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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仍是发展的重要推手
70 年前，1946 年 2 月 14 日，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

这部名为“ENIAC”的机器使用了 18800 个真空管，重达 30 吨，

运算速度是每秒 5000 次的加法。

2015 年 11 月 18 日，“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继续蝉

联世界 500 强榜首，峰值运算速度是 5 万万亿次。

70 年间，技术的进步如此迅速，然而，却更加引发全球对未

来国家竞争力的危机感。2015 年 9 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国家半导体协会（SIA）和半导体研究公司（SRC）发布名为《重

启信息技术革命》的研究报告，提出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

在未来数字经济社会中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挑战是基础设施，

需要研究如何将数据转换为洞察力和可操作的信息，并保持适当

的安全与隐私，希望重启信息技术革命。欧盟也提出了面向 2030

年的十多项全球技术趋势，强调了未来云计算、高性能计算的广

泛应用。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技术的进步带来整个社

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也日新月异，希望培

养出满足经济发展的人才，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在此大背景下，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根据最新的数据，教育的投入从 2009 年的 1.2 万亿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2.4 万亿元，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教育信息化显

然也是水涨船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投入。

回顾 2015 年，我们看到，技术依然是重要的推手。

2015 年 5 月，中国首次召开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主题是“信

息技术与未来教育变革”。目的在于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更加

广泛与深入的应用。

在这种技术与传统形态融合应用的召唤下，高校 2015 年度

信息化的热点也基本不离其宗。“十三五”规划、智慧教育、

MOOC、众创、高校 CIO、大数据、校园云……每一个热词的背

后无不带上了技术融合的烙印。在全球竞争角逐场上，我们能否保

持同场竞技，同样挑战重重。

2015 年 5 月，由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高能所等联合组成的

宇宙中微子数值模拟团队，在“天河二号”上成功进行了 3 万亿粒

子数中微子和暗物质的宇宙学数值模拟，揭示了宇宙大爆炸 1600

万年之后至今约 137 亿年的漫长演化进程。

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它促进了各学科之间的

交叉、融合和发展，大大缩短了从科研到产业化的进程。加快科研

信息化步伐，加速与国际科研活动的接轨，也将会是新的一年摆在

整个高校面前的重要课题。

2015 年转眼即过，技术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期盼更加精

彩的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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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technica

据欧洲动态网 (Euractiv.com) 日

前报道，国际经合组织表示，信息

技术在各行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

依然巨大，并呼吁各国在考虑教育

和就业问题时采用战略性思维。

2015 年 7 月，由经合组织出版

的《数字经济概览：2015》预测，信

息通信技术制造 ( 尤其是服务 ) 相关

领域的全球贸易将会在未来几年继续

增长。报告指出：“如今，数字经济

渗透到世界经济的很多领域，对银行、

零售、能源、交通、教育、出版、媒

体、卫生等行业产生着影响。”

经 合 组 织 在《 技 能 概 览：

2015》中提到，各国政府越来越意

识到要用战略性思维思考回应失业

和不平等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战略

之一是分析数字经济所提出的技能

需求，并且帮助青少年培养这种技

能。报告指出：“今天的全球经济

越来越多地要求年轻人具备数字技

能，无论是学生、求职者、工人，

还是消费者和其他公民。不具备信

息通信技术经验的年轻人将处于劣

势，尤其在如今将青年认定为‘数

字原生代’劳动力的市场上。然而，

如果没有匹配良好的认知技能和其

他能力 ( 如创造力、沟通能力、团

队合作和意志力 )，仅仅具备信息通

信技术并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

Re/code

Euractiv.com

乌克兰一公司称已攻克无线充电技术难题

据科技网站 arstechnica 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XE”

创业公司日前表示，该公司已经找到了安全可靠的无线输

电方式，可以给最远 5 米外的设备充电。

该公司演示了用这套设备无线充电的过程。天线与缓

存电池放置在一个 3D 打印的底座中，传输发射器则装在

一个大黑盒子中。准备充电时，发射器需要先打开一会

儿，当手机开始充电时再关闭（在发射器加电后，需要

等待最多 20 秒才会开始充电，这是留给缓存电池的准备

时间）。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经合组织：                          
数字经济远未充分发挥潜力

Coursera

数千万用户将难以访问加密互联网

许多互联网用户会信任网页浏览器对某一网站是否

安全的判断。然而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一小部分用

户将无法再用上这一功能，而数千万用户可能将无法访

问某些网站。

 这是由于所谓的“SHA-1 日落”。未来一年，对

许多网站来说，SHA-1 或更老的加密算法将不再符合

信息安全的可信级别。根据互联网性能和信息安全公司

CloudFlare 的一项研究，多达 3700 万用户将无法访问这

些网站。

十大最受欢迎慕课课程出炉

全球开放式在线教育平台 Coursera 近日发布了第一份

在线课程学习者学习成果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中

国在线课程学习者受益最大。

对中国的在职人士而言，通过 Coursera 学习的中国学

习者中，90% 的在职人士表示 “提升了应聘新职位竞争力”、

“能够更好地胜任目前工作”等，而在全球，该数据为

87%;40% 的在职人士表示实现了加薪、晋升、找到新工作

或开展新事业，而在全球，这一数据为 33%。

基于 2015 年日平均注册量，在最受欢迎课程前十名中，

有三门课程来自国内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的 Java 程序设

计、南京大学的心理学与生活以及北京大学的 C++ 程序设

计，三个课程分列第四名、第五名和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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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时代：高等教育或将受到冲击

2015 年 FT/ 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日前揭晓，获奖

作品是《机器人时代：技术、工作与经济的未来》。该书

作者马丁·福特，是机器人革命、人工智能、工作自动化

领域的专家，硅谷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在计算机

设计和软件开发领域拥有超过 25 年的工作经验。

 在《机器人时代》中，马丁·福特详细说明了机器

智能与机器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并且恳请雇主、学者和政

策制定者都来面对由此带来的问题。“过去应对技术干扰

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培训和教育的强化是行不通的，我们

必须现在就决定，将来是要看到全面的经济繁荣还是灾难

性的经济不平等和不稳定。”

机器人制造技术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表现为硬件的

成本逐渐下降，标准的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出现，以及云计

算的快速发展。

机器人带来的自动化对蓝领技术工人产生了严重的威

胁。由于机器速度更快、操作更加精准，并且成本更低，因

此将会取代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中正在工作的劳动力。

人工智能则会威胁白领的工作，尤其是在财务和法律

等领域。

一直以来，高等教育模式不太容易受到高科技的影响。

然而创新领域的最新发展表明，那些以接受过高等教育为

门槛的工作也将受到威胁。

自动评分算法：教授们都坚称机器不可能完成“读”

的这项活动。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机器算法不仅可以公

正、客观并且有效率地完成给论文评分的这件事情，甚至

比人类做得更好。

网络公开课程：对于那些愿意主动学习并且自律的学

生来说，网络公开课程完全可以满足他们学习的目的。在

美国的高等教育行业价值千亿美元，有近 300 万从业者；

MOOC 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少部分的精英教育机构——如斯

坦福的网络课程来颠覆整个行业。当然，现在 MOOC 存

在着完成率低，分数作假难以防范的问题；随着模式逐渐

成熟，MOOC 的学分与大学学分对接的那一天还是会到来

的。

适应性的学习系统：新的教育科技将更加切合每一个

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进度以及学习的节奏来提供针对性

的教学指导与帮助，而这是传统的教育方式所无法实现的。

 当代的顶级科学家纷纷警告机器人将会给经济与就业

带来的威胁。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进化到拥有类似于人类意

识的 AGI 阶段时，机器就能够产生想法，能够感知到它们

的存在，能够彼此进行对话。如果摩尔定律继续生效的话，

具备 AGI 的机器将很快碾压人类的智商并且可以轻易地将人

类的文明摧毁，而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就是奇点。当然事

实是，这种状况不会轻易地出现，因为毕竟这背后需要有大

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经济支持。

在机器人时代，就业市场将是金字塔状而非阶梯状。

在金字塔的顶端将由一小群具备独特技能的专家和企业家

占领。而金字塔的底部则是由大量的人从事着重复性操作

性的工作。尽管很明显，自动化的机器人将会侵占金字塔

底部的那类重复性工作；然而事实情况是那些看起来很安

全的金字塔顶端的工作也将被人工智能所侵占。更糟糕的

是，面对这一窘境，目前似乎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更多的教育：教育从前是判定金字塔尖的一条康庄大

道，然而现如今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让人失望了。研究显

示，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要么是没有达到岗位的要求，要么

是远高于岗位的要求；而随着越来越多人有机会接受到高

等教育，其影响作用也在降低。

（本文节选自“五分钟读完 2015 年 FT/ 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机器

人时代》”一文，来源：huxiu.com）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一直以来，高等教育模式不太容易受到高科技的影响。然而创新领

域的最新发展表明，那些以接受过高等教育为门槛的工作也将受到威胁。



6 中国教育网络 2016.01

2016 年全球科技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调研公司 Juniper Research 近日发布报告，对 2016 年全球科技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报告指出，当前虚拟现实

技术只是吸引了科技爱好者的极大兴趣，但 2016 年该技术将逐渐走进主流消费者市场。此外，可穿戴技术也将从个人消

费市场走进企业市场，社交机器人将日益成为人类倾诉的对象，比 4G 网速快 100 倍的 5G 网络即将到来，而比特币技术

将被越来越多的金融技术所采用。以下为 Juniper Research 预测的 2016 年 10 大科技趋势。

        虚拟现实 (VR) 走向主流

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吸引了科技

爱 好 者 的 极 大 兴 趣。 而 2016 年， 虚

拟现实将逐步走进主流消费者市场。

该 领 域 厂 商 主 要 包 括 索 尼、HTC 和

Facebook Oculus，预计这些厂商 2016

年会推出新的虚拟现实头盔。当前虚

拟 现 实 头 盔 的 价 格 已 经 在 下 滑， 而

2016 年将进一步下降，其应用空间也

将从游戏市场拓展到其他领域。

        社交机器人日益普及

人类喜欢社交，总是想把自己的生

活与他人分享。高兴时想把快乐分享给

他人，郁闷时想得到他人的鼓励。但是，

如果没有倾诉对象怎么办 ? 答案是社交

机器人。这类机器人能与人类互动，能

解读人类情感 ，甚至根据一些线索来提

升自己的行为能力。社交机器人的代表

产品是软银公司开发的 Pepper 机器人，

2015 年 6 月上市后，1000 台 Pepper 在一

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 2016 年，预计其

他厂商也将推出类似的社交机器人，如

法国机器人公司 Blue Frog Robotics。

       可穿戴技术走进企业市场

当前，可穿戴技术主要停留在个

人 消 费 市 场， 而 2016 年 将 逐 渐 走 进

企业市场。在一项测试中，物流公司

DHL 为 员 工 配 备 了 智 能 眼 镜， 结 果

使商品挑拣效率提高了 25%。Juniper 

Research 在报告中称，智能眼镜将率

先走进企业市场。随后，其他可穿戴

设备也将陆续跟进。

       5G 通信即将到来

当前，大部分智能手机都运行

在 3G 或 4G 网络上，但所有人都在

关注下一代通信技术，即 5G 网络。

一旦 5G 网络普及，其速度将达到

4G 网络的 100 倍。目前已经有几家

运营商在测试 5G 网络。例如，爱立

信、华为和 KPN2015 年 8 月宣布将

在荷兰测试 5G 网络，爱立信和日本

软银 2015 年 7 月在东京对 5G 网络

进行了测试，中兴则联手 KT 通信

在首尔推出 5G 试验，而 Verizon 计

划在 2017 年进行 5G 网络商用。

       跨平台整合

由于人们浏览屏幕的时间越来

越长，一些企业开始尝试提升各设

备之间的通信能力，即所谓的“跨平

台正整合”。微软最新一代操作系统

Windows 10 就允许同一网络上的不同

设备进行同一款游戏。

       比特币技术走进金融市场

虽然比特币在消费者市场经历

了起伏跌宕，但金融机构仍在投资

比特币底层技术，即“区块链”，

希望将其引入各种交易中。“区块

链”技术具有即时、透明的特性，

尤其适用于跨国货币交易，这一特

性已经吸引力金融机构的极大兴趣。

Juniper Research 在报告中称：“2016

年，该技术在金融市场将大有用武

之地。”

       视频游戏机与云计算紧密结合

Juniper Research 称，2016 年最强大的游

戏将依赖于视频游戏机与云服务的结合，完

全转向基于云端的游戏还为时尚早。业界普

遍认为，任天堂 2016 年将推出下一代游戏

系统“Nintendo NX”，可通过云技术来降低

成本。此外，索尼和微软等其他主要游戏公

司也都开始支持该技术。

       电子竞技成为新收入源

全球电子竞技产业规模已高达数十亿美

元。一些比赛通过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奖金吸

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在线观众，例如 2015 年

在伦敦召开的 Gfinity 锦标赛，为获胜者提供

了 10 万美元的奖金，吸引了全球 3000 多万

观众。2016 年，专业的电子竞技活动预计将

通过提供在线直播服务来获取营收。

       更多可确保数据安全的技术诞生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互联网，以及

人们频繁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各种信息，数据

量会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在规模和技术等多

个方面强化安全措施。将来，新的软件安全

技术要能够识别出网络行为的异常，而不是

像现在这样识别软件中的恶意代码。

       众筹将成为新的天使投资

得益于近期的一些法律调整，企业将来

要融资又有了新的渠道。众筹之前只适用于

厂商对一些新奇产品的小规模融资，但如今，

创业公司可以通过向其他第三方出售公司部

分股份进行大量融资。这种新一代的众筹被

称为“资本众筹”。

（来源：Junip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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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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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6 亿户

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表示，工信部 2016 年基本

实现所有设区城市光纤网络全覆盖，20M 以上高速宽

带用户比例超过 50%，4G 用户达到 6 亿户，实现骨

干网互联带宽再扩容 500G。

90%

中国银联日前发布 2015 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

查报告。近 90% 的受访者认为手机支付必须具备一

定的支付验证环节，表明安全性在绝大多数持卡人看

来是手机支付的第一因素。

1077 万台

 IDC Japan 追踪了日本移动设备市场（智能手机

和平板、PC、通信数据），2015 年第三季度日本移

动设备出货量 1077 万台，同比增长 4.2%。

67%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只有

67% 的美国人家中拥有高速宽带，低于两年前的 70%。

很多家中没有开通宽带的人都表示，这类服务价格过高，

而智能手机已经能满足他们的所有上网需求。

6 秒

从理论上来说，5G 的网速能实时传输 8K 分辨率

的 3D 视频，或是在 6 秒内下载一部 3D 电影。作为对比，

通过 4G 网络的下载需要 6 分钟。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

发展是安全的目的。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

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

话中指出，各国应该携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

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

“‘互联网 +’改变传统的远程教育将表现为机器人的教育改

变为教育的机器人，系统的知识灌输改变为发现需要的知识，校园、

教室、教师改变为 O2O，游戏化学习将成为制胜的法宝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2015 中国国

际远程教育大会”上如是说。

 “智慧课堂特别要求学生之间的互动，主要是师生互动，现

在更多强调学习共同体的建设。未来课堂的特征包括：环境、设备、

资源、互动、教学的灵活性，在智慧的课堂中学生通过掌握丰富的

资源来支撑他的学习和实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曾天山在“国际指挥教育高峰论

坛上”表示，智慧学习是从传统学习到“智慧 +”的认知，包括内

部认知、外部核心问题的识别，然后内外产生知识化进化，从而解

决问题。智慧学习跟传统学习不同的是基于信息化和全球化和协同

创新与知识融合的全新学习方法。

“高校要利用在线教育促进教学改革，而不是简

单替代现有的教育，所以高校一定要把在线课程与教

学管理、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密切结合，有组织地开

展教学，提升教学质量，而不是简单让学生完全在线

上完成学习就能拿到学分。”

——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原

副校长陆昉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每个大学教

育课程都有其系统性，还有其教学管理和课程要求，不

能采用与社会大众同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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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百所高校实现“智慧校园”

目前，实现“智慧校园”的国内

高校已经从最初的北京邮电大学、同

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五所增加到了近百所。

在“智慧校园”中，学生可以通过学

校的校园号查成绩、选课，并随时获

得老师的各项通知，下了课去吃饭发

现余额不够直接网上充值，临近毕业

还可以通过校园号接受各种就业信息

或寻找创业机会，学习生活的各方面

都能线上达成。

如今，基于“互联网 + 教育”的“智

慧校园”并不只是把互联网属性叠加到

传统行业上，而是将互联网与行业的特

性深度融合，将互联网思维和技术融入

到传统行业的脉络里去。因此，“智慧

校园”避免只做单一的加法，而是对“互

联网 +”浪潮中涌现的新特性进行深入

探究，让互联网全方位融合到学校的教

育与生活中。

首届“互联网 +”数字教育技能
大赛在河北师大启动

近日，由河北省教育厅主办、河北

师范大学承办、河北省电化教育馆与河

北省数字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河北

省第一届基于“互联网 +”数字教育技

能大赛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

据了解，本大赛面向河北省 11 个

地区 ( 含定州市、辛集市 )，划分冀中、

冀南、冀北三大赛区，分 2016 年 3 月—

4 月、5 月—6 月、9 月—10 月三个时间

段依次进行比赛。参赛项目以小学、中

学、高中的语文、数学、英语科目为主，

包括基于数字教育环境下的互动课堂案

例、基于教学资源共享的远程教研案例、

基于大数据的考试评阅分析案例。

南京大学积极探索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信息化环境，整

合信息化资源，建构与学校战略规划相融合的信息化决策机制与组织架

构，努力以信息化推动创新发展。

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成立由党政一把手为组长，人、财、物、教学、

科研、学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

和决策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事项。

完善管理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信息化各项规章制度，设计信息化系

统接口建议、数据字典等统一标准规范，制定网站群、校园卡、统一身

份认证等信息化系统管理办法，落实网站与信息系统分级管理、统一备

案、责任追查等运行机制，确立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系统风险监测、

级别评估等安全机制，探索信息化绩效评比、奖优惩劣等考评机制。

提升运行支撑能力。以“用户服务”为核心，打造卓越 IT 技术与服

务队伍，为信息化决策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南京大学着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启动超过百万亿次       
云计算平台

日前，西部高校规模最大的高性能云计算平台在

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启动。该平台将承担高校教学科研

单位和各职能部门的云计算服务，为校内外和社会中

大型科学计算提供支持。

该平台是西部高校首个计算能力超过 100 万亿次

的公共服务平台，居于国内高校先进水平，可满足校

内包括能源动力、航空航天、新材料、先进制造、工程仿真、基

础科学、生物医药等重点学科的科研计算需求，已在西安交大金

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投入试用。

该平台将突破由学校自建、自管的单一化应用服务模式，根

据服务对象的不同，积极探索和实践相应的校企合作、产学结合、

产校共享、有偿服务的新模式，广纳社会、政府、企业等多方资源，

投入到学校信息化建设和运行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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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计划推进互联网 + 教育

“课堂上看手机，立马被训斥！”这种情况可能将改变。日前，成都市印

发了《成都市“互联网 + 教育”工作方案》，其中明确提出支持师生合理使用

PAD、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

据悉，成都市拟实施教育信息化基础能力提升计划、教师 ICT 能力提升计划、

中小学生 ICT 能力提升计划、成都市教育资源中心建设计划、成都市教育大数据

中心建设计划及成都市教育在线服务中心建设计划“六大计划”，将通过促进信

息化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教育服务深度融合，加快成都智慧教育建设步伐，

进一步推动“互联网 + 教育”工作。

甘肃：
82% 的学校接入互联网

截至，目前，宁夏全区 82% 的学校接入了互联网（不含幼儿园），

66% 的中小学教室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60% 以上的学校信息化基

础设施得到了改善。其中泾源县在南部山区率先实现了 100% 学校接

入互联网。

“十二五”以来，宁夏自治区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主要标志

的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学校的网络教学环境得到大幅度

改善，信息化应用基础条件进一步夯实。全区 82% 的学校接入了互

联网（不含幼儿园），比 2013 年的 51% 增加了 31 个百分点；66%

的中小学教室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比 2013 年的 41% 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60% 以上的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

宁夏：

浙江：

四川：

将完成 3031 所农村校“班
班通”安装

从甘肃省教育厅获悉，该省

“全面改薄”项目中建设“班班

通”教室子项目完成招标工作，

中标企业已对全省 73 个县（区）

3031 所农村学校的 16169 个教室

进行“班班通”设备安装施工。

自“全面改薄”以来，甘肃

省将 58 个贫困县和 17 个插花型

贫困县纳入“全面改薄”范围，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仅改善学

校的教室、课桌凳等硬件条件，

还将学校多媒体教室“班班通”

建设纳入到该项目。

近年来，甘肃省不断加大对

教师的教育信息化应用培训，并

组织专家深入学校，采取多种方

式提升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的规模化应用水平，进一步推

动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建

设，加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电子书包让师生再减负

杭州成为宜居城市，每个孩子“有书读”是主要原因之一。哪怕是在户籍人口只有 19

万，而常住人口高达 33 万的滨江区，面对外来创业人员不断涌入的现状，仍能确保每一个

符合在杭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都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不仅如此，滨江区还用自己独到的

智慧教育观，破解了世纪难题——让所有孩子“读好书”。据滨江区教育局局长陈玉棠介绍，

在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智慧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升级版。它不是简单的数字化教育，也不

仅是技术手段的变革。滨江区的智慧教育，始终把握了三大核心：第一，融合了物联网、

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信息技术，实现教育技术智能化。第二，搭建帮助学生智慧养成的

学习平台和成长空间，实现教育环境生态化。第三，完善促进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人才

培育和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教育管理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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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的受

教育层次，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信息

占有量，会导致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识水平，产生

不同的思想，得出不同的是非结果。这本身就构成人

类认识世界的多样性，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世

界各国政府、政治团体、社会组织甚至企业都试图通

过媒体舆论引导公众的认知，达到自己主张的目的。

传统上引导舆论主要靠电视播报新闻、报纸发表观点、

书刊特定内容等形式。

新闻和报纸不是一回事儿，新闻和电视也不是一

回事儿，报纸和电视仅仅是新闻的载体形式，互联网

同样可以成为新闻的载体，书刊内容的载体。

传统媒体和出版业在人类信息交流和文明发展过

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计算机及互联网的发明正在

推动传统媒体转变为新的业态。用数字技术通过互联

网的展示内容活动是人类信息交流的一种新技术和新

方式，不能理解成传统媒体的一个新类型，更不是传

统出版社的音像出版部。互联网将逐渐成为人类信息

交流和知识获取的主渠道。

互联网自由传播的本质很好地满足了人类自由表

达和参与的天性。无论报纸、电视、出版商、政治团

体如何抬高传统媒体的地位，只要新闻回归到让社会

及时了解事实真相，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平等的本来目

的，是报纸刊登、电视播放效果好还是通过网络数字

传播好，时间和实践会作出最终结论。几乎所有的行

业都面临被互联网改变的局面，新闻媒体也不会例外。

互联网时代是新闻真正自由的时代。互联网改变了

传统的信息获取的方式与交流渠道，它将颠覆传统媒体

“中央复杂，末端简单”的信息传播规律，为新闻和信

息传播带来极大的便捷。网络使网民与记者同样有了话

语权；信息传播瞬间实现且传播容量大；网民可以通过

自媒体形成许多兴趣组群；网络搜索带来了信息获取的

方便和精准；图像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可以提高传播效

果。互联网给新闻和信息传播带来极大的自由，从而直

接干预影响每一个人认知过程，强烈深远地影响着文化

与价值观念的形成。

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

12 月 20 日，微信朋友圈流传的署名为新京报书评周刊

榕小崧的文章《2015，那些匆匆告别的纸媒》，共列

出了 22 种停刊停办的报纸和期刊，其中不乏办了几十

年的报刊。传统纸质媒体宣布停止发行恐怕已经不能算

是新闻了，但当美国《新闻周刊》2012 年 10 月 18 日

宣布将在年底结束为期 80 年的纸质发行时，美国人依

然不免惊讶。80 载风行天下，一朝告别油墨，《新闻

周刊》的转型反映了时代的潮流、科技的进步。而对那

些喜爱阅读纸质期刊的人们来说，虽然难免伤感，但却

无可逆转。对那些试图通过媒体舆论引导公众认知的各

国政府、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舆论和文化的传递模式与方式，推

动了文化的传播交融，乃至占领，网络这种方式与途径，

应该重点研究并积极加以利用的。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获取的方式与交流渠道，它将

颠覆传统媒体“中央复杂，末端简单”的信息传播规律，

为新闻和信息传播带来极大的便捷。

互联网将改变传统媒体主导舆论的核心地位

（作者单位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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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科研  
工作成绩巨大

高等学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

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始终是国家创新体

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地位重要，作用独特。

“十二五”以来，高校科技战线以推进协

同创新为战略选择，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

破口，各项工作“稳中有进，量增质升”。

一是高校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

能力再上新台阶。“十二五”期间，高校

R&D 折合全时人员增长了 3 成，占全国

比重从 11% 下降到 9%，R&D 经费增长

了 5 成，占全国比重从 8.5% 下降到 7.5%，

但是，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

经费的比例达到 55%；牵头承担了 67%

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近 5000 项国

防科研项目和 80%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获得了 60% 的国家自然科学奖、

70% 的技术发明奖；汇聚了全国 62% 的

千人计划入选者、65% 的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70% 的国家创新研究群体、

72% 的高被引科学家。不仅如此，高校发

表国际科技论文占全国比重超过 80%，在

《自然》和《科学》等顶尖期刊上发表的

论文数从世界第 10 位上升到了第 5 位。

高校的知识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高

校科技从追赶国际先进为主逐渐向并行转

变，若干优势学科领域开始领跑，少数高

校开始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二是高校科技主动服务国民经济主

战场取得新跨越。“十二五”以来，高校

科研经费中来自企事业单位的委托经费从

198.5 亿元增长到 289.3 亿元，来自企业

的科研经费已占高校科研经费的 33.8%；

高校发明专利授权量从 19036 件增长到了

33309 件，占全国年发明专利授权总数的

比例达到 26.3%，成为技术创新体系中仅

次于企业的重要主体；科技成果转让产生

的直接经济效益从 33.3 亿元提高到了 39.8

亿元。

三是高校科技支撑高素质人才培养实

现新贡献。“十二五”阶段，高校以科学

研究引领学科建设，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

为国民经济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人才，其中

理、工、农、医等专业本科毕业生总量达

到 727.1 万人，占同期本科毕业生总数一

半以上；输送理、工、农、医等专业毕业

研究生 181.4 万人，其中硕士 161 万，博

士 20.4 万。同时，各类实验室向本科生

开放逐步推开；产学研合作培养学生实践

和创新能力成为课堂教学重要补充。

从总体上看，“十二五”高校科技投

入产出总体效率稳步提升，科技综合实力

从持续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开始向比肩并行、

局部领先转变，成绩和贡献都是巨大的。

“十三五”高等学校科研工作  
必须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

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研究对象在

物理尺度上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深入发

展，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孤立系统，而向着

大范围、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进军。现

代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对科学研究的

方法、手段甚至研究范式都带来了严峻的

挑战，传统的依靠个体或小型团队的研究

方式也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科研的需求。

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

物联网、高性能计算、超大容量存储、高

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产品的快速发展，

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动力和更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

从国际形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

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一场抢占发展制

高点的战略竞争全面展开。目前，国际社

会已进入自 2007 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未来 10~20 年，世界极

有可能会发生一场以绿色、健康、智能和

可持续为特征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进

而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因此，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争夺科学技术

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不惜投

入巨额资金从国家战略层面研发满足于不

同层次需求的科研信息化平台，以促进科

学研究工作的运行。美国提出国家制造业

创新网络计划，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 GDP

的 3% 历史最高水平，把高性能计算和网

络基础设施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欧盟通

过《欧洲 2020 战略》。俄罗斯加快实施

“国家教育与科学政策的措施”。韩国出

台《2040 远景构想》。

从国内形势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四

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出了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刚刚闭幕不

久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

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

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科技创

新成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被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成为换动力、调结构、转方式，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之策。一系列改革

政策密集出台，创新体制的改革力度前所

未有。《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深化科技体制

雷朝滋 : 加快提升高校科研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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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施方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

会开放的意见》等文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阐

述了科研信息化的实践方式和创新手段。

不仅在科技方面，在国家长远发展战

略全局谋划上，党中央国务院更是十分重

视信息化工作，将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

署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

面对未来经济全球化、人才国际化、创新

网络化、科技产业化和教育个性化的趋势，

高校的科研发展越来越依赖高速网络、超

级计算机和海量数据资源等信息化的支

持，需要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

研装备等的大规模协作，需要组织跨领域、

跨地域、大范围的团队协同和学科交叉研

究与攻关。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探索形成
一条体现高校特色的科研信息化
工作路径

信息化的发展打破了国家、地域和时

空的界限，促进了全球的科学交流与共享；

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

的交叉与融合；打破了传统科学研究组织

模式的局限，促进了知识的集成与再创新；

打破了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机构之间的

分隔，促进了知识的转移与转化。在信息

化的环境中，通过信息汇聚、知识挖掘、

虚拟现实、超级计算、网络协同等形式，

可以进一步聚焦前沿、解析复杂系统、梳

理科学问题、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进而引领科学发展。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中，坚持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教育部着力

加强指导高校科研信息化特色快速发展，

探索形成一条体现高校特色的科研信息化

工作路径。

第一，将科研信息化纳入高校创新驱

动和科技发展“十三五”规划。目前，教

育部正在加紧制定高校科技“十三五”规

划，全面推进高校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

深入推进网络、超算和数据应用环境等科

研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积极承担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国家重

大需求，以科研信息化转变高校科技组织

方式。引导高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充分发挥高校人力资源与学术优势，通过

学科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联动实现与市场对

接；进一步强化高校有组织创新，形成高

校系统凝练提出国家重大项目建议、组织

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面向重大

任务、重大工程和重大装置，在科研协作

方面形成重点突破，探索实现信息技术手

段支撑的重大任务协同攻关。

第二，加快科研信息化步伐，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信息技

术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它促进了各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发展，大大缩短

了从科研到产业化的进程，日益显示出对

科研、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渗透

力和推动力，这也对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

影响。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其中重点建设任务就包括提升科学

研究水平。加快科研信息化步伐，完善信

息化管理，将有力助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

步，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加速与国际科研

活动的接轨。加大重大科技任务、工程、

装置的信息化投入，关键领域实现一流突

破，在世界一流学科中要为世界一流的科

研装置配备世界一流的信息化基础设施。

第三，加强科研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

顶层设计，推动探索数据驱动的科研新模

式。科研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是支撑科研

活动的软硬件系统和信息化环境，既包括

物理基础设施，也包括虚拟科研装置，还

包括信息化管理支撑平台。“十三五”期间，

教育部将加强科研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的

顶层设计和系统优化，继续支持 CERNET

高速科研网络、ChinaGrid 及高校高性能

计算 / 超算中心等建设，并以此为基础，

大力推动不同科研团队的信息互通、数据

共享与跨时空合作，大力探索数据驱动的

科学研究新模式。

第四，切实发挥信息系统对科研管理

的支撑。科研管理信息化的发展依赖于两

种驱动力：管理需求拉动和技术发展推动。

从管理需求拉动方面，中央深改小组第五

次会议提出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就是对科研管理信息化发展最强有力的需

求拉动；从技术发展推动方面，“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效用价值正在对国民经济

领域变革产生着重大影响。以此为契机，

应当从基础设施层面加大科研信息化对科

技创新的支撑力，融合科研活动和科研管

理两方面需求，形成新的驱动力，支撑科

研创新。建设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并充分

借鉴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新业

态，从互联网获得更加真实、丰富的信息

资源支持，一方面，拓宽科研管理平台的

数据范围和顶层视野，实现科技管理的大

数据化和智能化，另一方面，将科研管理

融入科研人员日常工作之中，通过数据推

送、移动应用等新型服务模式，实现科研

资源线下与线上的整合，解决项目管理与

项目执行“两层皮”的问题。

( 本文为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在第四届中国科

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

1  清华大学颜宁教授研究组在世界上
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1 的
晶体结构，在人类攻克癌症、糖尿病等重大
疾病的探索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2  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团队成功使用
4 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将小鼠的皮肤细胞诱
导成全能干细胞并克隆出后代。与克隆羊
“多莉”的技术相比，诱导多能干细胞技
术是更简便和彻底的克隆方式。

3  浙江大学研制出一种“全碳气凝胶”
的固态材料，密度仅每立方厘米 0.16 毫克，
是空气密度的六分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最轻的材料。

4  复旦大学研发出世界第一个半浮栅
晶体管（SFGT），这是我国微电子器件领
域首次领跑世界。

5  国防科大研制的天河二号以峰值计
算速度每秒 5.49 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
秒 3.39 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优越性能，
在第 41 届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名中位
居世界第一。

高校科技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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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5 年 12 月 20 日，由教育

部科技发展中心主管、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主办的第一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

赛，在北京清华大学圆满落下帷幕。经过

激烈角逐，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的三支代表队获得本次大赛一

等奖。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在

颁奖典礼上致辞，希望各位获奖团队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为我国下一代互联网事

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该项赛事是国内首次以“专注下一代

互联网创新，实践和创意项目并重”为特

色的互联网技术创新竞赛，由中国教育和

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与《中

国教育网络》协办。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将每年出资 500 万元，自 2015 年至 2020

年，每年举行一次。大赛旨在响应当前国

家提出的“网络强国”和“创新驱动”的

战略部署，充分发挥 CERNET 在互联网

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主要面

向 CERNET 会员高校在校大学生，由各

会员高校组织遴选、推荐若干参赛队。赛

事分创意组和实践组，参赛作品要求能够

与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培育产生

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特点的新技术、新产品、

新服务、新应用，以激励高校学生积极开

展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应用创新研

究。

本次大赛的主办方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是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的

运营者。始建于 1994 年的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 CERNET 是由国家投资建设，

教育部负责管理，清华大学等高校承担建

设和运行的全国学术计算机互联网络。建

成之初，随着 CERNET 的不断发展壮大，

发展过程中的体制矛盾逐渐显现。2000

年 12 月，教育部党组经过审慎研究，决

定组建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委托赛尔网络

公司为 CERNET 提供运营服务，开发增

值服务，反哺科研。经过 15 年的不懈努力，

赛尔网络形成了网络服务、技术服务、信

息服务和产业服务四大核心业务体系。

同时，以赛尔大厦总部基地和下一代

互联网及重大技术应用创新园为支撑，重

点建设下一代互联网重大应用技术工程研

究中心、创新孵化基地、成果转化基金、

第一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圆满落幕
赛尔网络助力打造中国高校互联网创新生态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创新大赛颁奖典礼

获奖者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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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源中心、Cerpark 创业大学五大产

业服务平台，聚集优秀创业人才，聚合优

质产业资源，带动并丰富全国下一代互联

网产业链发展。创新孵化基地 Cerpark 依

托覆盖全国的 CERNET 网络和 2500 所高

校会员单位，面向大学师生，构建线上线

下同步发展的创新孵化平台，提供“大赛

+ 基金 + 技术 + 推广 + 人才 + 辅导 + 社区

+ 空间”等全方位服务，挖掘并推动实施

产业技术和应用创新创业项目。Cerpark

创业大学还将为高校师生及创业者提供丰

富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为赛尔科技园区

企业输送和培养人才。

2015 年是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成立 15

周年，为了以实际行动感恩和回馈 15 年

来同心同行的高校与商业用户，赛尔网络

2015 年大幅增加教育网总带宽，鼓励并

广泛提供 IPv6 接入，大力支持下一代互

联网创新，携手用户希望将教育网打造成

独具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为我国

建设网络强国贡献一份力量。据大赛组委

会透露，自 2015 年起赛尔网络每年将投

入 2000 万元，举办“赛尔网络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创新项目”选拨活动和“下一代

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鼓励中国教育和

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用户高校学生的创

新活动，更好地发挥 CERNET 在互联网

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以此激发高

校师生创新创业热情，构建以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发展环境，

为中国打造健康活跃的互联网创新生态。

据悉，本次大赛自 2015 年九月启动

以来，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各高

校师生的热情参与，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个团队报名参加。在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6 日期间举办的大赛初赛阶

段，经过 55 位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

领域专家对参赛作品的评审，共产生获奖

作品 99 个，其中 42 个参赛作品入围全国

决赛。创意组入围项目涉及网络技术、智

慧城市、农业、远程监护、安全、医疗、

交通以及物联网等领域，实践组入围项目

涉及能源、移动网络、智能识别、认证计

费、智能家居、教育和网络分析等领域。

在 2015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全国决

赛评审中，创意组和实践组参赛团队分别

在评审现场进行了项目展示和答辩。实践

组还基于现场搭建的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网络环境，进行了现场演示和测试。评审

过程中 80 余位参赛选手赛出了水平，展

创意组决赛答辩现场

现了风采，全体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也全

力以赴，严守大赛规则，保证了大赛的公

平公正和井然有序。

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角逐，本届大赛决

赛共产生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9 名、三等

奖 19 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

民在颁奖典礼上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认

为本次大赛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一是

经过高校推荐、地区初赛、全国决赛三级

赛制，选拔出一批优秀的创新人才与创新

项目；二是为全国各地的参赛师生提供了

相互交流的平台，共同分享技术知识、创

新思路和实践经验；三是通过比赛、讲座、

参观等活动、帮助各位参赛选手丰富理论

知识、提升实践能力，为我国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培养生力军。

据悉，这些获奖项目除了获得丰厚的

奖金以外，还将获得后续的创新创业支持。

大赛主办方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将利用下一

代互联网创新孵化基地 Cerpark，为决赛

获奖者提供一系列后续的创业服务，包括

办公场地、公司注册、培训指导、融资推

介、成果转化等等，并将利用赛尔网络在

全国各地的高校及市场渠道对各位获奖者

的优秀项目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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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科院联合国家网信办、教育部、

科技部、工信部、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组织编撰的《中国科研信息化

蓝皮书 2015》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在京发

布。《中国科研信息化蓝皮书 2015》共收

录文章 37 篇，全书分为三大篇章：

1. 态势战略篇

本部分共有 6 篇文章，旨在从战略高

度，总体阐述国内外科研信息化的发展态

势与战略谋划。

中国科学院谭铁牛副院长撰写的《科

研信息化发展态势与发展模式分析》，着

重讨论了我国主要学科领域信息化的发展

特点与主要模式，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

科研信息化工作的建议；微软研究院的

Kristin M. Tolle 博士撰写的《Enabling Next 

Generation Data Science》，阐述了大数据

及数据科学的概念并讨论了如何利用云服

务促进其发展；中国社科院秘书长高翔撰

写的《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哲学社会

科学信息化》，提出应该从工作系统、保

障系统两个层面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

科学信息化体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孙九林撰写的《信息化

与科学大数据》，阐述了科学大数据的发

展过程和特征以及科学家在大数据时代该

如何应对的策略等；中航工业信息技术中

心宁振波撰写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

战略与智能制造》，提出科研是工业体系

转型升级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并对比了我

国和世界各国提出的一系列规划；复旦大

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朱扬勇教授等撰写

的《数据科学的发展态势》，介绍了数据

科学的概念、其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的发展

及学科培养情况，并展望了数据科学的发

展态势。

2. 应用实践篇

本部分共有 21 篇文章，邀请不同学

科和领域的专家，介绍了科研信息化在高

能物理、材料、天文、气象、社科、医药、

农业、教育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和成功案例，

展示了我国科研信息化在应用实践中取得

的丰硕成果。

由中国科学院陈润生院士撰写的《大

数据与精准医学》提出大数据是实现精准

医学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王建伟处长撰

写的《我国互联网 + 制造发展形势分析与

展望》剖析了互联网 + 对制造业带来的深

刻变革、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梳理了

各级政府部门推进互联网 + 制造的主要思

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旭

东研究员撰写的《信息史学的理论创新与

实践探索》提出了“历史的本原是信息”

的命题，在方法论和技术实现手段的层面

提出了实践理论“数字世界史”；中国科

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汪寿阳研究员等撰

写的《全球经济监测与政策模拟的信息化

实践》阐述了全球经济监测与政策模拟相

关科研工作的信息化不仅满足学科交叉和

对分析与响应及时性的需求，还能为国家

和企业提供决策支撑；中国科学院核能安

全技术研究所吴宜灿所长等撰写的《核能

信息化与虚拟核电站应用实践》中表述了

其发展的核能信息化科研协同平台从数字

反应堆到虚拟核电站取得了重要研究与应

用实践成果；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于海斌所长等撰写的《面向变电站状态

监测的物联网络及其应用》分析了将短距

离工业无线网技术应用于变电站状态监测

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行性，并介绍了该所将

自主研发的工业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变电站

状态监测的实践成果；东南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龚俭教授等撰写的《科研

信息化在暗物质探索中的应用》介绍了

AMS-02 SOC 可在中国南京和瑞士日内瓦

之间提供长时间、高速率的科学数据传输

服务和对 AMS-02 从太空获得的观察数据

进行持续的分析计算服务等。

3. 基础设施篇

本 部 分 共 有 10 篇 文 章， 介 绍 了

“十二五”期间、尤其近两年来在科研信

息化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

成就。

由科技部国家基础条件平台叶玉江

主任撰写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

现状与发展》介绍了该平台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等手段、整合科技资源为科技创新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共享服务，是科技资源

有效管理和开放共享的重要载体；中国科

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南凯副主任等撰

写的《中国科学院科技云现状与展望》介

绍了科技云目前取得的建设成果和开展

服务的情况，并讨论了科技云在云服务

模式上的特点及下一步发展方向；清华大

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刘莹副研究

员等撰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发

展现状与展望》简述了 CERNET 和 CNGI-

CERNET2 在 2013 年以来 CERNET 光纤传

输网、CERNET 和 CNGI-CERNET2 主干网

网络建设及网络接入和应用情况；中科院

条件保障与财务局设施管理办公室陈娟等

撰写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

构建与展望》分析了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开放共享的现状，阐述了该平台的建设

思路，并展望了预期的效果和意义；北京

大学计算中心马皓副主任等撰写的《我国

高校重点学科信息资源的建设现状》提出

以云计算为信息资源整合的方向，解决学

科信息资源整合中存在的异构性问题，以

数据为核心完成基础设施和平台整合。

《中国科研信息化蓝皮书 2015》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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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将整合进行到底

2015 年，既是“十三五”的规划之年，又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

从地方到高校，都在积极启动教育规划制定工作。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些新技术在高校的不

断渗透，不但改变了高校资源的形态，变革了资源重组方式，也给高校

带来了非常多的机遇。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认为，下一阶段的教

育信息化建设，应该更注重学校的需求，学校作为最基层的教育实施机

构，要克服管理信息化与教学信息化“两张皮”的现象，通过信息化管

理带动教学质量提升 ; 应该更注重教师的需求，关注教师在信息化社会

的专业成长，为教师提供更多优质的可共享的教学资源 ; 应该更注重学

生的需求，研究数字化一代的思维模式和学习行为特点，研发更适合他

们的信息化学习模式 ; 应该更注重教育信息化企业的生存环境，让教育

信息化企业在良性竞争中不断发展，为推进教育信息化事业带来技术和

资源，确保教育信息化市场的活力。

盘点2015年高校信息化十大关键词
过去的 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这一年，教育信息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高校都在积极制定

“十三五”教育信息化规划；“互联网 +教育”成为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聚焦点；2015 中国高校 CIO 论坛召开，高校

CIO们更关注机制与融合；校园大数据从单一走向多元；“智慧教育”更是被视为教育信息化新的境界。除此之外，云计算、

MOOC依然是 2015 年度业界热议的话题。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教育信息化也随之不断变化。值此岁末迎新之际，本刊通过对 2015 年度高校信息化领域十大关

键词进行盘点，与读者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教育信息化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

1

2
     高校 CIO：关注机制建设和深度融合

一直以来，CIO 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CIO 与传统

的信息中心的主任有一个很大的差别，CIO 要参与组织的核心管理层的

决策，决定组织的信息战略，保证信息战略与组织战略相配合，并对组

织信息化的发展做出长远规划。

在“2015 中国高校 CIO 论坛”中，高校的信息化机制以及信息化

与高校发展的深度融合是与会代表们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CIO 们认为，

高校推进信息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怎样使得师生们和各个部门都能够

从理念到行动一致起来，共同推动信息化工作，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关

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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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高校正成为信息泄漏重灾区

随着学校网络建设规模的扩大和网络使用率的快速增长，网

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网络安全事件频发，我国高校成为了信息

安全泄漏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自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

的 12 个月间，补天漏洞响应平台上显示的有效高校网站漏洞多

达 3495 个，涉及高校网站 1088 个，并且网站存在严重漏洞的高

校中不乏顶级学府。

在被告知网站存在漏洞后，修复漏洞的高校网站只有 35 个，

仅 186个漏洞被修复，96.8%的高校网站完全无视安全漏洞的存在，

94.6% 的高校网站安全漏洞未被修复，而这些暴露出问题的仅仅

只是高校信息泄露的“冰山一角”。

校园云：BAT 新的蛋糕

业界公认的国内云计算市场三

大军团为：BAT 阿里腾讯金山京东

等互联网巨头；IBM 英特尔戴尔惠

普微软 AWS 等国际云计算巨头；

联想曙光浪潮华为等以硬件为主体

的基础设施本土提供商。

2015 年，三大军团纷纷展开布

局，不管是公有云、私有云还是混

合云，攻城掠地可谓近于白热化，

无不希望在“校园云服务”这块大

蛋糕上分一杯羹。    三大军团的频

频出招，都预示着市场格局的变化，

也意味着高校用户将获得更为成熟

的产品与服务。

大数据：数字校园转型

大数据为教育领域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促进了高等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和转型。

过去的 2015 年，“大数据”对

学校管理的变革与发展，也产生了

深远影响。随着学校大量的数据产

生，不仅数量多，而且变得更为复杂，

使学校管理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质的

变化，给学校的管理决策等带来了

极大影响。利用数据进行科学决策，

在校领导、管理者及师生中培养与

建立“拿数据说话”习惯已是势在

必行。

      MOOC：成长的烦恼

2015 年，MOOC 发展势头迅猛。国内的慕课平台大致分

成商业性平台和以高校为依托的平台两个梯队。像中国大学

MOOC、MOOC 学院、MOOC 中国、智慧树、超星慕课等平台多

属于企业性质或半官方性质，而像清华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

华文慕课等平台则主要由高校发起。

目前，学堂在线成为课程规模最大的平台，学习者最多、最

活跃的中文 MOOC 平台之一。开课数量为 504 门，注册人数为

134 万，选课总人数是 284 万。哈佛大学的在线课程已有 200 万

名注册学生，来自全球 195 个国家和地区。

有专家指出，Coursera 等海外 MOOC 平台都有不错的社区，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学习者而言，语言的障碍暂时无法逾越。学

堂在线等国内社区，又在课程覆盖上有必然缺失。很多学习者甚

至不得不利用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交流学习。MOOC 学院网站

上的社区通过学习者“大众点评”课程的方式，充分利用了社区

的力量，但在学习者之间更即时、高密度互动的交流上，也有缺失。

MOOC 还能火多久，是否能够颠覆传统教育，仍然值得各方

去深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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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教育：重塑教育生态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原本较封闭、

单一的教学形态，因为多元、开放的教

育理念的冲击而使教育体制发生了变化。

2015 年，智慧教育成为教育发展趋势，

其中巨大的行业价值有待开发和挖掘。

经过多年发展，智慧化教育内容涵

盖智慧校园、数字教科书的开发和应用、

在线学习、教育内容的公共利用环境、

智慧教学管理、云计算为基础的教育服

务、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等多个方面。正

因为涵盖的领域与范围极广，智慧教育

的实现必然会带动整个生态环境的全面

发展，同样，成熟的生态发展也会带动

智慧教育的最终达成。

      科研信息化：酝酿新拐点

科研信息化充分调动和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与基础设施，突破时空

限制、促进无缝链接、达成协同创新，多出创新性、原创性成果。

2015 年全球各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大数据与数据分析、软

件定义网络、先进的自主系统、脑启发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成为各国

2015 年研发重点。通过 2015 年以来科研信息化的不断演进，新的信息

技术拐点正在酝酿，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同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信息化进程密不可分。互联网 +、移动互联、大数据、超级计算、

物联网、工业 4.0 等已经成为描绘当前信息化热点的高频词汇。

大众创业：让梦想遍地开花

2015 年，创新创业被更多地推到

公众的视线，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

引擎”之一。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

所有高校对全体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

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并纳入学分

管理。

数据显示，全球大学生创业中，

美国大学生成功率最高，接近 20%，

而我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 3%。因

此，如何为大学生播撒创新创业精神

的种子，激发他们敢于创新创业的勇

气，同时也给正在进行创新创业的学

生支持与帮助，让创意形成产品，最

终落地开花，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迫切需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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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 教育”：混合式教学时代到来

自从“互联网 +”纳入国家战略以后，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席卷而来，教育行业也不例外。

数据显示，目前互联网教育领域企业数量估计约有 8000 家左右，

当中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出国留学、语

言学习以及教育信息化和综合类的项目。

“互联网 +”正改变着学习方式，泛在化移动学习成为趋势。还改

变着学习内容形态，数字化学习或成为常态，传统学习内容的数字化改

编甚至重新编写将成为新的趋势。“互联网 +”改变着教学模式，开放

互动的混合式教学时代正到来，教学模式正在从老师向学生单向传授知

识向更加开放互动的混合式教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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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教育信息化近年受

到各高校地高度重视，并被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

战略。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对于教育信

息化阶段性目标的顺利完成和“十三五”目标的快速

推进具有承前启后的决定性意义。教育部在年初公布

的《教育部 2015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科学编

制教育“十三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

5 月，在青岛召开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上，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致辞中谈到教育信息化工作的

四点体会“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协同推进、拓宽渠道

多方式、坚持应用驱动”，对未来高校制定教育信息

化规划将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路。

9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教育信息化的战

略部署，完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确定的教育信息化目标任务、全面

深入推进“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工作，教育部部组织

有关单位和专家，研究起草了《关于“十三五”期间

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明确指出，要加强领导，健全规范化管理体制机制。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机构要理顺信息化管理

体制，推进教育信息化政策法规的制定，明确行政职

能管理部门，完善教育信息化组织领导体制。

不同的学校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

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例如，上海大学新的顶层设计

规划就保持了 9 年前就定下的基本框架，即信息化建

设一定是服务和服从于学校的战略发展，以用户需求

为导向，以数据管理为核心的信息化顶层设计原则。

与 9 年前的第一版的信息化顶层设计相比，新规划除

了技术手段进行了创新外，还开始涉及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这些新兴的技术，其核心思想并没有改变。

教育信息化最终还是为教育服务，我们最终要打造还

是“信息化”的教育。

对于如何把握规划的内容，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化

工作办公室主任汪诗林认为，信息化建设部门是“搭台”

者，各业务部门是“唱戏”者，“搭台”是基础，“搭台”

者必须为“唱戏”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撑与服务，唱好

戏是目标和关键。在规划时必须统筹好“搭什么台子”、

“唱什么戏”，好的规划应能充分发挥各级机构和各

类人员的积极性，要确保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海南大学在制定“十三五”信息化规划时，则强

调“需求驱动，共建共享”的原则。实际上，自上而

下的业务信息化推动效果往往比不上业务部门主动提

出需求效果好，也就是信息化建设要遵循 “需求驱动”

原则。规划的大纲包括前言、“十二五”建设成效与

存在问题、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十三五”信息化

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 重点项目与经费预算、条件保障、

预期成效等多方面内容。

眼下，“互联网 +”的热潮席卷了各个领域。在“互

联网 +”的背景下，对教育信息化规划的制定有何影响？

在日前举办的高校“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趋势与规划

研讨会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表示，我国教育

界正面临着教育创新百年一遇的机遇，“互联网 +”将

是“十三五”教育信息化的新动力。“近年以‘互联网 +’

为特征的新经济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需要的

人才是个性化的创新性人才。”杨宗凯认为，教育信

息化是成规模地提供个性化教育的重要手段，而信息

化战略的关键在于真正实现技术和教育的深度融合。

“‘十三五’教育信息化的两个关键词应该是应

用和体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说，我国虽然存

在信息化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是投入不足和浪费的现

象并存，基础建设巨大和应用研究不足的问题同样并

存。“盲目加大信息化基础投入而不考虑应用，就好

比 386 计算机十分之一的性能都没有发挥，就在谈 486

计算机的作用。”

制定“十三五”教育信息化规划，是信息时代的

必然要求，也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三五”规划以需求和应用驱动1
十三五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表示，我国教育界正面临着教育创新百年一遇的机遇，

“互联网 +”将是“十三五”教育信息化的新动力。

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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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 中国高校 CIO 论坛”中，高校的信息化

机制以及信息化与高校发展的深度融合是代表们最为

关注的两个问题。

对于信息化机制，CIO 们认为，高校推进信息化

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怎样使得师生们和各个部门都能

够从理念到行动一致起来，共同推动信息化工作，这

是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与前几年不一样，目前

高校中关于信息化的观念都已经到位，然而缺乏行动，

有理念没行动，问题在哪里？那就是动力机制、压力

机制、约束机制都缺乏。”

对于信息化如何与教学融合，与会的专家认为，

在现在这个阶段，应用融合缓慢是现实问题。包括信

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与科研的融合，与学科的融合

尽管有所发展，但相比较而言仍然较慢，融合的力度

还不强，所以这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我们的第一

阶段信息化用了十多年，现在是融合阶段，用信息化

改造教育教学过程，并将信息化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这是一个过渡期，但我们不能在这上面再花太

长的时间。”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的 CIO 应该做什么，其定

位是什么？浙江大学任少波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

面去考虑。一是进行战略谋划。如果没有一种战略思维，

就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信息化规划和整体顶层设计的推

进。二是 CIO 必须参与决策。现在很多高校里不少校

长都兼任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组长，CIO 能够参与决策，

可以使信息化建设与学校的中心工作保持一致。三是

具备强大的协调和整合能力。目前高校信息化过程中

会发现信息分割、资源互相隔绝等问题。高校亟需做

的一件事情是协调和整合，把信息化契合到各个环节

去，然后再进一步的系统化。四是加强推进实施。这

种推进实施不需要 CIO 去一个个落实项目，其关键是

使得整个信息化的规划和谋划能够在教育的各个环节

得到推进实施，从而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的水平。

而 世 界 范 围 内 高 校 信 息 化 的 变 化 同 样 映 射 到

中国高校的信息化过程中，极其值得研究与思考。

EDUCAUSE 对 2000-2015 年公布的年度十大议题进行

跟踪，总结出 5 个成熟议题、6 个核心议题和两类前沿

议题。

成熟议题是指往年关注但近年淡化，解决思路和

方案已较成熟和完备的议题，这些议题以基础性和保

障性问题为主。而核心议题是指常年出现且经久不衰，

反映了高等教育信息化本质的议题。核心议题涵盖了

体制建设、资源保障、服务教学三个方面，体现了高

校信息化的方针和趋势：即围绕高等学校使命、面向

高等教育需求，从技术驱动向使命驱动、需求驱动转变；

前沿议题是为了应对新需求和新环境的挑战，近年涌

现的新议题，包括了体制机制类问题和技术类问题。

通过对不同议题在不同年度出现的频率以及同一议题

内容变化的分析，这些为我国高校信息化的发展以及

CIO 们的关注视角提供了借鉴。

CIO 最重视机制与融合2
CIO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CIO 们认为，高校推进信息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怎样使得师生们和各个部门都能够

从理念到行动一致起来，共同推动信息化工作，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

如果没有一种战略

思 维， 就 很 难 落 实

到具体的信息化规

划和整体顶层设计

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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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2 年始，以 Coursera、Udacity 和 edX 国际三

大慕课巨头掀起的“MOOC”浪潮席卷全球，到 2015

年底，成长三年多的“慕课”（MOOC，即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作为教育

信息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呈现了爆发式发展，甚至有

人认为，MOOC 的出现能颠覆传统的校园教学。然而，

在慕课模式出现两三年后的如今，基于这些年的统计

数据，完成率低、出成果慢等问题仍然未解，舆论也

开始渐渐反转，各种质疑慕课的文章也纷纷出现。但

同时，世界各地的业内人士正在进行 MOOC 领域多方

位的探索。

政策面和融资面暖风微醺

2015 年，两件大事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资金面的态度。

2015 年下半年，国外三大 MOOC 课程供应商中，专

注高等教育的 Coursera 和擅长职业教育的 Udacity 先后获

得 4950 万美元的 C 轮融资和 1.05 亿美元的 D 轮融资。

根据权威数据，2015 年全球最大的 12 个教育技术

投资中一半来自中国。1 月，网龙旗下的在线教育子公

司完成了 525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2 月 13 日，在线

教育平台沪江在线获得百度 1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估

MOOC：成长的烦恼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3
MOOC

值超过 8 亿美元；2 月 19 日，一起作业网完成 D 轮融

资，金额 1 亿美元，这是中国 K12 在线教育领域单笔

数额最大一次融资；3 月 30 日，在线教育机构猿题库

完成 6000 万美元 D 轮融资，估值 3.6 亿美元；3 月 30 日，

O2O 教育平台跟谁学宣布获得 5000 万美元 A 轮融资；

11 月 6 日，由清华大学“学堂在线”平台宣布完成 A+

轮融资 1760 万美元。

第二，我国政府对于慕课的态度。

从政策的层面，给予明确的支持态度。2015 年

4 月 28 日，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

肯定“慕课”等新型在线开放课程和学习平台的作用。

文件明确提出“建设一批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

代表、课程应用与教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开放

课程”。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来得及时，也是

一个巨大的进步”。而《意见》的撰写者则用四个

字形容，“顺势而为”。

MOOC 遭遇成长困扰

当下，MOOC 发展之“势”究竟有多汹涌呢？从

国内各大高校创建的慕课平台、已上线的慕课课程、

已注册的学习用户就可以体会得到。国内的慕课平台

大致分成商业性平台和以高校为依托的平台两个梯队。

像中国大学 MOOC、MOOC 学院、MOOC 中国、智慧树、

超星慕课等平台多属于企业性质或半官方性质，而像

清华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华文慕课等平台则主要

由高校发起。

目前，学堂在线成为课程规模最大的平台，学习

者最多、最活跃的中文 MOOC 平台之一。开课数量为

504 门，注册人数为 134 万，选课总人数是 284 万。哈

佛大学的在线课程已有 200 万名注册学生，来自全球

195 个国家和地区。

但与其受欢迎程度相比，辍学率高、完成率低这

随着 MOOC 的发展和探索，曾经倡导的免费模式如何可持续的发展，课程质量如何

客观地评价等难题，将慢慢地找到解决的途径。

未来教育的改革方

向应是促进在线课

堂与实体课堂的有

效融合，需整合线

上与线下教学资源，

实现高效的混合型

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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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象不免让人担忧慕课的实际教学成效。目前国外

媒体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是，90% 的注册学生没有完

成慕课课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结果证实，“辍

学率”甚至达到了 96%。如何解决辍学率居高不下的

现状，如何增强学习者与感兴趣课程的粘性，也是决

定国内慕课发展未来的关键所在。

多样的变革迎接挑战

对于以上的困扰，近期，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 (MIT) 的研究人员对 edX 在线教育平台上的 MOOC

课程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结果表明：将近 60% 的参

与者打算在课程结束后取得认证，但是只有 24% 的

人最终做到了。然而，研究指出：课程效果是很难

用完成率来评估的。研究人员还建议利用 MOOC 增

加 校 园 里 的 混 合 式 学 习， 比 如 在 传 统 课 堂 中 使 用

MOOC 内容。

正如业内人士提出的，未来教育的改革方向应

是促进在线课堂与实体课堂的有效融合，需整合线上

与线下教学资源，实现高效的混合型教育模式。事实

上，2015 年，MIT 已经开始进行“在线课程＋线下

学习：获得 MIT 硕士学位的全新途径”。10 月，MIT

公布了一个试点项目，让世界各地的学习者都能通

过 edX 在线完成其一年制的供应链管理（Supply Chian 

大学继续寻找在线平台提供者，推动在线或混合式的学位项目：
比如 University of Exeter 和 Pearson 合作 , 提供在线课程，探索在线职
业培训可能性；耶鲁大学和 2U 平台合作，试行物理类学位在线项目。
MIT 在 edX 平台尝试，学习者可以在 edX 平台完成供应链硕士学位的
第一年学习。

更新大学本科教学类型的浮现： Minerva project， 这个以网络教
学为主，学生各地游学形式，是否可行，在多大程度能够推广，对什
么样类型的学生可行，最终如何评估成功，大家拭目以待。Arizona 和
edX 合作，推出 Global Frenshman Academy，Texas State University 和
edX 推出 Freshman Year for Free， 尝试大学第一年的新式方式。在非
洲卢旺达的 Kepler 由 2013 年的 50 个学生开始，使用慕课材料，当地
辅导老师，目前有 150 个学生，2016 年计划招募 160 个学生。

商业机构的介入： 我们不断看到在慕课行业的前进节奏中，商业
机构作为平台建设，内容建设，内容消费，生态链辅助伙伴，认可机
构的介入。在中国，我们看到了北京大学和阿里巴巴的合作，推出华
人慕课。美国 Starbuck 和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合作，为员
工完成 ASU 在线学位项目试行学费减免，作为员工成长激励机制。美
国的 Intrepid 平台和 Insead 商学院合作，为微软全球提供内部培训。 资料提供：许敏骥

慕课平台和第三方合作，延长生态链或者改善产品 : FutureLearn
和 Pearson 签订合约，使用 Pearson 全球考试中心作为慕课课程线下
考试场所；edX 和无线供应商合作，期望平台改善移动学习功能。
出版商 Springer 为慕课学习者购买教材提供折扣；Coursera 和阿里巴
巴合作，中国学习者不需要使用境外信用卡，而只需要使用 Alipay
就可以实现购买证书；慕课的视频内容也开始出现在慕课平台外的
分布渠道：例如 Apple TV, Jet Blue, Virgin Airline。商业机构，尤其
是高科技商业机构更大程度认可了慕课，比如 Google 和 Udacity 的
合作。

市场细分化：慕课平台开始出现细分，比如转为艺术类慕课课
程设计的平台 Kadenze。

慕课推动了创新，它发生在大学机构，商业机构，生态链。哪
些创新可以持久，用什么指标衡量它的成功，也许时间是一个好的
裁判。

 2016 年，我们将能够在 2015 年的基础上，总结以往尝试的经验，
更加冷静地思考未来。2016 年，将有更多创新出现，也会有更多基
于创新，实验，反省的思考和再生。

MOOC 生态系统盘点

Management）硕士项目的第一学期，然后在学校里学

习一个学期，获得 MIT 硕士学位。MIT 还宣布了一个

属于数字时代的全新学历：微硕士（MicroMaster's）。

首轮课程将于 2016 年 2 月 10 日开始。

与 此 同 时， 还 有 一 些 趋 势 正 在 哈 佛、MIT、

Stanford、 清 华 等 学 校 中 出 现 了， 这 就 是 专 门 基 于

MOOC 的全新课程，这也是高校未来变革的一个方向。

2015 年 11 月 28 日，中国慕课大学先修课理事会在京

成立，首批 6 门“学术志趣类”课程已在“学堂在线”

平台推出 , 根据高中生的特点将大学课程进行重新设

计，并精心制作成 MOOC 课程。

完善服务，探索赢利模式是各家 MOOC 平台努力

经营。清华大学“学堂在线”除了增加付费认证证书

服务之外，还增加了多门职业教育相关课程，同时，

每门课程加入了助教，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课程内容，

个别课程开展了线下活动。可以看出，学堂在线希望

用这样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从而提升课程完

成率与证书付费意愿。中国大学 MOOC 也在近期上线

职教频道，并与移动应用更进一步结合，其 APP 应用

入选 APP STORE 中国区年度精选榜单。

对于 MOOC 热持续多久，这是一个未知数，然而，

至少，大家都在努力。随着 MOOC 的发展和探索，曾

经倡导的免费模式如何可持续的发展，课程质量如何

客观地评价等难题，将慢慢地找到解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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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和隐私似乎是永恒的热门话题，2015 年

的网络安全界也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近日，360 互联

网安全中心发布了《2015 年中国网站安全报告》，对

国内外十大网站安全事件进行了盘点。其中，我国社

保系统、大麦网以及某电信系统存重大漏洞，导致众

多个人信息泄露成为重灾区名列其中。接二连三的信

息泄露事件让每个人都岌岌可危，国内网站信息安全

形势在 2015 年显得格外严峻。

而在教育行业，我国高校也成为了信息安全泄漏

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自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的 12 个月间，补天漏洞响应平台上显示的有效高校

网站漏洞多达 3495 个，涉及高校网站 1088 个，并且

网站存在严重漏洞的高校中不乏顶级学府。最令人担

忧的是，过去一年间，在被告知网站存在漏洞后，修

复漏洞的高校网站只有 35 个，仅 186 个漏洞被修复，

96.8% 的高校网站完全无视安全漏洞的存在，94.6% 的

高校网站安全漏洞未被修复。暴露出问题的仅仅只是

高校信息泄露的“冰山一角”，据调查发现，实际上

由于学校网站掌握着大量集中性人群的个人信息，已

成为信息安全“黑市”交易的香饽饽。

2015 年国内高校安全事件盘点

那么在 2015 年度教育网内，又有哪些较为重要的

安全事件值得关注呢？梳理以下事件，可以让我们更

清晰地看出高校网络安全的问题所在。

 2015 年 3 月，教育网安全投诉事件中值得关注的

是几起发生在两会期间的网页篡改攻击事件。这些被

篡改的网站都是相关学校的专有业务系统（如教务系

统、迎新系统等），由于这些业务系统中存在安全漏

洞导致被人入侵并篡改了网页内容。但是实际上述漏

洞早已被厂商修补，但是学校却没有及时更新业务系

统的版本，导致漏洞长期存在并被人利用。

5 月高招期间，有媒体报道近千所高校网站存在严

重的安全问题，可能导致大量的学生及教师信息被泄

漏。但是实际上，相似内容的新闻在每年高考的前夕

都会出现。这一方面说明每年高招期间高校网站都最

引人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安全问题的网站其实一

直都存在，因为这些有问题的网站在获知漏洞存在后

的修补率不足百分之五。

 6 月，在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某

黑客组织攻破了部分高校的网站并进行了内容篡改。

但是对被攻击网站分析后发现，该组织只不过很早就

入侵控制了这些网站，并在其中放置了网站后门，然

后再向外定期公布这些网站被黑的信息。黑客入侵所

利用的漏洞很多都是已经公布了很长时间的漏洞，如

Struts2 的漏洞，而这些网站被入侵实际上完全是可以

避免的。

7 月，进入暑期后，安全事件的投诉数量呈下降趋

势，但需要关注的安全事件是部分高校使用的清元优

软综合教务系统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导致相关网站

被放置后门程序，漏洞实际已经被公布了多时，但是

似乎并未引起相关厂商的重视，导致漏洞一直存在。

网络安全从防患做起4
网络安全

安全从来无小事，也不只是漏洞和破解，不只是黑客大牛和攻防高手，更重要的是

从事安全工作的防护者和建设者，以及了解系统运转及其业务的安全从业者，才是整个

安全行业的基石。

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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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同时，7 月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决定在“工学”门类下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

学科。

8 月，暑假期间，大部分的投诉事件数量有所减少，

但与网站安全有关的事件仍在高位数运行。这些网站

的漏洞信息主要来源于比较红火的各类安全众测项目，

这些项目依托众测平台及大量对安全感兴趣的人对各

类网站目标进行的安全检测。由于安全爱好者里不乏

在校大学生，所以测试目标有很多都是高校的网站，

也因此检测出很多高校网站的漏洞。

10 月，针对各学校主页的 DDoS 拒绝服务攻击的数

量呈上升趋势，随着主干网络及各类主机带宽的增加，

通过僵尸网络发起的拒绝服务攻击产生的流量规模也在

快速上升，攻击者发动 10G 流量级别以上的拒绝服务攻

击变得轻而易举。10G 流量的规模是很多学校出口带宽

的规模，因此这类攻击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危害到攻击目

标本身，也是对校园网出口的一种考验。另外，10 月，

为了联合全国高校的力量，携手应对教育行业日益增长

的网络安全威胁和信息安全挑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

育信息化分会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组成立。

11 月，高校网站安全事件数量依然在高位运行，

更多的安全事件投诉来源于学校的各种业务系统（如

教务、招生、学籍管理等）。

回顾 2015 年 CCERT 安全月报也可发现，垃圾邮

件、网站漏洞及入侵以及端口扫描一直占据教育网内

安全投诉事件的前三位。从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来看，

教育网内频繁发生的网站安全问题，网站管理人员技

术水平不足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原因，而网络信息安全

管理工作在高校网络建设中长期得不到重视，导致人

员和经费配置不足才是最直接主因。实际上很多问题

网站被入侵完全可以避免，因为网站缺乏监管，在出

现漏洞且被人入侵后都无人知晓，知晓后仍不主动修

补漏洞，导致相关漏洞长期存在直至被黑客利用。

对于高校而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深入，庞大系

统的稳定运行变得越来越重要，学校需要及时加强对信

息网站的备案和监管，要求每个网站都应有专人管理并

做好技术防护，定期进行安全评估，及时修补系统及网

站中存在的漏洞。同时做好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

建设一支健全、高效的网络安全运维团队。因为安全从

来无小事，也不只是漏洞和破解，不只是黑客大牛和攻

防高手，更重要的是从事安全工作的防护者和建设者，

以及了解系统运转及其业务的安全从业者，才是整个安

全行业的基石。

1  最为严峻——国内网站信息泄露威胁频发

1 月“机锋论坛”被曝出存在高危漏洞，多达 2300 万用户
的信息遭遇安全威胁，“绝对是为全年的信息安全打下了”如履薄冰的基础。
无独有偶，4 月，补天平台曝出重庆、上海、山西、贵州、河南等省市卫生和社
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其中包括
个人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除此之外，网易
邮箱、7 大酒店网站，甚至是成人网站草榴等都在 2015 年曝出信息安全问题，
可以说国内网站信息安全形势在 2015 年格外严峻。

2  最长时间——携程网宕机 12 小时

携程在 5 月 28 日尴尬地创下了国内互联网公司系统瘫痪的新纪录，宕机长
达 12 小时。对于宕机的原因，携程做了“不明攻击”与“员工操作失误”两次相
异的解释。无论真实原因为何，12 小时的宕机造成携程的直接损失已超过千万。

3  最大影响——苹果 XGhost 事件

9 月 17 日，网上消息曝光非官方下载的苹果开发环境 Xcode 中包含恶意代
码，会自动向编译的 APP 应用注入信息窃取和远程控制功能。经确认，包括微信、
网易云音乐、高德地图、滴滴出行、铁路 12306，甚至一些银行的手机应用均受
影响。App Store 上超过 3000 个应用被感染。

4  最荣耀——中国团队 9 年来首次在 pwn2own 上攻破 IE

3 月，世界最著名、奖金最丰厚的黑客大赛 Pwn2Own 在温哥华举行。来自
中国的两支安全团队 360Vulcan 和 KeenTeam 参加了比赛，其中 360Vulcan 仅用
17 秒就成功攻破被称为史上最难破的 IE 浏览器，这不仅是中国国内也是亚洲团
队 9 年来首次攻破 IE。

5  最惊人——毒液漏洞开启虚拟化安全的潘多拉魔盒

5月，一枚名为“毒液”的漏洞被曝出，以亚马逊为首的云服务供应商纷纷中招，
诸多厂商为了修复漏洞重启服务器，造成云用户业务中断，损失严重。

6  最大壁垒——智能汽车或遭安全问题限制发展

智能汽车、车联网和相关服务平台已经成为不少汽车厂商拓展市场的新
方向，与此同时，破解智能汽车也成为了不少黑客们的新目标，粗略计算，仅
2015 年的各大型安全会议上就有超过 20 款汽车被现场展示开车门、开后备箱、
点火启动等不同程度的破解。

7  最匪夷所思——一条简单文本信息让 iPhone 崩溃并重启

5 月，Apple 移动操作系统中被曝出一个新 Bug，可导致任何 iPhone 的手机系
统崩溃并重启。这个问题是由一条简单文本信息引起的。当 Messages 收到一条由特
定字符组成的字符串时，iPhone 的 Message App 会持续崩溃。而如果接受信息时智
能手机是锁定状态，则会导致 iPhone 在未接收到任何警告信息的情况下重启。

8  最权威——2015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召开

9 月 28 日 -30 日，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 (ISC2015) 在北京举行，包括美国前国家
安全局局长、 首任网络司令部司令在内的全球顶级安全智库、全球 19 所知名大学与
国内 10 大研究机构的研究学者、全球 30 多家安全企业和安全团队的专家一起，在中
国互联网安全领袖峰会、全球互联网安全精英峰会和 13 个分论坛上，围绕超过 110
个演讲议题进行头脑风暴，以世界级的眼光共同对网络安全做了深入有效的探讨。 

9  最期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网络安全法 ( 草案 )》

2015 年 6 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24 日审议了《网络
安全法 ( 草案 )》，并于 7 月初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的重要内容主要
包括，确定了网络安全工作基本原则、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正轨和网络产品和
服务的安全保障，还规定了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可采取临时措施限制网络。

10  最关键——习近平主席访美，达成中美网络空间的六点共识
9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与美方在网络议题相关的领域达成了六点共识。

包括网络安全审查、商业领域加强信息通讯技术网络安全的一般措施、恶意网
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反对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
间国家行为准则，以及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2015十大网络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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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现在有了新的数

据研究方法，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在 2015 年 7 月召

开的“大数据应用创新高峰论坛”上，《数据新常态》

作者克里斯托弗·苏达克发表上述言论。诚然，大数

据时代的来临，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校园信息化的

发展，当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从数字化走向数据

化时代，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使数据建设成为教

育信息化的重头戏，学校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越来

越活，数据的价值也日益凸显。 此前，不少学校把教

育信息化的重点放在信息化系统和教育装备建设上，

从而忽视数据的挖掘、分析与整合。

利用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在校领导、管理者及师

生中培养与建立“拿数据说话”习惯已是势在必行。

然而，数据整合却成为摆在高校信息工作者面前的一

道难题。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宓詠指出，终端

用户千差万别，整合已经成为更大的一个问题。用户

系统变成一个个烟囱，互不相通，师生利用个人数据

需登录业务系统模块，系统越多、与“人”相关的数

据就越多，要全面获取这些数据难度就越大。

如今，学校师生员工几乎“透明”地生存，每

个人在数据空间中都会留下痕迹，折射其兴趣爱好、

需求意愿、性格特征等内心世界。管理者只需收集

和分析相关数据便可以洞悉和预判现实中师生员工

的未来行为，准确定位师生的需求，从而实现精细

化管理。

例如，西南交大每个学生都有“学生数据档案”，

学生在大学里的所有“痕迹”，包括听了多少讲座、

上了哪些课程、参加过哪些社团活动、获得了哪些奖

项等内容，学校都会记录在案，到了毕业时，绘制出

学生的“成长轨迹”，为学生的职业规划、求职等提

供数据支撑。

除了高校，各科研院所之间也同样面临数据共享

与整合的问题，需要加强合作，特别是与国际机构的

合作。此前，7 个大型国际组织和中科院遥感地球所联

合发布了“大数据服务国际科学计划声明”，提出了

7 项建议和 4 项未来行动纲领。中科院院士郭华东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了这 7 个建议，分别是：积极响应

大数据服务于国际科学计划的重要性；开发利用大数

据的优势用于服务社会；通过国际合作提升对大数据

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全球研究基础设施推动大数据的

普及；探索并解决大数据管理的挑战；

鼓励能力建设和技能培养；促进政策

发展，最大化开发利用大数据。四项

未来行动纲领包括建立大数据服务国

际科学计划的案例研究；推动跨学科

间的大数据应对举措的共享；大数据

的研究政策、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

大数据研究管理和可持续性挑战。

大数据为教育领域打开了一扇新

的大门，促进了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和转型。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

局之年，高校应该更好地应用大数据，

做好数据服务和创新工作。

大数据促数字校园转型  　5
大数据

“大数据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现在有了新的数据研究方法，可以提出新的问题。”

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利用数据进行科学

决 策， 在 校 领 导、

管理者及师生中培

养 与 建 立“ 拿 数 据

说话”习惯已是势

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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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岁末，IDC 曾发布了 2015 年十大科技趋势称，

云计算和云服务将会成为重要的市场，全球的消费达到

1180 亿美元，在公有云上的消费占 60%，达到 700 亿美

元。中国更成为全球云计算产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2015 年冬至，太极股份拟以 16.66 亿元收购宝德

（深圳市宝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100% 股权，以 4.21

亿元收购量子伟业（北京量子伟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100% 股权，用于太极云计算、自主可控、智慧

城市等领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至此，中国云计算市

场原先活跃的三大军团将演化为四大军团。

业界公认的国内云计算市场三大军团为：BAT、

阿里、腾讯、金山、京东等互联网巨头；IBM、英特尔、

戴尔、惠普、微软、AWS 等国际云计算巨头；联想、曙光、

浪潮、华为等以硬件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本土提供商。

2015 年，三大军团纷纷展开布局，不管是公有云、

私有云还是混合云，攻城掠地可谓近于白热化。高校

这块领地也不例外，我们且看看国内三大军团这一年

都如何展开市场攻势及演变的：

第一军团：BAT、阿里、腾讯、金山、京东等互

联网巨头。互联网巨头是 2015 年在云计算市场中最耀

眼的群体，也是 2015 年密集动作进军高校市场的群体。

7 月 3 日，腾讯正式发布互联网 + 教育的智慧校

园整体解决方案，并与北京邮电大学、同济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等五所

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部署腾讯云等技术，实现对

师生的信息管理一体化，从而建立庞大且细分的数据

库存，让一切信息流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端，并

精准对接相应的需求。

9 月初，阿里公司推出“云翼计划”，为在读高校

学生提供每月仅 9.9 元的云服务器，满足在校创业学生

的学习、课题研究及数据分析需求。阿里的这一计划，

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布局，目的在于以“云”

渗透最具活力的年轻群体，借助“互联网 +”创新创业

之东风，迅速占领年轻用户的桌面。

此外，阿里云与用友、腾讯云与戴尔等进行交叉

合作，布局混合云市场。

以往行业市场中，均为传统 IT 巨头的势力范围，

腾讯、阿里此番圈地，依托互联网优势，推出的校园

级的产品，与高校基于互联网的服务理念吻合，切中

高校当前的信息服务需求，颇具吸引力。

第二军团：IBM、英特尔、戴尔、惠普、微软、

AWS 等国外传统云计算巨头。这个军团由于 2015 年国

内政策环境的变化，与国内传统 IT 进行了一次“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竞合洗礼。最令高校关注的莫过于，

惠普出售 H3C 控股权。5 月 19 日，惠普公司同意向紫

光集团出售位于中国的 H3C 计算部门的 51% 股权。由

于紫光的控股，“新华三”在云计算产业中的发挥将

更加自如。

另 一 亮 点 是 全 球 科 技 市 场 最 大 规 模 的 并 购 交

易——戴尔收购 EMC。10 月 12 日，戴尔宣布以 670

亿美元收购 EMC，通过该收购，戴尔将获得计算机数

据存储市场最大的厂商之一，而 EMC 的产品也能补充

戴尔当前的服务器、企业软件和移动设备产品线。

BAT 巨头圈地高校云服务

2015 年 12 月 22 日，冬至，太极收购宝德和量子伟业，云计算市场再生变局。

6
校园云

文 / 本刊记者  傅宇凡

对教育来说，资源、软件、管理、应用，是需要打通的，

云的服务恰恰能实现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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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竞合，都预示着市场格局的变化，也

意味着高校用户将获得更为成熟的产品与服务。

第三军团：华为、联想、曙光、浪潮等本土厂商。

拥有硬件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提供商，在“云基础

设施”成为基础设施的代名词的时代里，无疑占

据绝对的优势，也是中国互联网基础实力的展现。

2015 年在高校云计算领域发力最多的还是华

为公司。2015 年，华为继续发力“云、管、端”

的战略方针。从最终用户的需求来看，在繁杂多

变的环境中核心的致胜点就是——用户体验。华

为将其总结为 ROADS，即实时 (Real-time)、按需

(On-demand)、全在线 (All-online)、服务自助 (DIY)

和社交化 (Social)，ROADS 已经成为所有行业新

的用户体验标准。华为的市场策略是，通过电信

业务云化及为政企客户提供丰富云服务，帮助运

营商在数字时代创造的独特商业价值。

三大军团在 2015 年的发展中，其实是处于混

战与胶着状态，而年末的太极收购，则给原来的

国内云计算产业三大军团注入第四股势力。太极

与紫光一起，成为 2015 年云计算市场中的后起之

秀，两者有相似之处，同样有着雄厚的政务市场、

智慧城市、公共安全、交通等行业市场的拓展能力。

此前紫光通过各种收购、合作，试图构建一个云

航母。太极此次的并购，也试图在 2016 年国内云

计算市场中大展宏图。

如果说五年前我们对于云服务尚存疑虑，

今天已经完全可以抛开各种疑虑。根据发布的

“2000~2015 年美国大学信息化年度十大议题”中，

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演变为云基础设施。对教育来

说，资源、软件、管理、应用，是需要打通的，

云的服务恰恰能实现这些需求。通过建立共享云

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互通互联，避免 IT 基础设施

重复建设，减少资金压力。

云服务的内涵是什么？安全的问题如何解

决？哪种类型的系统适合采用私有云、公有云、

混合云？云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他们的责任

边界何在？长期以来，这四大问题一直萦绕在高

校信息化部门的身边，阻碍了云服务在高校的成

长。随着市场与产品的成熟，以及高校对云基础

设施需求的驱动，加上“互联网 +”理念的渗透

与影响，相信在新的一年中，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

未来，云服务成为高校的信息基础设施，将变得

简单自然。

据统计，到 2020 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 1263.2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51%。大数据已成为全球 IT 支出的新增长点，这块不断增大
的蛋糕开始吸引越来越多人和企业的注意。以下盘点国外大数据收入排
名前五位的公司。

IBM 13.68 亿美元

IBM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
因为初创企业，对各行业了解相对浅显，所以 IBM 能
够通过自己的数据分析软件为小型企业提供全面、深入
的行业数据分析；对于大型企业而言，IBM 不仅为其
提供数据库平台，还会提供分析服务，帮助大型企业提
高生产、管理效率，削减大型企业的冗余部分。

大数据作为正在快速发展的高利润行业，毫无疑问的吸引了 IBM 的
注意力，目前，IBM 已经开发出了 DB2、Informix 与 InfoSphere 数据库平台、
Cognos 与 SPSS 分析应用等一大批知名产品。同时，IBM 也为 Hadoop 开
源数据分析平台提供支持。

HP 8.69 亿美元

惠普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所有 IT 企业面临的问题都将是大
数据问题。惠普将 Haven 解决方案誉为软件核心的引擎。它是一个对所
有数据类型都可以进行采集、存储、管理、优化、分析的平台，实现各
个行业大数据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中国作为惠普未来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市场，惠普已经将“青岛 - 惠
普软件全球大数据应用研究及产业示范基地”落户青岛。据悉，未来惠
普将在青岛建设全球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大数据处理中心、测试中心、
全球战略伙伴智慧产业试验区等研究机构，并将为青岛的智慧城市建设
提供数据支持。

Dell 6.52 亿美元

提到戴尔，大家一定会想到 2015 年戴尔公司收购
EMC 的事件，对于正在转型的戴尔来说，收购 EMC
绝对是迈克尔·戴尔的一步好棋。毫无疑问，存储在
向企业级转型的戴尔宏图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大数据
的存在绝对离不开卓越的存储技术。

在戴尔未来的大数据规划中，戴尔将随着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和对存储基础架构应需而变的要求，基于

戴尔流动数据体系架构的存储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智能的端对端的数
据管理，重新定义数据经济。

SAP 5.45 亿美元

SAP 位于德国沃尔多夫市，主营业务为软件和服
务，提供企业应用软件的研发和推广，全球领先的企
业管理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SAP 自成立以来一直从
事企业软件的开发与推广，通过 40 年的积累，已经
让 SAP 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深入到政府大数据、医疗
大数据、市场营销、体育赛事分析和电子商务等各个
领域。

Teradata 5.18 亿美元

Teradata( 天睿公司 ) 被列为美国前十大上市软件公司之一，但有消
息表示，这个故事的确是从 Teradata 的一位经理口中传出。

在 Gartner 发布的 2016 十大可能影响企业的技术趋势中，物联网技
术高票入选。但是从物联网生成的数据中获取价值非常困难，所以，从
物联网中收集和简化信息成为了重中之重。为此，Teradata 发布了一款具
有实时“听取”功能的自助式智能软件，Teradata Listener，能够跟踪客
户存放在世界各地的多条传感器和物联网数据流，并将该数据传送到分
析生态系统的平台上，帮助客户分析不计其数的数据源，简化数据分析
难度。

全球顶尖公司大数据收入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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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智慧教育被人津津乐道。对于

智慧教育，不同的学者关注点不同，有学者以技术支

撑为关注点，有学者以人才培养为关注点，也有学者

以教育形态为关注点。

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在 2015 年初关于智慧教

育的观点被广泛传播，他认为：“智慧教育 ( 系统 ) 是

一种由学校、区域或国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内容

适配性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行为 ( 系统 )，它能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为学生、教师和家长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

的支持和按需服务，能全面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的

状态数据和教育教学过程数据来促进公平、持续改进

绩效并孕育教育的卓越。”

他认为，智慧教育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智

慧学习环境。由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学习社群和教

学社群四大要素构成。智慧学习环境的构成应与具体

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相关联。

第二重境界是新型教学模式。随着技术逐步融入

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室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

此催生出学习新技术，教学新方式和课堂新形态的变

革。在此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学习者群体其特性。

黄荣怀认为，他们是数字土著。而信息化与教学的融

合必须要考虑其所面对的人群的“土著”特征。

第三重境界是现代教育制度。通过制定科学合理

的教育制度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创新与

变革。

分析这三重境界来看，第一重境界面向技术和环

境支撑，是物的基础，第二重则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是人的基础，在第一个与第二个境界充分实现之后，

会引发第三个境界的到达。由此可见，智慧教育有着

宏伟的目标，实现教育的创新与变革是智慧教育追求

的核心目标。它融合了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学习理

念和学习方式、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

和教学评价等各方面的教育因素。正因为涵盖的领域

与范围极广，智慧教育的实现必然会带动整个生态环

境的全面发展，同样，成熟的生态发展也会带动智慧

教育的最终达成。

智慧教育：境界已然不同7
智慧教育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智慧教育的实现必然会带动整个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同样，成熟的

生态发展也会带动智慧教育的最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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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屡创新高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年年都是

最难就业季的境况，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开始尝试

自己创业，对很多大学生而言，从“找饭碗”到“造

饭碗”，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划时代转变。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生创新创业意愿并不是很强，而

最终选择创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据数据显示，全球大

学生创业中，美国大学生成功率最高，接近 20%，而

我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 3%。因此，如何为大学生

播撒创新创业精神的种子，同时也给正在进行创新创

业的学生支持与帮助，让创意形成产品，最终落地开花，

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所有高校对全体学

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并纳入学

分管理。据教育部的要求，高校要对有创业意愿的学生，

开设创业指导及实训类课程。对已经开展创业实践的

学生，开展企业经营管理类培训。在创业方面，教育

部要求，高校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筹集资金，扶持

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这是从国家层面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给予的有力引导和支持，也是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培养创新创业精神和人才的有效途径。

再看看高校，最近由 137 所国内高校和 50 家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联盟”在清华大学成立，吹响了加快培养创新创业

人才的“集结号”。同时，一些高校也迈出了先行的步伐，

不仅率先开设了多门创新创业课程，还专门建立了大

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心，设立创业基金，为大学生提

供“创新—创业”完整链条的全程服务……可以说给

正走在创新创业路上的广大学子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那么在国外，又是怎样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呢？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早期国外创业教育就已开展，很

多院校的创业教育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并且取得了良

好的教育成果。借鉴国外高校的成熟经验，或许能为

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创

业能力”，无论他们将来选择哪种职业道路都对其成

功非常有必要。谢菲尔德大学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学习

创业教育课程，该校的创业教育分为课内与课外，课

内的创业教育会在特定学科学习中把能力发展进行情

景化模拟，使学生获得创业能力的锻炼；而课外的创

业教育则主要是通过“USE”（University of Sheffield 

Enterprise，谢菲尔德大学创业）为学生提供更多创业

实践的机会，加强学生的创业能力与技巧。         

美国大学主要通过开办创新创业课程和学位项目，

提倡体验学习和应用学习的途径促进学生的创新创业。

很多美国大学都颁布了鼓励学生创业的政策，包括成

立专门的办事机构以支持全程创业，制定创业人员使

用研发实验室和科研设施的规程，成立创业基金或种

子基金，制定灵活的人事政策，给予研发人员专利费

用返还或奖励政策，开展创业培训。

总结国外高校创业教育来看，创新创业教育不是

一两门课程就能解决的，必须融合于大学教育的整体

之中。尤其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创业实践内容，更不能

被限于课堂学习中，而是要将创新创业教育植根于真

实世界中，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的书本知识，激发

创新创业欲望，提高所学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运用

的能力，进而全面提高创新创业所需的综合能力。

让创业梦想落地开花8
创新创业

赛尔网络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选拨活动现场

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你有听过一秒内就能完成数据信息采集的人体三维扫描仪，可以帮助近视者看清世

界的可穿戴近视防控设备，还有可以实现远程监控服务的机器人，这些新奇的创意产品，

都出自最近刚刚落幕的首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让我们见识到了 90 后大

学生的奇思妙想与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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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的新发展给全球科研

带来新变化、新动力，科学探索在各个维度上得以延展，

科研范畴不断拓展，科研思维异常活跃，不同学科和

不同专业之间的协同愈加便利，传统科研模式和思维

定式不断被冲破，科研视角变得更新、科研视野变得

更广，正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研样式，全球科技发

展呈现速度更快、步子更大、信息化程度更高的新态势，

逐渐形成大网络、大数据、大协同、大科学、大发现、

大成果等科研新业态，人类正在经历“第六次科技革

命”。在新科技革命和科研信息化推动下，人类的科

学探索和科研活动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科研信息化充分调动和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与基础

设施，突破时空限制、促进无缝链接、达成协同创新，

多出创新性、原创性成果。科研信息化将推动实现我

国科研工作的重大转型，是迈向新科技革命和科技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科研信息化是创新的“助推器”、

“加速器”，信息化与科研活动的良好结合将加快全

社会生产力的升级改造。“互联网 +”、“中国制造

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新政策、新战略

的提出，对科研信息化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服务新的创新模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015 年全球各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英国技术

战略委员会在 2015 年 5 月发布“面向 2015 至 2018 年的

数字经济战略”报告，其共同目标是通过加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工业 4.0、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数字化卫

星技术等的发展，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增长。我国政府

近期也不断做出重大部署，2015 年初以来，发布了一系

列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互联网 +、促进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国制造 2025》、“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 、 “关于印

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等），以促进我国

的信息化进程，带动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软件定义网络、先进的自主系

统、脑启发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成为各国 2015 年研

发重点。欧盟 2015 年 4 月发布《做好准备把握未来机遇》

报告，指出面向 2030 年的全球趋势。分析了数字使能

技术（enabling echnology）、健康与生物技术、食物与

营养、环境与能源、社会与健康、物理科学与制造技术、

推动开放科学空间的发展 文 / 刘晓东

9
科研
信息化

开放科学借力信息化成为新趋势。大众创新、开放共享正越来越多地表现在科研活动中，

利用网络平台和众包科学的方式，将公众力量引入科学研究，加快科学发现的速度。

科学云计算基础设

施的建设也为多个

科学领域的研究和

数据处理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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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与空间应用技术在 2030 年的全球发展趋势。提

出云计算、高性能计算、先进的自主系统、脑启发技

术等十余项数字使能技术将得到大发展和广泛应用。

2015 年 9 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半导

体协会（SIA）和半导体研究公司（SRC）发布名为《重

启信息技术革命》的研讨会报告，提出洞察计算（insight 

computing）、网络物理系统、智能存储、下一代制造

范式、高能效传感与计算等未来信息技术所面临大的

发展机遇。

通过 2015 年以来科研信息化的不断演进，新的信

息技术拐点正在酝酿，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已经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进程密不可分。

互联网 +、移动互联、大数据、超级计算、物联网、工

业 4.0 等已经成为描绘当前信息化热点的高频词汇。据

2015 年 9 月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

六大宏观趋势，包括：人与其他人、信息及所处的世

界进行联系的方式正在被多种技术改变；计算、通信

及存储将无处不在；物联网将得到广泛应用；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将影响决策；互联网推动面向网络和基于

平台的社会及经济模式的发展；物质的数字化程度提

高。报告调查总结了若干技术拐点将出现的时间（见

表 1），其中最早的技术拐点将出现在 2018 年，最晚

在 2027 年。

世界各国政府也已经注意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

对社会经济和科技进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已着手

开始行动。美国的大数据行动计划，印度政府制定的“数

字印度”计划、欧盟的“单一数字市场”战略、日本

发布的“智能日本 ICT 战略”和 2015 年 7 月发布的“面

向 2020 全社会 ICT 化行动计划”等等，无一不是在全

面推进和加速全球的信息化步伐以迎接信息技术变革

带来的挑战。

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正在全面

提升和推进科研信息化战略。基础设施方面，美国白

宫于 2015 年 7 月提出了“国家战略性计算计划”，以

期在未来的科研中保持美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优势

和科研创新力；英国 EPSRC 在 2014 年初发布了“未

来 10 年信息化基础设施路线图”，并在 2015 年初提

出了新的“数字通信基础设施战略”。在信息化服务

科研创新方面，为促进数据密集型科研的发展，欧盟

网格基础设施组织（EGI）发布了战略报告《促进协作

数据及计算密集型科学发展》。欧盟 2015 年 9 月发布

的这份战略报告阐述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和关键措

施。报告提出未来一段时间的战略目标是：（1）整合

数字能力、资源和专业知识；（2）实现跨机构的操作

服务，为联盟成员提供授权操作服务，在联盟基础设

施的基础上为研究机构提供操作服务；（3）共同实现

和整合开放的、用户驱动的服务和解决方案；（4）成

为计算 / 数据密集型科学值得信赖的顾问，向政策制

定者提供专家意见，帮助他们形成各自国家或欧洲的

发展政策。

科研信息化基础设不断演进

首先，科研教育网络正朝着更加一体化和提升洲

际网络链路性能的方向迈进。其次，移动化趋势开始

向科研领域渗透，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各国开始部

署 5G 研发。第三，超算系统的运算性能持续提升，

但增速趋缓，而百亿亿次计算机的研发引发各国新一

轮竞争。尽管超级计算机对数据密集型问题的处理能

力进一步提升，但未来仍面临着更大的计算密集型和

数据密集型挑战。此外，科学云计算基础设施的建

时间 技术拐点

2018 – 面向一切事物的存储

2021 – 机器人和服务

2022

– 物联网

– 可穿戴互联网

–3D 打印与制造

2023

– 植入技术

– 面向决策的大数据

– 数字存在

– 政府与数据块链技术

– 便携式超级计算机

2024

– 普适计算

– 3D 打印与人体健康

– 互相联通的家庭

2025

–3D 打印与消费产品

– 人工智能

– 共享经济

2026

– 无人驾驶汽车

– 人工智能与决策

– 智慧城市

2027 – 字节与数据块链技术

表 1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发生信息技术拐点的平均期望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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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也为多个科学领域的研究和数据处理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全球高性能计算速度向百亿亿次推进：2015

年美国正式启动美国国家战略性计算计划（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NSCI），旨在使高性能计

算（HPC）研发与部署最大程度地造福于经济竞争与

科学发现；欧盟也正在计划实施 6 个百亿亿次计算研

发项目；法国源讯公司（Atos）与法国新能源与原子能

委员会（CEA）2015 年签订合同，约定于 2020 年将向

后者供应百亿亿次级超级计算机“Tera1000”。科研网

络速度进一步提升，2015 年英国财政部和文化、媒体

与体育部发布了名为“数字通信基础设施战略”的政

策报告，无线网络向 5G 进发： 欧盟在 2015 年度欧洲

网络与通信会议（EUCNC）上公布了 5G PPP 第一阶段

资助的首批 19 个项目；2015 年谷歌披露高空互联网计

划取得了两项重要进展，谷歌气球网络计划最早将会在

2016 年商用；2015 年美国 SpaceX 公司的 CEO 伊隆·马

斯克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交申请，希望

发射 4000 颗近地轨道卫星，以提供免费的卫星互联

网服务。

科研信息化的创新应用呈现新特点

从科研角度来看，信息化正在对科研范式的变革

产生深刻影响，数据密集型和计算密集型科研、开放

创新、移动科研成为科研信息化新的发展趋势，科研

信息化的创新应用围绕大数据、移动科学、开放创新

等发展方向呈现新的特点。

数据密集型和计算密集型科研已成为重要的科

研范式。科学研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均面临更

加深奥复杂的挑战，天文、气象、地球物理、基因

组学等若干数据密集型科学领域均需要新的、更先

进的跨学科工具和信息化平台，实现海量科学数据

的管理与分析，解决复杂科学问题。2015 年我国北

京师范大学宇宙中微子数值模拟团队在“天河二号”

超级计算机系统上成功完成了 3 万亿粒子数的宇宙中

微子和暗物质数值模拟，揭示了宇宙大爆炸 1600 万

年之后至今约 137 亿年的漫长演化进程。芝加哥大

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海妖”超级计算机来研究 HIV

衣壳的形成过程，从而开发新药物来破坏 HIV 病毒

的生长。未来科学研究对计算和数据密集型工作的

依赖日益增加。

开放科学借力信息化成为新趋势。大众创新、

开放共享正越来越多地表现在科研活动中，利用网络

平台和众包科学的方式，将公众力量引入科学研究，

加快科学发现的速度。为推广科学知识，共享科技数

据和设施，欧盟于 2015 年通过了“开放科学共享战

略”，并且“开放科学”成为欧盟 2016 年优先支持的

方向之一。欧洲提出开放科学共享空间（Open Science 

Commons）方案，促进共享科学资源管理、帮助制定

研究政策以及最大程度地实现科研成果转化。2015 年

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时代的卓越科学：政策与行动》

报告 , 提出将通过若干政策资助和推动开放科学的发

展。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提供资助支持超级计

算系统用于开放科学。

科学数据的标准化及其应用受到关注。在当前科

技发展趋势下，科学家能取得多大的科研成果越来越

依赖于他们处理和管理大型数据集的能力，而数据的

共享及其标准化越发受到重视。美国能源部支持了若

干“科研数据先导项目”，以探索用于采集、传输、

共享、分析大规模科研数据集的新方法。2015 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通过其网站介绍了该实验室所承担

的四个“科研数据先导项目”的成果，包括：X 光与

超级计算 、利用“超级设施”实时开展有机光伏研究、

极端宇宙学数据分析（EXDAC）、虚拟数据设施。 此

外，数据的引证和共享等也早已受到欧盟等的重视，

并推进了系列举措以保证科研数据的共享和长期保存

与使用。

当前，无论是各国社会经济更加依赖信息化的进

步，还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不断革新，抑或是科研信

息化实践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的接连出现，都显而易

见地表明信息化不仅已经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

而且还将全面渗透到各种科技创新活动之中。特别是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包括国

家科技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加紧进行，

改革进入“深水区”。这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

要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寄望科技进步，加快从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实现

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大

幅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这对我国科技界

和广大科研工作者来说，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

重大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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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报道COVER STORY

   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

提出了“互联网 +”行动计划，一时间“互联网 +”成

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涌现出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交通、

互联网 + 医疗、互联网 + 教育……其“连接一切”的特

征开始以“横扫一切”的霸气向传统行业发起了攻击。

面对火热的“互联网+”，教育自然不能缺位。那么“互

联网 + 教育”是什么，究竟需要加什么，却众说纷纭。有

专家认为“互联网 + 教育”的本质是碎片与重构，也有人

认为是联结和共享，还有专家认为“互联网 + 教育”的未

来是混合式学习与个性化教育，更有人提出教育领域是“互

联网 +”战略的受害者。各种观点百家争鸣，尚未有定论。

“互联网 + 教育”让资源共享成为现实

两千多年前，孔子杏坛讲学，口口相传，教育完

全倚赖于老师。今天，只要接入互联网，海量知识扑

面而来，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是视频教学还是线上

答疑，你都能随时获取所需的资源，都能依靠网络的

力量实现无处不在的学习。

目前，在线教育在国内外发展迅速，国外三大

MOOC 平台，国内清华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

网易公开课……其中的课程资源涵盖方方面面，学习

不再受地域、时间、空间的限制，每个人都能通过互

联网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此一来，一方面，互

联网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功能和价值，能够惠及数

以万计的学生；另一方面，因区域、时间、师资导致

的教育鸿沟也会逐一被填平。同时，互联网＋还打破

了是师生之间的边界，网络给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更多

通道，师生间知识规模的天平不再绝对地偏向教师。

“互联网 + 教育” 形成教育新形态

“互联网 +”正改变着学习方式，泛在化移动学习

成为趋势。还改变着学习内容形态，数字化学习或成

为常态，传统学习内容的数字化改编甚至重新编写将

成为新的趋势。“互联网 +”改变着教学模式，开放互

动的混合式教学时代正到来，教学模式正在从老师向

学生单向传授知识向更加开放互动的混合式教学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认为，在国家“互联网＋”

战略背景下，教育信息化格局将产生六大变化，首先

就是老师、学生、家长心理上学校的围墙或许将被拆

除掉，教育从学校的围墙中渗透到校外学习，大众的

教育观发生变化；第二，社会人才观的改变，横隔在

城乡教育之间的“护城河”或许将逐渐被填平；第三，

公民学习观的改变，家庭和各类场所中学习的价值凸

显，终身学习将逐渐被认同；第四，学校发展观的改变，

“互联网＋”或许把学校发展送到一个相同的起点上；

第五，课堂教学观的改变，互联网时代教和学可能像

拉链一样被拉开，教学过程可能被重构，教学关系可

能被重组，课程将趋向开放；最后是人类教师观的改变。

我们在看到互联网+带来的以上积极改变的同时，

也要清楚地认识到，顺应互联网潮流是教育领域必须

的选择，但教育仍需以“育人”为根本出发点，互联

网只能是辅助的技术和工具。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

友群曾表示，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互联网 +”时代，工

具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任何一种新型技术工具的出现，

我们都要考虑它在教育中正面和反面的作用。目前，

不管哪一种新工具，一定是在云、网、端这三个层面

以及之间的连接中发挥作用。

“互联网 +”来了 教育怎么变10
互联网 +

国内清华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

网易公开课……其中的课程资源涵盖方

方面面，学习就不再受地域、时间、空

间的限制，每个人都能通过互联网享受

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顺应互联网潮流是教育领域必须的选择，但教育仍需以“育人”为根本出发点，互联

网只能是辅助的技术和工具。

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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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化应用现状调研之三

信息技术促进学科发展与协作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大学医学院在医

疗、科研及教学等领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它同时也处于美

国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中心的腹地，对临床及实验室的研究成

果应用于医疗起到促进作用。

1. 团队简介

（1）研究方向和重大产出

研究方向：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涉及基础科学、临床

科学、转化科学和跨学科协作。例如：关注生物化学的基因技

术中心、关注化学和系统生物的高通量生物科学中心、与临床

医学 / 跨学科相关的癌症研究所、心血管疾病手术、神经学及手

术、转化研究及教育中心、跨学科的儿童健康研究所等。

重大产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心脏内外科、肿瘤、放射

诊断及神经科学等。许多学科取得医学成果。它在心脏移植技术

和心脏介入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已得到世界的公认。斯坦福大

学医学院在肿瘤方面的成就包括何杰金氏病的化疗及放疗技术

的发展，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病人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可以得到最先进的抗癌治疗，包括最新的放疗方案、化疗药物、

用单克隆抗体和手术治疗各种淋巴瘤的技术等。斯坦福大学医学

院对神经疾病的内外科治疗也属领先，其放射诊断技术、核磁共

振成像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许多医

生在他们的领域中荣获大奖，包括诺贝尔奖。近 20 余年，斯坦

福大学医学院共产生六名诺贝尔获奖者，名单如表 1 所示。更多

科学突破可参见该学院新闻宣传网页 http://med.stanford.edu/news.

html 及成果展网页 http://med.stanford.edu/about/highlights.html。

（2）组织规模与结构

截至 2015 年 4 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共有 1948 名全职教

职员和 3498 名学生。在教职员中，有 136 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另 1812 名从事临床研究。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领导层设有 1 名主任、1 名副主任、9

名分管高级副主任等。

2. 团队科研信息化应用情况

（1）主要信息化工具

获奖时间与奖项 获奖者 获奖理由

2013 年化学奖
迈克尔·乐维特

（Michael Levitt）
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

2013 年医学奖
托 马斯 · 苏德 霍夫 

（ Thomas Sudhof）

发现并解释了囊泡如何在指令下

精 确地释放出内部物质

2012 年化学奖
布 莱恩 · 科比 卡

（Brian Kobilka）
G 蛋白偶联受体研究

2006 年医学奖
安德鲁 · 法厄

（Andrew Fire）

在真核生物中发现 RNA 干扰现

象，证明了双链 RNA 能高效特

异性地阻断相应基因的表达

2006 年化学奖
罗杰·科恩博格（Roger

Kornberg） 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所作的研究

1980 年化学奖 保尔·博格（PaulBerg） 核酸研究

表 1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诺贝尔获奖者

信息安全工具名称 功能描述

加密（Encryption） 用以保护计算机上的保密信息

堡垒登录 如何登录具有双因子认证的堡垒

医学安全传输

（MedSecureSend）
利用斯坦福医学院的安全文件传输服务

如何确保信息安全 加密计算机、备份信息及发送安全文件和邮件

云计算 基于云的服务

研究与安全 帮助创建数据安全计划

信息隐私及安全政策 斯坦福具体的政策

良好实践 日常提醒工具用以保护信息

表 2  信息安全相关工具

为深入客观反映国内外信息化发展态势，跟踪世界各发达国家信息化的重大部署及应用，中科院条财局和中科院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开展了信息化专题情报调研，旨在反映信息化重要专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关键挑战。本期“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

化应用现状调研”专题报告将描述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美国西北大学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所、德国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

研究所这三个顶尖科研团队的组织架构、研究方向及信息化应用情况等内容。

编者按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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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信息资源与技术部为研究人员提供个

人计算、数据安全、网络及应用程序、基础设施等服务。个人计

算方面，具体内容包括：桌面支持、推荐软件、购置计算机、移

动设备、公共计算空间、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临床应用程序和数

据以及无线网络访问等。基础实施与通信方面，具体内容包括：

桌面及移动电话、网络会议和视频、信息安全、防火墙、服务器

管理、应用程序与数据库管理等。

信息安全方面和数据驱动研究方面的具体工具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基因生物信息学服务中心还为研究人

员提供数据分析工具，如表 4 所示。

（2）信息化数据库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为研究人员提供如表 5所示的多种数据库。

（3）重大科技基础大设施

本部分重点介绍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信息学重大科技基础

大设施，具体内容如表 6 所示。

美国西北大学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所

1. 团队简介

美国西北大学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所（NUCATS）成立于

2007 年，是美国国立卫生院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CTSA）联盟

的一员，并于 2008 年获得 CTSA3000 万美元的资助。NUCATS

代表着八家西北大学下属机构（包括：范伯格医学院、麦考密克

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温伯格文理学院、凯洛格管理学院、法学

院、生命过程化学研究所、RobertH.Lurie 综合癌症中心和公共卫

生与药学研究所）及三家临床机构的联合协作。

（1）研究方向和重大产出

NUCATS 旨在为西北生物医学研究者和企业家提供核心支

撑，实现西北相关研究朝更快、更好、更节省的方向发展。其战

略目标如下所示：

①通过集成过程与项目，使研究人员能获得海量资源、培训、

资助与战略伙伴，加速转化医学研究并提升效率；

②开发并部署创新系统以鉴定、评估、促进和传播科学突破，

数据驱动研究相关工具名称 功能描述

REDCap 此款在线工具用于建设研究数据库。

Cohort Discovery

此款工具为斯坦福研究人员提供利于使用的、

自助方式的医疗数据库查询方法，能回答诸如 

“医疗数据库是否包括有某些特征的病人？”

Chart Review
此款工具提供了利于使用的、自助方式的方法

来审查并精炼出数据共性。

Biospecimen Search
生物标本定位使得研究人员能搜索虚拟生物标

本库。

Secure Workbench
此款工具能提供安全的桌面环境，以供研究人

员查询、处理和分析保密或受限的数据。

HIPAA Compliant Survey 

Tools
获取病人医疗信息。

Secure Internal Document 

Sharing
安全的内部文档共享

Secure External 

Document Sharing
安全的外部文档共享

i2b2(Informatics  for 

Integrating  Biology and 

the Bedside)

由 NIH 资助的国家生物医学计算中心

表 3  数据驱动研究相关工具

工具名称 功能描述

SCG 集群 用于运行基因学分析流程的大型计算机集群。

Bina
Bina 工具盒是一款小型计算机集群，装备有图形用
户界面驱动软件，以供开展全基因、肿瘤和 RNA 排
序实验等数据分析。

CLCbio CLC 基因学工作基准，利用桌面计算机分析所有类
型的下一代排序实验。

DNANexus 基于云的下一代排序分析流程。

DNAstar 用于分析下一代排序实验的桌面程序。

Galaxy 具备图形用户接口节目的开源网络系统，用于分析
排序实验。

Geneious 用于分析低通量排序实验的桌面程序。

Geneious 服务器 用于下一代排序实验。

Golden  Helix  SNP
and Variant Suite 一款图形用户接口驱动的桌面分析程序。

Ingenuity Variant
Analysis 图形用户接口驱动的分析平台

表 4   基因学数据分析相关的部分工具

数据库名称 功能描述 网址

Aspergillus Genome 

Database (AspGD)

AspGD 是一款在线 基 因 

学 资 源 数据库，使研究人

员能研究曲霉菌的基因学

和分子生物。

http://spectrum.

stanford.edu/

page_listings/

detail/ databases

Candida Genome 

Database (CGD)

CGD 提供免费的在线数据

访问，包括 基 因 学 排 序 

和 人 工 组 织 的 功 能 信

息，涉及人类病 原 体 白 

念 珠 菌 和 其 他 病 种 的 

基 因与蛋白质。

http://www.

candidageno 

me.org

The 

Pharmacogenomics  

Knowledgebase

(PharmaGKB)

PharmaGKB 收集、编 码 

和 传 播 有 关 人 体 基 因 

变 异 对 药物响应的影响。

http://www.

pharmgkb.or g/

index.jsp

Saccharomyces 

Genome Database 

(SGD)

SGD  收集了有关酿酒酵

母、面包和 啤 酒 酵 母 的 

基 因 和分子生物信息。

http://genome-

www.stan ford.edu/

Saccharomyces

/

表 5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数据库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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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改善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的质量、安全和成本效益；

③通过团队建设、教育和培训促进西北大学协作与创新文

化的建设，打造适应未来需求的跨学科转化研究团队。

NUCATS 主要支撑从基础科学发现到改善病患医护的转化医

学研究。其 2014 年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管理机制、咨询服务、数

据服务等方面。如：2014 年新开启会员制度，一年内吸纳会员

1250 多人；组织咨询活动以帮助大型研究项目利用已有的临床

和转化医学基础设施、教育和职业发展资源等；建成“先进生

物信息学与生物计算核”，为研究人员提供大数据和计算支持。

NUCATS 的合作伙伴均是医学界的知名机构，如“范伯格医

学院”曾培养的生物化学博士罗伯特·弗奇戈特于 1998 年获得

过诺贝尔医学奖。

（2）组织规模与结构

2014 年，NUCATS 启 动 会 员 制 度， 以 跟 踪 研 究 人 员 对

NUCATS 资源和服务的使用，进而更好地为研究人员提供服务。

截至 2015 年初，NUCATS 已拥有超过 1250 名会员。

NUCATS 主任每季度向指导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导委员会针对

机构优先事项及发展方向提供直接指导，帮助解决机构争议，并向

存在文化差异的合作伙伴机构提供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的统一基础。

Justin Starren 担任 NUCATS 的副所长，同时他还兼任数据科

学与信息中心（CDSI）的主任。CDSI 组织架构如图 1 所示。

2. 团队科研信息化应用情况

（1）主要信息化工具——软件工具

NUCATS 提供多种软件工具（见表 7），以帮助科研的计划

与实施。NUCATS 开发的这些软件作为开源项目进行公开发布，

其他研究机构可以通过 GitHub、Bioconductor 等公开源代码仓储

浏览这些软件的源代码。

（2）信息化资源 / 数据库

医学企业数据仓储（NMEDW）是西北大学校园所有临床

与科研数据源的单一、全面、综合的仓储，以推动研究、临床

质量、医疗保健和医学教育。科研人员可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

NMEDW，其中三种基本的方式如下。

集成生物与临床的信息学（i2b2）：一个基于网络的自我服

务工具，允许科研人员、学生和员工针对 NMEDW 中的数据进

行简单的查询，从而快速确定开展某项研究的可行性；

NMEDW 数据分析家：NMEDW 拥有多名数据分析家，以满

足科研人员利用 NMEDW 开展科研的数据需求。每个需求或每

12 小时收费 900 美元。

Powerusers: 拥有使用先进数据库语言的个人可申请成为

Poweruser，从而直接访问 NMEDW 来开展工作，但必须遵守

NMEDW 的所有政策和流程。

安全应用综合环境（SAFE）：SAFE 提供咨询、开发、托管

和支持服务，以解决人类受试者的数据保护问题。比如确保用户

的项目满足政府对隐私和安全的标准（如 FISMA）、实现高度安

全的托管。针对某个科研项目构建一个与 FISMA 兼容的环境非

常复杂，每个项目的开销超过 15 万美元。

 德国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

1. 团队简介

2004 年 1 月，原马普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和原马普心理学

设施名称 功能 网站

计算服务与生

物信息学设施

（CSBF）

用于斯坦福人员开展生物医学

研究的计算资源。会员能访问

计算机硬件、Mac、个人电脑

和 UNIX 软件等，并能参与咨

询与研讨会。

http://cmgm.

stanford.edu

数据协作中心

（DCC）

DCC 为医学院成员提供与项

目数据管理相关的服务。

http://med.stanford.

edu/dcc/

并行计算

Bio-X 并行计算集群，目前仅

向已有用户开放，不再增加新

用户。

http://stanford.edu/

group/farmshare

斯坦福临床信息

学

中心

用于满足研究人员数据需求的

资源中心。

https://

clinicalinformatics.

stanford.edu/

HANA 沉浸式可

视化环境（HIVE）

HIVE 可视化墙面，高约 3

米，宽约 7.2 米，分辨率

13440*5400。

http://hive.stanford.

edu

基因生物信息

学服务中心

（GBSC）

2013 年夏季成立，旨在满足

斯坦福研究人员对大数据基因

学研究方面的需求。GBSC 提

供一流的计算基础设施，目前

有超过 1000 个核、2PB 的存

储空间，并提供 50 多款软件

工具。

http://gbsc.stanford.

edu/

表 6  信息学重大科技基础大设施

目标领域 软件名称及功能

合作分析 LatticeGrid：帮助用户确定现有的合作网络，以联系潜在合作者。

协议评估

资金投入

NITRO Competitions（前身为 NUCATS  Assist）：为研究者、

评估者和管理者提供工具，以开展多种类型的评估和竞赛。

可行性研究

NMEDW：用于评估科学研究的可行性；

i2b2（可行性）：为用户提供开展自身可行性分析的方法；临床

研究中心（CCR）可行性帮助：帮助评估研究的可行性。

数据搜集

NITRO Study Tracker（前身为 eNOTIS）：一个基于网络 的临

床研究工具，允许研究人员创建数据搜集表格，这 些表格可直接

链接到参与者的活动和日程；

REDCap：允许科研人员确定和管理自己的数据搜集表格。

监测
NITRO Study Tracker（前身为 eNOTIS）：可监测参与人员

在 研究项目中的进展情况。

表 7  NUCAT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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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供稿）

研究所合并为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

（1）研究方向和重大产出

德国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围绕人类认知能力和大

脑过程开展研究，着重于大脑功能（如语言、情感和人类社交行

为、音乐、动作等）的神经基础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大脑中的

塑性变化及其对感知功能的影响、高血压和肥胖等现代疾病的神

经和激素基础，以及进一步开发神经科学成像方法。该研究所目

前有三大研究部门，分别为：神经内科、神经心理学和社会神经

科学。

2012 年 8 月，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的 Bego a Día z

及其同事的研究揭示了阅读障碍的神经学致病因素，使人们进一

步了解这种疾病，有助于相应药物的研发。研究显示阅读障碍

相关的许多症状都能够追溯到丘脑中内侧膝状体 MGB 的故障。

研究结果为相应治疗药物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文章发表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2006 年 2 月，马普人

类认知与脑科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大脑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区

域负责处理不同的语言类型。简单句子结构在一个形态学上古

老的区域被处理，这在猿猴身上也存在。相对复杂的句子则在

一个相对年轻化的区域处理，该区域仅存在于高等进化物种（如

人类）脑中。这些基础性研究结论非常重要，并加深了人们对

人类语言能力的理解。

（2）组织规模与结构

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拥有 3 名主任、3 名荣誉主任、

9 名小组负责人以及 300 多名职员。研究所设有管理主任、三大

研究部门、七个研究小组以及三个方法与开发小组（包括数据库

与 IT 小组）。

Roberto Cozatl 博士和 Helmut Hayd 博士担任小组负责人。该

小组除提供强大的 IT 基础设施外，还为科学家提供现成软件支

持服务或开发新的应用程序以满足其项目和科研需求。例如，该

小组开发并维护着用于管理实验数据的 NoSQL 数据库。

   2. 团队科研信息化应用情况

（1）主要信息化工具

莱比锡图像处理和统计推断算法（Lipsia）：Lipsia 是马

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自行开发的面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数据分析的软件工具，包含注册和规范化、预处理、探

索处理、统计评估、兴趣区域分析、时间过程分析、可视化、各

种数据格式转化等 fMRI 数据处理的软件工具，可实现快速的数

据分析，从原始数据到标准参数地图的标准分析流程所需时间不

超过 10 分钟。

CBS 高分辨率大脑处理工具：该工具可为分辨率高达 400 微

米的核磁共振图像的皮质分析提供全自动处理流程，包括头骨剥

离、全脑分割、皮质提取、轮廓评估等。这款跨平台工具可作为

MIPAV 软件包的插件，可与多种文件格式兼容。

监控大脑活动的扫描仪等该研究所通过核磁共振扫描仪、脑

磁波描记器、经颅磁刺激（TMS）等检测技术来实现对大脑活动

的监控。

马普学会 eDoc 服务器：eDoc 服务器为马普学会提供了一种

积累研究成果的独特方式，可帮助科学家收集数字格式的科学研

究文件、管理数据，实现研究工作的在线开放获取。自 2007 年起，

eDoc 服务器由马普数字图书馆（MPDL）负责维护。与此同时，

MPDL 开发了一款被称为“PubMan”的改进软件库，支持用户建

设虚拟科研环境、创建和优化信息管理基础设施、创建和优化信

息管理工具等。

eDoc 服务器的战略目标包括：实现机构信息的存储和展

示：eDoc 将保存马普学会各研究机构生产的各种科学信息，

为这些信息的长期保存和传播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并提供

对这些成果的即时获取；构建创新的学术交流模式：对于马

普学会中那些希望充分利用因特网全部潜力并建立学术交流

新模式的科研人员和学者而言，eDoc 是实现这些功能的中坚

力量；实现开放获取，期刊价格的急剧上涨和出版者对版权

的一些限制性政策破坏了对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和持久稳固

的访问，eDoc 将作为面向研究成果的自归档工具，提供即时

和全球访问。

（2）信息化资源——虚拟环境和卫星实验室

虚拟环境实验室创建了一种虚拟世界，为研究社会现象提

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用于设计实验范式，以通过物理世界

中难以甚至不可能实现的方式来控制社会认同和行为等。研究人

员可结合虚拟环境技术和神经成像技术来研究社会和情感神经科

学。卫星实验室通过多台互联计算机来提供运算服务。

图 1   NUCATS CDSI 的组织架构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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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新一代数字化学

习环境（NGDLE）是无定形的，为了完全

实现它，必须解决五大核心功能域：互操

作性和集成，个性化，分析、建议和学习

评估，协作，无障碍性和通用设计。

以上五个都是 NGDLE 的核心功能维

度，这意味着只有当解决了所有问题集后，

才有可能完全实现 NGDLE。

互操作性和集成

在 NGDLE 背景下，互操作性有四个

主要维度：第一，所有组件都必须能够

接受并交换常见格式的课程内容。这将

确保内容可以交换、转移和利用；第二，

在工具方面，对最终用户而言，整合必

须足够简单，以便快速、轻松地将工具

添加到环境中，而无需信息技术中心的

帮助；第三，学习环境将继续是学习数

据的主要来源。畅通的数据交换必须能

够聚合、集成和分析学习数据；第四，

NGDLE 必须能够以兼容其他标准的方式

创建新的互操作性标准，从而在整体上

保持一致。

例如，NGDLE 可将一个电子书应用

程序、一个课程教学大纲和一个单独的测

验工具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都可顺利地

交换数据。教学大纲可将学生与电子书资

源联结起来，它可与测验工具进行沟通，

基于阅读的页面，提供适当的评测问题，

建立自适应学习的机会。测验答复数据可

以发送至成绩簿，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关于

进步情况和薄弱环节的完整图像。高等教

育并不总是充分利用可用的标准，NGDLE

将是一个机会，鼓励全面实施能够实现这

种互操作性的技术和质量标准。

个性化

个性化高度依赖于互操作性。而互操

作性的机制（如数据标准）在很大程度上

对用户而言是无形的，个性化是高度有形

的，是形成用户体验的最重要因素。一个

能使学习者和指导者成为其环境建造者的

学习生态系统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个性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安装和配置学习环境，然后用之来构建通

向完成学习任务、达成学习目标的路径。

通常我们认为这发生在学习者和指导者的

个人层面。但这样的配置也需要发生在部

门、分部、机构和社团层面；第二个方面

是自适应学习，自动化系统为学习者提供

特别针对每个学习者需求的指导和建议。

在自适应学习方面，最近的势头相当强劲，

大部分来自教科书出版公司，它必须具备

编者按

2014 年，美国大学信息化联盟 EDUCAUSE 对当前学习管理工具之间的差距，以及可满足高等教育不断

变化之需求的数字化学习环境进行探讨，并描述了新一代数字化学习环境（NGDLE）的轮廓。在上期文章中，

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景象及其发展进行阐述，本期将继续对 NGDLE 的维度从五个方面进行讨论。

新一代数字化学习环境的研究（二）
整合工具和内容是 NGDLE 面临的更大挑战和机遇。目前，大量的第三方内容（开放的和专

有的）可提供学习者和指导者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对学习应用程序和工具而言也是一样的。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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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DLE 特性。利用其他 NGDLE 功能域，

整合自适应学习工具至关重要，利用学习

者数据支持分析也至关重要。

在 2014 年 EDUCAUSE 年度大会上，

来自高等教育社区的 50 名权威专家走到

了一起，对 NGDLE 功能展开了头脑风

暴。这群权威专家优先确定了 56 项期望

的 NGDLE 功能。

学术实践和教学方法部分地定义了学

术学科，因此具有其自身的“个性化”需

求。这说明，个性化需要集体支持，而不

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

整合工具和内容是 NGDLE 面临的更

大挑战和机遇。目前，大量的第三方内容

（开放的和专有的）可提供学习者和指导

者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对学习应用程序

和工具而言也是一样的。但对最终用户而

言，将内容和工具直接集成进当前的 LMS

中远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反，NGDLE

将需授权环境的所有用户添加、修改和自

定义组件，以直接支持其个人需求。

分析、建议和学习评估

在 NGDLE 背景下，分析有两个主要

维度。

学习分析，定义为“测量、收集、分

析和报告有关学习者及其背景的数据，以

理解和优化其学习和学习环境。”

综合规划和咨询系统（IPAS），定义

为“一种机构能力，通过为学生、教师和

工作人员提供全面的、有助于完成学位或

其他证书的信息和服务，来为教育进步创

造共享的所有权。”

这些维度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均

依赖于对学习者数据的聚合和分析以产生

可行的报告和信息。学习分析往往集中

在课程层面，而 IPAS 的通常目标是全体

学生的成功，尤其在完成学位方面。我们

所咨询的权威专家清楚这些类型的分析对

NGDLE 而言的重要性。在 2014 年召开的

EDUCAUSE 大会上，30% 期望的 NGDLE

功能与一个或两个这种分析有关。然而，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包括它们，而在于如

何包括它们。

如今，绝大多数的 LMS 平台拥有专

有的学习分析能力，它们使用来自 LMS

和学生信息系统的数据。这些模块可被

认为是所做的第一代尝试。未来的分析

模块可置于 LMS 外面，而其“仪表板”

利用学习工具互操作性（LTI）规范在

LMS 或其他应用程序内是可见的。在向

NGDLE 过渡的过程中，若干个点是其

关键。

扩大数据范围。有三种类型的学习者

数据：素质方面的（如传入的 GPA、传记

方面的和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数据）、课程

活动和参与情况（如击键次数、选择情况、

任务时间）和学习者作品（如文章、博客

文章、媒体产品）。所有这些都需要纳入

NGDLE 学习分析方法中。

平台、工具和数据集成，标准再次成

为这种集成的关键。

针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学习分析。业

内专家认为，新一代学习分析学必须至少

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学生赋权、持续改

进教学和教学监督。它还必须奠定基础，

以便对有助于有效进行学习的条件开展更

深层次的、长期的研究。

不 断 扩 大 的 数 据 和 集 成 范 围 也 与

IPAS 高度相关。IPAS 应用仍是一种新兴

的技术，因此还需进行大量的探索。数据

标准将尤其重要。例如，面临的一个特别

挑战是需要一种标准的方法来描述通往

IPAS 环境的学位途径。学位途径往往是

复杂的，并包含大量的例外情况、替代方

案和特质。

教师、学生和管理员想要配置报告“仪

表板”来显示他们认为对跟踪进展而言最

重要的信息。分析常常被看作是一种跟踪

学生进步的方法，但我们发现兴趣在所谓

的“教学分析”，利用分析结果来指导课

程的设计和实施。采用这种方式，在提供

有关影响教学战略和战术的证据方面，分

析起着一定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学习评估。评估

是学习的基础，因此评估对任何一个学习

环境而言都至关重要。NGDLE 学习评估

的关键问题包括将标准的格式化评估、自

适应的学习技术、学习分析以及档案的持

续形成和集成等编织在一起。能力已经成

为一种尤其重要的、用于评估学习和掌握

NGDLE 可将一个电子书应用程序与

一个课程教学大纲和一个单独的测验

工具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都可顺利

地交换数据。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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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方式，呼吁大家注意的另一个脱节

现象是，传统的 LMS 围绕课程来组织，

而基于能力的项目通常关注的是更小的学

习单元。

基于能力的教育（CBE）已经显示了

强劲的势头。例如，若干 LMS 平台已利

用支持基于能力的方法，例如，基于掌握

情况的成绩簿，将对技能的获得情况作为

评估向学习目标进展情况的方法。一些机

构现已建立基于 CBE 的项目（例如，北

亚利桑那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和威斯康辛

大学）。NGDLE 的关键在于如何整合各

种各样的方法来对学习做出评估，而远离

只支持单一方法的工具。

协作

协作是多种学习形式的基础。即使是

教科书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被看

作是某种形式的协作。数字技术为学习者

和指导者提供了新的机会，以共同构造独

特的途径来完成学习目标。尤其是社交网

络的“海啸”，使学习者和指导者能够在

所有层面、目的和团体规模上，组织完成

学习协作。学习者不再局限于仅与其同龄

人在某门课程上形成协作。他们可以组织

机构间的协作、发现内容，并参与 MOOC

和其他的学习社区，以扩大对某门特定课

程的学习。在安排高等教育学习者的资源

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是前所未有的。NGDLE

必须提供各种资源来支持所有类型的学习

协作。

支持协作必须是一个最重要的设计目

标，而不应是一个事后的想法。当前设计

LMS 常常基于教育的传递模式，即一种传

递教学大纲、内容和评估结果的机制。这

个过程对课程的管理很重要，但必须给协

作同等的时间，这是一个真正的学习维度。

NGDLE 必须为学习者提供个人空间，应

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持续进行（并可能延续

至职业生涯），作为全部学习过程的一个

基础。档案等工具以及内容创建工具也必

须完全融入环境中。

NGDLE 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被

围墙围着的花园”问题，即封闭式学习

的问题。大多数当前的 LMS 系统在设计

时都假设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都必须在课程范围内。结果是，在 LMS

内，课程是一个私人社区。为什么采取

这种方法有许多很好的理由。它使指导

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内容，否则因版权问

题而使课程不能使用内容。如果试验和

错误是学习的一个核心节奏，那么私人

定制将使学习者可更容易地接受改进路

径，部分地将不可避免地犯错，并从中

学到东西。但最近的经验表明，社会设

置的课程，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巨大

的价值。此外，它还显示了分单元进行

组织的学习而非整课程学习的价值。因

此，问题不在于封闭式方法是完全错误

的，而在于它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二元选

择，要么是公共的或要么是私人的。对

NGDLE 的一个要求是，抛弃过去这种非

此即彼的观点，而使学习社区能就哪些

是公共的、哪些是私人的做出选择。

无障碍性和通用设计

从 LMS 到 NGDLE 的转变“体量”

相当可观，而非只是在数字化学习环境

这个“大房子”中改变一个或两个“房

间”的问题，我们正在重新设计整个“大

房子”，包括它的基础。这种大范围的

改 变 将 为 其 带 来 诸 多 机 会。 我 们 建 议

NGDLE 代表这样一种机会——通过在数

字化学习环境中采用一种通用设计方法，

帮助高等教育能为残疾人的学习需求提

供支持。这是一种整体的、自下而上的、

可在通用设计大框架内解决无障碍性问

题的方法，有望提供可能的、最无障碍

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Ron Mace 确定了一个有用的、关于

通用设计概念的定义：“通用设计是指产

品和环境的设计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可供

所有的人使用，而无需改造或进行专门设

计。”在 NGDLE 背景下，通用设计指的

是最简单的方法，学习环境的目标是能供

所有的学习者和指导者使用。通用设计方

法意味着在所有 NGDLE 组件的初始设计

阶段就解决无障碍性问题，而不是事后进

行集成。这将从用户和技术使用角度改

变无障碍性，它将专注于人和体验，实

现使每个人都能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获

得成功的目标。

通过通用设计解决无障碍性问题使

我们能思考任何学习者的双重角色：既是

内容的接受者，又是内容的创造者。学习

既需要接收，也需要表达。NGDLE 组件

需要从通用设计框架角度解决两方面的问

题。在与 NGDLE 交互时，通用设计因此

而成为所有学生需要培育的一种核心数字

技能。从通用设计角度来看，对讨论板和

评估工具的改进将专注于设计，以支持学

习者独立、成功地完成任务，同时减少杂

乱的、可能对具有某些缺陷之人士在使用

时构成严重挑战的用户界面。

NGDLE 可以在无障碍性和通用设

计方面实现进步。该方法将鼓励开发有

望 解 决 更 大 的 无 障 碍 性 问 题 的 专 业 工

具。采用互操作性标准将可更快、更有

效地将这些工具集成到更大的学习环境

中，纳入无障碍性标准作为互操作性的

一部分，将有助于组件的制作，以支持

残疾人。同样，在个性化和自适应学习

中纳入无障碍性也有助于在以下两方面

取得平衡，即学习环境关于通用设计的

需求和提供量身定制之体验的机会，它

们对无障碍性需求非常敏感。在这个功

能域取得进步不仅仅是一个互操作性标

准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设计问题。把

通用设计纳入 NGDLE 框架将允许它有效

解决一系列无障碍性方面的需求和问题，

并鼓励 NGDLE 组件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把

无障碍性作为设计的一个核心部分集成

进来。

（翻译：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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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文 / 杨哲慜  杨珉

以谷歌公司的安卓系统和苹果公司的

iOS 系统为代表的移动操作系统正逐渐取

代桌面操作系统，成为公众接入互联网的

主要入口平台。短短数年内，移动智能终

端出现爆发式增长，据权威市场研究机构

IDC 的数据显示 [1]，2013 年全球智能手机

的出货量达 4.3 亿台，比 2009 年增长了

十倍，到 2015 年第二季度更是单季度出

货量达 3.415 亿台，其主要增长来自于亚

太和中东亚地区。

移动操作系统生态链正从智能手机拓

展到如平板电脑、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

车载控制系统等多种衍生产品中，日益驱

动着互联网的改变和发展。作为移动互联

时代的突出标志之一，移动应用聚集大量

高附加值的信息和资源。这些信息和资源

不仅包含个人的手机信息、身份信息、地

理位置信息，还包含诸多账号信息以及邮

件、文件等信息。

移动应用利用用户赋予的个人信息为

其提供便捷、即时、精确的定制服务。在

这一背景下，移动平台得以取代传统 PC

平台成为人们接入互联网的首选方式。然

而，移动平台的高度互联性也是一把双刃

剑，它同时使用户轻易暴露在攻击者的威

胁之下。受政治、军事和商业利益驱使，

针对移动终端系统的攻击行为层出不穷，

其中针对个人隐私的窃取行为又是其中的

重灾区。“棱镜门”以及多项外电资料披

露，多个国家在资助移动操作系统安全防

护方法的同时，也在研究利用移动操作系

统的安全缺陷，通过恶意软件对我国重要

人员以及公众实施高级持续性的大规模数

据搜集。美国政府曾在过去的三年中资助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1 亿英镑，

专门用于研究手机操作系统的攻击方法。

在过去的 2015 年中，国内个人信息

泄露事件频发。中国互联网协会 2015 年

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

称，2015 年中，中国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

垃圾信息、诈骗信息等现象导致总体损失

约 805 亿元。其中，78.2% 的网民个人身

份信息被泄露过，63.4% 的网民个人网上

活动信息被泄露过。11 月份被批露的百

度 Wormhole 漏洞，其影响力覆盖过亿安

卓手机用户，造成大量用户隐私泄漏风险。

面对移动互联网用户隐私保护的严峻

形势，隐私泄漏的检测和保护近年来颇受

关注。本文结合团队的研究成果和正在进

行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移动应用隐私泄露

检测和防护的总体进展，并在增强对用户

隐私的识别和保护能力等方面提出值得关

注的方向。

主要技术发展历程

自从 2008 年第一部安卓智能手机面

世以来，智能移动终端正在逐渐取代 PC

成为汇集个人隐私的核心媒介。这在赋予

智能移动终端越来越强大功能的同时，也

给个人隐私安全防护提出了必须面对的严

峻挑战：面对海量的移动应用，种类众多

的隐私数据，复杂的数据流动渠道，如何

确保个人隐私不被恶意利用？针对这一问

题，早期的隐私泄漏分析的关注点主要集

中在敏感数据的传播上。研究人员通过用

户的隐私数据是否离开移动设备来判断应

用是否存在隐私泄露，并从隐私泄漏的检

测和防护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1. 隐私泄漏检测

从核心原理来看，隐私泄露检测技术

经历了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动静态分析

结合的发展路线。

静态分析方法通常采用静态数据流

分析的手段分析程序中的静态敏感数据

流向，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Androidleaks 系统 [3]、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 ComDroid 系统 [4]、我们之前

提出的 LeakMiner 系统 [5]、乔治亚理工的

Chex 系统 [6] 和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的 FlowDroid 系统 [7]。在隐私泄露检测上，

静态分析方法具有运行速度快，代码覆盖

率高等特点，但是由于静态方法无法反

映恶意软件运行时的动态行为，使得这

类检测方法的实际效果受到明显影响。

在攻防持续对抗的过程中，攻击者如果

采用代码混淆技术也可轻易规避此类方

法的检测。

意识到静态分析的缺陷，动态分析

方法根据应用程序的敏感信息传输特征动

态监测安卓系统中的恶意隐私泄露应用，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William Enck 等人提出的 TaintDroid 系统 [8]，

该系统通过修改安卓内核代码，利用动态

指令插桩的方式实时监控程序中的数据传

播过程，并在发生敏感数据传播时警告

用户。剑桥大学的 Rubin Xu 等人提出的

Aurasium 系统 [9] 则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类似的功能，他们通过对需要监控的应用

程序进行重打包，以此给应用程序插入监

控逻辑。相比静态分析方法，动态数据流

跟踪具有分析精度高的特点，但是由于动

态监测技术的局限，其具有代码覆盖率不

移动平台用户隐私保护技术综述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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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检测结果滞后于数据传输发生等问题。

鉴于动、静态分析在隐私泄露检测过

程中的不足和优点，如果可以结合两种分

析方法，综合利用其优势，实现既具有较

高覆盖率和检测速度，又具有高分析精度

的检测方法就具有了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在 2013 年提出的 AppIntent 系统 [10]

对此作了一些尝试，AppIntent 首先利用

静态数据流分析获取应用程序中敏感数据

传播的候选集，再通过动态符号化执行验

证候选敏感数据流是否会真实发生。通过

结合两种分析方法，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在不损失分析覆盖率的前提下，提高隐私

泄露的检测精度。

2. 隐私泄漏防护

在隐私泄漏的防范方面，移动终端

系统主动抑制恶意软件对敏感资源的不合

理使用是防范恶意软件的重要途径。微软

雷蒙德研究院的 Jaeyeon Jung 研究员提出

AppFence 系统 [11] 在动态检测隐私泄漏风

险的基础上实时阻止软件对隐私信息的收

集行为。北卡罗来纳大学的 William Enck

教授所在团队提出的 Kirin[12] 和 Saint[13]

系统用于阻止一个应用软件同时申请多

个可疑的敏感资源。此外，雪城大学的

Wenliang Du 教授所在团队提出的 AFrame

系统 [14]、伯克利的 David Wagner 教授所

在团队提出的 AdDroid 系统 [15]、和莱斯大

学的 Shashi Shekhar 等人提出的 AdSplit 系

统 [16] 均通过进程隔离的方式限制程序内

部不可信组件对敏感资源的使用。此外，

剑桥大学的 Ross Anderson 等人提出的

Aurasium 系统 [9] 提供给用户直接管理程序

访问敏感资源行为的能力。

隐私泄漏研究的新问题

随着隐私泄漏研究的深入展开，近年

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的隐私泄漏定

义并不准确。而该定义的不精确和不完整

限制了隐私泄漏检测技术的效率和效果。

为了在隐私泄漏检测和防护过程中获得更

准确更全面的结果，相关研究在以下两个

方面对隐私泄漏定义进行了修正。

1. 隐私泄漏的用户感知问题

基于敏感数据传播的隐私泄漏检测技

术认为：通过检测用户的隐私数据是否离

开移动设备就可以判断应用是否存在隐私

泄露。事实上，由于大量手机应用都采用

云计算，许多非恶意应用均利用云服务器

为终端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这些应用通

常需要收集一些敏感数据（比如位置、联

系人信息等），并将其发送到自身服务器。

而一些恶意应用在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后也

表现为类似的行为，也就是将隐私信息传

送到自己的服务器。因此，仅仅依靠应用

程序是否传输敏感数据不可以真正判别出

应用软件是否存在隐私泄露。

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安全研究人员

通过不断改进隐私泄漏的判断标准，力图

提高隐私泄漏检测的精度。美国杜克大学

的 Peter Gilbert 等人提出的 Vision 系统 [17]

认为如果应用程序将自身敏感数据传输行

为加入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并得

到用户许可，或者应用程序在敏感数据传

输行为发生时明确的通知告知用户，则该

数据传输可以被认为并非隐私泄露。与之

类似的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Wenke Lee

教授所在团队提出的 BLADE 系统 [18] 通过

识别应用程序是否得到了用户许可，来

检测从网络上动态下载的恶意软件。然

而，手机应用一般不提供最终用户许可协

议（EULA），同时，即使在数据传输符

合用户意图的时候（如转发短信），应用

程序也很少向用户弹出显式的用户提示。

伯克利的 Dawn Song 教授所在团队提出的

Pegasus 系统 [19] 以应用程序使用 API 和权

限的顺序为特点来检测软件恶意行为。与

我们的研究类似的是，它也检测那些与图

形界面操作不相符的恶意行为。然而，隐

私泄露无法通过简单的权限或者 API 的

使用顺序来概括。因此应用程序的隐私泄

露行为无法通过这种方法被检测出来。此

外，Pegasus 需要分析人员根据应用程序

的行为手动指定用户程序行为验证的属性

特征。在不了解应用程序代码的情况下，

分析人员很难制定这些属性特征。这些方

法通过归纳隐私泄漏行为的外部表征试图

区分隐私泄漏和应用软件的正常敏感数据

传输行为，对隐私泄漏的精确检测进行了

有效尝试，但是这些方法仍然不能准确判

断隐私泄漏。

笔者所在团队于 2013 年发表在 CCS

会议上的论文 [10] 中提出了另一种判断隐

私泄漏的方法，即一个更好的隐私泄露判

别方法应该是敏感信息传输是否出于用户

本身的意图。

（1）符合用户意图的敏感数据传输。 

为了使用应用软件的一些功能，用户经

常需要容忍自己的隐私数据经过特定渠道

被发送出手机。比如，当使用辅助管理短

信的应用时，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的

一些按钮将特定短信转发给其它用户；而

在使用一些基于用户地理位置的服务时，

用户为了得到一些其感兴趣的内容，往往

要允许将自己的位置信息发送给应用服务

器。由于这类功能在使用敏感数据时，用

户已经知情，所以不应该将其归类为隐私

泄露。

（2）不符合用户意图的敏感数据传

输。恶意应用在用户不知情且与用户使用

敏感信息源 设备号 手机号 地理位置 通讯录 短信 总数

恶意应用

AppIntent  ( 静态分析 /  
符号化执行 / 演示案例 )

389/
256/
246

53/
50/
50

76/
68/
67

13/
13/
13

27/
27/
17

442/
304/
288

不满足用户意图 / 满足用
户意图的数据传输

198/0 50/0 46/4 1/10 16/3
219/
17

G o o g l e 
Play 应用

AppIntent  ( 静态分析 /  
符号化执行 / 演示案例 )

98/
43/
43

0/0/0
36/
15/
15

10/
10/
10

9/8/8
140/
70/
70

不满足用户意图 / 满足用
户意图的数据传输

24/0 0/0 0/13 1/9 1/7 26/29

表 1  检测到的传输敏感数据的应用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44 中国教育网络 2016.01

的功能无关的情况下非法传输敏感数据，

我们称之为用户不知情的敏感数据传输，

或者叫隐私泄露。在大部分情况下，恶意

应用为了使得用户很难察觉到其恶意行

为，通常都会秘密传输敏感数据。

综上所述，应用程序对敏感数据的传

输是不是在泄露隐私，取决于它是否满足

用户的意图。不幸的是，由于用户的意图

非常繁杂而且不同的应用采用不同的实现

方式，因此通过工具自动化检测用户意图

基本不可能实现。相对而言，通过为人工

分析人员提供敏感数据传输的上下文信息

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通过分析数据传

输对应的用户输入序列，分析人员可以更

容易的判断数据传输是否出于用户意图。

这促使我们设计并实现了 AppIntent 应用

分析框架。

AppIntent 从敏感数据的传播路径中

进一步分析出导致这次数据传输的用户数

据输入和交互输入。再利用这两部分用户

输入控制应用程序的执行。在控制应用程

序执行的过程中，AppIntent 将对应敏感

信息传输的图形界面操作的顺序呈现给软

件分析人员。通过观察这些界面操作，软

件分析人员可以快速做出判断。

表 1 中的第一部分是 750 个恶意软件

样本的数据，第二部分是 1000 个 Google 

Play 上热门应用样本的测试结果。对每个

样本集，第一行的内容是检测到的敏感数

据类型。第二行的数据是 AppIntent 各个

阶段发现的敏感数据传播应用数，第三行

是通过 AppIntent 最终确定的符合用户意

图和不符合用户意图的应用数。

如表 1 所示，静态污点分析从这两

个数据组中检测出 582（442+140）个可

能包含敏感数据传输的实例。经过分析，

我们发现其中有 164 个为误报，在我们的

AppIntent 系统中，我们通过符合化执行

去除了这些误报。随后，利用符号化执行

提取的应用程序输入，AppIntent 成功的

对 358（288+70）个应用程序生成了演示

案例。其中，245（219+26）个应用中发

现含有不符合用户意图的数据传输行为。

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在热门免费应用中，

用户隐私泄露的现象依旧存在，这一现象

主要发生在一些社交网络服务或者含有内

嵌广告模块的应用中。其中，泄露用户的

短信和联系人信息的行为都发生在社交网

络服务中。此外，我们也发现，由于恶意

的数据泄露行为可以隐藏在正常的数据传

输背后去欺骗软件安全检查，因此恶意应

用程序中可能既包含符合用户意图的数据

传输，也包含不符合用户意图的数据传输。

例如，我们发现了一个将自己伪装成短信

应用的程序，但在背地里，它偷偷的在未

得到用户允许的情况下将用户的联系人信

息从手机上传送出去。

2. 隐私泄漏的敏感数据源问题

早在研究人员把敏感数据传播作为隐

私泄漏判断依据的同时，“何为敏感数据”

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早期的移动平台

隐私泄漏检测方法把固定格式的 API 函数

作为定义敏感数据的标准，例如，在安卓

隐私泄漏检测方面，研究人员通常将安卓

系统管控的隐私数据（如 IMEI，地理位置、

短信等）作为敏感数据源。但是随着用户

越来越依赖移动终端管理其隐私数据，敏

感数据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展，而传统的

隐私泄漏检测技术中对敏感数据源的定义

已经无法覆盖这些新的敏感数据。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Siegfried 

Rasthofe 等人在 2014 年时提出 [20]，现有

方法在确定敏感数据源时采用的 API 函数

列表是不完整的，并提出通过机器学习获

取更详细的敏感数据访问 API，提高隐私

泄漏检测的覆盖率。

我们提出的 UIPicker 系统 [21] 和普渡

大学的 SUPOR 系统 [22] 认为，单纯检测系

统定义的 API 是不足以覆盖所有的隐私泄

露源的，其问题主要来源于由应用程

序管控的用户输入的隐私数据，其中

包括但不限于用户的个人资料信息如

账户密码，用户输入的地理位置信息，

以及银行卡等支付类信息。

尽管用户输入的隐私数据面临着

重大的安全威胁，如何保护这类隐私

数据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与系统管控

的隐私数据不同，用户输入隐私数据无

法通过某些特定的 API 函数进行标注，

而是依赖于需要针对界面的语义信息以

及上下文进行解析。在 TaintDroid 等系

统中，将所有用户输入标记为隐私数据，

这样明显覆盖太广，并且将很多常规数

据纳入了不必要的保护范畴，增加了系

统分析工作量以及性能。

为了保护用户输入的敏感数据免于各

类情况的泄露，自动化地标识这类数据变

得非常必要以及紧迫。然而由于该类数据

缺乏固定的结构，使得识别工作非常具有

挑战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UIPicker 和

SUPOR 发现在应用当中，很多与隐私输入

相关的界面元素均在界面自身，以及界面

描述文件当中通过丰富的语义信息有着较

为明确的表述。在这样一个观察基础之上，

这两个系统通过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机器

学习，以及程序分析等技术，利用界面语

义信息识别由用户输入的敏感信息源。

表 2 中第二列揭示了包含系统管控隐

私的应用个数，第三列为含有敏感属性标

签的用户输入隐私个数。

如表格 2 所示，通过对 Google Play

上 17425 个应用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中有

六千多个应用使用了用户输入的隐私数

据。在传统使用系统管控隐私 API 的系统

中，受限于隐私数据的识别能力，无法对

此类隐私进行有效保护。

在经历了系统管控隐私数据、用户

输入隐私数据之后，我们不禁会想，下一

个敏感信息源是什么？事实上，能够推测

用户隐私的敏感信息远不止上文提到的

这些。在移动平台上，印第安纳大学的

Xiaofeng Wang 教授 [23] 曾经利用安卓应

隐私类别
系统管控隐私 API 
(# 应用个数 )

含有敏感属性标签的
界面元素 (# 应用个数 )

账户凭据信息 &
用户资料

4,900 5,330

地理位置信息 15,221 2,883

金融支付类信息 0 1,318

总计 15,632 6,179

表 2  敏感信息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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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网络数据统计、应用程序声音开关等

信息，利用旁道攻击的方式获取用户的身

份、位置、身体状况等敏感信息。类似的

工作还揭露出用户的其他敏感信息也可以

被恶意工作所捕获。面对这一类型的攻击，

目前尚没有成熟的方法可以进行有效检测

和防御。

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为

增强对用户隐私信息的保护能力，还可以

从两个角度开展研究工作：

第一，用户隐私的定义范围还可以做

进一步扩展。在传统系统定义用户隐私和

本文提到的用户输入用户隐私以外还存在

众多用户数据可以被用于推测用户隐私。

现有工作虽然揭示了相关问题的存在，但

是并未达成对此类隐私的有效分析和检

测。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用户隐私的

分析和保护。

第二，对于隐私泄漏的用户感知问题，

目前已经实现了辅助分析人员判断敏感数

据传输的用户感知度，但是在大规模应用

程序分析时，此类方法无法做到自动化判

断。目前仍有大量应用收集各类用户隐私，

其中大部分不经用户同意。因此，仍需要

加强对应用商城运营商与程序开发商（者）

的监督管理。同时从技术角度讲，也需要

研究用户感知度评估的自动化方法。

(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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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引用课题组撰写的相关学术论文和

技术报告。）

本 刊 讯  2015 年 12 月 11 日， 网 络 安

全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ecurity Research, InForSec) 在清华大学迎来

创立以来的第一次活动。活动邀请了来自美

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的钱

志云博士（Zhiyun Qian)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学术报告。

钱志云就任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在国际顶级安全学术会议 Security&Privacy, 

Usenix Security, ACM CCS 上发表多篇影响力

很大的学术论文，在网络和系统安全都有出

色的研究。

钱志云本次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现代操作

系统和网络协议栈中的侧信道攻击。侧信

道攻击不同于通常的攻击，它利用的往往

不是系统实现上的脆弱性，而是系统原理

设计上的信息泄漏。他首先为大家介绍了

安卓系统上利用共享内存泄漏出当前用户

界面的 Activity 状态，从而实现 GUI 界面的

抢占的攻击。播放的视频 Demo 里一个报税

的应用在点击进行界面跳转时看到的新界

面实际是攻击者准备好的另一个应用的界

面，但二者完全无法区分，甚至视频 10 倍

慢放，现场都无一人能发现攻击的发生。

另一个侧信道攻击的分享关注于我们无时

无刻不在使用的 TCP 协议，他利用防火墙

的 middlebox 对 TCP 进行额外的处理，可以

侧信道探测出得到 TCP 连接的 serial number

从而截获并控制这个 TCP 连接。这个攻击

的条件甚至弱于常见的中间人攻击，只需要

部分在旁路的操作。钱志云的视频 Demo 中

成功地对Facebook访问的界面进行了劫持，

引来全场观众的掌声。

现代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栈中
的侧信道攻击

钱志云：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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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2015 年 11 月

文／朱爽　

2015 年 11 月 全 球 IPv4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202B， 其 中 获 得 最 多 的 是 美 国，

129B； 其 次 是 埃 及，40B。11 月， 除 亚

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址

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则分配如常。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参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

计 678B； 其次是加拿大，147B。

1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 有 389 个， 其 中 欧 洲 175 个， 亚 太

128 个，拉美 66 个，北美 14 个，非洲 6

个，分别来自 59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

数最多的是中国，96 个；其次是巴西，

54 个。11 月 全 球 IPv6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1414*/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德

国，128*/32；其次是荷兰，105*/32。在

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

11 月 IPv6 地址申请中国居首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5 年 11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5 年 11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012 201511

表 1  各地区 IPv4 地址空间消耗情况

IR 已分配 (/8) 预留 (/8) 剩余 (/8) 总计 (/8) 预计耗尽日

AFRINIC 5.08 0.05 2.09 7.22 2019-01-04

APNIC 51.4 0.22 0.64 52.26 2011-04-19

ARIN 100.66 0.38 0 101.03 2015-09-24

RIPENCC 47.74 0.06 0.96 48.75 2012-09-14

LACNIC 10.96 0.28 0.12 11.36 2014-06-10

IANA 0 35.33 0.05 35.38 2011-02-03

TOTAL 215.83 36.31 3.86 256 /

1 个，IPv6 地址申请 8 个，EDU.CN 域名

注册 8 个。

最多的是南非，4377*/32；其次是英国，

1398*/32。

11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NOC2015 年 11 月

11 月 CERNET 主干网入出流量提升
文 / 李锁刚

2015 年 11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这段时间随着用户

使用量的增加，CERNET 主干流量、国内互联流量较 10 月均有所上升。

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

华居首，华中地区，华东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东

北地区第二，华东北地区第三位。

随着高校用户陆续扩大带宽，11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10 月

有明显上升。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加

了 19.52，出流量增加了 17.12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加了 1.45G，出流量增加了 8.15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加了 1.94G，出流量增加了 2.17G。

图 1~2 表示 2015 年 11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51.54G   出流量：255.00G

图 1  2015 年 11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74.83G  出流量：68.82G

图 2  2015 年 11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建设与管理 CERNET之窗



2016.01 中国教育网络 47

建设与管理CERNET之窗

学校各业务系统的安全是近期的热

点，目前检测的情况看，这些系统或多

或少都存在安全隐患。但是由于学校的

业务系统的结构通常都比较复杂且各业

务系统还都有交叉，因此对系统的升级

变得相对困难，很多时候管理员明知道

系统中某些组件存在安全问题，但是为

了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不敢轻易

升级这些组件，导致一些安全隐患长期

存在。我们建议学校应该重视相关业务

系统的安全状况，在发现隐患时应及时

联系开发厂商进行修补，而不是等到出

了问题后再来处理。

安全提示

文 / 郑先伟

2015 年 12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

现影响严重的安全事件。11 月提到的 Java

反序列化漏洞的问题继续发酵中，目前网

络上各类稳定的漏洞利用代码已经发布

了，并且也有大量的安全组织对全网存在

该漏洞的主机进行了扫描，得到数据显示

国内受影响的主机有三千多台，其中也不

乏有教育网内的机器，这些涉事的服务器

多数是学校的各种应用系统（如教务、招

生、财务系统等），涉及的 Web 容器组

件包括 JBoss、WebLogic 和 Jenkins 这三种，

其中 WebLogic 的数量最多。由于这些都

是 Apache 的底层组件，可能有漏洞的应

用系统管理员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系统底层

是否使用了相关组件，我们正在核实漏洞

系统主机的信息，并逐步通知相关用户。

管理员也可以联系相关系统的开发人员或

厂商来确定是否可能存在漏洞。

12 月安全投诉事件数量和比例较往

月没有太大变化。

12月没有新增影响范围广的蠕虫病毒。

12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 12 月的安全公告共 12 个，

其中 8 个为严重等级，4 个为重要等级。

这些公告共修补了包括 Windows 系统、

IE 浏 览 器、Office 办 公 软 件、Windows 

DNS、Edge、.NET Framework、skype for 

Business、Lync 及 silverlight 中存在的 71

个安全漏洞。用户应该尽快更新相应的

补丁程序以降低漏洞带来的风险。相关

漏洞的详细信息可参见：https://technet.

microsoft.com/zh-CN/library/security/ms15-

dec.aspx。

2. Adobe 公司 12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

中有关 Flash player 软件的更新需要引起

关注，因为此次更新共修补了 Flash player

软件中 79 个安全漏洞，这些漏洞中大部

分可能导致远程任意代码执行。用户应

该尽快更新自己系统上的 Flash player 软

件。相关的漏洞信息可参见：https://helpx.

adobe.com/security/products/flash-player/

apsb15-32.html。

3. Juniper ScreenOS 系统内置口令

后 门 漏 洞 (CVE-2015-7755)，ScreenOS

是 Juniper 相关防火墙产品（包括 SSG、

Netscreen）的内置操作系统。最近有研究

人员发现在其几个特定版本（6.3.0r17、

6.3.0r18、6.3.0r19 以 及 6.3.0r20） 的

ScreenOS 系统中被内置了一个

超级口令，攻击者只需使用任意

的现有系统中存在的用户名和该

超级口令登录系统就可以获得系

统管理员权限，在系统日志中这

个登录行为及相关操作会被记录

为 System 用户登录的信息。目

前还不清楚是什么人把这个超级

口令留在了系统当中，但是厂商

已经发布了新的版本以清楚相关

问题口令。使用 Juniper 防火墙

的系统管理员要尽快检查自己的防火墙系

统版本是否受这个漏洞影响，并及时升级

系统，厂商的公告请参见 http://kb.juniper.

net/InfoCenter/index?page=content&id=JSA1

0713&actp=search，如果不能及时更新，

请限制防火墙的登录地址范围。

4. WinRAR 是 用 户 使 用 较 多 的 解

压 缩 软 件 之 一， 最 近 有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WinRAR 5.30 beta 4 中存在一个安全漏

洞，可能导致攻击者使用当前用户的权

限在系统上执行任意代码，攻击者只需

要让用户点击打开特定的压缩包就行。

这个漏洞可能被用来在网络下载过程中

传播木马病毒，并避开杀毒软件的防护。

目前官方已经在新版本中修补了该漏洞，

建议使用 Winrara 软件的用户到官方网站

http://www.rarsoft.com/ 上下载最新版本的

Winrar 使用。

Java 反序列化漏洞问题持续发酵

CCERT2015 年 12 月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2015 年 11 月 ~12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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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峰值为 9G

6NOC2015 年 11月

文 / 王继龙

2015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流量相比 10 月有小幅度提升。11 月入

流量均值为 32231.002Mbps，相比 10 月

增加了 10.65%，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减

少 了 8.95 ％；11 月 CNGI-CERNET2 出

流量均值为 34062.654Mbps，环比增加了

9.87%，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8.51%。

11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较 10 月 相 比 有 小 幅 度 下 降。11 月 入

流量月峰值为 9.255Gbps，出流量峰值

9.135Gbps。

从 11 月 的 入 流 量 分 布 图 1 来 看，

北 邮、 北 京 和 北 大 节 点 占 据 了 流 量

统 计 的 前 三 位。 北 邮 节 点 居 于 首 位，

占 到 总 入 流 量 的 17.75%， 平 均 值 为

5720.064Mbps；其次是北京节点，其均

值为 5666.816Mbps 占 17.58%，第三位是

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8.10%。

从 11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

看，北京节点出流量为最高 , 其流

量为 5552.128Mbps，占到总出流

量 的 16.30%； 其 次 是 北 邮 节 点 ,

占到总出流量的 13.51%；流量排

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

流量的 8.14%。

图 1  2015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5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3  2015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4  2015 年 11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汇总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表 1  6RANK 网站排名 ( 按访问量排名 ) 表 2  6RANK 网站排名 ( 按注册数排名 )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排名 学校 地址总数 注册数
1 南京农业大学 929180 7830
2 北京师范大学 547043 1898
3 北京邮电大学 333696 3433
4 湖南大学 217152 11406
5 北京化工大学 131831 14822
6 华南师范大学 115524 5545
7 北京交通大学 110575 32362
8 合肥工业大学 77166 9238
9 西北工业大学 70309 10726

10 河海大学 69688 8006
11 东北大学 61996 8208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764 13608
13 中南大学 58231 22559
14 四川大学 56270 11479
15 南开大学 55369 9011
16 山东大学 55007 11682
17 电子科技大学 53514 13170
18 北京工业大学 51792 4658
19 上海大学 51546 16747
20 北京大学 49788 5604
21 东北农业大学 48894 5513
22 北京林业大学 48784 12836
23 重庆大学 48274 13364
24 北京科技大学 46711 3941
25 中央民族大学 46637 3363
26 华北电力大学 46176 8423
27 西安交通大学 43063 5016
28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29 南京师范大学 41456 2663
30 大连海事大学 39746 2717

排名 学校 地址总数 注册数
1 北京交通大学 110575 32362
2 中山大学 31765 24895
3 中南大学 58231 22559
4 上海大学 51546 16747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7615 15090
6 北京化工大学 131831 14822
7 华中科技大学 29903 13743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764 13608
9 重庆大学 48274 13364

10 电子科技大学 53514 13170
11 北京林业大学 48784 12836
12 山东大学 55007 11682
13 四川大学 56270 11479
14 湖南大学 217152 11406
15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16 深圳大学 37492 10838
17 西北工业大学 70309 10726
18 郑州大学 37052 9845
19 兰州大学 21204 9800
20 合肥工业大学 77166 9238
21 南开大学 55369 9011
22 东南大学 32394 8666
23 华北电力大学 46176 8423
24 东北大学 61996 8208
25 天津大学 38186 8146
26 河海大学 69688 8006
27 南京农业大学 929180 7830
28 武汉大学 37806 6866
2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8208 6802
30 西南交通大学 15229 5852

建设与管理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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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峰值为 9G

文 / 周祥  

高校在校园 WLAN 覆盖的基础上引进

运营商 WLAN，可以转移部分用户至运营商

网络，减少校园网出口的压力；高校通虽然

可以实现各高校之间的跨校认证，但对于来

自非高校的一些来宾仍然要提供 Guest WLAN

以实现无处不在的网络接入需求，而运营商

的 WLAN 就能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也省去

了该校对自己建设的 Guest WLAN 的管理。

运 营 商 如 果 自 行 部 署 高 校 内 的

WLAN，除了需要大量的硬件及线路投入，

由于无线频谱的共享特性，运营商部署的

AP 还面临着同校方无线设备相互干扰的问

题；如果运营商利用高校已有的无线设备

增加自己的 WLAN 覆盖，提供一条 WLAN

用户的出口链路，则能避免以上问题，很

容易地实现上千亩地域的校园WLAN覆盖。

 统一无线网络架构

传统的无线局域网架构是以无线接入

点（AP）为中心，AP 提供 802.11 基本服

务集（BSS）并充当该服务集的集线器，

无线客户端通过与 AP 关联并到达网络的

其他位置。在这种模式下，客户端直接和

AP 相连，由 AP 管理无线射频信道的使用

并独立执行各种安全策略。当大范围的无

线网络需要部署多个 AP 时，管理配置众

多的 AP 不仅很困难，而且不能做到对各

无线客户端的监控和服务质量保证。

在新型的无线网络架构中，将 AP 的

绝大部分功能集中到一个中心设备，这个

中心设备叫做无线网络控制器（Wireless 

Lan Controller，WLC）。在中心架构下，信

标和探针消息、RF 发送和接收等由 AP 在

802.11 的 MAC 层同无线客户端交互，这种

简化功能的 AP 通常被称为 Fit AP 或 LAP

（Lightweight AP）。而客户端的关联和漫

游、对客户端的认证、授权、计费（AAA）

则由 WLC 完成，控制器还能对射频资源

进行统一管理，自动调节 AP 的发射功率、

自动分配频段。LAP 和 WLC 通过有线网络

连接之后会基于此连接建立一条隧道，用

于传输与 IEEE 802.11 相关的消息和客户端

数据，隧道将 LAP 和 WLC 之间的数据封

装在 IP 分组中进行传输，因此可以跨交换

或路由部署 LAP 和 WLC, 使用这种集中化

的控制管理模式能全面了解无线网络状况，

集中配置部署，降低运营、管理和维护成本。

能 够 实 现 校 园 内 迅 速 部 署 运 营 商

WLAN 的前提是学校无线网络已经采用上

述统一无线局域网架构，以下将基于这种

架构来讲述具体的实现细节。

实现方案

在统一的无线局域网架构中，通常先

将连接到 WLC 的多个 LAP 进行分组，然后

对这些分组的 LAP 进行无线客户端 VLAN、

AAA 和 SSID 的统一配置。对于某个特定的

LAP 或 LAP 组可以配置多个 VLAN、AAA 和

SSID 的组合。采用多 SSID 的方案，能够在

现有校园 WLAN 的基础上与运营商 WLAN

共享硬件及射频资源，校园网和运营商分别

配置各自的 SSID，并使用不同的 AAA 策略。

图 1 是融合运营商 WLAN 之后的总

体架构示意图。图中 Controller 和 LAP 通

过有线相连，它们之间路由可达，构成了

统一无线网络基础架构，虚线部分是为结

合运营商 WLAN 所添加的改动。客户端数

据通过 Controller 和 LAP 之间的隧道到达

Controller，由 Controller 决定不同 WLAN 客

户数据的最终去向。选择校园 WLAN 所对

应 SSID 的用户流量去往校内认证服务器，

在通过身份验证后经由防火墙去往 Cernet；

选 择 运 营 商 SSID 的 WLAN 用 户 流 量 从

Controller 直接去往 ISP，由运营商完成用户

的 AAA 和网络访问。不同的 SSID 所对应的

不同数据流向，使校园网用户和运营商用

户相互隔离，保证了双方的安全性。

对于校园 WLAN，需要配置认证服

务器、认证前的网络访问权限及认证后

的网络访问权限、SSID 和对应的客户端

VLAN、802.11X 或 Web Portal 的认证方式。

因为运营商用户的数据从 Controller 流出

后直接去往运营商的网络，运营商网络一

般采用 Portal 方式在认证服务器上进行认

证，所以校园网工程师不需要关心运营商

用户认证的细节，只需要在 WLC 上开启

运营商 SSID 用户的透明访问权限，为防

止运营商用户认证通过后直接访问校园

网，一般做法为在运营商用户的 VLAN 中

去除接口地址即可，运营商用户的网关直

接指向运营商相应的网关设备，这样运营

商可以按流量对用户进行计费，同时也保

证了校园网络的安全。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

校园网络中运营商 Wi-Fi 的部署

图 1  融合运营商 WLAN 之后的总体架构示意

华东师范大学

无线网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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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百祥  尧玉恒  张凯  赵泽宇  宓詠

高校知识管理平台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社交网络兴起，

知识管理的对象和手段都已发生变更，知

识管理的 IT 基础环境也已经得到较大的

改善。各种知识管理工具开始从单机增加

云端支持、增加跨终端的理念，体现随时

随地组织管理信息、知识的能力。

虽然在企业中知识管理的理念已经逐

步开始推行，但是在高校环境中知识管理

理念相对较为欠缺，IT 基础设施支持偏弱，

而在实际场景中相对依赖于个人、团队中

某些特定个体的喜好来进行知识管理，相

比互联网环境有较大差距。

现状

传统高校信息化系统建设处理关注于

高校的具体业务，关注于办公、教学工作

等实际业务流程，较少考虑从用户日常实

际教学科研工作、学习等角度的信息化需

求。而随着信息化建设逐渐覆盖大部分校

园业务，校园信息化建设也开始转变面向

用户，提供平台化、个性化的信息化服务。

在早期建设过程中，高校信息化部门也尝

试建设一些互联网风格的知识管理工具，

如 Wiki、校园知识库、类似百度知道的问

答平台等，但是由于此类系统需要大基数

的用户支持，在校园环境中很难得到有效

推行，短时间推广可以取得成果，长时间

运行后用户会逐渐淡出，导致此类系统形

同虚设。随着云存储服务的盛行，部分学

校也开始提供类似的个人文件存储服务，

但是仅仅停留在个人和较弱的团队功能，

还没有关注到信息、知识层面。

校园个体用户的知识管理多以个人喜

好为导向，遵循个人工作学习中总结的知

识管理风格和模式，用户已经基本熟练运

用个人电脑，大部分会利用互联网上的知

识工具。校园中团队的知识管理风格则受

到其中某个特定用户的喜好影响，由个人

风格导引全团队进行知识管理，缺少统一

的标准和保管模式，资料分布在不同样的

互联网环境中，一致性和安全性都无法得

到保障。但由于高校用户学习能力较强，

部分用户会跟踪并利用先进的知识管理工

具并引入所在团队。用户 IT 基础能力较

差时，知识管理和分享会依赖于用户间传

播，通常是电子邮件和文件复制的方式，

缺少跟踪。对于最不熟悉 IT 系统的教师，

以公开密码的公众邮箱来传递文件和课程

信息也常常出现在实际环境中，近年来有

所好转但仍时有出现。

高校知识管理平台设计

功能需求

高校知识管理平台实现对知识的信息管

理和内容管理，前者是对知识的外在特征进

行管理，包括知识资源的介质载体、媒体格

式、资产特性等，后者是对知识资源的内在

特性进行管理。知识信息管理的价值在于让

用户更方便、更快捷、更多地发现和获取数

字资源，知识内容管理的价值在于促进隐性

知识转化为显性的学习内容，并且使学习内

搭建混合云架构的高校知识管理平台

公共知识资源管理

互联网知识资源的自动收集、分类、标注与订阅

校园网内知识资源（如部门网站、BBS、问答平台等）的标注与订阅

电子图书资源的标注与订阅

个人知识管理

个人知识云存储

云端个人知识组织管理工具（增、删、改、归类、标注）

个人知识地图

个人知识搜索工具

个人文档分享授权与安全机制

对各种知识的个人注释工具

团队知识管理

团队知识云存储

团队知识组织管理工具（增、删、改、归类、标注）

团队知识地图

团队知识搜索工具

团队文档分享授权与安全机制

并发控制

版本管理

协同标注

知识资源点评与讨论

知识分享

支持社区用户管理、发帖、回复等的基本功能

基于本体（Ontology）描述和 Wiki 模式的知识分类树与知识条目的建设与维护

针对每个知识条目，基于标签的资源链接自动构建和评价讨论机制

全局知识搜索

知识访问请求与审批授权机制

社区用户行为统计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的专家推荐

基于群体智慧的知识评价

表 1  知识管理平台的主要功能

复旦大学

云计算建设与管理



2016.01 中国教育网络 51

云计算 建设与管理

容体系化，从而减少学习成本。

在知识创造、管理和传播的过程中，

需要知识管理平台提供两个网络，即知

识资源网络和知识社交网络，资源网络能

为其知识创造提供信息，社交网络能为其

知识传播提供帮助。知识资源网络和知识

社交网络相互协作共同构成 SoLoMo（社

区化、本地化、移动化）时期的知识管理

与传播环境，知识资源网络关注资源及其

关系，知识社交网络关注用户及其关系，

知识资源网络为知识社交网络提供知识，

满足用户随时随地发现与获取资源；知识

社交网络则为用户提供隐性知识显性化场

所，从而将极大地丰富知识资源网络的内

容，使知识内容更具时效性、完备性。

综上分析，知识管理平台的核心功能

包括公共知识资源管理、个人知识管理、

团队知识管理和知识分享社区管理，主要

功能见表 1。

混合云技术架构

对于高校来讲，混合云架构更有利于知

识管理与分享。提升终端用户的随时随地的

网络接入能力、普适计算能力，还有助于用

户接入到来自公有云及不同私有云的共享数

据，提高信息服务的广度与深度。从业务功

能角度出发，由于面向小范围用户提供服务

的时候，对服务的资源需求即可由私有云满

足，同时服务范围和业务契合度都能更好的

贴近校园需求，比如可以有针性地对本校资

源特色的服务组合进私有云服务中。而当服

务范围扩大，变成公众型服务时，具有共性

的服务项也相对减少，那么这时，即可通过

公有云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服务。从服务特性

出发，某些服务，如图书馆资源，很可能仅能

在私有云范围内服务，而各私有云部分也可以

根据自己特性提供自己的服务；而比如提醒、

日程、3G 网络数据等涉及随时随地访问的内

容，由于需要使用 3G 网络和 Wi-Fi 网络组合

访问，因此可能更合适使用公有云的服务。

图 1 给出了公有云、私有云共存环境

下的共享资源关系，针对行业的现状，设

计平台时，采用了公有云、私有云都可以

贡献一定的带宽、计算、知识服务资源，

供其他私有云下的用户来分享的模式。这

样一方面无需大规模建设公有设施，充

分利用现有环境，但对资源调度管理提出

了更高需求。此模式在无需新增过多基础

设施的情况下，满足更多用户服务需求， 

节省系统资源消耗并提升用户服务体验。

平台的运行架构如图 2 所示。私有云

节点包括服务注册中心：承担服务调度与

管理，所有的服务在注册中心标记，受各

级注册中心调度。若干平台级服务运行于

基础设施私有云之上；平台级服务依赖于

用户自身的私有云基础设施特点，如存储

服务、虚拟化架构、网络特征。

公有云节点包含公有服务，大量服务

由于其特点早已拥有独立实现：公有云存

储服务，通知、日程服务，在公有计算资

源提供全局服务管理，全局用户管理，以

此协调公有云服务和私有云服务之间的数

据调度和管理。

完整的私有云节点可以整体加入业务

体系中，也可只加入部分，如私有云无法

提供身份鉴定服务，则使用公有云的身份

鉴定服务，具体由全局服务注册管理和节

点服务注册管理协商决定。

平台体系架构

从体系架构，平台可从逻辑划分为如

下 4 层：

基础设施层：系统架构于混合云之上，

通过虚拟化技术、标准化接口等封装基础设

施差异。通过分区域的注册与调度中心进行

服务的注册与调度，优化网络与计算资源性

能，提高服务使用体验，同时提供跨区域的

数据同步与备份、避免业务中断、灾难恢复

等基础保障功能。各类基础设施服务对于用

户是透明的，用户并不知道服务细节。

平台服务层：包括知识服务和基础服务。

知识服务包含知识组织与管理所需的

基础服务，如统一搜索、知识地图、自动

与人工标注、全文与关键属性检索等；同

时构建符合 SOA 标准的规范与开放式数

据标准，提供统一的搜索接口、知识地图

接口、数据存储接口、权限管理与控制接

口等。完整遵循服务规范与标准的第三方

服务均可无缝纳入知识服务体系，现有的

成型业务也可通过增加中间件方式并入云

知识服务体系中。

基础服务包含联盟认证与权限服务、通

知与推送服务、日程管理服务、地理信息服

务等多种基础型服务，部分此类服务已经为

成熟业务，不仅仅为知识管理系统服务。

软件服务层：对多种组件化服务的具

体封装，提供业务流程组装，包含 SNS、

讨论、知识管理工具、业务管理等具体服务。

用户交互层：提供桌面型设备、平板

设备、便携式设备的支持，同时开放通用

API 便于第三方提供自定义终端、自定义

客户端程序等服务。

技术特点

知识组织管理

1. 元数据标注

知识在系统中以数据和文档的方式体

现，为了不损失知识的复杂多样性，系统

在对数据进行存储时，采用增加元数据方

式记录数据的特征信息，包括数据产生和

发展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周边的关联数据

等。如创建时间、创建者、文件大小种类

等即为最常见的数据描述项示例。

但由于对知识进行描述时存在不同

的视角，通用的数据描述项并不能够完

善的覆盖知识的元数据。构建平台时提

供了元数据扩展管理接口，可以对元数

据项进行按需扩展，设定如字符、数字、

日期等类型的数据项，提供更灵活的知

识组织能力。

图 1  公有云、私有云共存环境下的共享资源关系

公有云 1

私有云 1

共享资源

私有云 2

公有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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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索引模式

由于存在知识管理工具的多样性，参

与项目的合作伙伴数据、信息系统的多样

性，知识管理平台并不使用传统的门户方

式接管业务系统功能，而采取了元数据管

理模式，通过元数据记录信息、知识的特

征和位置，用户可以进行检索和个人标注。

元数据并不涉及具体知识内容，知识内容

仍在各服务系统中保管，如果有实际访问

的需求，则由服务系统自行判断权限决定

是否允许用户访问。

在这样的设计模式下，多方合作伙伴

的服务系统均可将自己拥有的文档、数据

生成元数据交由平台管理，共同提供服务，

完善平台的索引信息，用户直接在平台检

索元数据以获取信息，以往的跨组织查阅

信息的流程被简化，而在后继需要访问具

体内容时可以申请服务系统授权或者联系

不同组织的合作伙伴。

3. 多维度标注

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时，不同的用

户、团队，不同的关注视角，都会导致对

数据的标注有所区别。在这样的前提下，

知识管理平台提供了和权限相关的多维度

标注系统支持，用户依照其关注内容、所

属团队、标注的可视范围等，可以充分利

用标注系统来对数据进行描述，通过标签

体系来准确定位数据。

数据支持 SLA 标准管理混合云

混合云将公有云和私有云的业务集

中到一起，为了保证高校师生得到满意

的服务质量，尝试使用服务等级协议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来解决高校师生、

信息化管理部门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服务

质量问题。在高校环境中，存在其特殊性，

在校园环境内部视角，用户为在校师生员

工，服务商为信息化部门；而在外部视角，

用户为信息化部门，服务商为外部的网络

运营商、资源服务商等。

在跨校园的知识管理平台中服务模式

产生了更复杂的用户关系，包括：用户 -

组织服务管理者 - 供应商路径；用户 - 私

有云管理者 / 公有云管理者 - 混合云管理

者路径等多种服务关系，因此作为尝试，

在系统中考虑了完善的数据采集组件来尝

试为 SLA 提供数据支持，为进一步研究

在混合云环境中完善 SLA 支持做出准备。

用户认证授权管理模型 

1. 联邦认证体系

平台设计为多个组织服务，因此引

入了教育行业常见的联邦认证体系，由

WAYF 服务，多组织 IDP，多组织 SP 等

多个业务组件构成。

其中 WAYF 为 Where are you from 服

务，用来定位用户来源并引导用户至其所

属组织的身份验证服务；IDP 为 IDentity 

Provider 服务，用来验证用户身份；SP 为

Service Provider，提供具体的

服务内容，权限管理交给 SP

系统自行判断。

在需要使用时，由平台

引导用户前往平台内部目标

地址或者外部合作系统，用

户通过联邦认证体系标示自

身身份，外部系统 (SP) 自行

进行权限判断，解决用户的

跨平台认证问题。避免出现

过于广泛的权限管理需求，

导致管理失效。

2.RBAC+ABAC 权限模型

在联邦认证体系架构设

计中，将业务系统授权管理范围保留在业

务系统本身，但仍存在一系列数据需要在

平台范围进行保护，如元数据信息、索引

信息、标注信息等。

行 业 中 通 常 采 用 的 两 种 权 限 模 型

为 RBAC 和 ABAC，在混合云中考虑使

用 RBAC 与 ABAC 相结合的统一授权模

型，结合两种授权模型的优缺点。利用了

RBAC 进行角色职能管理，也利用 ABAC

来进行信息内容权限管理方面。

平台中的具体实现模式为：通过联邦

认证体系来管理用户的身份信息，各接入

组织 IDP 保证其管理用户的身份信息权威

性；获取身份信息后，通过平台管理组件

授予 RBAC 风格的权限组，决定用户在平

台内部系统的功能；在离开平台授权范围

时，采用基于 ABAC 的授权规则，向第三

方系统发送联邦认证用户身份信息后，由

应用系统自行判断组织用户权限。

系统实施

在系统实际的环境中，以公有云模式

运行于复旦大学，同时提供私有云模式运

行于浙江大学，直接运行于各所学校的计

算资源虚拟化平台，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性

和扩展性；在复旦大学提供的公有云环境

中，数据保存于基于 Restful 的云存储中间

件平台，提供了自动伸缩调度数据热点，

自动跨区域安全保障等功能；部分数据保

存于复旦大学、云南大学、河西学院和其厂

商共同建设的跨校资源管理平台之上，提供

冗余备份能力；现已保存了超过 10 万条的元

数据信息以及 1T 以上的数据资料。同时接入

了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献管理系统，清华大学

校园 SNS 系统等外部知识管理分享工具。

高校间通过联邦认证平台接入，可以

通过用户校园的身份访问平台以及接入的

其他外部系统。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图 2  混合云架构示意

注：此图中每个公有 /

私有云中有服务注册中

心用于分布式协作完成

服务注册、服务调度、

服务调用和服务性能隔

离等控制操作。

基 金 项 目 : 教 育 部 — 中 国 移 动 科 研 基 金 项 目

(MCM20121032)

云计算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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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领域数据的爆发式增长推

动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针对

大数据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

产储备和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加

强信息化建设，加强数据的管理、掌握与

加工，打造“数据中国”已成为“十三五”

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信息化已从各个层

面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国内外现状

高校信息系统一直是数据生产大户。

麦肯锡报告《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

力的下一个前沿》中认为，大数据是大小

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

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统计显示，仅 2009 

年，美国国家教育部某信息系统的数据库

就膨胀至 269 P 字节（1 个 P 字节等于 10 

亿个 M 字节）, 庞大的信息程度入选当年

全美 10 大数据生产贡献量排名。在我国，

超万人的高校非常多，对于高校管理层

来讲，学籍信息、选课、成绩单、图书

借阅历史、上网时间分布、校内论坛交流、

微博微信等互联网登录和吃饭刷卡消费

等都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对于任课教

师来说，个人工龄及薪酬管理、上课课

件和视频传输、项目管理及经费应用等

教学科研也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除此

之外，还有高校教务及行政系统的设备

管理、办公自动化建设和学校主页建设

等信息数据。这些高校现存的庞大信息

系统经多年运营积累了很多基础原始数

据，如何对这些原始数据开展深入的分

析和应用，在统筹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学

校的科学化管理，为学校发展决策提供

数据支撑，成为摆在我国高校面前的一

个重要课题和开拓性机遇。

面对信息时代带来的各种机遇与挑

战，为满足人才需求，美国政府率先行动

实施了一系列促进计划，以鼓励研究型大

学设立跨学科的研究生专业课程、培养新

一代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才。例如，向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开发项

目投资 1000 万美元，项目旨在集成 3 种

数据转化信息方法 ( 机器学习、云计算和

众包 ); 为“EarthCube”项目 ( 旨在允许地

球学家获取、分析和共享与地球相关的信

息 ) 提供第一阶段的资金支持 ; 向一个研

究培训小组 ( 支持一项教授大学生如何利

用图形和可视化工具解析复杂数据的培训

计划 ) 提供 200 万美元的资助 ; 为一个由

统计学家和生物学家组成的专业研究团体

提供 140 万美元的研发资金 ; 召集各个学

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探讨如何利用

大数据转变教育与学习模式等。美国已将

发展大数据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以求继

续保持在国际上的科技领先地位。

在国内，从 2012 年开始，包括厦门

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等在内的一批大学开始重视数据的

深度分析和应用工作。比如华东师范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如何开展数据分析和应用

数字校园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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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预警系统跟踪学生的餐饮消费数据，

跟踪分析学生是否有经济困难，是否需要

帮助；东华大学的智能实验室项目，记录

实验室使用的全过程数据，形成动态表格，

实现教育经费使用的集约高效。

此外，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相继成立了近十个从事数

据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必要性分析

高校中的数据有很高的教学与科研价

值，开展高校数据分析和应用工作可以辅

助高校教学管理，甚至能改变教育领域传

统的授课模式、学习模式和管理模式。对

现存海量原始数据加以分析，可将其应用

在科研计算、招生推广、学科管理、薪资

统筹、学生信息跟踪等多个方面。在新形

势的驱使下，多数高校已经形成共识，在

信息爆炸的时代，开展数据的深度分析和

应用工作，对高校的发展而言是非常有必

要的一项重点基础工作。

1. 学校科学决策，需要数据深度分析

和应用的辅助。

对于大量业务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应

用的核心驱动力是辅助高校决策支持。这

种基于预测的数据分析与应用体系成功的

关键在于它们是建立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

上。此外，随着高校数据分析及应用体系

积累的原始数据越来越多，通过跟踪记录

分析找到最好的预测模式，可以对高校运

转的各领域提供决策支持，具体而言，对

高校预测招生生源情况、就业情况，预测

在校学生的各种需求情况、教师的科研项

目管理、教职工人事信息管理以及学校的

将来发展状况等方面都能起到数据支持与

趋势研判的前瞻性辅助支持。

2. 教学质量评估，需要科学的数据深

度分析和应用。

教学评估是每个高校定期要做的工

作，把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到教育领域的评

估系统中，不仅提高了教育管理的科学性，

而且增强了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实效性。将

基于海量数据挖掘的智能算法应用于教学

质量评估中，从教师教学的效果、多媒体

课件的使用、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教学与

教学场所等因素中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

能为教学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信息，为教师

提供准确的反馈信息，使之更好地开展教

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3. 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需要数据支持。

过去的教学因为没有大量数据的支

撑，该教什么全凭教师跟着感觉走。现在，

通过深度分析学生在观看网络教学视频

过程中的关注频次和浏览量，分析得出

学生感兴趣、或者难理解的课程关键节

点，帮助教师有的放矢地改进教学重点、

确定教学难点，势必会引导教师改革教

学方式。

4. 校园网络信息管理及分析，需要数

据深度分析和应用的支撑。

在现代信息高度发达的年代，网络舆

情研究工作对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高

校教育环境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

是随着 Web2.0 时代的进一步推进，在高

校管理当中，校园网 BBS、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正大行其道，“圈子”模式的交流

方式为校园网络舆情分析和突发事件网络

疏导增加了困难，正因如此，通过对网络

行为数据的分析来研判教育系统网络舆情

走势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

当前存在的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的信息化建设起步于上

个世纪 90 年代初，是国内较早开展信息

化建设的高校之一，目前学校信息化建设

进程中的信息数据建设大致完成了两个阶

段的工作：简单的资源“数字化”（主要

以大量的文字和数字资源上网为标志）以

及业务工作的“流程化”。期间，学校建

设了办公自动化系统、科研系统、教务系

统等各类业务工作系统，传统的部门业务

工作开始通过网络进行办理。

现阶段，业务工作的“流程化”产生

了大量的业务数据信息，而相关部门对这

些数据信息的需求催生了业务数据的“共

享化”需求。从使用研发层面，所谓的业

务数据的“共享化”也就是应用系统与数

字资源的整合优化。我校在数据“共享化”

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打通了科研

和财务系统的数据接口，实现了科研、财

务一站式服务；建立了移动校园门户，整

合了科研、财务、OA、图书馆等业务系

通过对网络行为数

据的分析来研判教

育系统网络舆情走

势的价值就凸显了

出来。

数字校园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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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数据以及部分教务系统的数据。

然而，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在数据

分析与应用层面遇到了类似的发展困境：

当前高校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整合的数

据分析和应用提升到学校发展战略的层面

上来考量。比如，在数据管理方面，多数

高校还存在数据口径不一致、各部门独立

发布和使用数据的现象，这就忽略了各口

径间数据的联动效应，损失了数据关联背

后产生的巨大应用价值，不利于学校形成

大数据格局。具体表现在：

1. 数据整合程度不高，仍然存在数据

孤岛。

当前部分高校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缺

乏统一规划管理，导致各业务系统之间无

法共享数据，信息系统资源相互独立，数

据的一致性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了跨部

门之间的业务协同，造成了存储系统的利

用率不均衡和存储空间的浪费。信息“孤

岛”难以对数据进行沉淀、积累、汇总和

再分析应用，无法从中进行深度挖掘形成

有价值的信息。

2. 各部门各自为战，数据口径不一致。

高校的运转需要各个业务部门的协

同配合，在当前高校管理过程中发现各

业务部门在使用和共享既定业务数据时，

普遍存在各自为战的情况，导致数据口

径不一致，容易在学校信息管理中造成

混乱。同时，这一现状也直接导致学校

无法利用有效的数据分析解决管理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无法挖掘现在拥有数据

中潜在的价值。例如，高校的校友系统，

无法与就业、招生、本科生管理、研究

生管理等系统进行数据共享，造成了校

友身份信息的不完整、不统一等问题，

甚至部门在完善信息时还需要人工手动

确认数据的情况，为校友工作上带来了

巨大的困难和繁冗的重复性工作，进行

数据分析更是无从谈起。

3. 没有归口管理，尚未形成机制。

随着近年来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逐步发

展，各高校管理口的业务部门积攒了大量

的原始数据，然而当前的高校数据管理体

制没有对所积攒出的零散原始数据进行归

口管理，缺乏协同响应的机制，无法对数

据产生的标准、存放、使用、维护以及开

展深入数据服务等应用进行统一的指导和

规划。因此，当前高校的数据分析和应用

工作仅仅停留在各业务系统之间进行简单

数据交换的原始阶段。

工作策略

1. 在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基础

上，构建全面互补的高校数据分析与应用

管理体系。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不少高校已

基本形成了包括组织管理、技术保障、运

行维护等在内的信息化管理运行体系。因

此，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际，在加快推进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关键点上，要充分利用

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进一步推进建立

以主管校领导牵头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领

导小组，明确学校信息化推进的责任部门，

制定与信息化建设相关的制度法规，进一

步开展全面互补的高校数据分析与应用工

作。通过信息化标准规范的制定、采纳和

应用推广构建高校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体

系，完善信息化项目管理体系及信息化运

行维护、检查评估机制，迎接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

2. 加强对已有数据的整合、分析与应

用，提高数据对高校事务决策的辅助参议

功能。

不少高校在初探信息化推进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零散式、孤岛式的数据信息，

这类冗余信息的堆砌仅仅实现了高校信

息数据管理中留存备忘的功能。应在排

查现有信息化建设进展的基础上，集成

高校办公自动化、科研管理、财务管理

等重要校务管理信息应用系统数据，统

筹整合、深入分析，将简单堆砌的数据

转化为辅助高校决策的有力支撑例证，

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水平的

提升以及进一步数据分析、整合、共享

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3. 重视高校信息化工作的统筹指导和

战略规划。

着力加强数据的分析与应用；着力增

强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承担

主要工作包括：

（1）数据分析与应用工作：制定学

校数据发展规划及相应数据标准；推动数

据收集、存储、分析和应用工作；学校综

合数据库的建设、维护、管理工作；各级

各类教育统计数据汇总、上报工作；数据

统计服务工作，教育统计分析和评价报

告撰写工作，为学校宏观管理与科学决

策服务。

（2）学校信息化推进与实施工作：

制定、推广和实施学校各类信息化标准，

开展标准应用的相关工作；学校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规划工作；组织、协调和推进全

校各单位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工作；综合校

务平台等软件项目的开发、评测工作。

（3）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网络舆情

的搜集采集，预警信息的提供；舆情信息

汇编的制作和发布；不良信息处置，网络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4）公共信息服务工作：学校门户

网站的内容管理和日常保障工作；信息技

术培训工作；校级公共信息服务保障工作。

（5）信息资源开发工作：网络教育

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和发布等工作。

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管理在高校应用中

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状。随着“数

据中国”的深入开展，高校教育管理的信

息化、数据化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挖

掘教学数据深层次的价值并使其为学校发

展决策服务是高校数据管理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以上文中所提到的当前所存在

的问题在我国高校现今数据发展的探索过

程中具有普遍性，如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

进一步推进信息化进程和大数据挖掘程度

还有待深入探索、修正。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数据与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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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网络通讯技术的进步、智能

手机普及，对于青少年的生活习惯和沟通

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革。“95 后”年轻

人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中的主要人群，他们

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对于移动互联网有

自己的差异化需求。原先的校园生活模式

正在被打破，现在我们急切地需求一种更

加适应当今潮流的新媒体生活方式。微信

公众平台作为新媒体的代表，以其操作简

便、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社交化特点在

高校学生中拥有大量受众。微信公众平台

推送的消息可以做到图文并茂而且声像俱

全，而且成为短时获得精品内容的有效来

源头。

微信企业号平台的可行性

7 大独到优势

微信公众平台包含三种账户，微信服

务号、微信订阅号、微信企业号。每种账

号都有其应用的特定场景，订阅号主要功

能为给用户传递资讯，只能实现单向的消

息传递，不能从事直接营销和管理活动。

微信服务号为企业和组织提供更强大的业

务服务与用户管理能力，主要偏向服务类

交互，可从事进行直接营销活动。微信企

业号专注于企业内部或者组织内部管理，

三者的主要区别见表 1。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微信企业号的 7 大

独到优势：

1. 发送消息的次数不限制。

2. 对于用户的限制，在用户关注企业

号的时候可以通过两种安全手段确定这个

用户是谁，一为与通讯录中数据进行比对，

二可以接入用户端的二次验证（比如统一

认证平台），从入口处解决身份问题。

3. 可以支持组织进行定制应用，每个

企业号包含 30 个应用，每个应用中包含

15 个原始菜单，能够极大地满足大群体

组织的全面管理需要。

4. 用户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企业号

能支持用户从关注，消息推送，消息获取，

流程管理，支付等用户全流程生命周期

管理。

5. 支持组织各种创新应用，灵活定制

的 H5 页面和原生态的消息接口均可完美

支持。

6. 全流程的 Https 数据加密，保证用

户的数据安全。

7. 精准的数据统计，通过用户分析、

图文分析、消息分析三类统计精准地了解

企业号的使用情况，运行情况，也可以通

过接口嵌入统一的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中。

微信庞大的用户群和高校的渗透率

根 据 腾 讯 2015 年 5 月 13 日 发 布 的

“信息北航”成就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

表 1  三种微信公众号的区别

图 1  2015 年微信用户年龄段占比分布

企业号 服务号 订阅号

面向人群

消息显示方式

消息次数限制

验证关注者身份

消息保密

高级接口权限

定制应用

面向企业、政府、事业单

位和政府组织、实现生产

管理、协作运营的移动化

出现在好友会话列表首层

最高每分钟可群发 200 次

通讯录成员可关注

消息可转发、分享、支持

保密消息，防成员转发

支持

可根据需要走定制应用，多

个应用聚合成一个企业号

面向企业，政府或组织，

用以对用户进行服务

出现在好友会话列表首层

每月主动发送消息

不超过 4 条

任何微信用户扫码

即可关注

消息可转发、分享

支持

不支持，新增值服务号

需要重新关注

面向媒体和个人提供

一种信息传播方式

折叠在订阅号目录中

每天群发一条

任何微信用户

归码即可关注

信息可转发、分享

不支持

不支持，新增服务号

需要重新关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25
36-50
51-60
Over 60
26-35
Under 18
Unk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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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45.40%

26-35
40.80%

36-5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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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报告，微信每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5.49

亿，其中 18~25 岁的年龄段人数占比为

45.40%，具体占比如图 1 所示。

微信涵盖了 90% 的智能手机，25% 

的 微 信 用 户 每 天 打 开 微 信 超 过 30 次，

55.2% 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 10

次，微信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信息获取和沟通交流平台 , 渗

透率很高。

高校移动应用的软硬件平台渐成熟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兴起，3G、4G 

网络业务深入发展以及智能手机在大学生

群体中逐渐普及，移动端已经成为大学生

获取信息的主要入口。移动校园的建设使

得校园无线网络覆盖率越来越高，无论

图书馆、食堂、宿舍、教学区，活动场地，

走到哪都能随时随地的通过移动端获取

信息。

高校信息化的积累使得各种管理系统

都比较完善，对于高校的信息管理提供了

强大的后台支持。

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通道的通畅，

后台管理系统的完善，微信 APP 管理平

台连接了个人和组织，成就信息递送的最

后一公里。

可应用于高校管理

 高校的职能为传播知识、培养人才、

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相对于传统的高校

管理的方式工具上，微信企业号平台在点

对点沟通，移动端信息入口方面对于高校

开展教学、育人、管理和价值观传输中拥

有优势，针对学校管理的教学服务、科研

服务、信息服务、业务服务、学生管理等

用户信息获取痛点的方面可以通过微信企

业号发挥重要作用。

“信息北航”微信服务平台     
应用实践

1 .“信息北航”微信服务平台的定位

秉承“以信塑人，以文化人”的宗旨，

信息北航微信企业平台定位于建设一个传

递价值信息，解决用户痛点问题，鼓励师

生共同参与的信息服务平台。

2 .“信息北航”微信服务平台的功能

在微信企业号平台的基础上，“信息

北航”微信服务平台是一个综合校园管理、

校园服务等多项内容综合性服务平台，其

功能大体分为三类，咨询类服务、申请类

服务、申请类服务，平台总体功能架构如

图 2 所示。

（1）资讯类应用

通过将新闻网的系统与微信 Api 接口

对接，实现最新新闻实时推送，让用户随

时随地了解学校的新闻及通知，此类应用

包括新闻资讯、校园通知、北航指数。

（2）查询类应用

通过将教务、科研、财务、资产等系

统与微信 Api 接口对接，实现用户主动查

询校园日历，课表、成绩、科研项目，财

务项目，名下资产等信息，此类应用包括

教务服务、资产管理、财务收入、科研服

务、公共服务查询。

（3）申请类应用

通过将线下的业务申请放到移动端，

实现用户的在线申请，能自助服务的自助

服务，不能自助服务的在线预约，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实现管理的 O2O 模式转变，

此类应用包括网络信息服务、办事不用等、

反馈留言。

应用展望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高校的管理

也应顺应互联网的潮流，将基于管理功能

的微信企业号平台的与学校的管理职能进

行融合，通过信息化手段促进师生之间的

沟通，提升高校的管理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实现校内资源信息共享，高校内部移动互

联，鼓励师生一起成为学校的管理者、执

行者。

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对现在

高校管理模式有自己的理解，对于 O2O

（online to offline）的管理模式有很大的

需求，我们期待看到通过利用当今技术

模式实现移动端的智慧校园，我们也不

难想象，未来的大学生在校园内只需要

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快捷的完成一天的

学习、生活、社交，感受网络科技带来

的无限便捷。

（作者单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2  信息北航微信服务平台功能架构

数字校园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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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6 日，备受全球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正式在乌镇拉开帷幕，此次峰会以“互联互通、共

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涉及网络文

化传播、互联网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合作、互联网技术标准、

互联网治理等前沿热点问题。

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三通信”）继

2014 年后再次获邀出席此次峰会，向世界展示其在“互联

网 +”基础设施领域的尖端技术与丰富实践。会议期间，华

三通信发布了全球首款安全一体化交付平台“华三天机系

统”。作为华三通信新 IT“大安全”理念与解决方案的重

要组成部分，“华三天机”创新性地动态重构安全体系，能

够实现“一框即安全”一体化整体交付，以全面的云安全能

力、贴合国情的合规评估与强大的安全管控能力，帮助各行

业企业应对“大互联”背景下日益复杂、多变与频繁的安全

挑战。

在“互联网 +”时代，企业业务交付所需要的网络资源、

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等不再仅限于独立的物理设备，IT 基础

架构由静态转为动态，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边界已模糊难辨；

与此同时，信息安全风险也在不断演进和升级，在 APT 攻击、

异常活动、未知风险、0Day 漏洞利用等高级威胁下，基于特

征的检测和防护手段力不从心，传统安全围墙式防护手段已

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

“大互联”的安全保障必须要有大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而华三天机正是大安全理念在解决方案上的创新呈现。华三

通信安全产品部部长李彦宾介绍，“华三天机”将安全作为

一种能力以服务的方式一体化整体交付给企业，为企业构建

了一个安全资源池化的动态安全防御体系，按需分配并可弹

性扩展安全能力，以应对信息技术云化、移动化和互联网化

对企业信息安全带来的全新挑战。

“华三天机”企业一体化安全交付平台内置安全管理单

元、安全检测单元和安全业务单元。安全管理单元包括策略

管理中心及管控系统，实现全网安全资源统一部署及策略管

理，并支持各类终端、网络及安全设备联动控制，让安全成

为一种按需定制的服务；安全检测单元基于国家等级保护标

准，针对核心业务、资产提供三级等保的包括配置核查、风

险评估和威胁预警在内的全面合规评估分析；而安全业务单

元包括以华三通信安全旗舰产品 M9000 及 NFV 为代表的各

类安全产品，实现安全资源池能力的交付。

作为一体化安全交付平台，“华三天机”在业界率先实

现了安全能力在单框内的集成，以业务安全为核心，融合对

安全、网络、应用的综合监控，实现风险态势呈现、业务部署、

安全分析、安全响应等，满足企业对信息安全系统自适应、

可扩展与整体交付的需求。

“华三天机”是华三通信在大安全领域的一项突破，也

代表着中国 IT 行业在信息安全领域所取得的最新进步。李彦

宾说，“我们选择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发，既是为

了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本土 IT 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是对大

会网络安全主题的积极响应。”

华三天机

大安全理念的创新呈现

华三通信安全产品部部长李彦宾发表演讲

案例展示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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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艺东 李瑞维 林南晖 郑凯 罗辉琼

考试成绩是检验教学工作成效的重要

指标。学校的教学活动中不停地产生着大

量的成绩数据。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方法，

让考试成绩数据“告诉”我们更多的有价

值的事实，而不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查询

与统计，在智慧校园建设和数据化治理时

代，是我们需要积极研究探索的一个重要

课题。

华南师范大学借助分析工具，建立学

生期末成绩相关关系散点图，通过按教师

分类、按年级分类及按学院分类的多维度

分析，使我们能够从成绩数据中发现不同

课程相对难度特点，不同学生群体学习情

况差异与不同，不同教师教学效果差异等

信息。虽然这些分析尚是局部的、模糊的，

但管中窥豹，分析结果所产生的信息，对

于调整和改进高校教学活动还是有着积极

的参考意义。

不同教师教授同一门课程的教学
效果分析

本分析案例中，我们通过期末成绩散

点图比较，对二位不同教师（下称教师Ａ

和教师Ｂ）的同一门专业课程（下称“专

业课程 a”）的教学效果情况进行了分析，

发现两位教师的教学效果的差异性。为使

分析相对客观，两个班级的学生来自同一

学院的同一年级。

图 1、图 2 分别为教师 A、教师 B 授

课的两个班级学生的期末成绩散点图。

通过对两个散点图分析可以发现，教

师Ａ对应的散点图图 1 中，散点基本处于

y=x 参考直线之下，趋势线也完全是处于

y=x 参考直线之下，说明绝大部分学生无

法在这门课程中取得与其他课程同等水平

的成绩。同时可以看到，有较多处于该课

程成绩 60 分、甚至 50 分以下低分区域的

学生，然而这部分学生的其他课程平均成

绩上多超过 60 分，却没能在本课程取得

及格分数。相比较之下，教师 B 对应的散

点图图 2 中，多数的散点集中于 y=x 参考

直线附近，有相当一部分散点处于上方，

这部分学生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成绩，而

没有取得预期成绩的学生，也少有出现过

于低分的情况，高均分低课程分的情况要

比图 1 好。

图 1、图 2 都呈现出趋势线斜率大于 1，

结合散点对趋势线回归程度较好的特点，

说明该学科成绩与学生其他课程成绩关联

性较强，这可能是因为该课程专业性较强，

考试对学生学习情况考察足够深入。对比

两位教师授课情况，教师 B 的学生在“专

业课程 a”上获得了与其他科目相当或更

好的成绩，而教师 A 的学生则获得了远低

于其他科目的成绩，由于两个班的学生来

自同一学院的同一年级，因此综合情况说

明，教师 B“专业课程 a”的教学活动开

展得更合理，而教师 A 可能需要进行适当

的教学调整。

历届学生对同一公共或专业课程
的学习情况分析

本分析案例中，选取了两门课程的期

末成绩散点图进行比较分析，分别为：大

一学生必修的公共课程Ａ和大二学生必修

的专业课程Ｂ。通过对这两门课程历年的

成绩散点图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近年

来选修该两门课程的学生学习情况呈现一

定的规律性，教授该两门课程的教师教学

活动也展现出其自身的课程特色，这对开

展下一级新生的教学活动具有一定启发性

和参考价值。

华南师范大学

利用学生成绩数据分析调整教学策略

图 1  专业课程 a 教师 A 期末成绩散点图

图 2  专业课程 a 教师Ｂ期末成绩散点图

应用系统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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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课程Ａ历年成绩数据分析

本小节分析案例中，选取 2011 级至

2014 级学生修读公共课程Ａ的期末成绩

散点图进行分析比较。其中图 3 是 2011

级学生的公共课程Ａ期末成绩散点图，图

4 为历年公共课程Ａ学生平均期末成绩折

线图。

通 过 对 2011 级 至 2014 级 学 生 的 公

共课程Ａ期末成绩散点图进行分析，看出

往届学生的成绩散点图基本呈现出散点分

布较为分散，对趋势线回归程度不高的情

况。再结合其趋势线斜率不足 1 的特点，

说明该课程成绩与其他课程成绩关联并不

紧密，这一点在 2011 级成绩散点图（图 5）

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通过这一分析或许可

以认为由于公共课程专业性不强，专业能

力强的学生也未必能在公共课程上取得与

其他课程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趋势

线斜率并不接近于 0。有的年份的成绩散

点图其趋势线斜率接近于 1，散点对趋势

线回归程度也较好，这说明如果学生在其

他科目上的学习能力较好，那么他也更有

可能在公共课程上获得较好的成绩。

从图 4 历年公共课程Ａ平均期末成绩

折线图上可以看出，该课程在经历 2012

年一次成绩下滑后，于 2013 年与 2014 年

持续上升，并在 2014 年取得了超过 70 分

的好成绩。这或许可以说明教授该课程的

教师现有的教学策略具有一定科学性和积

极性，从而使得学生成绩稳步上升，在今

后的教学活动中可以坚持这一教学策略。

最后，根据相关数据可以注意到 2013

级和 2014 级的成绩散点图中均分高课程

成绩低的情况减少。相应地，均分较高的

学生在公共课程Ａ上取得超过均分的情况

（y=x 参考直线以上）也增加了。结合前

文中的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建议：教师如

果激发学生，将其学习专业课程时的学习

热情和积极性应用到学习公共课程上，这

对于提高学生公共课程的成绩和改善公共

课程的教学情况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专业课程Ｂ历年成绩数据分析

本小节分析案例中，选取 2011 级至

2013 级学生修读专业课程Ｂ的期末成绩

散点图进行分析比较。其中图 5、图 6、

图 7 分别是 2011 级、2012 级、2013 级学

生的专业课程Ｂ期末成绩散点图，图 8 为

历年专业课程Ｂ学生平均期末成绩折线

图。

通过对 2011 级至 2013 级学生的专业

课程Ｂ期末成绩散点图（图 5、图 6、图 7）

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2011 级和 2012 级学

生的成绩散点图基本呈现出散点对趋势线

回归情况较好，趋势线斜率较大的特点。

这说明学生在该课程的成绩与其他课程的

成绩关联较为紧密，进而可以认为该课程

专业性较强，对学生专业能力考察深入。

结合历年专业课程Ｂ学生期末成绩折

线图（图 8）进行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到

该课程平均成绩从 2011 年至 2013 年明显

地存在逐年大幅下降的情况，2011 年至

2013 年间下降了超过 20 分。从散点图上

来看，2011 级学生大部分都在专业课程

Ｂ取得了比其他课程更好的成绩，虽然有

图 3  2011 级公共课程Ａ期末成绩散点图

图 4　历年公共课程Ａ平均期末成绩折线图

图 5　2011 级专业课程Ｂ期末成绩散点图

图 6　2012 级专业课程Ｂ期末成绩散点图

图 7　2013 级专业课程Ｂ期末成绩散点图

图 8　历年专业课程Ｂ期末成绩折线图

小部分均分在 70 分左右的学生取得了意

外的低分，但总体来说散点都聚集在y=x

参考直线附近，可以认为 2011 级的学生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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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课程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专业学习能

力。

相比之下，2012 级散点图中处于 y=x

参考直线上的散点大幅减少，均分高课程

成绩低的情况增多，说明许多学生无法在

专业课程Ｂ上取得与其他课程相当的学习

效果。

最 后 再 来 看 2013 级 的 散 点 图，y=x

参考直线上方散点与12级相比变化不大，

但是均分高课程成绩低的现象非常严重，

如图中紫色方框中区域所示，存在大量均

分处于 60 至 80 分之间，而课程成绩却低

于甚至远低于 60 的散点。  

这部分的学生在该课程上的学习程度

远不及他们在其他课程上的学习程度，这

说明课程教学情况不理想，从而导致了课

程均分只有 52.2 的情况。然而由于散点并

没有出现整体逐年左移的情况，说明这并

不是因为学生的整体专业学习能力下降导

致该课程均分下降的。因此可以得出建议，

教授该课程的教师可能需要参照往年的教

学模式与教学策略来对该课程现有的教学

情况进行调整。另外也需要提醒 2014 级

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应该投入更多的时

间精力，不能因为自己在其他课程已经取

得较好的成绩就掉以轻心。

不同类别学院对同一公共课程的
修读情况分析

本分析案例中，选取了所有学院的学

生都需要修读的公共课程Ｃ的期末成绩散

点图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将学院划分到文

理两个不同专业类别，我们将能够看到数

据背后反映出来的课程特性，这将有助于

教师针对不同学院的学生调整教学策略，

因材施教。 

图 9 为理工科类一个学院的学生修读

公共课程Ｃ的期末成绩散点图，图 10 为

文科类一个学院的学生修读公共课程Ｃ的

期末成绩散点图。

通过对理工科类三个不同学院和文

科类三个不同学院公共课程Ｃ期末成绩

散点图（以图 9、图 10 为例）进行比较

分析，可以发现，文科类散点图的趋势

线斜率全部都大于 1，而理工科类散点图

的趋势线斜率则全部小于 1。同时，文科

类散点图的趋势线回归程度要比理工科

类散点图更好。以上特征都说明了该公

共课程体现出了文科类课程的特点，相

比起理工科类课程，其成绩与其他文科

类课程相关性更高。

理工科类学生如果想要在该课程上取

得好成绩，则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

而该课程的教师在教授理工科类专业的学

生时则应该注意到该课程的课程特性，适

时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

给分情况各异的两门课程的成绩
分差值分析

高校中的课程不同于中学，作为学生

绩点计算依据和衡量学生是否通过标准的

图 9　理工科类学院公共课程Ｃ期末成绩散点图

图 10　文科类学院公共课程Ｃ期末成绩散点图

图 11　课程 A 期末成绩分差值散点图

图 12　课程 B 期末成绩分差值散点图

总评成绩不仅只关注期末成绩，平时成绩

也是纳入计算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平时成

绩的主观性与给分自由度较大，个别教师

可能会为了拉高学生的总评成绩，而给出

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平时成绩。本分析案例

中将通过对比课程 A 和 B 的成绩分差值

散点图，来较为直观形象地体现出这种行

为和现象。

图 11、图 12 分别为课程 A、课程 B

的期末成绩分差值散点图。

通过对课程 A、课程 B 的期末成绩分

差值散点图（图 11、图 12）进行比较分析。

课程 A 散点图的趋势线表明，学生期末成

绩越高，分差值越低，但其趋势线斜率接

近于 0，趋势不明显。可以认为是由于平

时成绩较为平均，所以期末成绩较低的学

生具有更高一点的分差值。

我们将图 11 作为较为合理的分差值

散点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图

12，课程 B 散点图趋势线斜率较高，拥有

非常明显的散点分布趋势，即期末成绩越

应用系统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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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学生其分差值越低。

从另一方面说，期末成绩越低的学生

依赖于平时成绩拉高总评成绩的现象在该

课程显得非常普遍。对于这种现象，有几

种可能性：一可能是该课程的教师更加注

重学生的平时表现（例如学生的出勤率、

课堂表现、平时作业等），在总评成绩中

平时成绩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期末成绩所占

比例更大；另一种可能是该课程的期末

成绩难度较大，期末成绩普遍不高，该

课程的教师为了增加该科目的通过率，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平时成绩，进而拉高

了总评成绩。

对于可能性一，可以得出建议，学

生在学习该课程时应该更加重视平时的表

现，如保证出勤率、课堂积极发言、按时

完成课堂作业等；对于可能性二，则可以

建议教授该课程的教师合理调整考试的难

度，并适时调整和改善教学策略和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数据助力于管理部门、教师和学生

通过以上的数据方法和分析工具，

从不同的维度对学生期末成绩进行数据分

析，让我们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了更加深

入全面的了解。管理部门以这些隐藏的信

息为依据，可以对教师教学提出相应建议；

教师则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自己的教

学策略与方法等进行改善调整；学生也可

以根据以往的课程成绩情况选择制定自己

的学习计划。

华南师范大学近年来重新规划建设了

学校数据整合与交换平台，确立了智慧校

园数据服务和数据治理的发展方向。本文

是学校网络中心数据分析团队在校园大数

据研究过程中的初期案例，在分析手段和

分析结构的全面性、科学性方面仍有待加

强。但我们深信，只要坚定方向，勇于尝

试，高校的智慧校园必将迎来属于自己的

“大数据时代”。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

数据分析概述

本文根据华南师范大学近年的学生考试成绩，选取其中一些较为有
代表性的科目，建立起期末成绩—全科目平均成绩散点图（以下简称期
末成绩散点图），在教师、年级和学院三个维度上对学生期末成绩分别
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散点分布情况，趋势线及其回归特点进行分析，
总结出该科目的成绩特点，最后在分析结果的对比之中得出参考意见。

用图说明

本文分析中涉及到三类图型
1. 期末成绩散点图 : 图中每一个散点代表一个学生，X 轴为除公选

课以外该学生所有考试课程的期末成绩平均分，Y 轴为该学生在该课程
上的期末成绩；

2. 平均期末成绩折线图：以年为单位展现特定数年分析对象课程平
均期末成绩走向；

3. 期末成绩分差值散点图：图中每一个散点代表一个学生，X 轴为
该学生在该课程上的期末成绩，Y 轴为该学生在该课程上取得的总评成
绩减去期末成绩得到的分差值。

数据范围

为控制散点数量，使分析更有针对性，散点图上选取的学生均以单
一学院的单一年级为限定范围。

概念介绍

趋势线：散点图中的灰色直线。它是通过报表软件回归分析得到的
回归直线方程的图形表达，用以呈现散点的分布趋势。以期末成绩散点
图为例，趋势线的陡峭或平缓程度（即斜率），是对于学生们的全课程
平均成绩（以下简称平均成绩）与分析对象课程成绩（以下简称课程成
绩）之间相关性的直观反映，具体来说，就是平均成绩每提升一分，课
程成绩会相应提升多少分，这其中的比例。趋势线越陡峭（斜率越大），
说明分析对象课程成绩受其他课程成绩影响越大，两者间的关联性越强，
反之则影响越小，关联性越弱。

回归程度：指散点对于趋势线的聚集程度，如果大部分散点到回归
直线的距离较近，则认为回归程度较高，反之则低。回归程度越高，则
说明散点越服从趋势线反映出的规律，这意味着趋势线对于平均成绩与
课程成绩之间的相关性的代表性越强，通过对趋势线进行分析得出的结
论就越可靠。

y=x 参考直线：散点图中的红色直线。它是方程y=x 的图形表达。
用来与趋势线进行比较分析。处于此直线以下的散点，代表该学生课程
成绩低于平均成绩，反之则高于，如果处于直线之上，则等于。

成绩数据的分析说明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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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中，高校的移动信息服务系统覆盖率仍然很低，图

书馆数字资源和课程学习资源是学校移动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提供

的资源。一些学校提供整合加工的网络学习资源方面仍有待提高。

同时，调查发现微信是其中最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化网络媒体，所

有的 211 学校都使用了微信服务。学校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对象主

要是本校的教师和学生，所有的 211 学校都为本校教师提供了社

会化媒体服务，学校社会化网络媒体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为重要

新闻的发布和相关的招生信息。

移动信息服务

移动信息服务系统的覆盖率很低，仅有 38.77% 的学校建立

我国的高校信息化应用系统的现状如何？本刊将陆续地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教学管理信息化、科研管理信息化、后

勤管理信息化、专题网站建设及应用等方面介绍中国高校信息化应用系统的发展状况。本期刊登高校信息服务系统中的移

动信息服务、社交媒体使用情况。  

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调研分析（三）

高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调查分析

图 1  移动信息服务系统的覆盖率（学校分类）

图 2  移动信息服务系统的覆盖率（地区分类）

图 3  学校移动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提供的资源

图 4  学校移动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提供的资源（学校分类）

了此系统。在 211、普通高校、高职高专三类学校中，建立了移

动信息服务系统的学校比例分别为 58.93%，34.68%，18.52%，

如图 1 所示，211 类学校在移动信息服务系统的建立上远高于其

他两类学校。

从地区比较来看，所有地区的学校的移动信息服务系统的覆

编者按

应用系统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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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校移动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提供的资源（地区分类）

图 6  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开通官方账号（学校分类）

图 7  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开通官方账号（地区分类）

图 8  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化网络媒体

图 9  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化网络媒体（学校分类）

盖率都没有超过 50%，华北地区 42.86% 的学校建立了覆盖全校

校园安全监控系统，为比率最高的地区，西南地区有 25%，为比

率最低的地区，其次是东北地区，其他四个地区几乎没有差距，

如图 2 所示。

学校移动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提供的资源是图书馆数字资源

和课程学习资源，分别占 91.56 和 81.01%，如图 3 所示。

对三类学校进行比较，211 类学校整体来说在提供移动信

息资源种类上做的更好一些，所有的 211 学校都提供了图书馆

学习资源，但是在提供整合加工的网络学习资源方面不如其他

两类学校，如图 4 所示。

从地区来看，华中地区的所有学校都提供图书馆数字资源，

华南地区 93.33% 的学校提供课程学习资源，分别处于领先地位。

华中地区在校园新闻资讯和整合加工的网络学习资源上也表现突

出，分别达到了 76%、52% 的普及率，如图 5 所示。

社交媒体使用情况

调查中发现有 57.53% 的学校已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开通官方

账号，及时宣传学校动态。在 211、普通高校、高职高专三类学

校中，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开通官方账号的学校的比例分别为：

79.59%、52.59% 和 48.08%，如图 6 所示。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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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化网络媒体（地区分类）

图 11  学校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对象

 图 12  学校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对象（学校分类）

图 13  学校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对象（地区分类）

从地区来看，华南地区有 71.43% 的学校在社交媒体上开通

官方账号，为比率最高的地区。华中地区有 44.44%，为比率最

低的地区，如图 7 所示。

调查还发现微信是最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化网络媒体，占了

91.49%，其次是微博，80.85%，如图 8 所示。

对三类学校进行比较，所有的 211 学校都使用了微信服务，

在其他社会化媒体上也都占据首位，如图 9 所示。

从地区来看，华中地区的所有学校都使用了微信服务，华南

地区 93.33% 的学校使用了微博服务，分别处于领先地位。华中

地区在短信的使用上也表现突出，达到了 76%，如图 10 所示。

学校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本校的教师和学生，分别

应用系统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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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学校社会化网络媒体提供的服务内容

图 15  学校社会化网络媒体提供的服务内容（学校分类）

图 16  学校社会化网络媒体提供的服务内容（地区分类）

图 17  专门负责维护社会化媒体账户的部门（学校分类）

图 18  专门负责维护社会化媒体账户的部门（地区分类）

占到 91.45% 和 80.77%，如图 11 所示。

对三类学校进行比较，所有的 211 学校都为本校教师提供了

社会化媒体服务，94.64% 的 211 学校为本校学生提供了此服务。

但是通过社交网络媒体与校友建立联系，三类院校做得都不够，

如图 12 所示。

 从地区来看，华中地区的所有学校都为本校教师提供了社

会化媒体服务，华南地区 93.33% 的学校为本校学生提供了社会

化媒体服务，分别处于领先地位，如图 13 所示。

学校社会化网络媒体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为重要新闻的发

布和相关的招生信息，分别占了 91.56% 和 81.01%，如图 14 所示。

对三类学校进行比较，所有的 211 学校都提供重要新闻发布

的服务内容，94.64% 的 211 学校在社会化网络媒体上提供了招

生信息，高职高专和普通高校在重要信息发布和招生信息上区别

不大，如图 15 所示。

从地区来看，华中地区的所有学校都提供重要新闻发布的服

务内容，华南地区 93.33% 的学校为提供了招生信息，分别处于

领先地位，如图 16 所示。

据调查，68.02% 的学校有专门负责维护社会化媒体账户的

部门。在 211、普通高校、高职高专三类学校中，拥有专门负

责维护社会化媒体账户的部门的学校的比例分别为：80.36%、

52.42% 和 40.74%，如图 17 所示。

从地区来看，西南地区 64.29% 的学校有专门负责维护社会

化媒体账户的部门，为比率最高的地区。东北地区有 44.83%，

为比率最低的地区。网络中心、电教部门都可能有社会化媒体账

号，如图 18 所示。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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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戚燕冰

在教育大改革的现实背景下，“云学

习平台”能帮助教师有效地对学生开展有

针对性的辅导，使教师开展创造性的教学

有了技术支撑。比如，利用以云技术为代

表的现代教育技术能根据学习者的个性差

异推送教学内容，可以实现课堂内容呈现

的多元化和即时的课堂反馈。通过对基于

“云学习平台”的小学适性新课堂模式研

究，青岛市实验小学构建较为完备的云平

台系统，形成基于云平台下的“三三一”

适性教学法，以推动课堂教学内涵与外延

的突破与拓展。

平引进“云计算”

在教育大改革的现实背景下，究竟应

该如何探索和开创新的课堂模式呢？我们

选择以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为研究主题，力

图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与云技术探索实现

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打造能调动学生自

主学习意识的适性教学新模式。并且，学

校确定了以“基于‘云学习平台’的小学

适性新课堂模式研究”作为课题研究的方

向。同时，课题组确定了课题研究的四个

子课题：（1）学生发展的共性规律与个

体差异的研究；（2）探索适性课堂教学

模式与应用研究；（3）适性课堂学习方

式的研究；（4）适性课堂管理与评价体

系的研究。

为加强教师对适性课堂的理解，学校

形成了《适性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稿）》

这一校本教研文稿，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实

践指明了方向和研究重点。该教学模式将

教学过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自助

学习、合作探讨、目标检测、拓展延伸。

此后，课题研究组开始精细设计和打造符

合适性教育理念与内涵的适性课堂。在

这一过程中，体现适性课堂内涵与本质的

“三三一”适性教学法被课题组逐步建构

形成。“三三一”适性教学法是在遵循教

育的规律、儿童认知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不

断丰富完善起来的创新课堂。

在构建了“三三一”适性教学法后，

为了更好地实现效果，弥补传统教学的短

板，课题组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打造

云学习平台。利用“云计算辅助教学”，

目的在于让教师和学生利用“云计算”提

供的服务，构建个性化教学的信息化环境，

支持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高教学

质量。

为实现云计算平台与学校适切教育的

有效融合，在课题立项目之前以及课题立

项之后的一段时间，课题组一直都在学习

与探索与云计算相关的理论知识。经过从

2012 年 11 月到 2013 年 11 月一年多的时

间，基于课题组科学合理的统筹及教师、

学生双线并轨，云学习平台实现了从理论

探索到实践应用的转变。

云课堂体系，以平板电脑为学生学习

工具，以网络终端和云池为依托，最初在

五年级的实验班中进行。云课堂体系建立

后，教师可以利用平台存储大量的教学资

源，记录学生的全部学习过程，有利于长

久保存，也可以随时调用。同时实现了生

生、师生的交流互动，利于进行过程性监

控，进行及时、个性化辅导，因为云学习

平台能够实现测试中满十进阶，使得老师

能够按照学生学习的节奏把控课堂，真正

实现面向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最大

程度地减少“学困生”的形成。

对于学生而言，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存

储在“云平台”上的资源包进行自主选择、

自主学习，使得学习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

把控课堂，真正实现面向每一个学生的个

性化培养。随着 2013 年 3 月家校平台的

搭建完成，不仅“云课堂”上的学生可以

浏览全班每位同学的学习资料，最大化实

现互相学习，课后也可以在家中自主预习、

复习，适时借用微视频，全时空拓展学习，

同时家长可以借此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进

展，及时发现孩子的学习问题，并与老师

在线沟通，实现零时差解决学生学习中遇

到的问题。

构建云平台系统

云课堂的实现依赖于云平台系统的建

设。为了云课堂的顺利开展，学校自主研

探索“云学习平台”在课堂落地
青岛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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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构建了私有云学习平台，学习平台包括

基础平台和应用教学模块两大部分。其中

基础平台是保证该系统正常工作的根本，

它支撑着教学平台和教学模块正常运转。

基础平台

基础平台包括备课系统、上课系统、

评价反馈系统和家校互动系统，如图1所示。

备课系统包括课件管理、备课管理、

试题试卷编辑、资源库、知识点、预习管

理、作文管理、作业管理等板块；

上课系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实现数据

的及时交互，让课堂学习立体化。上课系

统分为老师端和学生端。老师端又分为了

展示模块和管理模块。学生端拥有可以自

己设计的界面，而内容可以是老师自主设

计添加 , 也可以接收老师下发的资料，可

以学生间试题、答案共享。

评价反馈系统全方位对学生学习数据

进行采集、统计、分析，实现自我反思的

学习。为学生的学习提出适性的学习指导

方案，探索基于数据的实证性、发展性学

习评估模型。

家校互动系统致力于拉近学生、家长

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全时空为学

生保驾护航。它包含在线讨论、个人页面。

学生可以通过个人界面进行作业的提交、

错题修改、错题历史查看、个人评价结果

查看等一系列信息和应用。家长可以通过

个人界面查看孩子的学习情况，老师布置

的作业，孩子作业完成情况，孩子的评价

反馈结果及所在班级的反馈结果，能够更

全面的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过程。老师的

个人页面有教学管理内容和家长、学生互

动内容等。

应用教学模块

教学模块是根据各科需求进行独立设

计开发，以老师日常教学实践为基础进行

设计开发，极大的贴近老师的日常教学工

作内容。目前包含语文、数学、英语三大

模块它与备课系统、上课系统彼此融合，

互为一体。私有云学习平台，可以存储大

量的教学资源，可以完整记录学生的全部

学习过程，有利于长久保存，也可以随时

调用。实现了生生、师生的交流互动，利

于进行过程性监控，并且进行及时、个性

化辅导，真正实现按需成长，各取所需，

无处不在。

形成“三三一”

实践中，选择了以课堂为突破点，关

注学生的个性成长，提出了“三三一”适

性教学的构想，设立了“三位一体的教学

目标”、优化“三点一线的教学过程”、

选择“三学归一的教学方法”。 “三三一”

并非一种模式，而是适性课堂理念的中位落

点，一个有力抓手，它承载着适切教育理念

的几个核心词：因材施教、分层发展、个性

涵养。因材施教与“分层”、“个性”共同

指向一个教育目标——针对每一个人的教育。

提炼“三三一”适性教学指导纲要

“三三一”从理念的提出，到课堂的

落实，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基于构想，

在各个学科进行尝试和研究，老师们提炼

了各学科的“三三一”指导纲要 , 参见表 1。

研究中，学校已经提炼了语文、数学、

英语等八个学科的“三三一”适性教学指

导纲要。希望课堂能基于学生的学习需要，

更好地激发起学生学习兴趣，更加符合儿

童的心理特点，更好把握学科学习特点，

提高课堂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形成一种立

足儿童视角的，尊重学生个性的，能够适

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课堂教学。

梳理“三三一”适性教学操作要点

在指导纲要的基础上，各学科在实践

中提炼了操作要点。在学科操作要点中，

明确各学科不同学段的操作流程，包括教

学过程中心的几个操作主要步骤，每个步

骤在实施中应该注意什么；每个步骤主要

落实了哪些教学目标，这些教学目标主要

通过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去实现的。通过操

作要点的出台，使课堂改革有了抓手，也

使得老师们的课堂教学达到了一种较高水

平的规范与均衡。各学科的操作要点，也

在专家、教研员的帮助下，得到了逐步的

完善和修改。

传统教学模式

当每个孩子都拥有各自的学习任务

和独立操作的私有云平台后，原来计算机

多媒体技术只是辅助教师教学的格局被打

破。从助教到助学，虽然一字之差，然而，

图 1  云学习平台框架

云学习平台

备课 在线课堂 评价反馈 家校互动

课件管理

备课管理

试题编辑

试卷编辑

资源库

知识点

预习管理

作业管理

作文管理

课件展示

学生转播

随堂测试

在线抢答

课堂行为

个性作业

学科工具

资源共享

学生

班级

年级

每日评价

阶段评价

实时反馈

统计分析

在线讨论

教师          学生        家长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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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于传统教学模式，课堂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革。建立在“私有云学习平台”上的

“三三一”适性课堂也真正意义上实现了

以下突破：

突破“整齐划一”的课堂，实现因材施教，

以学定教

1. 尊重学情，以学定教

学生不是零起点走进课堂，摸清学情，

尊重学情，以学定教是最优化教学设计方

案形成的基础与前提，云学习平台的课前

预习模块帮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以语文课为例：课前，老师通过学习

平台下发预习学习单，学生在平台完成相

关预习作业，及时提交，教师可以在第一

时间查阅学生预习情况基于学生的预习情

况，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根据学生的

实际学习状态确定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

真正实现以学定教。

2. 尊重差异，分层学习

a．基于兴趣差异提高课堂学习的实

效性

云平台技术的有效使用，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同时

切实提高了课堂学习的实效性，真正实现

了基于学生学情的学习，促进了学习效果

的提升。如英语课中，老师通过平台给学

生发送题材各不相同的文本，包括歌谣、

对话、阅读短篇、漫画故事等，学生可以

选取自己喜欢的、符合自己认知特点的文

本，通过与同伴合作的方式完成学习。这

种大信息量的输入，给予学生更多学习的

资源和展示自我的平台，能更好地促进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

b．基于能力差异实现分层教学和个

别化指导

以数学学科的课堂练习题目为例：

根据知识点和学生的能力水平进行分级设

置，从一级的基础题目到五级的拓展题目，

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顺序与进度，既

可以按部就班的从一级题目做起，做对一

级并进入更高级别题目的挑战；也可以直

接挑战高一点级别的题目，如果做错，便

返回低一级的题目。每一级题目有相应数

量的小星星，完成题目的级别越高，得到

的小星星越多。学生在进行分级测试的过

程中，教师可随时监控学生学习的进度和

难度，进行个别化的指导，这种评价反馈

方式灵活、精准，利于大班额的分层教学，

实现个性化学习。

3. 发现疑难，个别辅导

实验班学生每周一节实验课，再加上

定期在平台上进行阶段检测，数据库可以

记录下每一个学生在实验课分级测试和阶

段检测中的错题，从而形成学生专属错题

库，班级形成学科典型错题库。

  4. 研发工具，自主探究

为满足于每一个个体的不同需求，学

校遵循学科特点研发了相应的学科工具辅

助学生自主学习。如云平台系统中数学学

科的学科工具，是一线教师基于多年的教

学经验，根据不同学段内容和特点设计的

有数学课上经常用到的小棒，计数器，直

尺、三角板、量角器、百数表，计算器、

平面图形工具和立体图形工具等。这些工

具的开发和应用，基本满足了小学阶段数

学学习的需要。数学工具的应用与传统教

学的学具操作有机结合，可以一定程度上

替代传统教学中繁多的教具、学具，二者

相辅相成，为学生自主操作、探究发现提

供了便利、广阔的空间。

突破以经验主义为主导的教学，实现大数

据驱动课堂教学

大数据对课堂教学影响绝不限于技术

层面，更本质上，它是为我们看待教育教

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即决策行为将

日益基于数据分析做出，而不是像过去更

多凭借经验和直觉做出。

1. 基于当堂学习内容的及时反馈

以语文课为例：老师执教《夹竹桃》

一课时，为了让学生学习季羡林散文特

点和表达手法。老师通过云平台给学生推

送了三篇相关的拓展阅读进行高效阅读测

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

老师则可以通过教师端清晰准确地统计出

哪些学生选择了哪些篇目，以及学生阅读

的进程和效果。这种精准、实时的反馈为

教师针对个体和群体的个性化辅导提供了

更有针对性的依据。

 2. 基于学科知识点的阶段反馈

云平台课堂中的各种测试、反馈，最

终数据都集中记录在评价反馈系统的阶段

测试中，以折线图的形式再现学生学习结

果。它清晰展示了全员提升的根本目标、

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并依需选

择辅导学生的合适方式，跟踪指导，并在

全程记录学生学习过程，全面科学监控的

基础上，不断帮助教师、学生、家长梳理

学生的问题，实现查漏补缺，让个性化辅

导更加准确、有的放矢，为学生学习兴趣

 表 1  各学科“三三一”适性教学指导纲要

教学方式

自学、导学、探究

导学、自学、应用

自学、导学、探究

引导、对比、实践

自主、合作、探究

自学、导学、体验

激趣、导学、体验

导学、探究、应用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信息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方法

知识、技能、方法

知识、能力、方法

情感、知识、技能

知识、技能、情感道德价值

知识、技能、方法

知识、技能、方法

知识、技能、方法

教学工程

内容——情感——表达

创设情境——分析体验——拓展实践

语境——话题结构——语用

聆听——参与——感悟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主体能动

观察与欣赏——审美与感悟——表现与创造

质疑——探究——应用

激趣——促思——建构

应用系统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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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好的挖掘与培养奠定了基础。

用数据驱动课堂不仅实现了对学生学

习过程科学监控，让教师有的放矢地调整

教学，甚至是个性化辅导提供了准确的方

向，这种基于“优势理论”的“定制学习”

促进了学生自觉学习品质的形成，为学生

的终身化学习奠定了基础。

突破“扁、平、窄”式的学习方式，构建

立体式、全时空学习空间

1.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云平台让学生最大化地实现自主学

习。以语文课为例。课前，学生在平台完

成相关预习作业，及时提交，教师可以在

第一时间查阅学生预习情况，可以及时准

确地统计学生哪些生字词语容易出错，课

文主要内容概括的如何，存在哪些疑问，

学生学会了什么，还需要解决什么，哪里

是学生学习的生长点、哪里是本堂课教学

的切入点。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由学

生的实际学习状态确定课堂教学的重点、

难点，真正实现以学定教。

云平台让学生最大化地实现合作探

究。以英语课为例：在小组合作完成学习

任务的同时，老师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桌

面”原笔迹的现场转播，让全班同学一起

欣赏、交流。学生间可以通过平台，实现

全员互助学习。

2. 提供资源，各取所需

云平台中依据学科特点建立的资源库

是学生实现随时、随地、随需学习的保障。

学生可以在课上和课下，根据所需自主选

择资源包中的学习资源。

以数学学科为例：为构建全时空学习

空间，老师们制作了四大类微视频。第一

类是以解决知识点混淆为主的微视频，可

以帮助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第二类是以突

破概念类等重难点题型为主的微视频，不

仅可以在课上学习使用，也可以让学生在

课下反复学习；第三类是以解决典型错题

为主的微视频。每次作业和检测中，总会

有出错比较集中的题目，但由于学生自身

学习能力的差异和题目本身的难度，任凭

老师讲得滔滔不绝，总是无法达到理想的

效果。我们将这样的题目制成了微课，将

题目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步骤用这种形式呈

现，为学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平台；第四

类是以学习方法探究为主的微视频。

云课堂教学流程如图 2 所示。

细化云课堂体现差异性

因为本课题的研究属于前沿的领域，

所以使得本研究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

历史的可借鉴性。因而课题研究的难度相

对而言较大，导致课题组在处理一些实践

细节方面可能存在瑕疵，未来仍需在实践

中不断修补和完善。比如，由于本课题研

究目前尚处于适性教育云课堂建设的探索

阶段，因而云课堂的建设只是整体性地构

建了云平台的结构和框架，尚未细化顾及

到小学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个体差异。这

需要课题组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云平

台的建设，细化云课堂，让不同年级的云

课堂体现出差异性。

然而，基于“云学习平台”的小学适性

新课堂模式研究，青岛市实验小学深入探索

迄今已有近两年的时间，研究意义的重要性

日趋凸显，欣慰的是，学校所开展的课题研

究的实验成果是具有可推广价值的。

一方面，搭建学校泛在学习场。未来

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自主学习、自定

步调的泛在学习是必然趋势。这需要我们

开始借助云技术，构建起一个“泛在学习

场”。用“云”打通课堂的围墙，实现学

习过程与真实环境的融合。

另一方面，构建“云学校”平台。正

是从课题研究成果的收获中，我们认识到

了云课堂、适性教育的重要意义。对于未

来我们也有了进一步的长远规划：以数字

化为基础，打造智慧校园，让看似无形的

“浮云”落地，化成点点的“雨珠”，滋

润教育的“原野”。

( 作者单位为青岛市实验小学）

图 2  云课堂教学流程

学生依据平台已有教学资源完成课前自测题目（或微视频的学习）

提交自测题目答案（或微视频学习收获与疑问）

评价反馈系统预判并将学情分类（或依据关键词将学生收获与问题分类）

教师依据学情分类分类重点调整教学设计中得学生学习方式

依据学情设计分级测试题目

借助学科工具与课堂资源，逐项落实教学目标

分级测试
布置作业

完成并全对 完成提升性作业

未完成或有错

由评价反馈系统
生成错题集

完成巩固性作业

随时随地打开平台批阅学生提交的作业

上课

准备上课

预习

作业批阅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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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温欣  刘兹恒

对于图书馆开放存取问题的实践，中

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现状和进展如何呢？据

了解，我国大陆地区的开放存取期刊发展

较为缓慢，截至 2014 年 5 月 11 日，DOAJ

收录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开放存取期刊只有

75 种，OpenDOAR 收录中国大陆地区 OA

仓储 39 个。港台地区机构知识库建设的

起步时间早，基本与国际同步发展。目前

DOAJ 收录港台地区 OA 期刊 62 种（台湾

24，香港 38），OpenDOAR 收录港台地区

OA 仓储 65 个（台湾 58，香港 7）。

大陆地区的两大学科知识库

对于大陆地区而言，当前学科知识

库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中国预印本服务系

统、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第一种，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这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建设的，并于

2004 年 3 月开通使用。它是以提供预印

本文献资源服务为主要目的的实时学术交

流系统，由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和国外

预印本门户（SINDAP）子系统构成。

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收录预印本内

容主要是国内科研工作者自由提交的科技

文章，一般只限于学术性文章，科技新闻

和政策性文章等非学术性内容不在收录范

围之内，收录的学科范围包括自然科学、

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5 大类。系统还提

供检索、浏览全文、发表评论等功能。国

外预印本门户（SINDAP）子系统由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丹麦技术知识中心

合作开发，实现对全球知名的 17 个预印

本系统一站式的检索，目前，SINDAP 子

系统含有预印本二次文献记录约80万条。 

在质量控制上，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编者按

“开放存取、信息素养教育、数据管理、移动服务、社会化媒体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应用及图书馆与知识产权保护”

被高校图书馆专家们认为是当今国内外图书馆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本期继续刊登国内开放存取的实践内容，主要介绍中

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在开放存取方面所做的实践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国内外图书馆界热点问题之一：开放存取篇

我国开放存取的实践与成果

数字图书馆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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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按照“文责自负”的原则进行管理，

系统不对文章进行学术审核，只对上传文

章进行粗略的审核，系统会删除非法、有

害、淫秽、胁迫、骚扰、中伤他人的，诽

谤、侵害他人隐私或诋毁他人名誉或商誉

的，种族歧视或其他不适当的信息，以及

其他与学术讨论无关的内容。

另外，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不拥有

文章的任何版权或承担任何责任，在系统

中存储的文章，作者可以自行以任何方式

在其他载体上发表。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鼓励作者将预印本文章投递至传统期刊发

表，一旦文章在传统期刊上发表，作者可

以在预印本系统中修改该文章的发表状

态，标明发表期刊的刊名和期号，以方便

读者查找，并且用户无需支付费用就能免

费使用该系统的服务。

第二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2003 年 8 月，经教育部批准，由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科技论文在

线正式开通。它以“阐述学术观点、交

流创新思想、保护知识产权、快捷论文共

享”为宗旨而创建的科技论文网站。网站

收录了 43 个一级学科，以自然科学类为

主，同时兼收部分社会科学类论文，是我

国涵盖学科最多，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开

放存取仓储，也是我国运作较为成功的开

放存取仓储之一。由于在网络条件和经费

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发展持续稳定。目前，该网站的 OA 资源

平台上文章总数 639390 篇，开放存取期

刊 222 种，并链接了国内外 20 个开放存

取仓储 [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 平台简介 [EB/

OL].[2014-5-18].http://oa.paper.edu.cn/]。

在质量控制上，采用“先发布、后

评审”的方式。一方面，它一改传统出

版物的概念，免去传统的评审、修改、

编辑、印刷等程序，鼓励作者上传资料，

自愿投稿的文章经初审后在 7 个工作日

内就可发布，给广大科学工作者提供一

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也重视学术质量，依

托由 35 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为网站提供学术指导，

主要负责审查、编辑和发表上传最新的

论文，但这种评审不像传统出版模式那

样严格，在快速发表论文的同时，也保

证了在线论文的学术质量。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不拥有所发文章的

任何版权，作者可以自行上传文章，也可

以自行删除文章。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可为

在本网站发表论文的作者提供该论文发表

时间的证明，并允许作者同时向其它专业

学术刊物投稿，以使科研人员新颖的学术

观点和技术成果能够尽快对外发布。

大陆地区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成果

目前，大陆地区机构知识库已有的建

设成果包括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奇迹文

库、浙江大学机构库、中国科学院寒区旱

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机构仓储、上海交通

大学机构仓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

机构库等。这些机构知识库都收录了本机

构大量的学术信息资源，服务于本机构和

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对外服务，

支持少量下载。

其一，奇迹文库

2003 年 8 月，一群中国年轻的科学、

教育与技术工作者创办了奇迹文库，它在

参考国外 arXiv 电子印本服务模式的基础上

建立起国内最早的中文预印本服务系统，

也是国内知名预印本系统中唯一由个人创

建和维护的，并提供非营利性的网络服务，

目前所需运营经费全部来自个人的捐献。

奇迹文库的创建目的就是帮助年轻的大学

生和研究生逐渐进入科研前沿，培养他们

写作论文、进行科学交流的习惯。对于研

究者则提供优秀讲义和专业文章的服务平

台，并通过论坛、E- mail 等方式与专业

的科学工作者进行交流，从而更好地发展

他们在科学上的兴趣。

奇迹文库主要收录原创学术论文、学

位论文、综述、讲义及专著 ( 或其章节 ) 

预印本及电子书，同时也收录作者以英文

或其他语言写作的资料，其收录内容以物

理学论文为主；也做其他学科论文的存储，

收录的学科范围包括物理学、数学、生命

科学、疾病与医学、科学与社会、计算机

科学、信号处理、材料科学、人文与社会

科学等。

另 外， 奇 迹 文 库 建 立 了 与 国 内 外

13 个 开 放 存 取 仓 储 的 链 接， 其 中 包 括

arXiv、CogPrints、PubMed Central 等知名

的开放存取仓储，以帮助用户获得更多的

学科信息资源。

在质量控制方面，奇迹文库是由“管

理团队 + 义务编辑”进行管理维护，管理

团队的主要职责是筹集运营文库的资金；

维持提升文库的技术平台；确定文库的编

辑原则；招募并协调义务编辑共同维护文

库内的各种资料。义务编辑大多负责某个

具体的学科分类，负责审核提交到该分类

中的文章，提出改进文库的建议，翻译相

关学科分类的最新科学新闻等。这种审核

较为简单，只要内容完整、不违反基本科

学原理的资源都可以存入其中。

截至 2010 年 5 月，奇迹文库注册用

户已有 22 200 余人，资料 3680 余项，日

访问量达 3 万余次，用户可以对论文发表

评论或者通过 E-mail 等方式与作者和其

他学者进行探讨、查找感兴趣的讲义或者

专业文章，从而可以更及时地接触科学研

究的前沿知识，用户还可以对论文质量以

打分的形式给予定量评价。

数字图书馆资源与应用



2016.01 中国教育网络 73

其二，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

2006 年 8 月，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

提供开放存取服务的高校机构知识库——

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XMU IR）创建，

其目的是免费提供、长期保存厦门大学师

生的学术资料；方便校内外及国内外同行

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知识共享，提高学

术声誉，进而推进开放存取运动。厦门

大学学术典藏库于 2007 年 1 月成功申请

列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数字图书馆项目

OAIster 的数据提供者名单，进入全球学

术交流网络，并被国际著名的开放获取

项目 OpenDOAR 和 ROARMAP 收录。根

据 2012 年 4 月，西班牙的赛博计量学实

验室 ( Cybermetrics Lab) 推出的《世界开

放获取机构知识库排名》，厦门大学学

术典藏库位于第 252 位，在中国大陆高

校机构知识库中排名第一。

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收录的主要是

厦门大学师生的学术成果，原则上以注册

用户自主提交为主，图书馆学科馆员采集

本校学者的学术资源为辅，大部分资源以

PDF 格式上传存储。至 2014 年 5 月 8 日，

收录资源已达到 76 518 件，2011 年以来

总访问量达 304 122 人次。

除了用户不用注册就可检索和浏览学

术典藏库中大部分信息，并可以直接下载

想要的资源这一基本服务外，厦门大学学

术典藏库还针对用户的特定需求开展了个

性化知识拓展服务，如为用户提供新增资

源的邮件订阅和 RSS 订阅服务，用户可以

通过这两种方式订阅机构知识库中某一专

题或某一院系，甚至整个机构知识库的学

术资源。

在机构知识库运行方面，厦门大学学

术典藏库并没有专门的运作经费，而是利

用免费的开源软件 DSpace，节省了大部分

用于购买维护或者进行技术开发的成本；

在资源采集方面，由 10 多个馆员每人兼

职负责一门学科的资料收集工作，资源内

容管理则由图书馆的相关部门负责完成。

其三，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

2007 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启动中科院研究所机构知识库建设，目前

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机构知识库超过 70

个，还有 20 余家研究所机构知识库正在

建设之中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收录

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

位论文、研究报告、演示报告、专著、

文集等。其网站对外开放，大部分资料

可直接浏览和下载，并支持基本检索和

高级检索，还为用户提供定题服务，如

RSS 订阅等。

截至 2014 年 5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

各机构知识库中存储的全文文献总量超过

437 073 篇，总下载量达 870 余万次，在

OpenDOAR 和 ROAR 中，中科院机构知识

库数量占中国机构知识库总数的三分之二。

港澳台地区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哪里？

港台地区机构知识库建设的起步时间

早，基本与国际同步发展，发展势头较好

的有香港大学学术库、香港科技大学机构

知识库、香港中文大学学术信息库、台湾

大学机构典藏、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机构典

藏、台湾清华大学机构典藏等。

根据 2012 年 4 月西班牙的赛博计量

学实验室推出的《世界开放获取机构知

识库排名》，亚洲排名第一的是台湾大

学机构典藏，处于整个排名的第 16 位，

进入前 200 名的学术机构知识库台湾地

区有 6 个，香港地区有 2 个，由此可见，

港台地区学术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是相当

成功的。

其一，台湾大学机构典藏和台湾机构学术

典藏

台湾机构学术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TAIR）是以台湾大

学学术典藏为为先导，台湾地区 124 所学

术机构参与的联合机构知识库合作项目，

收集范围包括书籍、期刊论文、会议或研

讨会论文、学习教材、专利、未出版的研

究或工作报告、博硕士论文等，并支持统

一检索和浏览。

2005 年 5 月，台湾大学接受台湾“教

育部”委托的“建置‘台湾学术研究资源

中心’的运作架构、机制和执行策略计

划”，拉开了台湾地区机构库建设的序幕。

2006 年 6 月开始，台湾教育部门继续委

托台湾大学图书馆执行“建置机构学术成

果典藏计划”，以台湾大学为试验点，建

成了台湾大学机构典藏系统，作为全台湾

各大学院校建置机构典藏的参考，典藏系

统以 DSpace 系统为基础，并对系统进行

汉化以适应中文语言特性和使用需求，制

定了一系列行政流程文件和标准规范。截

至 2014 年 5 月 11 日，NTUR 中已有文献

199 681 篇，其中全文文献 74 296 篇，访

问量达 9 469 433 人次。

2007 年至 2008 年，台湾大学工作团

香港大学各类资源下载量

累计 2 191 050 次，以硕

士学位论文下载量最大，

达 1 488 2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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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协助台湾中山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台

湾成功大学、修平技术学院、昆山科技大

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7

个种子学校建设机构典藏，在此之后，建

设机构典藏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量不断

增加。台湾的学术机构采用“分散建置、

集中呈现”的原则，各自建设机构典藏，

然后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台湾区域性的

学术成果——台湾机构学术典藏，该平台

以典藏系统为物理基础，兼容 DSpace 系

统和其他系统，以散布在台湾地区各个高

校的机构库为基础，通过相关协议连接成

共享平台，用以展示、检索、保存、提升

台湾地区高校的学术成果。

其二，香港科技大学机构知识库和香港大

学学术库

2003 年 2 月，香港科技大学创建了

香港地区最早的学术机构知识库——香港

科技大学机构知识库（HKUST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它采用 DSpace 软件并根据

OAI 收割协议收集校内研究人员的学术成

果，其收录原则是文章必须是研究性的，

通俗作品和报纸专栏文章将不被收录，目

前库中收集了学校的教职员工、博士研究

生或科研助理的期刊论文（包括已正式发

表的论文、预印本论文、后印本论文）、

会议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与技术报

告、工作论文和演示文稿等。机构库还公

布了一个允许作者进行自存档的出版社名

录，其中自存档的论文分为三个级别：评

审前的版本（Pre-refereed version）、评审

后的版本（Post-refereed version）、正式

发表的版本（Publishers version）。

图书馆鼓励师生员工把自己的论文等

作品共享到机构库中，该库每月更新存储

量和下载量，因香港科技大学学术质量较

高，其机构知识库的文献数量和质量也很

高。截至 2010 年 8 月，共收录各类文献

达 6192 篇，其中以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

会议论文为主，分别为 3511 篇、961 篇和

863 篇，占到了总库的 85% 以上 。自 2004

年 10 月以来，访问量已达 143 万多人次。

香港大学学术库（HKU Scholars Hub）

是香港大学的学术典藏库。采用 DSpace 软

件，截至 2013 年，已收录各类文献累计

152 309 份，主要包括文章、书籍、会议论文、

图像、期刊、动态图像、报纸文章、专利、

学位论文、演讲稿、学习项目等类型的资源，

其中以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为主，分别达

67 684 篇和 43 634 篇。用户可以通过作者、

题名、分院系、分类等途径进行中英文浏

览和检索，同时支持全文检索，该网站还

提供典藏库新闻服务和相关链接服务。目

前，各类资源下载量累计 2 191 050 次，以

硕士学位论文下载量最大，达 1 488 212 次。

随着香港地区的大学逐渐建起自己的

机构知识库，香港机构知识库计划（Hong 

Kong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HKIR）应

运而生，香港机构知识库计划是由香港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资助下的八所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参与

发起。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技术优势和建

设经验以及香港大学的主导资源，香港机

构知识库计划得到快速发展，并且针对学

位论文使用率高的情况，香港浸会大学

图书馆创建了香港硕博论文馆藏（HKLIS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Collections，DTS）

联合检索平台，该系统收集了香港八所高

校和澳门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并

提供使用。

其三，澳门大学机构知识库

澳门大学机构知识库（University of 

Maca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UM-IR）旨

在长期保存并传播澳门大学的学术成果，

促进学术交流。收录内容包括本校师生的

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工作报告、会议论文、

演示报告、预印本、图书、图书章节、专

利等研究成果，机构库的自存档论文分为

三种类型：送至同行评审的版本（Submitted 

versions）、经过同行评审的版本（Accepted 

versions）、正式出版的版本 （Published 

versions）。师生按照系统规定的格式自己

将出版物提交至数据库，并授权图书馆发

布许可，或是直接通过图书馆提交他们的

出版物。

澳门大学机构知识库采用开源软件

Dspace，注册用户可以使用 My Dspace 管

理自己上传的资源，包括对自己提交的学

术资料的流程查询，对自己已经提交的学

术资料进行修改和删除，浏览数据单和下

载数据单。系统仅少部分内容可免费下载，

并且提供 RSS 定题服务。

澳门大学机构知识库不拥有所存出

版物的版权，允许用户在其他平台上出

版作品，并本着“文责自负”原则，机

构库只是审查作者是否具有上传资格，

上传资料是否属于机构库的收录范围和

删除垃圾邮件。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澳门大学机构知识库不拥

有所存出版物的版权，允

许用户在其他平台上出版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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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国钢  张玉瑜  云霞

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其文明发展过

程中产生并积累下来与文化活动相关的资

源，是人类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随着

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化

进程加快、自然灾害增多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正不断遭到

破坏，我们需要研究出一种更好地保护现

存文化遗产资源的方法。计算机、多媒体、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文化遗产的长久

保护和保存提供了技术手段，文物数字化

兼具记录、保存、阅览、检索、共享、复

原、仿真、再现等多项特点，为保护文化

遗产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性。

建库将有利于价值的深度解读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

采用一种有机的、科学的理念来贯穿文化

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整个生命周期，显得十

分重要。以杭州六和塔为例，六和塔是中

国古代文化遗产，我们通过实践，挖掘六

和塔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和

文化价值，来指导六和塔文献搜集、数据

库建设和发掘后续研究开发热点，从而为

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路

径。

六和塔位于杭州西湖之南，钱塘江北

岸月轮峰上，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公元

970 年），是吴越国国王钱弘俶为镇钱塘

江潮而建。后历经毁修，现存塔身为南宋

遗物，外部木构檐廊系清代修建。六和塔

再现了中国古建筑形制和建造技巧，是我

国古代楼阁式塔的杰出代表之一、历史文

化名城杭州的重要标志。

六和塔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高超的

建筑工艺，历来被文人贤士赞咏不绝，留

下大量诗文，仅明确描写、咏叹六和塔文

化景观的诗文超过 70 篇；六和塔屡毁屡

建，在历次修葺中累积了大量的文献档案，

为研究六和塔结构和工艺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但是这些历史文献大多散记于古地理

基于价值挖掘构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

图 1  六和塔资源库价值挖掘层次

六和塔

时

事

物

天

地

人

价值类型 价值要素 资源标签

历史价值

科技价值

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

植物花卉

自然山水

追本溯源

核心理念

核心价值

杭州六和塔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用一种系统的理念通过对现存的六和塔资源进行梳理和汇集，

建设一个分类科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的数字资源库，呈现六和塔发展的历史文化时空，是对六和塔

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的深度解读，也是对于六和塔这一文化遗产，其文化空间的传承和保护。

数字图书馆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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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作、地方史志或文学作品中，资料范

围较大、年代跨度长且种类驳杂，缺乏详

尽和系统的著述。另外，六和塔在千年的

传承中，累积了大量的图画、老照片、视

频材料以及相关衍生品，也没有进行系统

整理。

因此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用一种

系统的理念对通过对现存的六和塔资源进

行梳理和汇集，建设一个分类科学、内容

全面、条理清晰的数字资源库，全方位的

呈现六和塔发展的历史文化时空，是对六

和塔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的深度解读，

也是对于六和塔这一文化遗产，其文化空

间的传承和保护。

我们通过全方面的对历史文献中关于

六和塔历史记载（包括诗词歌赋记文）的

搜集，力求形成较完善地对六和塔整个历

史记载的整理统计。并且通过各种渠道，

对保存与相关管理机构的四有档案以及对

散佚于民间的各类资源进行征集整理，分

析其蕴含的科学、艺术、历史、文化价值，

并按这些价值分解其价值承载元素。阐述

六和塔的历史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六和塔

认识的发展，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六和塔

文化景观的研究全貌，并对后续的应用开

发提供支撑。

搭建数字资源库价值挖掘框架

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是

对文化遗产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科学规范，

就其内容而言，它们之间是相通的，不可

孤立地去理解文化遗产历史、艺术、科技

价值。

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

产物，是人类历史承载体，因此其首要价

值是反映历史、证实历史、补全历史、传

承历史的历史价值。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也叫审美价值，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就其

主要方面而言，可以体现为审美感知、审

美体验和审美理想。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

或是前人运用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创

造的成果，或是科学认识和技术经验 ( 包

括手工技艺 ) 的世代传承，因而有着科技

价值。具体说来，文化遗产的科技价值包

括科学价值和技术价值两个方面。文化遗

产的核心是文化，从大的范围讲，它涵盖

了前面的三大价值，从小的范围讲，它是

在三大价值之外延伸出来的一种无形的精

神价值。

所以通过分析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

科技、文化等价值，能全面地归纳文化遗

产的相关属性，有效地展示文化遗产的内

容面貌。对于六和塔的价值挖掘层次，如

图 1。

六和塔价值挖掘分为三个层次，以凝

练六和塔核心价值为基点，区分价值类型，

分解承载价值要素，对各价值要素贴上资

源标签后分类入库，以便后续利用。

六和塔作为西湖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其核心价值的凝练既要考虑西湖文化景观

作为整体的价值取向，也要顾及六和塔其

自身特有的遗产价值，发掘出六和塔的核

心价值点。

六和塔的价值类型依据其核心价值点

进行分类细项挖掘，重点从历史价值、科

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等价值类型

进行针对性挖掘整理。

价值要素是在价值类型的基础上以

“天”、“地”、“人”、“时”、“事”、“物”

等六个固有维度属性进行挖掘，形成 14 个

一级价值要素，45 个二级价值要素。

最后对所有细分的价值要素打上资源

标签，依据相关的元数据标准，整理成六

和塔资源库价值分解框架。六和塔资源库

价值分解框架，如图 2 所示。

资源揭示和知识再组织

那么，如何构建资源库呢？基于价值

挖掘的资源库建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

资源揭示和知识再组织的过程。资源揭示

是对文化遗产相关资源的序化过程，根据

文化遗产价值类型和价值承载要素来揭示

和组织资源，最终为用户提供相关资源的

线索集合。项目组在前期文化遗产相关元

数据著录规则基础上，制定了六和塔资源

著录规范。

知识组织则以知识单元为加工本位，

它不仅注重揭示资源的学科、主题等综合

内容 , 更注重揭示资源所承载的个性化元

素。如在一篇文献中往往包括一个或若干

个知识单元。资源的知识单元是指表达资

源某一属性内容的特征及其联系，它是资

源揭示的延续和深化。项目组在充分征求

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依据文化遗产三大核

心价值并由此延伸出的文化价值，整理了

六和塔价值分解框架，将各类资源重新进

图 2  六和塔资源库价值分解框架

核心价值

历史价值 科技价值 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

营建历史

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

选址布局

砌筑材料

营造技术

装饰纹样

维护修缮

文学

艺术

六和文化

风土民俗

传说轶事

景致风物

数字图书馆资源与应用



2016.01 中国教育网络 77

行拆分、整理，归类到各价值挖掘点下，

并最终形成六和塔资源库。

六和塔资源库建设主要围绕“确定目

标→数据收集→资源加工→组织整理”展

开，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确定目标。通过前期的充分调

研，多次论证，确定数据库的建库目标，

即尽可能多地将六和塔相关的资源搜集齐

全，建设成由史料、图书、论文、报刊、

工程图样、照片、相关器物资料等多种类

型组成的资源数据库，使其成为六和塔资

源集散地。并使之成为既面向公众用户，

又针对专家学者的多层次示范平台。

第二，数据收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

依据以下原则：资源类型齐全，资源收集

涵盖了六和塔相关史料、图书、论文、图

纸、照片、视频、门票、邮票、纪念币等

各种类型；搜集渠道广泛，为了获取足够

的可用信息源，形成以浙江大学图书馆资

源为基础、园文局等相关管理机构为支撑、

民间征集为补充的搜集原则，最大努力保

证六和塔资源信息完整性；数据标准专业，

收录数据与资源库的专题定位一致，保证

其专业性和权威性，杜绝因追求数量造成

冗余和繁杂信息；数据时间宽广，六和塔

具有悠久的历史，越是古籍对六和塔的记

载越为重要，文献信息的收录范围越早越

好，越全越好。

第三，数据加工。首先需要对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认真的审核筛选，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其次应注重对文献资源的

深加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数字化加工整

理。通过文字识别软件对采集到的各类型

文献（pdf、caj、djvu、jpeg）进行统一的

数字化处理，将之转换成文字格式（txt、

doc），并对文献的的版式重新整理排版，

对古籍文献进行校点，繁简转化，方便普

通用户阅读。逐步深入地对数据进行组织、

加工、整理、规范，通过相关元数据标准

对文献资源作深层次揭示，方便下一步的

知识组织。

第四，组织整理。通过文史专家对

六和塔资源进行解读，依照价值分解表

细分，打上不同的资源标签，归入不同

的知识点，同时保留内容的来源，方便

使用者查找出处。

价值应用热点探究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一种相辅

相成的关系，2005 年，《国务院关于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对于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

针。可见，对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也

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从文化遗产

价值的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不

但可以用来指导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

数据采集、内容挖掘、数据库构建，同

样也可以用来发掘文化遗产的研究热点，

指导开展相关的应用开发。

依据六和塔价值分解表体现的价值，

通过时空语义关联，梳理相关热点，为管

理机构和学者提供管理发展方向以及研究

思路。在时间维度，以历史事件、人物、

热点名称 热点
层次 入选理由 体现

价值

双套筒塔身 重点 现存保存最完整的砖木双套筒八角形楼阁式塔 科技

乾隆题匾 重点 乾隆六下江南七至六和塔，题留于各层之字匾 历史

南宋砖雕 重点 与宋代官颁的营造典籍《营造法式》所载“彩画作制作图样”如
出一辙，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艺术

牡丹花展 重点 牡丹代表着六和塔吉祥、精美、庄严、华贵的花卉植物 文化

秀江亭 普通 历代多有诗文吟咏 历史

六和典故 普通 每一尊雕塑都在述说着一段和六和塔有着密切关联的传奇故事 文化

六和泉池 普通 杭州金鱼发祥地的实物证据。 历史

南宋尚书省牒碑 普通 对于研究六和塔塔史以及宋代官方发文形式等均极具参考、佐证
作用。 历史

《金刚经》刻石 普通 六和塔佛教文化属性的重要象征 文化

明线刻真武像 普通 碑中刻画之真武像，笔力遒劲， 线条婉转，形象生动，为同类刻
像中之精品。 艺术

净宇江天牌坊 普通 乾隆撰，刘海粟题写，为六和塔门面 艺术
历史

六和塔观潮 普通 早在南宋时，六和塔就是观赏钱江秋潮的最佳地点之一 文化

作品为线索对文献、图片、视频等元素进

行关联；在空间维度，以在游览过程中六

和塔等景观以及周边遗址或景致为线索，

对文献、图片、视频等元素进行关联，共

筛选了 4 处重点文化热点和 8 处普通文化

热点。为进一步开发研究六和塔提供了新

的思路。同时，根据通过对六和塔不同热

点概念的重新组织，形成了六和塔百科资

源库，为六和塔研究提供了基于关联性的

资源链接，大大方便了六和塔资源的检索

和利用，见表 1。

六和塔数字资源库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建设共整理图片资源 1000 余张， 文本 50

余万字，涉及古籍 70 余种，专著 3 册，

相关专业论文 50 余篇，整理诗歌 70 余首，

同时对六和塔的 3 维点云数据进行采集。

它的建设对全方面呈现六和塔历史文化时

空，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尤其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了基

于价值挖掘的保护理念，从资源收集、资

源建设乃至后续开发，秉持了“保护为主，

合理利用”方针，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

表 1

数字图书馆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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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不论是高校还是其他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数据质量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在业务层面，数据质量问题不仅会影响单点业务的正常开展，

还会影响与该业务相关的其他业务顺利开展；在决策层面，数据质

量问题会直接影响到管理层的决策依据是否准确、客观。

高校各类业务较多，应用系统繁杂，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往往会

忽视数据质量的重要性，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导致随着系统和数

据的逐步深入应用，数据质量问题一点点暴露出来，比如数据的有

效性、准确性、一致性等。最坏的结果就是用户感觉系统和数据是

不可信的，最终放弃了使用系统，这样也就失去了建设系统的意义。

从高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进展情况来看，在思想上目前还没有

引起高校 CIO 的足够重视，在管理制度、技术措施等方面还没有开

展更多有效工作。数据质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解决数

据质量问题应该从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应用系统建设、数据质量监

控三个方面开展，并且三者要有机结合形成联动，单靠某一方面的

努力是不够的。我们要清楚一点，再完美的系统都存在数据质量问

题，数据质量监控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已经到了解决问

题的下游。本文主要介绍一种基于规则库的数据质量自动监控平台

实现方法及其在推动数据质量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监控平台架构

数据质量监控平台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数据层、功能层和应用层，

平台架构如图 1 所示。

1. 数据层

数据层定义了数据质量监控的对象，主要是各核心业务系统的

数据，如人事系统、教学系统、科研系统、学生系统等。

2. 功能层

功能层是数据质量监控平台的核心部分，包括数据质量检查规

则的定义、数据质量检查规则脚本、检查规则执行引擎、数据质量

检查规则执行情况监控等。

3. 应用层

数据质量检查结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访问：一种是通过邮件订

阅方式将数据质量检查结果发给相关人员，另一种方式利用前端展

示工具（如 MicroStrategy、Cognos、Tableau 等）开发数据质量在

线分析报表、仪表盘、分析报告等。前端展示报表不仅能够查看汇

总数据，而且能够通过钻取功能查看明细数据以便业务人员能够准

确定位到业务系统的错误数据。

监控规则库

数据质量监控规则库是监控平台的核心，用来存放用户根据数

据质量标准定义的数据质量检查规则脚本，供监控引擎读取并执行，

同时将检查产生的结果存放到监控结果表中，表 1 是监控规则表的

数据结构，其中的核心字段解释如下：

system_flag：系统标识，用来标记监控规则属于哪个业务系统。

scan_rule：监控规则，是可执行的 SQL 脚本，监控规则主要分

两类，一类是单纯的数据校验规则，如检查是否为 NULL、是否与字

典表一致等；另一类是业务校验规则，有些数据从数据库角度出发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一定符合业务逻辑，如项目的结项时间早于

立项时间等。

scan_rule_desc：监控规则描述信息，用来准确说明监控规则

脚本的检查内容、检查逻辑等信息，供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详细了

利用数据质量规则库推动数据质量管理
文 / 高亮 吴先斌

图 1  数据质量监控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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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监控规则含义。

scan_object：监控对象，用来说明监控规则检查的数据对象或业

务实体。

check_type_name：检查类型名称，指监控规则检查数据质量的

哪一种问题，如完整性、有效性、准确性、唯一性、一致性、合理性。

scan_period：扫描周期，指该监控规则执行的频率，如每天、每

周、每月。

status：规则状态，指该监控规则是否启用，1 表示启用，0 表示

关闭，监控引擎不会执行已经关闭的规则。

last_scan_date：最近扫描时间，记录该规则上一次执行时间，

用来和扫描周期联合计算当前时间该监控规则是否可执行。

output_result：输出结果，指监控规则执行后输出的内容，让数

据质量管理人员准确知道是什么数据存在问题，方便在业务系统中查找、

修改。

scan_scope：扫描范围，指监控规则扫描哪些业务数据，有并不

是所有的业务数据都需要去检查，扫描范围在监控规则脚本中也有相

应的体现。

rule_level：规则级别，指该监控规则对应的数据质量问题对业

务的影响程度，一般可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高级别的数据质量

问题必须在第一时间解决，否则会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

module_name：系统模块名称，指监控规则对应业务系统中哪个

功能模块，主要用来将问题数据按系统功能模块来分类。

charger_email：数据质量负责人邮箱，可以将该规则检查的结果

发生到负责人邮箱中，方便查看问题数据。

表 2 是监控结果表的数据结构，该表用来存放某监控规则在相应

的扫描时间点检查出来的结果数据，通过 scan_rule_id 与监控规则表

相关联就能知道结果数据的详细信息。

表 3 是监控规则库中教学系统相关的一些监控规则实例，由于排

ID 系统 监控规则 规则描述 监控负责 输出结果 扫描范围 规则级别 系统模块

1 教学

SELECT CODE FROM IDC_U_JW3.
C_STUDENTS WHERE ACTIVE =1 
AND INSCHOOL =1  GROUP BY CODE 
HAVING COUNT(*)>1

学生信息表学
号重复 C_STUDENTS 学号 所有学生 高 学生学籍

信息

2 教学
SELECT PERSON_ID FROM IDC_U_
JW3.S_STD_ABROADS GROUP BY 
PERSON_ID HAVING COUNT(*)>1

留学生信息重
复 S_STD_ABROADS PERSON_ID 所有学生 高 学生学籍

信息

3 教学
SELECT PERSON_ID FROM IDC_
U_JW3.S_STD_HOMES GROUP BY 
PERSON_ID HAVING COUNT(*)>1

同一个学生有
多条家庭联系
信息

S_STD_HOMES PERSON_ID 所有学生 高 学生学籍
信息

4 教学
SELECT PERSON_ID FROM IDC_U_
JW3.S_STD_OTHER_INFOES GROUP 
BY PERSON_ID HAVING COUNT(*)>1

同一个学生有
多条个人其他
信息

S_STD_OTHER_
INFOES PERSON_ID 所有学生 高 学生学籍

信息

5 教学
SELECT CODE  FROM IDC_U_JW3.C_
STUDENTS WHERE ACTIVE =1 AND 
INSCHOOL =1 AND TYPE_ID IS NULL

学生类别为空 C_STUDENTS 学号 所有学生 高 学生学籍
信息

6 教学
SELECT CODE FROM IDC_U_JW3.C_
STUDENTS WHERE ACTIVE =1 AND 
INSCHOOL =1 AND MAJOR_ID IS NULL

学生无专业 C_STUDENTS 学号 所有学生 高 学生学籍
信息

Num Column Name Data Type Comment

1 id integer 主键

2 system_flag varchar2 (32 byte) 系统标识

3 system_name varchar2 (32 byte) 系统名称

4 scan_rule varchar2 (2048 byte) 监控规则

5 scan_rule_desc varchar2 (1024 byte) 监控规则描述

6 scan_object varchar2 (32 byte) 监控对象

7 check_type_code integer 检查类型代码

8 check_type_name varchar2 (32 byte) 检查类型名称

9 scan_period number 扫描周期

10 status integer 规则状态

11 last_scan_date date 最近扫描时间

12 last_modifier varchar2 (64 byte) 规则最近修改人

13 output_result varchar2 (256 byte) 输出结果

14 scan_scope varchar2 (256 byte) 扫描范围

15 rule_level varchar2 (256 byte) 规则级别

16 rule_type varchar2 (256 byte) 规则类别

17 module_name varchar2 (256 byte) 系统模块名称

18 charger_code varchar2 (256 byte) 数据质量负责
人代码

19 charger_name varchar2 (256 byte) 数据质量负责
人姓名

20 charger_email varchar2 (256 byte) 数据质量负责
人邮箱

表 1  监控规则表

Num Column Name Data Type Comment

1 id integer 主键

2 scan_rule_id integer 监控规则 ID

3 target_data varchar2 (128 byte) 检查结果数据

4 scan_date date 扫描时间

5 scan_batch integer 扫描批次

表 2  监控结果表

表 3  监控规则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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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问题只列出规则的核心字段。

监控引擎

监控引擎是数据质量监控平台的发动机，负责执行监控脚本并

产生监控结果，监控引擎是一个可供调度程序定时执行的存储过程，

需要部署在一个具有读取其他业务库的数据库用户下，监控引擎执

行流程如图 2 所示，具体执行过程说明如下：

1. 通过调度程序定时触发监控引擎执行，监控引擎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设置调度时间，一般设置在凌晨调度，减少对业务系统

的影响。

2. 监控引擎顺序读取规则库中的数据质量检查规则，判断规则

是否有效、判断规则是否满足扫描周期。满足条件后执行检查规则，

并将检查结果输出到结果表中。

3. 一条规则执行完成后，更新该规则的 last_scan_date（最近

扫描时间）字段。

4. 将监控规则执行是否成功记录到日志表，尤其是执行失败的

规则，并将日志发送给系统管理员，以便及时修复问题。

5. 执行完最后一条规则结束监控引擎的一次运行，同时将检查

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发送给相关业务人员。

监控结果展现

数据质量监控结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供给相关业务人员，一

种是在线可视化展示，业务人员可以随时直观地了解数据质量整体

情况和详细情况，便于整改问题数据；另一种是通过邮件方式定期

为业务人员推送数据质量报告。图 3 是用数据可视化工具 Tableau

开发的数据质量结果汇总仪表盘，通过该仪表盘可以查看当天每个

系统、每条规则数据质量情况，通过钻取功能可以查看明细数据，

方便准确定位具体的问题数据，以便在业务系统中修改。

图 4 是数据质量变化趋势仪表盘，该仪表盘可以展示每个系统、

每条规则近 30 天数据质量变化趋势，有助于业务人员了解业务系统

数据质量的变化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

本文介绍的数据质量监控平台具有灵活部署、规则库动态扩展、

调度按需配置等特点，技术人员根据具体数据问题可以灵活地自定

义监控规则，对系统运行中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进行统一监控和管理。

数据质量监控平台是解决数据质量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为技术人

员和业务人员提供了一个了解数据质量的便捷途径，能够有效地支

持业务人员整改问题数据。高质量的数据不仅能够支撑日常业务顺

利开展，还能够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打下良好基础，该平台将成

为打造绿色数据生态环境的有力支撑工具。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图 2  数据质量监控引擎执行流程

图 3  数据质量监控结果汇总仪表盘

图 4  数据质量变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