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校园门户上线公测，i 大工移动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学校域名清理 

 网上办事大厅中数据中心流程梳理 

 完成 4 个系统的等保定级备案工作 

 完成新数据标准制定 

 深入院系开展超算应用宣讲活动 

 完成数据中心机房 UPS 切换 

 完成宿舍区认证上网切换 

 呼叫中心上线运行 

 

  完成新老平台公共数据库数据集成迁移 

 完成 1 万多新生的制卡发卡工作 

 

 

 完成新生入学、学校干部大会等 5 个大会直播任务 

 完成原门户集成系统至新门户的迁移（与新统一身份认证完

成集成） 

 信息化基础平台一阶段完成验收 

 学校主页移动版上线 

 龙支付一卡通移动端充值和缴费上线 

 完成 ANSYS 等 9 款商业计算软件的采购 

 承办第 44 届亚太地区先进网络学会（APAN）年会 

 

 

 完成 3 个系统的测评整改 

 完成视频转播系统搭建、测试、上线 

 完成信息化基础平台第二阶段目标，移动数字校园二期验收 

 教师个人主页二期建设启动 

 完成全校数据第一阶段治理 

 新公共数据库管理平台上线 

 召开全国信息化会议 

 人脸识别会议签到系统调研 

 开展超算平台远程可视化系统调研 

 开展超算应用培训 

 教学区网络 QinQ 改造 

 无线网络施工 

 完成数据中心机房精密空调安装 

7 月 

8 月 

工作进展 
 

近期规划 

9 月 

10-12 

月 



 

 

 

 

第 3 季度网信中心各部门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名称 总量 
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 

新增数量 
7-9月 

校园电子邮箱 
学生注册总量：86668 

教师注册总量：7258 

新增学生数量：8856 

新增教师数量：128 

原 i大工 App 
注册设备数： 52261台 

各种应用访问量： 970万次 
i大工访问量： 78570人次 

新 i大工平台 

（6 月 15日起测试） 

激活用户总数：22867 

各种应用访问总量：125.2万 
i大工访问量：121.2万 

调查问卷系统 共发布 119份调查问卷 发布了 5份问卷，参与答卷共计 180 

原校园门户 总访问量：  936万次 
校园门户访问量： 29万 

日均访问量： 3188人次 

新校园门户 

（7 月 17日起测试） 
总访问量：11万 日均访问量：1469 人次 

一卡通 在用卡数：56807张 
消费次数 298.3 万次 

补换卡：2704张，开卡：11762 张 

网站群 
网站数量：204个 

总访问量： 3091.6万人次 

网站增量： 9个 

访问量：1073 万人次 

会议网平台 
浏览总数： 94259人次 

会议总数：23 次 
会议建设：0 次 

VPN 服务 总登录人次：23565 新增： 5347登录人次 

视频会议系统 召开会议：88 次 召开会议：3 次 

超算中心 
计算服务总量：4525万核时 

作业量：109104份 

计算服务： 75.8万核时 

作业量：29929 份 

i大工微信 绑定人数：33503人  大工微信交易：63781笔 

云盘服务 
用户数：10764 

群组数：316  

新增用户：835  

新增群组：21  

正版软件平台 
登录总人数：2716人 

激活次数：47263 

7-9月登录人数：138次 

7-9月激活次数：5862次 

教师个人主页 
开通总人数：2087 

总访问量：535万人次 
新增访问量：185 万人次 

 



 

“i大工”一期： 

学校从 2013年 5 月开始启动移动数字校园一期 --“i大工”项目建设，2013年 12

月推出 Android手机、平板版本，2014年 2月推出 iOS版本。 

  

“i 大工“一期 iOS 和 Android 版本 

“i 大工”一期采用原生开发方式，包括学校概况、办公电话、学校新闻、校园地

图、校园礼品、玉兰卡、空闲教室、跳蚤市场、科研活动、失物招领、校内通知、公共

通知、就业信息、教室课表、研究生教务、本科生教务、网络自助、图书借阅、视频墙、

迎新系统、离校系统、校历等应用。自运行至今，访问的设备累计 5.2 万多，累计访问

超 970万。 

新版“i 大工”： 

移动数字校园二期项目“移动校园平台”于 2016 年底开始启动，2017 年初开始建

设，2017 年 6 月 15 日对外发布测试版本，经过一个月的测试运行和修正，新版“i 大

工”于 7月 17日正式发布，Android版 APP通过腾讯应用宝下载，iOS版 APP通过 AppStore



 

下载，同时新版“i大工”已与大连理工大学微信企业号（企业微信）和 QQ校园号进行

了绑定，也可以通过微信和 QQ 两种渠道访问。项目整体采用全新的一平台多渠道灵活

可扩展架构，支持 APP（Android手机、iPhone）、微信企业号（企业微信）、QQ校园号。 

 

     

新版“i 大工”支持 APP（左）、微信（中）和 QQ（右）三个渠道 



 

  

三个渠道效果用户体验一致（左为 APP 效果，右为微信、QQ） 

   

新版“i 大工”是原有 i 大工的全新升级，与学校信息化基础平台深度融合，与新

版校园门户及统一身份认证打通了密码和安全保护等功能，用户可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认

证的账号（学号/职工号）和密码直接登录，同时也集成了统一岗位平台、统一消息平

台等基础平台。新版“i大工”与师生身份绑定后，可以通过 APP、微信或 QQ中的扫码

功能实现 PC 端统一认证的直接登录。当前已有 26 个正式推出的服务，包含我的课表、

迎新系统、玉兰卡、校园地图、我的成绩、离校系统、空闲教室、公共通知、图书借阅、

校历、教师主页、四六级查询、学校新闻、电子邮件、校园黄页、网络自助、学校概况、

移动自助选号、联通自助选号、电信选号、校内通知、官方微博、建行悦生活、官方主

页、快递查询和平台数据，新应用服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灵活接入。 

平台自正式运行起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关注，下图是活跃用户的统计情况，最高峰是

在 2017年 9月 19日，达到了 10461人。 



 

 

 师生可以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进行下载或关注。 

 

（来源：郭晓明 网信中心） 

 

 

 

 

现在大学里，走在路上随处可见低着头刷朋友圈的孩子们。人人都拿着大屏智能手

机，用 4G 看视频，充饭卡再也不用排队，课件随时可以在院系网站下载，进校报道直

接拎包进宿舍，迎新系统帮你全部搞定，奖学金申请，在线操作就好，再也不用辅导员

一个一个统计数据...... 

这些都是高校信息化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便捷。高校信息化的发展已经逐渐迈入智慧

校园的时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智慧校园运行出了问题，你会面临哪些麻烦？ 

校园网是智慧校园的建设的基础，保障校园网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行，第一要素就是

网络安全。 

去年引起极大关注的“徐玉玉事件”、“勒索病毒”...都给高校给社会带来了巨大

的损失。智慧校园网络及其信息系统中的网络安全已成为各大高校越来越重视的问题。 

我们所在的校园网会遇到哪些安全问题呢？ 

一般来说，可以分为 5大部分。第一是物理安全，第二是网络安全，第三是主机（操



 

作系统）安全，第四是应用安全，第五是数据安全。 

 

物理安全是整个网络系统安全的根本。平时需注意防盗、防毁、防电磁干扰、防电

磁信息泄漏等，做好一切防护工作。主机（操作系统）问题和网络问题是指使用的网络

安全软件过于单一，导致系统安全性不稳定，容易使重要信息丢失或外泄。 

应用和数据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随着校园基础建设水平的提高和使用者安全意识的增强，上面几个问题已经逐渐得

到解决。学校在这几个方面的建设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而整个网络系统安全面临的最

大威胁来自应用层面和数据层面的安全。 

 

面向师生的服务，比如网站、管理系统、碎片化服务等等，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应用。

比如，今年开学后，大三的王小栗同学在选课系统中选修了英语新闻课。那么这里整个

自助选课的流程可以看做是应用。 

所有师生在享受这些应用时产生的内容即为数据。比如，王小栗在选课时输入的学

号、姓名、班级，通过教务网站下载的相关课件、该门课的期中期末成绩等等，都是他

的重要数据。 



 

为了让师生在智慧校园环境下，能够享受到更加流畅、便捷和安全的网络服务，保

障应用和数据的安全显得至关重要。 

被攻击后及时修复 

应用部分主要聚焦在信息门户平台、学校主页、OA办公系统以及邮件。这些应用成

为黑客们最喜欢攻击的。 

一方面，黑客会在这些影响力很大的应用中，发布敏感词或色情暴力内容，威胁社

会公共安全；另一方面，别有用心的黑客会利用漏洞，牟取私利。比如，攻击教务系统，

获取学生个人信息，如姓名、学号、院系、电话、身份信息、学科成绩、邮箱等。黑客

将这些信息分类整理后，成为一份“精准的客户名单”，再卖给需要这些信息的人。比

如，英语培训机构、考研培训机构等等。 

一旦我们被攻击之后，应该怎么做呢？答案是及时修复！这里的修复重点需关注操

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尤其是数据库。由于每个学校的应用配置和软件厂商不尽相

同，修复的程度也不一样。 

主动预警做好备份 

除了事后处理环节的修复之外，在保障安全的措施中，主动预警显得尤为重要。俗

话说，“上医治未病”，意思是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健康安全的网

络也需要我们提前采取一些措施，预警就是为网络安全“治未病”。 

预警的根本在于要有预警模型。这个模型离不开一个（针对应用层面）安全监测平

台、富有经验的安全研究团队、基于配置信息的防御联动以及能够在发现问题之后进行

闭环处理的解决方案。 

具体措施有：构建专业的管理团队，聘用相关操作人员；注重对管理人员的培训，

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教师队伍中培养一批愿意兼职的网络管理人员，定期对教师培

训；使用具备主动预警、7*24小时监测、及时修复的专业解决方案等等。 

与此同时，学校里的重要文件资料必须进行备份和加密。 

在平时的工作中，学校也应及时更新网络，加大投资力度，培养管理人员与各级用

户的安全保护意识。完善数据备份，加强日志审计。加强网络安全设计方面的研究，加

强防火墙以及一些其他网络安全设备的维护应用。 

（来源：金小鸥 金智教育研究所） 

 

 



 

 

 

本期新视界介绍南开大学“智慧校园—物联网教学示范系统”，该系统通过利用云

计算、虚拟化和物联网等新型技术，将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与校园资源、应用系统

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校园的智慧化管理与服务。 

 

该系统主要由校园实景联动沙盘控制、虚拟校园游览体验、室内外环境监测、智慧

农业监测、智能家居和智能教室虚拟联动、智能车辆管理以及智能安防等系统构成。通

过无线 Mesh、3G/4G、北斗卫星等技术，将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传输到云端计算系统，

然后进行数据处理、智能分析和识别控制，为诸多应用提供服务接口，真正做到“掌上

校园”。 

该系统利用沙盘系统上的智能小车通过程序控制，仿真模拟自动驾驶与路径规划过

程，在车辆行进期间，摄像监控等模块对其进行监控、测速、违章抓拍等操作。智慧农

业仿真系统则根据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酸碱度、作物生长情况等信息，自动进行滴

灌、喷灌、补光和温控。而通过手机 App 或 PC 端轻轻一点，沙盘系统、虚拟场景和现

实场景中室内的窗帘、灯光、空调则均被开启。 

该系统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实现了虚拟校园游览的体验效果。戴上 VR 沉浸式头盔，

使用者便可在 3D 环境中实时观察当前所处位置中的真实道路、建筑等信息，同时还可

体验高空飞翔、俯瞰等。这些信息都来自于校园的真实环境，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的信

息保持一致，做到所见即所得。比如使用者可以在虚拟场景中直接观测到传感器数值，

像靠近树林的节点，其二氧化碳数值就会较高。 

（来源： 新华网） 

 



 

 

 

Voyager 超酷场景式跑步机 

最近阴雨连绵，实在不适合外出跑步，在跑步机上运动又略显单调，有没有两全齐

美的解决方案？来看看 Voyager Treadmill吧，绝对让你跑到“根本停不下来”！ 

Voyager 是一个智能跑步机，由设计师 Il-Seop Yoon 设计，跑步机前方的摄像头

和超大屏幕是它的设计亮点，可以模拟出用户所喜欢的地方，然后在屏幕中显示在那里

跑步，也可以与手机进行配对，就可以进行玩游戏，如有旅行模式、运动模式和游戏模

式三种选择。 

 

相当于是给跑步机装了一个超大尺寸的显示屏，而上面显示的内容，将可以和你的

跑步动作同步，显示一些你感兴趣的场景，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场景显示为北京的王府

井大街，那么，伴随着你的跑步，显示屏上的画面将按照你跑步的速度、第一人称视角

地显示这条著名的街道，就像你真的在上面跑动一般。 

更具想象力的是，整套系统可以非常轻松地移植交互式购物程序或者游戏进去，想

想看，一边在跑步机上健身，一边同步展示你选择街道两旁的店铺，或者来一段特别版

的神庙逃亡。相信我，健身从此不再单调。 

跑步机还可以根据你的需要，从背后进行送风，确保你的舒适。 

 

 
 7-9月网信中心共处理校内网络安全事件3起，发出正式整改通知3份。从安全事

件具体类型上看，信息系统弱密码仍然是问题最多发的安全事件类型。 

http://www.duoxinqi.com/tag/%e8%b7%91%e6%ad%a5%e6%9c%ba


 

 8月完成了人事管理系统、本科生管理系统、科研信息管理系统及移动应用平台

“i大工”4个系统的等级保护定级备案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校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宣传，营造安

全、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按照《教育部工作司关于组织参加2017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活动的函》以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辽宁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宣传周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教办电〔2017〕209号）精神，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

中心联合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学生工作处、校团委、研究生院、附属高级中学、附

属学校等部门于2017年9月18-24日，在我校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一、开展讲座，感受安全：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于9

月21日在西部校区综合教学楼606机房为全校信息化工

作者（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管理委员会与工作组全体

成员以及学校各部处及学部院系的信息化专干）开设以

《网络安全法》为主题的网络安全专题培训讲座。 

    二、多种渠道，加强宣传：①建设“网络安全”宣

传专题网。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契机，加强网络安全工

作，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建设“网络安全”宣传专题网

（http://wlaq.dlut.edu.cn/），并在学校主页开办宣传

专栏，形成网络安全教育长效机制。②宣传材料大面积

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大连理工大学在学校主页以及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主页等重

要学校网站纷纷展示了“第四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主题图片。同时，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印制“网络安全

宣传周”主题海报30余份，在教学区以及学生生活区宣传

专栏张贴；制作电子海报在主楼、八角楼等校内重要建筑

内电子屏上展示；印制网络安全宣传手册2000份，通过网

信中心服务大厅、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附属高中、附

属学校随《网络安全法》法规手册一起向广大师生发放。  

三、举办竞赛，牢记法律。开展了“学习《网络安全法》争做守法好网民”有奖知

识竞赛活动,引导师生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加强网络安全自我保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