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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作动态

一、信息中心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

1 月，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和要求，信息中心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主任侯孟

书主持信息中心全面工作，分管用户服务部、网络运行部（高性能计算中心）、

综合计划办公室；副主任颜凯分管系统运行部（信息安全部）、技术开发部（数

据业务部），负责信息系统的建设、维护、培训与推广；副主任唐灿分管教育技

术部，负责教育技术的研究、应用、培训与推广。

二、成都市教育城域网 2017 年下半年主任工作会在我校召开

1 月 16 日，成都市教育城域网 2017 年下半年主任工作会在我校召开，会议

由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主持，四川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等 17 所成员单位的信息中心（网络中心）主任参加会议。四川省

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陈树高传达了国家《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

部署行动计划》主要内容。电子科技大学介绍了成都市教育城域网下半年运行情

况、财务情况。会议通报了电子科技大学联合赛尔公司将于近期推出的安全服务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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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学校院系调整，顺利实施机构代码调整和数据库升级

1 月，为配合学校院系调整，信息中心会同人力资源部、教务处、研究生院

等职能部门及应用系统提供商，制定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顺利实施机构代码调

整和数据库升级，共涉及 14 个职能部门的 42 个应用系统。

四、研讨制定信息中心四年目标任务

1-3 月，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和要求，信息中心积极研讨 2018-2021 年目标任

务制定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建立与学院的命运共同体，推进学校“双

一流”建设。

五、保障网络、系统运行与信息安全

寒假、两会期间，信息中心安排两校区值班，保障全校网络、应用系统的正

常运行与信息安全。

六、本科一期 30 间智慧教室完成网络升级改造

本科一期 30 间智慧教室位于清水河校区品学楼 C区 3楼，于 2015 年 9 月建

成。为更好适用于小班研讨教学，3 月 4 日，信息中心完成 30 间教室网络升级

改造，有线无线网络均纳入校园网，统一对接教育网出口，支持各类无线投屏和

教学互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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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中心召开 2018 年工作部署会

3 月 5 日，信息中心组织全体员工召开 2018 年工作部署会，主任侯孟书对

信息中心 2017 年工作进行了总结，传达了学校 2018 年工作研讨会精神，明确了

信息中心 2018 年工作要点。

八、学校召开新学期信息安全工作会议

3 月 7 日，学校召开新学期信息安全工作会议，传达上级部门相关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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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近期信息安全工作。副校长徐红兵出席会议，全校各单位信息安全工作责任

人、联系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主持。会后，结合公安部“2018

净网”行动工作部署，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党委（党组）

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信息中心与各学院（部）及职能部门

签署《“净网”2018 工作责任书》。

九、保障本科生及研究生网上选课

3 月 9-15 日，本科生及研究生网上选课顺利进行，重点保障程序调优、负

载均衡和服务器性能监测三个方面，选课过程总体平稳，其中本科生教务系统累

计访问量达 88473 人次，最高峰值约 3000 人同时在线。

十、清水河校区主楼 B2 区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3 月 17 日，实现清水河校区主楼 B2 区无线网络全覆盖，涉及 B2 区办公室

141 间，增加 AP174 个。

十一、教师和学生邮件系统完成等级保护备案和测评工作

3 月，信息中心分别完成学校教师和学生邮件系统的等级保护测评及备案工

作，同时向教育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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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调研与交流

3 月 22-23 日，信息中心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调研，

分别与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党委书记、副主任、

副院长陈基和，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网络中心主任张蓓，北京师范大学信息

网络中心副主任陈平等举行座谈交流，并拜访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

心主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建平。

3 月 28 日，信息中心赴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学习调研，分别与中山大

学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道焰，华南理工大学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刘泽奖等举

行座谈并参观了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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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30 日，信息中心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学习调研，

分别与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王亮、文捷，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

主任姜开达，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程艳旗等举行座谈交流。

3月 9日，达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蒋伟、副院长卿勇一行六人，来校调研信

息化工作，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副主任颜凯等接待来宾，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处处长马成玲、信息中心主任何旭、副主任肖弋参加调研。3 月 16 日，阿坝

师范学院副校长凌道明、校务委员马昌威一行九人来校调研信息化工作，信息中

心主任侯孟书、副主任颜凯等接待来宾，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赵保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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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中心副处长王仕旭等参加调研。3 月 29 日，云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全洪

涛，带领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余益民、图书馆书记贾力等一行四人，来校调研信

息化工作，副校长徐红兵会见了全洪涛一行，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图书馆馆长

杜丽、信息中心副主任唐灿等共同接待了来访。3 月 29 日，广西民族大学副校

长简金宝、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主任赵颜等一行五人来校调研信息化工作，副

校长徐红兵、教务处副处长覃庆国、信息中心副主任唐灿等接待来宾，广西民族

大学教务处副主任王志文、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副主任邱武等参加调研。

十三、工作简讯

网络运行

完成三校区有线、无线网络改造及新建规划；清水河校区无线网络二期建设

勘察，包括主楼、经管楼、科研楼、综合楼、学生活动中心、科研五号楼、研究

院大楼、校医院和创新中心等，主楼 B2 区 12 个弱电间电源整改；沙河校区学生

宿舍区弱电间整改，包括更换门锁、隔断维修、电源整改等，新村宿舍汇聚交换

机全部更新为全光口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全部更新为单模千兆光模块，上联带宽

升级至 2Gbps 以上，主楼 3间会议室完成无线网络覆盖。

第二部分 运行图表

一、网络运行

1、校园网络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寒假期间流量明显回落。目前校园网出口双向流量已经

突破 10Gbps，流入流量已经超过我校购置的 7Gbps 带宽。与去年底相比，无线

网络流量增长明显，活跃用户数量和流量两个方面都有明显增长。此外，两校区

有线网络使用千兆链路互联，常年处于满负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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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校园网络出口流量图

图 1-1-2 校园无线链路流量图

图 1-1-3 校园网络 IPv6 出口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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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沙河至清水河校园有线流量图

图 1-1-5 校园网络流量应用排行图

2、CERNET 西南网、四川省网、成都市城域网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寒假期间流量明显回落。互联互通节点中，CERNET 从

中国联通获取资源远远大于 CERNET 提供的资源，中国移动则相反。中国联通方

向，CERNET 入流量接近万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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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城域网 IPv4 上联-1 流量图

图 1-2-2 城域网 IPv4 上联-2 流量图

图 1-2-3 城域网 IPv4 上联-3 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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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城域网 IPv6 上联流量图

图 1-2-5 成都至西安 100G 链路流量图

图 1-2-6 成都至重庆 100G 链路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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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CERNET 至中国移动流量图

图 1-2-8 CERNET 至中国联通流量图

二、系统运行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无重大故障。刀片服务器 CPU、内存等资源使用正常，

数据库、存储运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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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刀片服务器 CPU 使用情况

图 2-2 刀片服务器内存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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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一卡通消费数据（单位：万）

图 2-4 信息门户系统访问量

图 2-5 教务系统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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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OA 系统访问量

图 2-7 学工系统访问量

图 2-8 各业务系统访问量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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