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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户 

众所周知，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信

息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大大促进科研管理能力与水平的提升，也将为科学研究提供更高效的

研发平台和更广阔的视野，促进学科发展和新兴学科的诞生。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升支撑

服务能力、构筑一流支撑服务体系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院各研究所搭建更方便有效的沟

通平台，并方便院所各单位相关人员了解掌握本单位信息化应用情况。并期望在今后的工作

中努力为院科研、管理和教育等工作提供更加全方位的信息化支撑服务。 

在院信息办的指导下，由网络中心主办、研究生院网络中心协办。从 2010 年起，我们将

为每个院属研究所个性化定制并推送《院信息化设施运行与服务季度简报》，全面反映各单

位使用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行与维护工作情况。内容涵盖八大方面，包括网络基础设施

运行维护，科学数据库、超级计算和科研协同环境应用，以及管理信息化、门户网站、网络

科普和教育信息化建设运行情况。 

由于时间和报告者水平所限，这份简报也许不尽全面，但我们一定会不断完善，以期望

能为各研究所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希望这份报告能成为各研究所和院信息办、网络中心、研

究生院的桥梁，我们在希望得到研究所领导和管理部门对我们工作的肯定的同时，更希望得

到您们对报告内容和形式以及我们提供的支撑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了解您单位的需求，

以便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内容。 

 

甘为人梯 

贴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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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信息化 

 网络基础环境 

科技网整体情况 

◎用户流量带宽情况 

你单位本季度用户流量和带宽利用情况如下：  

 

注：红色图柱表示宽带利用率（%），蓝色图柱表示速率（Mbps） 

图表来源：中国科技网运行部网络管理系统 

与上一季度同期带宽对比情况 

 

与上一季度同期速率对比情况 

 

◎用户线路质量情况 

你单位本季度用户线路质量具体情况（丢包率/延

时情况）。 

 

 

◎故障情况统计 

你单位本季度设备、链路故障次数为0 次。 

故障时间 中断时长 故障原因 故障来源 

 

◎IPV6 情况统计（日均流量 Kbps） 

您单位无监测数据。 

 

◎国际出口带宽情况 

与研究所交互流量最多的国家/地区排名及对应的季度总流量 

(单位 GB) 

 

 

附图例中的国家简称对应表如下： 

国家 简称 国家 简称 国家 简称 

亚太 AP 德国 DE 爱尔兰 IE 

澳大利亚 AU 丹麦 DK 意大利 IT 

比利时 BE 西班牙 ES 日本 JP 

加拿大 CA 法国 FR 韩国 KR 

中国台湾 TW 英国 GB 捷克 CZ 

中国香港 HK 俄罗斯 RU 荷兰 NL 

巴拿马 PA 瑞典 SE 瑞士 CH 

马来西亚 MY 新加坡 SG 美国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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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平均数据流量应用统计 (单位 GB) 

 

注：蓝色图柱代表上行流量，红色图柱代表下行流量 

视频桌面会议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 

运行概况： 

你单位本季度大型视频会议系统使用次数为1 次。 

 使用时间 会议名称 会议类型 

1 2012-2-21 
中国科学院反腐倡廉视

频会议 
传达 

 

◎桌面会议系统 

你单位本季度桌面会议系统使用次数为0 次 

 开设会议室日期 会议室名称 会议室类型 

 

目前网络中心已经开通桌面会议系统使用服务，与

传统视频会议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更加灵活、方便、

带宽占用小等特点，更适于在研究所内及课题组间使用。

如有使用需求可与我中心视频组联系。 

联系方式：010-58812872 

邮件系统 

网络中心面向全院用户，提供统一、专业、兼备高

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电子邮件服务。截止 2012 年 3 月底，

系统中的用户单位已达 133 家，各类实验室 25 家，各

单位申请的邮箱容量总计 561TB，附加空间容量总计

1.4TB，用户邮箱总数已超过 10 万个，系统可用率达到

99.99%。                                                                                  

基本服务列表 

解决反馈问题 回复垃圾举报 协助系统迁移 

终端用户培训 协助解决屏蔽 用户定期回访 

测试域名解析 域名到期监控  

与上季度同期邮件系统使用对比情况（单位：件数） 

 

IP 语音通信系统 

为满足我院日常科研及管理的语音通话需要，院计

算机网络中心和中国科技网的支持下，通过利用各院属

单位现有的网络资源、电话交换资源，在具备实施条件

的院属单位部署 IP 语音中继设备，在不改变现有办公

电话使用习惯的前提下，借助于中国科技网网络资源及

院 IP 语音通信应用示范系统，实现各院属单位现有办

公电话之间基于网络的免费互通，面向科研和管理需求

提供公益性服务。如有使用需求可与我中心 IP 语音通

信项目组联系。 

联系方式：010-58812825 

目前您单位尚未部署 IP语音通信系统 

网络安全 

经科技网安全部处理的安全事件0 起。 

服务推送 

◎服务列表 

 服务时间 服务内容 

 2012-3-19 
与来京的高娜老师沟通交流，并协助其

走访三方、科技处。 

◎培训情况 

时间 培训主题 培训目的 
培训总

人数 

你单位参

加人数 

2012-1-13 
用户专家座

谈会 

经验交流，意

见收集 
20  

 

◎下季度培训安排 

下季度无培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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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应用环境 

科学数据库 

国内外科研活动不断产生和积累形成可共享的数

据库。中科院科学数据库由 62 家科研院所参加建设，

提供数据资源共享服务，广泛涉及物理、化学、材料、

生物、地学、天文、空间、海洋、能源、信息等基础领

域。 

 

其中，本领域相关的数据库主要有以下资源： 

数据库名称 完成单位 网络地址 

中国科学院天文科

学数据主题库 
国家天文台 www.astro.csdb.cn 

CDS 天文星表库  data.bao.ac.cn 

世界数据中心天文

中心 
 badc.lamost.org 

你所建设的以下数据库内容，纳入了中科院科学数

据库项目数据服务监控与统计系统。 

◎基本情况 

数据库名称 子库名称 

中国科学院天文科学

数据主题库建设与服

务 

联合承建 

 

◎科学数据库访问量排名（本季度） 

排名 数据库名称 所属单位 访问人次 

1 
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

据库 
昆明植物所 1008832 

2 
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

题数据库 
微生物所 279080 

3 
重要病毒性病原检测

专业数据库 
武汉病毒所 270340 

4 
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

台 

网络中心自

建库 
207564 

5 
系统生物学中多组学

综合数据库 

北京基因组

所 
196486 

 

注．：了解数据服务监控与统计系统详情（http://msis.csdb.cn） 

 

数据存储服务 

在院“十一五”信息化专项支持下，科学数据中心

建成了 6.42PB 海量数据存储与处理环境，向全院提供存

储服务，包括在线存储、数据备份、长期保存和应用托

管等服务内容。目前，数据存储服务对院内单位免费服

务，对存储空间的申请不限容量，支持 IPv4 和 IPv6 数

据传输与存储。科学数据中心将结合具体需求提供数据

备份和数据处理的解决方案，协助 IP 地址、域名申请等

服务。科研用户可以联系科学数据中心（010-58812555）

或 通 过 存 储 服 务 网 站 （ storage.csdb.cn; 

onlinestore.csdb.cn）申请开通服务。 

存储目的 预期数据量 实际情况 使用方式 

天文数据  4.7T 备份 

开通存储服务  3T 在线存储 

天文数据  134GB 备份 

天文数据  50GB 备份 

工作文档  试用 在线备份 

物质探测项目应用数据

与工作文件共享空间 
 1.3GB 存储 

毫米波射电天文数据库  635GB 镜像服务 

毫米波射电天文数据库

（共享网） 
 635GB 镜像服务 

 

应用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 

科学数据中心遵循数据的获取、传输、存储、处理

和应用的全生命周期规律，为科研活动提供相应的技术

服务，包括数据分析及标准规范、数据库应用开发和数

据分析处理等解决方案。“十一五”期间，已制定实施

20多项科学数据库建设标准规范，研发了相应的建库工

具如 VisualDB、资源注册工具 RSR、数据服务监控统计

工具 MSIS、数据库资源量在线统计工具 DataStat、实

验室信息系统 LIMS 和咨询服务系统 DRS 等，取得软件

著作权 8项。同时，科学数据中心将结合实际需求继续

开展“技术服务走进研究所”活动，并联合科学数据库

62 家建设单位的服务专员基于统一的咨询服务系统继

续提供数据应用环境咨询服务。 

 

◎技术培训 

时间 培训主题 
参加

单位 

参加

人数 
备注 

     

服务推送 

◎在线资源和服务 

资源名称 内容和功能 网络地址 

http://msis.cs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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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

学数据应

用环境 

集成了中科院科学数据库、海量数

据存储与处理、数据应用技术等资

源，面向全院提供数据存储与备

份、数据处理，以及数据检索和下

载，相关标准规范，软件工具等服

务和技术支持。 

www.csdb.cn 

数据应用

环境资源

与服务注

册系统 

为加强推广全院可共享的数据资

源和应用系统，通过该注册系统，

科研院所的科学数据库或数据应

用平台可以在中科院数据应用环

境统一发布和运行。 

rsr.csdb.cn 

数据服务

监控与统

计系统 

对全院可共享的科学数据库进行

统一的服务监控与统计，为各单

位、各数据库的共享情况分析提供

依据，形成全院数据应用环境的日

常运行服务数据。 

msis.csdb.cn 

科学数据

库资源量

在线统计

系统 

在线统计各个科学数据库的数据

量和记录数，整体监测全院可共享

数据资源总量及其增长情况，为科

学数据共享管理提供依据。 

resstat.csdb.c

n 

在线存储

自助平台 

依托中科院海量数据存储设施，面

向全院科研团体、科技工作者提供

TB 规模的在线存储空间，支撑服

务科研活动。 

onlinestore.cs

db.cn 

国际科学

数据服务

平台 

国际上可共享的地学、生物信息学

数据资源。以及科学数据中心加工

的 Landsat、DEM 数据产品，

Landsat 数据模型服务。 

datamirror.csd

b.cn 

科学数据

管理与发

布系统 

对科学活动产生的数据资源快速

管理和可视化配置，建立 web 数

据库，实现数据在线共享。 

vdb.csdb.cn 

◎服务案例介绍 

2011年，海量存储环境开始为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中科院中国新农村信息化研究等提供重要支持，在相关

项目，科学活动的“十二五”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将提供

存储设施基础支撑。 

2011年 9月，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和运维国际科学数

据共享平台成功举办了数据用户大会，院内专家领导、

地学数据业界同行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多名用户参

加了大会，数据分享的精神和价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科院科学数据库 56家建库单位完成在科学数据

中心建立服务镜像，部分其他的数据库系统也在科学数

据中心建立镜像或进行托管，有力的保障了数据在线服

务。 

利用海量存储环境，为高能物理所、基因组所、大

气所、地理所等提供数据备份服务。目前 30多家研究

所在科学数据中心进行数据灾备，数据总量超过 700TB。 

VisualDB数据管理与发布软件，已在中科院科学数

据库项目中版纳植物园、政策所、烟台海岸带所等 40

多家单位部署应用，为建库管理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持。 

利用 Landsat数据库，为遥感所、生态研究中心等

单位提供数据下载约 2TB，为对地观测中心提供数据前

期处理与测试数据接口约 1.5TB。 

为空间中心 36.5TB微波数据处理提供支持，通过

开发专有支持系统和软件，每 100GB 数据处理时间由 72

小时缩减为 4小时。 

◎2012 年培训与会议 

时间 培训和会议名称 地点 联系人 

2012年 6月 云存储服务技术与管理培训 北京 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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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计算应用环境 

你单位本季度使用院网络中心超算资源情况如下： 

使用情况 

序号 课题组 
作业数季

度 

平均作业

规模 

使用机时

(小时) 

1 冯珑珑 73 32.0  52.7 

2 康熙 0 0.0  0 

合计  73 32.0  52.7 

 

服务基本情况 

序号 课题组 服务种类 服务内容 服务形式 

1     

2     

 

超算中心提供所级中心服务： 

将计算资源接入院超级计算网格环境；提供高性能计算

相关的系统运维、应用软件、网格计算和人才队伍建设

等支持服务，如你单位希望申请加入超级计算环境所级

中心，请与超算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10-58812125 

合作项目基本情况 

序号 课题组 项目来源 预计合作时间 

1    

2    

3    

培训情况 

时间 培训主题 培训目的 
培训总

人数 

你单位

参加人

数 

2012.3.28-

29 

超级计算

环境兰州

分中心培

训 

超算分中心建

设 
126  

 

服务推送 

◎现提供免费超算工具下载服务 

软件 主要功能 下载地址 

高性能并行对

称特征问题软

高性能求解实对称

或厄密矩阵特征问

http://bbs.cnic.cn/bbs/vi

ewthread.php?tid=138&e

件包 HPSEPS 题、SVD 奇异值分解 xtra=page%3D1 

SCE Client 
科学计算网格的命

令行客户端软件 

http://www.scgrid.cn/ne

w/index.php 

计算化学社区 学术交流平台 
http://www.vlcc.cn/com

munity/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时间 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 联系人 

2012.4.17-19 

基于 GPU 的

并行计算及

CUDA 编程

培训 

北京 柴芳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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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环境 

以下统计数据均来自网络中心协同工作环境研究

中心内部统计，如有遗漏，请与我们联系，联系电

话:010-58812326。 

 

Duckling 协同工具使用情况 

项目/实验

室 
用途 相关链接 

12th 

RHESSI 

Workshop 

and High 

Energy 

Solar 

Physics 

Symposium 

信息

发布/

会议

管理 

http://12th-rhessi.csp.escience.cn 

天体物理与

相关物理前

沿研讨会 

会议

系统 
http://fap2012.csp.escience.cn 

 

e-Science 项目合作情况 

项目/实验室 来源 合作单位 本季度进度 

 

培训情况 

时间 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 联系人 

    

 

用户案例介绍 

功能模块 案例 

会议管理 2009 国际生化大会 

文献管理 大连化物所文献共享系统 

数据管理 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智能化数据管理平台  

信息发布/文档

共享/协同编辑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科研基地协

作环境 

设备管理 
中科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协同科研环

境 

案例中心网址： 

http://duckling.escience.cn/dct/page/65656 

服务推送 

◎现提供免费协同工具下载服务 

软件 主要功能 下载地址 

科研在线云服

务平台 

面向科研团队需

要的协同工作和

知识分享平台 

http://www.escience.cn 

会议服务平台 

用于国际科技会

议会务组织、信

息发布、信息获

取、资源保存与

共享、会议管理

与统计的综合性

服务平台。 

http://csp.escience.cn 

实验室协作环

境 

面向科研活动

的、满足中小团

队高效工作的实

验室协同工作与

交流管理平台 

http://duckling.escienc

e.cn 

Duckling 平台

开源软件 

为科研团队提供

综合性资源集成

和协作平台 

http://duckling.sourcef

orge.net 

 

◎本年度版本发布计划 

发布时间 版本 主要功能 

2012年 6月 
会议服务平台

csp1.4 

创建会议/在线注册/提交摘

要/摘要审批/酒店预订/信息

发布/会议设置/会议管理/在

线支付等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时间 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 联系人 

2012年5

月 

duckling“协

同·创新·服

务”科研信息

化沙龙 

中科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

中心（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

村南四街四

号 2 号楼） 

李华飙（电话：

010-58812307  

电 子 邮 件 ：

lihuabiao@cnic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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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信息化 

 ARP 

目前你单位本季度 ARP使用情况如下： 

数据抽取信息 

模块名称 本季度记录数 

人力资源 569099 

综合财务 699937 

科研项目 24807 

固定资产 123541 

注注．．：记录数变化主要反映各模块使用频度 

 

公文及事务处理系统使用情况 

本季度公文统计没有所所收文信息，并将所所发文信息

更新为所上报机关公文 

院所之间使用次数 所与所之间使用次数 

收取公文 发送公文 所上报机关公文 

116 30 8 

 

院所交互运行情况 

VPN 连通百分比 
核心服务器连通百分

比 

院所 IRC交换连通百

分比 

100% 99.98% 100% 

 

 

用户反馈问题情况 

用户反馈问题模块分布表 

 

本季度问题总数为 13 次。 

 

培训情况 

◎在线培训 

课程名称 
学习总次数 学习总时间（小时） 

全院 本所 全院 本所 

人力资源 5 0 13.63 0 

综合财务 31 0 23.95 0 

科研项目 15 0 2.80 0 

固定资产 6 0 4.28 0 

网上报销 53 0 7.83 0 

电子政务 11 0 5.90 0 

系统运行 76 0 45.55 0 

◎线下培训 

培训课程 培训总人数 你单位参加人数 

   

服务推送 

◎提供工具软件及相关服务，详情请登录 

软件 主要功能 下载地址 

GSVIEW 

打开提交请求的

记账凭证输出文

件，并带打印功

能 

http://support.arp.cn/info_w

ww/news/detailnewsb.asp?in

fono=4983 

ADI 程序 
资产和财务使用

的导入工具 

http://support.arp.cn/info_w

ww/news/ColumnIndex.asp?

columncode=H&typecode=C 

DISCOVERER

桌面版 

discover 查询工

具，通过制作报

表可以查询数据

库中的业务数据 

http://support.arp.cn/info_w

ww/news/detailnewsb.asp?in

fono=3922 

Toad 

数据库管理和监

控的程序，拥有

很强的实用性，

适合 DBA 

http://support.arp.cn/info_w

ww/news/ColumnIndex.asp?

pgno=3&ColumnCode=H&typ

eCode=C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下季度无培训安排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4983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4983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4983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ColumnIndex.asp?columncode=H&typecode=C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ColumnIndex.asp?columncode=H&typecode=C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ColumnIndex.asp?columncode=H&typecode=C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3922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3922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3922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ColumnIndex.asp?pgno=3&ColumnCode=H&typeCode=C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ColumnIndex.asp?pgno=3&ColumnCode=H&typeCode=C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ColumnIndex.asp?pgno=3&ColumnCode=H&typeCode=C
http://support.arp.cn/info_www/news/ColumnIndex.asp?pgno=3&ColumnCode=H&typeCo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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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 

 

本季度你单位门户网站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网站更新情况 

项目 

中文版 英文版 

总量 
本季度更

新数 
总量 

本季度更新

数 

文档数 2290 141 546 37 

图片(库)数 24 0 35 0 

视频数 8 0 0 0 

资源(库)数 1458 203 1244 1238 

频道栏目数 262 2 77 0 

模板数 112 2 30 0 

用户数 4 0 4 0 
  

注：目前网站群没有建设英文视频库，故此项以‘-’表示 

向主站推送信息 

项目 

中文版 英文版 

总量 
本季度信

息更新量 
总量 

本季度信息

更新量 

主站收录 329 44 73 6 

主站发布 217 27 22 0 

 

访问统计 

中文网站访问统计 

 
  

英文网站访问统计 

 
 

本季度全院中文版门户网站排名 

排

名 
所属单位 日均页面浏览量 

1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52805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2762 

3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2547 

4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8159 

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7365 

60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6016 
  

本季度全院英文版门户网站排名 

排

名 
所属单位 日均页面浏览量 

1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500 

2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2132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305 

4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126 

5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993 

30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682 

 

服务推送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时间 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 联系人 

5 月 8 日-10

日 

部分新建研究

所内容管理平

台使用培训 

北京 乔红超 

8 月份 

网站群内容管

理平台基础培

训 

待定 乔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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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科普 

基本情况介绍 

中科院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是全院网络科普资源

集中展示的窗口，目前该平台共集成了院内外 10 个专

业科普网站，50 多个科普专题、80 多个虚拟博物馆等

多种形式的科普资源，全院总计已有 40 多家单位与该

平台进行良好的合作。 

本报告是依据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目前可以统计

分析到的数据制订的，遗漏或不全面之处敬请见谅，如

贵单需要网络科普运行监测服务，或开展网络科普信息

化支撑服务，请与我们联系，联系电话：010-58812563，

010-58812558，谢谢。 

 

平台总体访问概况 

日均页面浏览数 日均访问次数 日均访问者数 

2,916,046 253,619 174,190 

专业科普网站 

没有你单位统计数据 

 

专业科普网站用户访问量前 3 名 

排名 网站名称 所属单位 日均页面浏览数 

1 时间科普 国家授时中心 1,779,917 

2 天之文 上海天文台 413,155 

3 化石网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 
292,234 

科普专题 

科普专题名称 日均页面浏览数 日均访问者数 

日环食 9 9 

 

科普专题用户访问量前 3 名 

排名 专题名称 合作单位 日均页面浏览数 

1 科学探险 大气物理研究所 1491 

2 
雨林旗舰—

—亚洲象 
版纳植物园 535 

3 新闻心解 心理研究所 354 

虚拟博物馆 

没有你单位统计数据 

 

虚拟博物馆用户访问量前 3 名 

排名 虚拟馆名称 合作单位 日均页面浏览数 

1 大气 大气物理研究所 1368 

2 机器人 自动化研究所 1276 

3 恐龙 
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 
1126 

 

网站科普栏目 

科普栏目 日均页面浏览数 日均访问者数 

 0 0 

 

所网站科普栏目用户访问量前 3 名 

排名 所属单位 
日均页面浏

览数 

1 上海天文台 2026 

2 高能物理研究所 1900 

3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865 

 

支撑服务 

面向全院提供网络科普信息化支撑服务，举例如下 

序

号 
单位 资源名称 服务 

1 
院士工作局陈嘉

庚基金会 
官网及评审系统 

运维支持设计

开发 

2 
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 

中国古动物馆 

吉祥物投票系统 
设计开发 

3 动物所 
国家动物博物馆

官网 
运维支持 

4 
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 
科普视频、专题 策划 制作 

5 植物所 科普视频 策划 制作 

6 
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 
科普专题 策划 制作 

服务推送 

◎提供服务类别如下 

服务 服务内容 

移动科普服

务 

123021 移动\联通\电信三网接入号码、短彩信

手机报与融合业务、Wap 自助建站工具、基于

iOS 系统的电子杂志创作发布、基于 Android

系统的智能终端应用开发 

科技视频服

务 

高清视频拍摄与制作、移动演播室与多媒体演

播厅、网络点直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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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服

务 

动漫、三维可视化、交互游戏、数字化展品、

网站设计制作 

网站建设工

具与环境服

务 

科普协同创作平台、网站建设工具、访问统计

工具、图片处理工具、三维全景制作工具、3D

物体制作工具、网络直播、科普网格资源存储

与服务、科普网站运行服务的基础环境 

网络化科学

传播 

科学视界视频频道、科技观光与科教旅游、前

沿透视与热点专题、科学新语林与科普纵览、

数字科普科普资源网格、互动社区和 SNS 基础

平台 

E-Learning

服务 

课件录制与编辑工具、可定制的 Elearning 软

件系统、在线学习和培训管理云服务、系列培

训教育课件、E-Learning 解决方案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下季度无培训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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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基本情况介绍 

 中国科学院“十一·五”教育信息化项目重点建设

的研究生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协同学习服务平台和继续

教育网络化培训平台，为全院提供研究生教育业务管理

全过程的网络化技术支持服务；为全院教职工和学生提

供协同学习服务；为全院科研、管理和支撑等岗位职工

建立统一的网络化学习交流协同平台，并为院、分院、

所级管理部门和施教单位提供继续教育业务管理系统

支持服务。 

如需提供相关服务，请与中科院研究生院网络信息

中心呼叫中心联系。 

    联系电话：88256622   

邮箱：service@gucas.ac.cn 

网站：http://www.gscas.ac.cn/gscascn/index.aspx 

用户总访问量 

用户访问教育信息化平台总体概况 

本季度 上季度 

1638393 2346289 

 

本季度你单位用户访问教育信息化平台情况： 

·  

 

 

本季度你单位访问教育信息化三大平台分布图： 

 

 

教育业务管理平台 

本季度你单位访问教育业务管理平台情况如下： 

系统名称 全院总访问量 本所访问量 

教师管理系统 5633 1 

学籍管理系统 41994 35 

教务管理系统 437228 14 

学位管理系统 11757 8 

就业管理系统 904 1 

访问地址如下： 

http://www2.gucas.ac.cn/Casedu_Portal/Login_jyyw.aspx 

◎教师管理系统 

本季度你单位教师（导师）情况如下： 

类别 全院 本所 

导师 13385 66 

学位委员会委员 2169 24 

管理干部 435 1 

 
◎学位管理系统 

本季度你单位授予学位人数如下： 

学位 全院 本所 

博士 1037 1 

硕士 5 0 

同等学力硕士 33 0 

 

协同学习服务平台 

本季度你单位访问协同学习服务平台情况如下： 

系统名称 全院总访问量 本所访问量 

课程网站 191486 1 

空中课堂 19365 4 

培养指导 35559 3 

 

mailto:service@gucas.ac.cn
http://www.gscas.ac.cn/gscascn/index.aspx
http://www2.gucas.ac.cn/Casedu_Portal/Login_jyy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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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内容 

本季度协同学习服务平台空中课堂关注排行： 

排名 名称 主讲人 

1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杨佳 

2 心理学与生活 刘嘉 

3 读史明志 王立群 

4 C++程序设计语言 A 杨力祥 

5 从道德经看恋爱的智慧 杜胜祥 

访问地址如下： 

http://video.gucas.ac.cn/casedu_video/#/Web/Statistics/S

tatisticsMain.xaml 

 

培训继续教育平台 

你单位参加培训情况 

培训名称 参加总人数 
你单位参加

人数 

2012 年第一期研究生指导教

师研讨班 
159 0 

GJB5000A 体系文件宣贯会 4 0 

 

用户反馈问题 

本季度你单位用户反馈问题情况分布如下： 

 

本季度问题总数为 3 次。 

 

 

 

http://video.gucas.ac.cn/casedu_video/%23/Web/Statistics/StatisticsMain.xaml
http://video.gucas.ac.cn/casedu_video/%23/Web/Statistics/StatisticsMain.x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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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本报告为季度版，如希望网络中心或研究生院提供

有关您单位其他方面或定制运维服务报告的内容，以及

您单位在信息化建设方面需要我们提供相关支持服务，

可与下面工作人员联系。欢迎各单位对本报告及网络信

息中心相关服务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将不断改进相关工

作，为各单位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联系方式： 

李树仁（网络中心呼叫中心）  

Email：escc@cnic.cn 

电话：58812008 

 

梁玉娟（中科院研究生院呼叫中心） 

Email：liangyj@gucas.ac.cn 

电话：88256622 

 

徐斌（运维服务报告内容） 

Email：xubin@sfn.cn 

电话：58812981 

 

附：各部门服务联系电话列表： 

业务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件 

科技网 呼叫中心 58812000 - 

数据应用

环境 
虞路清 58812516 yulq@sdb.cnic.cn 

超级计算

环境 
吕海峰 58812125 Lhf@sccas.cn 

协同工作

环境 
杨德婷 58812326 ydt@cnic.cn 

ARP 呼叫中心 58812010 - 

院网站群 杜义华 68597804   yhdu@cashq.ac.cn 

网络科普 耿立宏 58812563 glh@cnic.cn 

网络教育 梁玉娟 88256622 liangyj@gucas.ac.cn 

 

 

 

mailto:escc@cnic.cn
mailto:liangyj@gucas.ac.cn
mailto:xubin@sf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