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首语 

信息包含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传播的各种感知，信息化建设正在为我

们的感知搭建最快捷的传输通道和平台。今天，信息似光速扩散，我们享受着便

利，也面临着挑战。在扑面而来的 e 时代，我们解放了双手，延伸了视野，但更

需要强壮大脑；我们接收着信息，储存着信息，但更要利用好信息。信息化建设

的目的就是让信息恰如其分的分享，让信息成为管理的手段，成为管理的资源。

因此，管理的信息化需要所有管理者集体的智慧，也见证着所有管理者在信息化

时代的共同成长。让我们在大工 e 刊里分享信息、记录成长，共创、共享大连理

工大学的 e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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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校园进行时 

近期完成 

2014 年 1 月 

CERNET 大连地区节点完成 100G 出口升级 

CERNET 东北地区主干开通大连-青岛的 2.5G 备份线路 

2014 年 2 月 

一卡通综合车辆管理系统从寒假开始进行试运行 

2 月 22 日“i 大工”iOS 版正式上线 

2 月 23 日学校新版中文主页上线试运行 

2014 年 3 月 

3 月 7 日校园电子支付平台上线试运行 

制定“大连理工大学中文主页建设管理办法” 

启动“远程网络工程实验室”建设 

北山学生公寓门禁、浴室电子存包柜启用试运行 

办公系统、科研系统、知识产权系统正式运行 

启动制定或修订“电子邮件管理办法”、“大连理工大学二

级网站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办法 

近期规划 

2014 年 4 月 

正式启用一卡通决策支持平台和实时监控管理中心系统 

主楼及图书馆会议签到系统正式运行 

启动建设班车管理、巡更管理、智能发卡系统 

制定“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定” 

修订“信息编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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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看点 

1、2014年1月，CERNET大连地区节点到沈阳主干线路带宽升级至100Gbps，

为大连地区各高校未来升级出口带宽做好了充分准备，CERNET 东北地区主干

开通大连-青岛的2.5G备份线路，彻底解决了教育网东北地区线路备份的问题。 

 

2、2014 年 1 月，在学校保卫处和网信中心的共同努力下，一卡通综合车辆管

理系统开始试运行，该系统通过车牌识别模块识别出进出车辆车牌，与系统数据

库中用户身份进行实时比对来控制车辆出入，目前已在学校南门、北门、东门、

西部校区部署，近期还将在开发区校区进行部署。 

 

3、2014 年 2 月 22 日“i 大工”移动应用 iOS 版正式上线，iOS 版对安卓版原

有功能进行了调整和优化，目前功能包括：学校概况、办公电话、学校新闻、学

校地图、失物招领、跳蚤市场、科研活动、空闲教室、公共通知、个人通知、玉

兰卡、本科生教务、研究生教务、网络自助、教师课表、校园礼品、图书借阅等；

近期还将陆续增加就业信息、学分平均绩点、浴室查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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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 年 2 月 23 日新版学校中文主页上线试运行，新版主页建设历时数个

月，采用了全新的技术构建和 UI 设计风格，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视觉效果上都

有较大提升。试运行期到 3 月 31 日，在此期间网信中心将根据用户的反馈进一

步调整和优化新版主页，并制定主页建设管理办法，实现主页日常维护的分级管

理和审核，4 月新版学校中文主页将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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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 年 3 月 7 日，校园电子支付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平台支持多种校内

小额缴费，目前开通校园网充值，未来可根据需求增加缴费项目。校园电子支付

平台采用一卡一电子钱包账户方式，支持银行转账和校园玉兰卡转账两种支付模

式，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进一步满足了师生需求。 

 

6、一卡通工程继续推进：北山学生公寓区统一安装了门禁系统，在相关管理规

定出台后将统一启用门禁系统。会议签到系统、浴室电子存包柜系统开始试运行，

根据试运行情况将对系统进一步改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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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期一题 

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李先毅 网信中心信息部 

——校内 WEB 应用安全形势浅析 

网络信息安全是高校信息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多年来网络与信息化中

心一直十分重视校内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特别是校内 WEB 应用网站的安全建

设，并积极处理各项安全事件。在 2012 年校内网站评比中，网信中心提高了网

站安全评分的权重，并进行了 WEB 应用安全漏洞检测，发现部分校内网站存在

较严重的安全问题。2013 年网信中心有计划的对校内 WEB 应用安全情况进行

了统计分析，并对校内网站进行了基本的安全检测评估。 

首先对近 5 年校内网站安全事件情况进行了统计，主要包括网站数据库被注

入、页面被篡改、网站被挂马、代码被植入后门等情况。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校内网站安全事件数量增长较快，2013 年网站被入侵 29 起已经是 2009 年的

3.5 倍。从绝对数量上看 2013 年的 29 起安全事件涉及到 20 多个网站，也已

经占到全部校内网站的十分之一左右。 

 

对校内 WEB 网站信息进行检测，发现了大量的不良信息页面，主要是非法

博彩广告、中奖诈骗信息、虚假钓鱼网页等。下图为 2013 年底至今的统计结果。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 1 月不

良信息页面增长

非常迅速，网信

中心协同相关网

站管理员，对问

题网站进行了清

理整顿，使得不

良信息增长有所遏制。但在 3 月的检测中仍然存在 2600 个左右的不良页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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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网信中心还对校内网站进行了基本漏洞扫描，发现校内网站多数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高危安全隐患，比例达到了 66%。高危安全隐患包括代码漏洞、简单密

码、软件版本陈旧等。黑客随时可以利用这些漏洞攻击网站，窃取或者篡改网站

信息，检测中发现已有不少有害信息

侵入校内网站，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这些隐患产生的原因有技术上的

也有管理上的。技术方面主要是代码

的问题：代码编写不规范，缺少必要

的安全验证；大量使用开源软件，包

括内容管理系统（CMS）、文本编辑

器插件、留言板插件等，这些开源软

件经常有漏洞曝出，必须经常关注并不断更新升级软件，但校内网站很少有能做

到这一点的，这也与网站管理有一定关系。管理方面主要是校内网站管理分散，

各单位自行管理，而各单位在重视程度、管理水平、人员能力等方面差异极大，

部分网站管理低下，以致于“简单密码”这种低级漏洞仍然时有发生。 

另外，在检测评估过程中，还发现目前黑客攻击手法更加隐蔽，技术更加先

进，采用了很多反制技术，如多级深层目录、“不死木马”等等，给攻击行为的

检测、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干扰。 

上述检测结果清晰的表明校内 WEB 应用安全形势异常严峻，表面安安稳稳

的校内网站，实则危机四伏。针对这一情况，网信中心也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首先联系问题网站的管理员，实施安全应急响应措施，尽量降低损失，并协助各

单位做好网站修复或重建工作。同时，网信中心又在数据中心部署了 WEB 应用

防护设备，对数据中心网站实施基本的应用层防护；部署了内容管理网站群平台，

面向校内提供统一的网站建设、管理平台，提供统一的安全防护策略。通过采取

以上措施，3 月份有害信息页数量明显下降，并且基本没有新增，取得了比较明

显的效果。 

未来，网信中心也将继续从设备、技术、管理制度、人员机构等多方面采取

措施，尽快完善校内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同时也需要校内各单位加强安全意识、

重视网站安全、提高人员素质及管理水平、共同配合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校内WEB

应用安全。虽然校内 WEB 应用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未来的工作也是任重道远，

但相信在全校各单位的同心协力下一定能够完成这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校内网站扫描结果 

较安全的网站

数量34% 

存在安全隐患

的网站数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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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必答  

1. ：网上学习中心新注册用户为什么没有激活邮件？ 

：目前系统已经关闭了用户注册功能，新入校本科生和博士生无需注册，

每年入学后由管理员批量导入数据库。使用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通过门户即

可登录网上学习中心，使用方法参考网站上的使用手册。 

 

2. ：新版学校中文主页为什么没有“访客”分类页？ 

：新版学校中文主页针对“学生”、“教工”、“校友”、“考生”4 类用户设

计了 4 个专用的分类导航页，因为每一类用户拥有共同的用户需求、基本类

似的浏览习惯、大量相同的常用链接等，因此为其单独设立分类导航页方便

用户浏览，简化首页设计。访客这个定义涵盖很广，包括很多类型用户，很

难提炼出共同的访问习惯和常用链接，目前的首页基本包括校内各类公共信

息，可以满足各类访客的需求。 

 

3. ：校园综合服务门户密码忘记了怎么办？重置校园综合服务门户新密码，

可不可以找人代办？ 

：（1）用邮件找回密码；（2）用设置的问题提示答案找回密码；（3）携

带本人校内有效证件(玉兰卡、身份证、教工证、学生证任一即可）到网信中

心用户服务大厅重置新密码。 

可以代办，但需要带上本人及代办人校内有效证件到网信中心大厅办理。 

 

4. ：什么是“校园电子支付平台”，“校园电子支付平台”有哪些功能？ 

：“校园电子支付平台”采用一卡一电子钱包账户方式，电子钱包的资金

来源支持多种方式，包括电子钱包账户与校园玉兰卡账户的双向转账、与银

行的单向转帐等。“校园电子支付平台”支持多种校内小额缴费，目前开通校

园网充值等缴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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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应用进行时 

流行软件： 

1.“i 大工”移动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为整合校内各种服务资源，使师生更便捷、高效的获取校内

信息，建设了移动数字校园应用平台“i 大工”，

平台会根据登录人员的身份分别展示各自相关的

应用，用户也可以对应用进行个性化的设置。师

生可通过以下地址下载： 

http://its.dlut.edu.cn/app/index.html 

iOS版也可以直接从App Store中搜索 idut，

即可下载、安装。平台计划包含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iphone、ipad 等版本应用，各

版本会逐步推出。在平台建设过程中，会根据师

生的需求、反馈及学校信息化建设推进情况，逐

步丰富和完善系统功能。 

 

 

2. 手机打车软件-快的打车与嘀嘀打车 

嘀嘀打车是腾讯投资的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致力于移动交通的发展，为乘

客提供便利。 

快的打车由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也是国内最大的手机打车应用之一。 

手机打车软件为打车乘客和出租司机量身定做，乘客可以通过手机打车软件

快捷方便的实时打车或者预约用车，司机也可以通过 APP 安全便捷的接生意，

同时通过减少空跑来增加收入。将传统出租车与乘客间的被动等待，转化为主动

联系。软件已有 iOS 版和 Android 版两个版本，适用于市面大部分的智能手机。 

http://its.dlut.edu.cn/app/index.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895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2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637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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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硬件： 

1. 谷歌眼镜 Project Glass 

谷歌眼镜（Project Glass）是

谷歌公司于 2012年研制的一款智

能电子设备，具有网上冲浪、电话

通讯和读取文件的功能，可以代替

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作用。这

款高科技眼镜拥有智能手机的所

有功能，镜片上装有一个微型显示

屏，用户无需动手便可上网冲浪或

者处理文字信息和电子邮件，同时，

戴上这款“拓展现实”眼镜，用户可以用自

己的声音控制拍照、视频通话和辨明方向。 

概述: 谷歌眼镜的重量只有几十克，尽

管如此，它仍然内置了一台微型摄像头，还

配备了头戴式显示系统，可以将数据投射到

用户右眼上方的小屏幕上，而电池也被植入

眼镜架里。 

 

2、智能手环 

智能手环是一款穿戴式智能设备。通过这款手环，用户可以记录日常生活中

的锻炼、睡眠和饮食等实时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 iphone、ipad 和 ipod touch

同步，起到通过数据指导健康生

活的作用。受关注的智能手环主

要有 Nike+ Fuelband、Fitbit 

Flex、Jawbone Up 2 以及几

款跟进的国产品牌产品。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0572648/10763565/0/55e736d12f2eb9385e48f38ed7628535e5dd6fa1.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82955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955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726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8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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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词汇进行时 

1． 网站群 

网站群平台采用“主站+子站”模式构建网站群，在一套网站群产品中建立

多个站点，各站点在形式上各自独立，逻辑上相互联系，子站拥有自己的独立域

名和存储空间，主站可以对子站管理员进行创建和权限分配并可以对子站的信息

进行统一管理。各个站点之间可以进行数据交换与投递，通过信息采集、数据抓

取等功能进行信息集成。 

网站群管理平台为网站建设和内容维护人员提供了功能强大、简单易用、完

全可扩展的动态站点开发管理工具，无需专业人才和复杂培训就可以进行大型动

态门户站点的应用开发和维护管理。采用模板、栏目、数据三者相互分离的模式，

有效地解决了动态站点建设和维护的问题，使得具有复杂应用功能的网站建设和

维护方便快捷，且相对投入较少。网站群平台解决了网站建设的资金、技术、人

才等诸多瓶颈问题，大大提高了网站建设的效率、质量和安全性。 

 

2． 大数据 

大数据(big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

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

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的 4V 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

（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 

美国互联网数据中心指出，互联网上的数据每年将增长 50%，每两年便将

翻一番，而目前世界上 90%以上的数据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此外，数据又并

非单纯指人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全世界的

工业设备、汽车、电表上有着无数的数码传感器，

随时测量和传递着有关位置、运动、震动、温度、

湿度乃至空气中化学物质的变化，也产生了海量

的数据信息。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

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

进行专业化处理。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

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

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

据的“增值”。 

http://baike.baidu.com/albums/6954399/7093827/1/3035962.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64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431/728179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696/50698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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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改变生活 

MOOC 简介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即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2012

年，美国的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在网上提供免费课程，Coursera、

Udacity、edX 三大课程提供商的兴起，给更多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的可能。与

视频公开课相比，MOOC 有很大的不同。MOOC 是一个完整的教学模式，有参

与，有反馈，有作业，有讨论和评价，有考试和证书。它点燃了学习者参与课程

学习的热情。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成功实现了一种高端的知识交换。它可适用于

专家培训，各学科间的交流学习以及特别教育的学习模式–任何学习类型的信息

都可以通过网络传播。而网络课堂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益处，例如可调整的时间表，

节省出额外时间让你外出，阅读或者玩游戏，甚至可以改善社交生活。 

 

文摘：观念转则 MOOC 兴 

MOOC在美国兴起，短时间内在全球注册数百万人学习，近百所名牌大学

加盟，引起世界各国对教育主权的思考。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相继

开发本国的MOOC平台。 

MOOC的兴起，叩问传统大学的运作模式：如果学生能用极低的费用在网

上完成学业，提升素养，大学就应该向社会证明，他们所能提供的课堂教学与考

试的价值何在？MOOC第一次让高等教育界触摸到了“教育变革”的敏感神经，

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贪婪将共同推动大学功能的根本改变。 

中国的MOOC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萌芽，除北大、清华2013年五月份加盟edX，

复旦、上交大七月份加盟Coursera外，一些大学联盟体、平台或网站涌现。政

府、大学、教师、平台和企业作为内容生产和管理环节各司其职，一个新型的知

识生态环境初露端倪。 

就决策者来说，其重视程度将直接推动MOOC快速产生和积累资源；就大

学来说，需要挑选优秀的教师，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资源，主动适应知识传授新

模式；就教师来说，不仅要有顶尖的专业知识，还要有使用信息技术授课的能力；

从硬件上来说，需大大降低网络使用成本，加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建设，

促进运营商之间互联互通，推动宽带网络普及；就市场而言，不仅要为MOOC

的发展提供技术、资金和应用，还需要承认MOOC学习者并为其提供就业机会。 

虽然，MOOC在中国不再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我们仍然有需

要全力追赶拉近的距离，那就是观念。上到政府，下到学习者，都需要真正转变

自己的观念。未来的学习将是真正个性化的学习，而传授与被传授的个体，其界

限将会逐渐模糊，互为师生的环境将不受时空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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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未来，互联网为主载体的学习环境里，传统教室将成为学生自习的会所，

集体做作业、相互答疑；教室在云端，学校在云端；教师成为会所的辅导员，与

学生直接交谈的时间增加；教师以研究为主，优秀教师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学

习内容以学生自选为主，考试针对学生自主选择；课程体量小，分知识点学习，

讲课精，可重复学；大班授课转变为小组讨论；留学将变得简单，或者将不再有

留学的概念……这样的场景，不会太遥远。 

过去，人类文明从石器时代走到青铜器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把石头

用完了。今天，人们不用胶片相机了，也不是因为柯达公司的胶片技术不够先进。

今后，学生不到教室上课了，并不是因为大学的排名不够靠前，院士学者不够多。

技术促进人类文明走向新的台阶。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并融入互联网带给教育的全新空间。 

——《中国教育网络》2013年09期李志民 

http://www.baidu.com/link?url=ZWIkRcUhHFvHTR-huZLX1NZQmovh3s2uFCG4_EjFKr27Xkbf2whYs3492PWwp5URItp4MpnYUd_3fpWKAAEFUlAaET0t7RQPJRan6FpnV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