万余平方米，总藏书量 643 万余册，是全国

规模最大、分布面最广、学科覆盖最全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之一。出版社 1
家。附属医院 7 家。学校还创办了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并在南昌、宁

波等地设立了分园。总长达 68 公里的高速计算机骨干网络以及特设的公交线

路将各校区和附属医院联为一体。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如今，有着百年辉煌历史的浙江大学，肩负着

新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之一，浙江大学将通

过改革与发展，努力建设成为以“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为办学特色，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民族振兴、国家富

强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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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浙江大学的渊源——求是书院创建于 1897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

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01 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

1927 年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

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1928 年 4 月 1 日

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 年 7 月 1 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

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中国著名气象、

地理学家、校长竺可桢先生领导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崛起为

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

剑桥”。1946 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 1948 年 3 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

文、理、工、农、师范、法、医 7 个学院、25 个系、9 个研究所、1 个研究

室的综合性大学。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

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

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之江大学前身为建于 1897
年的育英书院；浙江省立医学院前身为建于 1912 年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

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

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 年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

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 年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的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1960 年更名为

浙江医科大学。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源出一脉的浙江大学、

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均取得了较大成就。

浙江大学成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经管协调

发展的全国重点高校，1995 年成为首批列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计划的重

点大学之一。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也分别成为实力雄厚、

特色鲜明，居于国内同类高校前列，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浙江省属重点大

学，并分别通过了“211 工程”部门预审和重点建设项目立项论证。四所学

校对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国务院批准，1998 年 9 月 15 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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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面向 21 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

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对我国高等教

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教育理念 
浙江大学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

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宽、专、交相结

合，因材施教，倡导批判性思维，鼓励自主化、高效化、研究化、国际化学

习，着力培养各类杰出人才。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开拓人才培养的新途

径，积极推进“三个课堂”的建设。实施前期通识教育与大类培养，后期宽

口径专业教育和跨学科学习的新模式，已建立了基本符合国际一流研究型大

学本科教育教学体系，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的教育氛围，努力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三自”能力，已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育人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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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 
 
浙江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是在

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前

提下，构建以多规格、多通道、

模块化人才培养框架为基础的宽、

专、交人才培养体系，通过逐步

形成通识课程、大类课程和专业

课程“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改进、完善、优化培养方

案，拓宽国际交流渠道，培养国

际交流能力。全面推行学分制，实施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多学科交叉培养

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按理、工、信息、应用生物科学、生物医药、人文、

社科、科技与创意类八个大类培养。 
 
 
1.大类培养模式——即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入学时学生不分专业，按招生大类进行前期大类培养，修读通识课程、

大类课程。一年后、两年内确认主修专业，后期修读专业课程。同时，在部

分专业学科探索建立了“英语＋X”、“信息＋X”、“X＋管理”等特殊培养模式，

通过辅修、双专业/双学位，进一步推进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 
 
2.专业培养模式——即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按招生专业的培养计划进行培养，仍实行前期通识教育、后期专业教育。

这种培养模式仅限于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美术学专业、民族班、国防

生等按专业招生的学生。 
 
3.特殊培养模式——即拨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优秀学生经选拔进入竺可桢学院学习，前期修读理工平台或人文社科平

台课程，后期在导师指导下修读专业课程。实施辅修、双专业/双学位制；实

施本硕连读和本博连读；试行“特别专业课程计划”，允许特别拔尖的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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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计具有独特知识结构的特别专业课程学习计划。这种培养模式包括列入

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求是科学班”以及“工程教育高级

班”等各类特色辅修班。 
 
 

学制 
浙江大学本科学制为四年（个别专业五年），在校学习年限不超过 6 年。

实行四学期制，每学年分 4 个季学期（春、夏、秋、冬），每两个季学期为一

个长学期（秋冬、春夏）。寒假一般安排在春节前后，因此每年学期起止时间

略有不同，详情可参阅当年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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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指导 
行前准备 
1. 携带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录取通知书、

浙江大学港澳台交换生手册、选课指南； 
2. 网上选课，具体请见选课指南； 
3. 出发前自行在港澳台购买相关保险； 
4. 准备足以支付交通、住宿、用餐等费用的人民币。 
 
 

抵达浙大 
萧山机场 
从萧山机场出发，可以乘坐机场巴士到平海路（维景国际大酒店，中山大酒

店），转乘 10 路公交车到终点站“浙大紫金港校区”下车。 
机场巴士发车时间 

07:30 — 09:30 30 分钟 1 班 
09:30 — 17:00 15 分钟 1 班 
17:00 — 21:00 20 分钟 1 班 

21:00 以后至末班航班到达 30 分钟 1 班 
机场巴士票价 20 元。 
 
10 路公交车发车时间： 

正常情况下单程 45 分，高峰间隔 3-5 分，平峰间隔 7-10 分。5:35-22:40 从

平海路发车（5:00-21:40 从浙大紫金港校区发车）。普通车 1 元，空调车 2
元，每年 3，4，10，11 月票价 1 元。 

 
 
火车站 
从杭州火车站（城站火车站）出发，乘坐 900 路公交车到机动车辆管理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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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下车后沿申花路向西步行 100 米到紫金港校区。 
900 路公交车发车时间： 

6:00~21:00 从城站火车站发车，正常情况下,高峰间隔 5~7 分,平峰间隔 8~12
分。公交车票价 3 元。 

 
 

报到 
1.报到时发放的资料有：学生证、校历、校园卡。 
2.报到结束后，由学生助理负责协助交换生办理一卡通（就餐卡、图书卡、

门禁卡）,地址为紫金港食堂一楼一卡通服务中心。 
3.报到结束后，请学生到各个院系办理注册手续。 
4.港澳台交换生可享受我校公费生的医疗门诊服务，由学生助理到紫金港校

医院统一办理。 
5.一卡通未开通前，交换生进出图书馆可凭学生证，但不可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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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 
1. 学生请自行登录教务管理系统进行选课(http://jwbinfosys.zju.edu.cn)。 
2. 学生请仔细阅读课程与考试中心的相关通知。 
3. 统一选课期间，学校大部分课程对学生开放，若课程选不上，按照课程

与考试中心的通知进行补选课。 
4. 学生应在所在校区选课，学校不鼓励跨校区选课。如有必修课需跨校区

选的，请提供派遣学校的证明，到紫金港校区东一 D114 室领取校车票。 
5. 统一选课结束以后，学校不再安排退、选课，学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选

好课程，若错过选课时间，后果由学生自行负责。 
 
 
温馨提示 
港澳台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 
港澳台学生不需申请即可免修政治课和军训课 
 
 

成绩单和学分转换 
1. 我校将于下一个学期开学后统一将交换生成绩单寄回原学校，如需英文

成绩单，请返校前提出。 
2. 学分转换在原学校进行，具体事宜请咨询原学校。 
 
 

辅导员 
辅导员是学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学生日常教育和

管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是学生政治、思想和学习、生活的指导教

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每位辅导员要协调多个班级

的学生工作，同时兼任基层党、团组织的干部。如在学习、生活上遇到困难

或遇到紧急突发事件，请及时与辅导员联络。 
  

http://jwbinfosys.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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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指导 
教室分布 

浙江大学教学基础设施齐全，为各层次教育教学提供了很好的支撑。目

前，五个校区共有公共教室 599 间，座位数 54286 个。其中公共多媒体教室

412 间，座位数 41846 个，普通教室 187 间，座位数 12440 个。（详见表一、

表二）学校教室资源实行网上管理，为了简化教室借用手续，提高最高办事

效率，从 2009-2010 学年冬学期开始，紫金港校区学生可以通过教学资源管

理系统进行教室的查询和借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表三）。 

 

  



 

23 

 
  



 

24 

图书馆简介 
 
浙江大学图书馆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

学图书馆之一，其前身是始建于 1897 年的求

是书院藏书楼。1998 年 9 月，原浙江大学与

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

并，四校图书馆也相应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

图书馆。2009 年 1 月，浙江大学图书馆、网

络与信息中心两大机构合并成立为浙江大学

图书与信息中心。 
浙江大学图书馆由玉泉校区图书馆、紫

金港校区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医学分馆、西

溪校区图书馆、华家池校区图书馆等五大馆

舍组成，总建筑面积约 8.6 万平方米，总阅

览座位达 5282 席。 
馆藏分布查询： 
ht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cata
log_id=37129 
开放时间查询： 
ht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cata
log_id=37078 
  

ht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catalog_id=37129�
ht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catalog_id=37129�
ht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catalog_id=37078�
ht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catalog_id=3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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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指引 

 

校内买书的地方有：图书馆门口的晓风书屋、丹阳学园的蓝晶书店、蓝

田学园的博科书店和紫云学园的永谦书店。 
杭州城里较大的书店有：图书大厦（文二路 38 号）、老新书店（解放路

225 号）、购书中心（庆春路 217 号）和博库书城（天目山路 38 号）。另外，

比较受学生欢迎的书店还有西溪校区东 2 楼的新华书店、文三路 54 号的学术

书店和杭大路 50 号的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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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指导 
计算机中心 

计算机中心位于西一教学楼对面、灯光球场旁边的海洋大楼，是校内选

课期间，是校内选课期间网速最快的地方。到计算机中心上机前先在计算机

中心楼 102 办理上机卡并充值。上机前到走廊上的“入口”立柜计算机前拍

卡，柜计算机屏幕会显示你的机位，例如 2 楼 1 号机房 186 号计算机。到指

定计算机前开机，输入用户名是学号，初始密码为空白，登陆后选择系统上

机。 
离开计算机前先将计算机重新启动，再次输入学号和密码，系统问是否

注销，选择注销。离开机前要到出口柜计算机前刷卡，否则系统将按照一直

在上机扣费。 
机房的计算机全部可以访问国外网站，每小时收费 1 元。 
计算机中心开放时间：8:00-21:30 

 
 
图书馆机房 

图书馆机房位于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基础分馆 301 室的信息共享空间。座

位采取预约方式管理，预约请登录 http://ic.zju.edu.cn，或现场柜机预约。 
  

http://ic.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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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指南 
宿舍硬件及配套设施 
◇宿舍楼公共设施 

值班室，活动室，洗衣房，服务

部，健身房，车库，投诉箱，邮政箱，

微波炉，张贴版，公告板，黑板，门

禁系统，水电设施，灭火器及消防设

施，邮政箱（仅紫金港校区有）。 
◇宿舍类型 
 寝室结构：带独立卫生间或套内

公共卫生间。 
 住宿人数：本科生 4-5 人/间，硕

士生 3-4 人/间，博士生 2-3 人/间。 
 住宿费标准：500-600 元/（人·长学期） 
 公用物品和设施：吸顶扇，窗帘，扫把，簸箕，纸篓，洗脸池，便池，

排气扇，镜子，有线电视网插座，校园 201 电话（含电话机）、校园网络

插座、热水管（仅紫金港校区有）等。 
 个人用物品：新型多功能家具，吊柜，鞋柜，钥匙，新式椅子。 

  



 

28 

宿舍服务 
 免费服务：代订牛奶（月末）、针线包借用、简易五金工具借用、钥匙借

用 
 便利服务：自行车打气、微波炉使用、桶装水、衣物洗理 
 清洁服务：每幢公寓楼都配有清洁员，每天清扫公寓楼内的公共场所、

公用设备，保持学生公寓走廊“24 小时无垃圾”。 
 维修服务：维修人员将定期对公共设施、设备进行清点检查和维护。同

时承担家具、门窗、楼内电路、楼内上下水管的维修服务，人为损坏的

要收费。维修实行“水不过天，电不过夜”的服务承诺。 
 开水房：每个学园将根据需要设立开水房，每天分时段有若干台开水器

为同学们提供开水，只收成本费。停止供水时间：夏季 18:30 冬季 19:00。 
 
 
小贴士： 
1. 白沙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电话：88206195。服务范围：预购水电、学

生住宿咨询、临时住宿、网络受理。 
2. 住宿服务与公寓服务（包括楼下商铺服务）的咨询及投诉电话：882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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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使用 
学校水电中心负责水电供给及专用管线的维护、检修工作及学生宿舍发

生的水电费用结算管理，并委托宿管中心代收代缴超额水电费用。如遇非正

常的停水、停电等影响大家正常生活的问题，我们将及时联络、催促水电中

心及时解决。 
学生宿舍实行 24 小时供水，定时供电。紫金港校区有管道热水供应。水

电按表计量，每月抄表，定期公布水电用量（参见宿舍楼公告），定期收缴水

电费。 
为鼓励同学养成节约用水用电的好习惯，免费指标按月拨给，当月有效。

水电用量以寝室为单位结算，超出定额部分按表记由同寝室人员分摊。超额

用电的费用为 0.558/度，超额用水的费用为 1.85/吨。以上费用均为杭州市城

市居民住宅收费标准，由学校收费领导小组核准。 
紫金港校区本科生宿舍实行夜间定时熄灯制度：晚上 23：00~次日 6：30

寝室熄灯。目的是为了使同学们夜间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以保证次日的学习，

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般在每年夏天 5 月中旬气温较高时开始通宵供电，

初秋的 10 月初恢复夜间熄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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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电器的使用 
◇由于宿舍总的供电容量（包括配电箱，线路等）有限，目前还只能允

许使用电视机，电脑，热水器，空调（有些宿舍可能无法安装使用热水器，

空调）等直接涉及同学日常生活（喝水，洗澡，降温）等方面需要的电器。 
◇您如果想要使用热水器，空调等超过 200W 的电器，须征得同寝室全

体成员同意后，向所在宿舍楼楼长提出申请，领取，填写《大功率电器使用

申请表》。在申请者本人签名及全体寝室成员，所在宿舍楼楼长签署同意意见

（空调还需校区宿管办维修主管签字同意）后，方可购买使用。同时必须履

行使用的约定事项。 
◇大功率电器使用过程中与同寝室人员、临近寝室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如

电费分摊，噪音，热气排放等），由申请人自行协调解决；不能协调解决的，

由校区宿管办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并有权停止该大功率电器的使用。 
◇大功率电器必须安装在指定的位置，并不得随意变更。使用过程中发

生故障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维修。 
◇大功率的安装和使用，属于同学个人与商家之间的商业买卖行为，在

买卖交易中或使用中所产生的问题和纠纷，由学生本人和商家协商解决，学

校不承担任何责任。请同学购买时注意产品质量和商家的售后服务承诺，并

在使用时注意用电安全。 
◇宿舍楼可能出现电压波动甚至断电等现象，希望在宿舍使用大功率电

器 
的同学自行配置可靠的电源稳压保护器，学校不承担因上述原因可能造

成的各种责任。 
◇购买二手电器时要注意保质期限和产品质量的完好性，避免贪图便宜

而盲目购买。建议不买或谨慎对待二手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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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使用的说明 
 
◇使用电话时，需持卡拨打。电话卡在宿舍楼值班室有售。 
◇查询本机号码请拨打 86543 
◇遇线路出现故障，请拨电话障碍受理台（“112”）申告；话机出现故障，

请及时到值班室报修。 
◇电话卡使用方法，使用范围及计费办法等请认真阅读电信局有关资料

或向有关部门咨询。 
◇电话卡及其密码需妥善保管，不轻易转告他人，否则由此引起的话费

损失费责任由持卡人自负。 
备注： 
开学后同学可以于白沙综合

楼 1 楼的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

领取《学生宿舍服务指南》。 
 

附领取地址： 
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玉泉校

区 30 舍 1 楼 87951818 
紫金港社区服务中心：紫金港校

区白沙综合楼 1 楼 88206060 
玉泉校区宿管办：玉泉校区 8 舍架空层 87951836 
西溪校区宿管办：西溪校区 12 舍 1 楼 88273554 
之江校区宿管办：之江校区 9 号楼 1 楼 86592752 
华家池校区宿管办：华家池校区 3 舍 2 楼 86971037 
 
浙江大学学生公寓网：http://Home.ChinaSinew.com 

  

http://home.chinasin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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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指南 
上网简介 
1. 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校网实行 IP 绑定。用户需先获取自己计算机

的网卡物理地址（MAC 地址），然后凭有效证件（学生证、台胞证或港澳

通行证）到各校区网络服务受理点办理宿舍网入网申请手续或登陆学生

公寓自助网（http://service.chinasinew.com）办理宿舍网入网手续，并领

取 IP 地址等有关网络设置参数，按以上参数在用户计算机上设置后就可

以访问校园网了。 
 

◇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校区宿舍校园网报修与咨询电话：87933417 
◇各校区网络服务受理点： 

玉泉校区：玉泉 1 舍 104 室 
西溪校区：西溪 12 幢 122 室 
华家池校区：华家池 2 舍 230 室 
之江校区：之江宿管办办公室 

◇计算机 MAC 地址的获取方式可参考如下： 
⑴Win95/98/Me:开始/运行/cmd/ipconfig /all(找网卡 mac 地址) 
⑵WinNT/2000/XP:开始/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执行“ipconfig /all” 
⑶Unix:执行“ifconfig-a”或”dmesg | grep address” 
⑷Vista:开始/运行/cmd/ipconfig /all（回车后，找到以太网适配器本地连

接） 
更换网卡后，其 MAC 地址发生了改变，与原来绑定的 MAC 地址不一致，

会无法上网。调整宿舍后，其住宿信息发生了变化，原来绑定的住宿信息不

统一，也会无法上网。同学们只要凭有效证件到各校区网络服务受理点或学

生公寓自助网办理修改手续即可。 
◇另外如果是手提电脑，一般有两张网卡（其中一张为无线网卡），绑定

时应该提本地网卡地址。 
 

以上四个校区若想访问校园网以外的网站，校网中心提供了 VPN 服务等

http://service.chinasin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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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式，用户只需凭有效证件到校网中心办理帐号开通手续，任选一种访

问模式即可。具体申请流程和设置方法请详见中心网站

http://networking.zju.edu.cn。校网中心客服电话：87951669。 
 
2. 紫金港校区网络使用杭州电信闪讯有线宽带网络，不需 IP 地址绑定。用

户只需凭有效证件到紫金港网络服务部申请闪讯帐号后，按照操作使用

说明书操作即可访问校内或校外网。 
 
3. VPN 办理 

带以下证件到网络与信息中心代办：1、学生证；2、台胞证或港澳通行

证； 
信息中心各校区用户服务时间及地址如下： 

玉泉校区：图书馆 609 室，电话：87951669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

午 8：30-11：30 下午 13：00-16：30，周五下午不开放） 
西溪校区：西六教学楼 315 室，电话：88273001 时间：每周二、四

上午 
华家池校区：老图书馆（纳米研究院）二楼，电话：86971518 时间：

每周一、三、五上午 
之江校区：曾宪梓楼一楼 时间：周三下午 
紫金港校区：纳米楼（行政服务办事大厅）1 楼 111 室 13 号窗口，

电话：88981611 时间：周一至周四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00，
周五 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0-15:00 

寒、暑假期间，玉泉校区周一、三、五上午接待个人用户。（其它校区暂

停服务）温馨提示：除玉泉校区前台可以现金缴纳网络费外，其它校区前台

已停止收现。校园卡自助服务终端已部署在五大校区多处场所、校园卡网上

电子支付也已实现，师生可以 24 小时自助缴费和查询余额。 
咨询服务热线 87951669 咨询服务邮箱 xwmaster@zju.edu.cn 
服务表扬或投诉电话 87952057 邮箱 87952057@zju.edu.cn 
更多信息查看： 
http://10.10.10.123/Defualtx_new.aspx 
 

http://networking.zju.edu.cn/�
mailto:xwmaster@zju.edu.cn�
mailto:87952057@zju.edu.cn�
http://10.10.10.123/Defualtx_ne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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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港校区网络服务部地址及工作时间： 

网络服务部地址：白沙综合楼一楼 
联系及网络保修电话：8898111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6：00 
网络报修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22：00 

 
小贴士：苹果笔记本的 LION 系统默认在 64 位下运行，而闪讯客户端是基于

32 位的系统运作的，所以在 LION 下运行会提示“缺少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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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南 

银行网点  
中国建设银行：白沙综合楼社区服务中心（浙大食堂东面）一楼； 
中国农业银行：白沙综合楼社区服务中心（浙大食堂东面）一楼； 
中国银行：校门口紫金港大酒店； 
中信银行：文三路和莫干山路交叉口； 
广发银行：文二路 326 号； 
兴业银行：莫干山路 89 号； 
邮政三墩支局：三墩镇新世纪花苑。 
 
 

卫生保健 
1、主要就诊场所 
（1）校内医院 
学生生病可浙江大学校医院就诊，我校校医院是二级甲等医院管理的综合性

医院。校医院的本部设在玉泉校区，下设紫金港校区分院、西溪校区分院、

华家池校区分院及求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分支机构。医院现有床位 130
张，开设了急诊科、普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

感染科、儿科、普外科、妇科、骨科、肛肠科、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

口腔科、中医科、理疗科等 18 个临床医疗科室。 
紫金港校医院开诊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0-17：00（夏季为 14：00-17：30） 
17：00 以后为夜门诊及急诊（夏季为 17：30 以后） 
急诊为全天 24 小时服务 
双休日： 
周六白天为加班门诊，周日白天为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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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医院 
浙医一院：庆春路 79 号联系电话 8723611487236666 
浙医二院：解放路 88 号联系电话 8778377787783730 
市一医院：浣纱路 261 号联系电话 87065701 
市二医院：温州路 1 号联系电话 88014714 
 
 

心理健康 
2.心理健康 
为保障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校特设立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

心为我校广大师生提供心理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服务的专门机构，办公地点

在紫金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B 座 201～204，联系电话为 88206284。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心理健康宣传月”

系列活动等途径，面向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普及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承担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中心

在紫金港、玉泉、西溪、华家池等校区均设有心理咨询服务点。 
各心理咨询服务点的具体地址、联系电话如下： 

 
需要心理咨询的同学和老师可以自主选择咨询点和咨询老师前往咨询， 
也可以通过电话 88206284 预约，或通过发电子邮件到 xlzx@zju.edu.cn 预 
约。中心将竭诚为你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mailto:xlzx@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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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指南 

 



 

38 

手机入网 
港澳台的手机都可以在大陆使用。 
大陆手机网有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两家比较大的公司。移动和联通的手机入

网和话费充值等业务均可前往白沙综合楼二楼移动或联通校内营业厅办理。 
 
 

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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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活动 
浙江大学共有学生社团 150 多个，开展各类融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

竞技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活动，如创业大赛、电脑 DIY、求是精武大会、模

拟法庭、摇滚音乐会、戏剧之夜、月光书会、万人申奥签名等。这些活动在

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同时，为培养新世纪的求实创新人才打下坚

实的基础。由在浙江大学学习的港澳台学生自发组成的港澳台学生联谊会就

是其中颇具特色的学生社团。请关注各宿舍楼下海报、校内的宣传横幅和文

化广场的社团纳新活动以加入社团。 
 
 

自行车购买点 
校内买车的地方有：翠柏学园最西边的金龙交家电三商场和东一 A 教学

楼车库旁的自行车铺。  



 

40 

活动指南 
文体场所 
体育活动设施 

浙江大学现有 3000 座以上体育馆 2 个，

多功能综合练习馆 5 个，二层风雨操场 1
个，篮球场 65 个，排球场 30 个，足球场 7
个，网球场 37 个，400 米标准塑胶田径场

3 个，非标准田径场 2 个，标准游泳池 4
个。为了丰富全校师生的业余生活，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我校主要体育活动设施对

在校学生（含交换生）全面开放： 
1、 个人活动，学期内凭本人有效证件（工

作证、学生证或一卡通）免费入场活动。 
2、 集体活动须凭相关学院证明，提前五个

工作日到所在校区场馆管理中心预约

登记，以便安排。 
3、 体育场馆日常管理配有教师值班，进行

运动技术和锻炼方法等辅导咨询。如有

需求请向值班教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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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 

 

 
 

学生文体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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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场馆 

  
 
 

出行指南 
出租车 
杭州的出租车四公里起步，起步价为 11 元超出部分按公里计算。10 公里以

内每公里 2.5 元，10 公里以上每公里 3.75 元，此外，每 4 分钟收取 2.5 元的

等候费。杭州叫车电话：28811111 
 
 
公交车 

 
杭州公交收费在 1-4 元之间，具体线路可以登录

http://www.hzbus.com.cn/index.jsp 查询。 

http://www.hzbus.com.c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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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飞机购买订票点 
1.校内订票： 
浙大灵风旅游票务中心预定火车票、汽车票、船票、飞机票 
订票电话：8797809287971456-6000 
地址：玉古路 20 号浙大灵峰山庄商务中心 
 
2.校外购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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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介绍 
杭州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省北部，是浙江省省会，浙江省政治、

经济、文化、金融和交通中心。作为中国东南重要交通枢纽之一，杭州是长

三角的副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休闲博览会和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永久举办

地。 
古时杭州曾称「临安」、「钱塘」、「武林」等，杭州的杭字本意是船，专

指大禹治水乘坐过的船。杭州历史悠久，4700 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自秦朝设县治以来，已有 2200 多年历史。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

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市内有西湖、西溪湿地等众多名胜古迹。自古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美誉。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杭州天气 
杭州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温适中，日夜温差较大，冬寒夏热，春

温秋爽，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空气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6~18℃，

极端最高气温 38~41℃，极端最低气温-4~-10℃。2011 年杭州市区年平均气

温 17.2℃，年降水量 1359.9 毫米，年降水天数 134 天，年日照时数 1496.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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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景点 
西湖 
 

杭州西湖三面环山，景区由一

山（孤山），两堤（苏堤、白堤），

三岛（阮公墩、心亭、小瀛洲），

五湖（外西湖、北里湖、里西湖、

岳湖和南湖），十景（曲院风荷、

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

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花港观鱼、苏堤春晓、双峰插云）构成。西湖的美不

仅在水，也在于山。环绕西湖，西南有龙井山、理安山、南高峰、烟霞岭，

大慈山、临石山、南山、凤凰山、吴山等，总称南山。北有灵隐山、北高峰、

仙姑山、栖霞岭、宝石山等，总称北山。它们像众星捧月，捧出西湖这颗明

珠。山的高度都不超过 400 米，但峰奇石秀，林泉幽美。南北高峰遥相对峙，

高插云霄。 
 
从紫金港校区出发，乘坐 K74 路公交车到骆家庄站下车，下车后转乘 K25

路公交车到一公园站下车。 
 
 
西溪湿地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杭州市区

西部，是罕见的城中次生湿地。这里

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文化

积淀深厚，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唯

一的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

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 
西溪之胜，独在于水。水是西溪

的灵魂，园区约 70％的面积为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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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正所谓一曲溪流一曲烟，整个园区六条河流纵横

交汇，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港汊和鱼鳞状鱼塘，形成了西溪独特的湿地景致。

西溪之重，重在生态。为加强生态保护，在湿地内设置了费家搪、虾龙滩、

朝天暮漾三大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恢复区。入口处设湿地科普展示馆，园区内

有三个生物修复池和一块湿地生态观赏区。西溪还是鸟的天堂，园区设有多

处观鸟亭，给游客呈现出群鸟欢飞的壮丽景观。 
西溪人文，源远流长。西溪自古就是隐逸之地，被文人视为人间净土、

世外桃源。秋雪庵、泊庵、梅竹山庄、西溪草堂在历史上都曾是众多文人雅

士开创的别业，他们在西溪留下了大批诗文辞章。深谭口百年老樟树下的古

戏台，据说还是越剧北派艺人的首演地。西溪民风，淳厚质朴。每年端午节

在深谭口举行的龙舟胜会，历史悠久，形式独特，被誉为“花样龙舟”。烟水

渔庄附近的“西溪人家”、“桑·蚕·丝·绸故事”重现西溪原居民的农家生

活劳动场景，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水乡典型的民俗。 
 
从紫金港校区出发，乘坐 K89 路公交车到府苑新村站下车，下车后转乘

K310 路公交车到周家村站下车，下车后沿天目山路向西南方向步行 100 米右

转过桥即可到达西溪湿地国家公园入口处。 
 
 
钱塘江观潮 
 

古时杭州观潮，以凤凰山、江干一带为最佳处。因地理位置的变迁，从

明代起以海宁盐官为观潮第一胜地，故亦称“海宁观潮”。“钱江秋涛”闻名

国内外，早在唐宋就已盛行。观潮之日，尤在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几天，路

上车如水流，人如潮涌。远眺钱塘江出

海的喇叭口，潮汐形成汹涌的浪涛，犹

如万马奔腾，遇到澉浦附近河床沙坎受

阻，潮浪掀起三至五米高，潮差竟达九

至十米，确有“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

倒海山可摧”之势。不同的地段，可赏

到不同的潮景：塔旁观“一线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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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看“汇合潮”，老盐仓可赏“回头潮”。钱江观潮位于杭州东北 45 公里海宁

盐官镇。如此壮丽景观，世上只有二处，一是南美洲巴西的亚马逊河，一是

钱塘江。为古今中外观潮者所倾倒，称为“天下奇观”。 
 
从紫金港校区出发，乘坐 10 路公交车至宋江村站，转乘 B 支 4 路公交车

至终点站下沙高教东区站，下车后向东走到江边即可。 
 
 
河坊街 
 

河坊街于 2002 年十月开街，改建后的河坊街体现了清末民初风貌，重在

突出文化价值，营造以商业、药业、建筑等为主体的市井文化，保持其历史

的真实性、文化的延 续性和风貌的整体

性，同时确定河坊街 为步行街。河坊街是

目前最能够体现杭 州历史文化风貌的

街道之一，也是西湖 申报世界历史文化

遗产的有机组成部 分，它的修复和改造，

再现了杭城历史文 脉，为杭城留下一份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 
 
从紫金港校区出发，乘坐 K74 路公交车到骆家庄站，转乘 25 路公交车到

终点站吴山公交站，下车后向东走即可到达河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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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购物 
武林商圈 
主要代表：杭州大厦、银泰百货、杭州百大 
湖滨商圈 
主要代表：元华、解百、利星广场、湖滨路国际名品步行街 
印象城购物中心（离紫金港最近的大型购物中心） 
主要代表：沃尔玛超市、外婆家、第二乐章、味千拉面、万宁 
电子产品 
文三路电子信息街：西起古翠路，东达莫干山路，全长 3 公里，是一个包括

电脑及相关配套产品、现代通讯产品在内的科技产品交易市场，此处也可提

供维修服务。 
台灯等小电器处理处：电气学院 E 志者协会 
手机修理处：港湾家园、校医院后街上都有手机维修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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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示 
学会保护自己是独在异乡生活的必备技能之一。 
财产安全：保管好贵重物品及钱包。手机、笔记本电脑、钱包等尽量随

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放在宿舍一定要上锁，短暂离开时要找信得过的人看管。

在寝室要将贵重物品守好。 
警惕到寝室推销的外来人员。他们往往利用新生没有经验，以高价推销

低廉商品进行诈骗，甚至趁寝室无人之机，入室盗窃。 
做好寝室防盗工作。最后一个离开寝室的同学一定要锁好门、关好窗，

晚上睡觉也务必关好门窗，如果发生盗窃或遇到骗子，请保护好现场，注意

控制可疑人员，并立即报校保卫处（88206110）或拨打 110 报警。 
乘坐公交车或在大型商业场所、景观购物、游玩时，注意保管好随身物

品，防止被扒窃。 
带来的现今应及时存入银行、及时交费。不要随时携带及在寝室存放过

多的现金，以免丢失、被盗。 
保管好银行卡、密码和身份证，三者应该分开存放。不要以出生日期、

身份证、电话号码作为密码。 
人身安全： 
1、 出门要坐正规的出租车，不要贪图便宜而打黑车，极易出现交通事故。 
2、 夜间最好不要独自在外行走。 
3、 不要留外来人员入住。 
4、 因故离开杭州或者晚上不住学校，应事先向辅导员老师请假，同时告知

班长和寝室室友。 
消防安全： 
1、 不要在宿舍私拉电线，最好不要使用电吹风等大功率电器。 
2、 寝室没有人时一定要断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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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关于台湾学生办理签注手续的温馨提示 

 
准备材料：台胞证及其影本、录取通知书、两寸白底大头照、学生证

或校园卡。 

①在校证明：请本人前往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办理（紫金港校区图书信

息 C 楼 1200 室，88981312）。 
②住宿证明：请本人前往白沙综合楼一楼服务大厅办理住宿证明。 
③暂住登记：请本人按所在校区，前往以下派出所办理暂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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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请本人前往就近前往以下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台胞证加签（加签工作需五

个工作日）。 

 

西湖区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交通路线：从紫金港校区出发，坐 74 路到骆

家庄站下车，向东步行至竞舟路右转，步行至至西湖区行政服务中心，四楼

为西湖区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总程 30 分钟（由于办理事务繁忙，请同学们

最迟在下午 3 点钟抵达出入境接待大厅）。 
 
 

浙江大学安全保卫处电话 
校区 地址 电话 
紫金港 东四教学大楼 88206110 
玉泉 7 舍东南角 87951110 
西溪 老医院楼 88273110 
华家池 东大楼一楼东侧 86971110 
之江 医院楼三楼 8659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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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卡遗失处理 
1、校园卡挂失 

方案一：网上挂失：登陆 http://ecard.zju.edu.cn/，输入校园卡卡号和查

询密码即可。 
方案二：带身份证件就近到各校区的校园卡服务部（紫金港校区的校园

卡服务部位于教育超市对面）进行挂失。 
2、校园卡补办 

带身份证件就近到各校区的校园卡服务部补办新卡。 
3、校园卡解挂 

解挂必须拿身份证或学生证到校园卡服务部解挂。 
4、校园卡无故被冻结 

请带有效证件到校园卡服务部进行卡片校正。 
5、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登陆校园卡系统后无法进行查询操作，提示校园卡号不

存在。 
由于在办理校园卡时，使用的是教工号，但在校园卡系统，所显示的帐

号是统一身份认证的 ID 号，不是自注册用户的教工号。 
方案一：请到校园卡服务部进行校园卡的重新绑定，将卡号绑定为统一

身份认证的 ID 号。 
方案二：请使用校园卡卡号及校园卡密码登陆校园卡综合服务网站，不

要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方式登陆。 
初始密码一般是六个八。 
 
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ecard.zju.edu.cn/ 

  

http://ecard.zju.edu.cn/�
http://ecard.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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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遗失处理 
若卡片不慎遗失或被盗，请立即致电各银行 24 小时服务热线进行口头挂

失。经银行受理确认后，挂失即生效，实现该账户的立即停止支付。银行卡

的口头挂失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和卡号。银行卡

卡号数字较多，不便记忆，不妨常在钱包里留张在 ATM 或 POS 机上操作后的

相关凭条，上面有清晰的卡号。口头挂失只是临时挂失，有一定的有效期。

各银行的口头挂失有效期各异。如果通过电话口头挂失的有效期为 5 天，客

户须在 5 天内补办书面申请挂失手续，否则口头挂失自动失效。 
如银行卡的所有人不能亲自办理书面挂失，可通过委托他人代办。有效

证件须出示代办人和被代办人的有效证件。有效证件可以是：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军人身份证、武装警察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外国公民护照。但挂失的后续处理（如：补办、销卡）

必须是本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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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常用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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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生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学生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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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部、院(系)本科教学管理和团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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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本科生教育教学管理的相关问题可与本科生院院长信箱

bksyyzxx@zju.edu.cn 联系、咨询或提出宝贵建议。 
  

mailto:bksyyzxx@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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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信息服务网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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