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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作动态

一、开展科级及一般工作人员聘任工作

4 月，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和要求，信息中心开展科级及一般工作人员聘任工

作，调整优化组织结构，设立“五部一室”，即：用户服务部、网络运行部（含

高性能计算中心）、系统运行部（含信息安全部）、技术开发部（含数据业务部）、

教育技术部、综合计划办公室。

二、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西南地区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在绵

阳召开

4 月 10-12 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西南地区第二十三届

（2018）学术年会在四川绵阳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新技术助力教育信息化发展”。

本次会议由 CERNET 西南地区网络中心、电子科技大学主办，共有来自云、贵、

川、渝 95 所高校 200 余名代表以及协办单位 50 余名代表参加。电子科技大学副

校长徐红兵、西南科技大学副校长杨世源、四川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陈树高

等到会并致词，会议由 CERNET 西南节点负责人、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侯

孟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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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开 2018 年“平安成电”安全教育月信息安全培训讲座

4 月 12 日，信息中心组织召开 2018 年“平安成电”安全教育月信息安全培

训讲座，校内各单位领导及信息安全联络员参加培训，会后发放了《个人信息安

全防护宣传册》。

四、用户服务部成立

5 月，为了全面提升信息化服务质量，信息中心正式成立用户服务部，整合

用户服务团队，梳理用户服务流程，启用统一呼叫中心（61831184）和用户服务

大厅（清水河校区主楼 A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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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对接联系人负责制

5 月，为便于学院（部）、职能部门与信息中心联系，提升对教学、科研、

管理、服务等信息化支持效率，信息中心实施对接联系人负责制，24 名员工与

23 个学院（部）、32 个职能部门建立对接联系，负责对接单位的信息化需求收集

和问题跟踪处理。

六、做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来校访问信息化保障

5 月 12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团访问我校，信息中心做

好校园网络、应用系统等信息化保障，确保众创空间等重点区域的智能家居、机

器人演示活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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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立“成电-360”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基地

5 月 31 日，以“争做好网民，唱响新时代”为主题的第四届校园网络文化

节开幕。信息中心联合学工部举办了网络安全分会场，设立网络安全用户互动平

台，包括恶意手机充电站、黑客改号体验、NFC 网络透明人、人脸识别破解等，

取得良好的用户体验效果，组织师生参加“大学生网络安全素养养成”系列之《我

们身边的网络陷阱》专题安全培训讲座。信息中心、学工部、360 企业安全集团

共同成立了“成电-360”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基地，旨在增强大学生网络安全意

识，提升大学生网络安全素养。

八、升级邮件系统

5 月，完成教师邮件系统升级，迁移邮件域：@uestc.edu.cn，共迁移邮箱

11312 个，迁移邮件 18733188 封，数据 5.72T。系统升级后，教师邮件系统用户

POP 登录 1442815 次，WEB 登录 107154 次，IMAP 登录 1941804 次，SMTP 登录 72395

次；接收邮件 9185567 封，过滤通过 1503306 封，垃圾邮件过滤率达 93.3%；成

功接收邮件数据 347.11G，成功发送邮件数据 415.24G。

6 月，将学生邮箱和校友邮箱迁移到云邮箱，共迁移学生邮箱 91490 个，校

友邮箱 2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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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离校信息化保障

5 月，信息中心启动毕业离校准备工作，制定信息化工作应急预案，完成离

校系统各项准备。6 月，加入学校离校工作组，开展跨部门协同工作，组织数字

离校操作人员培训。

6月 24 日，2018 毕业晚会在清水河校区举行，信息中心提供了网络保障和

直播录像。

6月 26 日，2018 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清水河校区体育馆举行，信息

中心提供了网络保障和直播录像，联合学校电视台对 23 场学院授位典礼进行了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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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29 日，现场保障“毕业生离校一站式服务大厅”、学生宿舍组团、

后勤服务大厅的网络及系统运行，开通微信离校查询系统，为学生提供进度查询、

咨询解答等。统计本科毕业生房间电费余额，涉及房间 874 个、电费余额 11208.1

元。

十、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调研工作会议在我校举行

6 月 13 日，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调研工

作会议在我校举行，徐红兵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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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述、网络信息处处长万猛、副处长曾艳、《中国教育网络》杂志编辑杨燕婷，

四川省教育管理中心主任陈树高，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12 所省内高校信

息化建设负责人参加会议。

十一、保障本科生网上选课

为保障本科生网上选课顺利进行，信息中心联合选课系统提供商，历时 10

天完成新功能上线、运行环境巡检、功能测试和压力测试。6 月 25-28 日、7 月

3-5 日，分别进行第一轮权重选课和第二轮先选先得选课，全校约 2万学生参加，

选定课程 20 多万门次。

十二、完成演播室家具装饰环境升级改造

6 月，购置家具装饰等升级改造演播室环境，其中沙河校区 1间，清水河校

区 5间，提升了慕课、微课等课程资源录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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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调研与交流

4 月 24 日，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黄涛，带领发展规划处、党委宣传部、实验室与装备管理处、党校办等部门

相关负责人一行七人来校调研信息化工作，副校长徐红兵、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

等接待来宾并进行了调研座谈。5月 3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党政办公室主

任赵亮、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杨林等一行三人，来校调研信息化工作，信息中

心副主任颜凯等接待来宾，并进行了调研座谈。

十四、工作简讯

1、网络运行

根据 CERNET2 的统一安排，完成成都节点核心设备割接，原核心设备下线，

启用二期核心设备华为 NE40E-X16A；联合电信公司铺设清水河校区楼宇光缆，

测试设备功能，做好有线网络认证升级改造准备；实施沙河校区图书馆、清水河

校区求实厅无线网络升级改造，提高高密场景下的用户接入体验，启动创新中心

无线网络建设；高考录取期间,保障本校及省教育考试院、兄弟高校录取网络畅

通；联合国有资产及实验管理处，在校内公房装修改造工程中增加信息中心审批

流程，确保网络改造方案符合学校规范、满足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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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性能计算

联系公司对高性能计算集群管理系统进行升级；申报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

条件项目，建设高性能计算中心；5月 16 日，清水河校区主楼 A2-111 冠军 UPS

严重损坏无法修复，导致高性能计算服务暂停，6月 28日，更换为施耐德40KW UPS

并上线运行，6月 29 日 15:30，恢复高性能计算服务，本次服务中断共计 44 天

5 小时。

3、系统运行

新增虚拟机及物理服务器 34 台，回收 6 台，目前共有虚拟机 324 台，托管

服务器 126 台；处理 OA 系统问题 140 余起，协同办公系统办结业务 495 个，上

线新流程 7个；组织宣传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教育学院、学工部、保卫

处、教务处、研究生院等部门提交“安全生产月”《隐患登记表》、《隐患治理台

账》、《整改工作报告》；配合学校办公室开展省政务内网分级保护测评自查、检

查工作。

4、信息安全

完成 2018 年安全运维项目（包括防火墙、网站监控平台等安全运维服务）、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项目、一键断网系统及应急响应服务的采购工作，其中，

一键断网系统已经成功部署并测试验收；完成数据中心核心网段向防火墙迁移，

清水河校区数据中心全网段入侵防御系统上线；发送 25 份信息安全漏洞通报，

涉及信息泄露、目录遍历、协议漏洞等；配合省公安厅开展教师邮件专项调查；

根据省公安厅通报，清理未备案信息系统 91 个；按照《2018 年四川省公安机关

网络安全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提交自查表和自查报告；根据教育部要求，开展

2018 普通高校招生网站安全检测工作，完成两个招生网站的漏洞整改工作；针

对 WebLogic 零日漏洞开展全校检查；参加 2018 年教育网络安全工作研讨会；参

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部科技司举办的“全面加强网络安全 推进教育信息

化”专题网络培训。

5、技术开发

走访 4 所高校、1 个政府部门，邀请 7 家公司开展 10 余次交流，开展智慧

校园相关调研；积极推进新一卡通系统建设，调研卡务中心、财务处、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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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等业务系统接口，召集银行、公司三方会议，讨论具体工作流程以及相关

技术方案；电费充值平稳替换喜付，接入支付宝校园缴费大厅；完成网站群平台

部署，上线抗干扰重点实验室网站，党委组织部、材料与能源学院、审计处、体

育部、信息中心网站完成迁移，计划 7月初上线。

6、教育技术

联合教务处开展智慧教室建设专题调研，邀请厂商进行产品及方案介绍 10

余场次；迁建清水河校区自主招生考试监考录像系统，建成考场 35 间；完成《线

性代数评测系统》、《程序设计基础》、《激光原理与技术》等慕课近 10 门，拍摄

360 余个知识点，编辑 230 余个知识点，同比增长 1-2 倍；完成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自主招生测试、毕业授位典礼等 15 项 186 场摄录像工作；配合教务处、相

关学院，积极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制作申报网站 8 个，拍摄编辑申报视频

50 余个；自主开发“成电慕课”平台，完成前期开发和部署测试，计划 9 月初

上线。

7、制度建设

修订运维制度，包括《机房日常管理制度》、《服务器管理制度》、《应用系统

管理制度》、《机房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教师电子邮箱使用管理办法》、《学生电

子邮箱使用管理办法》、《校友电子邮箱使用管理办法》等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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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运行图表

一、用户服务

图 1-1 服务总量

图 1-2 处理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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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对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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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7Gbps，连续七个月超过我校购置的

7Gbps 带宽，亟需扩容 CERNET 出口带宽。校园无线用户（含访客）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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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roam 开通以来，注册用户稳步提高。为缓解两校区有线千兆互联带宽压力，

将部分流量迁移至其它链路，带宽压力有所缓减。IPv6 流量总体平稳。

图 2-1-1 校园网络出口流量图

图 2-1-2 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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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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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沙河至清水河校区校园有线流量图

图 2-1-5 eduroam 来访用户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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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校园有线流量应用排行图

图 2-1-7 校园无线流量应用排行图

2、CERNET 西南网、四川省网、成都市城域网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省网骨干流量和城域网上行链路流量稳定。互联互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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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从 5月下旬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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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3 城域网 IPv4 上联-3 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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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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6 成都至重庆 100G 链路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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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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系统运行

1、信息门户系统

图 3-1 2-6 月信息门户系统访问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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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务系统

图 3-2 2-6 月教务系统访问量对比

3、教师个人主页系统

图 3-3 2-6 月教师个人主页系统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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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M 短信平台

图 3-4 2-6 月短信发送量

5、存储系统

目前，数据中心共有 6 套存储，总容量 1247.6TB，主要分配给数据库、云

存储、虚拟化共享存储、数字图书馆、教师邮件系统、学生邮件系统等。

各类应用存储使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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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8 80 32.05 383.76 72.6 12.4 17 18.6 7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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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各类应用存储分配容量

6、核心数据库

核心数据库包含 7个主题库，表空间总量为 1014.43GB，环比第一节度出现

了负增长，原因是 4 月 21 日删除了 ykwdb 中因过量轮询造成日志数据，释放了

部分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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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共享平台存储本科生基本信息、研究生基本信息、教职工基本信息、组

织机构基本信息、专业基本信息、班级基本信息、课程基本信息、排课基本信息、

选课基本信息、宿舍基本信息、学生学费交费情况等累计 580 万余条数据，实现

了校内应用系统的数据共享，积累了校内主要业务数据。目前为 44 个业务系统

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累计数据共享接口 367 个。

8、统一身份认证

前两个季度平均月访问量为359439，2017 年为 409208次，同比下降12.16%。

日访问量最大值发生在 6 月 25 日，访问量为 43057 次，当天为本科生网上选课

第一天；最小值发生在 4月 5日，访问量为 1685 次，当天为清明假期。



信息中心季报 2018 年第 2 季度

23

图 3-8-1 统一身份认证访问量对比

图 3-8-2 4 月统一身份认证日访问量量



信息中心季报 2018 年第 2 季度

24

图 3-8-3 5 月统一身份认证日访问量量

图 3-8-4 6 月统一身份认证日访问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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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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1496 次，平均每月消费人数 52504 人，平均

每人月消费金额 299.83 元，平均每次刷卡金额 4.57 元，黑卡交易总次数 14 次，

涉及金额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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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681045 16298520 52069 313.02 4.43

5 月 3283492 15264496 51555 296.08 4.65

6 月 3386959 15648736 53887 290.40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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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编辑发送软文 9篇，净增关注量 11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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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微信公众号 1-6 月累计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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