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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作动态

一、成都市教育城域网 2018 年上半年主任工作会在我校召开

7 月 10 日，成都市教育城域网 2018 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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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24 所成员单位的信息中心（网络中心）主任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 2018 年上

半年城域网的运行、财务等情况，讨论了城域网的下一步发展，特别是推动 IPv6

规模化部署。

二、信息中心召开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交流会

7 月 12-13 日，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力支撑保障学校“双

一流”建设，信息中心结合四年目标任务及 2018 年工作要点，召开了上半年工

作总结交流会。会议由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主持，副主任颜凯、唐灿及全体工作

人员、外聘人员参加了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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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水河校区创新中心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7 月 12 日，实现清水河校区创新中心无线网络全覆盖，涉及办公室 500 余

间，安装设备 300 余台。校园无线均支持一次认证，后续免认证，支持各类无线

哑终端接入（如无线网络打印机）等。

四、信息中心召开上半年工作总结交流会

7 月 12-13 日，信息中心结合四年目标任务及 2018 年工作要点，召开上半

年工作总结交流会，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主持会议，副主任颜凯、唐灿及全体工

作人员、外聘人员参加了总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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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中心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

7 月 24 日，根据学校教师干部大会暨工作培训会要求，信息中心召开专题

学习研讨会，传达学校培训会精神。会议由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主持，副主任颜

凯、唐灿以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六、保障网络、系统运行与信息安全

暑假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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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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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安全。

七、顺利完成数字迎新工作

8 月 30 日-9 月 1 日，2018 年本科及研究生迎新工作顺利完成，共报到新生

10765 人，其中本科生 4988 人，研究生 5777 人。暑假期间，完成数字迎新各项

准备工作，包括改版完善并迁移迎新系统、导入新生基本数据、同步财务数据、

新建学生邮箱、采集问卷调查等，新生提前网上缴费 7952 人，达到 73.9%。现

场保障学院报到注册、财务缴费、绿色通道、宿舍入住、医院体检等各个环节，

确保电脑、POS 机、网络、系统稳定运行。此外，引入人脸识别查询系统，推介

“智慧成电”APP、微信服务，制作发放《数字化校园新生入学手册》，成为迎

新工作的新亮点。

八、信息中心召开新学期工作会

9 月 3 日，信息中心召开新学期全体员工大会，总结暑期及数字迎新的相关

工作，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部署。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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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障本科生网上选课

9 月 3 日，信息中心启动选课准备工作，联合教务处组建选课保障小组，制

定选课保障制度，调集各方资源进行选课准备工作。9 月 10 日，压力测试结果

验证教务系统可承受 8000 人并发，选课请求平均响应时间少于 3秒。9 月 12-14

日，本科生第三轮退补选课顺利进行，选课期间教务系统访问量达 15 万人次，

经系统监测反馈，峰值约 2100 人在线选课，系统负荷仅 26%，教务系统运行稳

定。

十、开展 2018 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9 月 17-23 日，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活动的通知》和学校工作部署，信息中心联合宣传部、学工部等部门，开展系列

宣传教育活动，推送专题网文 3篇、安全课堂微文 5期，进行学生钓鱼邮件测试，

推广安全终端管理系统等。

十一、学校召开一站式服务大厅建设工作推进会

9 月 20 日，学校召开一站式服务大厅建设工作推进会，党委副书记靳敏出

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学校办公室主任汤志伟主持，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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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成都市教育城域网技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9 月 28 日，成都市教育城域网技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主题为 IPv6 规模化

部署，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出席会议并致辞，四川省教育厅及成都、

绵阳、南充等地 20 余所高校的 40 多位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十三、调研与交流

7 月 18 日，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带领副主任颜凯、唐灿及系统运行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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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到人力资源部调研网上办事大厅及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人力资源部部长

李斌、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马岚、教师发展中心主任罗小蓉、师资办公室主任许

之、人事劳资办公室主任段培俊等参加了交流。7 月 18 日，信息中心主任侯孟

书带领综合计划办公室、用户服务部和技术开发部相关人员，到计划财务处调研

网上办事大厅及对口服务工作。计划财务处处长徐谡、副处长杨铁铣及信息科相

关人员参加了交流。7 月 25 日，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带领副主任颜凯及网络运

行部、系统运行部、技术开发部相关人员，赴四川省人民医院交流信息化工作。

四川省人民医院医学信息中心副主任徐辉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交流。

9 月 13 日，西安工程大学总会计师田靖鹏（分管学校信息化工作）带领教

务处、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处一行六人到我校调研智慧教室建设使用情况。副校长

徐红兵会见了来宾，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主持调研座谈会，教务处、信息中心相

关负责老师参加了座谈。

十四、推广教师个人主页

教师个人主页系统，是由信息中心统一规划和建设，面向全校教师的个人主

页管理发布平台，网址 http://faculty.uestc.edu.cn。暑假期间，信息中心统

一为各类人才建站 233 个。截至目前，已有 1700 余名教师发布个人主页，每日

访问量 4000 余次。

十五、工作简讯

1、用户服务

为便于沙河校区学生上网，提前为 1742 名搬迁学生、2112 名入学新生开通

上网账号；汇编发放《数字化校园教师服务手册》。

2、网络运行

7 月 22 日参加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主干运行半年工作视频会，会议通

报了 CERNET 主干网半年运行情况，介绍了 CERNET2 近期的建设工作；协调电信

公司实现清水河-沙河两校区间万兆双链路互为备份，提升网络稳定性；联合电

信公司完成清水河校区电信网络的认证改造测试，拟于近期启动创新中心认证改

造；完成沙河校区运动场无线网络恢复工作；完成清水河校区主楼无线网络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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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项目的招标、合同签订工作，进入施工阶段，计划 11 月底完成；完成清水河

校区图书馆无线网络认证整合；联合保卫处实现学校大门、巡更点无线网络全覆

盖；完成清水河校区科研五号楼无线网络设备申购；完成电子信息发展高峰论坛、

62 周年校庆、第十九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等网络保障工作；完成高性能计算集群

建设调研，拟于 10 月底形成高性能计算中心建设方案。

3、系统运行

本季度新增虚拟机及物理服务器 18 台，截止目前共有虚拟机 337 台，托管

服务器 126 台；梳理 OA 公文流程，处理公文系统问题 90 余起，协同办公系统办

结业务 495 个，新增流程包括学校假期值班登记表上报、IM 短信平台短信发送

权限申请、托管物理机申请等，修改流程包括虚拟机申请、部门公共邮箱申请等；

启动 OA 系统、协同办公系统的升级优化，已完成 PC 端、移动端、微信端的升级

优化和统一身份认证、组织架构的升级优化；升级开发短信平台，同步人事数据，

建立分级管理，完成短信平台权限备案工作，开展校内培训；完成数字迎新优化

方案，建议优化智助调查表和问卷调查表，取消校医院领体检表环节，在宿舍区

增加自助刷卡设备；配合人力资源系统建设，开发组织机构管理、人事调配管理

以及薪酬管理等功能；完成中心机房走道区域修缮装饰工程。

4、信息安全

起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重要时期每天实行“零报告”

制度；发布 Globelmposter3.0 勒索病毒预警通告和加强互联网信息发布管理通

知，切实做好网络安全应急响应工作；按照等保要求，完成中心机房物理访问控

制整改和电源整改方案初步调研；根据教育部和公安部的要求，对校内 15 个重

要网站和信息系统开展等级保护备案和测评工作，包括 4 个三级系统和 11 个二

级系统，根据反馈整改要求，加强系统监控、杀毒、日志统一管理，第一期整改

将于 10 月完成；协助公安机关完成对学校中文主页和邮件系统的安全测评，根

据检查反馈进行整改，整改内容包括制定相关管理规定，接入日志系统，邮件系

统配置网站保护系统和备份服务器，修复安全漏洞等，并向公安机关提交整改报

告。



信息中心季报 2018 年第 3 季度

9

5、技术开发

7-8 月完成无纸化会议系统招标采购，并在暑假完成定制化开发，8月底投

入使用；7-8 月自主开发微信公众号迎新功能，8月 27 日上线运行，提供新生报

到数据查询服务；暑假完成迎新刷脸服务的数据准备和开发测试等工作，迎新现

场为新生提供了优质服务；旧研究生系统由于 ids3.0 宕机，而 db 认证服务安全

性无法保证，关闭了老师自主录入成绩的功能，技术开发部手动录入了 160 个班

级的成绩数据；推进网站群建设和迁移工作，截止 9月 26 日，已完成 9个网站

迁移、1个新建网站建设、7个网站数据迁移，第二批 12 个网站已完成沟通工作，

10 月开始迁移；微信故障报修功能完成开发测试，进入用户服务部测试阶段，

计划 10 月上线使用；推进一站式服务大厅建设，9月 17 日校长办公会成立以校

长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校办、信息中心牵头的工作小组，9 月 20 日召开工

作推进会，各职能部门工作小组联络员已报送，走访人事处、国资处、保卫处，

为职能部门答疑解惑；推进支付宝宿舍电费充值功能上线，联合财务处、卡务中

心召开 2次协调会议，目前已上线试运行；联合金智公司确定统一身份认证升级

方案，计划 10 月实施，新接入在线听力课程平台，协助就业网站、移动协同 app

解决接入问题；配合 OA 系统升级，完成新版系统数据库账号创建及数据导入、

共享数据测试等工作；推进新一卡通建设，制定《电子科技大学暑期工程省级建

设计划》，从 7月 26 日-8 月 27 日实施工作每日一报，9月召开三方会议，总结

暑假施工问题并讨论后续安排；联合教务处、图书馆解决预科生等借书问题。

6、教育技术

开展慕课建设，完成《人类文明经典赏析》等 10 门慕课的拍摄与制作，其

中拍摄知识点 195 个，编辑知识点 208 个；9月，自主开发的“成电学堂”平台

上线，其中“成电慕课”开始试运行，目前已开放 5门课程；完成 2018 级新生

开学典礼、教师表彰大会、新生思政课、迎新晚会、电子信息发展高峰论坛、全

国高校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等 17 场大型活动的录制与直播工作；继续

推进本科三期智慧教室建设和多媒体教室设备升级改造工程，按流程进行招标采

购和设备安装等工作，计划 11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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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度建设

制定《信息中心邮件系统容灾备份方案》、《信息中心日志管理制度》、《重

要数据界定》等管理规定。

第二部分 运行图表

一、用户服务

图 1-1 服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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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处理工单

图 1-3 对口服务



信息中心季报 2018 年第 3 季度

12

图 1-4 在线办结申请单

二、网络运行

1、校园网络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流入流量峰值 9.183Gbps，较暑假期间流量明显回升。

校园无线用户（含访客）持续增长，eduroam 注册用户稳步提高。为缓解两校区

有线千兆互联带宽压力，将原有千兆链路升级为万兆链路，两校区互联升级为两

条万兆链路，消除了互联瓶颈。IPv6 流量总体平稳。

图 2-1-1 校园网络出口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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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教育网络出口流量来源分布图

图 2-1-3 校园网络 IPv6 出口流量图

图 2-1-4 两校区互联-1 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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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两校区互联-2 流量图

图 2-1-6 eduroam 来访用户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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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校园有线流量应用排行图

图 2-1-8 校园无线流量应用排行图

经过不断的优化及覆盖点增加，目前无线高峰人数已达 18000 人。高峰时段，

无线流量已经占据校园出口流量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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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RNET 西南网、四川省网、成都市城域网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省网骨干流量和城域网上行链路流量稳定。暑假期间流

量明显减小。互联互通方面，中国移动流出流量比流入高一倍多；中国联通流出

流量是流入的 71.4%，万兆带宽利用率接近 100%。

图 2-2-1 城域网 IPv4 上联-1 流量图

图 2-2-2 城域网 IPv4 上联-2 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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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城域网 IPv4 上联-3 流量图

图 2-2-4 城域网 IPv6 上联流量图

图 2-2-5 成都至西安 100G 链路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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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成都至重庆 100G 链路流量图

图 2-2-7 CERNET 至中国移动流量图

图 2-2-8 CERNET 至中国联通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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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运行

1、信息门户系统

图 3-1 5-9 月信息门户系统访问量对比

2、教务系统

图 3-2 5-9 月教务系统访问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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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个人主页系统

图 3-3 5-9 月教师个人主页系统访问量

4、IM 短信平台

图 3-4 5-9 月短信发送量

5、存储系统

目前，数据中心总容量 1247.6TB。

各类应用系统使用存储情况（TB）

虚拟化
个人云

主机
数据库 云存储 邮件

现教视

频服务

图书馆

资源
其他 合计

142.98 80 35.25 383.76 72.6 17.2 17 9.8 7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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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各类应用系统使用存储情况

6、核心数据库

核心数据库包含 7 个主题库，表空间总量为 1050.69GB，同比去年增长

90.71GB，环比上一季度增长 36.26GB，增长率为 3.57%。

图 3-6-1 连续 4季度数据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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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 数据库表空间文件占比图

7、数据共享平台

累计 580 万余条数据。新接入 3 个业务系统，新增数据共享接口 17 个，清

理 6个已停服务接口。目前已为 47 个业务系统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累计数据共

享接口 378 个。

8、统一身份认证

本季度总访问量为 1925993 次，平均月访问量为 641998 次。单日最大访问

量发生在 9 月 3日，访问量为 65583 次；最小访问量发生在 8月 18 日，访问量

为 463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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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统一身份认证访问量对比

图 3-8-2 7 月统一身份认证日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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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3 8 月统一身份认证日访问量

图 3-8-4 9 月统一身份认证日访问量

根据用户类型分为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师在校用户数为 8259 人，本

科生为 21773 人，研究生为 192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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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5 教师用户月活跃度对比

注：①活跃用户数：用户该月登录 1次以上为活跃用户；

②活跃度：活跃用户数占总数的百分比。

图 3-8-6 本科生用户月活跃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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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7 研究生用户月活跃度对比

9、一卡通

本季度一卡通消费总次数 7980300 次，消费总金额 38699533 元，平均每月

消费人数 47839 人，平均每人月消费金额 778.57 元，平均每次刷卡金额 14.39

元，黑卡交易总次数 38 次，涉及金额 192.72 元。

时间
消费总次数

（次）

消费总金额

（元）

消费人数

(人)

平均每人月

消费金额

（元）

平均每次

刷卡金额

（元）

7 月 2360699 11022355 43994 250.54 4.67

8 月 1575826 7431097 41523 178.96 4.72

9 月 4043775 20246081 58001 349.06 5.01

10、 服务器

刀片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较低，但内存使用率较高，这是由于部署的业务为

数据库和统一身份认证业务类型造成的。从使用情况来看，能够满足当前业务需

求，较为稳定，未出现硬件制约导致的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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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 刀片服务器 CPU 使用率

图 3-10-2 刀片服务器内存使用率

11、微信公众号

本季度群发消息 10 次，净增关注量 2097 人，累计关注量 565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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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微信公众号 1-9 月累计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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