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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国庆 70周年重保任务和网络安全保障 

 完成 2020年信息化建设项目立项工作 

 举办 MATLAB技术讲座 

 完成伯川图书馆和令希图书馆通道机增设人脸识别功能建设 

 完成网上意见箱、请示报告和沟通协调事项办理、机关事务预约、信

息系统过户申请办事大厅流程指南的发布 

..  大连理工大学数据资产目录正式开放访问 

 开展网上办事大厅岗位维护情况“专项整治”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增加校园无线网覆盖 

 举办学校信息化队伍趣味运动会 

 举办 MSC工程仿真软件技术讲座 

 完成 2018年一卡通项目和信息化基础平台二期项目的验收工作 

 进行网上办事大厅和岗位角色平台培训 

 东山小楼校园网管道及光纤线路改造 

 完成云主机服务变更、校内零修服务、校园身份卡申请办事大厅流程

指南的发布 

 王者荣耀游戏、英雄联盟游戏测试及优化 

  “大工 e站”自助服务区正式启用 

 完成教育部对学校网络安全工作考核工作  

 超算新版主页上线 

 上线自助打印平台本科生英文、中英文成绩单功能 

 开展 2019年度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化建设评优工作 

 开展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工作 

 开展学校“互联网+服务”培训工作 

 完成校内人员机动车登记、部门电子邮箱申请、超算账号申请、信息

化数据资源申请办事大厅流程指南的发布 

 超算重大科研保障措施出台 

 凌水校区无线网升级改造及测试优化 

  校园一卡通系统换代升级 

 校外访问校内资源系统（WebVPN）上线 

 发布网信中心 2019年工作年报 

 完成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工作 

 完成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设方案的编制和发放 

 启动信息化基础平台三期、移动校园平台三期、教师个人主页二期、

学院一张表平台、信息化项目管理系统、智能助手等项目建设 

 Adobe采购项目调研 

工作进展 
 

10 月 

11 月 

近期规划 

12 月 

2020年

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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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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数量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 日 10-12 月 

校园电子邮箱 
学生注册总量：11 万 

教工总量：8439 

新增学生数量：290 

新增教工数量：106 

i大工 
激活用户总数：68416 

各种应用访问总量：2244 万 
新增访问量：490 万 

调查问卷系统 共发布 273 份问卷 
发布了 23 份问卷 

参与答卷共计 3656 人次 

统一身份认证 总访问量：3408 万 
新增访问量：666 万 

日均访问量：72365 人次 

校园门户 总访问量：1472 万 
新增访问量：257 万 

日均访问量：27971 人次 

办事大厅 总访问量：  44 万人次 发布 87 个填表服务、131 个链接服务 

一卡通 在用卡数：66349 张 
10-12 月消费次数 1144 万次 

补换卡：5444 张，开卡：672张 

网站群 
网站数量：234 个 网站增量：0 个 

总访问量：10513 万人次 访问量：866.9 万人次 

会议网平台 
浏览总数：94 万人次 

会议总数：48 次 
会议建设：1 个 

VPN服务 总登陆人次：74256 人次 新增登录：8464 人次 

视频会议系统 召开会议：310 次 召开会议：72 次 

超算中心 
计算服务总量：12202 万核时 

作业量：43 万份 

新增计算服务：827 万核时 

新增作业量：12918 份 

玉兰卡微信平台 绑定人数：67511 人 10-12 月大工微信交易：25 万笔 

云盘服务 
用户数：22167 新增用户：1802 

群组数：603 新增群组：71 

正版软件平台 
登录总人数：8184 人 

激活成功数：15565 次 

10-12 月登录人数：1559 人 

10-12 月激活成功：898 次 

教师个人主页 
开通总人数：2913 

总访问量：6423 万人次 
新增访问量：423 万人次 

高清视频平台 总访问量：47 万人次 新增访问量：15 万人次 

机构知识库 总访问量：3784 万人次 
新增访问量：1297 万人次 

日均访问量：7900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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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机构知识库平台 

一、 机构知识库概述 

为了有效汇聚我校各类学术成果数据，提升信息化服务教学和科研的能力，支撑学校

学术研究的高效开展,提高我校学术成果可视度，学校于 2018 年初启动了大连理工大学

机构知识库平台建设。该平台收集、保存我校教职工的科研成果、教学资源等学术成果数

据，提供知识资产的存档、管理、发布、检索和开放共享服务。 

目前，平台已从 SCIE、SSCI、EI、Scopus、A&HCI、CPCI-S、CPCI-SSH、PubMed、CSCD、

CSSCI、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以及我校“科研系统”、“知识产权系统”和“组工人

事系统”中获取了我校学者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著作、报纸、标准

等多种类型学术成果数据 30万余条，并将持续自动更新、累积相关数据。 

机构知识库中的成果数据目前已应用于教师个人主业系统、院系一张表平台中，日后

还将持续为校内各类考核，职评，项目申报审核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二、 机构知识库访问方式 

教职工可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登录（http://dlutir.dlut.edu.cn）。 

三、 机构知识库功能介绍 

面向个人用户，机构知识库平台功能主要可从机构知识库门户和个人用户中心两个

部分来体现。 

1、 机构知识库门户 

机构知识库门户网站面向全世界开放，用户可以通过“成果”、“学者”、“机构”等维

度进行成果浏览、筛选、高级检索和导出。同时提供“数据统计分析”、“学术期刊”、“学

科分析”和“友好期刊”栏目。 

(1) 全库成果轻松查 

成果检索：可根据成果标题，作者，来源，关键词，

摘要等条件对机构成果进行过滤和高级检索。 

成果导出：提供 Word，Excel报表等形式导出。 

成果收藏：对感兴趣的成果进行收藏，收藏后的成

果会显示在“用户中心”——“我的收藏”下 

(2) 学术主页轻松建 

http://dlutir.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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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汇集、展示我校各部门及所有教职工的学术主页，在个人学术主页中对学者

的学术简介、成果列表、学术合作情况、成果统计分析 4个方面进行具体信息展示。 

 

(3) 学术期刊轻松投 

友好期刊栏目通过机构成果的数据分析，可发现对机构比较友好的期刊清单，进而提

升机构教职工的投稿录用率。 

 

2、用户中心 

(1) 成果认领、提交 

在机构知识库中，成果主要通过系统自动获取的，需要作者的认领操作方能在成果和

拥有人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点击“登录”，通过统一身份认证后即可进入“用户中心”进

行认领操作。如果机构知识库里没有个人成果，可以点击用户中心的左侧导航栏“新增成

果”按钮，按提示步骤进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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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页面配置 

用户可以根据意愿选择是否公布个人学术主页，在“用户配置”进行配置。也可以通

过“个人成果”列表中的“取消显示”按钮选择不显示哪些成果信息。 

 

四、 机构知识库运行情况 

机构知识库平台面向全校 100 余个部门，9441 位教职工提供学术成果自动回溯、管

理、发布等服务。目前平台已回溯我校教职工发表的各类学术成果数据 300167条，其中

期刊论文 141836篇，学位论文 71419篇、会议论文 42452篇、专利 20077 项、科研项目

19316 项、著作 3446 篇、获奖成果 636 项、标准 499 项、报纸 264 篇、软件著作权 214

项，成为我校成果量最全、最准确的学术成果管理平台。平台日均访问量高达 79161，全

面展示我校学术科研水平，提高我校学术成果引用率和学术声誉。 

（来源：杨雨濛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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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邮箱向海外发送邮件被拒收问题探究 

近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老师总是反应用学校邮箱发送给海外的邮件经常会被拒收，不

是由于对方的账户信息不正确的那种退信，是直接拒收。如有通过学校邮箱发送海外邮件

不成功，收到明确拒收的退信，首先说明校园网和对方的网络连接是通的，而且邮件已经

到达对方的邮件系统。对方邮件系统收到你的请求，根据规则，对你的邮件做出退信决定，

如果网络不通，请求都收不到，也就不存在给你退信这一说了。与一般用户的直觉相反，

退信实际上自证了网络和邮件系统的正常。 

为什么学校域名的邮箱向海外发信时会被海外的邮件系统拒收？ 

邮件系统一般会有反垃圾邮件网关，它的作用是保护邮件系统免受垃圾邮件、病毒邮

件等问题的邮件的侵扰！这个反垃圾邮件网关的数据源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规则判断，还

有一部分来自于国际上的一些第三方反垃圾邮件组织提供的黑名单列表。 

如果通过学校邮件系统的域名或对应的 IP 地址，发送过垃圾邮件，而且被对方邮件

系统反垃圾邮件网关或者是第三方的反垃圾邮件组织检测到，那邮件系统以及所在的 IP

地址会被自动列到黑名单里，以后这个邮件域名或者是 IP地址发出去的邮件，对方都是

直接绝收。 

对于高校来讲，有些反应问题的老师经常会说，我没有发过垃圾邮件，为什么也被海

外退信？因为高校的邮件系统规模不会太大，高校的邮件系统对应的 IP 地址基本上是固

定，这就导致了，一旦有个别老师的邮箱发送过垃圾邮件，被第三方反垃圾邮件组织标记

为垃圾邮件，将邮件系统对应的域名或者 IP地址列到黑名单里，所有的老师再次使用这

个邮件系统向外发信的时候也会被牵连。 

发生这个问题以后该如何处理？简单地说，就是和对方邮件系统管理员或者是第三

方的反垃圾邮件组织联系，请对方将学校的邮件系统所使用的域名或者 IP地址移出黑名

单！ 

这是属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儿。首先我们不能预知全世界那么多邮件系统

中，哪一些邮件系统已经把学校的邮件系统的域名或者 IP地址列到黑名单了，当发现被

对方拒收以后，常常是管理员的邮件对方也直接拒收，只能通过别的邮件系统和对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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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然后表明身份，甚至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这就要花费大量时间经历和沟通成

本，即使好不容易找到老外管理员那里了，人家事儿不多，愿意和你进一步沟通，通常移

除黑名单也是有要求的，比如你要承诺以后你邮件系统的域名或者 IP 地址不再发送垃圾

邮件等等，可问题是，邮件系统只不过是学校众多应用中的一个小部分，管理部门没有办

法完全保证学校老师的邮箱不会被垃圾邮件系统劫持，从而再次发送垃圾邮件！当第二次

被列到黑名单里，再去和老外解释，对方会认为你承诺不算数，就不一定再会相信你的解

释，也就不会把你的邮件系统域名或者对应的 IP地址从黑名单里移除了！ 

以上还是能到找到具体对方邮件系统管理员的情况，如果是因为被国际的第三方反

垃圾邮件组织检测到，被列到黑名单里，就更麻烦。因为这样第三方组织挺多的，有时候

甚至不知道被那个反垃圾邮件组织列到黑名单里的，这样处理起来就更加麻烦了！ 

所以发生海外邮件被拒这个问题，处理是非常费时费力而且不见得会有效果，因为对

方的邮件系统并不一定是学校的邮件主管部门能直接管理控制的，已经完全超出校园网

的管理边界了。 

最后说说，既然这个问题发生了不好处理，那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1、目前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辅助缓解这个问题，比如：邮件系统升级，使用

增强密码规则，设定单位时间发送邮件数控制，海外架设邮件转发平台等！ 

2、加强对邮件发送异常的监控，及时提醒被劫持的老师及时修改密码！ 

3、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使用学校域名的邮箱时，一定要把密码改的复杂一些，

定期更改密码，让自己的邮件不容易被劫持！ 

edu.cn 域名的邮箱在很多国际期刊发文、国际大学交流等场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投稿或者是海外联系的时候，老外还是很认可 edu.cn这个域名的邮箱的。有些杂志社甚

至要求投稿人必须有 edu.cn域名的邮箱。对于海外邮件发送被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

单单通过技术手段，也需要所有使用者一起努力，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共同维护 edu.cn

域名的声誉！ 

（来源：霍跃华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选编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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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网络安全管理探索与实践 

信息化项目建设可分为调研、立项、预算、采购、建设（需求分析、设计、开发测试、

部署实施、上线试运行）、验收、运维、结束 8个阶段 13个环节。 

在我校信息化项目建设中调研立项预算三个阶段结合很紧密，因此将三个阶段统一

进行要求。经过充分调研后具备必要性、可行性的项目可以进行立项，每年学校统一组织

下一年度的信息化立项审批会，通过立项的项目可申报预算、启动建设。在网络安全建设

方面调研和立项主要关注信息化项目的基本安全要求，也就是进行等保的初步定级以及

是否存在特殊的安全需求。等保定级主要取决于信息系统自身的需求与定位，可以在系统

未建设时确定，并且提前确定也为后续的项目建设奠定了安全基线。特殊的安全需求包括

是否需要建立专网、是否需要网闸等隔离设备、是否需要 SSL或负载均衡支持、是否有特

殊的容灾备份要求等。根据上述要求确定项目的安全预算，除了上述可能增加的设备预算

还包括等保测评预算、网络安全检测预算等。 

在采购阶段，明确要求不得由自然人承担项目建设。在采购文件当中（包括招标文件

及采购合同）中要明确厂商的安全建设要求，包括：对于项目自身的安全问题，由厂商完

全负责并且必须在规定时限内解决；厂商需提供第三方网络安全机构对项目的安全检测

报告；项目建设需要满足的等保级别；数据安全、安全事件响应及修复时间、权限管理、

审计记录、备份机制等。 

对于定制开发的项目和采购非定制产品的项目在建设阶段差异较大，非定制产品可

直接从部署实施开始，定制化产品则需要从需求分析环节开始考虑安全建设。在需求分析

阶段，主要是结合等保要求，确定建设方案中网络安全相关的具体需求，并开展等保定级

备案工作。 

设计阶段要检查所用各种软件的安全性，包括开发语言、开发框架、数据库、中间件、

服务器软件等，要选用安全的软件及安全的版本，特别要注意软件版本，很多安全的软件

其老旧版本是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的。如果有条件可详细审核项目设计书，检查设计中是否

存在逻辑漏洞。 

开发中应遵循安全软件开发原则，严格检查并妥善过滤程序中可能出现的信息输入

和文件上传，防止注入、跨站和越权访问，如采用白名单方式进行输入过滤、禁止由 Web

前端直接生成和传递 SQL语句到数据库执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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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阶段重点强调厂商必须实现完整的测试，这是目前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最常见的

问题之一，也是造成系统功能欠缺和安全漏洞的主要原因之一。测试如果要使用真实数

据，要特别注意数据安全，校方应脱敏后再提供。 

在信息系统部署环节中，主要是按照学校提供的技术文档模板，确定系统各项配置、

安全策略及系统重要信息，包括：硬件资源测算、软件环境及版本、服务器间逻辑拓扑及

访问控制策略、应用服务关键进程及专网信息等。部署必须严格使用堡垒机，按照讨论确

定的部署方案采用最小化方式部署，包括权限和软件环境；部署的各类软件要准确配置，

如 redis的密码和访问控制配置、日志留存的配置、备份策略等。 

有些重要项目需要试运行，建议试运行前完成第三方安全检测。试运行要严格控制访

问范围，有针对性的进行试用，不能过度开放，增加项目安全风险。 

在验收阶段，厂商必须提供第三方有资质的网络安全检测机构出具的网络安全检测

报告。为避免承建厂商应付了事，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提出了相关要求，包括机构资质、

检测内容（检测人员、检测时间、检测依据、检测项目、检测工具、检测流程、检测结论、

修复建议）等。 

在运维阶段，首先明确运维组的人员构成，必须包括运维人员及校方管理员，并由校

方管理员监督整个运维工作。其次要根据各项目自身的要求确定运维方案。然后由运维人

员按照要求开展运维工作，并填写记录，由校方管理员进行监督和管理。运维工作重点强

调严格使用堡垒机，严禁通过各种手段绕过堡垒机进行远程操作。比较主要的运维工作是

配合校方完成网络安全事件的处理，应按照校内网络安全事件处置流程及时彻底的完成

整改。对于核心信息化项目，如一卡通、信息化基础平台，对于运维工作还会引入考核机

制，以约束运维人员的工作。 

当信息系统不再使用、无法使用或缺少运维人员导致失控失管，则可以进入项目结束

阶段，此阶段需要关注的是数据、日志等安全问题，应结合系统相关业务要求以及等保定

工作要求，制定数据处置方案，妥善处理残留数据的销毁或留存。同时要及时注销并关闭

各类相关资源包括服务器、域名、IP 地址、堡垒机配置、等保备案等，避免僵尸系统的

形成。项目结束后应整理项目网络安全管理的相关记录，以备上级主管部门查证。 

（来源：李先毅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选编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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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 WiFi 问世，5G 生态圈的危机？ 

日前，国内运营商进行了一次超级 WiFi的测试，在信号发射功率为 100mW，采用 5150-

5850MHz工作频段的情况下，WiFi多波束覆盖距离达到 600米。超级 WiFi 覆盖范围之所

以能够达到这么远，主要得益于透镜天线技术，且天线增益达到 22dBi。 

超级 WiFi 多项性能优于 5G 基站 

就发射功率来说，超级 WiFi 的发射功率为 100mW，而 5G 基站的发射功率为 240W，

5G基站的辐射功率为超级 WiFi的 2400倍。 

就覆盖来说，超级 WiFi 覆盖范围是 600 多米，5G 基站覆盖范围为 300 多米，超级

WiFi的覆盖范围是 5G 基站的 2倍。 

就重量来说，一个超级 WiFi 的重量为 1 公斤，而一个 5G 基站仅 AAU 的重量就高达

45公斤。 

就尺寸来说，超级 WiFi的尺寸也远远小于 5G基站。 

就价格来说，一个超级 WiFi 设备的价格为千位级，而一个 5G 基站的价格高达数十

万。 

就功耗来说，一个 5G基站的 AAU功耗高达 1700多瓦，整个基站功耗高达 3800瓦左

右，是一个超级 WiFi 功耗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光纤和超级 WiFi 将携手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淘汰 5G 

由于 5G 的覆盖范围相对偏小，功耗高达 4G 的 4 倍，设备成本贵，这导致现阶段 5G

不具备做广域连续覆盖的能力。因而，一些专家开始收缩 5G覆盖范围，先从特定行业做

起，比如宣称，工业互联网是 5G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工业互联网将成 5G“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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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贺铨院士认为：产业数字化需要将厂内设备联网，但原有车间内难于布放光纤，希

望使用无线联网。但同时，WiFi 因扩展性、低速率和抗干扰弱等问题使得其在工业领域

利用率仅为 4%，其他无线连接利用率仅有 2%。只有 5G适应工业互联网要求，因为 5G具

有低时延(1ms)、高可靠性(99.999%)、高带宽(Gbps)、大连接(100万个)等特性。目前 5G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已经有了一些应用案例。 

然而，现在的高端制造业，无论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还是基于安全性的考量，都必

须用专线来控制，内外网隔离才是普遍的做法，根本不可能信赖公共网络。何况无线信号

之间会相互干扰，为了避免信号干扰造成的灾难，高端工厂必然是能用有线就用有线。 

在目前的工业应用中，WiFi的应用率已经是无线连接利用率的 2倍，这足以说明 WiFi

的优势，而最新的 WiFi6（下一代无线标准）的一项特性就是低时延，因而也有潜力在工

业领域应用。 

总而言之，光纤和超级 WiFi将携手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淘汰 5G。 

超级 WiFi 可能改变 5G 生态圈 

超级 WiFi的诞生，则可能把小基站，皮基站，飞基站统统扫进垃圾堆。超级 WiFi体

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功耗低，既不需要对现有供电系统进行改造，也不需要专门的铁

塔，在建筑物外立面、路灯上可以随意挂，而且覆盖范围达到 600米，是 5G基站的 2倍，

加上其非常低的功耗和廉价的设备成本，因而做城市公共场所覆盖，明显比 5G基站更具

优势。 

目前，国内运营商已经在着手超级 WiFi的产品化工作，如果没有政策阻碍的话，超

级 WiFi市场潜力是可以期待的。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选编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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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2 月，发现网络安全事件 26 起，发送正式整改通知 22 份。其中涉及运维阶

段的问题 10起；涉及开发阶段的问题 11起；由用户自身使用不当引起的安全事件 5起。

校内各信息化项目负责人应对开发运维厂商进行安全教育，使其对开发运维阶段的安全

管理足够重视，避免出现网络安全事件隐患。 

10月-12月，发布网络安全预警公告 6个。如 Firefox和 Chrome 中存在任意代码执

行漏洞；钓鱼邮件威胁的安全公告等，需要广大师生引起重视等。 

11 月，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和教育系统有关党委（党组）网络安全责任制考核

要求，网络安全部在岗人员参加了“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保障专业人员（ECSP）”系列培训

项目。 

11 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和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

的“2019 年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研讨会”在西安成功举办，会上颁布了“2019 高校网络信

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竞赛结果，我校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师生团队荣获东北区二等奖。 

（来源：郑维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