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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化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四个方面：校园网的建设与运行维护；信息资源的管

理与服务；信息化的建设与推广；高性能计算硬件平台的建设与管理。 

2011 年的主要工作包括： 

完成了校园无线网（一期）的设计、招标和实施工作，覆盖教学区的全部楼宇，目前进

入用户测试和试运行阶段；完成了校园网数据中心基础平台硬件、软件的扩充和多项升级，

2011 年全年校园网可用率达到 99.72%，教学区校园网可用率达到 99.954%。 

数字化校园三大基础平台运行稳定，校园综合服务门户的功能进一步扩充完善，完成

“数字化校园快速开发平台”的研制，与相关部门配合，完成留学生注册系统、档案馆管理

系统二期、招生就业管理系统一期等应用系统建设，推出大连理工大学 3D 虚拟校园、大连

理工大学移动门户试用版等系统，推出新生邮箱自动申请等服务。 

完成了高性能计算平台申请规则、管理运行规则、用户使用手册等相关文档的编制工

作，高性能计算试验平台的管理进一步正规化。高性能计算试验平台运行良好，除因系统升

级暂停一天外，全年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校园网建设与运行维护 

1．完成校园无线网（一期）的测试、设计、招标和实施工作，覆盖主校区和西部校区

的主要楼宇。校园无线网接入网部分已经进入验收阶段。我校校园无线网是目前国内第一个

和最大规模的符合最新 802.11n 450M 兆标准的大规模园区无线网。 

2．完成校园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云服务平台备份系统的测试、招标、上线工作。已在

2011 年 9 月为数据中心云服务平台部署具备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冗余备份系统，开始对服

务平台上的全部两百多台虚拟机进行增量备份，数据中心的安全性进一步得到增强。 

3．完成校园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云服务平台服务器硬件升级工作。为 2007 年购买的

11 台服务器扩充了内存和万兆网卡，扩展了服务平台的容量，充分利用了服务器的性能，

延长了服务器使用寿命，保护了现有投资。 

4．完成校园网数据中心服务器虚拟化平台软件 VMware vSphere 的重大升级工作。虚

拟化平台从原有的 ESX 架构升级为 ESXi 架构。新架构进一步提高了服务器虚拟化平台的稳

定性、可扩展性、安全性，为进一步扩大服务器虚拟化平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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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校园网数据中心交换机扩容和虚拟化软交换机部署的工作。扩容后的校园网数

据中心能够提供充分的服务器万兆接入端口，并支持 FCoE 标准，为校园网数据中心存储网

络和通信网络融合做好了技术准备。 

6．完成校园边界 Internet 缓存系统系统部署工作，缓解了校园网出口在高峰期的拥

塞，改善了我校师生访问 Internet 的体验。在用户上网高峰期期间，能够提供 600 兆以上

的有效带宽，相当于为我校校园网出口增加 40%的带宽。 

7．完成校园网数据中心主存储扩容和技术升级工作。为校园网主存储扩充 15TB 

SATA 存储，用于存储备份数据及低优先级数据。同时在主存储上启用利用固态硬盘

（SSD）自动缓存加速技术，提高了主存储系统的整体性能。 

8．完成垃圾邮件网关软件升级工作，垃圾邮件判断的准确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目前

我校平均日流入邮件约 6 万封，其中有效邮件约 8 千封，垃圾邮件比例超过 87%。垃圾邮

件网关的部署极大的降低了用户接收到垃圾邮件的数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9．开通并配合调试招生用临时专网，保障了高招工作顺利进行。 

10．完成的主要工程包括西部校区能动学院项目部开通校园网并预留今后入楼光缆；

西灰楼做为主楼西侧楼搬迁过渡性用房，开通临时校园网，敷设外网光缆和内部布线；船舶

工程学院改造工程光缆施工，开通校园网；留博公寓外网光缆施工和室外 ODF 光缆接续箱

建立；文科实验楼、校医院装修后，重新敷设光缆线路。紧急抢修工程一次，及时恢复东山

20 栋博士生宿舍校园网正常运行。 

11．在经过同 CERNET 国家网络中心多次协商后，2011 年 3 月 CERNET 大连地区接

入总带宽从 3Gbps 升级到 5Gbps；2011 年 11 月，大连－沈阳开通一条新 2.5Gb 传输线

路，大连地区总接入带宽升级到 7Gbps。大连地区 CERNET 出口拥塞情况得到了极大缓

解。 

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 

一、数据中心的维护与管理 

1、网站发布平台的建立 

    新建立网站发布服务器 15 个，并协助进行网站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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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网站 http://icicip.dlut.edu.cn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网站 http://fhss.dlut.edu.cn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 http://cailiao.dlut.edu.cn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网站 http://life.dlut.edu.cn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http://bme.dlut.edu.cn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http://spal.dlut.edu.cn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http://shebei.dlut.edu.cn 

手机版学校主页 http://m.dlut.edu.cn 

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 http://cgzb.dlu.edu.cn 

研究生院网站 http://gs.dlu.edu.cn 

经济学院 http:// economics.dlu.edu.cn 

“工程热力学”网络教学平台 http://thermodynamics.dlu.edu.cn 

新闻中心新网站 http://news.dlu.edu.cn 

2011全国土木工程领域博士生学术论坛 http://dsfie2011.dlu.edu.cn 

校办信息报送系统 http://xxbs.dlu.edu.cn 

2. 服务器和网站的维护 

完成了数据中心虚拟化系统升级工作，对大量无法自动升级的客户端手工进行升级。更

换了数据库中心的备份方式后，对原备份软件的客户端逐个进行手工卸载。 

完善了 Linux 服务器备份机制，对 Linux 服务器进行 2 次重大调整，包括访问控制调

整、服务软件升级。对部分服务器进行了内存调整。 

处理数据中心应用系统和网站的各类故障、问题、事件等百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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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研究生院主机托管 1 台，后期协助配置和维护杀毒 3 次。协助托管服务器处理各

类事件 30 余次。 

根据学校的要求，及时更新学校主页的相关内容、审核并发布公告。 

对 206、207 机房进行 2 次调整，调整了服务器位置，机房内、机柜内、布线都进行

了重新整理、编号，优化了网络线路。调整后，206 机房做为视频服务专用机房，207 机

房作为专用托管机房。将原数据中心淘汰下来的旧服务器，用于云计算平台实验。 

        3. 服务及管理 

对“校内网站”中的分类进行了一次检查和调整。对院系网站进行了 2 次信息发布及时

性检查。本年度处理域名申请及修改等约 60 余次。建立了“校内网站检测中心”系统，对

校内网站进行实时监管，目前已试运行。 

进行了“第二届校内网站评比”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评比网站”的更新

（http://202.118.76.202）和“评比指标”的调整。 

处理门户 2 级管理员申请 7 人，门户公示咨询管理 20 余次，问卷调查 3 次。 

二、视频服务 

1. 视频服务系统的管理与维护 

对 video 系统进行了 8 次调整，频道总数 54 路。处理故障 23 起，主要是信号源设

备、ipv6 网络异常、编码器等故障，调整了点播存储设备。 

继续与兄弟院校进行合作，实现校际间的视频信号共享。新增 3 所合作学校：天津大

学、大连工业大学、重庆大学，目前共与 11 所高校展开合作。 

使用 video 系统进行了 2 次直播-卓越联盟成员高校信息化会议、2011 级新生入学教

育。利用该系统，协助中国教育网录制 5 所大连高校研究生招生宣传片。 

与天维公司合作，进一步完善校内视频服务。其中与天维、CNTV 的三方合作项目，已

完成我方负责的设备托管工作，目前托管设备已开始运行。 协助完成了“魔方”多媒体平

台 1 次主要升级，整个构架进行了调整，新建立 2 台服务器，还完成了 2 次小版本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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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平台故障 7 起，主要是服务器硬件及配置问题。“魔方”平台上半年用户数量稳步增

长，日均访问量超过 3 万次。处理合作相关的无线网络故障 5 起。 

 作为技术支持，协助完成 CCDL 国际交流项目视频会议 1 次。 

2. 视频会议系统的管理和技术支持 

使用大连理工大学视频会议系统（V2）召开 3 次会议，分别为招生办自主招生考试时

的宣讲、招生办开放日宣讲、建设工程学部项目合作研讨；建立长期会议 2 个：人事处人才

招聘会议、网信中心技术交流会议，继续为人才招聘提供长期免费视频会议服务。处理视频

会议故障 1 起。 

完成了教育部视频会议系统的升级，先后进行了 4 次系统调试，最后升级成功。使用新

系统召开 8 次会议，分别为：创先争优经验交流会、新视频会议系统使用经验交流会、全国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全国高校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会、全国教育人才工作会议、教

育系统“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经验交流会、2012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机

关作风评议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协助市教育局参与 1 次教育部视频会议。 

三、网络与信息安全 

共处理了 15 起网站安全事件，涉及新闻网、高科技研究院、软件学院、科研院、图书

馆英文版、国际交流学院、数学系等，注入等 web 攻击有所减少，Dos 拒绝服务攻击大幅

增加。其中软件学院、科研院、数学系问题较大（2 次以上），特别是软件学院网站管理上

存在很大问题，导致基本无法从技术角度来修正网站漏洞，已经成为数据中心的安全隐患。 

测试了 3 款 WEB 安全防护设备 F5、Poilink、Radware，为 WEB 安全防护设备采购做

准备。 

组织了 2 次技术交流会，分别与梭子鱼、radware 等厂商进行了安全技术研讨。 

四、校内下一代互联网（IPv6） 

2011 年我校 CERNET2 出口流量继续稳步增长，入流量仍快速增加，出入流量已经基

本持平，全年日均都为 500Mbps 左右（去年日均出流量在 400Mbps 左右，入流量

300Mbps 左右）。出流量中中心的视频点播服务流量还是主要流量之一，NBA 总决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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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增加一个千兆出口，出流量峰值达到 2.5Gbps。入流量比去年增长了三分之二，入流

量的大幅增加说明校内用户的 IPv6 应用仍然在快速增长。出入流量趋于平衡，说明目前

p2p 应用已经成为 ipv6 的主要应用。近一个月每日 8～22 点我校的 ipv6 流量保持在

1.5Gbps 左右，仍然占大连地区流量的绝大部分，但与地区流量对比，发现其他高校已有

200Mbps 左右的流量，说明大连其他高校也开始了 ipv6 应用，这应该与我们今年在大连

地区组织的 ipv6 推广活动有关系，明年应进一步开展相关的活动，推动大连高校的 ipv6 网

络发展。流量见下图： 

RNET2 大连地区 20111219 日流量 

 

CERNET2 大连理工大学 20111219 日流量 A 

 

CERNET2 大连理工大学 20111219 日流量 B 

 

CERNET2 大连理工大学 20111219 日流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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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相关系统的维护和管理 

本年度，网上学习中心新开课程 23 门、处理咨询、密码遗忘等问题 220 次左右。 

完成了网上学习中心与门户的认证集成、新生网上学习中心手册改版、增加教师手册重

置部分。 

完成了本科生春、秋季学期的网上注册，春、秋学期需要注册人数 19485/19640

人，完成网上注册人数 14993/13403 人，完成特殊注册人数 4492/6237 人。 

完成了本科生 2009、2010 级在 2009 和 2010 年的学费计算，包括 9000 多学生的

专业学费计算和 30 多万门人的课程学分费计算及核对。 

处理教务处综合教务系统服务器问题 4 次、外语教学系统故障 3 次，协助教务处完成

大学英语服务器内存升级及软件安装工作、处理计算机等级考试 2 次。 

协助教务处导出 IC 卡服务器数据 2 次；后期协助更换教务处 IC 卡服务器，协助导出原

IC 卡服务器数据。 

六、软件审批 

制定了大连理工大学软件申请管理条例。 

本年度共接受软件审批 104 项，其中捐赠软件 1 项，涉及金额 1200 万；购买软件

103 项，审批通过 101 项，软件购买费用约为 1371 万，其中大于 10 万元的软件 26 项，

涉及金额约为 918 万。总价小于 10 万元的软件申请为 75 项，涉及金额约为 453 万。网

信中心对所有软件购买都经过严格的审批，通过购买软件许可完成学校已有软件共享 1 项，

节省费用 3.7 万。对没有认真论证的软件不审批，涉及金额 85 万。能被广泛共享实用的软

件，协助购买单位进行商务谈判，最大限度的争取共享，涉及金额约 100 万。 

七、大连理工学主页改版 

完成了“学校主页改版”的问卷调查工作，主页栏目设置已完成。 

信息化建设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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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化校园基础平台的运行与维护 

2011 年，经过全体人员的努力，校园综合服务门户全年总访问量达 116 万人次，其

中教师 68 万人次，学生 44 万人次，其他人员 4 万人次，日均 3225 人次，与去年相比访

问量增加将近 100 万人次。利用平台的密码找回、密码重置功能为用户找回密码 10847

次。 

为全校 1500 多名教师提供春、秋两次的 5400 多门次课程的日程安排信息；为人事

处、研究生院等部门提供 6 次材料公示；为科研院、网信中心等部门提供 4 次调查问卷服

务。 

利用平台提醒、浏览网页、用户反馈等途径，调整、修正 60 多处校园平台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数据交换平台的数据抽取，包括数据长度的不一致、源数据的不标准、组织机构的

变化、网站的升级重建等引起平台出错的修改。 

用户电话咨询近 300 人次，与去年相比减少近二分之一，主要集中在系统登录及门户

服务的问题上。 

2、数字化校园基础平台优化 

调整数据交换平台的数据流程及交换频率，优化数据库操作语句，使数据库的日志从

80GB/天降到 3GB/天，CPU 利用率明显下降。 

3. 应用系统的建设 

与相关部门配合，完成部分应用系统的设计开发与集成，包括： 

1）留学生注册系统，目前正在进行部署，将于春季招生中使用。 

   2）就业管理系统与基础平台的集成，即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集成、公共数据

的抽取。 

3）档案馆二期系统，已通过验收。 

 校园综合服务门户的功能扩展： 

根据用户需求，在校园综合服务门户中增加和完善了一些服务，如校园网自助服务信息

多账户查看功能；修改本科生注册信息展示，增加了学生应缴费用信息，并开发本科生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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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明细查询；升级了信息发布模块功能，方便用户使用；修改信息发布程序，使之能够兼

容 IE9.0 和 FireFox 浏览器；根据用户关心和使用频率，调整所有用户的门户首页显示内

容，修改门户登录页面；增加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网信中心网页信息抽取，修改了机关党

委的信息抽取；使用 ASP .NET 架构，开发了财务处 Web Service 接口，定时抽取学生缴费

数据；设计新生板块页面，开发了新生邮件申请模块；完成调查问卷的修改、问卷调查名单

查询、问卷调查答案查询统计、报表 ID 查询等；完成档案馆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网上学习

中心认证集成和登录集成，门户用户信息推送；修改财务处单点登录地址；协助完成了就业

网和研究生院的认证集成工作；完成校内公示的功能调整。 

  4. 数字化校园快速开发平台 

自行设计并开发完成了数字化校园快速开发平台，已获得软件著作权，为自行开发数字

化校园应用系统奠定了基础。 

5. 大连理工大学 3D 虚拟校园、移动门户试用版上线运行 

完成了大连理工大学全 3D 虚拟校园的建设、测试、验收，已经上线运行。完成了大连

理工大学移动门户试用版的设计、开发、部署和实施及从学校新闻网抽取新闻和校园快讯的

工作，于 5 月 5 日正式上线。 

高性能计算试验平台 

完成了高性能计算平台申请规则、管理运行规则、用户使用手册等相关文档的编制工

作，高性能计算试验平台的管理进一步正规化。 

通过邀请相关老师座谈、学部走访、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进一步了解了校内对高性能

计算的需求情况。我校大部分学科的师生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共性，普遍希望学

校能够统一建设和运行大型高性能计算平台。已在网信中心高性能计算实验平台上开通帐号

的师生对实验平台的管理和稳定性均比较满意。 

截至 2011 年 12 月 15 日，网信中心高性能计算实验平台已开通 45 个帐号（28 个课

题组）。用户计算题目涉及人工智能、计算物理，计算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力学等

领域，基本涵盖了我校有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大部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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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计算试验平台上共提交作业 16,234 份，累计使用机时 2,500,028 CPU*Core

小时，单任务最大规模为 20 节点 160 CPU 核，当年内结束的单作业最长运行时间为 100

天。 

平台支持的项目有：973 项目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 项，科技部项目 1 项，教育部项目 2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 6 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平台支持下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统计如下：已发表（含已接受待

发表）论文共 45 篇，其中 SCI 收录 33 篇（其中有 1 篇发表于 Nature Chemistry，

IF=17.927），EI 收录 3 篇，核心期刊 1 篇，国际会议论文 2 篇，国内会议论文 6 篇；已

投稿论文共 13 篇，其中 SCI 收录 9 篇，EI 收录 1 篇，核心期刊 2 篇，国际会议论文 1

篇；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1 份。 

高性能计算实验平台整体运行状况良好，除 6 月 21 日系统正常维护暂停一天外，实现

7x24 小时不间断运行。全年平台整体运行状况良好，上半年 CPU 平均负荷大约为 50%，

下半年 CPU 平均负载接近 90%。 

 “卓越人才培养联盟”成员高校信息化建设联席会议在我校举行 

为更好地落实《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交流各校信息化建设的经验，探讨信息

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推动各校信息化的发展，2011 年 3 月 25 日上午，“卓越人才培养联

盟”成员高校信息化建设联席会议开幕式在网络与信息化中心第三会议室成功举行。校党委

副书记邵龙潭教授，教务处处长朱泓，九校网络信息服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会议由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主任卢涛主持。开幕式通过下一代互联网络向与会高校直播会议实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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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为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落实关

于中国工程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要求，九所高校秉持追求卓越、资源共享原则，以推动大学

教育教学改革与卓越人才培养为宗旨，签署了《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为九校开展

全方位合作奠定了基础。 

 

邵龙潭指出，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也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信息化已渗透到高校的

各个角落，在高校教育、管理、科研各项改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信息化建设成为学校综合

办学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校园建设正在成为一种潮流。邵龙潭积极评价，九校联盟

成员高校信息化机制的建立，将为九校之间信息化合作搭建更好的平台，以便更好的加强信

息化经验交流、加强合作研究，加强资源共享、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技术创新，推动高

校信息化建设。同时，信息化合作为联盟九校招生改革、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产学研等多

方面合作提供一个更好的技术支持平台，有利于九校间资源共享和教育教学改革，使九校合

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邵龙潭最后表示，我校网络信息化中心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与各位分

享。 

九校信息化建设合作一方面可以加强网络信息部门技术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为联盟人

才培养提供基础平台。我校教务处处长朱泓表示，信息化建设对人才培养合作至关重要。教

育信息化不仅带来了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同时带来了高等教育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方

法的变革。远程教育、网络教学、虚拟教学等极大拓展了教学空间，也拓展了教学对象。信

息化发展为校际合作、交流、培养提供了可能。朱泓说，信息化基础平台有助于九校开展本

科生联合培养，教师交流培训，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在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下，九校合

作会拓展到多个学校、多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推进卓越人才培养。 

作为联盟信息化建设合作的发起人和筹备人，同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林强主任说，“卓

越人才培养联盟” 信息化建设合作有助于联盟扩大交流，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有助于九校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工作简报 

 12 

在数字化校园建设的基础上共同探索智慧校园建设，以期为师生提供更多的便利，为一线教

学科研提供更好的服务；有助于九校今后联合申请项目，对其他高校以及信息行业做出贡

献。林强希望九校信息化建设合作联席会议越开越好，对九校信息化建设以及教育事业发展

有所帮助。 

九校在网络与信息化中心第三会议室签署“卓越人才培养联盟”信息化建设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九校联盟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技术与经验交流机制，建立资源共享体

系，落实服务保障措施，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息领域的合作研究等工作。 

世界“IPv6 日”暨“网信中心开放日”活动圆满举行 

2011 年 6 月 8 日――世界 IPv6 日是由互联网协会（ISOC）发起的一项鼓励采用 IPv6

的纪念日。为了向广大师生普及 IPv6 的相关知识，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在当日举办了世界

“IPv6 日”暨“网信中心开放日”活动，通过视频演示、机房参观、展板宣传、资料宣传、有奖

调查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师生介绍了 IPv6 知识及我校校园网和数字化校园建设的工作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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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现场参观了校园网运行及高性能机房环境展示，了解我校校园网建设情况。观看

了生动有趣的 IPv6 高清视频演示以及 IPv6 应用知识的介绍、展板宣传，并积极参与有奖问

卷调查的抽奖及 100 个六维空间邀请码的发放活动。 

  

除了现场参观、抽奖等活动，广大师生还积极参与了校园综合服务门户网站上的有奖知

识问答，截至下午 16:00 活动圆满结束，现场参观人数达到 735 人，网上参与人数达到

346 人。 

同学们对此次活动的举办给与高度评价，大家表示“通过此次参观，我们对 IPv6 的相关

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开阔了视野，同时也看到了网信中心老师们对工作的勤恳和对教学的

严谨态度”。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教育信息化版块的下一代互联网栏目在 6 月 9 日对此次活

动进行了深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