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VPN（校外用户授权访问系统）使用的

说 明 

 

各位读者： 

为方便读者在校外顺利地利用图书馆（学习资源中心）的数字资

源，现作 VPN（校外用户授权访问系统）的使用说明（见附件），以

飨读者。使用过程如有疑问请及时反馈图书馆（学习资源中心）技术

部。 

附件： VPN（校外用户授权访问系统）的使用说明 

 

                            图书馆（学习资源中心） 

                             2016 年 1 月 20 日 

 

VPN（校外用户授权访问系统）的使用说明 

一、简介 

广东开放大学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校外用户授权访问系统，通常简称为 VPN。教职工和

学生读者可通过该系统在校园网外访问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如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读秀知识库、超星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等等。 

二、如何使用 VPN 

（一）为保证 VPN 系统能正常使用，需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正确安装控件，若无法自动安装可手工进行安装，下面会详细讲述。 

第二：第一次登录 VPN 时，先关闭防火墙、360 安全卫士等，或允许ＶＰＮ控件穿越防

火墙，以便控件能正常安装，以后登录就不需要设置防火墙或 360。 



第三：可以查看 VPN 的使用帮助，确认浏览器设置没有问题，地址是：

https://210.38.47.50/com/help/ 

（二）根据使用不同的浏览器，分别作如下两种途径介绍：第一种途径，在 IE 浏览器或

有 IE 内核的浏览器上使用；第二种途径，在非 IE 内核浏览器上使用。第二种途径配置比较

复杂，不推荐，但可以了解。 

第一种途径：在 IE 浏览器或有 IE 内核支持的浏览器上使用，以 IE8 和 IE11（图 1）为

例。 

 

 

图 1 

首先，输入图书馆的网址：http://library.gdrtvu.edu.cn/ 或通过学校主页找到图书馆网

站，图书馆网站如下图 2 所示。然后，点击首页菜单 “校外用户授权” ，打开 “校外用

https://210.38.47.50/com/help/
http://library.gdrtvu.edu.cn/


户授权”下级页面，如图 3 所示。用鼠标点击 “点击进入” 按钮，进入 VPN 的登录页面。 

 

图 2 

 

图 3 

    在进入 VPN 的登录页面前，IE8 及 IE11 均可能出现如下页面，提示“此网站的安全证书

存在问题”，如图 4 所示。 



 

图 4 

此时，应该要忽略此安全提示，选择 “继续浏览此网站（不推荐）”，不要点击 “点击

此处关闭该网页”。否则访问 VPN 将提前终止。 

点击 “继续浏览此网站（不推荐）” 后，转至 VPN 的登录页面。如图 5 所示。 



 

图 5 

一般来说，到了图 5 的登录页面，读者可以利用账号密码进行登录使用。在第一次登录

时，需要读者安装 VPN 的控件。第一次登录安装好控件后，以后便不再需要重复安装，读

者下次直接用账号密码登录即可。为了实现校外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效果，VPN 的控件是

必须安装的。安装控件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自动安装，另外一个是手动安装。 

先说自动安装，读者直接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VPN 便可以进行控件的自动安装。

这时候，读者需要注意是否有如下图 6 出现，以便及时安装好控件。 

 



 

图 6 

    出现上述页面后，按照页面提示安装控件，读者会遇到安装提示，如图 7 所示 

 



图 7 

    点击 “安装” 按钮命令，初始化安装，如图 8 

 

图 8 

    接着，IE 浏览器极可能还会提示读者如下图 9 所示，读者需要点击 “始终安装此驱动

程序软件” ，以便 VPN 控件顺利安装。 

 

图 9 

    最后，控件安装调整完毕，将会进入 VPN 系统，读者便可以看到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各

个链接，点击各链接便可以访问。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注意：在安装上述控件的时候，由于各个电脑系统及网络环境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

如下错误，导致控件无法安装，无法使用 VPN 访问数字资源。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 

 

 

 



 

图 11 

 

图 12 

遇到上述图 12 的问题，读者需要先对照前面三点红字注意事项，放弃 自动安装 这个

选择，可通过 手动安装 控件，才能在后续顺利登陆 VPN。 

读者可以通过下载控件，双击控件进行安装。控件链接及网页图如图 13 所示。 

控件地址：http://library.ougd.cn/VPN.html 

http://library.ougd.cn/vpn.html


 

图 13 

    下载控件后，解压缩，双击进行安装，安装图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安装控件完毕后，回到登录页面图 15，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即可。 



 

图 15 

至此，在 IE8 及 IE11 上使用 VPN 的教程结束。 

PS：经过测试，VPN 在 360 安全浏览器（见图 16）及搜狗浏览器等内置 IE 内核的浏览

器均可以访问，读者在这些浏览器发出安全提示或提示无法验证安全证书的时候，均需要大

胆地选择继续访问（见图 17），就可以成功登陆 VPN 使用数字资源。 

. 

图 16 



 

图 17 

下面的内容是讲述在非 IE 内核浏览器上使用 VPN 的情况，不建议读者进行阅读。 

 

第二种途径：在非 IE 内核浏览器上使用 VPN，以 Google Chrome 为例。 

    市面上流行的非 IE 内核浏览器主要包括 Google Chrome，Firefox，Opera，Safari 等，目

前 VPN 基本都支持访问，但需要做比较复杂的配置。不推荐使用这些浏览器登陆 VPN 访问

数字资源。下面以 Google Chrome 为例，简单介绍一下需要配置的东西。 

    1）首先，需要安装 Java 虚拟机。 

使用非 IE 浏览器登录，系统如果没有安装 Java 虚拟机，会登录失败，页面提示如

下图 18： 

 

图 18 

下载 Windows 的 Java 虚拟机安装文件 jre-7u17-windows-i586.exe，图标如

图 19 所示。 



 

图 19 

双击安装文件，按安装向导的提示操作，完成安装，如图 20。 

 

图 20 

2）浏览器关联 Java 虚拟机 

部分浏览器没有关联 Java 虚拟机，导致服务无法正常启动。在确认 Java 虚拟机已安

装的情况下，按下面操作关联浏览器和 Java 虚拟机。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 chrome://plugins/ " 来查看浏览器是否关联了 Java 虚拟机，如

下图 21，如果没有看到 "Java(TM) Platform..." 插件项，则说明当前浏览器和 Java 虚拟机没

有关联，需要手工关联。 



 

 

图 21 

如果在 URL 地址栏输入 " chrome://plugins/ "，看到 "Java(TM) Plug-in 1.6.0_XX" 插件项，



说明浏览器已关联上 Java 虚拟机。 

3）安装 Chrome 浏览器控件 

直接登录，在登录过程中，出现登录失败页面，如图22。点击下载“Windows 平台 chrome

安装包”。 

 

图 22 

下载完控件后，点击控件，启动安装向导，按照安装向导的提示操作，完成安装。如图

23。 

 

图 23 

 再次在 URL 地址栏输入 "chrome：//plugins"，看到 " SangforECPlugin _XX" 插件项，

确认该控件被启用，如下图 24 所示。 



 

图 24 

接着便可以在 Google Chrome 进行登录。看到下图 25 的页面，选择高级选项，不能选

择“返回安全连接” 

 

图 25 

点击高级选项后，如下图 26 所示，选择箭头所指向的链接。 



 

图 26 

来到登录页面，如下图 27 所示 

 

图 27 

到了这个窗口，输入账号密码即可登录，访问相关数字资源。 

至此，介绍完 VPN 的使用，建议各位读者只读用 IE 或 IE 内核浏览器访问 VPN 部分即可。



避免使用 chrome 等非 IE 内核浏览器访问，尽可能使用 IE 及 IE 内核浏览器进行登录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