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大学访客预约系统教师使用说明

关于访客来校功能的说明：

1、访客来校登记有两种途径：

（1）访客从学校微信公众号发起预约，被访问人（接待人）在企业微信审批；

（2）被访问人（接待人）从企业微信主动登记来访人信息。

2、访客预约登记时须填写被访问人（接待人）姓名和手机号（姓名、手机号与

系统中不匹配时无法提交预约）。请各位老师及时登录常大信息门户，进入“修

改联系方式”页面，补充或更新自己的手机号码。

3、来访信息生效后（被访问人同意或部门管理员同意），系统会自动给访客手机

发送进校短信验证码。

4、访客在预约当天来校，门卫在确认验证码后可直接放行，否则请访客与被访

问人电话联系后，给予放行。

被访问人（接待人）的操作步骤：

1、加入“i常大”企业微信。 如果您已经在使用“i常大”的企业微信，请跳

过这一步。

使 用 微 信 或 企 业 微 信 扫 描 二 维 码 。（ 如 果 二 维 码 过 期 ， 请 到

http://doho.jschengdong.com/cczu.edu/t-fangke.html 页面扫码登录，该页

面会定期更换二维码。）

http://sso.cczu.edu.cn/sso/login?service=http%3A%2F%2Fmy.cczu.edu.cn%2F
http://doho.jschengdong.com/cczu.edu/t-fangke.html


点击“加入学校”。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企业微信”APP，可以直接“打开企业微信”，否则请“下

载企业微信”或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企业微信”进行安装。

2、访客预约信息审批。



登录企业微信，进入“工作台”，打开“访客来校”（见上图所标注 1、3）。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访客来校”功能，需要先通过“常大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的认证，用户名是您的工号。如果没有进行账号绑定，将不会收到访客预约的消

息提醒。



待审核的信息会排在前面，“不同意”的审批要给出审批说明。系统通过短信发

送入校验证码或不同意的审批说明到访客登记手机。

3、来访人信息登记。

被访问人（接待人）也可以主动登记来访人员信息，同样是从企业微信工作台进

入“访客来校”，然后点击“+访客登记”进入如下页面。



主动登记的访客信息需要部门管理员审批，审批后系统自动发送短信验证码到访

客手机，请保证访客手机号码填写正确。被访问人默认是登记人，也可以修改为

内部其他人，就是可以代别人登记访客信息。



请及时关注历史记录里短信通知的发送状态，如出现上图所示短信发送失败提

示，可以“复制”进出校验证码通过短信或微信发送给来访人。



访客预约系统部门管理员信息表

部门编码 部门名称 管理员

10000000 党政机构

10010000 校部

10020000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合署 贡锁平,周刚,王文涛,薛健飞,申锋,秦

能,仲杉,朱菁菁,高严,丁叙文,韩玉森,

杨信芳

10030000 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党

校（合署）、机关党委

黄凯

10040000 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纪委办

公室合署

周敏锐,周春丽

10050000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合署 包海霞,徐寅,庄媛

10060000 工会 倪晓红

10070000 团委 史鋆,宗佳瑛,阴祥

10080000 发展规划处，校友工作办公室

挂靠

邓伟,李每佳

10090000 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高

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合署

储小妹,朱琳,樊允花

10100000 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挂靠

杨殷伟,庄佳

10110000 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人民武

装部、学生工作处合署

徐卓亚,蔺旭鹏,黄龙

10120000 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处、

协同创新管理办公室合署）

史丹

10130000 人文社科处 潘道广,陈启迪,汤滨

10140000 科学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

处，省技术转移（常州大学）

研究院挂靠）

魏安琪,周雪

10150000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李晓明,储富强

10160000 计划财务处 王鑫鑫

10170000 国有资产管理处、采购与招标

管理办公室合署

张欢

10180000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

合署

陈艳鼎,刘爽,朱伟

10190000 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 徐佳

10200000 国际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合署，海外教育学院，海外

教育学院党总支

陈凌

10210000 基建处 褚衍松,庄晓杰,魏健,缪永梅

10220000 后勤管理党总支，后勤管理处 霍轶,马壮,张彩峰,张宇

10230000 白云校区管理管委会



10240000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王军峰,周小领,高东伟,张永智

10250000 后勤服务中心党总支、后勤服

务中心

丁伟文

10270000 审计处 王佩茹

10280000 西太湖校区管理管委会

10290000 历任领导

10300000 学科建设办公室、高水平大学

建设办公室合署

马建锋,孙荪,薛鹏博

10310000 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 杨慧芳

10320000 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10330000 党委安全保卫部、安全保卫处 范丽,李鑫

10340000 江苏省技术转移（常州大学）

研究院

陈雨晗

10350000 监督检查处 孙玲,黄安军

10360000 审查调查处 温丽馨

10370000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 张琳,居晨玉

20000000 直属机构

20010000 档案馆、校史馆合署 吴岚

20020000 直属单位党委，图书馆 毛忠行

20030000 学报编辑部 李艳,沈秀,谭晓荷

20040000 直属单位党工委

30000000 教学机构

30010000 石油化工学院、食品学院 王龙耀,钱俊峰,朱玉岚,黄海

30020000 药学院、医学院 卢珏,刘燕平,张娴

30030000 机械与轨道交通学院 许丹丹,马燕文,董译文

30040000 石油工程学院 李俊华,陈海艳,宋佳

300500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宝玲,房香,王芳

30060000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城市建

设学院

林凌敏,王国宇,苏扬

30070000 微电子与控制工程学院 蒋蕾,杜雨函,张静宇

30080000 商学院、刘国钧管理学院 朱静,刘峰,单媛媛

30090000 史良法学院 杨明星,陈慧香,吴溪

30100000 美术与设计学院 朱亚丹,朱睿

30110000 周有光文学院 朱潇

30120000 体育学院 桑月标,董正杰

30130000 继续教育学院、李公朴社会教

育学院、培训中心

付娜,刘玮佳

30140000 华罗庚学院，智能制造产业学

院

李明娟,席帅,陈炳伟

30150000 怀德学院

30160000 海外教育学院

30170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海霞,周本卫,崔新颖

30180000 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 林娜,朱静,王非



30190000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阿里

云大数据学院

周书钟,沈达满,范露元

30200000 经济学院 戎昊,张燕,石晨迪

30210000 音乐与影视学院 李久晨,李思琦

30220000 外国语学院 陶珠,何伊凡,徐竹君

30230000 应用技术学院

40000000 科研机构

40010000 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研究

院

刘磊,李晶晶

40020000 联合化学反应工程研究所常州

大学分所、设计研究院

40030000 常州现代服务业研究院

40040000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

40050000 先进催化与绿色制造协同中心

40060000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40070000 国地中心、城乡矿山研究院、

分析测试中心合署

朱劼,孙富安

40080000 光伏科学与工程协同创新中心 袁宁一

40090000 高等教育研究院 王建慧

40100000 江苏财税政策研究院

40110000 能源化工装备研究院

40120000 自然与合成有机化学研究院

40130000 苏南现代化研究院

40140000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40150000 油气储运安全技术创新中心

40160000 中吴智库研究中心

40170000 跨文化研究院

50000000 其他部门

50010000 人才交流中心

50020000 离退休教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