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FEATURES  

智慧校园进行时 

新看点 

每期一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保护的护盾 

有问必答 

流行应用进行时 

流行软件 

 闲鱼 

 Bandizip（windows 压缩软件） 

流行硬件 

 Lanauto OBD 智能钥匙扣 

 松下创风机 Q 

信息词汇进行时 

智能服装 

3D 摄像机 

信息技术改变生活 

五年后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将全面替代数字密码 

  



智慧校园进行时 

工作进行时 

2016 年 

10 月 

完成校园网核心线路切换和接入设备的万兆升级 

完成校园网主机房改造 

完成第 5 期超算培训 

2016 年 

11 月 

完成一卡通图像采集缴费模块开发并上线 

视频会议管理平台正式上线 

教师个人主页系统正式上线 

完成 3 个校内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整改工作 

举办 2016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安全挑战赛 

2016 年 

12 月 

完成一卡通大学生英语竞赛缴费模块开发并上线 

无纸化会议系统上线试运行 

2016“安恒杯”全国高校网络信息安全运维挑战赛，获得东北区二等奖

全国第八名的成绩 

完成大黑楼网络设备间改造 

卓越联盟校长会提供现场无线网络支持 

建立校内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平台 

完成第 6 期超算培训 

近期规划 

2017 年 

1-3 月 

一卡通终端设备巡检 

无纸化会议系统正式上线 

云盘系统升级 

超算中心 1 月系统检修与升级，2 月寒假正常开机 

大学生超算团队参加 ASC17 超算比赛 

  



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 总量（截止到 12 月 31 日） 新增量 

校园电子邮箱 
在用邮箱数：教师 6922 个，

学生 76012 个 
10-12 月新增邮箱数：384 个 

i 大工 App 
注册设备数：47956 台 ，

各种应用访问量：890 万次 
10-12 月 i 大工总访问量：56 万次  

调查问卷系统 

共发布 100 份调查问卷（本

次对总数进行了修正，去除

测试问卷） 

10-12 月发布了 10 份问卷，参与答

卷计 1315 人 

校园门户 总访问量：835 万 
10-12 月校园门户总访问量：38 万

次，日均访问量：4183 次 

一卡通 在用卡数：51963 张 
10-12 月消费次数 367.7 万次，补卡

及换卡数 3391 张，开卡数：588 张 

网站群 网站数量：179 个 10-12 月总访问量：841 万次 

会议网平台 
浏览总数 57794 次，会议总

数 21 次 

10-12 月会议建设 3 次，网页浏览次

数：4919 次 

正版软件平台 
登录总人数 2233 人，

26917 次激活 

10-12 月 81 人登录激活客户端，进

行 5813 次激活 

VPN 服务 共登录 14920 人次 10-12 月增加登录 2997 人次 

云盘服务 
总用户数：8437 人，群组

数：249 个 
10-12 月新增用户 1264 人 

视频会议系统 共召开会议 17 次 10-12 月召开会议 9 次 

教育部视频会 总数：7 次  
10-12 月，协助完成教育部视频会议

直播场 2 场 

超算中心 超算中心注册用户 53 人  
10-12 月提供计算服务 642 万核时，

完成作业 1.03 万份 

i 大工微信 绑定用户 17020 人 
10-12 月通过 i 大工微信交易 38571

笔 

教师个人主页 总访问量：1205564 次  10-12 月开通人数：482 人 

无纸化会议系

统 

完成会议 11 场，累计节省

纸张 22890 张 

10-12 月完成会议 11 场，节省纸张

22890 张 



新看点 

1.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化基础平台项目建设方案通过论证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下午，在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召开了大连理工大学信息

化基础平台项目建设方案论证会。来自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大连市高校以及校内的相关专家组成论证专家组，对平台建设方

案进行了论证。 

专家组推荐北京大学种连荣教授任专家组组长主持了项目论证工作。专家组

听取了网信中心信息系统部部长李先毅老师对我校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项目方

案的汇报，通过无纸化会议系统审阅了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方案，并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质询、讨论。 

最后，专家组一致通过了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化基础平台项目建设方案论证。 

 

2. 沈阳理工大学来我校调研智慧校园工作 

11 月 14 日下午，沈阳理工大学副校长武永存带领调研小组一行 7 人到我

校网信中心调研交流智慧校园工作相关管理经验。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454.htm


会上，网信中心主任张巍首先从我校的基本情况、网信中心部门概况、对智

慧校园的理解与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接着双方就智慧校园组织运营模式中涉

及的问题、系统框架及软件系统建设中涉及的问题等方面展开交流讨论。 

会后，武永存校长一行参观了我校高性能计算机房、主机房。双方表示今后

将进一步加强学校间的交流和沟通，共同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 

 

3. 网信中心举办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党课——网信中心党

支部“1+1”共建党日活动 

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11 月 17 日，网信中心党支部联合创新创业

学院教工党支部共同邀请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屈宏老师开展了以学习

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专题的党课。 

  

党课的主题为《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

历届六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和意义、党内政治生活是优良传统、制定新形势下的党

内政治生活《准则》、修订《党内监督条例》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 

党课学习现场，大家认真听讲，不时做着记录。党员们表示要坚决拥护党的

领导，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党性学习与研究，将党员准则深化到日常工作

生活细节中去，全力做好做我校建设的各项工作。 

 

4.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安全挑战赛顺利举办 

为了提高校内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宣传推广信息安全建设，网络与信息化中

心及学校信息安全协会联合举办了 2016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安全大赛

（DUTCTF2016）。比赛于 11 月 12 日举行了线上赛，本次比赛采用 CTF 线

上解题模式，题型包括 web、pwn、reverse、misc、stega、crypto 等，共 15



题，比赛内容涵盖操作系统和网站应用服务器安全、网站多种语言源代码阅读分

析、数据库管理和 SQL 语句、Web 漏洞挖掘和利用、信息搜集能力、编程能力

考察、网络基础以及对网络流量的分析能力等，比赛时间为 12 小时。经过赛后

评审确认，评选出一、二、三等奖，2015 级徐明宇同学获得比赛第一名。  

 

5. 我校获得 2016“安恒杯”全国高校网络信息安全运维挑战赛东

北区二等奖 

近日，由我校网信中心教师与信息安全协会学生社团共同组成的信息安全团

队在 2016“安恒杯”全国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中表现优异，获得

东北区二等奖（第二名）以及全国第八名的成绩。 

   

2016“安恒杯”全国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是由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举办、上海交通大学承办的首次高教信息安全领域全国赛事。

大赛以推动全国高校的信息化安全能力建设，拓展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团队建设渠

道，吸引在校学生加入网络信息安全工作为主旨，通过在实战中培养高水平的网

络信息安全运维队伍，促进高校安全团队的建设，从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

信息化安全保障能力。此次大赛共有 129 所高校报名参赛，从 2016 年 5 月开

始，历时近半年的理论赛、实践赛等多个环节的激烈比拼，最终决出了名次。 

 

 

 

 

 

 

 



6. 网信中心举行 2016 年度述职报告会 

12 月 12 日，网信中心 2016 年度述职报告会在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学校

部分部门及院系的信息化负责人、教师代表和网信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由中心主任张巍主持。 

中心各部门人员紧紧围绕一年来的工作，以 PPT 展示的形式，晒亮点，谈

思考、讲体会，充分展现了网信人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通过本次述职，网信中心全体人员对于 2016 年度工作进行了梳理与提炼，

不仅促进了我校信息化负责人更加全面了解网信中心的工作，对于今后与各部门、

各院系开展交流与合作，共同利用网络信息化的平台，完善和提升学校的信息化

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每期一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保护的护盾 

2016年 11月 6日由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并将于 2017年 6月 1日正式生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性提出网络空间治理的法

律法规，特别加强和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要求，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国网络用户群体庞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7.1 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 51.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工

作、消费等各个领域，除个别贫困区域或老年人，几乎没有人或机构能离开网络，

国家的工业制造、能源、金融、军工、政务等都一样，网络依存度较大，网络安

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据国内最大的第三方网络安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安全联盟

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安全联盟平台共接收各类举报信息 47.3 万条，其中

18.3 万条举报经人工核定为恶意网址，占总量的 38.55%。数据显示，有 5221

条的木马短信冒充学校给家长发送学生的信息，利用父母关心孩子的心态促使其

点击链接，比例高达 45.11%。4023条木马短信举报冒充熟人发送相册或视频，

含有木马下载链接；1067 条举报冒充交警发送违规记录，内置病毒网址。此外

还有冒充同事发送工作资料 749 条和冒充亲友发送宴会请帖 406 条等形式，这

类骗术都是冒充各种身份，切中用户关心亲友、社交或工作需求等心理实施诈骗。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从国家层面、有关部门层面、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层面、网络运营者层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层面及其他组织个人行为层

面都做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实际上是回应了我们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需求，就是个人信息需要加强保护，并且通过个人信息的保护



避免个人信息泄露以后给个人带来的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整部法律系统性定义

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并与国内外最佳实践接轨的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在个人信息

保护的法律法规保持了相当高的一致性。网络安全法比较系统、全面地再次明确

了从事公民个人信息的搜集、存储，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搜集、使用个人信

息的网络运营者包括网络所有者、网络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个人信息保

护的责任主体，并需要接受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同时也

明令禁止通过任何形式非法搜集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安全法在向保护个人数据、避免垃圾信息、避免个人

信息泄露这个方向努力。同时仅有网络安全法及执法机关的执法严厉程度的加强

为我们的网络安全提供很大程度上的保护，但还不足以完全解决网络诈骗的问题。

网络诈骗问题涉及的原因特别多，我们加强网络安全意识，提高自己用网素养，

避免信息无端泄露，或者信息被泄露、被非法盗取以后，知道怎么样从法律上、

技术上弥补，这对于杜绝网络诈骗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问必答 

：无纸化会议系统的适用场景有哪些？ 

：无纸化会议系统适用于在校内举办的学术研讨、评审、招聘、答辩等会议

场景。 

：无纸化会议系统的参会人员可在哪些设备上参加会议？ 

：参会人员可携带 Win 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安卓或苹果平板电脑参加无纸

化会议。使用 Win 系统的笔记本电脑的用户通过浏览器点击无纸化会议系统首

页中的参会链接，进入参会登录界面。使用安卓或苹果平板电脑的用户需要安装

相应的参会客户端 APP。 

：在 “i 大工”微信公众号中给玉兰卡充值后为什么银行卡扣钱了玉兰卡

金额没有增加？  

：在“i 大工”微信公众号给玉兰卡充值后需要在食堂消费 POS 机或者校

园卡自助终端机进行领取（CPU 卡要求写卡数据）。食堂消费的领取方法：消

费的时候，把卡放在食堂 POS 机处停留，转账金额自动就写入卡中；自助终端

机领取方法：主页->自助服务->i 大工转账->领取转账金额，若是领取失败，请

再次尝试领取，如多次领取失败，请在工作时间持玉兰卡到网信中心服务大厅办

理。 

 

  



流行应用进行时 

流行软件： 

1. 闲鱼 

如果你还在为自己的闲置物品而苦恼，用手机下载一个“闲鱼”的客户端就

能轻松搞定。淘宝上线全新“闲鱼”客户端 APP，用户无需注册店铺就能卖闲置：

为家里狗狗的幼崽找新主，旅游带回的特色小

商品分享给其他驴友，BB 不再喜爱的玩具送

给别家小朋友……“闲鱼”之上，不只有交

易，有着共同爱好、趣味相投的人们正集结起

来。 

用户可以“一键转卖”淘宝上已买到的宝

贝。淘宝二手平台近期一份用户调研显示，几

乎人人都有闲置物品，而超过一半的用户倾向

于让闲置物品放在一边不作处理。导致这种局

面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用户没有闲余时间及

精力再去倒卖闲置物品，而小部分用户则是不

知道倒卖二手商品的渠道。淘宝推出二手交易

APP，迎合了很多买家变“闲”为“现”的想

法，也响应了社会低碳生活的号召。 

2. Bandizip（Windows 压缩软件） 

Bandizip 是一款可靠和快速的压缩软件，完全免费。它支持 WinZip、7-

Zip 和 WinRAR 以及其它压缩格式。 

它拥有非常快速的压缩和解

压缩的算法，适用于多核心压缩、

快速拖放、高速压缩等功能。

Bandizip 内置图像查看器，对

于 zip、rar 等格式的图像压缩文

件，Bandizip 可以直接在左侧

预览图片，更支持使用自带的图

片查看器在无需解压的情况下，

连续查看图片；Bandizip 完全

支持 Unicode，以保证不同国家的语言的文件名都能正确显示，杜绝了乱码文件

名的出现。 

  



流行硬件： 

1. Lanauto OBD 智能钥匙扣 

Lanauto OBD 即插即用，空气质量检测与车况检

测的新玩法，匹配 99%的车型，连接原理：产品的

OBD 终端连接汽车 OBD 诊断接口读取车辆数据，进

行内部精准分析后，通过内部高速 ZIGBEE 模块将数

据传输并显示到智能钥匙扣端。 

实时监测车内空气。 

提供：甲醛，苯类气体，氨气、氢气、酒精、一

氧化碳、甲烷等有机挥发气体；香烟、木材、纸张燃

烧烟雾、油烟等的检测。 

胎压，刹车预警。 

80 米远距离通讯，锁车关窗功能、侦测到钥匙锁车信号后车窗自动关闭、

车门开关提醒，增加原车安全性和舒适功能。 

发动机状况、燃油状况、总里程状况，分析潜在不安全因素数据和驾驶习惯

数据。 

2. 松下创风机 Q 

松下创风机Q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像一个球，因为它的外观看不到

常规风扇的扇叶，像一个保龄球加

了一个固定底座。这个“球”有 6

个导引进风口，内置的是涡轮风扇，

采用这种涡轮风扇将风吸进来放出

去，会更容易使得室内的空气不断

进行循环。这个“球”既可以算是

一台电风扇，也可以算是一台循环

扇。运用到 Turbo 气流技术的松下

创风机 Q，具备开启 1/f 波动规律

的高原韵律风模式。1/f 高原韵律

风，说白了就是日常生态环境里的

自然风，这个波动规律与人在安静时的脑波及心拍周期等生物信号的变化节奏相

吻合，因此从松下创风机 Q 吹出来的风感还是比较柔和的，开着它用户晚上睡

觉也不容易着凉。 

  



信息词汇进行时 

1. 智能服装 

智能服装，服装与高科技结合的产物，即电子业和计算机产业兴起一种

新潮流——设计出能与衣服“融为一体”的高科技产品。有媒体大胆预言，

在不久的将来，数码产品与衣服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未来的电子产品能完

美地“隐藏”在服装里；而未来的服装则变身为一台能“穿”在身上的计算

机。在未来几年里，我们的衣柜里将会塞满这样的智能衣物——能够读出人

体心跳、体温、呼吸频率的“聪明衬衫”；能够自动播放音乐的外套；能够

在胸前显示文字与图像的 T 恤衫……美国科技媒体预测，未来的服装将成为

真正的“多功能便携式高科技产品”，一件衣服能同时播放音乐、视频、调

节温度，甚至上网冲浪。 

2. 3D 摄像机 

3D 摄像机，利用的是 3D 镜头制造的摄像机，通常具有两个摄像镜头以

上，间距与人眼间距相近，能够拍摄出类似人眼所见的针对同一场景的不同

图像。全息 3D 具有圆盘 5 镜头以上，通过圆点光栅成像或蔆形光栅全息成

像可全方位观看同一图像，可如亲临其境。迄今 3D 革命全部围绕好莱坞重

磅大片和重大体育赛事展开。随着 3D 摄像机的问世，这项技术距离家庭用

户又近了一步。在这款摄像机推出以后，我们今后就可以用 3D 镜头捕捉人

生每一个难忘瞬间，比如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大学毕业庆典等。目前市面上

已经出现消费级（千元左右）3D 摄像机，如 C-pat。 

  



信息技术改变生活 

五年后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将全面替代数字密码 

国外网站 MSN 刊登一篇题为《我们的指纹、眼睛和脸将会取代密码》（Our 

fingerprints, eyes and faces will replace passwords）的文章，作者是

Cherlynn Low。Cherlynn Low 认为大约五年之后，指纹识别、虹膜识别和人

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方式将会取代密码成为主流的身份认证方式。 

密码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它们要么很容易被破解，要么很难记住。而且，一

旦密码被破解，就不得不重设一个新密码。因此，人们正在试图彻底摆脱密码，

到目前为止，指纹识别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仅仅依靠指纹是不够的，

网络安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迫使网络服务提供商采取更好的方式保护用户

信息安全，比如双重认证。很多公司开始用人体其他部位作为新的生物认证方式，

其中主要是人脸识别和人眼识别。尽管现在人脸识别和人眼识别技术看起来只是

噱头（比如 the Galaxy Note 7 的虹膜识别），这些新的认证方式可能很快就会

像指纹识别一样盛行并大受欢迎，它们可以替代密码和文本双重认证，使身份认

证完全成为一个生物过程。我们可以先看看智能手机指纹识别的历史。2013年，

苹果公司首次在 iPhone 5s 上采用指纹识别技术，人们指出其效果不是很好，

而且不安全。但苹果公司坚持不懈，改进硬件，增加了更多有用的功能。此后，

许多其他科技巨头开始效仿苹果。如今，指纹识别基本上已经成为三星、Nexus 

（或 Pixel）、LG 以及 HTC 旗舰手机的必备功能。甚至一些价格较低的手机也

配备了这项功能，比如 99 美元的 ZMax Pro、200 美元的华为荣耀 5X、400

美元的 OnePlus 3，还有 400 美元的中兴 Axon7。高通公司产品管理部门高级

主管赛义德·乔杜里（Sayeed Choudhury）表示，指纹识别功能未来将成为智

能手机的必备功能。 

尽管指纹传感器被广泛采用，但很多公司继续追求更便捷和新颖的身份识别

方式，引入了新的生物识别方式。当谷歌首次在 Android 4.0 系统中展示人脸

解锁功能时，我们开始将人脸识别看作成为一种新的认证方式。数年以后，手机

上开始出现人眼识别功能，比如中兴 Grand S3 和 Alcatel Idol 3。中兴 Grand 

S3 和 Alcatel Idol 3 采用了视网膜扫描技术，通过扫描人眼的整个眼球和眼纹

来进行身份认证。乔杜里说，这种认证方式的好处是不需要额外硬件，只要有可

以自拍的相机即可。视网膜扫描的难点在于其计算和算法。乔杜里说，人眼识别

的算法是“非常重量级的”，“除了 CPU 之外通常还要使用 GPU。”这意味着

检测并识别用户视网膜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根据试用中兴 Grand S3 和

Alcatel Idol 3 人眼识别功能的经验，抓拍眼睛照片来解锁手机总是极其缓慢的。



根据 EngadgetIn 的对比，虹膜识别（三星 Galaxy Note7 刚推出时的亮点之

一）采用了更简洁的算法。这意味着虹膜识别的检测速度更快，用户的等待时间

更短。虹膜扫描技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虹膜

识别比指纹识别更加安全。据乔布里所言，当今设备中的虹膜识别技术能识别的

“特征标记”比指纹识别技术多 3 到 5 倍。但是，虹膜识别的缺点是需要红外

相机，目前很多手机没有。乔杜里说，人眼识别技术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就是支付

行业。他说：“由于移动支付行业的推动，越来越多的设备将采用虹膜识别和视

网膜识别技术。”据他所言，移动支付是“杀手级用例”，它确实能够促使最顽

固的公司采用新技术。最明显的例子是，苹果公司很多年来一直拒绝采用近场通

讯（NFC）技术，但最终还是在 iPhone6 的支付系统中使用了这项技术。 

支付业巨头万事达（Mastercard）是生物识别技术的支持者之一。万事达

全球企业风险和安全部门总裁阿贾伊·巴拉（Ajay Bhalla）说：“我们想要消

灭密码，因为密码对人们来说是个大问题——人们要么总是忘记密码，要么就是

设置的密码非常简单愚蠢。”万事达一直致力于研究使用人脸、眼睛、指纹、心

跳和声音来进行身份认证的生物识别方法，因为这些特征对于每位用户来说都是

独一无二的，它们不需要记忆。万事达发现，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是最易于推广

的方式。阿贾伊·巴拉说：“我们感觉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可能成为主流的阶段

——它被应用于各种设备，并被消费者所理解。”万事达在欧洲推出了支付应用

Identity Check Mobile，其中有一个名为 Selfie Pay（自拍支付）的功能。顾

名思义，Selfie Pay 就是让你通过自拍的方式来认证身份，拍照证明进行支付的

是你本人。用户每次买东西时都要拿起手机自拍一下，这听起来有些尴尬。但是，

万事达表示，这种这款应用被许多人接受。根据万事达 2015 年的一项调查，90%

的受访者认为 Identity Check 应用比他们以前使用的其他应用更方便。71%的

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非常方便”，而 93%的受访者认为指纹识别“非常方

便”。 

指纹识别的流行意味着它得到了认可，它不会被人脸识别和眼部识别取代。

乔杜里和巴拉都把人脸识别和人眼识别看做对指纹识别的补充。尽管现在的人脸

识别和人眼识别技术还不够快捷和安全，还不能给用户带来真正的便捷和帮助，

但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以指纹识别为先例，乔杜里预测，大约五年时间

之后，虹膜识别和人脸识别才能被广泛应用。 

---------- 选自《腾讯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