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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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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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 

故障时间 中断时长 故障原因 故障来源 

05-11 2:09:00 

联通光缆故

障影响南京

总出口 

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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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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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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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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6-9 
网络中心野外台站中期

检查工作视频会议 
研讨 

 

◎桌面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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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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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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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6

月 25

日 

WEB2.0 技术及其

在网络管理系统

中的应用 介绍

WEB2.0 技术及所

级网管系统 

-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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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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

库 

微生物研究

所 
559428 

2 大规模指纹专业库 自动化所 185085 

3 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 地理所 153055 

4 天文科学主题数据库 国家天文台 110121 

5 Landsat 遥感影像专业库 
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 
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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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环境

已建成 PB 规模的海量数据存储设施，自 09 年底开始提

供数据存储服务。为进一步推广使用，科学数据中心现

向全院开展存储服务，接受在线存储、远程备份、长期

保存和应用托管等四项存储服务需求申请。 

科学数据中心将针对具体需求配置在线、近线盘阵

和磁带库等存储空间，以及应用服务器资源，并协助提

供 IP 地址、域名申请等服务，其中，对存储空间的申请

不限容量。目前，数据存储服务对院内单位提供免费服

务，并支持 IPv4 和 IPv6 数据传输与存储服务。 

存储目的 预期数据量 实际情况 使用方式 

天文数据 - 2.2TB 备份 

天文数据 - 135GB 备份 

天文数据 - 50GB 备份 

天文数据 - 16GB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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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针对科学数据库的建设，已制定了建库指导

规范、应用技术规范等 20 多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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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数据采集工具 MobileSDA、实验室信息

系统 LIMS、数据库资源量在线监测工具和咨询服务系统

DRS 等，取得软件著作权 8 项。 

 

◎技术培训 

时间 培训主题 
参加

单位 

参加

人数 
备注 

2010 年 4 月 全球经济监测预研项目

数据平台培训 

7 40 / 

2010 年 5 月 2010 年科学数据库培训 57 85 参加  

服务推送 

◎在线资源和服务 

资源名称 内容和功能 网络地址 

中科院科学数据库 

数据检索和下载，

相关标准规范，软

件工具 
www.csdb.cn 

国际科学数据服务

平台 

Landsat、SRTM、

ASTER GDEM、

NCAR 及生物医

学 

datamirror.csdb.cn 

可视化关系数据库

管理与发布系统 

建立 web 数据库，

实现数据在线共
vdb.csdb.cn 

http://msis.csdb.cn/report.action?gid=1131
http://msis.csdb.cn/report.action?gid=1131
http://msis.csdb.cn/report.action?gid=1146
http://msis.csdb.cn/report.action?gid=1136
http://msis.csdb.cn/report.action?gid=1122
http://msis.csdb.cn/report.action?gid=1166
http://msis.csdb.cn/report.action?gid=1166
http://msis.cs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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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大气科学数据集成

分析平台 

集成 IPCC、NCAR

大气数据和算法

模型 

adoap.csdb.cn 

达尔文树-分子数

据分析平台 

整合了植物 rbcL、

atpB 和 matK 等基

因数据，以及序列

比对等算法模型 

darwintree.cn 

数据存储服务平台 
存储服务门户网

站 

www.storage.csdb.cn 

s3.csdb.cn（存储服务

系统注册） 

◎服务案例介绍 

利用 VisualDB建库工具，中科院科学数据库项目

中已有 20余家单位部署应用，支持其建立专业数据库。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开始向科学数据中心迁移部

分数据，以释放本地存储空间。每天进行传输，目前完

成了 13TB数据量，将长期保存。 

联合地理所等单位，2006年完成《生态科学数据元

数据》国家标准制定，目前继续在碳循环（ChianFlux）

研究中应用并开展 e-science示范技术合作。 

◎2010 年培训与会议 

时间 培训和会议名称 地点 联系人 

2010 年 7 月 
第十届科学数据库与信息技

术全国研讨会 
贵州 张丽丽 

2010 年 9 月 科学数据库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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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  0.0  

合计 - 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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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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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包 HPSEPS 

高性能求解实对称

或厄密矩阵特征问

题、SVD 奇异值分

解 

http://bbs.cnic.cn/bbs/vie

wthread.php?tid=138&ext

ra=page%3D1 

可视化关系数

据库管理发布

系统 

数据库管理发布 

http://vdb.csdb.cn/index.

php/%E4%B8%8B%E8%BD

%BD 

SCE Client 
科学计算网格的命

令行客户端软件 

http://www.scgrid.cn/new

/index.php 

计算化学社区 学术交流平台 
http://www.vlcc.cn/comm

unity/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时间 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 联系人 

2010.9 GPU 北京 吕海峰 58812125 

2010.10 计算化学 北京 金钟 588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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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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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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

3 

如何基于

Duckling 开

发应用插件

和学科应用 

探讨

Duckling 开

源后的相关

问题和发展

方向，以及如

何借助开源

社区推动

Duckling 发

展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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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质量长期坚持与研究协同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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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jsp?page=%E7%94%

A8%E6%88%B7%E6%A1%88%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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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kling 协同

工作环境套件 

协同编辑/文档

共享/用户管理/

短信通/文献管

理/数据管理 

http://duckling.esc

ience.cn 

Duckling2.0 开 协同编辑/文档 http://duckling.sou

源软件 共享/用户管理/

短信通/文献管

理/数据管理 

rceforge.net 

 

◎下季度版本发布计划 

发布时间 版本 主要功能 

2010-10-31 
会议服务管理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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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时间 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 联系人 

2010 年 8

月 19 日～

20 日 

Duckling软件

的安装和使

用；如何基于

Duckling 开发

应用插件和学

科应用 

青岛 

许海燕 电话：

010-58812303 

email：

xhy@cnic.cn 

 

 

http://duckling.escience.cn/dct/Wiki.jsp?page=%E7%94%A8%E6%88%B7%E6%A1%88%E4%BE%8B
http://duckling.escience.cn/dct/Wiki.jsp?page=%E7%94%A8%E6%88%B7%E6%A1%88%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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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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71 

综合财务 27147 

科研项目 54809 

固定资产 34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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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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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公文 发送公文 

108 4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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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6% 99.11%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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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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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0 50 0 

综合财务 36 0 15 0 

科研项目 82 0 54 0 

固定资产 42 0 23 0 

网上报销 107 0 72 0 

电子账务 63 1 85 0 

系统运行 170 0 139 0 

◎线下培训 

培训课程 培训总人数 你单位参加人数 

ARP 系统管理员高级培训班

-Oracle 数据库第一期 
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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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程序 

用于查看 ERP 系统生成

报表，查看.ps 文档 

http://support.arp.

cn/info_www/news/Co

lumnIndex.asp?colum

ncode=H&typecode=C 

ADI程序下载 

Oracle 的桌面应用集成

器(ADI)是 Oracle 财务

及资产应用的一部分。用

于批量导入财务凭证或

资产数据。 

http://support.arp.

cn/info_www/news/Co

lumnIndex.asp?colum

ncode=H&typecode=C 

VPN安装程序 

VPN 被定义为通过一个

公用网络建立一个临时

的、安全的连接，是一条

穿过混乱的公用网络的

安全、稳定的隧道。 

http://support.arp.

cn/info_www/news/Co

lumnIndex.asp?colum

ncode=H&typecode=C 

润乾报表程

序及授权文

件 

润乾报表制作工具以及

授权文件。 

http://support.arp.

cn/info_www/news/Co

lumnIndex.asp?colum

ncode=H&typecode=C 

DISCOVERER

桌面版安装

程序 

通用的报表查询工具，业

务老师可以按照需 

求自行制作报表。 

http://support.arp.

cn/info_www/news/Co

lumnIndex.asp?colum

ncode=H&typecode=C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zip/GSVIEW.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zip/GSVIEW.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zip/adi.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runqia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runqia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runqia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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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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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REPORTP

LAT安装程序 

将数据批量导入 erp 系

统当中，并且可以生成固

定格式的报表。 

http://support.arp.

cn/info_www/news/Co

lumnIndex.asp?colum

ncode=H&typecode=C 

 

◎下季度培训工作安排 

时间 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 联系人 

2010.07.05-07.

15 

ARP 系统管理员高级培

训班-红旗 LINUX 第一期 
西安 张颖 

2010.07.19-07.

29 

ARP 系统管理员高级培

训班-Oracle 数据库第

二期 

西安 张颖 

2010.08.09-08.

19 

ARP 系统管理员高级培

训班-红旗 LINUX 第二期 
西安 张颖 

2010.09 月 
ARP 应用系统-综合财务

应用基础培训班 
武汉 张颖 

2010.09 月 
ARP 应用系统-综合财务

应用高级培训班 
武汉 张颖 

2010.09 月 
ARP 应用系统-人力资源

应用基础培训班 
西安 张颖 

2010.09 月 
ARP 应用系统-人力资源

应用高级培训班 
西安 张颖 

 

 

http://support.arp.cn/uploadfiles/rar/2010/2/5/ARP-REPORTPLAT1.3.zip
http://support.arp.cn/uploadfiles/rar/2010/2/5/ARP-REPORTPLAT1.3.zip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http://support.arp.cn/download/vpn.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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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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 168 182 26 

图片(库)数 24 0 51 4 

视频数 0 0 - - 

资源(库)数 1160 44 944 228 

频道栏目数 201 2 67 0 

模板数 73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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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36 5 3 

主站发布 76 2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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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25172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3364 

3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19208 

4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5865 

5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5159 

68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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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729 

2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1483 

3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1174 

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899 

5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846 

34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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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把服务送到

家门口”活动 

南京分院 杜义华 

7 月 沈阳 杜义华 

8 月 长春 杜义华 

8 月 上海 杜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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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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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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单位参与

该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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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尚未包含各所网站科普栏目

的运行服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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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432 195，536 14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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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网 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226，637 

2 天之文 上海天文台 213，579 

3 时间科普 国家授时中心 149，800 

科普专题 

科普专题名称 日均页面浏览数 日均访问者数 

2010 日环食 7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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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日全食 
国家天文台、上海

天文台 
1597 

2 
2012 末日预

言真与伪 

国家天文台、心理

研究所 
869 

3 巡天测地 光电研究所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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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馆 
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所 
6882 

2 植物馆 植物研究所 4660 

3 大气馆 大气物理所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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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所 

蘑菇博物馆/微

生物博物馆 
设计 制作 

工业生物博物馆 咨询 

2 版纳植物园 虚拟版纳植物园 设计 制作 

3 
地理科学与资源

所 
地理博物馆 设计 制作 

4 
南京地质古生物

所 
化石网 咨询、运行环境 

5 金属研究所 材料科学博物馆 咨询 

6 植物研究所 植物馆/草原馆 设计 制作 

7 寒旱所 

冰雪/北极 设计 制作 

穿越青藏 策划 咨询 

雷电实践中心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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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内容管

理系统 

实现网站采、编、发的功

能，栏目可以无限定义，

模版自定义，支持静态发

布... 

http://pm.kepu.net.

cn 

环球坊（全景

图制作工具） 

基于真实照片,实现展品

的三维展示以及场馆的

全景展示 

http://pm.kepu.net.

cn 

Web 图片册

制作工具 

WEB 页面多图轮循展示

的制作工具 

http://pm.kepu.net.

cn 

轻松水印 
专业的图象加水印和缩

略处理工具 

http://pm.kepu.net.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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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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全院用户访问教育信息化平台总体概况 

本季度 上季度 

847524 88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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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1 32 

教务管理系统 4972 0 

就业管理系统 2834 3 

学籍管理系统 67235 83 

学位管理系统 136265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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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6 60 

学位委员会委员 1766 18 

管理干部 371 1 

 
◎学位管理系统 

2010 年春季你单位授予学位人数如下： 

学位 全院 本所 

博士 3431 4 

硕士 2783 6 

同等学力硕士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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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789 12 

空中课堂 43179 12 

培养指导 69456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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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宣传片 - 

2 
听王强老师讲述一段关于梦想照

进现实的故事 
王强 

3 研究生如何夯实科研生涯的基础 冯长根 

4 我说见证的中美关系及其未来 基辛格 

5 从仰望星空到走向太空 路甬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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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五期所局

级领导干部上岗培训班 
81 0 

中国科学院党校第十四期科

技管理骨干进修班 
45 0 

局所级领导中特理论学习 500 4 

现代培训理论与实践 16 0 

党务干部政治理论培训 28 0 

干部作风和能力建设系列培

训 
83 0 

党支部书记学习培训 28 0 

中层干部政治理论学习 73 0 

 

本季度教育信息化继续教育平台应用于中国科学院第

二十五期所局级领导干部上岗培训班，学员进入培训学

习空间进行培训学习活动。 

访问地址如下： 

http://www.gscas.ac.cn/gscascn/Presentation/News.aspx?

ChannelI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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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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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scas.ac.cn/gscascn/Presentation/News.aspx?ChannelID=93
http://www.gscas.ac.cn/gscascn/Presentation/News.aspx?ChannelI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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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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ic.cn 

电话：5881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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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liangyj@gucas.ac.cn
mailto:xubin@cnni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