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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作简报

延河课堂是学校首个全功能综
合 线 上 教 学 平 台 ， 融 合 “ 乐
学”、“云录播”和“云课堂”，支
持MOOC、SPOC等各类教学
模式，包含课堂教学直播及全
程录制，精品课程、百家⼤讲
堂等资源。延河课堂同时支持
100间教室直播、200间教室录
播。在2020-2021第⼀学期，延
河课堂全年课程资源 2400门，
视频 3.5万个，总时长86726小

时，存储容量300TB，有效保
障了全校教学“不停课、不停
学”。目前，延河课堂日均用
户 1.6万（UV），日均访问 60
万（PV），学校⽹络信息技术
中⼼为进⼀步提升访问速度，
为延河课堂设置了6G专用出⼝
带宽。 

信息化办公室、⽹络信息技术中⼼ 校长办公会听取
信息化⼯作汇报

2月1日，魏⼀鸣副校长
在校长办公会上做信息
化⼯作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学校信息化⼯作
2020年取得的主要成
绩、“⼗四五”规划信息
化专项主要内容、2021
年信息化重点⼯作以及
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 
会议充分肯定了2020年
疫情防控期间信息化在
教学、科研等多⽅面做
了⼤量的⼯作，指出目
前学校信息化推进中的
困难还很多，基础设施
条件跟很多⼀流⼤学比
还有差距、师⽣的信息
化观念还有待进⼀步提
⾼，2021年要把信息化
⼯作作为学校重点⼯作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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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线上教学平台在我校已经有近

20年的历史。在“乐学”上，教师可上传课
件、视频资料、布置作业、线上考试，以
论坛形式与学⽣互动，并
有多种统计数据，使教师
可清晰掌握每⼀名学⽣的
学习进度。 

“云录播”通过多路摄

像头将教室内教学活动在
延河课堂平台上直播，并
存储形成录播课程，保留
下珍贵的教学资源。 

“云课堂”将教学班与

“i北理”App的群直播、视
频会议功能深度整合，“⼀
键云课堂群”功能使任课教
师可⼀键完成与选课学⽣
组成云课堂群，解决了以
往老师在各个平台“四处找⼈”拉群的尴尬
局面。云课堂群支持会议模式、课堂教学
模式等多种场景，将课堂教学完整转移到
线上。截⽌目前，已建课程群（服务课

程）1200个，服务教师1700⼈次，服务学
⽣6万⼈次 。 

为保证线上教学活动顺利
开展，信息中⼼在1月完成
了服务器硬件升级，存储
扩容192GB，提⾼乐学平台
承载能⼒，顺利完成期末
在线考试。实施数据库升
级，历经120小时进⾏多次
准备和调优，数据库性能提
升⼀倍。 
今年1月，完成在线考试254
门，超3万⼈次，单场同时4
千⼈。目前系统累计测验
和考试超8000个、提交次数
达136万。2月，撰写了使用
⼿册、组织授课教师线上培

训，答疑处理问题1700余次。本学期已建
课超1500门（2020年乐学系统课程数量超
过4100门）。 

35000+
“i北理”用户快速增长

延河课堂：看视频、看直播、查成绩、查课表、教学班互动 … 
协同办公：批公⽂、查进度、协同编辑、⽹盘 … 
幸福北理：交党费、交学费、充饭卡、寄快递 … 
信息推送，消息通知，即时通讯，… 

日均活跃用户数量（DAU）超过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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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制度建设
2021年1月8日，校长办公会通过了《北京理⼯⼤学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北京理⼯⼤学校园⽹费用分担管理办法（修订）》 

项⺫管理办法 要求学校各单位信息化⼯作在信息化办公室统筹下开展⼯作，强调

统⼀规划、统⼀管理、统⼀规范。信息化办公室在历年项目管理的经验基础上，
已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 
校园⺴费⽤分担管理办法（修订）使师⽣上⽹从此“只收基本费，上⽹不限量”，

为保证办法顺利实施，⽹络中⼼提前半年为师⽣赠送流量包，并⼤幅提升出⼝带
宽。今年2月，完成新计费策略准备⼯作，用户账号升级后，进⾏策略配置。完成
教师5658⼈、统招学⽣35471⼈、非统招学⽣4900⼈，合作单位1760⼈，访客30⼈
的账号配置，为顺利执⾏新的校园⽹资费标准做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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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与数据应⽤

学校数据中⼼的数据主要来自
学校6⼤系统，15个机关部门，
共22378张表单，超5亿条记录

统⼀⾝份认证是早期学校推进

系统间数据互联互通主要⼿段。
通过统⼀⼈员编码规范，实现了
⼀个用户名、⼀个密码登录全校
业务系统。截⽌目前，全校已接
⼊共196个系统，18.3万用户（含
校友）使用统⼀身份认证，近⼀
周认证次数最多 的应用 为 “ 乐
学”，认证次数为371971次。近⼀
周使用系统最多的用户，认证次
数为462次（即减少了462次输⼊
用户名和密码的次数）。 

在此基础上，数据互联互通⼿段
不断完善。在2020年，学校明确
以“⼀站式填报”作为主要抓⼿，
以数据确权为基础，以业务为牵
引的数据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成
绩。

今年1月，数学学院、法学院、计算机
学院和信息学院的线上年终考核⼯作全
部完成。共576⼈参与线上填报，平均
28个指标项，共完成10177条数据的填
报。学院考核系统是学校以“⼀站式填
报”解决重复填表难题的典型案例，系
统通过将教学、科研成果等⽅面的数据
推送给教师本⼈，以“确认”代替“填写”
的形式⼤幅简化教师⼯作量，显著提升
⼯作效率，在试点学院得到⼴泛好评。 

学院年终考核线上填报 

重复填报
数据不及时
数据不完整
统计不方便

只填一次
业务驱动
数据全面
智能分析

以成果认领
大幅简化信息填报

「不仅仅是当年绩效分配，更重要的是提
供数据分析的可能。对于学院总体发展，
⼈均产出评估，系所产出评估，团队产出
评估，学科⽅向发展评估，对⽐⽬标学校
⽬标学院对⽐等提供了数据基础。」 

—— 法学院 张瑜  

「⼤幅提升了业务数据质量和信息管理效
率，下⼀步在学科评估、职称评聘、导师
选聘等⼯作中均有很⼤的应⽤空间。」 

—— 计算机学院 陈洋 

「极⼤简化了教师考核填报的⼯作量、极
⼤⽅便了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整体和个体
⼯作情况的了解与查阅、为管理⼯作的精
细化提供了保障。」 

—— 数学学院 衡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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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建设与⽹络安全

⾼速、安全、便捷的⽹络是学校信息化发展的
基础，近年来学校⽹络基础设施建设⾼速发
展，出⼝带宽不断扩充，核⼼设备逐步换代。

2021年1月完成中关村校区南墙⽆线⽹络和中关
村校区光电学院⽆线⽹络建设。应用最新WiFi6
技术，新增256颗⽆线接⼊点，使7个办公实验
区域都可以接⼊校园⽆线⽹，覆盖面积约6000
平米。

2021年1-2月，学校安全监测平台
共捕获⿊客42182个、拦截攻击
724952次。对外服务⽹站通过云
防护平台总请求数为120090707
次、总流量为9298.45GB、清洗
了18.56GB的恶意流量。邮件⽹
关拦截连接数7691855，有效抵
御外来攻击，保障邮件服务器正
常运⾏。 
2021年2月，数据中⼼硬件防⽕
墙上线，开启⾼危端⼝阻断功
能，截⽌3月4日共拦截非法连接
126268880次，阻断⾼危风险的
传播路径，有效实现对数据中⼼
⽹络的安全防护。 
  

2020年安全监测平台共
捕获黑客：268088个
拦截攻击：3464578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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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完成⽹络核⼼设备升级，使学校核⼼
⽹络带宽首次达到100G。完成中关村校区宿舍区
⽆线⽹络升级，提⾼了该区域⽆线⽹络的性能与
稳定性。优化升级DNS和DHCP服务，资源更加合
理，服务更加稳定，管理更加便捷。

2021年1-2月云防护平
台拦截的攻击数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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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的管理需求，信息中⼼基于“i北理”
建设了覆盖3万名师⽣的健康打卡，2月累
计打卡95万次。基于学校流程平台，开发
了“校外⼈员进校线上审批流程”，2月22日
上线以来，已完成线上审批533份，涉及外
单位⼈员1139⼈次。协助完成接种疫苗身
份登记⼯作，使用校园卡、身份证登记接
种疫苗⼈员信息，提⾼⼯作效率。 

在疫情常态化条件下，学校的信息化⼯作
继续发挥创新引擎作用 ，不断推进管理、
服务流程的优化、简化。 

信息化与流程再造

 2020年启动信息化服务专员项目，
将IT服务⼈员下沉⾄各学院和单
位，派驻到11个学院和部门，服务
师⽣超1000⼈次。 

信息化服务专员队伍
作⽤⽇渐显著

用户咨询 意见反馈

设备清查 上门服务

1-2月，信息化服务专员参与了党
代会培训等多次线上视频会议的保
障⼯作。信息化服务专员们主动式
零距离的专业化服务得到普遍的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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