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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无线校园网使用指南 
 

快速指南 

1. 开启您设备的Wi-Fi功能，并连接到名为“Tsinghua”的无线网络（推荐）。 

2. 某些设备上认证页面将自动弹出。另一些设备上，须在浏览器中访问任一网站即可自动跳转到认证页面。 

3. 在认证页面使用TUNET账户登录。校友请点击“获取校友临时账号”，并按提示操作。 

4. 非iOS系统会在登录成功后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5. 一段时间内没有网络流量发生会使系统自动断开您的连接（推荐）。前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1。 

6. 校友临时账号的密码可以在弹出窗口中点击“修改密码”来修改。其他账户请不要在此处修改密码。 

7. 针对特定设备的说明请查阅后文《特定设备指南》。 

8. 连接名为“Tsinghua-ipv6”的无线网络可以访问ipv6站点，但无法访问ipv4站点。 

9. 连接名为“Tsinghua-1x”的无线可进行802.1x认证，请务必先仔细阅读后文《802.1x认证指南》。 

10. 如需帮助请联系62784859，support@tsinghua.edu.cn。

                                                        
1 在下列情况下您可能想要手动切断连接：按时间、按流量计费的用户；最大连接数已满想要立即在另一设备上连接网络的用户；其他想要确保网络立即断开的用户。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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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设备指南 

设备：iPhone/iPod Touch 系统：iOS .................................................. 2 

设备：iPad 系统：iOS ........................................................................... 4 

设备：智能手机 系统：Android ............................................................ 6 

设备：智能手机 系统：Windows Mobile .............................................. 7 

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Windows XP ................................. 11 

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Windows Vista/7 ...................... 13 

设备：MacBook (Air/Pro) 系统：Mac OS X ...................................... 15 

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Ubuntu（其他*nix参考） ....... 15 

 

 

设备：iPhone/iPod Touch 系统：iOS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一般能自动弹出和关闭。登录时请点击“iPad登录”

按钮。 

 

详细指导 

（截图为搭载 iOS 4.3.1 的 iPhone 3GS） 

1. 在主界面中找到“设置”图标，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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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置界面找到Wi-Fi选项，点击进入。 

 

3. 若Wi-Fi右侧的开关为白色，则点击开启Wi-Fi功能；若已经为

蓝色的打开状态，则略过此步骤。 

 

4. 开启Wi-Fi后不久，将看到可用Wi-Fi网络的列表。点击名为

“Tsinghua”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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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接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弹出认证页面。 

6.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连接”。登录成功后该认证页面

会自动关闭，您就可以正常通过Wi-Fi上网了；若没有自动关闭，

刚按下屏幕一侧的Home键（圆形按键）退出。 

7. 前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8.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设备：iPad 系统：iOS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一般自动弹出和关闭。登录时请点击“iPad登录”按

钮。 

 

详细指导 

（截图为搭载 iOS 4.2.1 的 iPad一代） 

1. 在主界面中找到“设置”图标，点击进入。（图标的位置可能

与图中不同）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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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置界面找到网络选项，点击进入，再点击Wi-Fi。 

 

 

 

3. 若Wi-Fi右侧的开关，使之变蓝以开启Wi-Fi功能。不久将看到

可用Wi-Fi网络的列表。点击名为“Tsinghua”的无线网络。 

 

4. 连接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弹出认证页面。 

5.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连接”。登录成功后该认证页面

会自动关闭，您就可以正常通过Wi-Fi上网了；若没有自动关闭，

刚按下屏幕一侧的Home键（圆形按键）退出。 

6. 前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7.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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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智能手机 系统：Android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不能自动弹出。请用浏览器访问任一网站，即可自

动跳转到认证页面。 

 

详细指导 

（示例手机：HTC Desire HD A9191，Android2.2） 

1. 点击主屏幕上左下方的“所有程序”按钮。 

 

2. 在所有程序中点击“设置”。 

 

3. 在设置中点击“无线和网络”。 

 

4. 在无线和网络中，勾选“WLAN”将WLAN开启，然后点击

“WLAN设置”。在无线列表中点击“Tsinghua”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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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到主屏幕，选择“互联网”，打开浏览器。 

 

6. 访问任意网站，浏览器将自动跳转到认证页面。 

7. 输入用户名和输入密码后点击“连接”即可。连接成功后

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8. .若需要断开网络，只需点击“断开连接”即可。另外，前

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9.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设备：智能手机 系统：Windows Mobile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一般会自动弹出 

 

详细指导 

1. 在主界面中点击设置按钮。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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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无线控制”。 

 

3. 点击开启WLAN。 

 

4. 在可用Wi-Fi列表中选择名为“Tsinghua”的无线网络。 

 

5. 认证页面自动弹出，输入用户名和输入密码后点击“连接”

即可。连接成功后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6. .若需要断开网络，只需点击“断开连接”即可。另外，前

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7.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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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诺基亚智能手机 系统：Symbian^3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不能自动弹出。请用浏览器访问任一网站，即可自

动跳转到认证页面。 

 

详细指导 

（截图为 Nokia N8-00） 

 

1. 进入功能表，点击设置->连接功能->无线局域网，进行 WLAN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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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名为“Tsinghua”的无线网络进行连接。 

 

3. 在主菜单中点击网络，进入浏览器。 

 

4. 输入任意网址，点击转至，浏览器自动重定向至认证页面。

 

 

5. 输入用户名和输入密码后点击“连接”即可。连接成功后

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6. 若需要断开网络，只需点击“断开连接”即可。另外，前

往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可手动切断连接。 

7.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清华大学无线校园网使用指南 

11 

 

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Windows XP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不能自动弹出。请用浏览器访问任一网站，即可自动

跳转到认证页面。 

 

详细指导 

1. 点击右下角的无线连接图标。 

 

2. 如果窗口如下图，请检查电脑上的Wi-Fi开关是否打开。 

 

3. Wi-Fi打开后，点刷新网络列表可显示可用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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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中“Tsinghua”并点击连接。 

 

5. 点击“仍然连接”。 

 

6. 打开浏览器访问任意网站，可跳转到认证页面。 

7. 输入用户名和输入密码后点击“连接”即可。连接成功后

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8. .若需要断开网络，只需点击“断开连接”即可。另外，前

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9.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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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Windows Vista/7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不能自动弹出。请用浏览器访问任一网站，即可自

动跳转到认证页面。 

 

详细指导 

(以Windows 7为例) 

1. 若屏幕右下角的图标如下图所示，则请您打开电脑的无线开关。 

 
无线打开后，图标应为以下两种情形之一： 

 

2. 点击该图标，选择“Tsinghua”一项，并点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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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之后的某个时刻，您有可能看到如下窗口，选择公用网络

（推荐）即可。 

 

4. 打开浏览器访问任意网站，可跳转到认证页面。 

5. 输入用户名和输入密码后点击“连接”即可。连接成功后

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6. 若需要断开网络，只需点击“断开连接”即可。另外，前

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7.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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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MacBook (Air/Pro) 系统：Mac OS X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不能自动弹出。请用浏览器访问任一网站，即可自

动跳转到认证页面。 

详细指导 

（截图为MacBook Pro，Mac OS X 10.6.7） 

1. 若屏幕右上角如图所示，请打开无线。 

 

2. 在无线列表中选择“Tsinghua”一项进行连接。 

 

3. 打开浏览器访问任意网站，可跳转到认证页面。 

4. 输入用户名和输入密码后点击“连接”即可。连接成功后

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5. 若需要断开网络，只需点击“断开连接”即可。另外，前

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6.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62784859。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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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Ubuntu（其他*nix 参考） 

 

特别说明 

认证页面不能自动弹出。请用浏览器访问任一网站，即可自

动跳转到认证页面。 

详细指导 

（截图为 Ubuntu 11.04 beta） 

1. 若屏幕右上角如图所示，说明未连接无线网络。 

 

2. 单击该图标（其他版本或其他系统可能是右键单击），勾选“启用

无线”选项。如果“启用无线”按钮不可用，可能是无线网卡驱动没

有安装好，或无线开关未打开。 

 

3. 连接名为“Tsinghua”的无线网络。（可能出现在“更多网络”中）

 

 

4. 打开浏览器访问任意网站，可跳转到认证页面。 

5. 输入用户名和输入密码后点击“连接”即可。连接成功后

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关闭此窗口不会断开网络。 

6. 若需要断开网络，只需点击“断开连接”即可。另外，前

往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可手动切断连接。 

7. 若登录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tsinghua.edu.cn ，

62784859。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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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x 认证指南 
 

使用须知 

1. 802.1x认证提供给有特殊需求的用户使用，不推荐一般用户使用。 

2. 使用此认证方式系统将会记录您的明文密码，不希望如此的用户可以考虑使用其他认证方式，或更改密码使之不同于您的其他密码。 

3. 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支持802.1x认证，使用前请查看相应设备的使用说明或咨询客服。 

使用帮助 

1. 首先在连接名为“Tsinghua”的无线网络2（连接方法见前文），在认证页面中点击“开通802.1x登录”，按提示进行注册。 

2. 注册成功后，用设备连接名为“Tsinghua-1x”的无线网络，直接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连接。 

3. 建议您不要对Tsinghua-1x网络使用自动连接，或请将它的优先级降低，以免影响其它无线网络的连接，或使收费账户在您不留

意的情况下开始计费。 

4. 在您修改了无线校园网的密码后，须重新进行第1步中的注册操作。 

5. 大多数设备使用802.1x认证不需要特别配置，但可能需要几次尝试才能连接成功。后文附有部分系统的配置指南，强烈建议

Windows用户阅读。如须自行配置，请参考以下参数：WPA2-企业/AES，PEAP(EAP MSCHAPv2)，不验证服务器证书，不使用Windows

账户和密码登录。 

6. 如需帮助请联系62784859，support@tsinghua.edu.cn。 

                                                        
2 也可在校园网络内直接访问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mailto:support@tsinghua.edu.cn?subject=无线校园网求助
http://wireles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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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iPhone/iPod Touch 系统：iOS 

1. 在无线网络列表中选择“Tsinghua-1x”进行连接，直接输入注

册后的账号和密码。 

 

2. 第一次连接会提示证书信息，点接受即可。 

 

3. iOS默认自动连接该网络，想要取消自动连接，可在连接上

Tsinghua-1x后，进入该网络的设置界面，选择“忽略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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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MacBook (Air/Pro) 系统：Mac OS X 

1. 在无线列表中点击“Tsinghua-1x”进行连接。 

 

2. 输入您的TUNET用户名和密码。不建议勾选“记住该网络”。 

 

3. 第一次连接时会弹出图示提示框，点击“继续”。输入系统账户

的名称和密码（即Mac系统用户名和密码）。 

 

 

4. 有可能须重新点击一次“Tsinghua-1x”才能连接上。 

5. 如果您之前连接时选择了记住网络（自动连接）。可在步骤1的

图中选择“打开网络偏好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取消自动

连接或更改接连的优先级。 

建议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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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Windows XP 

1. 在无线网络连接窗口中点击“更改高级设置” 

 

 

 

 

 

 

 

2. 如果图示列表中有“Tsinghua-1x”，选中它之后点击“属性”。

如果没有，请点“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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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图所示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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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建议选择自动连接。 

 

5. 配置完成后在连接网络时选择名为“Tsinghua-1x”的无线网络。

点击下图所示的冒泡提示，然后输入账号密码即可。 

 

 

6. 如果您之前配置时选择了自动连接。可在步骤2所示的界面中更

改Tsinghua-1x的前后顺序，或设置其属性，在步骤4所示界面中

取消自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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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Windows Vista/7 

1.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后，点击左侧的“管理无线网络”。 

 

 

2. 如果列表中没有“Tsinghua-1x”，按如下步骤手工添加。如果

存在，右键单击“Tsinghua-1x”选“属性”，然后跳至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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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图所示进行配置。 

 

建议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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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好后连接名为“Tsinghua-1x”的无线网络，直接输入账号

和密码即可。 

 

5. 如果您之前配置时选择了自动连接，可在下图所示的界面中更

改Tsinghua-1x的前后顺序，或设置其属性取消自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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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系统：Ubuntu（其他*nix参考） 

1. 连接名为“Tsinghua-1x”的无线网络。第一次连接将弹出如下

对话框，请按图中所示进行配置，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点击

“连接”。建议选择“每次询问密码”选项，防止自动连接。 

 

2. 选择“忽略”。 

 

3. 有时多试几次才能连接上。 

 

 

勾选此项可防止自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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