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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校内活动管理平台 

 
 参加 ASC17 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决赛，并最终获得的

一等奖 

  玉兰卡增加会议管理查询功能 

 

 完成一期等保测评 

 完成地区中心设备割接、增加校园网出口链路 

 超算平台商业软件完成项目采购 

 

 完成数据中心新增硬件设备上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于 2017 年 6 月 1 日正

式实施 

 完成一馆多媒体教室一卡通刷卡设备部署 

 新版移动数字校园平台“i 大工”公测版于 6 月 15 日上

线 

 

 

 校园无线网络系统扩容项目进入施工阶段 

 组织 2018 年信息化项目立项评审 

 新生制卡发卡等迎新工作 

 呼叫中心上线 

 完成对校园网络基础设施维修 

 承办亚太地区先进网络会议（APAN） 

 举办高校超算联盟研讨会 

 

近期规划 

工作进展 
4 月 

5 月 

6 月 

7-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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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月份网信中心各部门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名称 总量（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 新增数量 

校园电子邮箱 
学生注册总量：76133 

教室注册总量：7148 

4-6月新增学生数量：86 

4-6月新增教工数量：104 

i大工 App 
注册设备数：51022 台 

各种应用访问量：961.3万次 
4-6月 i大工访问量：36.7万 

调查问卷系统 共发布 114分调查问卷 
4-6月发布了 8份问卷，参与答

卷共计 1371份 

校园门户 总访问量：907万次 
4-6月校园门户访问量：39万，

日均访问量：4292 

一卡通 在用卡数：51963 张 
4-6月消费次数 528.6万次 

补换卡：3329 张，开卡：668张 

网站群 
网站数量：195个 

总访问量：10495632 

4-6月网站增量：6个 

4-6月访问量：200万 

会议网平台 浏览总数：80727，会议总数：23次 4-6月会议建设：2次 

VPN服务 总登录人次：18218 4-6月新增：3298登录人次 

视频会议系统 召开会议：85次 4-6月召开会议：31次 

超算中心 
计算服务总量：3767万核时 

作业量：79175 

4-6月计算服务：702万核时 

作业量：12940份 

i大工微信 绑定人数：22934 4-6月大工微信交易：55071笔 

云盘服务 
用户数：9929 

群组数：295 

4-6月新增用户：646 

4-6月新增群组：21 

正版软件平台 登录总人数：2578人，激活次数：41401 
4-6月登录人数：96 

4-6月激活次数：6025 

教室个人主页 开通总人数：1882，总访问量：3498573 4-6月新增访问量：9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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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信中心于 2017年 7 月 5日至 7月 14日，对凌水校区宿舍区（西山学生宿舍区、北山 A、

B、C区、博留公寓）校园网接入方式进行切换。切换后将取消原有的固定 IP接入方式，改为

认证上网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电脑自动获取 IP 地址。相比原来开通时复杂的步骤——用

mac 地址申请固定 IP 地址，再电脑配置 IP……认证上网方式一步搞定，配置更简单，接入更

方便！首次连接网络会弹出认证界面，输入用户名（学号），校园门户密码完成认证。认证后自

动获取 IP地址，即可上网，方便快捷。 

 

首次认证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记录并绑定设备的MAC地址，之后连接时便不需要再次认证。

反过来，同样也可以通过自助服务系统来解除设备的绑定。切换为认证上网之后，已有 IP 服

务的用户将自动开通认

证上网服务。用户原有

IP 服务将停止使用，服

务记录将保存至 2017

年 8月 31日，用户可在

此之前登录自助服务系

统查询原 IP 流量及费

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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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份，名为“想哭”（WannaCry）的勒索病毒肆虐全球，给各国民众带来了难以估

量的损失，引得满世界人心惶惶。国内很多校园网、局域网用户也不幸中招。一个月之后，一

款新型勒索病毒 Petya悄然出现，短短时间内已形成爆发之势。 

该病毒以各国政府、银行、电力系统以及企业等为主要攻击目标，通过加密电脑文件的方

式对用户进行“勒索”，受害者若想解锁需以比特币形式支付约合 300美元的赎金。自 6月 27

日开始，该病毒从乌克兰、俄罗斯开始，一路肆虐至印度、西班牙、法国、英国、丹麦、美国

等国家。受灾最严重的乌

克兰，政府部门一度无法

正常使用电脑，切尔诺贝

利核设施辐射监测系统

也被迫转成人工操作模

式。此外，俄罗斯石油公

司、丹麦航运与石油集团

马士基、英国传播服务集

团 WPP 等国际知名企业

也深受荼毒。 

安全专家认为，此次的病毒与今年5月波及全球的“想哭”勒索病毒传播方式有相似之处，

但可能更危险、更难以控制。虽然专家已找到预防中毒的方法，但无法为已经中毒的电脑解锁。

同时，“想哭”病毒是攻击单一文件，而新病毒则是攻击整个硬盘。它不仅使用了 NSA“永恒

之蓝”等黑客武器攻击系统漏洞，还会利用“管理员共享”功能在内网自动渗透。在出现以下

界面并瘫痪后，其会自动向局域网内部的其它服务器及终端进行传播。根据比特币交易市场的

公开数据显示，病毒爆发最初一小时就有 10笔赎金付款，其“吸金”速度完全超越了"想哭"。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勒索病毒一再涌现、猖獗蔓延呢？ 

其一，犯罪风险较以前有所降低。两次病毒的勒索行为都是通过比特币来进行交易，这当

然不是巧合。比特币目前已拥有较为成熟的体系，可以兑换大多数国家的合法货币，但是国际

法律在比特币方面并未随之产生具体的监管政策，这一漏洞，使得在病毒勒索过程中黑客不再

承担合法货币的交易风险。而且，据比特币行情显示，1比特币目前可以兑换 2300美元左右，

巨大的利益也诱惑着黑客们的铤而走险。 

其二，勒索病毒受害者的纵容。不少民众或组织在遭遇勒索病毒的袭击时，或出于“图省

事”的心态，或出于对电脑文件和核心数据的保护，选择了对勒索者的顺从，向勒索者支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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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金。这样的纵容行为，一方面助长了勒索者的嚣张气焰，一方面刺激了勒索者的获利欲望。 

其三，大众网络安全意识的缺失。普通大众对网络安全的理解并不深入，很多人在使用电

脑时，完全没有防护意识，系统没有及时升级、系统补丁没有及时更新，还有不少人甚至不安

装任何病毒防护软件，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和企业内部。这样的电脑使用习惯，给了网络病毒可

乘之机，可以轻松打开网络缺口，进行大范围的传播和感染。 

 

 

勒索信内容 

科技越发达，人类对科技越依赖，科技方面的安全也越重要。连续的勒索病毒的爆发，也

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生产生活向着高度智能化发展的进程中，对安全环节的怠慢，将招致难以

估量的损失。全球互联网产业日新月异的进步，一方面让人类的生产生活变得更为智能化，另

一方面，也向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应对网络安全方面的挑战，多国已将其上升到国家主权这一层级，通过资金投入、专设

机构、特别立法等手段确保网络

安全，保障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

行，我国也积极响应。今年 6 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等一系列互联网领域的法

律法规正式实施，这是保障网络

安全的重大举措，为中国网民撑

起了一把“保护伞”，也为中国

企业生产发展进行有力“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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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视界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全新智慧教室 

华中师范大学智慧教室倡导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

和技术）与教室的深度融合，以构建全新的教室学习环境来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体现云端一

体化、模式多元化、行为可视化、设备移动化、管控智能化、能耗绿色化的设计理念。 

华中师范大学智慧教室着重强调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突出课堂教学

设计和组织的作用，体现并适应教学个性化的需求，在日常教学中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更新教学观念，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效果，促进课堂教

学的变革与创新。 

华中师范大学智慧教室体现了“物理空间+资源空间+社区空间”三位一体的概念，优化教

学内容呈现、便利学习资源获取、促进课堂交互开展，具有情境感知和环境管理功能，适应信

息化环境下翻转课堂和研究型教学活动。 

1、多样化空间设计 

未来教室的整体设计充分体现科技化、信息化、人性化的设计理念，空间的利用满足“教

学、讨论、研究”三位一体的多功能教学要求。 

 

2、课堂教学智能交互系统 

新的教室将为师生提供更多交互手段，深化交互层次。课堂内可实现老师与学生的手写交

互、图像交互和视频交互；学生终端与小组讨论屏的交互，教学双屏与小组讨论屏的交互，小

组讨论屏之间的交互等等。 

课堂外可实现“异地同上一节课”，甚至可以邀请课堂外专家通过网络接入课堂，丰富课

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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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行为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 

智慧教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把学生线上线下（虚拟课堂和物理课堂）的学习历程都

记录下来，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行详细诊断，寻找学习的盲点，便于教

师设计出针对学生薄弱知识的个性化学习方案等。同时提供给学校的总体统计分析数据也会成

为学校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 

 

4、教室公告板，走廊也有看点 

门口都多出来了一个小屏幕，这个小屏幕其实是一个信息发布终端，利用云技术和网络技

术，为广大师生提供实时的多媒体内容，既丰富了校园生活，又实现了高效的校园信息传播，

还可以分时间段播放与本教室教学内容相关的微课、作业等内容。 

5、课堂场景自动生成系统 

课堂场景自动生成系统能够真实记录课堂场景，无需教师操作，即可实现课堂场景的常态

化录制，也可以直接用来进行课程直播，可以与其他教室进行远程互动，可以与会议室进行音

视频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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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带来的酷科技是“自动驾驶诊所概念车”。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设计公司 Artefact 提出了一款搭载医疗设备的自动驾驶概念车 Aim，

旨在为病人提供一个高效的护理建议，它甚至还可以进行紧急运输。 

它是一个无人驾驶医疗车，可提供 BMI（体重指数）测量仪、血压计、声学听诊器等基本

的诊断设备。车内壁环绕布置了液晶屏和摄像头，为病人和远程医生之间建立了交流渠道。 

车辆搭载的软件系统，会自动识别、收集并分析病人的身体医疗数据，在必要时传送给远程

在线的真人医生，或是 AI 医生助理。 

 

 

 

同时，这辆小车也是一个移动药房。对于那些需要补充处方药的病人，可以免去挂号排

队开药缴费这样的麻烦事。对于一些简单、早期的健康问题，车载 AI 将为病人提供覆盖范

围较广的药物选择。 

对于一些小病，这辆小车诊所，确实是非常方便，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人。更是大大节

省了去医院排队，挂号，面诊的一系列繁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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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月网信中心共处理校内安全事件5起，根据具体情况发出正式整改通知5份。从安

全事件具体类型上看，弱密码事件4起。像使用弱密码、默认初始密码依然是问题最

多的安全事件类型。 

 5月wannacry勒索病毒爆发，网信中心对校内计算机、服务器端口进行了扫描，并逐

一电话通知未升级用户对系统进行升级。 

 5~6月对迎新系统、教师主页及管理系统、会议网、研究生管理系统、设备资产管理

系统校园综合门户6个业务系统进行了等保测评。 

 为了进一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方面的讲话精神，进一步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6月26日，网信中心主任张巍为党支部全体成员

上了题为“维护网络安全，有法可依”的专题党课。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网络安

全观，并结合《网络安全法》以及学校出台相关网络信息安全的要求，张巍主任从我

国网络安全现状、网络与网站安全工作实践以及工作思考等几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分

析了国内外信息安全的形势，对《网络安全法》中高校信息化部门应该重点关注的条

款与我校在网络信息技术安全管理方面出台的办法条例进行了全面解读，并提出了信

息安全管理问题及防范对策。内涵丰富的讲解让全体党员认识到依法管网、依法治网

的深远意义，同时也认

识到了信息安全工作的

重要性，增强了依法做

好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

责任感。全体党员将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增强

网络安全法治观念，强

化网络安全主体责任，

不断促进我校网络安全

工作和信息化工作的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