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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大连理工大学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工作推进会 

 完成 2019 年信息化建设项目立项论证，37 项通过论证 

 举办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化队伍 2018 年趣味运动会 

 完成信息化基础平台支撑软件升级和数据库实例迁移工作 

 协助组工人事系统项目完成验收；完成工程审计项目管理信

息系统（二期）统一身份认证对接和数据交换 

 升级 i 大工，发布问卷调查新版本，实现移动端网络自助服

务全业务办理 

 开展了机构知识库系统等 4 个校内重要业务系统的等级保

护测评工作；完成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等 11 个信息系统

的等保定级工作；完成教师个人主页等 8 个校内重要业务系

统的 Web 渗透测试 

 开展了 struts2、redis 两项网络安全专项治理工作 

 组织学校各单位信息化专干参加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

为期 3 个月的“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 推进教育信息化”专

题网络培训班 

 举办 ADF 软件培训 

 到人文学部、离退休工作处开展“送服务到身边”特色工作 

 

  i 大工中上线“易班”、“校报”两个应用 

 照片采集和人脸识别会议签到试运行 

 教学区开通 DLUT-LingShui 无线网 

 校园网流量资费优化调整 

 启动校内网络安全预警工作 

 获得 2018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全国优胜奖

及东北区二等奖 

 完成网闸使用管理规范的制定 

 完成教育部视频直播设备的采购和调试 

 举办 MATLAB、ABAQUS 软件培训 

 协助完成综合教学管理系统招标工作，协助完成科技成果转

化及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二阶段和房地产系统验收

工作。 

 到外国语学院、盘锦校区、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开展“送服

务到身边”特色工作，形成“送服务到身边”一对一联系人

机制 

 

工作进展 
 

10 月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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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数据中心虚拟化平台扩容升级 

 完成数据中心容灾系统实施 

 完成校园网及承载网核心路由器升级 

 制定等保定级备案及测评工作规范，在网信中心内部开展等

保工作培训 

 完成网络安全管理办法修订初稿，起草信息化项目网络安全

建设管理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初稿 

 邀请用户内测超算中心远程可视化系统 

 举办 ANSYS 软件培训 

 成功申办获得 ASC19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承办权 

 完成公共数据平台初步数据治理第二阶段工作，个人数据中

心上线试运行，一张表应用学校职称竞聘工作 

 发放并回收 2019 年信息化建设项目立项任务书 

 i 大工中上线“就业信息”、“办公用房”、“研究生系统”、“互

帮互助”、“移动 OA”、“水电路网”、“生日祝福”等功能，

“在线票务”应用测试试用，完成 i 大工二期项目验收 

 协助完成学生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党员在线学习平台、招

生网、招生信息管理平台、人事档案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访问监控统计系统等项目及国资统筹平台招采系统部分的

验收工作 

 到体教部开展“送服务到身边”特色工作 

  

  人脸识别通道试运行 

 自助打印系统研究生部分试运行 

 组织校内 I 级网络安全事件演练 

 编写 2018 年度学校网络安全工作年报、2018 年度超算平

台运行年报、2018 年度信息化建设年报 

 继续完善校内网络安全相关建章立制工作 

 启动数据中心各服务器、各信息化项目的网络安全检查工作 

 完成校园网邮件系统升级 

 召开超算用户专家委员会会议，通报 2018 年超算中心运行

情况，论证超算平台二期建设可行性 

 完成超算中心相关软件升级和远程可视化系统培训 

 协助完成迎新及离校管理与服务系统的招标，并启动建设 

 启动信息化基础平台二期项目的招标和建设工作 

 建立公共数据平台数据质量提升长效机制 

 制定 2019-2021 年信息化建设规划 

2019年

1-3月 

12 月 

近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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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季度网信中心各部门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名称 总量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 

新增数量 
10-12月 

校园电子邮箱 
学生注册总量：97642人 

教师注册总量：7870人 

新增学生数量：118人 

新增教师数量：129人 

i大工 
激活用户总数：44792 

各种应用访问总量：1034万 
新增访问量：253万 

调查问卷系统 共发布 195份调查问卷 
发布了 22份问卷 

参与答卷共计 1752人次 

统一身份认证 总访问量：972万 
新增访问量：321万 

日均访问量：34916人次 

校园门户 总访问量：476万 
新增访问量：141万 

日均访问量：15356人次 

办事大厅 总访问量： 174672人次 共发布 45个审批业务流程 

一卡通 在用卡数：56752张 
10-12月消费次数 309万次 

补换卡：4722张，开卡：462张 

网站群 
网站数量：234个 

总访问量：6696.2万人次 

网站增量：0个 

访问量：613万人次 

会议网平台 
浏览总数：269483人次 

会议总数：40次 
会议建设：4个 

VPN服务 总登录人次：46622人次 新增登录：5520 人次 

视频会议系统 召开会议：159次 召开会议：26次 

超算中心 
计算服务总量：8673万核时 

作业量：334999份 

计算服务：842万核时 

作业量：60106 份 

玉兰卡微信平台 绑定人数：49464人 10-12月大工微信交易：178664笔 

云盘服务 
用户数：16620人 

群组数：435个 

新增用户：1351人 

新增群组：31个 

正版软件平台 
登录总人数：3497人 

激活成功数：12267次 

10-12月登录人数：359次 

10-12月激活次数：801次 

教师个人主页 
开通总人数：2778 

总访问量：2147.8万人次 
新增访问量：418.2 万人次 

高清视频平台 总访问量：215042人次 新增访问量：129058 人次 

机构知识库 总访问量：5675001人次 
新增访问量：4763700 人次 

日均访问量：4892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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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消息平台 

建设思路 

以学校信息化建设和事务办理需要出发，建成学校统一的多渠道消息管理平台，使消

息能顺畅及时的发送至师生。该平台涉及两类消息传递：人为发起的消息传递（具有临时

性特点，以事务为主）；系统发起的消息传递（具有持续性特点，以提醒为主）。系统发

起的包括两种情况：用户通过在第三方系统中进行设定发起的针对用户自己的消息传递，

比如日程、关注活动等，此类消息由用户自己在第三方系统中设定，可以设定是否提醒、

提醒的时间，提醒的方式在统一消息平台统一设定；由第三方系统业务过程中引发的消息

传递，此类信息由第三方系统设定发起的时间和针对的人员，接收用户可在统一消息平台

进行接收时间（段）、接收方式、是否接收的设定。 

主要功能 

统一消息平台是学校信息化基础平台项目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近两年的建设

与完善，已经逐步开始提供对外服务。 

平台支持发送门户、i大工 APP、QQ（QQ校园号）、微信（微信企业号）、邮件、短

信 6种消息渠道，可单独发送一种渠道或者综合发布多个渠道。 

 

消息发送页面 

平台支持消息回执功能，师生通过消息中短链接可以根据要求反馈回执，消息发送者

根据回执统计做安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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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执链接的消息（邮件方式发送） 

 

 

回执信息填写页面 

 

回执结果统计页面 

师生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校园门户中的消息板块进行了解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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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门户中的“消息”板块 

应用场景 

 业务系统到师生：各个业务系统可以通过与统一消息平台对接把信息直接发送给师生

本人，例如：i大工中的微信用户绑定提醒，自助服务系统中的费用过低提醒，邮箱密码、

统一身份认证密码重置提醒，网上办事大厅各项业务办理提醒。 

 业务部门到师生：业务部门如果因工作需要可通过统一消息平台发各类消息，包括会

议通知（可包括回执）、纪律警示信息、个性化信息通知等。 

 业务部门到校外人员：只要知道手机号或邮箱，也可以通过消息平台直接给校外人员

发布消息。 

 重要提醒到师生：除了个别系统的待办事宜可以通过统一消息平台统一发送至师生外，

在停水停电停网等影响师生日常学习、工作的重要信息，可以自动给师生发送提醒。也可

以在师生生日到来之时发布祝福信息。 

应用推广 

 当前学校已为各二级单位分配了一定数量的短信配额，需要使用的部门可以在“岗位

角色平台”中由“信息化专干”把相应的人员加入到“消息发布员”通用岗位中后使用消

息平台发布消息。 

 学校各信息化系统若需要对接统一消息平台自动发布消息的话，则需提前联系网络与

信息化中心技术开发部，电话 84707009。 

 

  （来源：郭晓明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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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弱密码出炉，看你用了哪个？ 

日前，密码管理公司 SplashData第 8次发布了年度最弱密码列表。研究人员分析了

互联网上泄露的超过 500 万个密码，发现计算机用户仍然在使用可预测的、很容易就可

以猜到的密码。使用这些密码存在账户被黑和身份被窃取的潜在风险。 

分析发现 123456 和 password 继续保持最常使用弱密码的第 1 和第 2 名，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名字相关的密码 donald第一次出现在弱口令列表中，位居第 23位。 

研究人员称，因为用户喜欢用名人、明星、球星、键盘字母的简单组合这类容易记忆

的密码组合，而攻击者也会用同样的密码库去攻击用户的账户。加之今年以来多个互联网

巨头出现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发布年度最弱密码列表是希望用户能够意识到使用弱口令

的潜在威胁，督促用户使用强密码组合以确保安全。 

Rank 2018 Password（前 25） 

1、123456(无变化) 

2、password(无变化) 

3、123456789 (↑3) 

4、12345678 (↓1) 

5、12345 (无变化) 

6、111111 (新出现) 

7、1234567 (↑1) 

8、sunshine (新出现) 

9、qwerty (↓5) 

10、iloveyou (无变化) 

11、princess (新出现) 

12、admin (↓ 1) 

13、welcome (↓ 1) 

14、666666 (新出现) 

15、abc123 (无变化) 

16、football (↓ 7) 

17、123123 (无变化) 

18、monkey (↓ 5) 

19、654321 (新出现) 

20、!@#$%^&* (新出现) 

21、charlie (新出现) 

22、aa123456 (新出现) 

23、donald (新出现) 

24、password1 (新出现) 

25、qwerty123 (新出现) 

SplashData 估计有几乎 10%的用户至少使用过这 25个弱密码中的一个，有 3%的用户

使用过 123456 这个最弱密码。 

SplashData 分析的这 500 万被泄露的密码主要是北美和西欧的用户，成人网站泄露

的密码不包含在分析报告中。 

SplashData 提供以下建议来增强上网的安全性： 

1. 使用 12个以上的字母组合或多种类型组合的密码 

2.每个平台使用不同的密码，这样如果黑客获取了其中一个平台的密码，也无法用来

登陆其他的网站。 

3.使用密码管理器来组织密码，生成安全随机的密码，自动登陆网站来保护数字资产

和个人身份。 

 (来源：嘶吼 Roar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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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时代的学与教 

高端求解/互联网与面向未来的教育 

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征的信息技术时代，教育作为人类的传统事业，

如何应对技术的飞速发展，又该展现何种与技术交织的蓝图？ 

当前，建设智慧校园是多数中小学校建设的时代命题。但智慧校园建设遇到了一些困

难与阻力，例如教育信息化更多着眼于技术属性，忽视教育教学属性；学校呈现信息资源

孤岛现象，资源优化整合难度大；信息化人才匮乏；管理体系中各主体权责不明确，运行

低效。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新教育领域的学习观、技术观、课程观、教学观、考试观

和管理服务观。 

乔布斯之问引发教育者的深思 

 我国早已“举行”了教育信息化的启动仪式，人们对技术变革教育满怀期望。乔布

斯曾和比尔·盖茨有一段对话。乔布斯说：“20 年来，信息技术（IT）改变了几乎所有

领域！为什么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这被称为“乔布斯之问”，技术究

竟给教育带来了什么？传统学习方式在学校课堂中安然如故，学校配置的数字化设备被

当作“黑板搬家”“教科书搬家”工具，与传统的教师中心主义授课一起构成了“人灌+

机灌”模式，加剧了“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异化和“非人化”。 

 信息技术在进入学校的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技术决定论的

教育改革思维导致信息技术的应用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技术在教育改革方面

的期待和现实相差甚远。总的来说，学习与教学观念落后、教育体制障碍、管理信息化与

教学信息化脱节、教育信息化与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脱节，是教育信息化发展举步维艰的

根源所在，而出路在于推动学校课堂方式的变革。 

变革学习方式是课堂创新大趋势与攻坚战 

什么是学习方式？学习方式是与生产方式同一层次的范畴。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

狭义地理解和运用学习的概念，把学习窄化为文化知识的学习，对学习活动局限于微观研

究，因而不可能提出以学习方式为出发点的历史哲学或教育哲学范畴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一场 21世纪的“学习革命”正在全球兴起，这是由一批人工智能专

家、学习科学专家推动的学习方式创新发展。这场“学习革命”的目标是推动人类的“学

习方式”从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时代，创新的主战场和攻坚战是课堂学习方式。这场深刻变

革将使学习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公民的学习生活质量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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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将走向人机共生的智能化学习 

要把握发展趋势，就需要进一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互联网+教育”是两个词的

集合，这两者加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形态或教育生态呢？ 

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共享，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开放时空，可以实现资源的快速迭代、

空前丰富，进入一种“自组织—超循环”状态。人们正在依靠集体的智慧不断创造一种新

的学习模式，即人机学习系统——在不断发展的云端和终端支撑之下，把人类智慧联结起

来，赋予学习者更强的创造性学习能力。网络智能化是当前最主要的互联网发展趋势，包

括数字挖掘、深度学习、快速迭代等。而人工智能是强大助力，使机器像专家一样学会高

效学习。这单靠机器难以实现，必须人机结合。 

信息时代的学习方式，正在从工业文明造就的“三中心”传统教学模式，转变为互联

网支持下、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等。新的学习模式要想步入

健康成长的新常态，只有在智能化网络支持下才能实现，这是互联网和教育共同的本质和

追求目标，也是“互联网+教育”的本质。其发展的前沿和趋势，正是当今方兴未艾，并

必将逐步走向成熟的人机共生智能化学习系统和模式。 

在智能化时代要探索中国特色的混合学习模式 

智能化学习系统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生成学习论，其微观结构包括学习主体、学习环

境、学习资源三要素，在三者多重建构、螺旋式上升的超循环中，提升人类个体和教育系

统整体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创生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教育新生态。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

2012 年我们的团队创办了太极学堂，分别在大学和中小学探索课堂细胞结构和组织管理

模式的变革。 

太极学堂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混合学习模式：在时空形式上，是现实面对面课堂与网络

学堂的阴阳互补、同生共长；在理念上，是东西方学习文化的阴阳互补；在目标追求上，

是实现学习方式变革，把师生从低水平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在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

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团队整体水平。 

在实践中，我们目前得出了一些结论。在组织形式上，打破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中

心的线性结构和僵化模式，并采用目标导向、问题导引、任务驱动、师生共创、教学相长

的发展模式。借助于不断完善的技术平台的支撑，组织结构上采用非线性、超文本、自组

织、超循环、多层次的复杂网络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是，教师要尽快熟悉网络生存环境与

新的课堂组织、管理评价模式，创建组织运营队伍、环境建设尤其是网络平台建设队伍、

资源建设尤其是学习路径的探索队伍等三支队伍，开通多元路径。 

在课堂组织形式上，传统讲堂的信息传播结构是单向灌输、整齐划一的，学生吸收和

内化的少，而太极学堂细胞结构信息快速聚散，经验协同筛选，成果生成资源丰富。 

信息化建设本质和太极思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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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推动教育创新的难点在于，如何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缩小理想和现实的落

差。对此，一个重要的中介、抓手是智能化学习平台。平台的建立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

点，并且一定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全程参与，反复上下沟通、思想碰撞，不断取得共识，

尽早落地结果。 

教学教育信息化的本质是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创造新的学习文化，改变千百年来以教

师讲授、课堂灌输为基础，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的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培养新一代名师团

队，实现教育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多层次开发与合理配置，从根本上解放师生创造力。 

另外，还必须处理好多种两难选择的关系。如在传统与变革、人文与科技、道德与功

利、引入市场化管理运行机制与坚持教育公益性、改革创新与稳定协调等两难中抉择。这

就需要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中的太极思维，保持创新发展中的动态平衡。 

求师能力和教育信息化的时代使命 

智能化学习平台创建中，评价与平台是关键，要以新型评价模式指导和引领平台开

发、建设。优秀的学习平台应该是以下三者的集成：名师团队学习和教学创新经验的集成，

新技术教学创新应用的集成，网络上下学习服务的集成。这样一个教育服务大平台应由学

校、政府、企业携手共创，企业须有实力、有担当、有教育情怀。 

另外，我们对几个概念要有清晰的认识。现在炒作得最厉害的是“智慧城市”“智慧

学校”“智慧教室”等，智慧是人所特有的，不可滥用，不能将其技术化、物质化，更不

能用来炒作。我们需要区分聪明（Smart）、智能（Intelligent）和智慧（Wisdom）这三

个概念，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国外讲“智慧教室”用的是“SmartClassroom”，翻译成“智

慧教室”显然不妥。 

“互联网+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我们提出了学校信息

化整体创新工程模型，包括一个核心，即学习创作化；五大环节，即教师团队化、教学艺

术化、管理服务化、评价多元化、课程资源化。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教育

信息化综合改革的系统工程。这是以课程为突破口的教育创新模式。 

教育信息化的时代使命是，创造新的学习文化，解放师生创造力，让中国教育更快地

走向世界。在各种学习能力中，最重要也最难的学习能力是求师能力。求师之目的是问道、

悟道，而得道之前提，则在于超越眼前和世俗功利，宁静致远。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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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中，比 VR更靠谱的是混合现实？why？ 

尽管近几年来，人们大肆宣传虚拟现实在教育领域的潜力，但一种被称为混合现实

（MR）的新兴技术，在课堂内外有更大的前景。 

与虚拟现实的体验不同，混合现实能让我们与周围的真实世界互动。数字化的物体，

将变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仅是数据的堆积，还会与我们，与周围环境互动。 

 

混合现实的学习体验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听到苹果和谷歌要发布增强现实（AR）设备的消息，这两家的设备

可能都包含混合现实的元素。 

进行混合现实设计需要一些新创意。想想你学习重力、物理定律，或者文艺复兴时期

的大师们在艺术和建筑设计中，使用透视方式时的情景。一些人通过书本学习，而另外一

些人可能是通过外出进行重力实验，或独自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来学习的。 

现在想象一下自己通过混合现实，来学习这些东西。设想有一个动态数字显示器，它

能将你所处的环境，甚至你的客厅或教室，变成一个沉浸式学习的实验室。学习在高度动

态的视觉环境中进行，这里充满了能对你的视线、手势、步态、声音甚至心跳（都与你的

地理位置有关）做出反应的空间音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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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现实中，我们的大脑受到欺骗，相信虚拟世界和其中的物体是真实的，而混合

现实则能识别真实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图。 

 

例如，当你扔出一个数字化网球时，它会测量你与最近的实体墙的距离，进行反弹。

如果你缩小或放大球，它会根据新尺寸，从不同的轨迹反弹回来。如果网球撞到了墙，它

会回来，但如果它穿过的是门，就会继续滚动。 

这将为许多研究领域的实验，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处理得当，传感器、机器学

习和计算机视觉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像魔法一样，因为物体会对用户的行为做出反

应，并尊重真实世界的物理法则。 

借助最新的微软全息透镜，我们已经在医疗保健、工程、艺术以及其他领域，见证了

创新的学习体验。混合现实包含生动的图形和广泛的手势互动，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更深入

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在 3D 空间中操纵数据，可以让模式的检测以及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有效。例

如，假设有一个模拟的城市，那么学生能在真实的 3D环境中，观察交通、天气、人及其

对城市的影响。 

在混合现实中，学生能看到可以压缩到桌面大小的城市系统。他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探

索场景中的各个元素，然后通过放大，拉近自己与环境的距离，从而融入街道之中。通过

手势，他们可以深入了解模型，甚至直接在建筑内移动，并可能遇到自己的导师或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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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现实中，虚拟角色可以感知环境，坐在你旁边的椅子上。他们知道你在和他们

说话，还是在和房间里的其他人说话。这让用户能够加入虚拟交响乐的演奏。在共享的物

理空间中，合作会很自然地发生。我期待混合现实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新方式，进行连接

和创造。 

如何设计混合现实？ 

撇开其他技术不谈，我们首先要利用早期的教育游戏、模拟和视频中已经知道的知

识。这些游戏或视频看起来就像具备了分支学习路径和详细描述的迷你版模型。 

但是，只有当我们为混合现实设计一种新的语言时，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我们不应

该只依靠现有的教学设计方法，还要让用户体验设计师、艺术家、创意者和学生，加入开

发过程。 

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在混合现实中运行的视觉和手势语言。自然用户界面和传感器将

使得空间计算无处不在。传感器将收集数据，为学习评估提供新方法。未来，混合现实能

在你的客厅里，带来令人身临其境的故事。 

在混合现实中，我们使用比在虚拟现实中更少的像素，数字化物体要尊重物理规则，

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尊重社会规律。在混合现实中，互动设计与视觉图形设计同等重要。从

根本上说，如果虚拟现实要把你带到一个神奇的世界，那么混合现实就是把你的世界变得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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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早期发布的混合现实产品，对于许多没有能力提供，或没有实现数字化的教育机构来

说是个奢侈品。然而在未来，与我们目前使用的工具相比，沉浸式技术可能有更大的潜力，

来解决这些问题。 

随着摩尔定律推动科技的力量上升和物价下降，混合现实体验的保真度和互动性，只

会在未来三年内变得更好。我们很可能看到各种价位的混合现实眼镜，取代手机、笔记本

电脑等电子设备。 

混合现实打破了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线。它将为我们提供一幅画布，让我们

畅想新的学习模式，以及与屏幕另一端的人合作的新方式。最终混合现实的潜力并不取决

于设备，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学习、联系和丰富的生活。 

 

（来源：百度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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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月，网络安全事件24起，发送正式整改通知16份。 

 其中13起网络安全事件是由于系统的访问策略配置不当所导致的，占网络安全事

件总数的一半以上。校内各系统管理员应妥善配置系统的访问策略，以免出现信

息泄露或系统被入侵等更加严重的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 

 还有8起网络安全事件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系统的应用程序存在安全隐患，

占网络安全事件总数的三分之一。今后应用程序安全问题仍是重点网络安全问题

排查对象。 

 

  （来源：郑维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