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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众创教育亟待发展和完善

“万众创新，要让中国经济的每一个细胞都动起来。”一年前，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

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搭建新平台。一时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成为2015年度最热话题。构建面向人人的“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平台，

对于激发亿万群众创造活力，培育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青年创新人

才和创新团队，带动扩大就业，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具有

重要意义。

时隔一年，2 月底，国务院再出新政，下发《关于加快众创空间

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众创空间专业化

发展，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低成本、

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更大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创新即是突破，如果我们赞叹和尊重互联网，那就不仅要发展它，

而且要突破它。

伟大的科学家因为创新而伟大，但他们都曾经泯然众人，创新需

要引导、环境和机遇，每个人身体里都有创新的潜质，哪怕成功的概

率并不高，但参与人群越大，绝对成功的数量越大。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的大众创新

同样需要一部分人率先引领。最适合引领的人群首当其冲是大学。

此次《意见》的十七条中，有九处提及“高校”，涉及科研人员

创业的人事政策、财税政策的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落地到要释放的

人才红利最关键点。此举无疑将进一步推动高校及科研院所科研成果

向社会向市场转化。

当然，创新不等于创业，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都有创新的机会，

但并非每个创新都需要或能够实现创业，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分的今天，

也没有必要全民创业。

创新不必强求系统和完整，碎片式创新或微创新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可能更吻合大多数人的现实条件和情况。

创业不等于开公司，在成熟的企业平台上创业可能适合大多数创

业者，应该更多鼓励微创业。

《意见》提出，鼓励依照市场机制，“形成以龙头骨干企业为核心、

高校院所积极参与、辐射带动中小微企业成长发展的产业创新生态群

落。”以成果转移转化为主要内容的众创空间，势必成为微创业的一

个重要载体。

众创空间应该也必须盈利，21 世纪最贵的是人才和股权，同时掌

握这两项资源的众创空间如果自己都不能成功又何以引领和辅导他人。

众创要控制风险，我们需要蔚然成势，但必须避免盲目狂热，规

模性的高代价失败是当事人和社会都无法承受的，众创教育、服务、

评测和评价体系亟待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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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云计算入门价格骤降

最新报告显示，云计算服务

的入门价格相较于两年前已经下

降了 66%。根据咨询公司 Tariff 

Consultancy 在 Pricing the Cloud 2  

2016-2020 中的分析，价格的下

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有云计

算供应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体

现了近年来全球主要平台供应

商中快速的产品创新。据 Tariff 

Consultancy 公司估计，现在入

门级云计算的价格是每小时 0.12

美元（以 Windows OS 系统为基

础）。但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云

计算供应商纷纷降价，向亚马

逊、微软和谷歌等全球云供应

商的收费水平靠拢，市场上的

价格范围在过去两年中不断缩

小，因此价格下降速度也很可

能放缓。 

另一方面，成本的下降鼓

励了大型企业采用混合云基础设

施。数据中心企业、IT 集成商和

一些电信供应商正发展成为多种

云服务的集成商。

Digital By Default News 

EdSurg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为了教育信息化建设，美国推出新法案

美国 NCLB（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批准在 2017 年 将

有 16.5 亿美元财政拨款用于学生服务支持，其中包括防范毒

品和暴力犯罪，学生咨询，教育信息化建设。

新 的 法 案 为 混 合 式 学 习（Blended learning） 和 技 术

（Technology）提供了官方的定义。新法案给出的混合式学习

（Blended learning）定义是一个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的实践，混合式学习的另一个定义就是数字化学习（Digital 

learning），该定义涉及多项技术。法案中的条款还将数字化学习

定义为高效利用技术去强化学生学习体验的教学性实践。从美国

政府通过立法来加强教育信息化的建设来看，官方如今已经认可

了混合式学习和技术能够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率的作用。

TechCrunch.com

日本倍乐生教育信息网

日本安倍政府将打造“生涯学习平台”

近期，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将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

术构筑一个“生涯学习平台”，并希望通过“生涯学习平台”

解决地区现存的各种难题，努力实现大学公开讲座、资格鉴

定考试、网络学习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并将重返大学学习、

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提升相关培训等联系在一起，实现学习

成果评价等，具体包括以大学、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为主体，

共同参与平台规划，进行互通式学习体系的再构建，建成一

个高质量的相关体系；学习机会的提供者和考试鉴定实施的

团体应该进行合作，为学习者提供一个可信度高的学习相关

履历证明等。

谷歌关闭教育版 Play 商店 力推课堂版 Chromebook

近日，谷歌宣布自今年 3 月 14 日或更晚的时候，谷歌不

再销售 Play for Education 授权证书。谷歌 play for education 项目

是在 2013 年推出的，旨在促进平板电脑在教室的应用。谷歌

方面称，将继续为现有的 Play for Education 用户提供教育资源。

现在，谷歌的关注点是在为学校提供一流的课堂教学工

具，例如 chromebook 网络笔记本电脑，以及打造和拓展教育

应用程序生态系统。谷歌发言人称，谷歌依旧看好教育应用

的高需求和日渐完善的生态系统，只是不再进行“泛用户”

在线教育，而将主要精力放在高校提供辅助教育程序及包括

Chromebooks 在内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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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

2

愿望

1
愿望

3

国外图书馆、大学网络人士的 2016 愿望

        更多网络自动化、虚拟化

南佛罗里达大学 (USF) 网络工程副主管 Joe Rogers 的

愿望清单则侧重数据中心网络的核心。他想要虚拟化该学

校使用的 4000 个接入交换机中的操作系统，这些交换机

覆盖 1.5 平方英里范围内 200 栋建筑物，其中大多数接入

硬件是思科 Catalyst 以及 Brocade FCX 和 ICX 设备。

为了操作系统升级而中断交换机是巨大的痛苦，因为

该学校没有为每台交换机配有冗余硬件。而让这个问题加

剧的是网络中使用的设备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从 PC 和移

动设备到火灾报警和卡门禁系统等。

从硬件分离交换机操作系统，并让其在虚拟机上运行，

这可以通过构建冗余到交换机来尽可能地减少停机。例如，

网络运营商想要升级操作系统，而硬件继续在该软件的另一

个副本运行。Rogers 表示：“这种虚拟化将是我的最大愿望。”

Rogers 还希望为该大学接入交换机、路由器和无线控

制器增加更多自动化。现在，该大学的开发人员使用开源

系统管理工具 Puppet 来编写脚本以自动化某些任务。而

将这些功能内置到硬件将显著简化管理。Rogers 称：“这

将会很酷。”

2016年，据说许多网络运营商的技术愿望清单包括：物联网(IoT)标准统一、

增加交换虚拟化、围绕云计算更多网络自动化和更少炒作。大多数专家都认为

IoT 是大事件，Gartner 预测，到 2020 年将有 250 亿台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从家

用电器到商用设备。而在今年这个数据仅为 49 亿。

（来源：TechTarget）

        为 IoT 制定统一的互操作性标准

基于许多设备将连接到企业网络，Sno-Isle Libraries 信息技

术经理 John Mulhall 希望业界为 IoT 制定统一的互操作性标准。

Sno-Isle Libraries 在美国华盛顿的 Snohomis 和 Island 地区设有 21

个社区图书馆，他们想要从该组织的总部控制这些社区图书馆的

照明、供暖和空调。Mulhall 表示，如果所有供应商都可以遵循相

同的标准来让设备联网，这将是最好不过。

标准可以让 IT 部门告诉供应商“如果你打算将你的设备引入

工作场所，那么，它需要支持这个标准”。

Mulhall 正在遵循两个互操作性协议：一个来自 AllSeen 联盟，

另一个来自开放互联联盟 (Open Interconnect Consortium)，前者是

开源跨行业组织，而后者则有主要技术公司成立。

       围绕云计算更少炒作

而对于围绕云计算的炒作，Muhall 认为不是好事。

倾向供应商的媒体故事通常会让 C 级管理人员或董事

会成员相信内部部署的应用转移到云计算会自动削减

成本。不幸的是，没有一种技术是万能的。他表示：

“我认为最好让供应商来到企业，谈论总体拥有成本

和投资回报率的真实数据。”

云计算也是 Sno-Isle 的选择，他们计划将运行核

心业务应用的几十台服务器进行合并，该计划名为

Polaris 集成管理系统。Polaris 由 Innovative Interfaces

开发，它支持着图书馆及其用户之间所有的交互，让

持卡人签书进出，管理在线账户来搜索和存储资料，

甚至可以确定逾期还书的罚款额。

Mulhall 认为 Innovative Interfaces 的云产品比在内

部运行 Polaris 更昂贵。他说道：“它非常适合超小

型企业，但只要你开始发展壮大，这个云计算解决方

案的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

作为替代方案，Sno-Isle 可能在云端运行 Polaris

的部分，其余部分则放在融合系统，该系统使用虚拟

化整合计算、存储和网络。Nutanix 是 Sno-Isle 正在

考虑的硬件供应商之一。

愿望

4      更便宜的网络设备

Rogers 的愿望清单还包括更便宜的网络。运行 USF

这么大规模的网络很昂贵，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更便宜的

硬件。该学校对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连接采用 40 GbE，而

在广域网的核心则采用 100 GbE。

Rogers 称：“不幸的是，100 GbE 仍然相当昂贵，所

以这只是我的愿望，我希望未来 100GbE 会降价。”Rogers

和 Mulhall 不太可能在 2016 年实现他们的愿望，但我们

相信供应商会听到这样的愿望。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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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对于技术方案的认知匮乏以及相关风险处理能力低下——特别是网络风险或者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破坏所带来的系统性

级联效应——可能会给国家经济、各经济组织乃至全球企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2016 年全球风险报告》

2016 年全球风险报告发布 网络攻击被视为顶级威胁
2016 年初，世界经济论坛（简称 WEF）发布了《2016 年全球风险报告》。以下内容援引自该

报告当中与网络风险与网络恢复能力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网络风险仍是一项高关注度任务

这份报告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表明网

络风险仍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企业领导者们

最为关注的任务之一。这些证据不仅证明

网络相关风险所涉及国家数量之巨，同时

也可以通过报告中的具体措辞了解到网络

风险的现实状况：“互联网已经开启一片

新的战争领域：与网络对接乃至相关的一

切皆能够被突破。”

这份报告的重要结论之一在于，对

美国市场而言，网络攻击风险已经被列为

头等威胁。在附带的新闻稿当中，世界经

济论坛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七个国家将网

络攻击视为企业领导者最为关注的顶级威

胁，其中包括日本、德国、瑞士与新加坡。

网络攻击同时也被另外 27 个世界经济体

列为关注风险类型清单中的前五名。不过

从全球风险的角度来看，网络攻击并没

能入选前五——低于 2012 年的第四位与

2014 年的第五位。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对于网络的愈发

高企的依赖性本身也成为一项潜在的未来

风险：“相关事故在发生频率与规模方面

一直不断增长。截至目前，网络攻击活动

仍然主要涉及单一业务实体或者国家，但

随着物联网所带来的人与机器之间更为紧

密的联系，网络依赖关系——受访者们普

遍认为其已经成为第三大全球性趋势——

将进一步增强，而网络攻击机率提升亦与

整个网络生态系统存在着潜在连锁效应。

这意味着单一实体所面临之风险越来越多

地同其它实体关联起来。”

IT 之重要性愈发突出

这 份 报 告 同 时 提 醒

称，尽管各企业已经意识

到 IT 所能够带来的可观价

值，但它们“可能还没有

充分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同时利用适当的投资水平

提升自身运营风险管理能

力并加强组织应变水平。”

其进一步警告称，“未来的每一项冲

突都将包含有网络元素，而且其中一

部分甚至有可能给网络领域带来全面

打击。”

这些可怕的前景无疑将给网络安全

管理者带来巨大压力。“考虑到在网络

层面攻击活动的实现难度要远低于防御

工作，因此这将显著改变整个安全体系

应对潜在违规行为的方式。物理距离已

经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大量技术存在

( 本文来源：cnbeta 网站 )

世界经济论坛要求各企业积极参与

这份文件包含了与网络弹性相关的

五级成熟度模型。各企业会根据其应对

网络风险的实际方式被归划为以下类别

之一：无意识；碎片化；自上而下；普及；

网络化。

世界经济论坛要求各位企业高管采

取四项关键性举措以应对网络风险。这

四项原则性举措包括：1. 依赖性意识：

有关各方都应在推进弹性共享式数字化

空间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2. 领导角色：

鼓励企业高管人员关注并统领网络风险

两面性，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为私有资产，

而难于追踪的特性也让我们很难掌握攻击

活动的来源。”

最后，报告批评了各企业当中围绕网

络风险建立的现有归属与协作状态。“尽

管 CEO 们对于网络风险的提升表示担忧，

但网络风险责任的实际归属仍然比较模

糊，”这份报告指出。“企业中的哪些成

员应当作为风险的拥有者？针对网络风险

做出明确的角色与职责划分将非常重要。

管理事务。3. 综合性风险管理：开发出一

套切实有效的实施方案。4. 促进推广：在

适当情况下，鼓励供应商与客户拥有相近

的网络风险意识与保障水平。

总体来讲，《2016 年全球风险报告》

向企业领导者们提出了一项明确的警告，

要求他们积极对网络风险管理与治理做出

努力，并尽快着手解决企业网络弹性需

求——这将密切关注到企业自身的资产安

全与商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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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科技行业变数丛生

重大技术飞跃不会很快发生。诺基亚 (Nokia) 在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就发布了集电子邮件、网页浏览和传真功

能于一体的 9000 Communicator 手机，而 2007 年发布的

iPhone 是在经过了 10 多年的开发之后才诞生的。事后来

看，这样的突破似乎不可避免。但虚假的曙光比比皆是——

2016 年出现的虚假曙光可能超出正常水平。

在实验繁多的当今，挑战在于判断哪些尝试预示着

工作和个人生活的转变，哪些会走上技术演变过程中的死

路。新的一年可能会在轰动中开场，大众市场将推出一种

长期存在于科幻小说的产品：虚拟现实 (VR) 头戴式设备。

Facebook 的 Oculus Rift 终于将要在第一季度上市，同样采

用 Oculus 技术的三星 (Samsung) VR 头戴式设备已在今年

亮相。在 2016 年底前，Magic Leap 和微软 (Microsoft) 都可

能推出增强现实 (augmented-reality) 眼镜，在佩戴者看到

的现实世界景象上叠加虚拟影像。

3 年前针对 3D 电视问世的大肆炒作提醒我们，对引

人注目的技术的期望可能超前于现实。即使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技术不会失败，它们也将难以达到人们的期望。

Facebook 等公司一直在竭力淡化期待，但 2016 年至少会

让我们首次真正一窥这种会对娱乐、社交和工作产生深远

影响的运算平台。

在令人失望的第一波之后，另一种未来计算平台可能

会迎来一个创新迸发的时期。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

本意是将移动运算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拓展到更方便的

其他产品上。然而，2015 年的两款旗舰可穿戴设备未能

跟上围绕它们的炒作。

这两种产品都可能在 2016 年推出第二版。乐观者指

出，iPod 和 iPhone 最初的销售也不温不火，直到第二年

才走上正轨。但可穿戴设备还没有开发出必备应用，而且

比起开发硬件本身，目前更需要在挖掘这些设备的潜在用

途方面取得进展。

有几种因素正在推动人工智能 (AI)，它有望成为 2016

年乃至更遥远未来的标志性技术之一。AI 基本上是无形

的，这意味着预测它将如何影响大众意识既是一项技术挑

战，也是一项社会学挑战。两年前，一波有关智能机器会

使人类失业的焦虑情绪到处弥漫。上世纪 60 年代也曾弥

漫同样的忧虑，但 AI 技术正在快速推进。

云计算能力和机器学习的新方式（“大数据”起到

原材料的作用，供 AI 系统“学习”）相结合，促成了

机器智能的飞跃。全球财力最雄厚、最雄心勃勃的一些

企业延揽了顶尖学术人才，突显某种 AI 竞赛正在进行

之中。

这场竞赛的结果大多将是不可见的。许多 AI 方面的

进步将是改善现有系统的性能或者提高人机交互的有效

性，而非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语音激活可能出现在更多

设备上，这些设备还会配备更智能的互动模式。学会如何

利用该技术的企业应当能够创作更有效的广告，实现更高

的销售转化率，并且提高客户满意度。然而，其中大多数

企业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夸耀。利用这项技术的企业

将在业绩上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企业拉开距离，从而让我

们看到利用 AI 的成果。

在高科技领域，人们永远倾向于期待下一种重大产品，

因此我们很容易忘记已经成为现实的重大产品。随着 2016

年逐渐拉开序幕，智能手机时代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全球

大约有 20 亿人拥有智能手机，普及率远远超过个人电脑。

这两种设备的普及程度让平板电脑和可穿戴设备相形见绌。

智能手机的革命可能持续下去。重心正在转向印度和

其他发展中市场，迫使竞争基础发生转变。廉价手机和有

补贴的数据服务套餐正成为常态，还有帮助企业接通剩下

的数十亿客户的网络技术。

同时，中国正在放缓的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意味着，

几家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可能首次考虑向国外大举进

军。这些力量会使 2016 年成为国际间不断转变视角的一年。

12 个月过后，技术或许看起来依然眼熟，但它们的市场以

及提供商或许将大不一样。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理查德·沃特斯 ）

2016 年，大众市场将推出虚拟现实（VR）头戴式设备，智能

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潜在用途将被挖掘，人工智能有望成为未

来标志性技术之一，云计算能力和机器学习新方式的结合，促成了

机器智能的飞跃。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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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发布

2016 年 2 月初，教育部发布《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提出了多

个教育信息化需要达到的核心目标，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

发展。

其中，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

要求，加强高等教育优质数字教育资

源开发与应用。继续建设 800 门左右

优质在线开放课程，鼓励高校广泛共

享 ; 指导高校利用在线开放课程探索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方式改

革 ; 推动中国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走向

世界。

继续建设 100 个左右的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试点开展优质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资源库建设。

继续实施“易班”推广行动计划和中

国大学生在线引领工程。 

切实做好继续教育优质数字教

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出台落实取消

“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

育的教育网校审批”有关政策文件，

明确审批项取消后的监管措施。继

续推进高校继续教育数字化资源开

放与在线教育联盟工作，探索高校

间资源共享、学分互认，推进高校

加大继续教育信息化投入，推动继

续教育转型发展。

继续推进国家开放大学云教室建

设与应用。启动国家开放大学 1 万门

五分钟课程建设。启动 2016 年度非统

设课程、西部特色课程和三农特色课

程教学资源共建项目。启动 1500 学时

视频课程学习资源和“国家开放大学

文献数据索引库”建设，完善国家开

放大学远程教育文献资源体系。

陕西省高等教育 MOOC 中心平台正式发布

前不久，陕西省高等教育 MOOC 中心平台发布暨在线课程建设与应用

研讨会在西安交大举行，由陕西省教育厅指导，西安交通大学主持建设的

“陕西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中心平台”正式向全省发布。

截至目前，西安交通大学建成的 MOOC 课程内容涉及理、工、医、经、

管、文、哲等多学科门类，既有通识类课程，又有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和

专业方向课程，建设数量及质量均居全国前列，课程上线后获得良好的

社会赞誉和高度评价。在各大 MOOC 平台上线的课程中，选课人员遍布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内各个省份，已开课程的选课总人数已超过 31 万。

除此之外，西安交通大学还与清华“学堂在线”共建了陕西省高

等学校课程共享联盟平台。该平台可供陕西省内所有高校共享，所有的

MOOC 资源将向省内高校免费开放。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同济成立大数据与网络安全研究中心       
聚焦可持续发展

近日，同济大学成立大数据与网络安全研究中心。

据悉，该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建立

基于大数据的学科交叉研究平台，集结该校电子与信

息、软件、数学等多个院系、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合

作开展“教育大数据分析、生物大数据、智慧校园、

数据科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网络空间安全”等方面研究，推动同

济大学“智慧校园”建设，并带动大数据研究相关人才培养。

“大数据研究要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培养学生具备‘互联网 +’

思维和运用大数据的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

钢在致辞中表示，同济大学的大数据研究将紧密结合该校定位和

学科特色及优势，聚焦可持续发展领域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和挑

战，运用大数据研究来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同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许维胜教授表示，鉴于当前网络

与信息安全所面临形

势日益严峻，信息安

全治理也提上议事日

程。同济大学信息化

办公室、电子与信息

工程学院决定联手共

建“大数据与网络安

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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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扩大“同步课堂”试点

近日，海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省将加快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

督促市县扩大学校网络覆盖面、提高出口带宽，进一步完善网络教学环境。

这位负责人介绍，在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化装备的同时，海南省积极推动教研

教学方式的同步变革。目前海南省正在逐步总结“同步课堂”的试点做法，准备

在全省范围推广“同步课堂”。同时，海南省将在 2016 年分层分类实施教育信

息化教师全员培训，加大对学校、学校对老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考核力度。

今年 6 月完成海南省教育数据中心三期建设，今年 10 月争取省级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试运行。

武汉：
教育云服务平台基本建成

重庆的教育云平台主要有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建成全市学生、教师、校产三大基础数据库和全市中小学生

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学校资产和校舍管理等 8 大教育管理子系统，实

现教育大数据互联互通。

二是建成重庆市基础教育资源库、重庆市中小学数字图书馆、重

庆大学城资源共享平台。目前，全市在渝高校建成 300 余门国家级数

字精品课程、近 2 万节网络精品课程。

三是信息资源配置实现共享整合，全市项目学校累计配备计算机

6.77 万台，实现全市 1181 个教学点 100% 数字资源全覆盖 ; 利用学籍

信息、财务信息系统，实施全市 13.16 万贫困学生扶贫资助。

重庆：

合肥：

海南：

华中师大与当地教育局合作 
推进教育信息化

前不久，武汉市教育局与华中

师范大学签署教育信息化战略合作

协议。华中师大将以自身研究团队

和科研成果为基础，推动武汉市教

育信息化发展。

“教育信息化不是给学生‘一

袋粮’，而是‘一杆枪’”。华中

师大校长杨宗凯认为，信息时代需

要个性化、创新型人才，信息时代

的教育要教给学生学习和创新的能

力，用工业时代的教育老方法已经

不太合适了。目前，我国教育信息

化处于“应用”阶段，下一步将走

进“融合”阶段，重塑教育教学方

式，教育环境、理念、课程体系、

评价方式等都会产生大的变革。战

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华中师大将在

政策、资金、调研实验条件等方面

为武汉市教育局提供支持，推动武

汉市教育云应用模式创新与生态体

系建构、教育信息化培训、教育信

息化工程项目咨询与绩效评估等。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推进教育信息化打造“智慧课堂”

近日，合肥市教育局相关人士介绍，合肥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根据《合肥市教育信息

化重点工作（2016-2020 年）》，到 2020 年，全市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学校超过 50%，市区

学校无线网络实现全覆盖。同时，“智慧课堂”、“智慧校园”将令教育教学更加高效和智能。

“智慧课堂”是以教育云平台为支撑，以教师、学生以及学习载体三者之间的互动为

方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交互等手段，构建覆盖教师备课、授课和学生个性化学

习等不同场景的互动教学模式，并基于动态学习大数据分析，实现教学内容优质化、资源

推送智能化、交流互动立体化和评价反馈即时化。比如运用大数据分析试卷，老师可以快

速得知哪些知识点学生掌握得不牢固，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从而适时调整教学，实

现因材施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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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报纸不是新闻，电视也不是新闻，它们仅仅是新闻

的载体而已，新闻中描述的事件没有载体也是实在发生

的，载体只是承载了一部分的传播功能。学报期刊也仅

仅是学术论文交流的载体，论文载体并不参与科研成果

的研究过程，它也仅仅是承载了一部分学术传播作用。

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它也

必将改变传统学术期刊格局和学术交流生态。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纸质新闻媒体和杂志关门倒闭已屡见不

鲜，但争办纸质学报期刊的机构团体却蜂拥而至。

利用互联网发表论文，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纸质期刊

发表周期过长的问题，还能规避论文发表过程中的不正

之风，有效地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等。

同时，互联网这种载体的不同，还能彻底改变传统

的学术论文在评估评价等方面的不足。

在纸质期刊时代，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被引用

次数（且不分正面和反面引用）是评估论文价值和影响

力的最重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其局限性在于一篇

很有价值的论文，读者用其思想指导实验、开展工作，

或进一步研究发展到申请专利、制造出产品，但这位读

者就是不发表论文，所以对原论文就不会增加被引用次

数。在互联网时代，可以全面评价论文的价值。大量论

文首先在线发表（有的只在网络发表），读者在线阅读

的普及，不仅可以通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评估其学术价

值，而且可以统计论文被在线阅读的时间、点击次数、

下载次数、收藏次数、转载次数、评论评价、推荐次数等，

都可以成为论文价值的评价指标。

利用互联网发展出新的学术评价机制将是大势所趋。

谷歌学术（Goog l e	 S cho l a r）从 2012 年开始，每

年统计公布各个学术载体的五年 h 指数，排在前十位

的基本上是七家期刊和三家开放存取（OA）网站，而

且 RePEc 网站排在第四位，arXiv	 排第五，仅次于大

名鼎鼎的期刊 Science，排第七的 SSReNet 网站仅次于

Lance t，超过 Cel l 期刊。研究表明：开放存取论文达到

被引峰值的时间在延长，互联网并没有加快开放存取论

文的老化，反而有延缓之势；单篇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

频次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综述性论文更容易出现“高

下载低引用”现象；从长期来看，开放存取论文下载频

次与被引频次之间呈现正相关趋势。以网络为载体的开

放存取网站其影响力在逐步增大。

论文不就是交流吗？无论出版商、学霸、评价机构

如何抬高传统期刊的地位，只要学术界回归到发表论文

是为了学术交流的本来目的，是纸质期刊发表好还是通

过网络数字发表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正如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实现突围，引领全世

界电子商务一样，互联网对专业学术期刊的冲击，应该

是我们的机会。为什么不可以建设一个世界科研论文的

“淘宝”平台？我们应该借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借

中国科研人员众多，论文数量庞大的机会，尽快建立或

合作建立网络发布论文的共建共享平台，让作者自助并

自主发布论文，最后形成世界最大的专业论文库、知识

库，从而间接地快速提升中国的科研水平与地位。

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包括相关主管

部门，出于各种目的与原因，还抱着纸本期刊不放，还

用办精品期刊的名义浪费纳税人的钱。广大老百姓都不

买胶片相机改买数码相机了，转而网络购物、网络银行、

网路炒股等等。如果自诩为精英的科技人员思想观念都

落后于普通老百姓，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论文不就是交流吗？无论出版商、学霸、评价机构如何

抬高传统期刊的地位，只要学术界回归到发表论文是为

了学术交流的本来目的，是纸质期刊发表好还是通过网

络数字发表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网络发表论文将产生学术评价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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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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发展创新工作的副总裁大卫·甘恩教

授在接受外媒 wareable 采访时，探讨了石墨烯这一超级材料将如

何改变人体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交互方式。

24M

英 国 政 府 宣 布，2015 年 全 国 超 高

速宽带已经覆盖了超过 350 万的家庭和

企业。由于英国政府推行“宽带传播英

国”(BDUK) 项目以及来自商业领域的投

入，约 90% 的英国家庭和企业的网速已

拥有超高速宽带网速。这一全球最快的超

高速宽带部署计划，在 2016 年春季将覆

盖约 400 万的家庭和企业，在 2017 年 12

月前在英国全国达到 95% 的覆盖率，网

速超过 24Mbps。

8000

近日，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局

长赵泽良介绍，“目前我国网络安全方面

人才缺口仍然很大，相关专业每年本科、

硕士、博士毕业生之和仅 8000 余人，而

我国网民数量近 7 亿人。”

“如果某些特定人群需要

传感器来感受到人造皮肤所带

来的触觉的话，我们就可以利

用石墨烯来制作出一种复合材

料的机器，并赋予其更为敏感

的压力感知。虽然目前这个东西

还无法佩戴，但在未来或许就能

成为可穿戴设备。”

“工业互联网，或者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真

的不是狼来了，也不再是想象，它已经是技术上的现实，只差一步工

程化而已。要想进入智能制造，互联互通绝对重要，但是第一步先要

感知到，把信息数字化之后才能互联，大数据背后是什么，是感知，

是传感器，传感器的发展，对我们新形势的重要装备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论坛上，工业与信息化部

副部长怀进鹏对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目标与任务进行权威解读，并对信

息化、大数据提出他的观点。

“90% 用户使用手机上网，标志着贴身服务时代正在到来。这不

仅标志着互联网内部时代的转换，桌面互联网彻底转换到移动互联网

时代，而且也标志着整个经济的转变，中国经济即将发生以生产者为

中心的经济向贴身服务的经济的转换。以手机、可穿戴电脑为代表的

各种贴身信息设备本身的发展正在成为信息产业新的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对于第 3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解读。

“未来政府的服务也可以作为产品发布到网上。在市场竞争激烈

导致资本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强强联合、寻求突破的

现象必将在未来继续。预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

数据搭建调度平台，可以实现不同医院床位和医生资源的共享，富裕

产能的企业可以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工厂资源，国有科研机构也可以与

社会分享仪器和科研平台。”

——在今年初，“全民互联网嘉年华”的开幕式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邬贺铨提出他的想法。此次会议发布了《2016 未来互联网趋

势报告》。

6.88 亿

截至 201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 6.8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3%，

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手机成为拉

动网民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手机

网民规模达 6.20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

网 的 人 群 占 比 从 2014 年 85.8% 提 升 至

90.1%。

60 万

据腾讯发布的《移动支付网络黑色产

业链研究报告》显示，每天大约有 60 多

万人次连接了存在安全风险的 WiFi，全

年被支付类病毒感染的用户高达 2505 多

万，平均每天就有 81000 多人遭受支付类

病毒的侵害。此外，七成以上用户使用同

一用户名与密码，增加了多账号被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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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6 年初，高等教育信

息化发展趋势研讨会暨高校信息化调

研员培训工作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

国高校的信息化调研员 100 余人应邀

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进一步推动高校信息化调研

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各高校对高等教

育信息化发展的深入理解，教育部科

技发展中心特地选择在“十三五”开

局之年的年初组织召开本次会议。会

议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主

任黎建辉，CALIS 管理中心、北京大

学图书馆姚晓霞，北京理工大学现代

教育技术学院教授吴晓兵，中国科学

院计算机与信息网络中心战略研究部

研究员刘晓东等相关专家，对高校信

息化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会上，北

京理工大学吴晓兵教授代表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研讨会在京顺利召开

信息化发展报告编委会，对高等教育

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建设、信息化

应用系统、人才培养以及管理保障机

制等各项调研指标进行了详细解读，

并就热点问题与参会的高校信息化调

研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中国教育网络》杂志还在会上

发布了 2015 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

用创新方案遴选结果。《中国教育网

络》编辑部在近 3 年刊发的约 600 篇

方案类稿件中，筛选了 60 个方案送专

家评审，最终有 15 个方案入选。入选

方案主要集中在校园网建设、云计算

及移动应用三类。方案所属单位包括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

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戴尔、

正方软件、锐捷网络等业界知名企业。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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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已有大幅提

高，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信息化应用已涵盖学校主

要业务，信息技术正深度融入到教育教学主战场。尤其 2012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之后，各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方面进行了不懈的

努力和探索，涌现了一批值得相互借鉴的创新方案。

《中国教育网络》杂志作为国内网络技术领域最具影响

力的科技期刊，与中国教育信息化同步发展的核心专业媒体，

一直致力于架设教育信息化技术探讨与经验交流的桥梁。在

对高教信息化发展状况多年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中国教育

网络》杂志推出“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并自 2015

年起发布“中国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分析报告”，同时

《中国教育网络》评选年度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创新方案

类别 单位 主题

校

园

网

建

设

类

清华大学 高校信息系统：开发安全先行

北京大学 校园网光纤资源管理系统设计

中山大学 三层 MPLS VPN 搭建多业务校园网

上海交通大学 构建高效校园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华中科技大学 校园网络空间的安全视图

上海财经大学 二次认证实现校园网集约式管理

云

计

算

类

清华大学 “云端一体化”高校智慧校园的畅想

复旦大学 云服务引领校园数据中心新发展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校园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上海交通大学 数据中心向云计算演进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 高校云课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

移

动

应

用

类

浙江大学 让教学尽在“掌”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掌上科大：学生成为创新主体

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正方移动校园信息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

华东师范大学 高校微信平台简洁之道

2015 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创新方案遴选结果

15 个创新方案出炉

举行“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创新方案年度遴选”

活动。

“2015 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创新方案遴选”

活动主要面向全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管理部门，以及

信息化产品和方案提供商。参加 2015 年度遴选的方案主

要来源于近 3 年《中国教育网络》杂志上刊发的约 600 篇

方案类稿件。经《中国教育网络》编辑部初评，选出其中

60 篇稿件送专家评审，这些稿件集中于校园网建设、云

计算和移动应用三个方面。

经专家评审和编辑部复核，“2015 高等教育信息化

建设与应用创新方案遴选”活动最终选出 15 个创新方案，

方案所属单位和主要内容见下表。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16 中国教育网络 2016.2-3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17  清华 X-lab 未来生活创新中心创始人沈拓：合力打造创新创业的整体生态

20  他们的创新产品：不源于实验室而源于“宅文化” 

23  小白的“大白梦想” 

25  从产品研发到市场推广：越学越多的创业路 

28  小蚂蚁的逆袭：我们有一个健康管理的梦想 

31  从零开始 在 MOOC 中发现自我



清华X-lab 未来生活创新中心创始人沈拓

2016.2-3 中国教育网络 17

政策与焦点

文 / 本刊记者  傅宇凡

清华 X- 空间（Tsinghua X-lab，清华大学创意创

新创业教育平台），是清华大学新型创意创新创业人

才发现和培养的教育平台，致力于围绕三创（创意、

创新、创业），探索新型的人才教育模式。目前，已

经有 700 多个来自于清华在校生和校友的创意创新创

业不同阶段的项目加入清华 X- 空间，注册企业的项目

直接带动的就业超 5000 人，其带动的项目融资金额已

经突破 5 亿元人民币。

为此，本刊采访了清华 X-lab 的创业导师、互联

网 + 研究院创始人、创客创投基金合伙人沈拓先生。

沈先生常年致力于创新创业的辅导、培养与投资工作，

在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产业园区均有指导项目，

并且是天使投资人。针对国内高校当前“众创”的热潮，

沈拓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新红利，

从宏观层面，我非常看好。”他呼吁高校应从战略层

面构建一个整体的“众创”生态。

合力打造创新创业的整体生态

创新创业三个台阶

《中国教育网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

环境下，面对来自政府层面的鼓励与支持和众多利好

政策，您如何看待大学生创新创业？您认为大学生，

应如何把握这样的机会？

沈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定是我们国家发展

的新红利。从宏观层面，我非常看好。

这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作为创新创业的要

素，学生、大学校方，社会的资本方，以及其他社

会资源，应当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创新创业的整体

生态。

以我在北邮指导的创业团队为例，我认为整个创

新创业体系应该有三个台阶，三个台阶形成金字塔的

形状。

第一，大学本科阶段，应有意识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的理念，以及教授相关的基础技能。应当针对学生

的职业生涯设立相应的课程，通过线下的教育活动，

沈拓
互联网 +研究院创始人，创客创投基金合伙人，清华大学X-lab 未来生活创

新中心创始人，致力于传统企业转型及创业企业孵化投资；

上市公司号百控股独立董事、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创业导师、多家大型企

业战略顾问及企业教练；

著有《不一样的平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重生战略：移动

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转型法则》、《网络人的未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

100 个预言》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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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在线课堂的形式进行。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成功

人士，大学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校友资源利用起来，为

学生创业走上社会的绿色通道。

当一部分学生开始思考创新创业项目，产生创

意，或形成小团队，这个时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校方应该给予一些政策支持，如将学

生的实践活动纳入到教学的学分体系。并且给学生

创造一定的实践条件，给予一定的空间，以及相关

的服务。这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尚是薄弱环节，应当

加强。这一阶段，商业化、产业化已经开始萌芽。

需要一套比较规范的课程体系，我归纳为“一个科

研体系，一个空间，一套创业创新的方法论”，这

三个方面都是高校可以加强的。在这个阶段，可以

通过校内的创新创意大赛等活动对创意级的学校项

目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第三，商业化创业阶段。总有一部分项目会脱颖

而出，进入这一阶段。此时，校方和社会资源体系创

造必要通道给予支持，比如帮助成立公司，完成创业

团队的搭建，实现产品从零到一阶段的商业模式的验

证，并从而与实体产业结合。

总之，第一，应当形成一个生态体系支撑“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第二，应该分阶段分阶层运

作。而无论哪一阶段，有几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如基于互联网和线下的教育，创新创业方法的导入，

与大学在社会上的校友资源的衔接，与资本资源的

衔接，或者校方的直接投入，以及在教育资源的一

些倾斜政策等。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当前构建这一生态体

系的关键点在哪里？

沈拓：当下的问题是各自为阵，比较分散。校友

工作、学生就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各有一个队伍在

推进，并且分属于不同业务体系。而我们需要的生态

体系，则应该是打通的，条块分割不利于实现人员资

源的协同和联动。对任何大学来说，这都应当是一个

战略层面的课题，应在战略层面给予关注，并实现部

门资源的协同。

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素质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多所大学创新产业园的

创业导师，包括清华大学 X-lab 平台，您认为大学生

在创新创业中，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沈拓：我是清华 X-lab 的创业导师，也是清华的

校友，与清华 X-lab 合作成立了清华未来生活创业中心。

可以说，X-lab 是到目前为止我见过的大学中最好的创

意教育平台。

从这些平台上的实践来看，我认为大学生应当注

意到三个问题：

第一，大学生教育观念的调整。毕业了去世界 500

强企业，成为一家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这是我们这

一代教育中比较典型的模式。对于 80 后、90 后新一代

来说，要有明确价值观念，那就是“敢为天下先”。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在的大学生具备这样锐

不可挡的气势。美国很多了不起的应用都是从大学期

间就开始启动了自己的创业计划，中国人聪明且勤奋，

这个局面一定可以形成。

第二，创业客观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大学生应

该成长为一个能力的综合体，将自己打造成能力的综

合体。从能力的角度，需要一个创始人或者一个创业

团队具备战略的思维能力，具备一些顶级商业模式的

锻造能力，具备团队的领导力，也需要具备一些融资、

股权运作和财务等方面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一些产

品和营销方面的能力。

作为创业者，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目前大学的教

育是分专业门类的，是按照知识门类来进行院系划分

的。而创业则是需要每个人以创业为中心，整合相关

的能力资源的。

第三，要注意社交网络的打造。创业之路非常艰辛，

需要融入整个的生态圈。无论是寻找合伙人搭建团队，

还是今后寻找投资人，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在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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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都要求大学生更多融入创

业生态圈。就我的观察而言，一个大

学生在创业阶段如果能参与到学校校

方的，或者社会上的一些创业训练营、

创业训练班，对其创业的战略规划和

信心确立很有帮助，也从而增加成功

的概率。

做好阶段性的准备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投资人，在您眼中什么

样的团队才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创业团队？

沈拓：从排序上，简单地说，团队精神、跑道和

成长策略，这三个方面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首先，

团队精神。我非常看重团队精神，它包括创业团队

的领导力、耐受力，遭遇挫折的坚韧性，对未来的

洞察力，真正的愿景，点燃梦想的热情。而创业团

队成员是“高能成，低能就”的，脏活累活不挑，

自己动手做产品策划、软件的开发、调试，以及解

决出现一些问题等等。

第二，选择合适的跑道很重要。也就是说，选择

正确的行业、正确的方向。合适的人需要站在合适的

跑道上。从全局上看，产业互联网的机会已经来到，

目前创新创业方向如果能衔接庞大的产业实体资源，

潜力无穷。纯粹 O2O 的商业模式并不能持久，未来的

创业方向需要与产业资源相结合，这个方向的改造空

间大，而针对这一类的创业项目，我更偏好于技术创

新型，或者是技术独特性的项目。

第三，对商业成长模式的判断并制定相应的策

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阶段的任务，从 0 到 1，从 1 到

10，从 10 到 100，每一阶段都会有所谋划，并且能够

成功做出正确的预判。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想要加入创新创业大潮

的毕业生与在校生，您有什么指导建议？

沈拓：这是两个类别的群体，也是两个阶段的人群。

先说在校生，在校阶段应多学习一些知识，打造自己

的社交圈子，哪怕是为其他创业团队服务，也是经验

的积累。或者开展一些非商业类的创业项目。总而言之，

在学校期间要把自己的基础技能夯实，参与实践活动，

结交人脉，多看、多想、多行动，那么，做好这样充

足的准备，如果遇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才有可能脱颖

而出。

对于毕业生群体来说，可以说，22 岁到 25 岁是人

一生中试错成本最低的年龄阶段。这个阶段不用害怕

失败，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要知

道，创业失败的概率相当高。创业投资圈里有千分之

一的说法，一千人中，九百九十九人都会是失败的分

母，需要正视并正确对待这样的失败。其次是要能够

团结一帮志同道合的人，能够说服他们与你一起吃苦，

而这些则是考量创业者的人格魅力、个性秉性，还有

对制度的安排等。第三，要善用资源。产业互联网已

经到来，整个社会生态体系现在已经越来越健全了，

有很多资源是可以利用的，比如利用许多创业训练营

投资人搭建通道，包括自己的校友，社交圈子，要善

于让别人起来帮助你，寻找一切能够帮助自己签下第

一个订单的资源。

《中国教育网络》：您如何看待最近教育部要求

各高校开设创业课程这一举动？

沈拓：这是一个利好政策。当前的现状是大学课

程体系高度不平衡，大学的课程资源共性太多，个性

化的资源较缺乏，并且，二三线的大学，也没有足够

的师资，和足够好的课程资源来强化创业教育。因此，

我建议，第一，向一流的大学学习，比如清华大学在

学堂在线创建了相关的在线课程体系，许多没有足够

资源的大学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补充本校的不

足。同时，学习标杆平台，如学习清华大学 X-lab 的

运作模式。第二，盘活校友资源。盘活校友资源。清

华大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值得借鉴。第三，与

社会上的孵化器充分对接，因为这些孵化器都有相对

较好的课程和资源，能够加速创业成功。第四，高校

要有战略上的规划与整合，包括进行部门和资源的整

合，简而言之就是投钱投精力投关注度。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大多数大学生上网时间长，更容易接
受网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适应全新互联网时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宅文化”的寝室生活方式。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产品瞄上“互联网 + 食品”的 O2O 校园生活服务的市场，并慢慢地进入大学生的生活里。

他们的创新产品
不源于实验室而源于“宅文化”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成员们由比赛相识，合伙组建创业团队

重庆邮电大学的张英培所在的创业团队，以自主

研发的零食蜂“微超市”平台为主的创新产品，不断

地参加各种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比赛。在参赛的过程中，

张英培认识很多创业朋友，发现他们的项目多是源自

于实验。而实验室的项目，很多是由老师承接的，有

的从师兄师姐传承的，通常已经做了很久。他反观自

己的产品，研发之初，没有“武林秘籍”的传授，相

对于它们，属于自我摸索的“民间草根派”。然而，

这恰恰是让他觉得自豪的地方。

“民间草根派”的初创成员很复杂，来自软件、

经管、计算机、传媒等不同学院。为什么派系如此分

散呢？因为他们的相识源于“不打不相识”，他们都

喜欢打比赛而相识于赛场。此后慢慢地成为朋友，经

常一起打球。然而，对于充满“斗志”的他们而言，

打球的互动带来的愉悦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

“我们写报告有一套，但是没有能力开发实现，

他们技术非常牛，但报告就只有几页纸，全是技术文档，

没有展现商业性。”他和他的队友一样，意识到应该

利用互补的资源，合作一个产品。然而，顾虑到实践能

力的欠缺，计划一直踌躇不前。直到大四那一年，许多

同学上学期落实工作了，在这过程中认识很多创业朋友。

同时，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课程上机实践机会，创业的想

法越来越近了。尤其是大学的一门叫网络营销的课程，

让团队的成员们有了很充分的认识和营销技能。

比如，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开发系统的课程作业，

他们经常凑到一起讨论。当擅长于商业计划的球友们

完成开发 BBS 论坛系统的作业后，发现越来越了解技

术，而技术派球友们的实力更不容小觑，开发的图书

馆座位预定系统已经在学校使用了。这给予他们很大

的自信，大家一拍即合地决定创业了。

可是，从哪里进入呢？“简单、实用、新型”，

这是他们主要考虑的方向。经过一番调研，他们将目

标落到“微超”上，“想着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程，

就是一个简单的校园 O2O，而且很解决问题，就开始

干了。现在想想也是热血澎湃的。”

团队的创意来源于大学的“宅文化”。对于崇尚

“宅文化”的吃货而言，如何“宅”得好和吃得好并存，

一直成为一个难题。比如，有时候，周末早上睡懒觉，

起来没有饭吃，或者中午和老师讨论得下课迟了，食

堂人很多，直接回了寝室又不想出来，深夜如果饿了，

学校门禁的限制让同学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这种即刻需

求。“如果能将超市，缩小，搬进寝室。这就很好地

人物

档案

人物：张英培 

学校和专业：重庆邮电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年级：研一

作品：零食蜂“微超市”平台

现状：公司已经创办，团队的这个项目有两项软件著作权。

零食蜂运作正常，为四个学校学生提供服务。

目标：团队酝酿一个为学生服务的新产品，今后将积极向全

国推广，经常参加比赛的很大的目标是推广，并寻求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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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这个问题。”

于是，他们的产品是这样为同学服务的：为愿意

的同学们，提供一个装零食的“零食箱”，我们称之为“微

超市”，放在同学的寝室里，其中零食蜂“微超市”

核心竞争力是平台管理系统技术及其运用。因为是他

们自己开发的前台网页和后台管理系统。

顾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享受到“微超”的服务，

第一种，从前台下订单。第二种，系统定时配货。系

统以一周为周期，自动给宿舍的微超市，整箱更换新

货。这直接可以带来如此的场景：某天没有来得及吃饭，

回到寝室，发现微超市已经满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14 年，创业从基础的开发

系统开始了。期间，大家各负其责，负责技术的成员

们打着做毕设的幌子，天天待在实验室里做系统。不

懂技术的其他成员们忙着做后勤保障，给他们送饭。

同时，紧锣密鼓地开始前期需要的准备。张英培仍然

记得那一段时候的忙碌。“比如我，记得当时要负责

产品，调查市场并及时反馈，策划书也要不断完善，

还要关注有没有新比赛了得报名，宣讲会中、学长交

流会上，给团队的产品打广告。”

提前估量预期的问题

经历过开发系统的测试后，今年上半年，团队开

始运作产品。让他们想不到的是，2015 年年初开始的

调研中，发现有 87％的学生，都同意微超市立即入驻

寝室，认可微超市的同学更是高达 98％，推广产品的

前期，许多寝室已经预定了服务。产品的试运营中，

仅仅 8 个人的团队，历时 3 个月，营业额突破了 10 万元。

连起初担心配货积压的疑虑，也在运作中随之消散了。

因为实际情况是，同学们尤其是男生，对于零食并不

挑剔，几乎是配送什么都会消耗，有的寝室销量非常

快。直到这时候，他们才敢于放松地兴奋一下。而此

前，他们的状态只有两个字能够形容——忐忑。比如，

忐忑于各种状况，比如高并发，配货混乱，不能为同

学们提供好的服务等等。然而，担忧的各种状况并没

有发生，系统、管理流程都很清晰。

那时候的忐忑不仅仅于此，同时包括来自于对于学

校管理方面的担忧。比如学校管制很严，会不会限制我

们的配送人员出入寝室等。“后来想想，大学生创业学

校应该会支持的吧。”带着忐忑，带着侥幸，他们小心

翼翼地开始布点。果然，事实向他们好的预想发展了。

因为配送人员全是本校的学生，而且给学校提供了

很多勤工助学岗位，学校对此产品的认可越来越高，支

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当他们用这个项目参加了互联网＋、

创青春、我是创客、科慧杯等很多比赛并得到不错的名

次后，主办方和学校都会给予奖金表达认同，后来，学

校还改造出一栋楼，专门做创业孵化基地，团队顺利入

驻。这以后，他们终于有了固定的专门的办公场所。

然而，这一切，并不代表可以懈怠。从严格的意

义上来讲，后期的维护更为重要了。一方面，利用大

数据更新配货。比如，后台系统有 7 个子系统，负责

到了从入库，到更换货退给合作的供应商的全部过程，

还为配送人员开发了 APP，提醒和记录他们的配送工

作。他们利用 APP 上订单结算功能实现上一周期客户

订单的结算，并将上一周期客户的剩余货物检查完好

后重新返回仓库，交给仓库管理人员登记入库。同时，

通过定期的整箱更换，记录没有消耗掉的食品，发现

同学的偏好，并录入到系统中。另一方面，每次配货后，

询问顾客的建议。

    团队分歧：先上线还是先完善

产品的开发和营销，有时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

去理解，往往容易产生分歧。当然，他们的产品不例外。

张英培小组的职责是产品的设计和运营，技术人员的

职责是开发的主力。

产品设计的起初，团队内部消息并不是很对称。

比如，从业务逻辑和数据逻辑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

是功能点在技术上实现非常困难。“我们把产品的初

步设计方案拿出来的时候，技术团队说很难实现，那

一下让我们都懵了。”然而，经历分歧后，张英培觉

得大家反而促进了交流和学习。“让我们的产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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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中国教育网络》：你觉得创业的路，哪一个阶

段相对难的呢？

张英培：我们还是觉得一开始比较难，当时开发

系统和前台很辛苦。不过上线了以后，就要好很多。

《中国教育网络》：实力强大后，得到的支持也

越来越多，现在你觉得哪方面的支持很重要呢？

张英培：其实什么资源对我们这个正在发展的团

队都不嫌多。

《中国教育网络》：打比赛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

考虑呢？

张英培：比赛从 2015 年下半年的“互联网 +”开始，

当时参加比赛有两个需求，第一是打出名气，结识其他

创业团队多学习，也能接触到一些投资人。第二是获得

奖金。团队也慢慢更加成熟。

《中国教育网络》：实际的收获和预期一样吗？

张英培：一开始本以为很多评委老师都是在校老

师，其实也有更多是投资人和企业家。我们打比赛收

获了在校老师和校外企业家的更多帮助和建议。当然，

也扩大了人脉。我觉得我们团队还是为社会发散着一

种正能量。

《中国教育网络》：你对于大学生如何培养创新

的意识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张英培：我觉得还是要走出去，走出校园多看看。

多参加这些创业比赛，一时参加不了，也多看看，多

了解，多学习。还有就是多观察，多思考。有很多创

新灵感，都是积累而来，而绝不是偶然。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的创新创业可能和其他

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许多是从学校里导师带着在实

验室里做的，你们是先做起来，然后得到学校的认可，

给予支持。所以，你觉得从创业的体验来看，会有哪

些不同的感受？

张英培：您说的这个很对。从实验室里传承下来

的产品，做的时候更加容易一点。而我们这个团队，

是从零起步的，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太重要了。项目

是自己团队诞生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怎么设计

怎么推广，都倾注了自己团队每一个人的点滴心血。

小伙伴也是一起成长，都为着这个孩子无私地努力奉

献。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让队

伍和产品都能经得起坎坷风浪。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你们的经历而言，你觉

得你们的团队能够成功，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英培：我觉得是配合。

优化，也让团队更加凝聚了。”

具体来讲是一些支付工具的细节问题。当时，张英

培的小组为营销做方案，前期虽然介入很多方面，然而

并没有深入讨论过细节问题。按照他们设计的方案，产

品推出的时候，将多个支付工具一步到位都引入接口。

但是，技术人员对此不认同。“从技术实现上，难度大。”

双方的观点听起来都很有道理，“我们设想如果

能用两个支付工具或者更多，更方便，更能引流，也

显得高大上。他们认为第一期产品就要求接入更多接

口，确实有点困难。”

那么哪一个小组来妥协呢？这是一个难题。最后

考虑到及时上线更重要，功能丰富可以慢慢迭代，而

且开发人员也非常靠谱，迭代不会太慢，大家就达成

一致，按技术的建议执行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急的原因，第一，快毕业了，

有的同学快入职了，要快点上线，不然怕交接出一些

不必要的问题；第二，为了快点试运营，试运营更长

的时间。如果运营一个月，学校就放假了的话，肯定

不如完整运营三个月成果好了。”

销量大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并且如预

期一般，迭代到可以用多个支付工具。他们从中汲取

教训，之后开例会的时候都非常注意，在会后也及时

沟通，保证团队信息的对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团队从起初的不到 10 人，到现在的 40 多人，随

着团队越来越壮大，相对于以前，大家都身兼数职，

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们慢慢地将重点放到规范清晰

体系结构上。团队里既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以本

科生为多，还有在职的同学作为顾问加入团队，也有

新成员加入。主要以大带小来进行新成员的培养。“我

们非常重视团队的建设，所以团队里面有不同年级的

学生，保证了人才不会出现断代，接不上的情况。”

最近，团队的捷报连连，已经闯进了多个比赛的国

家级决赛。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方都将迎来一

场场的决赛。由一场场比赛相识的他们，正共同迎战一

场场新的比赛。什么才是真正的赢，每个人会有不同的

理解。张英培对于赢表达的兴奋，应该并不止于赢本身。

答案在哪里呢？讲一个有趣的事吧。期间，记者提问时

经常称呼“你”，他和通常的采访对象不同的是，回答时，

他对应的称呼多是“我们”，一个充满内涵和力量的称呼。

他懂，相信他们的团队也会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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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具产品正在逐步颠覆传统家居的概念与模式，不管是传统家具的厂家还是跨界互联网大亨都纷纷涌
向“智能”的圈子。围绕着智能家具的产品也随之火热起来，连大学生们都跃跃欲试地开始进入此领域研究相
关的创新产品。

小白的“大白梦想”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永远不要小觑你的队友，无论看起来多平凡

2016 年春节刚过，一辆从河北开往兰州的列车上，

空气里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白江伟坐在窗前，回味着妈

妈做的饭菜香味。“妈妈的菜还没有吃够，我就得返校了。”

白江伟是兰州大学大四的学生，匆匆地返校后，他

走进了曾经憧憬的地方——学校的创新实验室。曾几何

时，在他看来，这个一般只对研究生和做项目的同学开

放的地方，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如今，已经保研的他，

终于以推荐面试研究生的身份，走入这里，并承担一个

全新的任务——机器人的语音控制和机器人与“佳家”

系统的互联。

通俗地说，这是一个基于语音控制的家用服务机器

人的项目。“佳家”是实验室的团队业已开发完成的智

能家具项目。此产品是由一个自制的平板作为终端，用

语音来控制家里的家电。比如打开某个位置的灯，或者

打开电视，甚至想看哪个频道，都用语音发指令。因为

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所

以，功能实现上问题不大，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交流的介质很不友好。

“如果能让一个活动的物体来承载这个终端，就相

当人性化了。”白江伟认为，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

便，带来乐趣的项目才是好项目。他畅想更理想化的介

质，“比如晚上回家，打开门之后，机器人走到门口来

迎接你，向机器人喊话“打开走廊灯”，这时机器人向

控制台发送指令打开走廊灯。然后再温馨地送上一句问

候：‘主人，你辛苦了，欢迎回家。’除此之外，还有

开电视，搜节目等等功能。这样就真的像家了。”

对于他们而言，这样的畅想不仅仅是畅想。现在，

他和实验室的一名伙伴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将现有

的“佳家”与机器人联系起来，在 Qbo 机器人的操作

平台 ROS 上，对机器人进行一系列的编程，通过机器

人来控制家电。“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做到，

问机器人‘你叫什么名字’，机器人可以回答，甚至

可以提议，‘来，给我唱首歌’。”

创新合作的过程，出现分歧是难免的。为更好地处

理不同观点，大家会提前开一个小会，畅所欲言，讨论

哪个想法更好，提升团队的力量。期间，在做语音控制

机器人动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点问题，一筹莫展。这

时候，一位同学缓缓地将他的想法娓娓道来，顿时，白

江伟被折服了。他的想法非常特别，非常简单，他提出

了一个不一样的控制方式，让我们省了很大的工夫。“永

远不要低估一个奋斗者的心啊！”让白江伟如此感叹的

原因不仅仅是佩服，而是惊讶，因为这同学平时不太讲话，

由此一直给人的感觉能力不突出。而在关键时刻，他却

有他独特的观点解决难题。那以后，他学到人生中的一

个新哲理——我们不要轻易地小觑任何人，每个人都有

你想不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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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白江伟 

学校和专业：兰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年级：大四

作品：基于语音控制的家用服务机器人

现状：通过对机器人进行的编程实现和机

器人的语音问答，等待和佳家系统的对接。

现有的智能家具项目“佳家”总体设计已

经搭成，正在做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目标：申请专利中，今后要把它做成一个

产品，投入市场并推广。



创新需学科平衡、观察社会和自学能力

创新的项目研究期间，虽然机器人的硬件不是自

产的，而是在上面写自己的代码，拥有独特的功能而已。

听起来容易，实则不易。“越实践越感受到学习无边界，

实践中的一段经历，让我萌发想考 BEC 的冲动。”九

月底，由于原系统达不到他们的要求，需要给机器人

换系统。按照官网给的信息，查资料，尝试着自己解决。

可是，系统装完后，还是出问题了，比如驱动程序不

能正常执行等等。

出于无奈，自认为英语不佳的他只有苦磨英语，

用反复斟酌的英语给机器人的公司发邮件。“内容表

述得还算清晰，不过，邮件的内容看上去还是很别扭。”

大概三五天之后，他们收到回复了。“当时开心得差

点跳起来，一方面有机会能解决掉我们问题，另一方

面说明自己写的东西，外国人看懂了，哈哈！”这一

次经历后，他领会到各学科均衡发展的意义了。

这期间，对于白江伟而言，最大的困难还是源于

自我挑战，“首先得去接触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

鉴于 Android 的自学基础，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其实挺

费劲的。”比如编程，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很有限，

还得靠自己通过从书上、网络上学习的积累。具体到

机器人的项目，机器人的平台是 ROS，得去 ROS 官网

和一些 ROS 编程的书籍去学 ROS 的内容。

诚然，对于自学这件事，白江伟倒是不陌生。第

一次“触电”是大三，自学的 Android。小白开始自学

的缘起，倒是和“大白”有异曲同工之妙——暖男的

行动。他注意到女朋友有记账的习惯，用小本子记，

不仅不方便而且不容易统计。虽然记账的软件很多，

但是往往自带的系统多，软件大。“我为什么不能为

她量身定做一个呢？”从那开始，他自学 Android 编程，

通过边学边做，制作出一款记账的 APP，不仅可以记

录当天的消费，分享账单的功能，还可以对过去任何

一天的消费情况进行查询，并对这个月的消费情况形

成折线图。

在收获女朋友的感动后，初建自信的他开始产生

更多创新的意识，同时，他查找招聘的信息，根据公司

的需求，有意识地培养社会需要的能力，比如 Android

和 Web 方向的自学，并观察市场，琢磨新产品。不多久，

他用一星期的时间又制作了一个找老乡的小软件，想免

费给大家使用。然而，在群里一介绍，却被群主给拉黑

了。“我义务地为大家服务，为什么得不到理解？”这

以后，他开始研究创新产品应该如何精准地寻找客户，

如何提高推广方式。“下个学期我打算做一个 2.0 版本

的，联系学生会帮忙介绍，迎新的时候，我会和新生简

单聊一下，让他们了解我的产品。”

对话

《中国教育网络》：你如何看待大学生创新创业，

你觉得什么最重要的，比如机会、坚持、兴趣等等？

白江伟：我认为创新的话，兴趣最重要的，创业

的话，机会最重要的。实验室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你可以认识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参赛也是宣传的一

种方式了。

《中国教育网络》：你觉得实验室的最大收获是

什么呢？

白江伟：现在实验室里有比我更厉害的技术大牛，

可以和他们学习，继续提高自己，当然也有了更好的

伙伴。一个人的自学和大家一起，学到了再讨论，得

到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教育网络》：你怎么看待大学生的创新平

台呢？

白江伟：其实现在国家对这个还是蛮支持的，现

在的创新实验室主要是研究生和一些有创新项目的本

科生在用。大学的时候空余时间很多的，假如学校里

能多一些创新的实验基地，激励起大家的兴趣，让更

多同学加入进来应该会更好，不管是学技术还是创业

都非常好的。

《中国教育网络》：你如何培养创新意识的呢？

身边的同学对于创新意识的观念如何？

白江伟：我感觉得多接触社会和生活，从生活中

发现灵感。周围这样的意识很缺，大部分同学没有适

应大学生活，并没有把高中到大学的转变做好，所以

在大学新入学的时候，学校有必要对此进行相关的教

育，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

《中国教育网络》：这一次的经历，给你的感受

是什么呢？

白江伟：首先是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对以后的

项目有很大的帮助；其次，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有竞

争力的团队，能够有这么一个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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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更远的目标后，每天都在自学。多亏学校安排的实习，让我懂得，我还是个小菜鸟呢，只有经历过才懂得吧。”

从产品研发到市场推广
越学越多的创业路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让第三方证明 90 后的产品很靠谱

近期，福州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葛永乐接到通

知，让带团队成员去参加第二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这个消息如兴奋剂一般让他雀跃，虽然已经不是第一

次参加比赛了。他们将带上“战场”的核心产品是“基

于物联网的工业人机交互平台”，该平台通过自主研

发的 HMI 物联网模块，为工业现场设备与移动设备（如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建立了可靠的无线数据连接，

由此为工业现场操作人员提供了移动化、智能化、互

联网化的人机交互平台。

相比于目前主流的触摸屏式的 HMI，该平台具有

成本低、操作便捷、互联网入口等优势。

当福州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葛永乐向记者专业和

娴熟地介绍产品优势的时候，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名

大三的学生。“工业设备上安装我们的物联网模块，

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上的 APP 实现的智能设备和工业

设备之间的通信。”

在产品研制成功后，他和老师一起对数家工厂的

调研发现，产品有巨大的市场和需求。

“听起来的确很专业。那没有考虑往工厂推广吗？”

“有人会相信你们几个本科生就能做出这么厉害

的产品？”提到社会的认可度，他忽然放慢了陈述的

节奏，但是，马上又提出两个解决途径。“第三方的

证明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试用、专利都是取得信任

非常关键的因素”。诚然，“信任”两字，在这位 90

后这里，诠释为压力也为挑战。

从 2014 年 12 月研发设计到 2015 年 6 月，大约耗

时半年的努力成果，目前已经在一家工厂投入试用，

专利也在紧锣密鼓地申请中。市场的反馈给了他们很

大的自信。据葛永乐介绍，工厂的反应很好。下一步

的计划是设立公司并融资。“前段时间谈了一个，天

使投资在创新创业比赛中发现的我们，因为出的价格

没达到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拒绝了。”接下来仍然

考虑合适的融资机会。“融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我们

的技术，以及后期技术的商业化等等。”

创业者的三大特质：挑战、领导力和抗挫力

挑战

在创业过程中，葛永乐将其绝不认输、永不言败

的性格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2014 年，当时大二的葛永乐，在学校金工实习，

偶然发现工业上现有的 HMI 操控到数控机床输入程序

非常麻烦，必须要在机器设备前触摸屏上输入，想查

看机器运行的情况也只有到触摸屏前查看，来回地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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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葛永乐 

学校和专业：福州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

年级：大三

作品：基于物联网的工业人机交互平台

现状：已在工厂试用。申请专利中。

目标：准备接受条件合适的融资

人物

档案



腾，费时和费力。“一定有解决的方案。”然而，在

学校实验室的项目里，针对工业行业的创新是一个巨

大挑战。不过，这又如何呢？迎难而上。主意一出，

六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很快地聚集到一起，分工合作，

利用空余的时间研究。那几天，他们基本拿实验室当

做自己女朋友了，天天泡面泡实验室，导师也很支持

他们，并给予各种帮助。

从 2014 年 12 月开始，到 2015 年暑假，新产品终

于呱呱落地，“成功的那天，大家一起吃了顿大餐。”

可是，当冷静下来后，他们意识到下一步将接受新的

考验，“产品会得到市场的认同吗？”带着调查问卷，

导师和他去工厂调研。市场需求超出他们的预期，尤

其是中小企业。

然而，他们并没有顺势提及产品。在葛永乐看来，

如此低调主要有两个原因，“技术壁垒没建立起来，

提早暴露，会死得很快的。”“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

的积累沉淀，毕竟年轻，大家都觉得年轻人不是很靠谱，

尤其是对 90 后的评价不太好，当然，我们相信自己会

成就一片小天地的。” 

调研回来后，他们根据调研的技术人员的意见和

新的需求，在远程监控等互联网服务的领域积极地进

行产品的改进。

领导力

第二个，关于领导力。

当产品成熟后，团队遇到最大的分歧是要不要成

立公司，要不要把这个技术商业化并进行融资。当葛

永乐提出成立公司并寻找融资机会的时候，由于团队

的初创成员多是做技术的，对创业融资不熟悉，对此

表示担忧。其中，成员提议相对稳妥的做法，比如卖

掉技术专利盈利。然而，葛永乐决定去说服成员们下

一盘大棋。

“我们学校有创业的沃土，梦想支持我们前行。”

对于他，这并不是一句苍白的口号，他认为，所谓的

沃土除了政策、资金外，还有很重要的动力——学长

的模范力量。“有的学长从大一开始创业。今年刚毕

业的一位学长，现在他的公司价值几十亿了。他们给

我们很大的动力。”同时，葛永乐找到相关的专业人

士对项目进行评估。在学长们的模范影响和实际评估

的数据下，成员们重新审视产品的价值。最终，他们

站到了一起。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他知道，今后的责任

将越来越大，承载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而且是大

家的信任。“以前觉得只要学点专业就可以了，现在

学习越多视野越广，觉得自己越无知，市场、营销，

自己企业的管理都是后续需要学习的东西。”

抗挫力

第三个，关于失败和成功。

“你们的团队里有研究生。你是大三的学生，合

作的时候，有没有压力？”一句不经意的话，却激起

了葛永乐记忆里的一片涟漪。“没有。之前，我有过

许多创业经历。”当问到创业有没有成功，具体哪方

面的创业，他停顿了一下。那一刻的停顿，仿佛感受

到他内心的纠结和犹豫。面对自己曾经的失败，需要

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时间和机会。也许，对于如今

摩拳擦掌的他而言，时间和机会，已经到了。

所以，他整理一下他的思路，给予两句淡定的回复。

第一，“从大一开始的创业，都

是小打小闹，严格来说不算创业，和

专业无关。人会比较成熟一些，但是

仍然觉得还太年轻了。”

第二，“从我的角度来看，基本

都是失败的，但是，每次失败都很好。

失败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有的方面是

我的性格决定的，慢慢地来吧。不同

人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就是爱闯，

有些人就是喜欢过安稳的生活。为了

梦想，就算失败了，又何妨呢？至少

我的青春是奋斗着过的。”

在葛永乐看来，创新创业的经验

需慢慢地磨练，除了以上的三点，还

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培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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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你们的团队有分工吗？

葛永乐：产品研发有个主要负责的，我主要负责

市场和后期工作的运作。

《中国教育网络》：大概怎样的契机让你们决定

细分的岗位？

葛永乐：根据团队的需求来的，项目成熟后，确

切说在专业人士建议之后，我们决定具体地分工。

《中国教育网络》：产品出来前也有分工，在你

看来，两个阶段的分工有什么不同？

葛永乐：嗯，就像一个家庭和一个社区的区别一样，

需要兼顾的方面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多。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按照什么分工？

葛永乐：兴趣和能力决定，兴趣最重要，能力其次。

财务也已经有了，后续还要找新人呢。后续会找负责

营销的，现在并没有注册公司，打算再积累一段时间，

一步一步走不容易出错。

《中国教育网络》：你觉得带领团队最关键的是

什么？

葛永乐：志同道合和信任。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遇到的第一个分歧是融资，

你觉得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葛永乐：相对保守的不太赞成。我们这个专业找

份技术岗，工资待遇很不错的，但是，后来大家都同

意了。

《中国教育网络》：你觉得创新创业除了资金，

其他重要的是什么支持？

葛永乐：家人的支持。

《中国教育网络》：机会、运气、兴趣、坚持等等，

如果要创新创业甚至成功，你觉得哪个是最重要的信

念呢？

葛永乐：坚持吧，这个快时代的社会，好多事情

只有坚持下来才能走得更远，当然是正确的目标。

《中国教育网络》：你如何看现在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平台和大学生的创业氛围呢？

葛永乐：平台很多，但是希望有比较权威的平台。

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创业，有点浮躁，随便搞一个项目，

就要叫嚣着要创业。其实学生创业还是非常非常困难

的，能成功的只有百分之 0.1 吧。

《中国教育网络》：成功往往是让人羡慕的，但

是不成功也会有很多因素的。除了浮躁，还有什么因

素呢？

葛永乐：正确的引导很重要，政府，社会，学校。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产品没有市场需求吧，东西再好，

技术再牛，没有市场就没有了一切。

“有人会相信你们几个本科生就能做出这么厉害的产品？”提到社会的认可度，他忽然放慢了陈述的节奏，但是，马上又提出两个解

决途径。“第三方的证明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试用、专利都是取得信任非常关键的因素”。诚然，“信任”两字，在这位 90 后这里，

诠释为压力也为挑战。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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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诞生于实验室项目的金点子

中南蚁行者，是这支团队给自己的命名。而之所以

如此命名，队长李向东这样说，因为我们想像蚂蚁一样，

始终以优秀的团队协作能力、勤奋顽强的精神、愿意牺

牲的意识武装自己，出色地完成每项任务。

中南蚁行者共有 5 名成员，其中四人是来自中南大

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研究生，一人来自中南大学软件

学院，虽然院系不同，但都是“移动医疗”教育部—中国

移动联合实验室的成员。正是这样的机缘，五个志趣相投

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共同参与实验室项目的研发。在对

移动医疗项目的学习与研究中他们发现，当今现有的健康

测量设备大多存在功能单一、健康数据利用率低等各种问

题，远远不能满足个人对于健康测量服务的需求，于是就

萌生了开发一款功能齐全、使用便利的健康测量系统的念

头。

一个好点子的萌芽，自然少不了前期对市场的调研

了解，而最终梦想的落地生根，让创意成为真正的产品，

更少不了后期的努力拼搏。在蚁行者五人团队中，每个

人的职责分明，队长李向东主要负责系统的总体进度并

带领其他成员进行系统的开发工作，而女队员们则主要

负责系统资料的整理等后勤工作。在大家的通力配合下，

仅用了 3 个月时间，流式健康测量系统的雏形就诞生了。

整个系统采用 C/S 模式，由采集前端、用户终端和

想必看过迪士尼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的同学，一定记得那只呆萌可爱又神通广大的的健康机器

人——大白，谁不想拥有一个暖心的大白呢？这部电影不禁让我们脑洞大开，见识到了医疗行业的未来

前景。今天要讲的也是一个有关移动医疗的故事，当然，它离大白的梦想还很遥远，但却是这支团队对

个人健康管理怀有的美好期待。

小蚂蚁的逆袭 
我们有一个健康管理的梦想

      团队名称：中南蚁行者   

      创新项目：流式健康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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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中国教育网络》：流式健康测量系统的创意来

源是怎样的？该系统的具体构成有哪些？

李向东：我们的队员均来自“移动医疗”教育部

-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它是一个部级重点实验室。

在实验室的学习中，我们需要进行移动通信与医疗行

业融合的学习研究，因此就调研了当今一些健康测量

设备的现状。发现现有的移动医疗健康测量设备虽然

百花齐放，但都功能单一，并且这些系统都分散在健

康服务过程的部分环节，形成了大量健康数据，却未

进行标准化整理和应用，造成数据资源浪费；此外，

由于大部分健康服务设备软硬件的紧密绑定，使得设

备的服务升级变得繁琐。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团队研

发了流式健康测量系统，以满足社区、家庭进行个人

健康测量服务的需求。

流式健康测量系统整体采用 C/S 模式，由采集前

端、用户终端和后台服务器三部分构成。采集前端可

提供标准化的医疗传感器接口与通信接口（蓝牙等），

后台服务器三大部分构成，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

个性化的如血压、血氧、脉搏、体温等多种医疗测量

服务。系统的程序流式执行设计展示了系统的最大亮

点，那就是当用户在加载所需软件时，可以使软件从

后台服务器，像“水”一样自由流动到用户终端运行，

不需要用它时能够让它自由流走，这种像水一样来去

自由的设计，很好地满足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成功淬炼的过程

当然，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开发的过程中他

们同样遭遇了技术、资金、场地等各种难题。据李向东

介绍，因为系统使用流式执行技术，使用了 JVM 和安卓

的类加载机制，这一部分机制本身就很复杂，而用代码

实现流式平台和程序难度很大；另外，采集数据都是字

符串数据，要进行解析并处理成用户可以看到的数值。

这些技术问题，花费了队员大量的时间去攻克、解决。

项目的研发过程虽然艰辛，但亦可以苦中作乐。李

向东说，他们曾很多次在实验室通宵熬夜做项目，有几

次晚上甚至被楼管阿姨赶了出去，几个人只能一起去烧

烤摊吃烧烤，然后去酒店通宵赶进度。回忆起这样的时刻，

虽然看似艰苦，他们却觉得有趣、充实。同时，他们的导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国军教授也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

助，导师会不时与大家开会讨论，探讨技术方案，还提

供实验室供研发使用，并且会给大家发津贴、工资和奖励。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南蚁行者”在忙碌、充

实的日子日益成长。不仅要对系统进行不断地改进、

优化，增加功能、升级设备，同时还要兼顾科研和论文。

虽然多项任务齐头并进，但哪一样也没落下。他们不

仅在云计算和物联网两项全国应用创新大赛中获得好

名次，还产出了 2 篇 EI 检索论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而就在前不久，他们还获得了第十届“芙蓉学子 • 榜

样力量”团队合作奖，在中南大学获奖的两个团队中，

列居第一。

蚁行者团队以优秀的表现与出色的成绩，交出了名

副其实的答卷。而关于未来，他们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

目标：引进资金，研发“健康盒子”，将流式健康测量

系统推广至广大社区、居家环境，进行产业化。

负责采集人体主要生理信号并进行标准化封装，同时

实现与用户终端之间的跨平台通信。用户在流式执行

技术的支持下，能够通过用户终端从后台服务器按需

动态加载各类测量程序，从而控制采集前端实现人体

生理指标本地测量的功能。后台服务器统一存储和管

理各种健康测量程序，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医

疗测量服务，同时负责维护用户的各项历史测量记录。

《中国教育网络》：流式健康测量系统的最大创

新点表现在哪里？

李向东：我们认为它最大的创新点表现在程序流

式执行设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软

件被分为很多小的具有特定某部分功能的软件，用户

可以按需加载所需软件，加载之后占用终端的存储空

间很小；当程序运行结束后，用户可选择让其“流走”，

不再占用终端存储空间。二是，用户在使用时，只需

点击所需软件图标，该软件就会从后台服务器流式加

载至终端执行，免除繁琐的安装过程，实现“一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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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用户体验；三是，软件在后台服

务器可以进行统一的存储和管理，软件在云端更新，

保证用户每次加载的均为最新的应用程序，免除了繁

琐的软件更新过程，同样大大改善了用户体验。

《中国教育网络》：有关流式健康测量系统未来

的发展方向，是如何构想的？

李向东：流式健康测量系统会提供统一化的开放

编程接口，供不同医疗软件公司开发医疗测量软件，

供用户动态加载使用，并按用户使用计费，最终形成

用户花费低、不同医疗软件公司和系统提供者合作共

赢的新型商业模式。

我们对于未来的规划构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设计流式测量编程模型，以将流式执行技术的细

节进行封装，商家和开发者可依照提供的接口文档来

编写符合的流式应用程序，从而可以方便地将程序流

向终端的流式支撑平台，进而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有

效的服务。

第二，现在的这套系统的采集前端还较为复杂，

包含血压、脉搏、体温测量等各种传感器，使用起来

并不是很便捷。未来我们计划研发移动医疗可穿戴测

量设备，设计出“腕戴式”可穿戴测量设备，使得流

式测量系统更加小型化和便捷化，极大地方便用户对

医疗服务的获取。

第三，计划研发“健康盒子”。考虑到老年人用

户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的不便捷性，设计与

研发“健康盒子”，实现终端运行界面通过大屏幕电

视显示，从而优化移动医疗设备与用户间的接口，使

得用户（尤其是老年人用户）更加便捷地获得移动医

疗服务。

第四，还将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合作，研发基于

HTML5 的医患互动服务平台。主要是实现医疗信息的

实时推送与提醒，可将测量结果与提醒信息推送给用

户或其家属，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中国教育网络》：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最大的

收获是什么？对于大学生创业你们是如何看待的？

李向东：在经历了整个项目的研发过程中，自己

的能力提升了很多；同时参加过多次全国大赛和多个

重要场合的演示，见识也增加了很多。

个人认为大学生创业往往成少败多，因为大学生

不仅仅受到到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的限制，另外创

业的资金来源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项目目前还没

有走向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资金。但大学生有热情，

有好的想法，还是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国家和高校

应给予更多的创业培训、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等多种

机会，加大创新创业支持政策的宣传力度，惠及更多

有心创业的学生。

大学生创业往往成少败多，

因为大学生不仅仅受到到

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的

限制，另外创业的资金来

源也是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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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间教室，这是传统教育模式。 一张网、一个移动终端，几百万学生，学校任你挑、
老师由你选，这就是“互联网 + 教育”。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如何让教育学习与时代结合，如何利用网络加
快个人成长，看似是个大命题，却是大连工业大学零点团队一直关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网络如何助我成长、
助我就业，与每个大学生的未来前途息息相关。

从零开始 在 MOOC 中发现自我

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近几年来，“互联网 + 教育”正成为一种新的求

知途径，在线教育行业可以说迎来了“火爆”的新顶点。

大量的资金涌入，数不胜数的在线教育创业公司出现；

百度、腾讯、阿里三大互联网巨头，也纷纷“跨界”

推出各自的在线教育平台……而这些我们熟知的教育

平台，往往由高校、企业或者是教师投资创办，有盈

利的，也有公益的……但是，今天要介绍的在线教育

平台，是由一帮在校大学生创立的……

做一个产品需要一个美好的初衷

在一次选修课上，老师利用大数据技术汇总了一

份学生学习生活现状的问题。

1. 教师——老师的教学方法这么多年是否一成不

变、沿用老教案、老思路，不能与时俱进，还是填鸭式？   

2. 学生——刚考完试，考试题让大家头疼，考试

题不难，但还有很多人过不了，为什么，不会！至于

为什么不会原因很多，学习变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

事情；

创新团队：零点团队

创新项目：大连工业大学慕课平台

团队成员：赵佳 、李晨、刘行健、李思萌、胡钧凯、

                  刘畅、夏梁轩、 陈希光、金志豪、孙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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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业——工科专业就业难，多年陈疾难解决。

赵佳，大连工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化专

业大四学生，零点团队的队长。这样的问题摆在赵佳面

前，让他常常琢磨，怎样才能改变现状。大家对手机越

来越依赖，开始记忆外包，而这也是移动互联技术飞速

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还要一味地抵制时

代特性的冲击，而不是利用时代的特性去造福学子呢？

受到这样的启发，他们产生了要建立一个适合工

大学子的慕课平台的想法。从大三开始，也就是 2015

年 3 月初，赵佳率领团队成员开始着手慕课平台的开发；

经过近 9 个月的时间，工大慕课平台在 11 月终于成形

上线，这样的成果让零点团队很是欣喜。随着赵佳升

入了大四，他们的团队，也由最初的三人扩大到了十人。

搭建连接学习成长就业的阶梯

据赵佳介绍，他们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可以进行线

上线下互动连通，并能为工大学子提供随时随地地进

行维度学习交流的平台。从一开始，他们的定位就很

明确，是为工大学子创办一个网络 MOOC 学院。平台

初步设计包含 7 大板块，分别是课程互动、视频教学、

虚拟实验室、技能培训、成人教育、职业规划、大数

据分析。

就以课程互动来说，这个板块是在线上提供一些网

络课程资源，学生提前在线学习，并通过留言板块提出

自己的问题，而老师上课时就变成了答疑解惑，与学生

探讨交流。这也类似于一个小的翻转课堂。这种线上线

下的学习互动，老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不仅改

变了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同时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

对于时间、场所、人员调配的硬性限制，使学生学习时

间弹性自由，散碎时间可以充分利用；还进一步提高了

优质资源的重复利用率，成为帮助同学们高效学习的有

利途径。

视频教学，筛选学校优秀教师主讲的精品课程或

是其他高校的名师课程等内容供学生在线学习。最

为重要的是，这些课程都是零点团队与教师精心选

择的内容，筛选出最适合工大学生学习需求的资源。

赵佳这样解释，现在的互联网上存在着海量的学习

资源，在线教育平台多，优质课程资源也更多。但

是让他们困惑的是，不是缺乏资源，而是选择太多，

怎样才能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资源是个难题。因此，

他们推出了视频教学栏目，经过教师和同学检验并

分享的这些优质课程供大家学习，节省了同学们自

己选择所需资源的大量时间，并根据学生特定时期

的学习特性，实时增删、修改所需内容，也是平台

最具价值的内容。

 虚拟实验室，根据学校一些工科专业的需求，提

供线上虚拟仿真实验操作，能使同学们快速明白相关

原理。 技能培训，针对同学们参加课外培训的需求，

提供在线技能培训课程，比如 Ps、flash 等软件培训课

程，安卓、IOS 系统开发培训，通过集中这样的培训

课程资源，并设立论坛、考核、短期培训等内容，帮

助同学们获得职业技能证书。成人教育，当学生走出

校园之后，能够继续学习的板块，使同学们走入社会

后能继续提升个人专业技能。其中，技能培训和成人

教育，是赵佳他们认为今后可能的盈利点，他们希望

通过与一些培训机构的合作，获得一定的收入。

职业规划，当同学们开始找工作，可以通过职业规

划给他们一些参考意见。赵佳说，当升入大四，面临的

选择，无非就业创业考研这三种，我们希望通过职业规

划的学习，帮助学生与社会接轨，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

性格、技能、专业，更好地向社会过渡。 我们会定期根

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联系合作企事业单位，采用企

事业相关技术人员授课的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的岗

前培训，对口就业，可以对目前“毕业即失业”的情况

加以改善，实现企业、学校、学生的互惠互赢。

而加入大数据分析板块，是学院领导给零点团队

提出的建议，希望能借助慕课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学生进校后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数据进行采

集，再通过建模、分析、评价，得出每个学生的特长、

能力、素质等学情内容。学校教育教学及管理机构根

据学生的学情分析结果，针对性的设计、制定相应的

教学改革与学生培养计划，使得每个学生的学习生涯

与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高度融合，同时给出每

个学生的最优化学习路径。

这就是目前展现在工大学生眼前的慕课平台，而

零点团队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这个学习平台，提高工

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并且通过网站获得资源、项目，

为就业积累经验。这样，也就打通了学生学习、成长、

就业的紧密连接环节，为个人成长、适应社会搭建起

了一个桥梁。

虽然工大慕课平台目前还只向工大学生开放，只有

几百人的学生用户，但并不妨碍他们成长、壮大的步伐，

关于未来，他们还有更多的想法，等着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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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目前平台中课程互动、视频

教学中的资源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赵佳：课程资源一般选自我们工大老师的精品课

程，会挑选一些优秀教师的网络精品课程供大家学习；

因为涉及版权问题，另一部分会购买其他学校的优质

课程资源或者以合作的形式获取。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所设想的平台的盈利模

式是什么？

赵佳：我们前期开展的活动主要是与学校合作，

也主要是公益性质的，而今后的盈利点，将主要集中

在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板块，计划通过与一些技能培

训机构合作，以收费的形式供学生学习相应课程。

《中国教育网络》：平台是对大众开放还是只针对

学校学生？

赵佳：目前只针对工大学生开放。现在前期还处

于初创时期，也属于比较困难的阶段，我们希望在有

了影响力之后，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的搭建平台的资金来源有

哪些？

赵佳：主要是研究所和其合作公司提供一些资金

支持，参加大学生创业竞赛也会有相应的资金支持。

《中国教育网络》：团队的成员构成怎样？

赵佳：我们团队共有三位大四的同学，七位大二

同学，都来自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也是我们学院两

大科研实验室的成员，集成测控技术研究所与信息学

院大学生创新中心。每名队员职责分明，有技术支持、

产品策划，也有市场推广、行政财务。我作为队长则

负责团队整体的运营协调及产品的发展方向。

我们从大一就加入了实验室，承担了很多项目，

积累了相应的经验，大家的想法也比较一致。而且学院、

实验室对我们的平台也给予了很多支持，供我们使用

学院的资源，老师给了很多指导。

《中国教育网络》：在进行平台开发时，是否有一

些有趣的故事？

赵佳：最初想建立这个平台时，找过一个学长合

作，可是他并不看好我们，所以没有参与。而今年 5 月，

他的毕业设计是有关虚拟仿真的课题，他跑来找我们，

希望能挂在我们的平台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由不

认可到认可和肯定的一个过程，也让我觉得小有成就，

证明我们的努力和坚持没有白费。

《中国教育网络》：在团队合作中产生分歧，一般

怎么处理？

赵佳：针对一些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就会发生争吵，甚至吵一晚上。后来我们发现这样下

去也不会有结果，因此就采取一旦当遇见分歧、意见

不合时 ，大家先讨论，而如果讨论过于激烈或者发生

争吵，就决定立即停止，第二天再重新讨论。再后来，

我们在开会时也设立了一些制度，比如每个人在开会

前必须有提案，没有准备提案的队员将没有发言权；

还设立了投票制，达到三分之二提案通过，而我作为

队长，拥有最终决定权。

《中国教育网络》：通过这个平台，都有哪些收获？

赵佳：对于团队来说，合作与争吵过程中，彼此

更加了解，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分配相应的工

作，使得队伍更加团结；对于个人来说，我作为队长，

经历了很多，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我认为没有什么能

阻挡前进的步伐，面对每个阶段所产生的问题，一定

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而经历的每个困难也都是一种

收获；同时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增长了见识，对自己

的专业和行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经历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赵佳：最大的困难是人的问题，在创业过程中，

人所起到的作用是最核心的。在整个平台建设中，

涉及到技术的问题一般都很好解决，而人员的协调、

分工，以及对外合作、推广往往都很难解决。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大学生创业有什么看法？

赵佳：大学生的优势是年轻，而机遇就摆在每个

人面前，人生面临无限的可能。我个人很支持大学生

创业，因为无论成功与否，创业的过程与收获，对于

人生来说都是一笔财富。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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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于 1951 年创建了林肯实验室，其前身是

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室。该实验室是联邦政府投资的研究中

心，其基本使命是把高科技应用到国家安全的危急问题上。它

很快在防空系统的高级电子学研究中赢得了声誉，研究范围又

迅速扩展到空间监控、导弹防御、战场监控、空中交通管制等

领域，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

开发实验室。

研究方向和重大产出

1. 研究方向

林肯实验室的任务领域包括：空间监控、防空导弹防御技术、

通信系统、网络安全与信息科学、情报 / 监控 / 侦查系统与技术、

先进技术、策略系统、国土保护、空中交通管制以及工程等。

各领域的项目资助占比如图 1 所示。

2. 重大产出

2014 年，林肯实验室研究人员首次验证了为太空居民提

供人类所用网络连接的可能性。它可提供大宗数据传送甚至高

清视频数据流。通过专业激光通信设备，这个科研组已测试把

数据从地球传送到月球。2013 年，该科研组的月球激光通信

演示以 622 兆位 / 每秒的下载速度在月球和地球间传输数据超

过 23.9 万英里（约合 38.5 万公里）。这个传输速度超过任何

无线电频率系统。另外，它们还以 19.44 兆位 / 每秒的传输速

度在地球和月球间传送数据。这个速度比迄今所用最好的无线

电频率上行链路高出 4800 倍。

2014 年，林肯实验室有六项创新技术

获 得 美 国 著 名 科 技 杂 志 R&D Magazine 公

布的 2014 年度百大科技研发奖（R&D 100 

Awards），具体包括：空中避让雷达面板、

卷曲微机电开关、Haystack 超宽带卫星成像

雷达、探地雷达、月球激光通信系统和广域

化学传感器。

2013 年，光声检测爆炸物和结构化知

识 空 间 两 项 技 术 获 得 2013 年 度 百 大 科 技

研发奖。2012 年，网络安全与信息科学领

域研究人员开发的“林肯开放秘钥管理架

编者按

本期“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化应用现状调研”专题报告将继续描

述美国林肯实验室团队的概况，并以林肯实验室的网络安全部门为例，

介绍其在网络安全与信息科学方面所采用的多种软件工具。

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化应用现状调研之四

开创跨学科多功能技术研发先河

图 1 林肯实验室资助方及各领域的项目资助比例（annual report，2013）

MIT 林肯实验室：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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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LOCKMA）”等四项技术获得 2012 年度百大科技研发奖

（R&D100 Awards）。更多创新技术成果可参见林肯实验室成

果奖项网页。

组织规模与结构

1. 组织规模

据 2015 年最新报告统计，林肯实验室目前拥有 1765 名专业

技术人员，447 名技术支撑人员，1523 名支撑管理人员，528 名

技术及技术支撑下属合同人员；总计人员为 4263 名。专业技术

人员的领域占比及学历情况如图 2 所示。

林肯实验室有 28 栋办公大楼，总面积达 210 万平方英尺，

分布于麻省列克辛顿（Lexington）、贝德福德（Bedford）和维斯

福德（Westford）。

2. 组织结构

林肯实验室由实验室主任、副主任、运营助理主任等负责领

导，并设置了一个由主任办公室人员和技术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指

导委员会。该实验室向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汇报情况。每年由国防

研究与工程助理部长领导、由实验室主要资助者组成的联合咨询

委员会开展年度评审。实验室共有六大服务部门为技术工作提供

支持。林肯实验室专门设立有“信息服务部门”为整个实验室提

供信息技术服务。该部门集成了核心业务及前沿信息技术，以满

足实验室及其资助方不断变化的需求。该部门以服务对象为中心，

提供高性价比的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安全稳定的基础设施

以保障高效管理、IT 安全、任务和研究目标的达成。该部门还

提供具有完整信息服务的现场图书馆以方便人员开展研究，其中

包括各种技术书、报告、电子期刊和数据库。

林肯实验室共设置了 8 个技术部门，每个部门下设若干具体

工作小组。

主要信息化工具——以网络安全部门为例

本部分以林肯实验室的网络安全部门为例，介绍其在网络安

全与信息科学方面所采用的多种软件工具，包括：

1.D4M：动态分布式空间数据模型

D4M 是计算机编程的一个突破，

整合了稀疏线性代数、模糊代数、分布

式阵列等五大不同处理技术的优势，以

提供能够解决与大数据相关问题的数据

库与计算系统。

它能够明显改进对依赖于海量数字

数据处理、利用的服务或业务的检索、

分析。评估显示，D4M 能够在提高计算

性能的同时，使编程工作量仅为 1/100，

降低了开发成本和开发时间。此外，D4M

的分层结构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能够适应不

同数据库、数据类型和平台的环境。

2.Hetest

Hetest 包括若干用于帮助测试和评估同态加密机制的工具，

比如用于生成给定宽度、厚度电路的电路生成器、用于评价没有

采取同态加密机制电路的基准等。

尽管最初林肯实验室开发 Hetest 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和评估

IARPA SPAR 项目，但其也可轻松用于测试其它同态加密机制。

3.LNKnet 模式分类软件

LNKnet 由林肯实验室开发，将 20 多个神经网络、统计学、

机器学习的分类、聚类、特殊选择算法整合进一个模块软件包。

最近，支持向量机和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已经被加入其中。新版

的可在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运行的 LNKnet 也已开发

成功。

4.MatlabMPI

MatlabMPI 是执行 MPI 并使任何 Matlab 程序可在并行计

算机上运行的 Mat lab 脚本，可在 Mat lab 支持的任何计算机

组合上运行。它的代码简短，可以方便地进行下载、利用以

及修改。

5. 并行 Matlab 工具箱——pMatlab

pMatlab 提供一系列可执行分布式 Matlab 阵列的 Matlab 数据

结构和函数，帮助开发一系列与标准 Matlab 编程模式相匹配的

并列应用程序。

重大科技基础大设施——林肯实验室网格

林肯实验室网格（LLGrid）是一个交互式的、按需并行计算

系统，利用大规模计算集群使实验室研究人员能利用高性能计算

集群结点来增强桌面系统的处理能力，用于处理海量传感器数据、

创建更高保真度的模拟以及开发全新的算法。

LLGrid 支 持 多 种 编 程 语 言 和 软 件 库， 包 括 C、C++、

Fortran、Java、MPI、PVL 和 VSIPL。约 85% 的实验室用户利用

林肯实验室开发的 pMatlab 库或 MathWorks 开发的 MATLAB 分布

式计算工具箱，来运行并行的 Matlab 代码。

图 2 专业技术人员（1765 名）的领域占比及学历情况

（本文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供稿）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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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报告中的定量调查结果源自

美国各院校学生所回复的 10000 份调查问

卷中的代表性样本。大量的调查答复问卷

实现了 1% 的边际误差，这使得调查结果

的进行带有普遍意义的论述。

本 报 告 中 的 研 究 结 果 包 括 2015 年

度 ECAR 学 生 调 查 结 果、 来 自 过 去

ECAR 学生调查工作的历史数据、2015

年度 ECAR 老师研究工作的数据、来自

EDUCAUSE 核心数据服务（CDS）的院

校数据，以及来自相关学术和新闻文献

的数据。这些资源的结合有助于说明结

果，并能对学术团体中的技术体验问题

提供更广泛的论述。本调查对学生有关

技术体验和期望的通常趋势进行了跟踪

研究。此外，每年 ECAR 选择当时感兴

趣的一个重点区域进行调研。2015 年的

焦点是学生的移动设备及其如何将这些

设备随时随地地用于学术活动、连接与

沟通、开展学院或大学业务和活动。

本研究项目使用一个在线调查表来询

问学生关于他们的技术体验。我们询问他

们拥有什么设备、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哪

些方面的技术对其在学术上取得成功是至

关重要的、他们希望看到老师更经常地使

用哪些技术，以及他们对其学院和大学在

信息技术服务方面有何意见和建议。我们

还对学生在技术倾向方面的个体差异进行

了度量，并增加了重要数据，这些数据与

某些有关学生和技术的模型有冲突。

2015 年，ECAR 也对老师与技术问题

开展了研究。通过调查学生和老师关于技

术的观点，ECAR 可以从两个角度更好地

技术更加融入学生生活

2015 美国大学本科生信息技术研究（上）

编者按

自 2004 年以来，美国高校信息化组织 EDUCAUSE 分析和研究中心（ECAR）与高等教育院校开展合作，调查研究

了对大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技术，并分析了学生的技术体验和期望。2015 年，ECAR 将技术调查表发送给了 161 所院

校的约 970000 名学生，收到了来自 11 个国家、美国 43 个州的 50274 份问卷答复。2015 年的研究结果基于 10000

份来自美国问卷答复的分层随机样本，揭示了诸多主题。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对这些研究结果一一呈现，本期主要

就技术体验、技术占有情况和校园环境等方面进行阐述。

调查结果显示，技术融入学生生活，学生普遍对技术有积极倾向。相比以往，更多学生拥有能上网的设备。即

使对最佳配置的网络而言，不久也将面临连接设备不断增加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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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对于技术使用的看法

图 1 学生针对技术的语义差异平均分

性情分：

看法分：

使用分：

当上社交媒体时，我愿将我的学术生活和社交生活分开

技术让我能更好地感知院校正在发生的事情

技术让我能更好地与其他学生相连

技术让我能更好地与指导老师相连

利用技术，我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课程

当课程讲座的资料能在网上找到时，我更可能会逃课

受访者表示同意的百分比

了解高等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体验。有关

老师的配套项目使用一种类似学生项目的

方法，来收集关于老师信息技术体验和期

望的数据。这两方面的结果提供了最有说

服力的研究成果，人们在 ECAR 网站上可

找到一个单独的、关于老师与技术问题研

究结果的报告。

关于学生信息技术体验和期望的这种

纵向研究可以促进信息技术专业人士与院

校领导之间关于如何更好服务其师生的对

话。学生的观点有助于院校改善在以下方

面的决策：改善信息技术服务；提高技术

驱动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先进行战略性信

息技术投资；确定和规划在学术团体的各

个区块间实现技术转移；增强在同等水平

院校间竞争的技术实力，找出与更高水平

院校展开竞争需采取的措施。

本报告分为六个部分，旨在既可实现

对各部分的独立解读，也可实现对整个报

告的全面解读。报告以学生的一般性信息

技术体验开始，以学生对下一代学习环境

和教育模式的期望结束。

技术体验

调查显示，技术融入学生生活，学生

普遍对技术有积极倾向。

学生对技术的爱好

ECAR 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

一系列 100 分语义差异量表，表格与其信

息技术倾向或性格（如热情－不情愿、早

采用者－晚采用者、技术爱好者－技术恐

惧者）、态度（如满意－不满意、高兴－

不安、有用－无用、增强－分心）和使用

样式（如总是连网－从不连网、中央－外

围、新媒体－旧媒体、频繁使用－罕见使

用）等有关。学生普遍认为自己对信息技

术是有经验的、信息技术对自己是有吸引

力的，在量表上平均高于中间位置（50）。

平均而言，学生认为自己对信息技术的倾

向是积极主动的（64）、对信息技术的态

度是积极主动的（71）、对信息技术是经

常使用的（73），如图 1 所示。这是我们

第二年问到技术倾向、态度、使用等问题，

2015 年的分值几乎等同于 2014 年的分值

（关于使用的分值，2015 年的高出 3 分）。

尽管学生不总是显示数字“原住民”

的技术依赖性，但他们仍对技术表现出了

相当乐观的态度以及表示愿意使用这些信

息技术。相反地，根据 ECAR 关于老师的

研究报告，常被认为对技术不感兴趣的老

师，与其学生拥有类似的倾向和使用样式。

因此，相比一般假定，就技术倾向与积极

性而言，学生的可能要比预计的低一些，

老师的可能要比预计的高一些。

准备使用技术

大多数学生（67%）表示，他们准备在

进入大学时使用技术。这与 2012~2014 年度

关于学生的研究工作中得到的百分比大致

相同。相比其他学生，技术倾向分值高的

学生，在其进入大学时准备使用技术方面

显示了更大的信心。在进入大学时是否准

备使用技术问题上，就院校类型或学生人

口学特征而言，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差异。

技术连接和吸引学生

学生表明技术有助于其连接和参与的

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图 2 所示）。

关于学生参与的全国性调查（NSSE）显

示了稳定的结果，2013 年到 2015 年，技

术吸引力只有轻微的上升。在可连接和吸

引用户的技术（如移动设备、通信 APP、

协作工具）日益嵌入大学生生活的同时，

如今学生不觉得比之前调查中的学生更多

地连接于其院校（63%）、指导老师（51%）

或其他学生（52%）。仅仅因为技术可作

为连接和吸引学生的桥梁并不意味着桥梁

本身就可促进有意义的连接、沟通或参与。

也许少一些技术、多一些应用方式有

助于促进连通性。2013 年印第安纳大学

的一项研究显示，“技术使用的增加与吸

引学生参与的诸多方面问题有关”，恰如

NSSE 的调查结果。研究发现，在学生日

常体验中，技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与

“有效的教学实践和学生成绩”有关，通

过技术进行交流改善了学生与老师、员工

与同伴之间的关系质量。2015 年度 ECAR

结果也表明，使用技术的学生更倾向于看

重技术在促进其与他人和院校连接方面的

能力。大约十分之七技术倾向性分值最高

的学生同意，技术使之感到自己与同伴和

指导老师联结在了一起，相比之下，大约

只有一半技术倾向性分值为低到中的学生

这么认为。

使用技术在学生中建立社区是一件棘

手的事情。技术可以用来连接和断开某个

人的周围环境。学生只希望找到有意义的

方式来与同学和指导老师连接。“成功的

关键要素是老师、学校领导和其他决策

者，他们有视野和能力来使学生、计算

机与学习之间实现连接”。虽然这句话

指的是 K-12 教育，但这一观点同样适用

于高等教育。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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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技术体验

在多大程度上学生遇到技术，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老师在其教学活动中对技术使

用的选择。ECAR 研究发现，老师将技术

融入其课程的最大动力在于有明确的迹象

或证据表明学生将受益于技术的使用（这

适用于所有类型院校中的老师）。实际上

有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技术变化如

此之快、科学实验进展如此之慢，使得经

同行评审、可发表的关于课堂技术使用的

结果可能会被时间消磨得变得没有意义；

第二个挑战是，在一个教育环境中很难生

成实验设计方案。缺少此类严密证据可能

阻止老师将技术融入其课堂中。了解今天

的学生如何能在其他的环境中使用技术

（社会、零售、银行甚至中学的教室中），

我们就可很容易地看到在学生在许多校

园中发现的东西与他们在其他环境中如

何与技术实现互动之间出现的越来越多

的脱节。

新入学的年轻大学生报到时对将使用

什么样的技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充满

期盼。许多中学生（45%）对学校作业使

用平板电脑（在家或在学校），15% 日常

在学校使用平板电脑。技术融入高等教育

不是更常见。大约五分之三的学生表示，

大多数或所有的指导老师在课上使用技术

来支持学习材料（59%），或者鼓励学生

使用在线协作工具（58%），参见图 3。

大约一半（53%）的学生说，大多数或所

有的指导老师在课上使用技术来保持关

注。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35%）说，

大多数或所有的指导老师在课上鼓励他们

使用自己的设备来深化学习。学生通常对

其指导老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有信心。大多

数的大学生都表示，大多数或所有的指导

老师有足够的信息技术技能来开展课程教

学（67%，低于上一年度的 67%）。

学生的技术占有情况和校园环境

学生比以往拥有更多的能上网设备。

总而言之，学生对校园 Wi-Fi 的体验是令

人失望的——只有一半学生说校园网络性

能（如速度快、无中断）是好的或优的。

尤其是住校的学生认为网络性能等级低，

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其体验是好的

或优的。网络管理者需要继续扩容，以便

跟上预计的、连接设备的增加，以及对顺

畅的、Wi-Fi 随处接入的期望。

设备占有情况趋势

自 2004 年以来，ECAR 对学生的技

术占有情况进行了跟踪研究。2015 年则到

达了一个里程碑：智能手机占有率（92%）

首次超过笔记本电脑占有率（91%）（如

图 4 所示）。1993 年，“智能手机”首次

投放市场，但直至 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发布才实现在全球范围的普及。设备的费

用从约 1000 美元几乎降到了免费（数据

来自某个移动电话服务提供商）。功能已

经从电话、寻呼机和 PDA 演进为与笔记

本电脑拥有差不多的计算能力。虽然今天

的学生在许多活动中仍认为笔记本电脑更

方便、更高效，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

久了。能够流利运用数字技术和设备的下

一代大学生可能以触摸屏的心态并凭借数

字敏捷性将智能手机作为其唯一的计算

机。相比一般的成年人群，由于有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拥有自己的移动设备（智能手

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因此高等

教育领域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可充分

利用这些设备作为提高学习效率的工具、

作为用于学习的资产、作为行政管理或事

务处理的资源。

设备占有情况的普遍性

只有 1 台设备比较少见（如图 5 所示）。

几乎一半的受访大学生（47%）拥有 1 台

笔记本电脑、1 台平板电脑和 1 部智能手

机。下一个最受欢迎的组合是笔记本电脑

和智能手机（占有率为 38%）。仅 4% 只

有 1 台笔记本电脑，仅 3% 只有 1 部智能

手机，仅 1% 只有 1 台平板电脑。2% 的

学生不拥有任何这些设备。

校园网络、BYOD 和物联网

学生拥有的设备超越了“传统的”移

动技术（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物联

网的增长——“嵌入电子设备、软件、传

感器的物理对象或‘东西’网络，实现连

接，使对象能够收集和交换数据”——意

味着校园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

设备。我们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三大移动设

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学生（92%）至少

有两台可上网的设备，64% 的学生至少有

三台。虽然所有这些设备并不同时连接至

网络，但 61% 的学生说，通常他们至少

有两台设备同时连接至校园网络。95% 的

院校在其一半以上的教室中有 Wi-Fi 接

入，31% 的院校在其一半以上的校园开放

区域中有 Wi-Fi 接入。尽管 Wi-Fi 已在

一些校园或在一些校园区域得以渗透，但

只有 58% 的学生认为在校园中有可靠的

Wi-Fi 接入，或者（63%）的学生认为在

教室 / 教学空间中有可靠的 Wi-Fi 接入。

对有住校学生的院校而言，制定物联

网治理策略尤为重要。例如，对接入校园

网络的设备数量和类型是否有限制？院校

如何适应连接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可穿戴健身设备、智能手表、智

能电视、游戏设备、智能灯泡等的请求，

这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如 2013 年度关于

在课上使用技术来补充学习资料

鼓励他们使用在线协作工具来交流 / 协作

在课上使用技术来保持其注意力

鼓励他们在课上使用自己的技术设备来加深学习

受访者百分比

图 3 教师通过使用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吸引学生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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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OD（“自备设备”）时代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的 ECAR 报告中所指出的那

样，“在经过战略规划、健壮的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与响应性、灵活性足以

适应新的、更多的或不同的可用技术

之间找到平衡至关重要”。相比住在

校外的学生，住在校内的学生认为其

网络体验要差得多，这

表明校园网络需迎头赶

上，学生越来越有“总

是处于连接状态”的心

态，这是在设备占有率

增加、商业空间 Wi-Fi

网络可用性提高后的一

个自然结果。手机数据

服务可以填补校园中无

Wi-Fi 信号处的空白，

数据计划可以是昂贵的，

Wi-Fi 正成为数字时代

的一种预期服务。调查

结果表明，许多学生对

校园中可靠 Wi-Fi 的期

待并未得到满足，校园

网 络 管 理 员 需 要 对 其

Wi-Fi 基础设施进行评

估，并确定需要改进的

地方。对一些校园来说，

这可能是 Wi-Fi 网络的

普及性、网络的可靠性、

网络访问的便捷性或者

所有三者。

移动设备和学生学习

学生和老师同样非

常有兴趣将移动设备用

于增强学习效果，但这

些设备在学术界的实际

利用率仍很低，尽管它

们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BYOD 的前景与实践

根据 2013 年度关于

信息技术领导的 ECAR

研究报告，对 BYOD 时代，教学机会是一个

令人兴奋的前景。学生拥有丰富的设备这一

现实提供了多样化和扩大教学环境的机会。

有两个源于这一研究结果的建议：一是移动

随时就绪，即希望并能够提供具有友好移动

性的环境，以满足学生、老师和教职员工的

期望；二是与其他单位协作以形成规范的系

统，从而指导学生和老师将移动、可上网

设备融入课程大纲和教学活动。本报告对

高等教育领域 2013 年度关于 BYOD 的研

究报告以来取得的进展进行了评估。

为更好地了解学生在课上使用手机的

情况，我们调研了典型的课堂活动。相比

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学生更多地使用笔

记本电脑来记笔记、连接学习资料或在老

师指导下的课堂活动中使用数字设备（如

图 6 所示）。有趣的是，老师高估了学生

在这些活动中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情况。

75% 的老师认为学生通常会在课上用笔记

本电脑来记笔记，而只有 42% 的学生表明

他们通常会在课上用笔记本电脑来记笔记

（二者之间差 15 个百分点）。对非课堂活动，

相比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学生更多地

使用智能手机（如检查电子邮件或短信）。

此外，老师大大高估了（或学生低估了）

其使用程度。55% 的老师认为学生通常会

在课上将智能手机用于非课堂活动，而只

有 36% 的学生承认此点（二者之间差 19

个百分点），如同在关于老师的 ECAR 研

究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老师关于在课上使用移动设备的策略

取决于诸多因素。认为学生将设备用于课

堂相关活动或者此类技术可增强学生学习

体验的老师，更有可能鼓励或要求学生使

用这些设备。不过，如果老师发现在课上

使用移动技术造成了学生或老师自己的注

意力分散，那么禁止或阻止使用这些设备

的概率将显著增加。

总的来说，老师倾向于高估（或者学

生倾向于低估）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

脑作为提高学习效率之设备的程度，以及

所有三种类型移动设备成为分散注意力之

因素的程度。虽然没有任何保证表明学生

将在课上把其设备用于老师指导下的课上

活动，但开发用到这些设备的作业或活动

是一种帮助学生专注于 / 重新专注于课程

相关工作的方法。

学生收到的、有关在课上如何使用

其移动设备的指南，反映了老师对智能

手机成为分散注意力之因素问题上的关

图 5  学生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占有情况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只有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
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
和平板电脑

无
只有笔记本电脑

三者都有

只有平板电脑

1%

图 4  设备占有的历史情况及 2016 年预测

受
访
者
百
分
比

ECAR 研究 ECAR 预测

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连接至互联网
的游戏设备
台式机

可穿戴设备

大学生占有情况，
ECAR 研究

成年人群占有情况，Pew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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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就学生在课上使用其设备而言，学生与老师认知的差别

受
访
者
百
分
比

老师与学生之

间感觉的差别

记笔记 老师指导下的活动 与学习材料有关 非课上活动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老师的认识

切，以及对笔记本电脑促进课堂学习的

认识（如图 7 所示）。过去三年的研究

结果显示，对在课上使用个人移动设备

的接受程度问题上，出现了缓慢但可度

量的增长。相比 2014 年的 69% 和 2013

年的 74%，在 2015 年，有 63% 的学生

表明，他们的老师禁止或阻止在课上使

用智能手机。

移动设备和社会经济状况

根据 Pew 研究中心的数据，对年纪更

小、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多的成年人

来说，智能手机的占有率最高。不过，一

个稍微不同一点的人群倾向于“智能手机

依赖”。Pew 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显

示，相比通常人群，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

美国人更依赖于这些手机来上网。这方面

的证据在 2015 年度关于学生的 ECAR 研

究结果中“浮出水面”。相比其他类型的

学生，在中学接受免费午餐或优惠午餐的

大学生与进入社区大学的大学生中，对其

移动设备的学术和管理功能的重要性给出

了更高等级。相比其同行，这些同类型的

学生对在大学中使用移动设备也表现出了

更高的积极性，用之来跟踪距离、位置和

社交媒体活动。这可能表明，低收入学生

不仅更依赖于移动设备，而且感觉更舒心。

在移动设备上部署学院的服务、应用、网

站和学术作业，不仅可满足更喜欢将其智

能手机用于大学相关业务的学生的期望，

而且可满足将其智能手机作为主要连接设

备的学生的期望。

增强学习的移动设备

对移动设备有助于增强学习潜能和

移动设备有可能分散课堂注意力，学生和

老师的态度是类似的。2013 年，当 ECAR

问学生在课上使用移动设备是否可以增强

学 习 效 果 时， 只 有 不

到一半的学生（41%）

表 示 赞 同。2014 年，

ECAR 问学生在课上使

用移动设备是否会分

散 注 意 力 时， 近 一 半

的 学 生（47%） 表 示

赞同。2015 年，ECAR

问 得 更 深 一 些， 问 这

些移动设备会分散哪

些 学 生 的 注 意 力， 说

“我”的占（41%）、

说“其他学生”的占（49%）、说“我的

指导老师”的占（54%）。学生对移动设

备分散注意力的担心更多的是“外部的”

（你的问题）而非“内部的”（我的问题）。

大约一半的学生（52%）意识到利用信息

技术设备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不利于其集中

注意力，但只有 28% 的学生同意，技术

干扰了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其关注之问

题的深入思考。

随着触摸屏笔记本电脑与接有键盘的

平板电脑逐渐模糊笔记本电脑与平板电脑

（或“平板笔记本”）之间的界线，以及

大屏幕智能手机（或“平板手机”）接近

迷你 iPad 的大小，阻止或禁止某些类型

的设备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设备流动

性的演变，ECAR 将继续观察这一趋势和

预测，更传统的设备将被这些混合型设备

所取代。混合型设备已经在使用：在 91%

拥有笔记本电脑的学生中，19% 的具有触

摸屏功能。27% 拥有混合型笔记本电脑的

学生将这些设备当作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

脑使用，但 69% 学生通常将之当作传统

笔记本电脑使用。在 54% 拥有一个平板

电脑的学生中，30% 的学生有扩展坞。

38% 拥有带扩展坞的平板电脑的学生说，

他们将这些设备当作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

脑使用，42% 的学生通常将之当作传统平

板电脑使用。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现在在学生的口

袋、背包、手提包里，有了更多的设备，

实际上，相比三年前，现在有更多的学生

图 7 学生的课上 BYOD 经验

智能手机

可穿戴设备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受访者百分比

禁止 阻止 不阻止也不鼓励 鼓励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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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成功而言非常 / 极端重要

图 8  设备的使用程度及其对学术成功而言的重要程度

受
访
者
百
分
比

在个人设备的使用已得到增长的同时，相

比而言，每种设备对学术成功的重要程度

仍保持不变。

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用于课程作业

实际上，相比三年前，现在有更多的学生

将这些设备用于课程学习。笔记本电脑

的使用几乎普及了。实际上，有更多的学

生正在学术活动中使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

机。不过，移动设备在帮助学生在学术上

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并没有改变（如图 8 所

示）。这可能是因为很少有老师将移动功

能融入其教学中：

少数老师（17%）表示，其院校为移

动学习确立了优先级。

大约三分之一的老师（32%）在创建

作业时融入了移动技术。

一些老师在课上禁止或阻止使用设

备：49% 禁止智能手机、19% 禁止平板电

脑、16% 禁止笔记本电脑。

近三分之二的老师（60%）担心，课

上使用移动设备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老师一般允许将学生的移动设备融入

其课程中。52% 的老师认为，在课上使用

移动设备可增强学习效果。因此为什么要

拿走移动设备呢？许多老师需要更多的帮

助以促成此事。一半的老师认为，在将移

动设备融入其课程方面，他们需要更多的

培训 / 专业发展。

学生给老师的建议为“使用更多的技

术来保持学生的参与，如使用其手机来回

答问题。”

移动设备和学生服务

移动设备也正被融入学生服务中。根

据不同的服务，85%~97% 的学生表明，

他们可以从其手持式移动设备访问企业级

系统。尽管学生无需移动设备接入这些资

源，但许多仍希望能移动访问：36% 的学

生表明平板电脑、44% 的学生表明，智能

手机非常重要或极其重要。图 9 显示了学

生所用的、具有移动功能的服务及其对之

的体验。分数、课程内容和 LMS（由于它

常常提供分数和内容，因此与之重叠）是

三项最常见的、学生从移动设备访问的院

校服务。在使用过程中，通常对重要等级

和体验等级予以跟踪。课程注册的改进

余地最大，原因是学生的成绩等级与其

重要等级之间的关联最弱。图 9  移动设备上院校服务的使用情况、重要性和性能水平

认
为
服
务
非
常\

极
端
重
要
的
百
分
比

访问课程内容

检查成绩

使用 LMS

注册课程

跟踪财务援助
使用移动设备作为身份识别

访问图书馆资源

访问关于事件、活动和俱乐部 / 组织的信息

学生认为最重要、院校最支持、有望用得最多、从某种手持式

移动设备上接入的服务
使用服务的学生百分比

最多最少

服务性能等级为好的 / 优秀的百分比

交学费 / 支付费用

审查成绩单

使用移动设备查验 / 记录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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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段海新

华盛顿邮报曾根据斯诺登泄露出来

的 PPT（如图 1 所示）报道过美国国家

安全局（NSA）在云端监听 Google（包括

Gmail）和 Yahoo 用户的加密通信 [1]。然而

我们知道 Gmail 是使用 TLS 保护的，NSA

是如何破解 Google 的 TLS 加密通信的呢？

问题分析与测试

目前主流网站都依赖 HTTPS（HTTP 

over TLS/SSL）实现服务器认证、数据

加密和完整性保护，比如 Google 几乎所

有应用都在 HTTPS 的保护之下。同时，

主 流 网 站 也 普 遍 使 用 了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技术（虽然有些互联

网公司使用自己开发的类似平台，他们

并不叫 CDN 这个名字），用以提高网站

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目前，HTTPS

和 CDN 技术几乎都已成为商业网站必需

的基础服务。

然而长期以来，HTTPS 和 CDN 两种

技术的设计和发展是独立的，HTTPS 设计

之初是一种端到端（End-to-End）的协议，

而 CDN 却是以中间人（Man in the Middle)

的方式工作。原始网站是如何授权给中间

的 CDN 厂商、如何完成浏览器 -CDN-

原始网站之间的身份认证、秘钥交换和

数据保护，以及如何撤销这种授权，无

论学术界还是工业在以前都没有没有系

统性的考虑。

我们在 Oakland’14（IEEE Symposim 

on Security & Privacy）发表了论文When 

HTTPS Meets CDN:  A Case of  Authentication 

in Delegated Service [2]，首次提出了 HTTPS

在 CDN 环 境 中 授 权 服 务 的 认 证 问 题，

把两种技术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系统性的

研究。通过调研 Akamai、CloudFlare 等

世界上主流的 20 个 CDN 服务商，以及

一万多个支持 HTTPS 的热门网站（同时

也是上述 20 个 CDN 厂商的客户），揭

示出了当前 HTTPS 在 CDN 部署中的许多

问题。

首 先 是 CDN 节 点 和 后 台 源 服 务 器

之间的通信很容易受到中间人攻击（如

图 2 所示）：通过测试了 5 个 CDN 厂商

的后台通信，发现尽管浏览器到 CDN 节

点的通信使用 HTTPS 加密，有的厂商使

用明文的 HTTP 与后台服务器进行通信

（CDN77、CDN.NET）；有的厂商虽然

使用了 HTTPS，却不验证证书的有效性

（即可以使用自签名的证书伪造任何网

站，存在问题的厂商包括 CloudFlare 和

InCapsula）；有的厂商（如 Amazon 公司

的 CloudFront) 虽然要求合法证书，但是

段海新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研究员，网

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NISL）主任，CCERT 应

急响应组负责人，加州大学 Berkeley 访问学者，

蓝莲花战队（Blue-Lotus) 联合创始人。长期从

事网络安全相关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关注 DNS、

CDN、PKI、Web、TLS 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协

议的安全，研究成果发表在 Oakland、USENIX 

Security、NDSS、SIGCOMM 的学术会议，在

工业界引起广泛关注。

NSA 如何窃听 Google 的加密流量
——当HTTPS 遇到 CDN

图 1  美国 NSA 和英国 GCHQ 联合计划 MUSCULAR

中，NSA 和 GCHQ 绕过 TLS 加密，在云端监听后端

的明文通信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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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验证证书的 Common Name。

其 次 是 浏 览 器 和 CDN 节 点 之 间 的

授 权 认 证 问 题。 我 们 发 现 很 多 CDN 厂

商要求源网站提交自己的公钥证书和私

钥，这严重破坏了 PKI 安全信任的基本

原则，即私钥必须是严格保密、不能与

第三方共享的。尽管也有替代的方案不

要求用户共享私钥，比如使用客户证书

（Custom Certificate）或者共享证书（Shared 

Certificate）方案，但是秘钥管理复杂，客

户网站无法自主撤销自己对 CDN 厂商的

授权，作为可信第三方的 CA 也没有撤销

体现授权关系的共享证书。

具 体 细 节 可 以 参 考 论 文 原 文 和

Oakland 会上所作报告的 Slides[2]。

实际攻击的案例

在现实互联网中，中国教育和科研

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 在 2014 年

初曾经收到过类似的攻击报告，苹果公司

（Apple）使用的 CDN 厂商 Akamai 的某

些节点已经受到了类似的攻击，导致苹

果公司源网站上的 JavaScript 页面被替换

成了翻墙软件自由门的使用手册。我们

与 Akamai 的技术人员确认过，的确是他

们的 CDN 节点和后台的服务器之间使用

HTTP 协议传输，导致通信被劫持，某些

CDN 节点的缓存数据被污染了。

本文一开始的问题，也是由于 HTTPS

在 CDN 实现中的问题所致。根据斯诺登

泄 露 出 来 的 PPT( 图 1)， 我 们 知 道 美 国

国家安全局（NSA）和英国的情报机构

GCHQ 在他们联合计划 MUSCULAR 中，

他们也使用了类似的技术监听 Yahoo 和

Google 的 通 信： 由 于 类 似 CDN 的 GFE

（Google Front Engine）与提供内容的后台

服务器使用了不加密或安全性较弱的通信

协议，NSA 和 GCHQ 可以绕过浏览器端和

CDN 之间的 TLS，在后台直接监听明文

的通信。正如图灵奖得主、著名密码专家

A. Shamir 所言：“Cryptography is typically 

bypassed, not penetrated.”

解决方案

在 论 文 的 撰 写 过 程 中， 我 们 向 涉

及 的 CDN 厂 商 都 通 报 了 这 一 问 题， 并

和 CloudFlare、Akamai 等公司的技术人

员有过多次交流，我们所报告的问题得

到了所有联系到的产商的认可。其中，

CloudFlare 公司在得到我们论文后，很快

推出了更加安全的服务 Strict SSL[3]，并宣

称这一服务可以挫败 NSA 对后台通信的

监听。

然 而 浏 览 器 和 CDN 前 端 的 授 权 问

题却不只是实现上的问题。为解决这一

HTTPS 在 CDN 服务中的授权问题，我们

在论文中提出并实现了一个基于 DANE[4]

的轻量级的解决方案，DANE(DNS-based 

Authentication of Named Entities）是 IETF 

制定的标准以完善 Web 网站的 PKI 信任

模型。实践表明，在 CDN 环境下实现安

全、高效的 HTTPS 通信是可行的，但是

由于 DNSSec 和 DANE 的部署并不普及，

这一方案离工业界的普遍部署还有一定

的距离。我们希望推进 CDN 和安全领域

中进一步的研究，希望有更加有效的解

决方案。

该文的第一作者梁锦津博士还参与

了 CloudFlare 公 司 后 来 的 一 种 解 决 方

案——Keyless SSL[5] 的开发和测试工作。

这一方案不要求客户网站与 CDN 共享

私钥，而是在 CDN 在与前端浏览器进

行 TLS 的认证和秘钥协商过程中，通过

安全的信道把协商过程中的信息转发给

源网站，由源网站提取会话秘钥或完成

签名以后再提交给 CDN 节点。由于 TLS

参考文献
[1] NSA infiltrates links to Yahoo.Google data 

centers worldwide , Snowden documents say.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

nsa-infiltrates-links-to-yahoo-google-data-centers-

worldwide-snowden-documents-say/20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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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有些 CDN 的后端通信使用不加密的 HTTP

进行传输

的 通 信 过 程 中 只 有 握 手 过 程 中 才 用 到

Private Key，以后的通信过程与源网站

无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张道维的本科

毕业设计完成了 Keyless SSL 的的部分

实现，实现中修改了 OpenSSL 和 Ngnix

的部分源代码，比较复杂，还有很大改

进的空间。

受本论文的影响，互联网标准组织

IETF 的 CDN 互联工作组（CDNI）开始讨

论 CDN 及 CDNI 互联的网络环境中加密

流量的授权问题 [6]，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解

决方案。因为最初的互联网设计原则之一

是端到端，而今天许多中间盒子（Middle 

Box）使得互联网到处都是中间人，类似

HTTPS 在 CDN 中的问题将普遍存在，许

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也欢迎有兴

趣的研究者、CDN 厂商的技术人员和我们

合作研究。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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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平台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大

消费者的欢迎，已经占到 81% 的市场份额，

也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者，带来了巨大的

收益。 然而巨大的成功也使得 Android 系

统成为了黑客的一大战场。由于 Android 

APP 自身的机制，使得其很容易遭到破解。

通过使用简单的反编译工具，基本上能够

达到阅读源代码的程度，进而再进行二次

修改、重新打包并发布。由此可见，恶意

软件可以很容易地附加在正常的 APP 中

伪装自己，竞争对手间可以很容易地获得

对方 APP 中的技术信息，这种严峻的形

势催生了 Android APP 保护技术的出现并

不断地提高完善。

保护技术现状

在 中 国， 出 现 了 相 当 数 量 的 一 批

Android APP 保护的厂商。它们通常采用

多种手段来保护和隐藏原有的可执行文件

（即 dex 文件），并使用反调试技术在运

行的时候阻止对相关内存区域进行读取而

得到有效的 dex 文件。同时也使用混淆技

术如 ProGuard、DexGuard 等工具增加反

编译后的代码的分析难度。

Android APP 保护技术也是一把双刃

剑，黑客也广泛使用它来保护恶意和重打

包的 APP，使得难以被分析和判定，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传播的范围。所以对于恶

意程序分析人员来说，甚至对于软件相似

性检测、代码抄袭等相关电子取证技术，

破除 APP 的保护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我们主要研究了 6 种主流的 Android 

APP 保护厂商的产品：梆梆、腾讯、爱加

密、360、阿里和百度（截止 2015 年 9 月）。

通过相关的一些分析，下面来看一看这些

厂商是如何来实现 APP 的保护的。

360：将原有的 dex 文件加密后存储

在 libjiagu.so/libjiagu_art.so，在运行时动态

释放并解密。

阿里：将原有的 dex 文件拆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主体保存为 libmobisecy.so，

另一部分包含了一部分 class_data_item 和

code_item。在运行的时候将两部分释放在

内存中，并修复相关的指针，恢复数据之

间的连接关系。同时一些 annotation_off 被

设置为无效的值。

百度：将一些 class_data_item 存储在

dex 文件的外部，在运行时恢复与主体的

dex 的连接关系。在 dex 文件加载后，其

头部的魔数，校验和以及签名值会被擦除。

同时某些方法被改写，使得其在执行前相

关的指令才会被恢复，在执行之后便立即

擦除。

梆梆：提前准备了一个 odex 或 oat 文

件，并加密保存为外部的 jar 文件，运行

时解密；同时 hook 了 libc.so 中的一些函数，

如 read, write, mmap 等，监视其操作区域

是否包含了 dex 的头部，保证无法使用这

些函数对于 dex 文件进行操作。

爱加密：同样是加密原有的 dex 文件，

在运行时整体释放并解密，只不过其释放

的处于固定路径下的临时文件的名字是随

机的。

腾讯：提供选项可以指定需要保护的

方法。如果某个方法被保护，则在 dex 文

件中的相关 class_data_item 中无法看到其

数据，即为一个假的 class_data_item；在

运行时释放真正的 class_data_item 并连接

到 dex 文件上，但是其 code_item 却一直

存在于原有的 dex 文件中。同样地，一些

annotation_off 和 debug_info_off 被填充为无

效值来阻止静态反编译。只支持在 DVM

环境下运行。

这些产品都具备反调试的能力，也就

是说通过使用 ptrace 或 JWDP 等调试接口

动态附加调试比较困难。

 相关研究介绍

APP 加固作为一项技术热点，之前的

研究主要处于工业界，学术界对其关注不

多。

比较著名的反编译工具有 backsmali/

smali, Apktool , IDA Pro 等，但是无法克服

APP 加固的保护。

Apvrille [1] 较早地提出了利用加密方

法如异或操作、DES 或 AES 算法来隐藏

原始的指令。Strazzere 在 [2] 提出利用反

射方法来调用一些关键的函数，并将真正

地 dex 文件保存在资源中以及使用一些反

调试的技术。Schulz 在 [3,4] 讨论了利用变

量名和字符串混淆，代码动态加载，插入

垃圾指令以及利用 JNI 来实现 dalvik 代码

自修改 [5]，这些技术现在仍在被广泛使用。 

Apvrille[6] 通过修改 encoded_method 的数

据实现了对相关方法的保护。Martin 在

Android APP 保护及破解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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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描述了一种新的保护方法。从 Android 

4.0 起提供了一个新的接口，可以将一块

内存作为 dex 文件打开，利用此特性可以

进一步保护 dex 文件的指令并实现动态指

令修改。Nigam 在 [8] 分析了当时的一些

加固产品及其工作原理。 Strazzere 在 [9]

介绍并分析了一些混淆工具如 ProGuard, 

DexGuard 和 ALLATORI 和梆梆的加固产

品。 Apvrille 在 [10] 中将 dex 文件利用

AngeCryption[11] 处理为一个 resource 文件

从而进行隐藏，而且这个被加密的 dex 文

件可以被静态打开显示为一个图片，同时

在运行的时候可以进行解密并得到执行。

Apvrille 在 [12,13] 也讨论了一些混淆工具

和加固产品的原理，并分析了一些可以用

于干扰静态和动态分析的方法。YU [14] 分

析了一些 Android 加固产品的原理，并基

于 LiME[15] 构建了一个工具用于获取目标

内存区域的内容。

ZjDroid[16] 是 基 于 Xposed 的 脱 壳 工

具。它 hook 了 BaseDexClassLoader 对象来

获取包含 dex 文件的目标内存，它只支持

DVM 并且需要 root 权限。对于阿里等将

原始 dex 文件拆分的做法，它也无法克服。

Park 在 [17] 提出了一种方法：对 apk

进行重新打包，并插入一个调用了 wait-

for-debug 功能的方法，使得 APP 在启动

后会暂停并等待用户利用 JWDP 调试协议

进行连接。这样可以调试目标 APP 并读

取其内存。但此方法很容易被检测绕过且

无法克服反调试的限制。

Jung 在 [18] 提出了一个叫做 DABiD 的

调试器。它可以获取到内存中有效的 dex 文

件。它通过将自己的模块注入到目标 APP

的进程中，监视内存中的动态修改包括代

码自修改和动态类加载，并将相关信息反

映到调试器中。同样地，它不支持ART环境。

并且由于它只监视了 dex 文件的内存区域，

所以针对于修改 Android 运行时所维护的对

象的行为无法进行监视和捕获。

破解思路及实现

之前对于各种 APP 保护的破解方法，

主要还是处于和 APP 自身同样的运行级

别，所以很容易被检测到并且绕过，所以

我们的思路是直接提高脱壳模块的等级，

将其整合到 Android 的运行时中，并使得

内存中的 dex 文件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

这样被运行时解释和执行的 APP 便很难

绕过了，而且也轻易解决了反调试技术的

限制。

根据此思路设计了 DexHunter[19,20]，它

整合进了 DVM 和 ART 两个运行时。通过由

用户指定一个特征字符串来定位到包含 dex

主体部分的内存区域。这个特征字符串主要

用来匹配运行时当前使用的 dex 文件是否是

我们需要的 dex 文件。一旦获取了 dex 的主体

部分，接下来便主动加载并初始化 dex 文件

中的所有 class，尽力使其恢复到正常运行的

状态。接下来我们将整个区域分为三部分，

重点处理包含 class 数据的第二部分。我们

对于每一个 class 进行解析，并观察其中是

否有数据位于主体 dex 范围之外，及相关

的信息是否与 Android 运行时所维护的数

据一致，如果有所出入，则修改 dex 文件

中的相关数据，并将外部的数据收集在一

起重新存储在尾部，并修正相关的指针，

这样我们便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dex文件。

整体的思路如图 1 所示。

对于一些无效的字段，我们可以在

得到 dex 文件后将其全部抹除为 0，这样

便不会影响 apktool 等工具进行反编译。

对于百度所使用的抹除方法指令的手段，

可以监控 DoInvoke (ART) 和 dvmMterp_

invokeMethod (DVM) 方法实时地提取有效

指令；也可以修改还原的 dex 文件，去

掉调用百度中抹除指令的 JNI 方法的指

令，这样的话同样可以从内存中获取有

效的指令。

技术展望

破除 APP 的保护，主要的手段就是

从内存中拿到有效的执行数据，这样关键

点就在于时机的选择或主动触发，从而保

证内存中存在有效的数据。所以 APP 保

护技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也就在于如何打

乱时机，使破解者无法找到一个关键点来

获取到有效的 dex 文件。下一步的发展趋

势是可能使用虚拟机壳的技术。虽然实现

上并没有太多障碍，但是由于效率原因，

距离实用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此外，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可以将关键

的代码编写为 native 指令，通过 JNI 来调

用，增加逆向的难度。也可以对 dex 中的

dalvik 指令进行控制流混淆。

对于 ART 下的保护，由于设备依赖

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使用解释执行的方式

来运行。由于 ART 下的 dex 文件需要编译

为 native 指令，尤其对于 static 方法的调

用，使用的是确定的地址进行调用的。如

果想提前准备一个编译好的 oat 文件，除

去要绕过运行时对于 oat 文件和 framework

的匹配校验，还需要对这些地址根据不同

设备的 framework 进行动态 patch。如果能

处理好这些的限制，便可以直接提前准备

图 1  DexHunter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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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漏洞发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尽

管模糊测试技术帮助人们解决了程序漏洞

的自动发现问题，并行模糊测试平台已经

可以高效地发现大量的程序错误，但无论

是防御者还是攻击者，都更关心这些程序

漏洞或错误是否可能被利用。如何快速分

析、评估漏洞的可利用性是当前漏洞发掘

与分析的关键问题之一 [1-2]。传统软件漏

洞利用主要以手工方式构造，该过程不仅

需要具备较为全面的系统底层知识（包括

文件格式，汇编代码，操作系统内部机理

以及处理器架构等），同时还需要对漏洞

机理深入、细致的分析，才可能构造成功

的利用。在软件功能越来越复杂，漏洞越

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下，传统利用方式已经

难以应对上述挑战。

目前，随着程序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污点分析、符号执行等技术成功运

用在软件动态分析以及软件漏洞挖掘等多

个领域后，研究者开始尝试利用这些技术

来进行高效的软件漏洞利用自动构造。图

1 展示了已有工作及其关键描述，接下来

我们将对各项工作展开详细的介绍。

基于补丁比较的自动利用方案

在 2008 年 的 IEEE S&P 会 议 上，

D.Brumley 等 人 首 次 提 出 了 基 于 二 进

制 补 丁 比 较 的 漏 洞 利 用 自 动 生 成 方 法

APEG[3]。其核心思路是基于以下的假设条

件，即补丁程序中增加了对触发原程序崩

溃的过滤条件。因此，只要能够找到补丁

程序中添加过滤条件的位置，同时构造不

满足过滤条件的“违规”输入，即可认为

是原始程序的一个可利用的输入候选项。

根据其具体介绍内容可知，该工作主要分

为三个步骤：首先，利用二进制差异比较

工具（例如 BinDiff 与 EBDS 等）找到补

丁存在的位置，即补丁程序的检测点；其

次，找出不满足补丁程序检测点的输入数

据作为原始程序的利用候选项；最后，利

用污点传播等监控方法筛选所有能够对原

始程序造成溢出或者控制流劫持等崩溃发

生的有效利用。根据对微软所发布的多个

补丁程序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

强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软件漏洞自动利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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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native 指令的 oat 文件，同样能够大幅

度增加保护的力度。

最后，也可以通过 VMI 的方法，监控

所有内存写指令，并辅以人工分析，也可以

逐步地恢复出加固工具的工作原理和流程，

有助于自动化分析一些新的保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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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G 是对漏洞利用自动化构建的首

次尝试，虽然核心思想较为简单，但由于

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也得到了其

他研究人员的普遍认可。然而 APEG 的局

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该方法

无法处理补丁程序中不添加过滤判断的情

况，例如，为了修复缓冲区溢出而增加缓

冲区长度的补丁程序；其次，从实际利用

效果来看，所构造的利用类型主要属于拒

绝服务，即只能造成原程序的崩溃，而无

法造成直接的控制流劫持。

面向控制流的自动利用方案

1. 基于源码的自动利用方案

为了克服 APEG 对于补丁依赖以及

无法构造控制流劫持的缺陷，在 2011 年

的 NDSS 会议上，T.Avgerinos 等人首次提

出了一种有效的漏洞自动挖掘和利用方

法 AEG[4]。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借助程序

验证技术找出能够满足使得程序进入非安

全状态且可被利用的输入，其中非安全状

态包括内存越界写、恶意的格式化字符串

等，可被利用主要是指程序的 EIP 被任意

操纵。其具体流程为：

首先，在预处理阶段，

利用 GNU C 编译器构

建二进制程序以及通

过 LLVM 生 成 所 需 的

字 节 码 信 息； 其 次，

在实际分析的过程中，

AEG 首先通过源码分

析以及符号执行找出

存在错误的位置，并

通过路径约束条件生

成相应的输入；之后，

AEG 利用动态分析方

法提取程序运行时的

各类信息，例如栈上

脆弱缓冲区的地址、

脆弱函数的返回地址

以及在漏洞触发之前

的其他环境数据等；随后，综合漏洞利用

约束条件以及动态运行时环境信息，最终

构建可利用样本。通过对 14 组真实程序

漏洞的自动利用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

AEG 集成了优化后的符号执行和动

态指令插装技术，实现了从软件漏洞自动

挖掘到软件漏洞自动利用的整个过程，并

且生成的利用样本直接具备控制流劫持能

力，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控制流漏

洞利用的自动化构建方案。该方案的局限

性主要体现在：首先，该方案需要依赖源

代码进行程序错误搜索；其次，所构造的

利用样本主要是面向栈溢出或者字符串格

式化漏洞，并且利用样本受限于编译器和

动态运行环境等因素。

2. 基于二进制的自动利用方案

为了摆脱对源代码的依赖以及保证

系 统 适 用 场 景 的 广 泛 性，S.K.Cha 等 人

在 2012 年的 IEEE S&P 会议上提出了基

于二进制程序的漏洞利用自动生成方法

Mayhem[5]。该方法通过综合利用在线式符

号执行的速度优势和离线式符号执行的内

存低消耗特点，并通过基于索引的内存模

型构建，进而实现较为实用化的漏洞挖掘

与利用自动生成方法。其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通过构建两个并行的符号执行子系

统，具体执行和符号执行子系统；其次，

对于具体执行子系统，通过引入污点传播

技术，寻找程序执行过程中，由用户输入

所能控制的所有 jmp 指令或者 call 指令，

并将其作为 bug 候选项交给符号执行子系

统；之后，符号执行系统将所有接收到的

污点指令转化为中间指令，并进行执行路

径约束构建和可利用约束构建；最后，

符号执行系统通过约束求解器来寻找满

足路径可达条件和漏洞可利用条件的利

用样本。

在实际进行符号执行的过程中，为了

保证效率，Mayhem 系统使用了一种基于

索引的内存模型用来优化处理符号化内存

的加载问题，进而使其成为一种高使用性

的漏洞自动利用方案。目前 Mayhem 的局

限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系

统只能建模部分系统或者库函数，因此无

法高效处理大型程序；其次，系统无法处

理多线程交互问题，例如消息传递和共享

内存问题；最后，由于使用了污点传播方

法，同样具有漏传和误传等典型问题。

3. 多样化自动利用方案

由于高质量、多样性的漏洞利用样本

对漏洞危害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

2013 年 SecureComm 会议上，M.H.Wang

等人针对控制流劫持类漏洞提出了一套多

样性利用样本自动生成方法 PolyAEG[6]。

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动态污点分析找

出程序所有控制流劫持点，通过构建不同

的控制流转移模式完成漏洞利用样本的多

样性构造。其具体流程为：首先，通过

扩展硬件虚拟化平台 QEMU 实现程序动

态监控并提取程序执行的相关信息；其

次，在动态获取信息的基础上构建指令级

污点传播流图 iTPG 以及全局污点状态记

录 GTSR，并以此为基础获取程序中所有

可能的控制流劫持点、可利用的跳板指令

以及可存放攻击代码的污点内存区域等内

图１  软件漏洞自动利用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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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最后，通过构建不同的跳转指令链以

及不同污点内存区域的攻击代码，并通过

路径约束条件求解生成具有多样性的利用

样本集合。通过对 8 个实际漏洞样本的实

验结果来看，该方案针对单个控制流劫持

漏洞最多生成了 4724 个利用样本。

PolyAEG 针对控制流劫持类漏洞实现

了一套完整的自动化漏洞利用的多样性构

造，对漏洞危害评估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但是，该方案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个是该方案在面对数据执行保

护机制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一个是本

方案在利用构造过程中只考虑了依靠程序

自身或其他类库中已有的指令，并没有考

虑借助动态生成代码。

4.ROP 代码自动生成方案

为 了 解 决 数 据 执 行 保 护 和 地 址 随

机化给控制流劫持类漏洞利用带来的困

扰，在 2011 年的 USENIX Security 会议

上，E.J.Schwartz 等人实现了一套面向高

可靠性漏洞利用的 ROP 代码自动生成方

法 Q[7]。其核心思想是收集目标程序中的

Gadget 并通过面向 Gadget 的编程语言自

动构建 ROP。具体的流程主要如下：首

先，向 Q 提供未随机化的脆弱程序或者其

他二进制库，并由 Q 找出具备特定功能

的 Gadget 集合；其次，利用 Q 提供的编

程语言 QooL 实现满足特定语义功能的目

标代码，并通过 Q 将目标代码编译为面向

Gadget 的指令序列；随后，通过利用已获

取的 Gadget 集合填充上一步得到的指令

序列，从而形成最终的 ROP 代码。通过

对 9 个真实软件漏洞的实验，可以看到在

开启数据执行保护和地址随机化功能后，

通过 Q 仍然可以保证这些漏洞利用代码稳

定执行。

Q 方案证明了在含有少量未随机化代

码的系统中仍可以有效自动构建 ROP 代

码，进而强化了面向控制流劫持类漏洞利

用在真实环境下的攻击效果。Q 方案本身

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首先，Q 方案未考

虑自动构建不含 ret 指令的 ROP；其次，

Q 方案仅从实际应用效果出发，没有考虑

满足图灵完备性。

面向数据流的自动化利用方案

在数据执行保护、地址随机化以及

控制流完整性防护手段大范围部署的情况

下，大多数攻击者已经从面向控制流劫持

的漏洞利用攻击转向面向数据流利用的

攻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H.Hu 等人

在 2015 年 USENIX Security 会议上首次提

出了一种面向数据流利用的自动化构造方

法 FlowStitch[8]。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不

改变程序控制流的前提下，利用已知的内

存错误直接或者间接篡改程序原有数据流

中关键位置上的变量，进而完成利用的自

动化构造。根据文章介绍，其具体过程分

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以含有内存错误

的程序、触发内存错误的输入以及特殊的

正常输入作为整个自动利用系统的三个前

提条件，其中“特殊的正常输入”是指在

程序错误发生之前，其执行路径必须和触

发内存错误的执行路径相同；其次，分别

以错误输入和正常输入获取其对应的错误

执行记录和正常执行记录，并以此为基础

分别进一步提取内存错误影响的范围以及

正常数据流中的敏感数据；最后，通过比

对错误执行记录和正常执行记录的方式确

定内存错误影响范围中可能涉及到的敏感

数据，最终筛选所有可能被篡改的敏感数

据并完成面向数据流的利用自动化构建过

程。通过在 8 个真实漏洞样本上的实验结

果可以看出，FlowStitch 自动构建的 19 个

利用样本不仅可以绕过数据执行以及细粒

度控制流完整性等防护手段，并且其中

10 个利用样本还可以在开启地址随机化

的环境下成功执行。

FlowStich 是第一个面向数据流的漏洞

自动利用方案，尽管其构造的利用样本无

法直接运行任意的恶意代码，但由于可以

泄露目标主机上的敏感数据，因此仍然具

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从文章的描述细节来

看，该方案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首先，

面向数据流的利用是以程序中存在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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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错误为前提；其次，在构建利用过程

中，不仅需要错误输入对应的执行记录，

同时还需要构造相应的正常输入以及正常

执行路径。

为了快速分析和判定由模糊测试技

术生成的大量软件漏洞的可利用性问题，

研究人员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高效的漏洞利

用自动化构建方案，包括补丁比较方案、

面向控制流方案以及面向数据流方案等。

这些方案的实施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从大量

程序漏洞中快速甄别出具有高危险性的漏

洞，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降低遭受

高危漏洞攻击的可能。

尽管目前软件漏洞自动利用工作已经

取得了初步成果，但随着软件的复杂性增

加、控制流完整性检测等防御手段的部署

以及软件漏洞类型的发展与变化，都对漏

洞的可利用性评估带来了挑战。因此，对

于软件漏洞利用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去探

索和研究，提出更加高效和可靠的自动化

方案。

(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2016.2-3 中国教育网络 49

文 / 万涛

数学和安全都是非常广泛的领域，各

自包含很多细分领域。根据中国学科分类

国家标准 [1]，数学可以分为数理逻辑、数

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数学分析、

函数论、微分方程、积分方程、计算数据、

概率论、数理统计学、运筹学、离散数学

和组合数学等领域。

安全则和保护的对象有关。除了安全

的基础领域如密码学以外，安全的领域可

以根据被保护对象的分类进行划分，如网

络安全、操作系统安全、应用安全和数据

安全等。 其中上述任何子领域，还可以

继续细分。 

 InForSec 学术交流群，聚集了一批在

安全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授学者和研

究人员。他们来自中国和海外的学术界和

工业界。在 “数学和安全研究关系”论

题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现将基本达成

共识的一些讨论总结如下。

1. 数学对于逻辑思维的训练很重要，

而清晰的逻辑思维对安全研究很重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舟军提到，他

的跳跃逻辑。另外指出，中国的数学教育，

强调用定理来解题，但很少能够讲清楚这

些定理背后的意义和其他事情的联系。中

科院软件所的苏璞睿认为，安全研究需要

有清晰的逻辑，要懂得什么是前因后果。

2. 密码学是安全的基础，对数学（例

如数论）的要求非常高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魏强

认为，数学在密码领域不可缺少，密码学

在信息安全领域也是不可缺少的。

百度公司的韦韬提到，密码学是安全

的一根支柱，密码的研究对数学知识要求

非常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李晖举例说

明，他这两年一直在研究全同态和多线性

映射。其中多线性映射可以用于一轮多方

密钥协商，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数学构造

方法。

数学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必修课程，每个人在

上学期间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和研究数学。那么，数

学在实际工作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常常听

到有人说，在工作中基本用不上太多的数学。也有人说，

数学对其工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讨论（关于数

学在工作中的应用问题），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前一段时间， InForSec 学术交流微信群里，一群从事安全

研究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就数学和安全研究的关系，

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本文将这次讨论，做个简单的总结， 以飨读者。

参与 “数学和安全研究关系” 这个话题讨论的主要人员有： 段海新（清华大学）、

杨珉（复旦大学）、 韦韬（百度公司）、江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李晖（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张克环（香港中文大学）、苏璞睿（中科院软件所）、丁丽萍（中科

院软件所）、吴石（Keen Team）、杨冀龙（知道创宇公司）、李舟军（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龚征（华南师范大学）、肖晟（湖南大学）、王跃武（中科院信工所）、潘柱

廷（启明星辰公司）、王伟超（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魏强（中国人民解放军

信息工程大学）、丁勇（桂林电子科技）、姜誉（黑龙江大学）、唐勇（国防科技大学）、

郁昱（上海交通大学）、黄琼（华南农业大学）、黄旗明（北京科技大学）、余水（迪

肯大学 )、于继万（华为上海分公司）。

数学和安全研究的关系

一直在给本科，硕士和博士上离散数学等

数学基础课。他认为，数学对于培养和训

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抽象能力必不可少。

Keen Team 的吴石提到，数学可以帮助提

高抽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两点对

于安全研究（或任何科学研究）都至关重

要。黑龙江大学的姜誉一直在给学生讲授

离散数学，并指出其四个主要部分（数量

逻辑、集合论、图论和代数结构）都可以

帮助训练思维，尤其数量逻辑可以强化训

练逻辑思维。姜老师还推荐 Coursera 的数

学思维导论课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江健也提到，

安全学术论文要有严密的逻辑性。平时看

点数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和所从事的安全

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也可以帮助自己训练

提高逻辑思路能力，从而帮助发现论文中

学术专栏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万涛

华为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互联

网安全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 重点关注

Web, Mobile, CDN, Routing, SDN, 5G, 

PKI 和 TLS 等领域的安全。在 NDSS， 

Oakland, USENIX Security 和 ACM 

TISSEC 等安全会议和安全杂志上发表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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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些安全的细分领域，对数学的要

求也很高

李舟军认为有些安全领域，如程序分

析和协议分析等对数学要求很高。北卡罗

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王伟超也认为，协

议分析和证明，大量使用了数学知识。中

科院软件所的丁丽萍认为，某些安全问题，

会对数学提出一些特殊的需求，例如，他

们一直在研究的差分隐私保护。

4. 离散数学在安全研究中很有用处

韦韬指出，初等数学，特别是离散

数学和应用统计学，对安全研究很重要。 

复旦大学的杨珉也认为离散数学（例如

图论）在安全研究中比较有用。姜誉进

一步指出，离散数学在设计安全方面的

算法（不局限于密码学）时会用到。例如，

陈恺博士 2015 年 USENIX Security 的文

章 [2] 中用的图论，使得模型很清晰简洁

（笔者注：2013 年 USENIX Security 的 

Best Studnet Paper [3] 也是基于图论，来建

立的攻防模型）。 另外姜誉自己关于垃

圾邮件过滤的文章 [4]，应用了偏序关系。

姜誉进一步指出，集合论中函数的概念、 

等价关系、偏序关系在安全研究中都有

直接应用。另外，代数结构也是密码学

的基础。

5. 大部分安全领域，如系统安全、网

络安全和应用安全对数学知识的要求不高

清华大学的段海新认为，系统安全和

网络安全领域，一个逻辑清晰的头脑，比

学一大堆永远也用不上的数学更重要，并

举例说明。USENIX Security ( 四大顶级安

全会议之一）两次 Best of time award 分别

发给了 TOR[5] 和堆栈随机化保护（Canary)[6] 

。两篇文章都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有很

大的实用价值，但都没有用到高深的数学

知识。

他还提到，网络或系统的安全问题，

有的可以抽象或简化成数学问题。但更多

的安全问题，由于过于复杂而难以抽象，

以至于用数学建立模型以后，离实际问

题越来越远；最后用数学的方式来解决的

问题，只能是假想的、严重脱离实际的问

题。安全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对抗，而人的

想法是很难用数学来描述的。面向现实问

题的研究，应该从理解问题本身出发（比

如了解攻击），寻找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

（往往很简捷、便于实现或部署），而不

是看上去很“数学”。知道创宇公司的杨

冀龙提到，其在安全研究中，用到最多的

是 SVM, 贝叶斯。有时会用的神经元方面

的知识。

江健也提到，安全工程领域的很多

问题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很难用数学

问题来描述。百度的韦韬举例说明，代

码的安全性证明，由于其承载着复杂的

逻辑，目前的数学并不擅长。启明星辰

的潘柱廷认为，不是所有有价值的安全研

究都是直接依赖数学 , 并认为数学是天花

板，在日常的安全研究中是感觉不到的。

丁丽萍认为，数学方法有时是解决问题

的瓶颈。例如同态加密，如果有好的数

学方法能解决性能问题，就可以带来应

用上的突破。

6. 安全研究的重点是攻防

吴石提到，攻击研究是安全研究的基

石。当某个领域的攻击研究没有进步时，

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就死了。清华的段海新

也提到，安全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对抗，要

了解研究攻击。

李晖认为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区别于现

有学科的主要特点是对抗和博弈。并举密

码学为例说明，密码设计是防，密码分析

是攻。他同时指出，攻防技术不仅需要理

论指导，也会随着自身的发展形成新的理

论。上海交通大学的郁昱和段海新都指出，

密码学就是研究攻防，并在攻防中不断进

步发展的。 

韦韬指出，斯坦福大学的密码学大牛

Dan Boneh 在 Cousera 上开设的密码学课

程，有大量的内容是描述密码学是如何在

攻防对抗中发展的。李晖在给学生上密码

学课时也是采用了的Dan Boneh 的公开课。

苏璞睿认为，密码学的攻防和系统安全的

参考文献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

/110

[2] Kai Chen, Peng Wang, Yeonjoon Lee, XiaoFe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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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ymposium, August 2015.

[3] Frank Imeson, et al. Securing Computer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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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for Obfuscation .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USENIX Security. Augus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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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防有交叉，但也有很大的差别。

国防科技大学的唐勇认为，对抗是安

全研究的驱动力和生命力之一，因为漏洞

无法避免，所以对抗永远存在。香港中文

大学的张克环也认为，安全研究中的实际

问题，根本来自于攻防双方的对抗。如同

军事领域的对抗带动了一大批相关技术的

发展一样，网络安全的对抗也是促进安全

技术的原始动力。

数学对安全研究，或者其它的实际

工作是否有帮助，跟研究的问题和工作

性质有关。有的工作可能不需要数学，

但有的工作则依赖于数学的某个分支。

不管一个研究领域是否需要高深的数学，

不可否认的是，数学对逻辑思维和抽象

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很有帮助的。而逻辑

思维和抽象能力，不仅对安全研究有着

重要的作用，对其它科学或工程研究，

也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学习数学时，

不要强调死记硬背，和做题应付考试。

而是要能搞清楚数学规律（如定理）背

后的逻辑以及和其它数学问题或其它领

域相关事件的关系，从而达到培养自己

逻辑思维和抽象能力的目的。

（作者单位为华为加拿大研究所）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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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IPv4 地址分配

2015 全 年 全 球 IPv4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983B。 获 得 IPv4 地 址 数 量 列 前 三 位

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美国 568B，埃及

113B，塞舌尔 32B。

自亚太地区 APNIC、欧洲地区 RIPE 

NCC、拉美地区 LACNIC 的 IPv4 地址池相

继耗尽之后， 2015 年 9 月北美地区 ARIN

的 IPv4 地址池也宣布耗尽。整体而言，

2015 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与 2014 年

和 2013 年持平，见表 1。2015 全年获得

地址较多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美国、埃及、

塞舌尔、南非、突尼斯、巴西等。

截至 2015 年底，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总数

NIC2015 年报

   2015 年全球 IP 地址分配回顾

为 3,623,587,768, 折合 215A+251B+143C，

地址总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

见表 2。 各地区 IPv4 地址空间耗

尽时间及剩余地址数量见表 3。

IPv6 地址分配

2015 全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

数量为 20,230*/32， 与 2014 年相

比，有上升。2015 全年获得 IPv6

地址分配数量较多的国家 / 地区，

依次是南非、中国、英国、德国、

荷兰、俄罗斯、巴西、西班牙、意

大利、美国等等， 近年 IPv6 地址

分配情况对比 (/32) 见表 4。

截 至 2015 年 底， 全 球 IPv6

地 址 申 请 (/32 以 上） 总 计 20,055

个， 分 配 地 址 总 数 为

180,104*/32。地址数总计

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

上的国家 / 地区，见表 5。

地址转让

2015 年 亚 太 地 区

IPv4 地址空间转让交易

有 367 条记录，其中有

75 条记录是跨地区从北

美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

的，有 3 条是从亚太地区转移到北

美地区的，有 326 条记录的转让交

易是发生在国家 / 地区内部，比如

日本有 152 条，印度 37 条，澳大

利亚和泰国24条，中国香港23条，

印尼 20 条，中国境内 16 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有 10 条从北美地

区转让给中国境内 ALISOFT 的地

址块 ,1 条转让给境内 Amazon 的

地址块。

2015 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

请 72 个，IPv6 地址申请 98 个，EDU.CN

域 名 新 注 册 1871 个。2015 年 有 大 批 中

小学域名申请注册。截止 2015 年底，已

分配 IPv4 地址数量 14,808,676 个（折合

226B+25C），IPv6 地址申请批复 1000 个，

EDU.CN 域名注册 6,871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总数 ( 个 ) 折合 (A+B+C)
1 美国（US） 1,614,251,264 96A+55B+133C
2 中国（CN） 336,770,816 20A+18B+183C
3 日本（JP） 203,071,488 12A+26B+160C
4 英国（GB） 122,891,288 7A+83B+44C
5 德国（DE） 118,677,888 7A+18B+225C
6 韩国（KR） 112,382,464 6A+178B+210C
7 巴西（BR） 81,940,224 4A+226B+79C
8 法国（FR） 79,554,352 4A+189B+231C
9 加拿大（CA） 72,965,888 4A+89B+95C

10 意大利（IT） 53,770,048 3A+52B+119C

表 2  IPv4 地址分配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

2013 2014 2015

1 US 381 US 374 US 568
2 BR 266 BR 167 EG 113
3 CO  58 MA 40 SC 32
4 AR  25 CO 33 ZA 31
5 EG  24 ZA 26 TN 28
6 CA  21 EG 24 BR 22
7 NG  18 CN 23 CN 20
8 CL  18 CA 23 IN 19
9 MX  17 KE 22 CA 17

10 SC  17 MU 18 GH 9
… … … …

总计 996 976 983

表 1  近年来的 IPv4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16)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数 申请数（个）
1 美国 (US) 41,494 4,255
2 中国 (CN) 20,592 619
3 德国 (DE) 14,400 1,386
4 法国 (FR) 10,458 727
5 日本 (JP) 9,606 501
6 澳大利亚 (AU) 8,770 829
7 意大利 (IT) 6,403 525
8 欧盟 (EU) 6,321 63
9 英国 (GB) 5,430 1,317

10 韩国 (KR) 5,233 144
11 南非 (ZA) 4,607 142
12 阿根廷 (AR) 4,457 392
13 埃及 (EG) 4,105 10

表 5  IPv6 地址分配数总计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上的国家 / 地区

表 4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2013 2014 2015

1 US 12,551 US 4,930 ZA 4,441

2 CN  4,135 CN 2,128 CN 1,797
3 GB    791 GB 1,125 GB 1,277
4 DE    654 BR   865 DE 1,269
5 RU    529 RU   754 NL 1,010
6 NL    489 DE   746 RU   864
7 BR    450 NL   738 BR   755
8 FR    430 FR   454 ES   716
9 IT    339 IT   412 IT   707

10 PL    275 CH   393 US   660
… … … …

总计 24,099 17,912 20,230

表 3  各地区 IPv4 地址空间耗尽时间及剩余地址数量 ( 单位 : /8 或 A)

APNIC  2011 年 4 月 19 日  0.63

RIPENCC  2012 年 9 月 14 日  0.95

LACNIC  2014 年 6 月 10 日  0.12

ARIN  2015 年 9 月 24 日    0

 AFRINIC  预计 2018 年 10 月 28 日 1.97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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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锁刚

2015 年 CERNET 主干网络运行情况

良好，在 CERNET 国家网络中心和各节

点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主干网网络平均

可用率 99.993%，延时合格率 100%，丢

包合格率 100%。2015 年，国内互联随着

沈阳移动万兆、成都联通万兆、重庆移动

万兆、郑州移动万兆、西安电信万兆的开

通，总入流量比 2014 年增加了 19.94G，

总出流量增加 17.21G，线路质量有了明

显改善；国际互联总入流量比 2014 年增加了 7.01G，总出流量 增加了 9.03G，教育网的出国带宽紧张的状况也有了大大地改善，

详情如图 1~3 所示。除了网络可用率的提升外，其他衡量网络

性能的指标如丢包率、网络时延等都得到了大幅度地改善，能

够更好地为教育网用户服务。

由图 4、5 可知 2015 年全年十大地区网入流量清华居首，华

中地区次之，第三是华东北地区；出流量第一是清华，第二是东

北地区，第三是华东北地区。

CERNOC 顺利完成教育网重点应用和保障工作。2015 年

重大网络应用的保障包括高招保障、“两会”信息安全保障、

教育部视频会议保障、ETS 托福考试和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保

障等。CERNOC 为教育部视频会议增加了冗余备份线路，通

过技术手段实现冗余线路的自动切换，并派专人负责教育部

视频会议的保障工作；ETS 和国际数据库的保障工作也基本

完成。

2015 年 CERNOC 配合国家网络中心运营维护 CERNET 主干

网，一年来在领导的关怀下，大家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了

骨干网、国内和国际互联进一步扩容和运维工作。

1. 2015 年 1 月 12 日成功开通沈阳节点移动互联 10G；

2. 2015 年 4 月 28 日成功开通成都联通互联 10G；

3. 2015 年 11 月 10 日成功开通重庆节点移动互联 10G；

4. 2015 年 12 月 28 日成功开通郑州节点移动互联 10G；

5. 2015 年 12 月 29 日成功开通西安节点电信互联 10G；

6. 进一步完成教育网 38 主节点接入设备的升级改造和带宽

的扩容工作，对比 2014 年，2015 年无论是接入的用户数量还是

带宽总数都有很大幅度地提高。

2015 年 CERNET 主干网宽带总数大幅提高

入流量：234.57G   出流量：237.49G

图 1  2015 年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72.42G    出流量：63.33G    

图 2  2015 年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入流量：20.77G 出流量：19.28G  

图 3  2015 年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NOC2015 年报

图 5  CERNET 主干网 2015 年全年十个地区中

心出流量占比

图 4  CERNET 主干网 2015 年全年十个地区中心

入流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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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的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曲线中我们可以明显

地分辨出主干网在寒暑假期间与平时的流量变化。从整体趋势上

看，2015 年流量相对平稳。2015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

量峰值达到了 61.58Gbps，同比 2014 年减少 11.8%，出流量峰值

达到了 61.47Gbps，同比 2014 年减少 10.9%。

2015 年网间入出流量总体变化也是相对稳定的。入流量

峰值达到了 10.55Gbps，网间出流量达到了 10.39Gbps，如图 3

所示。

CNGI-CERNET2 的持续稳定是各高校开展学术和科研的基

础，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评价网络运行稳定的

重要标准。

从图 4 可以看到，2015 年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故障率

平均为 0.26%。最高故障率 0.81%。所有节点的核心设备的可用

率在 99% 以上。

从图 5 可以看到，北邮、北京、北大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位。

其中北邮节点居于首位，其年平均入流量为 5465.088Mbps，约占

总入流量的 20.48%；北京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4702.208Mbps，约

占总入流量的 17.62%；北大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2158.592Mbps，

约 占 总 入 流 量 的 8.09%。 而 在 图 6 中，2015 年 出 流 量 居 于 前

三位的仍为北京、北邮、北大三个节点，分别占年总出流量的

15.89%、13.97% 和 8.48%。

2015 年是 CNGI-CERNET2 稳定而蓬勃发展的一年。随着

大规模在线教育及科研大数据在国内的兴起与迅猛发展，CNGI-

CERNET2 也将为中国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发挥更加坚实的基础

和支撑作用。

6NOC2015 年报

2015 年 CNGI-CERNET2 接入成员增加 20%

文 / 王继龙

2015 年是 IPv6 网络高速发展的一年，在这一

年里，CNGI-CERNET2 也紧随着步伐稳定地发展

壮大。

由图 1 我们可以看到，IPv6 BGP 前缀数量由 2015

年年初的 2.2 万条增长到年底的 2.8 万条，同比增长

27%。IPv6 网络的普及发展速度迅猛，在这一年，新

接入 CNGI-CERNET2 主干网络的单位相比 2014 年数

量增加了 20%，这些新的接入单位像是新的血液，给

CNGI-CERNET2 带来了更多的生机。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图 1  IPv6 前缀数量统计

图 2  2015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入流量

图 3  2015 年网间流量情况

                   图 4  2015 年主干网线路故障率

图 5  2014 年 CNGI-CERNET2 入流量分布 图 6  2014 年 CNGI-CERNET2 出流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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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2015 年 12 月

文／朱爽　

2015 年 12 月 全 球 IPv4 地 址 分 配 数

量为 66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塞舌尔，

32B；其次是南非，22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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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B；其次是埃及，113B。

1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计有 341 个，其中欧洲 123 个，拉美 98 个，

亚太 82 个，北美 34 个，非洲 4 个，分别

来自 62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

巴西，81 个；其次是中国，53 个。12 月较

大的申请，有 1 个 /22 来自中国，1 个 /26

来自南非。1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2098*/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

1076*/32；其次是巴西，81*/32。在过去的

1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41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5 年 12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5 年 12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01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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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0.05 1.97 7.22 2018-10-28

APNIC 51.43 0.22 0.63 52.28 2011-04-19

ARIN 100.51 0.37 0 100.88 2015-09-24

RIPENCC 47.87 0.05 0.95 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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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8 36.3 3.72 256 /

15 个，IPv6 地址申请 9 个，EDU.CN 域名

注册 16 个。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南

非，4441*/32；其次是中国，1797*/32。

12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NOC2015 年 12 月

12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 240G
文 / 李锁刚

201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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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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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北地区次之，华中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

东北地区第二，华东北地区第三位。

12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11 月有升有降，从主干网的流

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减少了 11.69，出流量减少了

13.63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增加了 1.73G，

出流量减少了 0.48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1 月

份入流量增加了 0.49G，出流量减少了 3.46G。

图 1~2 表示 2015 年 1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39.85G   出流量：241.37G

图 1  2015 年 12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76.56G  出流量：68.34G

图 2  2015 年 1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建设与管理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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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管理CERNET之窗

文 / 郑先伟

2016 年寒假春节期间教育网运行平

稳，未发现影响严重得安全事件。

由于寒假期间教育网在线用户数量较

平常大幅减少，因此相关的投诉事件数量

也大幅地减少。不过由于各类网站系统属

于长期在线的，因此与网站入侵有关的事

件数量还是高位运行。

2 月没有新增影响比较严重的木马蠕

虫病毒。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月和 2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

些：

1. 微软 1 月和 2 月共发了 22 个例行

的安全公告（1 月 9 个，2 月 13 个），这

其中 12 个为严重等级，10 个为重要等级。

这些公告共修补了包括 Windows 系统内

核、IE 浏览器、Office 软件、微软 Edge、

Exchange Server、.NET Framework 及 Flash 

Player 中的 66 个漏洞。用户应该尽快使

用 Windows 的自动 Update 功能更新相应

补丁程序。漏洞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

library/security/ms16-jan.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

library/security/ms16-feb.aspx

2. Oracle 公司于 1 月发布了今年第

一季度的例行安全公告，此次公告修补

了 Oracle 公司产品中 248 个安全漏洞，

涉 及 的 产 品 包 括：Oracle 数 据 库（10

个）、中间件产品 Fusion Middleware（27

个）、企业管理器网格控制产品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Grid Control（33 个）、

电子商务套装软件 OracleE-Business Suite

（78 个）、供应链套装软件 Oracle Supply 

Chain Products Suite（5 个）、PeopleSoft

产品（11 个）、JDEdwards 产品（7 个）、

Virtualization（9 个）、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5 个）、Retail Applications（9

个）、iLearning（1 个）、 Java SE（8 个）、

OracleSun 系统产品（23 个）和 MySQL 数

据库（22）。用户应该尽快更新相应的补

丁程序。安全公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topics/

security/cpujan2016-2367955.html。

3. FortiGate( 飞塔防火墙 ) 是 Fortinet

（飞塔）公司推出的网络防火墙产品，在

国内高校网络中使用的范围较广。近期，

Fortinet（飞塔）公司发布声明称在内部

审查时发现了 FortiGate 防火墙存在一处

“后门”漏洞，漏洞形成的原因是由于

FortiGate 防火墙 Fortimanager_Access 用户

的密码采用较为简单的算法来生成 , 攻击

者通过分析破解后可直接获得认证的最高

权限（root）权限，进而控制防火墙设备。

由于防火墙设备多数都

放置在网络出口处，因此

控制了防火墙就可能导

致整个网络被控制。从

厂商公布的信息显示受

影响的系统版本为 4.3.0 

- 4.3.16，5.0.0 - 5.0.7 版

本。目前厂商已经发布

了更新版本来修补这些漏洞，建议使用了

FortiGate 防火墙的用户尽快确认自己系统

的版本，及时修补相关漏洞。

4. Glibc 是 GNU 发布的 libc 基础库，

几乎其他任何运行库都依赖 Glibc 库。

Glibc 2.9-2.22 版本中的 getaddrinfo() 函数

存在一个栈缓冲区溢出漏洞，攻击者可以

利用此漏洞执行任意代码。利用此漏洞需

要受影响应用调用 getaddrinfo() 函数，并

且攻击者可以控制传递给该函数的恶意域

名同时伪造一个负责解析恶意域名的 DNS

服务器。由于 Glibc 属于基础应用，很难

完整地评估出来系统中到底有多少服务使

用到这个库，我们建议用户尽快更新自

己系统中的 Glibc 库到最新版本。需要更

新的包括各类常用的类 Unix 系统，包括

redhat、CentOS、ubuntu、Debian 等，以

及一些使用 Unix 系统开发的原生系统，

如网络设备的操作系统等。

飞塔防火墙被曝存“后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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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2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由于 Glibc 属于太基础的 C 语言

库，有大量的应用的会调用这个库，

因此漏洞到底会影响到多少种应用需

要很长的时间去评估，对于用户来说，

直接更新系统中的 Glibc 库的版本是最

简单有效的办法，对于通用的 Linux 系

统，使用系统自带的更新功能就能自

动更新 Glibc 库的版本，而对于一些专

用设备则可能需要更新整个操作系统

的版本。需要提醒的是在更新了系统

中的 Glibc 库后，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来

保证各类服务调用新版本的 Glibc 库。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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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小幅提升

6NOC2015 年 12 月

文 / 王继龙

2015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流量相比 11 月有小幅度提升，12 月入

流量均值为 33595.105Mbps，相比 11 月

增加了 4.23%，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增加

了 2.15 ％；12 月 CNGI-CERNET2 出 流

量均值为 35519.075Mbps，环比增加了

4.28%，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80%。

12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较 11 月 相 比 有 小 幅 度 提 升。12 月 入

流量月峰值为 9.672Gbps；出流量峰值

9.422Gbps。

从 12 月 的 入 流 量 分 布 图 1 来 看，

北 邮、 北 京 和 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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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 平 均 值 为

6017.024Mbps；其次是北京节点，其均

值为 5818.368Mbps，占 17.32%；第三位

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8.48%。

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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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4.208Mbps，占到总出流

量 的 16.48%； 其 次 是 北 邮 节 点 ,

占到总出流量的 13.73%；流量排

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

流量的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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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199 7836
2 北京师范大学 547054 1902
3 北京邮电大学 333793 3456
4 湖南大学 217467 11426
5 北京化工大学 131961 14830
6 华南师范大学 115530 5548
7 北京交通大学 110598 32369
8 合肥工业大学 78202 9303
9 西北工业大学 70352 10730

10 河海大学 69743 8009
11 东北大学 62013 8214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781 13616
13 中南大学 58237 22561
14 四川大学 56331 11491
15 南开大学 55423 9019
16 山东大学 55042 11694
17 电子科技大学 53520 13171
18 北京工业大学 51825 4659
19 上海大学 51560 16752
20 北京大学 49881 5637
21 东北农业大学 48904 5516
22 北京林业大学 48845 12860
23 重庆大学 48308 13375
24 北京科技大学 46770 3951
25 中央民族大学 46642 3365
26 华北电力大学 46183 8426
27 西安交通大学 43078 5019
28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29 南京师范大学 41467 2668
30 大连海事大学 39782 2721

排名 学校 地址总数 注册数
1 北京交通大学 110598 32369
2 中山大学 31826 24905
3 中南大学 58237 22561
4 上海大学 51560 16752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7631 15093
6 北京化工大学 131961 14830
7 华中科技大学 30017 13768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781 13616
9 重庆大学 48308 13375

10 电子科技大学 53520 13171
11 北京林业大学 48845 12860
12 山东大学 55042 11694
13 四川大学 56331 11491
14 湖南大学 217467 11426
15 深圳大学 37559 10857
16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17 西北工业大学 70352 10730
18 郑州大学 37064 9853
19 兰州大学 21216 9803
20 合肥工业大学 78202 9303
21 南开大学 55423 9019
22 东南大学 32501 8686
23 华北电力大学 46183 8426
24 东北大学 62013 8214
25 天津大学 38188 8147
26 河海大学 69743 8009
27 南京农业大学 929199 7836
28 武汉大学 37898 6887
2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8280 6821
30 西南交通大学 15245 5857

建设与管理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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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小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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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NET 网络中心和《中国教育网络》杂

志协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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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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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决赛评审中，实践组

参赛团队除了进行项目展示和答辩之外，

还基于现场搭建的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网

络环境进行了参赛作品的现场演示和测

试，保证了大赛的公平公正和井然有序。

搭建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网络环境

为了满足创新大赛中创新项目的网络

需求，大赛网络环境工作人员分别搭建了

有线网络环境和无线网络环境，其中有线

网络支持 IPv4 和 IPv6 双栈通信，无线网

络支持纯 IPv6 通信。考虑到对实践组参

赛作品创新项目测试过程的客观与深入，

针对参赛项目支持协议栈的测试，大赛网

络环境负责人员预先向系统管理员申请了

若干公网 IPv4 地址，并静态配置用户主

机 IP，这样在访问外网服务器时测试人员

更便于定位测试端 IP 使用情况。无线网

络环境采用无线 AP 和无线路由器两种无

线设备搭建。

IPv6 支持两种动态配置 DHCP 的方

式：1. 无状态的地址自动分配（stateless）：

自动生成的 IPv6 地址，需要配置 DNS 服

务器；2. 有状态的地址自动分配（stateful）：

使用 DHCPv6，域名解析、本地地址全部

由 DHCP 分配。测试中建议测试人员和参

赛学生优先使用无状态配置 IPv6 地址。

无状态地址一方面是公网 IP，便于测试

IPv6 支持程度；另一方面，客户终端不用

额外配置网络参数即可访问外网。

本次大赛的测试环境网络示意如图 1

所示。

制定实践组参赛作品测试方案

在全国决赛之前，大赛测试总负责

人带领测试团队针对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

新大赛全国决赛实践组的参赛作品制定了

详细的测试方案，针对参赛作品的“产品

的技术含量”和“产品功能的实用性”两

方面制定了相关的评分项及测试评分的依

据，为实践组参赛作品的决赛测试工作提

供了指导和说明。

“产品的技术含量”测试评分标准

产品技术含量的测试包含两项内容：

IPv6 支持程度、IPv6 结合程度。

针对“IPv6 支持程度”的测试评分项

及评分依据如下：

不支持：如果看不到任何 IPv6 相关

的信息，则该项不得分；

可升级支持：如果可配置 IPv6 但功

能暂不支持，则根据未来可升级支持的程

度，在低档分值区间中给予该项评分值；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测试经验总结

图 1 创新大赛测试环境网络示意

建设与管理CERNET之窗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对 IPv6 的支持程度是本次大赛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从测试结果看，2/3 的参赛项目均

支持 IPv6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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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双栈：如果在现场有线网络（双栈）

的环境下功能运行正常，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双栈访问，则根据功能支持程度，在

中档分值区间中给予该项评分值；支持纯

IPv6：如果在现场无线网络（纯 IPv6）的环

境下功能运行正常，则根据功能支持程度，

在高档分值区间中给予该项评分值。

针对“IPv6 结合程度”的测试评分项

及评分依据如下：

地址优势：如果存在与 IPv6 有关的、

产品自己实现的地址优势，则给予该项加分；

协议优势：如果存在与 IPv6 有关的、

产品自己实现的协议优势，则给予该项加分；

安全性优势：如果存在与 IPv6 有关的、

产品自己实现的安全性优势，则给予该项

加分；

其他优势：如果存在其他性能优势（如

IPv6 路由表）、物联网优势等，则根据其

他优势的数量和重要程度，给予该项加分。

“产品功能的实用性”测试评分标准

产品功能实用性的测试包含三项内

容：功能实现、是否开源、界面友好性。

针对“功能实现”的测试评分项及评

分依据如下：

完全实现：如果参赛作品所列功能都

完全实现，则给予该项满分；

部分实现：如果参赛作品所列功能部

分实现，则根据实现比例，在该项分值区

间中给予该项评分值；

未实现：如果参赛作品所列功能均未

实现，完全未达到项目目标，则该项不得分。

针对“是否开源”的测试评分项及评

分依据如下：

是否基于开源环境实现：如果产品开

发 / 运行环境均不涉及开源环境，则该项

不得分；如果涉及开源环境，则根据开源

环境实现程度，在该项分值区间中给予该

项评分值；如果项目开放全部源代码，则

给予该项满分；

是否源码安装：如果根本无法查看源

码，则该项不得分；如果支持源码安装，

则根据源码安装支持程度，在该项分值区

间中给予该项评分值。

针对“界面友好性”的测试评分项及

评分依据如下：

易安装：在所有参赛作品中选取 50%

更易安装的参赛作品，给予该项加分，其

余参赛作品该项不得分；

易操作：在所有参赛作品中选取 50%

更易操作的参赛作品，给予该项加分，其

余参赛作品该项不得分。

总体测试方法和原则

本次测试主要采用黑盒功能测试和静

态测试的测试方法。黑盒功能测试采用手

工测试的方法，主要测试内容包括：IPv6

支持程度、功能实现、界面友好性。静态

测试采用代码检查、技术评审等方法，主

要测试内容包括：IPv6结合程度、是否开源。

同时，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公平、公

正和有效性，特制定了如下测试原则：

每个参赛作品两个测试人员背对背打

分、互不干扰；

所测功能一定是产品自己实现的功

能，任何第三方拿过来直接使用的功能均

不能算作参赛作品的功能；

产品功能列表中必须包含参赛作品的

项目目标、创新点涉及的功能，以判断是

否达到了参赛作品申报的项目目标；

对于相对主观的评分项（如易安装、

易操作等），要求测试人员对所有参赛作

品进行均衡考核后统一进行打分。

实施实践组参赛作品测试

本次大赛测试团队根据项目属性分组，

每组按各自的分工对实践组所有参赛作品

进行了测试。具体的测试流程总结如下：

1. 测试前准备工作

在创新大赛测试前，首先确定了测试团

队的人选，由涉及开发、测试及网络安全经

验丰富的成员组成 4 个小组，每组 2~3 名测

试人员并选出 1 名测试组长。之后，大赛测

试总负责人向测试团队详细讲解了本次大赛

的测试评分标准和具体测试方法及原则，明

确了具体测试流程，并根据每个参赛项目的

特点和测试小组的技术专长对 21 个参赛项

目进行了分工，每个测试小组领取了 4~6 个

参赛项目的测试任务。每个测试小组在组长

的带领下，提前了解了各自参赛作品的项目

介绍、创新点和优势等内容，列出了各自参

赛作品的功能点和测试点。

2. 参赛项目测试环境调试

在测试现场，各个测试小组引导参赛

队伍搭建项目测试环境，准备测试机器及

相关设备，协助参赛项目调试好测试环境，

确保测试可以顺利进行。

3. 参赛项目功能列表确认及评分标准

宣讲

各个测试小组协调每个参赛项目主负

责人确认其产品功能列表，填写项目创新

点和优势说明，并在真实承诺书上签字。

同时，各个测试小组向参赛队伍宣讲本次

大赛实践组参赛作品测试的评分标准，讲

解每个测试评分项及评分依据。

4. 参赛项目测试评分

参赛队伍演示各自的产品功能和特

性，各个测试小组依据产品的技术含量及

功能实用性进行测试，每组的两名测试人

员根据产品表现对各个测试评分项进行背

对背的打分。为了避免评分有失公平，测

试人员在所有负责项目测试结束后，对各

个测试结果进行综合权衡，对各个项目的

评分值进行统一的调整和确认，并在各个

参赛作品的测试评分明细表上签字。

5. 测试评分汇总统计

在所有参赛项目测试完成之后，大赛

测试总负责人召集测试团队开会，各个测

试小组上报各自的测试结果，整理出各个

参赛作品的详细评分表和综合评分表。每

个参赛作品的综合评分按照每组两个测试

人员的评分取平均值进行计算，生成各个

参赛作品的测试评分表结果，由大赛测试

总负责人签字确认。最终，大赛测试总负

责人整理完成创新大赛实践组参赛作品的

测试报告，上报大赛评委会。

创新大赛测试收获体会

实践组决赛的测试工作从 2015 年 12

建设与管理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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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下午开始到 12 月 18 日结束，持

续了一天半的时间。参加本次竞赛的选手

都来自全国 985、211 等最高学府，各参

赛作品均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测试工作

在紧张激励的气氛中进行。最终，测试团

队圆满的完成了测试任务，也有了很多的

收获和体会。

针对产品技术含量的测试，主要体现

在 IPv6 支持程度和 IPv6 结合程度上，具

体来说体会如下：

首先，对 IPv6 的支持程度是本次大

赛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从测试结果看，

2/3 的参赛项目均支持 IPv6 访问。随着

IPv6 技术的普及，目前基于 IPv6 网络搭

建一些小型的实验环境已经变得简单快

捷，并且实现其通信的接口也已经相当成

熟，大多数参赛团队基本都可以熟练的应

用到自己的项目中去。

其次，对 IPv6 的一些深入应用在本次

大赛的项目中体现的还不够，参赛项目大

多数都是在“用”，而并非“改”。我们

知道，由于在 IPv4 的报文头中包含了所有

的选项，因此每个中间路由器都必须检查

这些选项是否存在；而在 IPv6 中，相关选

项被移到了扩展报文头中，中间路由器不

必处理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选项（在 IPv6 中，

每个中间路由器必须处理的扩展报文头只

有逐跳选项报头）。这种处理方式提高了

路由器处理数据报文的速度，也提高了其

转发性能。比如清华大学的 IVI 项目，其

主要技术就体现在 IPv6 的扩展报头中，使

用 IVI 的双向翻译技术，一个 IPv4 公有地

址可以复用 1024 个 IPv6 地址，并且是可

溯源的地址。在当前IPv4/IPv6的过渡时期，

在 IPv6 中做一些创新性的开发还是会有

很多亮点的，这也是本次参赛作品中所缺

少的。

再次，本次大赛参赛作品中有多个参

赛项目应用到了物联网技术。我们知道，

IPv6 的一大优势就是地址数量多，而这也

正符合物联网对地址的需求，物联网的发

展趋势与 IPv6 的普及程度密切相关。不

过，本次大赛的部分参赛作品虽然应用了

物联网技术，但还是停留在简单的局域网

上，并没有使用 IPv6 网络，还是通过一

些如 485 总线的纯硬件进行操控，物联网

与 IPv6 的结合程度还有待提高。

针对产品功能实用性的测试，主要体

现在功能实现、是否开源和界面友好性上，

具体来说体会如下：

首先，本次大赛参赛作品中不乏很多

优秀的创新作品，并且很多参赛作品都是

基于软件 + 硬件的作品。基于软件 + 硬件

的作品要考虑的技术层面及需要的技术储

备都要更高一些，并且项目的开发量及试

验工作量也更大一些。这些参赛作品的开

发内容在应用层和内核层都有所涉及，并

且伴随了一些驱动的调优及协议栈的自主

开发等，值得大家学习参考。

其次，从测试结果看，2/3 以上的参

赛项目均不同程度的基于开源环境实现并

支持源码安装，大多数项目的功能实现较

全面、界面简洁大方、用户体验良好，能

够与本次大赛主题相切合。

最后，每个参赛作品都各有千秋，

紧跟当前技术潮流，体现了各自项目的

实际意义和创新突破。本次大赛参赛作

品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应用创

新，应用了互联网 + 的思想，以互联网

为纽带开发了多领域的应用平台；技术

创新，在 IPv6 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

商业模式创新，采用了 SAAS 服务模式及

公有云运营模式。

同时，随着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各大主流操作系统也纷纷增加了对

纯 IPv6 地址上网的支持。目前 WinXP、

Linux default 不支持纯 IPv6 上网，Win7、

W in8、W in10、MAC OSX、IOS 8+、

Android 5.0+、Linux（启动 dhcp client 支

持 IPv6 服 务） 均 支 持 纯 IPv6 上 网。 纯

IPv6 地址只能访问 IPv6 网站，但通过 IVI

等翻译技术可同时访问 IPv4/IPv6 网站（两

次翻译技术）。目前 Android 4.4 以上支持

纯 IPv6 两次翻译，IOS 9 支持一次翻译，

Apple appstore 对不支持 IPv6 的应用审核

不通过。相信不远的将来，各大操作系统

对纯 IPv6 的支持将会越来越好。

通过本次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

的测试，集中展示了全国高校在互联网应

用创新领域的新成果，增进了各个参赛队

伍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推动了高校互联网

应用创新人才的培养，并对高校互联网创

新应用成果的产业化有所促进。

创新大赛现场

建设与管理CERNET之窗

( 本文供稿为创新大赛测试团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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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文 / 皇甫大鹏  王兴建  田小萍 

随着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智能无线终端的不断普及，无线上

网已经成为学生连接校园网的主要方式。

802．11ac 标准的无线技术的日臻完善，

使无线网进入千兆接入时代，许多制约传

统无线网发展的因素得到较大改善。根据

802．11ac 标准的技术特点，结合北师大无

线网络的部署情况，本文在校园宿舍无线

网设计选型和规划等方面做了相关的探讨

和研究。

无线上网已经成为学生连接校园网的

主要方式，未来，有线上网的方式将逐步

被无线替代，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传统的无线网络及其部署方式，已

经很难满足师生的需求。IEEE 802．11ac 协

议在物理层采用了 MIMO 和 OFDM 复用以

及 40MHz 信道宽度等技术，使它的物理速

率最高可以达到 1000Mbps。本文在汲取北

师大无线网络建设经验，及国内外无线校园

网建设方案中成功之处，规划并完成了北师

大基于 802.11n 标准的校园无线网的建设。

该组网方案具有安装便捷、使用方便、扩展

性较好、高速安全等特点。

宿舍无线网络概况

2013 年暑期，完成北师大教学科研

区的无线网技术升级改造，信号为 BNU，

采用了 802.11n，1200 多个 AP，放装方式

部署，保证了信号质量，提升上网接入带

宽，目前运行良好。

宿舍无线网问题

北师大学生宿舍区始建于 2009 年，

信号为 BNU-student，设计的原则作为有

线网的补充（每间宿舍有线点位 4 个，实

际住 6~7 人），采用了室外照射的方式部

署，目前存在 4 个方面的问题：

1. 信 号 差： 室 外 照 射， 楼 外 安 装

AP，相互照射，大部分宿舍信号都低于

-65dB 以下，尤其在宿舍的角落内。

2. 性 能 低：2009 年 部 署，AP 均 为

802.11bg，传输速率理论值为 54Mbps，因

室外照射距离较远，实际传输速率只有

1~2Mbps。

3. 并 发 容 量 不 足： 室 外 部 署 AP，

每个楼不超过 6 个 AP，按照每 AP 并发

15~20 人，也就是 100 人左右，而目前每

个宿舍楼学生数都超过 400 人，每学生都

有 1~2 个上网终端，原有的部署早已不满

足学生上网的需求。 

4. 设备老化：室外 AP 2009 年上线已

经过 6 年多时间，部分已老化。

 综上所述，学生宿舍区原有的无线网

已经无法满足学生逐渐增长的上网需求，

学生已多次反映，成了网络的焦点问题。

学生上网需求

手持终端迅猛发展（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100 份，人群：学 5 宿舍

楼本科生，单房间：  4~7 个学生；单学生：  

2~3 个终端；单房间：8~21 个终端。

通过上述有线网和无线网流量和上网

方式对比。可以发现无线网上网方式已经

校园宿舍无线网设计选型与规划

图 2 上网流量对比

无线网
2，817G, 人均 87.3M，

22%

有线网，10，080G,
人均 418.6M，78%

图 3 智能手机比例

普通手机
13%

智能手机
87%

图 4 上网终端对比

笔记本电脑
35%

智能手机
39%

平板电脑
26%

图 1 上网方式对比

无线网
32264

人 ,57%

有线网，
24085，

43%

无线网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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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要的上网方式，上网流量也占有很

大的比例。因此，无线网即将成为主要上

网方式，宿舍区无线网建设更是迫在眉睫。

校园宿舍无线网技术选型

无线网型号和高校调研

针对学生宿舍区的无线网信息网络中

心从厂商、高校、方案等进行了全面调研， 

主要包含了 5 个厂商，6 个高校，4 种方案，

具体如下：

1. 各厂商技术方案

见表 2 各高校无线网方案调研表。

2. 各高校调研情况表

从高校调研的情况看出：

（1）2014 年建设基本选择 802.11ac；

如天大、南开、北邮新校区，2012 年建设

选择 802.11n，如清华、浙大、北邮、北交；

（2）学生宿舍区建设以信号入室为

主，例如南开、北邮、浙大，北邮新校区

采用放状入屋，每屋一个放状 AP，但成

本较高；浙大和南开采用馈线模式；建设

资金不充足的前提下，学生宿舍区建设也

以放装（一带三或楼道）为主，交大一带

三模式，天大采用楼道部署。

（3）建设模式和每个学校的建设思

路有极大的关系。例如：天津大学“无

线作为有线的补充，每宿舍 4 个有线信

息点，无线采用放装楼道部署”；而北

京邮电大学“无线为主”，因此新校区建

设采用放装，在每间宿舍放置一个 AP，

有线信息点关闭，只有无线信号。

宿舍区无线技术对比

针对主要的 4 种技术方案，进行了详

细的技术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1. 放装部署方案

部署模式：1 个 AP 覆盖 3 个宿舍，

如图 5 所示。

优点：（1）协议规范；（2） 数量少，

部署相对简单。

缺点：（1）墙体衰减过大，导致信

号覆盖不均匀；（2）5G 频段衰减影响非

常大；（3）宿舍不规则导致部署 AP 数

量增加，平均 1 个 AP 覆盖 2 个宿舍（尤

其在学 1—4 楼、学 16 楼体现）。

2. 馈线部署方案

部署模式：1 个 AP 覆盖 4、6 或 8 个

宿舍，1 个 AP 覆盖 24 个用户 48 个终端，

如图 6 所示。 

优点：（1）信号均匀，覆盖质量有保证；

（2）AP 数量少，License、PoE 交换机、

控制器数量随之降低。

缺 点：（1）AP 瓶 颈： 内 部 接 口

USB2.0（速度小于 200M），采用大功率

功分器（辐射大），专用线路衰减大、距

离短（易氧化）；（2）非标准性协议（隐

藏终端），无后续新产品 ；（3）宿舍不

规则导致部署 AP 数量增加，平均 1 个 AP

覆盖 3~4 个宿舍 （尤其在学 1-4 楼、学

16 楼体现）。

3. 面板部署方案

部署模式：1 个 AP 覆盖 1 个房间，

如图 7 所示 。

优点 ：（1）信号均匀，覆盖质量有

保证；（2）终端并发数和带宽较好；（3）

可利用原有线网线路，部署方便。

 缺点：（1）AP 数量多，License、

PoE 交换机、控制器数量随之增加，导致

费用高；（2）AP 过多，不便于管理；（3）

每 AP 带有 2 个或更多的有线口，如果造

成环路，直接影响控制器性能。

4. 超瘦 AP 部署方案

部署模式：1 个房间 1 个超瘦 AP，

20 个房间一个主 AP，如图 8 所示。

技术特点：微 AP 只负责收发数据，

不负责处理数据；主 AP 负责处理数据和

交换管理。

优点：（1）信号均匀，覆盖质量有

图 5 放装部署

厂商 放装 馈线 面板 超瘦 

Cisco √ 　 　

H3C √ √ √ √ 

Aruba √ 　 √ 　

锐捷 √ √ √ √ 

华为 √ √ √ 　

表 1 各厂商技术方案对比表

高校名称 建设时间 厂商 协议 数量 方案

清华大学 2012 Cisco 802.11n 2280（教学） 放装 

天津大学 2014 H3C 802.11AC 6000 放装 

南开大学 2014 锐捷 802.11AC 1000 智分 

北京邮电大学
2014 Aruba 802.11AC 新校区 放装 

2012 Aruba、H3C 802.11n 703 （主校区） 放装面板

北京交通大学 2012 Aruba、H3C 802.11n　 2300　 放装 

浙江大学 2012 H3C 802.11n 10000 馈线 

表 2 各高校无线网方案调研表

图 7 面板部署

图 8 超瘦 AP 部署

无线网 建设与管理

图 6 馈线部署

更多房间 更高性能 更佳漫游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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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2）终端并发数和带宽较好；（3）

可利用原有线网线路，部署方便，线路可

利旧；（4）主 AP 数量少， PoE 交换机、

控制器数量随之减少，License 便宜。

 缺点： 超瘦 AP 不能脱离主 AP。

5. 无线方案测试

针对以上方案进行了测试，从 4 月

20 日 至 4 月 30 日 在 学 校 学 5 楼 2、3、

4 层南侧 90 个宿舍，针对 Aruba、H3C、

Ruijie、华为四个厂家，测试了放装、馈

线、面板、超瘦四种方案。测试用例主

要是三点：AP 单终端性能测试、AP 多终

端性能测试、AP 穿墙信号衰减测试。测

试工具：打流软件采用主流 Ixia 公司的 

IxChariot 软件，测试信号强度和信道工具

insider 、 WirelessMon 软件（用于笔记本）

和 Wi-Fi 分析仪（用于手机）。测试终端：

MacBook Pro 6 台，NETGEAR A6200 无线

网卡  12 台。

（1）测试的综合结果。

宿舍无线网打流测试见表 3。

（2）预算调研

通过上述调研结果，可以发现超瘦

AP 的性能最优，价格最低，既能满足学

生的性能要求，价格又比较低，超瘦 AP

是目前高校宿舍无线网最好的部署方式，

如图 9 所示。

宿舍无线网设计规划

本次建设的主要范围是整个学生宿舍

区和留学生公寓，宿舍区内除了宿舍外，

还有一些办公区和自习室。

宿舍无线网建设目标

1. 宿舍区场景

宿舍：保证用户并发接入数、带宽和

稳定性采用 AP 入室方案：（1）接入终

端：单宿舍床位 4~7 人，人均 2~3 个终

端，单房间终端数 12~21 个；（2）2.4G

频段提供满足 60%-80% 终端数 12 以上，

人 均 带 宽 不 小 于 4 兆；（3）5G 频 段 提

供满足 50% 终端数 9 个以上，人均带宽

不小于 20 兆；（4）无线 AP 功率：低于

25mW，既保证信号质量，同时要减少辐

射厕所和楼道：设计原则信号强度大于

-65dB，手机等智能手持终端可用，重点

保障无线网的覆盖质量。

2. 自习室和办公室场景

自习室：教室基本采取室内部署，保

证无线网的接入带宽和密度：（1）教室

采用 AP 入室原则，单 AP 覆盖最大 30 人；

（2）教室 AP 数量 = 座位数 /30+1;（3）

特高密场所可以采用高密 AP；

办公室：办公室基本采取室内部署，

保证无线网的覆盖

质量和密度：（1） 

办公室面积小于 30

平米或人数小于 5

人，部署面板 AP；

（2） 办 公 室 面 积

30~60 平 米 或 人 数

在 15 人以上的部署

1 个放装 AP；（3）

办公室面积大于 60 平米或人数大于 30 人

部署 2 个 AP。

宿舍无线网设计原则

1. 宿舍无线网设计原则（技术）

（1）无线独立成网：各楼宇无线网

通过光纤汇聚至校园网核心机房，有线、

无线网络独立运行，提高校园网的高性能、

高稳定、可靠性和冗余性 ;

（2）控制器冗余：控制器采用 N+1

主机热备，一台控制器出现故障，可以秒

级别切换，保障无线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3）无线产品和技术：无线 AP 要

求支持双流 802.11ac 协议、IPv6 协议 ;

 （4）无线网双核心交换机：冗余设

计（双机热备或冷备）、表项足够大（150K）;

（5）无线汇聚交换机：单楼宇通过

汇聚交换机汇聚之后，万兆光纤上联学校

核心机房。

2. 宿舍无线网设计原则（部署）

（1）无线信号入房间：设计理念是

无线可以独立满足用户需求，与有线并驾

齐驱；保障无线信号的覆盖、质量和容量，

尤其是 802.11ac。

 （2）节省成本理念：不同场景使用

不同型号产品，保证性能的调价下，价格

最优；网线利旧：借用宿舍 1 个原有线点

位，节省布线成本；

（3）便于施工和升级换代兼容性：

宿舍无线 AP 采用通用网络连接（线路将

来可利旧）；汇聚和核心交换机（含控制

器）采用通用产品。

3. 控制器和核心交换机选型

（1）核心交换机和控制器合二为一，

采用控制器插板卡形式；

（2）高端交换机插控制器板卡：2

台（冗余、稳定、节约成本、节省空间）；

（3）高端交换机承担楼宇无线汇聚

和核心交换机（用户网关）功能；

（4）单台配置 32 口万兆板卡，可双

机负载分担，同时解决楼宇接入单点故障

（手工拔插卡）；

（5）单台配 3 个控制卡（单卡可以

支持 2048 个 AP，用户数 1 万 +）；预计

本次规模为 5500 个 AP，单卡实际带 1500

个 AP， 控制器板卡可做 5+1 热备。

本文根据 802.11ac 产品和微 AP 等各

类产品的特性，提出宿舍区无线网技术选

型和规划，为北师大新校区无线网建设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超瘦 AP 技术方

案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验证。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

宿舍无线网打流测试

　 　 放装 AP 馈线 面板 超瘦 AP 

单终端 总流量（M） 360.0 300 574 581

多终端 
6 终端 / 间 

总流量（M） 81.0 196 390 396

每房间平均流量（M） 27 65.3 390 396 

人均带宽（M） 4.5 10.9 65 

表 3 宿舍无线网打流测试表

图 9 不同方案预算对比

放装 面板 馈线 超瘦 AP

1.27
1.58

1.07 1

无线网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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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玉平       吴慧韫  

目前互联网上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为

了找寻某项信息，我们需要借助搜索引

擎（如 Google、Bing 等）来检索，即便如

此，我们依然需要忍受信息浪费、信息超

载带来的信息匮乏的困境。此外 Web 上

的很多数据都不能互相操作。如果您想

从一个网站抽取数据，与其他网站上的数

据进行组合，您需要编写一个自定义爬虫

（Crawler），从页面中抓取到所需要的信

息后才能进行组合。

Web 站点的内容基本是 HTML、文

本、图片、各类音频、视频、文件等信息，

称之为非结构化数据。相对于结构数据，

非结构化 Web 数据不利于管理、分析、

挖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界研究学

者和实践者研究非结构化数据的整合、

挖掘和利用，部分公司在研究的基础上

制作了具体的产品和工具，为用户提供

了非结构化数据的捕获、识别、存储和分

析挖掘的解决方案。

为了分析万维网上的非结构化数据，

1998 年万维网联盟的蒂姆·伯纳斯 - 李

（Tim Berners-Lee）提出了语义网的概念。

它的核心是通过给万维网上的文档添加能

够被计算机所理解的语义，从而使整个互

联网成为一个通用的信息交换媒介。语义

万维网的目标是通过使用标准的标记语言

和相关的处理工具来扩展万维网的能力。

理想上，语义网是由比现今成熟的网络搜

索工具更加行之有效的、更加广泛意义的，

并且是由自动聚集和搜集信息的文档组成

的。但是目前的发展仍然在探索，甚至于

停滞不前。

2006 年 Tim Berners-Lee 在 Linked 

Data 一文中提出了“关联数据”的概念。

关联数据使用了一部分语义网的概念和

技术来尝试着解决数据互操作问题。其

重点在于通过资源描述框架（简称 RDF）

数据模型，将网络上的非结构化数据和

采用不同标准的结构化数据转换成遵循

统一标准的结构化数据，以便机器理解。

图书馆界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型媒体

公司如 BBC、纽约时报，政府机构如英

国政府、美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都纷

纷试水关联数据，大量传统网页上的数

据（包括维基百科）正在被自动半自动

地转换成关联数据。可以认为，关联数

据使互联网迈出了向语义网（Semantic 

Web）进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文档的

网络（the Web of Document）”向“数据

的网络（the Web of Data）”转变，已经

是大势所趋。

关联数据技术的发展研究

Tim Berners-Lee 在 Linked Data 一文

中阐述了关联数据的四原则：1. 任何事

物均使用 URI 来命名；2. 允许用户通过

HTTP URI 查询到该名称；3. 当用户查询

一个 URI 时，按照 RDF、SPARQL 标准返

回有用的信息；4. 包含链接到其他事物的

URI，以便用户可以查阅更多的信息。四

原则成为“关联数据”理念的基石。2007

年 7 月，How to Publish Linked Data on the 

Web 一文发布，成为关联数据实现技术

的经典，后来原作者就如何发布关联数据

撰写了一本继续研究并形成专著 Linked 

Data: Evolving the Web into a Global Data 

Space。专著中将“关联数据”定义为“一

种在万维网上发布和链接结构化数据的方

式”。作者认为，“关联数据是利用万维

网来创建来自不同数据源的语义链接”，

“数据价值和效用随着其链接到其他数据的

增多而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数据之间

的关联越是丰富、有效，数据则越有价值，

数据的价值就越是得到体现。在此基础上

可以进一步分析、挖掘其间所包含的潜在

价值。

开 放 关 联 数 据 的 四 原 则 及 其 简 易

性， 推 动 了 关 联 数 据 在 各 领 域 的 使 用，

Cardoso, Silvio D. 等作者发表了 SWI: A 

Semantic Web Interactive Gazetteer to 

support Linked Open Data 的文章就开放

数据在地理位置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探讨；

Ding,Li 等作者则就开放管理数据在政府

公开数据方面的应用做出了研究。而对

于开放数据的应用，则更有大量研究者

作出很多贡献，如 Fermoso 等作者研究了

开放关联数据在电子教学和协作学习领

域的应用；Ruiz-Calleja 等研究了在信息

通信工具领域的开放数据对于学习的帮

助；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开

发关联数据更是成为了大数据研究的数

据来源之一，Simón, L. Fernando Ramos 

Avilés 等撰文研究开放数据成为通用数

据服务接口的问题；Dimou, Anastasia De 

Vocht 等学者对开放数据的可视化作出了

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开放关联数据的

研究比较繁多，在数据依赖的领域得到了

重视。

数据开放式 Web 技术探索

网络管理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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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看，关联数据是语义网的一

种轻量级的实现方式，它可以让 Web 应

用通过简单通用的 HTTP URI 规范直接访

问文档中的“数据”，是实现“数据的网络”

的关键技术。发布关联数据从技术上来说

是很简单，只要遵循资源描述框架（RDF）

数据模型在万维网上发布结构化数据，并

且可以利用 RDF 链接聚合不同数据源的

数据。

W3C 的 RDF 是指由“主体（Subject）—

谓词（Predicate）—客体（Object）”三

元组构成的资源描述通用模型。其中“主体”

是有统一标识符（URI）的资源或者是空

白节点；“客体”则可以是有 URI 的资源；

而“谓词”表示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根

据关联数据的原则，关联数据的三元组都

应该以 URI 来表达，以 RDF 来编码。尤

其是主体，必须可以通过开放的 HTTP 方

式来获取。根据四原则中的第四原则，数

据的 RDF 描述中应包含其他更多数据的

链接。

关联数据的研究平台是基于现有的

Web 技术（HTTP、URL 和 HTML），并

在此基础上反向对现有的 Web 技术作了

进一步的规范和限定。

发布关联数据的技术的研究

Laleci, G. B 等作者对于内容管理系统

中的语义网络进行了研究，文中提出了在

现有的内容管理系统对知识库内容进行

语义发现。Cardoso 等学者研究了 XML 与

OWL 之间的映射问题，Hogan, Aidan 则研

究了通过语义搜索引擎检索开放数据以及

数据实体匹配、精简等工作的扩展和分布

式方法；Zimmermann 则提出了一个呈现、

查询开放数据的通用框架。以上学者的研

究丰富了开放数据领域的各个细节。而对

于现有 Web 内容进行关联数据发布，则

鲜有提及。

在参考了大量文献，并就现有 Web

内容管理系统进行研究后，我们提出对现

有 Web 内容进行关联数据的发布和聚合，

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 建立 RDF 数据模型描述要发布的

数据资源，并用 URI 来标识该资源； 

2. 建立现有网站内容类型中的属性到

RDF 词汇表的映射； 

3. 利用 RDFa 在 HTML 中嵌入 RDF

属性或标记，生成的页面可以由普通 Web

浏览器直接访问，页面文本也可以由专门

的 RDF 分析工具进行翻译理解；

4. 或者在 Web 上直接发布 RDF 文档，

并支持 HTTP 的内容协商机制（Content 

Negotiation），根据客户端请求的数据类

型（text/html 还是 application/rdf+xml）来

判断返回 HTML 还是 RDF 格式的内容；

5. 建立 SPARQL Endpoint 端点。通过

提供标准开放的访问接口，允许支持 RDF

的标准化检索语言 SPARQL 的系统检索

RDF 数据库，远程调用本地数据；

6. 构建 SPARQL 查询语句，调用远

程的 RDF 数据，供本地使用（显示、加工、

统计等）。

关联数据技术仍然是新兴的技术，支

持该技术的实现和工具比较少，但是关联

数据的四原则决定了关联数据的实现不依

赖具体的技术和工具，只和相关的 Web

标准 (HTTP、URI) 有关。因此，关联数据

的生成、发布和消费可以不改变原有的内

容发布系统的基础上，在原有系统之上架

构一层支持关联数据的应用模块即可。上

海图书馆的夏翠娟等作者的《关联数据发

布技术及其实现——以 Drupal 为例》、华

东师范大学娄秀明的硕士论文《用关联数

据技术实现网络知识组织系统的研究》、

沈志宏和张晓林的《关联数据及其应用现

状综述》等都对关联数据的发布提出了自

己的技术方案。在上海海事大学网站中，

我们引入了文档属性与 RDF 映射的机制，

在原有的内容管理系统基础上，建立了现

有内容到 RDF 的映射，以及构架 SPARQL 

Endpoint，实现了本地生产、发布关联数据，

也可以通过 SPARQL View 模块来实现消

费远程关联数据的功能，如图 1 所示。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根据数据量的大

小、数据的更新频率、数据的存储方式和

数据的访问方式的不同，采用以下几种方

式来发布关联数据：

1. 直接发布纯静态的 RDF 数据文件，

适用于数据更新频率较低的情况；

2. 将 RDF 数 据 存 储 在 RDF 数 据 库

（RDF Store）中（如 3store、4store、ARC2 等），

图 1  文档属性与 RDF 的映射关系

网络管理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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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创建 SPARQL Endpoint 来发布数据。进

一步，可以采用 Pubby 等软件作为关联数

据服务的前端，适用于数据量较大的情况；

3. 自建系统，根据原始数据在线动态

生成 RDF 数据，适用于更新较频繁的情况；

4.D2R 建立映射关系，将关系数据库

存储的数据内容发布成关联数据。

利用 Drupal 发布关联数据

Drupal 于 2001 年 上 线 发 布， 在

Drupal 核心代码包中有一个名为 rdf.php

的源文件，提供了面向对象的、基于 RDF

的 XML 解析器和一个 RDF 标题生成器，

为 Drupal 支持语义网奠定了基础。2008

年 Drupal 年会上正式推出了遵循 W3C 制

定的 RDFa 标准的对关联数据的支持功能。

2009 年的 Drupal 年会上，更新后的 RDF

模块全面、规模化地支撑关联数据的生

成、发布和利用。2011 年 1 月，Drupal7

正式版发布，直接把 RDF 相关模块作为

Drupal 的核心。

我们在建设上海海事大学网站的时候，

也考虑了语义网、RDF 和关联数据方面的

研究工作，一方面便于 Google 等支持语义

网的搜索引擎进行检索，同时也对关联数

据技术组织了研究和实践。

生成 RDF 数据

Drupal 本身支持的 RDF 功能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安装 RDF Extensions 模块。通过

RDF Extensions 模块，可以为系统提供以

下几个功能：

1. 提供更多的扩展 API，并提供 RDF/

XML、NTriples、Turtle 等 RDF 序列化格式，

访问 node/1.rdf 或 node/1.nt 时可以直接导

出 RDF 数据；

2. 提供友好的界面，允许站点管理员

定制 RDF 映射关系；

3. 提供用户导入 RDF 词汇的友好操

作界面。

通 过 RDF 映 射， 任 何 格 式 的 字 段

都 可 以 映 射 到 一 个 RDF 属 性， 任 何 内

容类型都可以被映射

到一个 RDF 类型。例

如， 图 片 新 闻 可 以 映

射 为 site:Imagenews

类 型， 其 中 的 字

段 映 射 到 dc:date、

c o n t e n t : e n c o d e d 、

dc:title 等 等。Drupal

将定义了映射的内容

类型使用 RDFa 处理标

记和属性，如此一来

Web 站点可以轻易的

和其他人共享自己的

数据，也可以很方便

地利用 RDF 工具来分

析自己的站点，比如

Google 的 Rich Snippets

为站点管理员提供分

析工具，便于提高站

点在 Google 中的排名以及在搜索结构中为

用户提供更进一步的有效信息。

代码 1 是我们生成的一则图片新闻的

RDF 描述，该内容取自于嵌入在 HTML

代码中 RDFa 属性，通过 RDFa 分析器分

离出其中的 RDF 数据。分析该代码，我

们 可 以 看 出 该 新 闻 的 核 心 内 容 有 URL

（rdf:about）、标题（dc:title）、发布时间

（dc:date）、内容（content:encoded）以及

为页面呈现所附加的数据。RDF 处理工具

可以根据预先定义的词汇分析出该页面所

表达的语义，提供给上层应用进一步分析、

存储。
<rdf:RDF>

⋯⋯

<foaf:Document rdf:about="http://www.shmtu.edu.cn/

imagenews/nan-fang-ke-ji-da-xue-fu-xiao-chang-tan-

zheng-jiao-shou-wei-wo-xiao-shi-sheng-zuo-zhuan-

ti">

⋯⋯

<rdf:type rdf:resource="http://rdfs.org/sioc/ns#Item"/>

< c o n t e n t : e n c o d e d r d f : d a t a t y p e = " h t t p : / / w w w .

w3.org /1999/02/22-rdf-syntax-ns#XMLLi te ra l "></

content:encoded>

<dc :da te rd f :da ta t ype= "h t tp : / /www.w3.o rg /2001/

XMLSchema#dateTime">2013-09-29T16:05:00+08:00</

dc:date>

⋯⋯

<dc:title xml:lang="zh-hans"> 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覃正教授

为我校师生作专题报告 </dc:title>

<sioc:num_replies rdf:datatype="http://www.w3.org/2001/

X M L S c h e m a # i n t e g e r " >0< / s i o c : n u m _ r e p l i e s > < /

foaf:Document>

</rdf:RDF>

发布 RDF 关联数据

在对站点内容作了 RDF 映射后，不

仅可以通过 RDFa 方式以 HTML 标记的

形式发布，还可以对外提供端点，允许

SPARQL 标准化检索语言来进行查询操

作，以及用 Pubby 作为端点的前端来进

行关系型数据操作。对于关联数据的发

布，Freitas, André 提出了使用语义相关

但词汇独立的查询进行关联数据图的检索；

Delbru 等学者对 Web 数据的搜索提出了

实体获取的高性能检索模型。笔者在案例

中采用的成熟的 SPARQL 查询语言进行数

据的对外服务，方便了其他系统检索学校

网站中得数据，也为搜索引擎提供了垂直

搜索的可能性。

代码 2 所示的 SPARQL 语句，可以

用来查询上海海事大学网站中的 RDF 数

据，其具体意义为：在站内搜索内容类

型为图片新闻（Imagenews）的，且正文

（content:encoded）中含有“科研”两个字

title s

上海海事大学 5 个国家级工

程实践教育中心同日揭牌

http://www.shmtu.edu.cn/imagenews/ 

s h a n g - h a i - h a i - s h i - d a -

x u e - 5 g e - g u o - j i a - j i - g o n g 

-cheng-shi-jian-jiao-yu-zhong-xin-

tong-ri-jie

表 1 利用 SPARQL 查询后的结果

图 2  SPARQL 查询演示界面

网络管理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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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并显示标题和图片新闻的 URL。
PREFIX site: <http://www.shmtu.edu.cn/ns#>.

PREFIX content: <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

PREFIX dc: <http://purl.org/dc/terms/>.

SELECT DISTINCT ?title ?s

WHERE {

?s rdf:type site:Imagenews.

?s content:encoded ?body.

?s dc:title ?title.

FILTER (REGEX(STR(?body), ' 科研 ', "i"))

}

通过查询以上 SPARQL 语句，结果见

表 1（表中结果示例性显示 1 行）。

图 2 为具体的查询演示界面，用来模

拟 SPARQL 查询正文含有科研关键字的文

章列表。

在 Drupal 中创建 SPARQL Endpoint，

需要安装 SPARQL 模块，可以通过以下命

令来安装：

drush dl sparql

drush ?y en sparql sparql_endpoint

安装模块后，在“导航”菜单中可

以找到两个菜单项：Build RDF Index 和

SPARQL endpoint。Build RDF Index 允许

站点管理员手工索引站内数据；SPARQL 

endpoint 提 供 了 通 过 SPARQL 语 句 检

索 RDF 数 据 的 界 面， 可 以 测 试、 检 验

SPARQL 语句以及查询结果。

消费 RDF 关联数据

有了 SPARQL Endpoint 共享数据，我

们便可以在其他站点消费本站点所生成的

RDF 数据，譬如在新闻聚合或者多个相关

站点中共享信息。目前，在互联网上开放

数据共享领域比较著名的 DBpedia，它从

Wikipedia 页面中右侧的 infobox 分析 Web

上的信息。它允许我们对 Wikipedia 进行

复杂的查询，并链接到相关的 Wikipedia

数据。DBpedia 使得我们可以以多种方式

来使用 Wikipedia 数据，而不仅仅是依赖

搜索引擎。作为 Linking Open Data 计划中

最早和最大的成就之一，它包含超过 400 

万个事物的信息并包含 3,220,000 个数据

本体（Ontology）。

Linking Open Data 云是一个社区项

目，它在网络上发布开放数据集并使用 

RDF 将来自不同数据集的数据链接在一起。

DBpedia 数据集在 Linking Open Data 云中

是非常重要的节点。此外，部分国家将可

以信息公开的数据也发布在 LOD 中。在

数据集之间建立链接意味着可以像浏览数

据库一样浏览 LOD 云数据网络。

Linking Open Data 社区项目截至 2011

年的数据见表 2。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政府机构在关联开

发数据领域占了相当的比重。英国政府依

据网络发明者 Tim Berners Lee 先生的建议，

参与了 Linking open data 项目，让政府机

构和地方当局在线发布他们的公共数据。

本文撰写时，已有 10,333 个数据集可用。

其中一些数据集可通过 SPARQL 端点以

RDF 形式提供，比如 Research funding

数据集。此数据集包括超过 43,334 条英

国各种基金管理机构创立的项目的相关

信息。

在这里，我们以 data.gov.uk Research 

Domain Number of 
datasets Triples % (Out-)Links %

Media 25 1,841,852,061 5.82 % 50,440,705 10.01 %

Geographic 31 6,145,532,484 19.43 % 35,812,328 7.11 %

Government 49 13,315,009,400 42.09 % 19,343,519 3.84 %

Publications 87 2,950,720,693 9.33 % 139,925,218 27.76 %

Cross-domain 41 4,184,635,715 13.23 % 63,183,065 12.54 %

Life sciences 41 3,036,336,004 9.60 % 191,844,090 38.06 %

User-generated 
content 20 134,127,413 0.42 % 3,449,143 0.68 %

295 31,634,213,770 503,998,829

表 2 Linking Open Data 社区项目数据表（截至 2011 年）

funding 数 据 集 为 例， 该 数 据 集 包 括

DBpedia 中的资源链接。来自 Research 

funding 数据集的每个项目都链接到其基

金管理机构的 DBpedia URI。一个这样的

基金管理机构的例子就是工程和自然科

学研究委员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EPSRC），它

的 DBpedia URI 为 http://dbpedia.org/

resource /Eng ineer ing_and_Phys ica l_

Sciences_ Research_Council。访问此 HTTP 

URI 将可以看到 DBpedia 拥有的关于此机

构的信息。

现在，数据位于 Internet 上两个独立

的页面中（一个页面针对一个管理机构，

另一个页面针对一个具体项目），没有页

面会聚合可以同时在这两个页面上找到

的大量信息。通过 Drupal 7，我们可以构

建这样一个包含两个相关数据信息的页

面，既包含来自 DBpedia 的数据，又包含

Research funding 的数据。除了文中提到

的模块外，还需要安装 SPARQL Views 模

块。SPARQL Views 添加了使用 Views 查

询 SPARQL 端点并显示结果的功能，就像

它们来自本地数据库一样。

具体操作步骤本文不再赘述，示例

可以参考 Lin Clark 的 The Semantic Web, 

Linked Data and Drupal, Part 2: Combine 

linked datasets with Drupal 7 and SPARQL 

Views。

关联开放数据技术已经成为语义 Web

的一个研究方向，其具体实现虽然不依

赖于特定的技术，但有了 Drupal 7 这个平

台，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创新技术实

践。上海海事大学的学校网站在实现基

本的内容管理系统基础上，结合 Linked 

Data、SPARQL 等技术实现了数据开放的

功能。鉴于网站的信息公开性、新闻性，

我们还将继续研究针对学校的可公开数据

参与 Linking Open Data 社区项目中，共享

开放我们的数据。在实践中反向促进对该

Linked Data 技术的研究。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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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国林

GIS 简介

GIS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或 Geo － Information system，GIS）是在

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对地理空间分布的数

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分析和表达的技

术系统。GIS 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

军事、交通、国土资源、地矿、广播电视、

电力、教育等几乎所有行业，并逐步走进人

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GIS 在校园 IT 资源管理的作用

随着校园信息化的程度不断深入，网

络需求日益强烈，弱电管道管沟的建设，

线缆敷设增多，地下管线日趋复杂。伴随

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设备与线缆也不

断更新，用于记录的相关数据的图纸、资

料文档大多用纸质存放，容易流失损坏，

且不便于查找、更新，对准确性与一致性

更难以保证。而设计、施工、运维等人员

往往需要围绕管线资源，设备线路等资料

进行工作，这对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要

求极高 , 建立一个基于 GIS 且能共享管线

资源的系统显得十分必要。

应用需求与主要功能

本文以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园 IT 资源

管理系统为例，阐述基于 GIS 的校园网络

资源管理系统的功能与实现。该系统经过

两期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校园 IT 资源管理系统一期工程

华南理工大学的 IT 资源管理系统建

设从 2013 年启动，分期进行。一期的建

设主要通过数据库将地理信息数据与校园

网络资源一一对应，构建一个直观的图形

化界面，从而达到对校园弱电管道、光纤

的空间与属性等信息进行统一管理的目

的，具体功能如图 1 所示。

校园 IT 资源管理系统二期工程

二期工程主要是在一期工程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系统的功能，增加对固话

网络设备及网络设备进行精细化管理，实

现端口级的 IT 资源管理，建设井盖监测

管理系统，增加管道沙井资源的安全告警

功能，提高校园管道的安全性，同时，本

系统与学校在用的 IT 运维管理系统、网

络监控系统进行有机结合，通过建立统一

存储的数据库，最终实现可视化、易维护，

且能提供多业务、多目标的综合服务系统，

具体功能如图 2 所示。

系统功能

经过两期的建设，系统核心功能已经

完成，可分为 9 个部分。

1. 资源维护：通过图形化界面，对光

纤、沙井、管道、交接箱等资源的位置信

息与业务属性进行维护。

2. 信息查询：提供对光纤、沙井、管

道、交接箱等资源在地图上的定位查询，

并显示其属性信息。

3. 辅助规划：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做

镜像，提供基于项目的光纤、管道增加、

修改、删除等维护功能，附加如光纤管道

路由，可用空间等基本项目属性，完成后

提供打印图纸或输出为图片文件。

基于 GIS 有效管理校园 IT 资源

图 1  校园 IT 资源管理系统一期

资源维护 信息查询 辅助规划 故障辅助定位 系统管理

校园 IT 资源综合

管理系统一期

图 2  校园 IT 资源综合管理系统二期

集成运维

服务系统

资源编码

管理系统

IT 设备资源

管理子系统

固话网资源

管理系统

井盖监测

管理系统

校园 IT 资源综合

管理系统二期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字校园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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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障辅助定位：当光纤发生中断

时，系统可根据维护人员测算的距离在

电子地图上将断点进行标识，提高维护

效率。

5. 集成运维服务：系统通过数据接

口与学校使用 ITLE 运维管理系统、网络

管理进行集成，一方面实现运维过程中

配置管理的图形化，另一方面对告警信

息在地图上实现直观化的展示。

6. 资源编码管理：对校园的楼宇、

道路、绿化带等基础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生成唯一编码，并可根据预先设置的编

码规则对新建资源实现编码自动生成的

功能，并提供校验。

7.IT 设备资源管理：基于校园内建筑

的平面图实现网络设备的图形化管理。提

供设备定位、端口拓扑管理，设备资源统

计分析等功能。

8. 固话网资源管理：通过图形化界面

对固话网中的线缆、设备的空间信息与业

务属性进行直观化管理，提供数据的增、

删、改等功能，并可在电子地图上进行绘

制与展示。

9. 井盖监测管理：利用传感器，采用

二进制协议实现监测系统的指令下达与井

盖终端的告警上报功能，为保护管井资源

提供预警作用。

系统平台

本 系 统 由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网 络 中 心

提 出 需 求， 服 务 器 端 使 用 J2EE 架 构，

安全性、可靠性得到保证；客户端采用

FLASH Rich client 技术，不仅界面美观，

而且响应速度快。数据库使用 Oracle，

速度快，安全级别高。另外，系统完全

基于 B/S 的体系结构，便于后台管理与

发布，同时支持多种浏览器使用。

系统建设思路

由于在本系统开发前，基于 GIS 的校

园管理系统在广东高校中并无案例，华南

理工大学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听取专

家与实际运维人员的意见，前期对系统进

行科学、全面的需求分析，建设期间让最

终用户充分参与，听取宝贵建议，优化系

统，系统完成后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保持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系统建设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方案

由于缺少参考案例，系统建设过程中

遇到不少困难。其中，系统建模时，需要

校园的平面图，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只能

取得 2000 年的版本，图纸大部分与实际

情况相符，但近几年新建的道路与大楼并

无体现，对此，专门成立数据采集组，从

一线的网络与固话网维护人员抽调人手参

与，在平常的运维工作中不断校对与完善

图纸中的道路、建筑等信息，最终完成地

图建模。另外，在光纤数据录入时，由于

部分 ODF（光纤配线架）路由走向资料缺

失，现场也无标签，安排专人查找不仅工

作量大，而且效率低，查找过程中还有引

发线路故障，得不偿失。结合运维人员经

验，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分两步走，

首先将文档齐全，经过校验的数据优先录

入；对于老旧或资料不全线路的，若近期

有改造计划的，进行改造后再做录入，若

无改造计划的，在运维过程中，不断完

善。同时，制定严谨、可行的数据管理办

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一

致性。

系统在校园网中的作用

基于 GIS 的校园 IT 资源管理系统实

现校园网中 IT 资源的管理与信息共享，

解决了光纤管道运维过程中资料共享、文

档查询等关键问题。系统在校园网中的主

要作用体现如下：1. 为校园网中 IT 资源

实现统一管理，优化资源配置。2. 从根本

上解决 IT 资源信息共享的难题。3. 为光

纤管道的建设、设计和运维提供准确直观

的参考手段。4. 通过对 IT 资源故障的准

确定位，降低故障点定位的时间，推动

日常运维工作向精细化发展，提高 IT 运

维的整体水平。5. 系统成熟后，推广到

校内其他部门，如水电智能化、园林管理、

视频监控、校园交通等应用均可依托此

系统做二次开发，给教学科研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建设基于 GIS 的校园 IT 资源综合管

理系统，为校园网中的 IT 资源提供全面

有效的管理，为网络运维提供直观化的

数据参考，提高运维效率，并能给整体

的网络规划建设提供依据，提高校园网

的稳定性。通过对系统数据、系统功能

的不断完善，基于 GIS 技术应用于在校

园网光纤管道是日后校园网管理的必然

趋势，IT 资源综合管理系统在华南理工

大学推进信息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图 3  校园 IT 资源综合管理系统

数字校园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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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杰欣

智慧校园背景下的信息化微服务，就目前而言，它应该架构

在已建成的数字化校园各基础平台之上，包括信息门户平台、数

据共享与交换平台、统一通信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互动教学或教学资源库平台，以及众多的职能业务系

统，以催化剂的方式将各个平台和业务融合形成微服务的核心，

即微服务不能脱离现存平台，但又高于每个平台和系统的既定运

行逻辑和应用群体，它将跨职能跨部门的业务或数据串联成更贴

近师生、更便捷管理的服务内容，用户只需发出需求指令，指令

涉及的分析计算、数据抽取、业务流程等都通过原有平台获取和

加工。简言之，原有的业务系统与平台仍然各司其职，做各自擅

长的业务领域和业务流程，微服务以具体的，甚至很微小的服务

需求为本，将不同平台与系统搭建沟通桥梁。微服务的内容多为

一个平台或系统自身无法解决的服务需求，包括不足以新建一个

软件项目或不值得新建一个软件项目来解决的具体问题。

构建信息化微服务的目的是梳理原有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落后

的、痒而不痛的服务环节，基于信息化全局优势，构建一套具备快

速开发，由校本人员简单培训就能定义功

能与服务的信息化能力，精简事务流程，

提高业务系统基本数据共享与利用能力，

以小事不小的理念和微服务体现信息化建

设的价值，拉近师生用户对信息化建设的

认同感和满意度，这也是对信息化重建设

轻应用的理念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

如何构建微服务

微服务不是一项服务，可以有许许多

多不相关联的服务项组成；微服务也不是

某一项或几项固定的职能，因此它也不是

任何一种管理信息系统；微服务不是综合

服务，类似门户的平台对微服务而言太过

庞大。本文认为，微服务应有两种释义，一种是服务的事项本身是

微小的，但能够基于信息化手段提供更贴近用户的服务体验；第二

种是将大型或繁琐的服务事项微小化，以精简的流程手续服务师生。

微服务架构设计

智慧校园背景下的微服务，我们把它定义为基于成熟的社交

平台构建与用户互动界面，重新融合已建成的管理系统和信息平

台，催化出跨界的服务功能，核心理念是将大型且复杂的应用分

解为小且内聚的服务，将没有归属的小需求实现为微服务。如图

1 所示为微服务架构设计示意图。

从垂直方向来看，微服务构建与系统平台构建是两个不同的

方向，大系统与大平台侧重的是大而全，定位在通过一个系统平

台尽可能收纳更多的功能与服务，开发的周期较长，开发过程涉

及不同业务系统之间数据流的复杂联系，有赖于系统承建厂商的

支持，功能迭代与扩展面临较高复杂度。微服务注重的是轻量服

务，定位在以自有力量快速地解决信息应用上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开发必须快速响应，因此以应用催化层关联其各个业务系统、数

据库以及各个已建成平台，将各个业务系统和平台所擅长的事情

仍交给各系统和平台去处理，应用催化层起到融合的作用，将流

体贴入“微”构建信息化微服务
中南民族大学

图 1  微服务架构设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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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校园 建设与管理



70 中国教育网络 2016.2-3

程性功能送回原系统平台去处理，将结果性数据直接拿来使用，

这样就能最大程度保证应用催化层的轻量。数据交互接口比较

XML 和 JSON 两种格式，以 JSON 格式传递给消息收发前置更适

合机器处理，消息收发前置也是一个轻量的功能结构，对内请求

和获取消息结果，对外与社交平台进行消息转码和收发，在拓扑

上也隔离内部系统与外部社交平台。

从水平方向来看，微服务架构设计是可扩展的弹性架构，一

个应用催化结构可基于一个微服务功能关联多个应用系统或数据

库，也可按 URL 或 SQL 等不同事务划分给不同的应用催化结构

处理。消息前置结构能以多种方式实现负载均衡与冗余，对应应

用催化层即可一对多，也可多对一，对应社交平台也能做到逐一

对应或集中对应。

应用催化层和消息前置的功能编程，均可由开发人员选择自

己熟悉的编程语言，使微服务可以吸纳更多的技术人员参与其中，

不同的开发语言实现不同的微服务功能，相应创建多个应用催化

结构，每个微服务也就实现了相对隔离，即使某一个应用催化结

构存在 Bug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微服务的运行。此外，由于应用催

化层是一个轻量结构，相应代码的行数则有限，这也使得代码的

阅读与检查变得可行。

交互界面上，微信、钉钉等都是用户熟悉的移动社交平台，

作为微服务的入口更贴近用户的使用习惯，在操作方式和功能发

现上门槛更低，还可省去美工设计而更专注于服务功能实现，这

使得微服务在未来具有更宽广的应用场景适应性。此外，作为公

共社交平台，不用担心微服务使用热度增加后的资源扩充，节省

的人力和财力都可投入到更直接的微服务应用中。

安全方面，应用催化层与其他系统平台保护在数据中心内，

它与消息收发前置交互数据仅为 JSON 格式，不需与数据中心外

部有其他任何通信，阻断了被破坏或被利用的可能，而消息收发

前置与社交平台只是收发消息，并且限定社交平台的接口 IP，

真正与用户交互发生在社交平台终端，用户发出的功能指令由社

交平台处理，再转向消息收发前置，也就是说，用户与微服务的

交互并不直接面向消息收发前置，由用户端发出的威胁均有移动

社交平台抵受，也就进一步缩小的安全风险。

微服务构建流程

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微服务的构建在开发时间、人员数量、

版本迭代周期等方面都要优于普通软件开发项目，如图 2 所示为

微服务构建流程示意图。

不同于一般大系统或大平台的建设，微服务的需求出现在已

有系统和平台之外的应用难点和管理痛点，这些新兴的问题有的

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而来，如师生服务如何快速在移动端形成服

务能力；有的伴随信息化建设的条块分割而来，一项流程性功能

既不属于现有的每一个业务系统，也没有专门的系统与之对应；

有的仅仅是一个公共信息查询就可解决的问题，不值得再去花费

人力与财力建设专门的页面和后台管理。微服务就活跃在这些事

情虽小，信息技术要素样样俱全的服务上。

微服务探索

通过十二五期间信息化建设和积累，我校逐渐完善了管理信息

系统和系统平台的建设，数据中心公共数据库也积累了一定的基础

数据，这些都为微应用构建创造了良好基础，在大数据应用与智慧

校园声浪此起彼伏之中，我们也确立了以微服务为主线的智慧校园

建设路径，设想经过十三五新一轮信息化建设之后，由一组组小的

微服务凝聚在一起的服务型智慧校园将从蓝图变为现实。

1．学生在校情况预警分析

学生管理是多元和复杂的，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突出情况屡

有发生，最头疼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及早发现，以便及时干预，

改变目前被动知晓的窘境。

暂不论各种极端情况，通常一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出入寝

室、校园、图书馆、食堂都有基于 IT 基础设施的记录，当个体

的规律发生变化，或区别于其他轨迹相近的人时，大数据分析就

能读出其中的异常将其找出。然而，大数据平台擅长的是如何找

出我们想要的异常，谁可以获取这个信息，以及如何获取都不是

它所擅长的，于是，由微服务作为与管理的交互界面，将数据结

果取回，匹配学工系统的基本信息通过微信企业号定向投递给辅

导员个人，做到过程上的直达无泄漏，辅导员收到信息后即可不

动声色的开展排查与关爱工作。学生在校情况预警这项功能原本

并不属于已有业务系统的既有功能，在大数据分析平台中也仅仅

是一项分析模型，微服务在其中搭建系统之间的桥梁，用户无须

知道后端复杂的数据联系与系统交互，就是接收信息这么一件微

小的服务解决了管理上的痛点。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个人隐私。在技术层面，大量数据交给

系统去处理，相关人员并不参与到数据筛选，分析的结果是数据与

数据之间关联性的结果，分析的过程并不针对每个个体其它事情进

行关联，以避免侵犯个体隐私，同时，大数据分析的只是一种潜在

的可能性，仅有辅导员可获取该信息，利用这个结果以更有效地帮

助学生度过可能发生的转折，并不将其作为认定性的依据来使用，

从而避免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滥用。信息技术部门严格遵守数据安全

存储的标准，将保密制度、人员管理与技术应用结合起来，以严格

的规章建立牢固的信任机制，促进未来更好的利用大数据。
图 2  微服务构建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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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迎新自助查询

随着近几年数字化迎新的流行，网上选宿舍、网上缴费、网

上预报到在带给人新鲜感的同时，也简化了新生报到的手续和流

程，但是，现场迎新仍存在一些迎新系统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

难题：迎新系统没有移动版，在手机上查询效果不佳；固定的查

询机解决不了突发的查询等待；不断流动的志愿者随时需要获取

变化的信息；新生在每办完一项手续后也希望获取动态的报到流

程，还有一些实时的在线咨询等。以微信企业号为界面的微服务

恰好能弥补这些短板，微服务迎新功能如图 3 所示。

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即可依次登录门户，激活学校

的云邮箱，以学校邮箱关注微信企业号或加入钉钉企业号，如

果新生所在地区条件有限无法使用移动网络，也可选择短信按

照规定的格式发送查询请求，微服务判断该手机号开通了企业

号服务，则从企业号回复，若未开通企业号，则以手机短信回

复查询结果。企业号的 APP 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移动端 APP，

几乎每一部能上网的手机都安装有微信，新生在操作上没有任

何障碍，一旦选择微信服务，即可动态地查询自己的住宿信息、

辅导员信息、报到流程等，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找到志愿者进行

沟通和咨询。志愿者除了在微信上直接回复新生咨询，还可通

过钉钉免费电话功能直接以回电的方式与新生进行沟通与联

系，钉钉的消息状态标签也能让志愿者准确把握回复的信息是

否已读。以微信为界面的微服务有机地将迎新的“最后一百米”

衔接起来，解决了有系统可查却不方便查询，有现场服务却无

法精准服务的难题，实现了工作人员与新生的信息实时对称，

减轻了工作人员反复为新生查询宿舍等资料的繁琐，改进了入

校报到的信息化体验。

在 2015 年迎新过程中，管理人员在迎新现场需要随时获取

已报到人数的实时信息，然而现场并不方便去使用 PC 机进行查

询迎新系统，这一需求在交给微服务开发团队后，仅 2 小时就完

成在微服务上的功能实现，这一快速迭代能力不仅

让管理部门刮目相看，也是微服务体贴入“微”理

念的一次完美展现。

3．车辆查询

平安校园的日常管理中，机动车辆主要由机动

车门禁管理系统实现进出校园的管理，实际管理中，

安防队员经常有需要查询车牌找到车主的需求，通

过电台呼叫固然可以获取信息，但并不方便，而且

安防队员大多为外聘的合同工，人员流动频繁，除

了对手机操作相对熟悉，对登录系统查询等操作还

不如对讲机呼叫便捷，因此，若能实现手机端的查

询是最佳的途径。然而，该系统运行在专用的校园

安防网络中，与校园网是隔离的，同时对于手机端

查询的功能而言，机动车门禁系统并不支持移动查

询的功能，即使同意开发也需要不少的预算经费，更不用说后

期版本维护与迭代可能面临的问题。

在技术层面，该需求只须读基本数据，能够在移动端有一

个入口输入车牌，文本显示车主信息的界面即可，立项建设面

临小题大做，放之不管又影响管理时效，微服务能够为此“止

痒消痛”，如图 4 所示为车辆查询与管理微服务示意图。

在安防的私有网络中搭建前置机，以 JSON 格式文件化提取

车辆和车主数据信息，前置机与应用催化层仅仅是 JSON 格式的

数据交流，保持了安防网络的隔离与安全，也避免与车辆门禁系

统发生接触。安防队员使用微服务就是使用微信或钉钉，无须培

训即可使用，也可通过钉钉免费电话联系车主，将对讲呼叫变为

了一键查询，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对车主而言，微服务提供

车辆锁定的贴心服务，即车主可以自己设定某个名下车牌为锁定

状态，微服务通过前置机将该标签状态送回车辆门禁系统，若有

盗车行为出现，门禁系统匹配到该标签不予抬杆放行，则进一步

强化了车辆门禁的安全保卫功能。

图 4  车辆查询与管理微服务示意

消息前置

应用催化层

互联网

数据中心网络

安
防
私
有
网
络

前置机

机动车门禁

TAG

JSON

MIS DB

JSON TAG

图 3  微服务迎新功能设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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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构建的关键基础

微服务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员、技术与互联是其构建

的三大关键基础。

人员素质与构成

构建微服务的主要技术人员最佳为信息化部门自有的开发

团队，首先是微服务提供的服务是多元化的，功能和数据可能横

跨多个业务系统与平台，小而微的功能并不好进行定价；其次，

招标采购的方式在合同等手续上较为繁琐，对后期维护和功能迭

代也难以持续；再次，微服务依赖的各个业务系统和平台本来就

是由不同厂家建设，除了信息化部门自身，没有谁更了解自己全

部的信息化基础。因此，自有力量是必然选择，对人员素质要求

有以下几个方面：熟悉本校信息化建设情况，能较好把握各个业

务系统技术细节，平台的功能和数据字典，对每一个微服务开发

项目能准确清晰地梳理数据关系与流程关系，能够宏观上把握微

服务技术框架以及在代码实现上做减法；团队成员可以分散掌握

各种不同编程语言，但尽可能集中在 2~3 种以内，使成员间相互

能读懂其他人的代码，这既是相互学习过程，也是相互的代码审

核；团队成员还应懂得各个管理部门的业务和共享数据的流转方

向，使微服务具有更高的效率且不影响原有业务在原有平台上执

行；团队成员中还需至少一人负责应用答疑和开发培训，收集用

户的使用反馈，吸纳更多的成员参与到微服务开发中。

数据标准化与开发规范化

能否实现数据标准化和开发规范化是微服务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数据标准化直接关系到微服务与其他系统、平台间的共享

与交换，是微服务开发工程微小化的根本基础，在其他每个系统

与平台建设时要特别重视采用相关的国家标准，打通数据流转的

通道，即使每个微服务的代码量都很小，依然要按照软件工程的

标准进行代码管理与维护，对每个微服务建立文档，详细描述其

自身的功能定义、数据库定义、与其他系统或平台的接口、与其

他数据的取用关系等，才能确保微服务的质量和可迭代性。

互联与通信

选取微信、钉钉和短信三种入口，通信即是服务成为与用户

最贴近的身边服务。短信是一种传统信息交互方式，一方面，它

在欠发达地区，仍可作为缺失移动互联网的补充，另一方面，短

信发送监管得越来越严格，跨运营商短信送达的失败率也有升高

趋势，移动互联的通信方式必然与短信形成互补的关系，通过三

种入口实现消息传递与收发，使服务像沟通一样变得越来越容易

获得。

微信和钉钉作为移动互联的平台，已然是成熟度很高的移

动 APP 应用，用户即使没有安装学校的移动 APP 也一定会安

装微信，以微信和钉钉作为微服务的载体，使应用很容易被广

大师生所接受，应用开发出来没有人安装去使用的推广难题在

此化解；其次，微信和钉钉自身具备的即时通信和其他辅助功

能也成为校园微服务的组成部分，无须耗资自建和维护就拥有

了具备大规模服务能力的平台，这甚至可能成为未来校园信息

化建设的一种新趋势。

未来完善路径

未来的微服务将秉承“信息化构建服务价值，微服务拉近师

生应用体验”的智慧校园发展思路，在不断完善服务管理能力的

基础上，转向服务教育教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遵循统一标准与规范，系统开放互联。集成校园 GIS 系

统，完善已有微服务在位置可视化方面的应用体验；集成流程管

理平台，将 OA 和各个垂直业务系统所不擅长的跨部门审签类流

程完善到微服务中，打通流程事务上的屏障；完善与钉钉的对接，

使每个师生都乐于及时将自己的手机号码更新到系统中，使每一

层组织架构的人员沟通更方便，使通知的点对点到人与查阅状态

更便捷。二是支撑与适应现代教育技术的变革，服务教育学习。

精品视频资源毕竟是少数课程，可录播教室所录像的课程也是宝

贵的教学资源，构建教学媒体微服务，结合课表和教学日历以资

料库形式向学生提供视频点播资源，学生在微信上就可随时对当

天所上课程进行回顾、复习或评价，对感兴趣的其他课程进行点

播，即迎合了学生的网络学习习惯，又省去了建设专业资源平台

的经费成本和运维人力。视频资料不仅得到了利用，还可基于学生

点播的情况进行分析，对点播较多、评价较好的视频资源做永久或

长期的保存，使教学资源建设变得有的放矢。在此资料库的基础上，

与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职能相结合构建知识库与自动应答，将学科知

识与信息资料获取进一步简化并融合到微信这一通用平台上，服务

虽小，但却能在移动中无处不在地感受到智慧校园的存在。

三是微服务的出现不再是在确定的边界内守护传统，而需要

将校园的每个师生看作是智慧校园的一部分，每个师生都可以成

为智慧的创造者，教师与学生的参与是微服务自我提升的重要路

径。一方面，师生的加入可以缓解开发团队人员有限难题，师生

经过简单的编程就能以信息化方式快速服务于广大师生，学生也

在这个过程得到了编程训练；另一方面，团队与师生的创意相互

碰撞容易激发更多微服务想法，使微服务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是微服务的引领者，同时也继续为微服务提

供技术支撑，为开发者提供数据接口标准，进行代码审核，培训

与指导更多人参与其中。

微服务的构建是一项持续的信息化服务，每一项微服务都是

校园里智慧的枝叶，众多的微服务汇聚在一起浇灌出智慧校园的

参天大树。未来，以信息化微服务所支撑的智慧，不仅在是校园

管理上，还会在学习与科研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作者单位为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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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传统多媒体教室普遍使用

的是独立运算的个人终端 PC。但是，随

着云计算技术的成熟和客户的日益增多，

胖客户端 PC 并不是当下最理想的解决方

案。RCC(Ruijie Cloud Class) 云课堂是根

据不断整合和优化校园机房设备的工作思

路，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编制的新一代计

算机教室建设方案。学校中心机房放置一

台云课堂主机设备，便可获得几十台性能

超越普通 PC 的虚拟机，这些虚拟机通过

网络交付给 RG-Rain100S 云课堂终端，

云终端放置在多媒体教室中，教师在上课

时便可体验生动的云桌面环境。云课堂可

按照课程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系统镜像，

将云技术和教育场景紧密结合，实现教学

集中化，管理智能化，维护简单化，将多

媒体教室带入云的时代！

云课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的
目标

使用最新的云计算技术打造学校的多

媒体教室，使用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代替

PC，通过在中心机房部署多个高性能云课

堂主机，在多媒体教室部署零维护的云课

堂终端交付教师上课使用的教学桌面，提

升教师的上课用机体验。通过云课堂集中

管理平台对所有云主机统一管理，使用云

课堂多媒体教学管理软件控制教学桌面，

从而大大降低运维难度，降低 TCO，节能

减排，促进学校信息化管理、服务以及发

展的同时打造绿色校园。

总体来说，锐捷云课堂多媒体教室解

决方案要实现以下目标：

1. 实现中心机房内多台 RCD（云课

堂云主机）组成集群，提供桌面虚拟化服

务，实现全校多媒体教室的管理方式；

2. 使用 RG-Rain100S 云课堂终端替

换 PC, 可满足学校需求的同时更易于管理

维护且节能环保；

3. 建设一校一管的云课堂集中管理平

台，集中管理所有多媒体教室以及中心机

房的云主机设备。

方案总体架构设计

日前，云课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在

某学校尝试实施，项目总体框架采用“层

次化”的分析和控制方案，分为客户端层、

云主机层和管理层三个实施层面，建立满

足学校项目总体设计要求的云教室。其设

计方案如下面所描述。

云课堂主机建设方案

云课堂主机解决方案由客户端层、云

主机层和管理层组成，贯彻这些层面的是

接入控制和安全。

在客户端层，针对新、旧不同多媒

体教学环境设计终端，新环境搭建可采用

RG-Rain100S 云课堂终端，也可使用软件

客户端加原有 PC 的方式改造旧机房。

在服务器层，多台云主机集群部署，

组成一个桌面虚拟化资源池，集群中需部

署至少 2 台服务器，互为热备，保证教学

业务的连续性和高可用性。 

管理层通过主控设备中自带的 Web

管理平台对集群进行管理，可同时对所有

教室内的云终端进行集中的统一管理。云

课堂管理还包括安全，安全涵盖范围较

广，主要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和系统

监控等内容。在本次项目中，我们完全根

据客户现状来制定适合本次项目的桌面云

方案。

建设思路

云课堂多媒体教室方案的核心构成是

RG-RCD Office 云课堂多媒体主机和 RG-

Rain100S 云课堂终端设备，首先云课堂主

机可以制作多套镜像模板，然后可以给教

师所需的教学镜像环境。教师在上课时通

过使用云终端获取虚拟机桌面资源；在下

课关机时删除所有虚拟机，回收云主机运

算资源。所有对云主机进行的操作记录，

运行状态，系统监控等功能，管理员均可

通过 Web 图形化管理界面一目了然，运

筹帷幄。

在面对用户的使用场景时，选择的出

发点如下：

管理的简便性。对于全校多媒体教室的

软件和系统的更新，只需要做一次，不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降低管理员工作量。

服务器的高可用性。包括服务器集群

的稳定性和容灾，服务器集群要做到能够

长时间稳定运行，并且在异常情况下可以

做到灾备。

让高校多媒体教室进入云时代
锐捷网络云课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可按照课程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系统镜像，将云技术和教育

场景紧密结合，实现教学集中化，管理智能化，维护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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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业务的连续性。在服务器或者网

络发生重大异常事件时，还能够通过终端

实现基本的教学业务。

应用的兼容性。为避免课程应用出现

兼容性问题，在虚拟机中安装应用时要注

意环境变量调优和参数配置，保证所有应

用使用正常。

外设的兼容性。考虑到不同课程可能

会对外接设备有详细要求，需要打开云主

机中外设重定向功能，将外设连接至终端

机，在虚拟机中验证设备可正常识别并安

装好设备驱动，测试基本功能没问题，再

将虚拟机封装成镜像模板。 

1. 数据中心集中部署云主机

采用在数据中心或者设备机房中集中

部署云主机，通过校园网交付远程桌面，

最突出的特点是：

云主机不用放在教室内，节省空间；

云主机管理集中化，集群功能可充分发挥；

网络不稳定因素增加，要按需优化。

对于该场景，由于所有终端如果使用

校园网汇聚一处经由统一出口连接至数据

中心，对核心交换机要求较高，带宽相对

受限，可能会影响 EST 协议显示效果，因

此建议为云桌面环境单独配置带宽较高的

局域网环境，并通过 EST 显示协议链路，

连接数据中心中的云主机和教学机房中的

终端设备。

机房教学课程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

种是图形视频类制作的教学课程，一种是

基础教学课程。

基础教学课程桌面的特点：

使用常见基础教学软件，非图形类，

如 Office；老师使用教学管理课件做屏幕

广播，课件分发；演示低码率视频，一般

不超过 480P；使用简单，读操作较多，

写操作较少，不会生成大量数据；网络带

宽占用较低；无特殊外设需求。

此种类型桌面使用场景对主机资源占

用较少。

图形视频类制作的教学课程桌面的

特点：

使用视频或图形制作类教学软件，包

括 3D 图形制作，如 MAYA，AutoCAD；

特别外设需求，如视频采集卡；会播放高

码率视频，如 720P、1080P；执行读写操

作较多，数据量大；网络带宽占用高。

此种类型桌面使用场景对主机资源占

用较多。

2. 云终端利用现有校园网接入

云终端的接入采用现有校园网，无需

单独部署教学骨干网，仅在数据中心按需

增加数据中心核心和接入交换机即可。云

主机和终端之间使用锐捷专门开发的 EST

（Enhanced Stream Transmission）增强图

形传输协议，该协议仅传输适量图形而非

数据，不会大量占用学校网络带宽，仅需

使用普通千兆交换机将主机和终端相连。

EST 是锐捷独有的增强型图形传输协

议，提供了更好的性能和用户体验，能以

极低资源交付高性能的虚拟桌面传输协

议。该协议除包含多条如图形显示输出，

键盘输入、用户接口设备、光标移动等专

用通道外，还专门为视频解码和高质量音

频还原做了大量优化，让学生感受身临其

境的高清世界。

该项目使用的百兆交换机，为了获取

最佳用户体验，建议使用千兆交换机。

云课堂多媒体教室方案优势

云课堂多媒体教室方案优势如下：

易操作：管理系统操作简单，教师、

管理员 2 种角色被赋予不同的操作界面。

老师可一键进入教学桌面。管理员可使用

Web 浏览器随时监控检查云课堂主机设

备，CPU、内存、磁盘和网络负载通过可

视化图形动态表现。所有操作参考多所学

校实际案例制作，不需任何专业技巧，上

机即用。

对外设的兼容：云课堂的瘦终端对于

教学中常用的外设可以完美兼容，包括投

影、电子白板、音频设备等。

强大的系统稳定性：由于 EST 使用

带外传输机制，传递的只是最终运行图像，

所有的数据和计算都发生在云主机，机密

数据和信息不需要通过网络传递，不需要

占用学校宝贵的带宽资源。即使网络出现

瞬断，抖动，丢包等问题，系统信息依旧

牢牢地保存在云主机上，网络情况好转时，

客户端即连即用。

简化的数据备份：因为教学桌面镜像

完全驻留在云主机内，所以更加容易确保

完全遵守备份策略。而且，云课堂主机在

集群内数据实时备份，提高数据安全性。

系统永不损坏：云课堂云主机做到计

算与存储相互独立，由于云课堂主机每次

下课时都能够自动地将虚拟桌面还原到系

统初始状态，虚拟机大大降低了灾难出现

几率，彻底简化了灾难恢复工作。个人数

据在存储中保存下来，再次开机时又是一

个新的桌面搭配个人数据启动。

简化的系统部署：当在云课堂主机体

系结构中使用瘦客户端时，由于不需要在

终端设备上安装任何内容，因此围绕部署

的流程明显得到简化。

简化的 IT 维护：如果使用得当，与

传统的 PC 相比，云课堂主机的维护要容

易得多。因为虚拟机的独特特性，各项维

护任务变得十分简单，包括修补应用程序、

对用户进行供给 / 解除供给、迁移到新的

操作系统以及执行教学场景切换等。虚拟

机在下课后所作更改均会被丢弃，易出问

题的系统还原卡直接可淘汰，病毒也从此

再无法感染系统。

统一管理集中配置：由于计算发生

在云主机内，所有桌面的管理和配置都针

对云主机进行，管理员可以随时随地对云

主机内所有桌面和应用进行统一配置和管

理。例如系统升级、应用安装等等。避免

了传统由于 PC 终端分布造成的管理困难

和成本高昂。尤其对于学校机房、教学中

心等大规模的，多变需求的应用场景（频

繁更换操作系统）非常适合。

总体来说，锐捷网络提供的云课堂具

有零维护、数据随身、资源共享的特点，

让学校师生在一个良好的云机房体验环境

中，放心、省心、愉快地享受现代化信息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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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主要专注于心理学、测

量、教育研究和评价，与波士顿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和苹果公司一起，利用技术推

进教育研究和测量。15 年来，我的主要

工作是设计并进行一对一的计算机项目研

究。对于技术，很长时间内，我抱有怀疑

态度，到底什么样的工具或方法能够最好

地完成一个给定的目标？

技术驱动对教育的研究

哪些技术正在驱动着我们今天在教育

研究和测量中所做的一切？ 

1937 年，IBM 曾研究了一个测试的

评价机，即 805 试验评分机。 IBM 的光学

扫描仪能够扫描答题卡并且提出 5 个响应

问题，而到现在，这个 1930 年代的计算

技术的文物已经限制了我们对调查和测试

设计的想象力和实践方式。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运用新兴的技术

推进在各自研究和评价工作的技术发展水

平？

1983 年，美国平均“学生 : 电脑”的

比率是 125 ∶ 1。虽然是 125 比 1，但是

所有的学生在课上并没有能够用到电脑，

他们上学以后会进入到一个独特的教室里

去学习如何运用电脑。这个数字，在 1998

年时是 6 ∶ 1，2007 年是 4 ∶ 1，到 2010

年，学生与电脑的比率在美国普通的高中

里已经达到了 3 ∶ 1。

虽然学生与电脑的比率达到了 3 ∶ 1，

但是学生的访问与共享，还处于零散式的

使用，技术以及在学校中的应用，仍然影

响有限。到 2015 年，一对一计算项目已

经在全球推广了 25 年，目前还在全世界

范围内不断扩散，但是很少有项目投资于

实证研究与评价工作。如何将一对一电脑

的项目研究与慕课教学方式融合在一起？

1 ∶ 1，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只有达

到 1 ∶ 1 的时候，学生才能够通过自我学

习，提高技术的含量以及他们的学习能

力。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应用方式。学

生 1 ∶ 1 计算机部署，重视的不应该是学

生如何拥有电脑，而应该重视如何教学和

学习。

那么在这里需要建立均衡的领导力。

什么是均衡的领导力？即领导者在学校

的层级之内拥有对技术应用的话语权。同

时，还需要对教师的教学以及教学的内容

进行支持，就像降落伞降落到地上，还应

该保证降落伞下的成员是安然无恙的。在

这里，我们如何定义成功？这需要有系统

的反思，在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会发

现问题不断地转变成一些负面的内容，而

我们需要去适应和进化。

学校的办学目的与成功的定义

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投资于教

学技术？了解你的目标和你将如何最终决

美国波士顿大学林奇教育学院Damian教授：

 慕课模式的效能评估

Damian 教授

美国波士顿大学林奇教育

学院 

教育技术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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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你学校内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几十年

间，美国的各个学校都在寻找学校教学的

目的，那么，是什么定义了学校的教学？

分类和量化是我们在美国上学的广泛原

因。使用内容分析法，重点是学校自身的

角度。使命陈述是大多数学校共同的核心。

一般有四个视角，定义了学校的目的，这

四个视角包括宪法视角、法律视角、企业

领导者的视角以及父母的视角。但是这里

却缺少了学校自身的视角。

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针

对美国的上千所学校，使用内容分析法，

对他们的使命 / 愿景陈述进行分析，从而

发现并提炼出该学校具体表现的主题 / 能

力。诸如：认知 / 学术发展（融入当地社

区）、社会发展（融入全球社会）、情感

发展（融入精神共同体）、公民发展（安

全的 / 具有培育性质的环境）、职业发展（具

有挑战性的环境）等。

举两个例子。第一，华盛顿小学，南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学。他们的使命陈述

是“B.T. 华盛顿学校的使命是创造和保持

一种环境，确保我们的学生以国家评估为

基础，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我

们效力于用来支持的综合系统来确保这一

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学校对成功

的定义。该学校以学生的学术成果和学生

的成绩为主。

第二，马萨诸塞州的贝茨小学。该校

的使命陈述是：“通过增强艺术的修养，

并通过建立一个识字和最大限度地发挥整

个儿童的潜力为基础，贝茨小学致力于引

导我们的学生超越他们的创作视野，形成

一个安全、友好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社区。”

从中可以看到，该学校不再是以学术和学

习成绩为主，他们的使命陈述里面包含了

学生的情感、安全，以及他们身为一个公

民应有的责任。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很

容易被一些价值观和我们的情感所影响，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这些变量却很

难让我们用来衡量一些事物。

在学校的使命陈述中，能够被确定的

某些部分可以提供用以确定社区标识和价

值的指示性信息。那么，各自学校中的通

信技术项目（ICT）是否指向或支持不同

方面的学生教育经历？如果各自的使命或

项目有更广泛的影响范围，那么，仅仅注

重学术和认知性成果是不够的。同样，从

慕课和现在的应用教育技术来看，我们很

难判定他们的教学目的以及教学方法。

慕课的三个启示

一个学校首先需要有使命，接下来是

一系列的实施和实践方式，最后，是对它

的实践以及实施进行评价和结果的判断。

在大学中，我们往往看到他们的使命、实

施和实践、评价和结果这三项都不是并排

的。这通常会采用到 MIA 模型，即过程

的实施中丢失的一些行为。让我们看看慕

课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与发现。

1. 混合式校园教育的机遇

我们与 MIT 合作关于慕课的研究，

由盖茨基金会支持。在慕课实行的第一年，

全世界有许多学校，都及时抓住向混合式

校园教育转型的机遇，许多高校都在进行

混合式学习的尝试。

各个学校学分式学院能否接受慕课，

并将慕课应用于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益？如

果为混合式校园提供 edX 课程（或者通常

所说的慕课）的话，这些课程需要改变多

少？根据这两个问题，我们做了几个实验：

第一，将慕课与一些社区大学学校的

课程进行了融合，在这些社区大学里面，

有两个社区大学——MB 社区大学和 BH

社区大学将慕课融合进来，同时针对学生

实施了 6.00X 考试绩效。

有很多学生在申请了慕课以后，刚开

始非常激动，但是逐渐地却退出了慕课学

习。我们可以将在社区大学内实施混合式

教学法与纯慕课式教学进行比对。发现，

MBCC、BHCC，这两个社区大学利用混合

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只有达到了 1 ∶ 1 的时候，学生才能够通过自我学习，提高技术的含

量以及他们的学习能力。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应用方式。学生计算机部署 1 ∶ 1，重视的

不应该是学生如何拥有电脑，而应该重视如何教学和学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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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法的学生，通过率或者及格率均比

纯慕课式教学要高。期中考试时，运用混

合式学习的学生 90% 通过了 edX 测试，

而在纯慕课学习的 11645 名学生中，只有

59% 的学生通过了同年秋季的 edX 课程。

课程结束时，所有注册学生都通过了课程

并获得了大学学分。

第二，从实施到应用上，也都存在着

很多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学习背

景变量与学生课程绩效的关系。我们调查

“2013 年春季参与学生中以计算机科学

为主修课的学生”情况，发现，BH 社区

大学中只有 7% 的学生是上过计算机相关

课程的。再分析对应的学生完成课程的成

绩及格情况，简单的数据统计就可以发现，

其中有过计算机课程背景的学生，他们在

混合式教学中的及格率越高，有过计算机

编程的教育背景的学生，其及格率是最高

的。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学生在入学社区

大学之前，他们并没有相当的经历和计算

机教学。那么，如果学校通过进行相应内

容上的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在计算机教学

上的成功率。

2. 定义成功和使命的重要性

如图 1 所示，从全球在线教育市场的

情况看，每个地区的形式不同，那么他们

在应用慕课上的成功率也会有所不同，而

对成功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北美 2013 年

度在线教育收益 238 亿美元，2013 年度增

长率为 4.4%；西欧在线教育收益为 68 亿

美元，其 2013 年度增长率为 5.8%；亚洲

2013 年度在线教育收益 71 亿，2013 年度

增长率为 17.3%，到 2016 年收益将达到

115 亿美元。当前，很多国家都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进行慕课式教学，在这样的一个

市场内，资金的投入从高到低有不同，其

教学方法，或者教学质量也会有所不同。

不同的慕课，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3. 大数据的运用机会

大数据首先对学习者的学习分析提供

大量机会，可以使原先我们不能够看到的

学生学习过程，成为可以呈现的现实数字。

其次，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数据通报学校

文化。

慕课教学并没有考虑到学生或者学院

的不同文化，在一个学院里面，有十万个

学生同时进行线上教学。在学生学到一小

时内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哪些学生把视

频停顿，重新阅读之前的资料。根据在线

的数据，我们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

同一时间把视频停顿，回看之前的内容。

并且可以发现，这三分之一的学生中，绝

（来源：http://elearningindustry.com/new-report-on-e-learning-market-trends-and-forecast-
2014-2016-just-released）

图 1  全球在线教育市场的情况

大部分人都没有数学的背景。虽然这个教

学内容并没有与数学相关，但是只要在教

学过程中运用到了相关内容，学生有可能

会停顿。那么，教师在很短时间内，就可

以发现慕课教学在教学环节中的问题，

并对其进行更正。这个问题就并不是技

术上的问题，而是学校文化上的问题，

教授可以根据相关问题的产生，及时进

行改正。现有的技术，往往可能导致老

师并不能从正确的视角去观察学生。这

种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先从

细微的数据开始。

 大数据的应用，会让我们对教学的

文化以及教学的方式进行改正，那么数据

分析者和决策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进

行政策的拟定。通过小的步伐解决大问题。

MIT 的教授 Seymour Papert，他也是建立

MIT 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曾于 1980 年

说了一段话：“如果不能将电脑的性质和

我们今天认知的局限性投影于电脑，就不

能想象它们的未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

想象将电脑运用于教育世界更真实。”这

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我们。

（本文整理自美国波士顿大学林奇教育学院 Damian

教授在 2015 年“第十五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

展论坛 " 上的演讲）

教育技术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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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的创新一定是来自最底

层的创新，这也是十五年来教育信息化

领域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如今，

政府不断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

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各个学校都鼓励更

多有志青年来加入到创业的潮流中来。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使互联网 + 教育

的理念真正落地的核心，就是教师。但是，

很多学校关注创业重点在学校、学生，恰

恰忽视了教师。如何更多地关注教师发展，

让各个学校各个级别的教师发展中心成为

教师的纵向发展空间，让教师爆发生产力，

热爱教学，是亟待解决问题之一。

如果不把教师的活力激发出来，不让

他们面向一线课堂，不把他们的热情调动

起来，那么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如

何在信息化的浪潮做一个教育信息化的多

元从业者和机构的参与者，应该在这个实

践的土壤上找到真正的落地点——教师，

唤醒教师对信息技术的热爱，让他们参与

到微课、翻转课堂等各类实践中去。在新

的浪潮里面，教师的作用是什么，要怎么

去改变？不仅仅去做那些高大上的内容，

可以更多地关注教师的发展。

在当前体制下，可以走一条中国特色

的路，要把信息技术和课程、课堂、教学

方法和师资培训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

的试验场。在“互联网 +”的大环境下，

大家都在谈慕课、翻转课堂等模式，教学

人员应该找到这些新模式的着眼点，教师

们也应该变成一个创客。

如何让教师成为教育领域的“创客”？

可以从微课开始，先让教师在小范围内获

得充分认可，再在一个公众公开的平台上，

把教学过程放大，成为一节慕课，进而推

动全面的行业发展。为此，文华创课工坊

打造了“3U 系统”，包括：微课制作系统、

课程编辑工具、教学云平台等，教师通过

该系统，轻松制作出形式多样，喜闻乐见

的微课课程、完成制定个性化课程方案，

同时还能通过大数据对教学行为和效能进

行分析，轻松成为“创客型教师”。

下一阶段，文华在线将与一些院校的

教师发展中心或教学管理部门合力，采用

协同创新机制，打造一批区域院校示范“创

课工坊”，成立强强联合的校际课程联盟，

实现跨地区跨院校跨学科的数字化课程共

享，使好的创客资源和优秀的创客教师成

为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动力，重构教学生

态环境，实现高校教育质量提高的内涵式

发展的目标。

文华在线内部也谈到“三化”，即数

字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只有通过连接，

完成数字化的过程，才能继续实现数据化

和智能化。

尽管人们都在谈大数据，但是目前我

们校园内所谓的数据化，还远远不是大数

据的概念，校园内的数据是有限的。此外，

要实现数据化，就需要有数据分析的工具。

文华在线可以帮助合作院校，打造其校内

的整体信息化方案。文华在线做的事情就

是搭建内容、创建环境，把现有的教学要

素做重构，教学过程做优化，真正形成一

个新的教学系统。这是典型的“互联网 +”

的思路。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体系，连

接更多的青年教师，推动他们成长。希望

在学校最核心的两个环节——“教”与“学”

的基础上，不断向外延伸到管理、科研等

信息化体系中去。

最后，希望通过社会的力量、各个

机构的力量以及国家等各个方面的力量，

共同融合，为学校教师群体创造更多的空

间，从而产生一批青年教师创客，推动具

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教育混合式教学不断

发展，成为中国自己的创客。

文华在线创始人金善国：

“互联网 +”重构教学生态

金善国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本文整理自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 CEO 金善国在 2015 年“第十五届中国教育

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教育技术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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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孙其伟   沈亦骏   陈云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互融合是高校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本文通过分析

第二课堂的业务模型和系统需求，在统一

的集成开发框架下构建包含活动全过程管

理和生涯成长管理的第二课堂成长系统，

为其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系统实施

提供了借鉴。

实施第二课堂背景

高校改革创新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

途径，信息化是高校推进改革创新的重要

手段。创新型人才培养不仅需要第一课堂

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更需要通过第二

课堂加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需

要探索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互促进相互

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三次本科教学改革

研讨会确定了学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即通过推进素质教育及通识教育建设，加

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鼓励学

生在完成第一课堂的同时，积极参加第二

课堂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施第二课堂活动学分制过程中，学

生组织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也

给现有的第二课堂手工管理模式带来了冲

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活动类别多，每类活动的申请审核

流程需要进一步梳理和规范。活动类别大

类包括社会实践类、团学联与社团活动类、

学术报告与讲座类、学科与文体竞赛类、

创新创业类和国 ( 境外 ) 访学游学类。

2. 活动管理涉及的环节和部门多，且

需要对活动过程进行及时监控。

3. 活动管理时效性要求高，传统的活

动发布、报名、签到等环节无法满足及时

性的要求。

4. 活动审核和学分认证工作量大，辅

导员手工审核数百个学生第二课堂学分的

方式，不仅工作量大、易出错，而且也不

能满足及时性的要求。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构建第二课堂成

长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建设目标：(1) 实

现第二课堂活动全过程管理 ；(2) 实现学

分认证的自动化 ；(3) 实时统计活动开展

情况并实现与其他系统的应用集成和信息

集成。

业务模型设计

学校第二课堂活动类别分为大类、中

类和小类。活动大类包括社会实践类、团

学联与社团活动类、学术报告与讲座类、

学科与文体竞赛类、创新创业类和访学游

学类，各类活动小类有 75 种。主要的业

务管理内容涵盖第二课堂活动全过程管

理、校外活动及奖项的管理、生涯成长管

理等方面，业务模型如图 1 所示。

业务需求分析

活动全过程管理包括活动申请与审

核、活动发布申请与审核、活动报名、活

动签到和活动评价。（1）活动的申请与

审核需要根据不同类别的活动确定不同的

审核流程和规则，首先，不同类别的活动

填写的申请信息不同；其次，不同的活动

级别、申请组织、活动类别对应的归口审

核角色也不相同；最后，活动面向的参与

群体也不相同（如图 2 所示）。（2）完

成活动申请与审核后，活动组织者需要确

定活动开展的具体细节如借用场地等，经

过归口老师审核后由系统自动向学生发布

活动信息。 （3）活动报名有先到先得、

主办方审核、随机录取、不限制报名等多

种方式，以适应不同活动的需要。（4）

活动主办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组织学生签

到，需要满足快捷性和准确性的要求。（5）

活动举办后，双方进行互评，学生提交活

动心得并对活动的组织做出评价；活动主

办方评价学生参加活动的具体表现，相应

的评价会作为判断学生是否有参与同类活

动的资格。  

系统除了管理校内开展的相关活动

外，还需覆盖学生在校外开展的活动，如

数学建模竞赛等。

生涯成长管理主要基于学生参加的活

动信息进行学分计算认证和分析决策。

学分计算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

活动参与计算方式，可以按照参加的场次

或活动时长两种类型计算。（2）每类活动

每学年上限分数以及超出上限分数的核算

方式。 (3) 活动获奖等级及

对应的加分规则。

分析决策方面，根据

活动开展和学生参与活动

的情况，为辅导员、学院

和学校领导提供各类活动

第二课堂成长系统帮助学生成长
上海财经大学

图 1  第二课堂业务模型

活动全过程

申请 发布 报名

签到 评价

校外活动及奖项

生成

学生参

与活动

信息
应用

生涯成长管理

学分认证

分析决策

应用系统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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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场次、参与人次以及各年级、专业学

分修读完成率（修满 12 学分的比率）等

统计信息，同时根据学生对活动的评价结

果，进一步合理配置和优化不同类别活动

的开展。

用户范围

系统的主要用户有普通学生、社团联

等组织的学生干部、学院辅导员和学校学

生管理人员、学院和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

相关领导。在系统中用户对应

的角色有活动组织者（包含

社团联团长以及部分老师）、

活动审核者（包含社团联主

席、学院和学校的负责老师）

以及活动参与者（普通学生）。

不同角色对应的业务活动如

表 1 所示。

系统架构与实现

系统基于统一的应用开

发平台进行开发。该平台提

供了工作流构建工具、统一

的权限框架、统一的组织机

构管理、统一的消息处理机

制和统一的日志管理等功能，

简化了应用开发。在该平台

之上构建了四大功能模块，即基础信息管

理、活动全过程管理、学分计算认证和分

析决策模块，系统架构如图 2 所示。

基本信息管理

基本信息管理包括活动分类维护、培

养计划维护、学分规则维护和团学组织维

护等，实现了活动分类、学分规则等基础

信息的灵活配置，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和可维护性。

活动分类维护按照学年度维护活动的

大中小类信息，具体包括活动的分类、活

动级别、活动归口审核人等。培养计划维

护设置了每个学生应当修读的第二课堂学

分，活动大类需要修习的学分等。学分核

算规则确定了参加多少场次活动可以获得

的学分，以及活动获奖对应的累加学分是

系统实现自动学分核算的依据。团学组织

维护功能将社团按照树形结构进行组织，

并记录组织中学生干部的任免信息。 

活动全过程管理

活动全过程管理分为活动申请与审核

管理、活动发布与审核管理、活动报名与

确认、活动签到、活动评价五个功能模块。

活动申请及发布模块，根据不同活动

类别的审核角色，利用工作流引擎定义每

一步流转任务和相应的经办人，完成不同

活动申请的工作流转。活动报名状态有待

审核、报名成功、报名失败、已请假等几

种状态，通过将其抽象为固定的定期执行

的方法，实现了对先到先得、随机录取、

主办方审核等报名方式的支持。活动签到

功能可以直接读取一卡通卡号，简化了现

场的签到工作。在活动评价功能中，为每

个学生初始设置了每个活动中类的星级为

五星，学生每参加一个活动，系统将自动

计算其所在中类的总星级，最终决定学生

是否可报名某个中类的活动。

学分计算认证

学分计算认证，将实时计算学生当前

学年参加活动所获得学分，同时在学年结

束时快照存档当前学年的学分，提高了计

算效率。学分计算考虑了活动记录的两种

方式、活动上限分、活动奖项加分等。算

法如图 3 所示。

分析决策

借助报表分析工具 Tableau，对数据

进行了多维分析和报表开发。活动开展情

况分析主要从活动大类、中类、小类、年

份、活动级别分别统计活动开展次数和参

与人次等；学分修读完成率分析主要从学

生院系、专业、年级、班级等维度对学分

修读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并可以将完成学

角色名称 涉及的业务活动

活动参与者
（普通学生）

活动报名
我参与的活动
活动及奖项信息录入申请
学分修习查询
我的二课生涯简历
培养计划查看

活动组织者
（社团联团长及部分教师）

活动申请
活动发布申请
我申请的活动
活动签到（签到考核信息录入）
活动及奖项信息录入

活动审核者
（社团联主席、负责教师）

活动审核 / 直接审核通过
活动发布审核 / 直接发布

奖项审核教师
（辅导员等） 奖项及活动信息审核 / 录入

学生组织信息维护人员
（社团联团长等学生干部） 团学组织信息维护

活动进展监控人员
（辅导员、院系书记、校领导）

活动统计报表
学分修习统计报表

系统管理员

活动类别及归口管理
学分规则维护
培养计划管理
团学组织信息维护

表 1  角色与业务

图 2  系统架构

校园门户

待办事项 二课应用 权限申请 消息提醒

活动分类维护 培养计划维护 学分规则维护 团学组织维护

权限管理 组织管理 日志管理 消息管理

数据集成应用架构 EOS 平台

学生消息 第三方活动数据 其他

数据库、应用服务器等基础设施

活动全过程周期管理

申请
申请
审核

发布
发布
审核

考核
审核

签到
审核 报名

功
能
模
块

活
动
及
奖
项
录
入

学
分
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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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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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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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设为参数进行提前预测，向不能及时完

成第二课堂学分的学生提醒及预警。

应用与数据集成

第二课堂成长系统实现了与学校门户

及其他业务系统的应用与数据集成。与校

园门户主要实现了消息、待办事项、应用

服务的抽取等应用集成，通过集成为师生

提供统一的应用入口。与科研系统中的学

生科创活动、国际化系统中的国外交流活

动等实现了数据的同步，全面整合了学生

第二课堂活动数据。集成关系如图 4 所示。

应用效果

第二课堂成长系统上线以来，实现了

对第二课堂活动的宣传发布展示、流程管

理审核、学分核算查询、成长记录探索、

统计决策分析多项功能。全面展示了社

会实践、社团活动、学术报告讲座、文体

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成长、海外游学交流

六大类第二课堂活动。截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系统显示开展活动 5158 场，系统

使用前后活动以及参与人次有 50% 以上

图 3  学分计算框架

的显著增加。

实现可追踪的过程管理

依托活动管理流程，实现了第二课堂

活动的可追踪管理，每个流程环节的“流

程日志信息”、“流程图”以及“当前环

节”功能，使得流程中的各参与者及时跟

进活动开展情况，督促管理人员进行活动

处理，实现活动管理的透明公开，也大大

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

推进高效环保的工作方式

系统将第二课堂线下业务转移到线

上，大大降低了沟通交流成本，通过线上

交流、一键退回修改、意见反馈等功能，

帮助活动组织方及时解决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通过活动策划的审核、POS 机签到、

电子成长证明等形式免除大量的纸制信息

递交和统计的冗杂环节，很大程度上推进

了无纸化办公方式。

创新个性化成长管理引导

系统结合业务特征进行了很多个性化

设计。例如，设计活动发布可见范围和参

与范围搜索引擎，可实现活动宣传范围的

精准定位，提高活动宣传效率，也提高了

广大同学参与活动的自主选择度，并提供

个性化的活动参与菜单及可定制的消息推

送，让同学获得更好的系统使用体验。

 促进第二课堂管理规范的完善

系统实施及试运行过程中，对第二课

堂学分认定细则进行了全面梳理与修订，

依据上海财经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

法，结合系统线上管理流程，从项目描述、

项目分类、认证依据、认证方式等方面对

六大类活动进行了学分认定及业务管理办

法的详细描述，极大地促进了第二课堂活

动的制度规范与完善。

 提供数据统计决策分析

系统针对第二课程修读完成率和活动

开展情况进行了分院系、分层级、分管理

归口的多维度统计，提供实时动态查询功

能。便于业务老师实时了解学分修读及活动

开展动态，也为校内管理部门进行活动评估

与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决策依据。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

查询参加的活动及奖项信息

查询上一个周期未计算数据

查询当前年的活动分类

查询当前年对应学生的学分计算规则

计算学分 保存学分 保存计算的活动汇总

根据学号，大分类，

时间计算学分

图 4  第二课堂应用与数据集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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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龙新征  欧阳荣彬  彭一明

在众多移动应用服务中，移动智能问

答系统是一种深受用户青睐，具有广泛发

展前景的服务系统，它充分利用了问答系

统的智能性和移动技术的便捷性：用户只

需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以自然语言

的方式提问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最出名

的移动智能问答系统当属 iOS 系统中的智

能助理软件 Siri，用户通过简单对话，便

可完成搜寻资料、查询天气、设定闹铃等

功能，非常方便快捷。

从北大现状来看，为帮助师生解答教

学、科研、人事、后勤等多方面的问题，

学校服务部门提供了网站和热线电话两种

途径，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弊端：一是用

户不能即时获取想要的信息；二是用户的

问题常常具有重复性，重复回答势必会降

低服务的效率。如果引入移动智能问答系

统，那么师生员工只需通过移动设备，就

可以方便地提问并快速获取答案，这样既

给师生员工提供了一种方便快捷的咨询方

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服务人员的负

担，提高了工作效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分层知

识仓库和基于分层知识仓库的智能问答系统

建设方案。本文的具体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 通过分析现有信息资源，将知识划

分为三种类型，基于不同类型的知识构建

分层知识仓库，分别为：常用信息服务层、

FAQ 层和全文检索知识层；

2. 设计了基于知识仓库的智能问答系

统建设方案，针对不同的层次采取不同策

略获取问题答案：利用校内信息服务开放

平台获取常用信息服务结果；设计基于分

解的向量空间模型和语义概念的问题相似

度计算算法， 从 FAQ 库获取“问题 - 答案”

序列；搭建基于 solr 的全文检索平台获取

文本型知识；

3. 搭建了微信公众服务号，实现了基于

微信公众平台的智能问答系统的移动客户端。 

相关研究分析

问答系统经历了从特定领域到开放领

域，从无知识库到结构化知识库，从固定

语言材料到 Web 文本的发展过程。

第一个真正的问答系统是 Eliza，它没

有知识库，仅依靠语言变换的技巧与用户

交流。后来问答系统有了知识库，最初知

识都是由研究人员手工录入知识库。随着

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研究人员考虑根据问

题要求从系统文档集合中检索相关文本或

从 Web 文档中检索网页，处理后将最终

选定的答案返回给用户，这类系统称为问

答式检索系统，尽管问答式检索系统扩大

了搜索范围，但返回给用户还只是相关答

案的链接，无法直接获取答案。为此研究

人员将问答系统的研究提高到了开放领域

高度，知识库基于各类文本集，对用自然

语言提出的问题能够进行精确回答，其返

回结果是信息点而不是包含了答案信息的

文档，这类问答系统典型的代表有 LCC，

INOAUT，Mulder 和 Webclopedia。

同英文问答系统相比，中文问答系统

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一是因为中文语义比

英文复杂，二是受中文知识库不够丰富的

影响。比较典型的中文问答系统有陆汝钤

院士主持开发的盘古知识库及以此为后台

的对话系统 AutotalkSystem，中科院计算

所开发的 NKI 知识问答系统等。

在高校，问答系统已开始应用于远程

教育、校园导航、图书服务等领域，比较

典型的应用有上海交大的 Answer Web、清

华的 EasyNav 等，但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从工作原理上来说，问答系统可归为

两大类：（1）基于常见问题库（FAQ）的

系统：事先将提问率较高的问题及其答案

归纳好，存入常见问题库。对于用户输入

的问题，系统自动地将问题问句与 FAQ 中

的问句进行关键词匹配，如果能找到相似

度很高的问句，就将该问句对应的答案返

高校移动智能问答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分层知识仓库的问答系统，针对不同的层次，采取不同策略获取问题答案，

为师生解答教学、科研、人事、后勤等多方面问题。

图 1 三种类型的知识

学校各级网站中的 FAQ

热线电话积累的热点问题

 ⋯⋯

规章制度

办事指南

课程查询服务

成绩查询服务

网络账户服务

 ⋯⋯

校园卡服务

讲座查询服务

就业查询服务

教室查询服务

 ⋯⋯

校历查询服务

个人信息服务

公共信息服务

常用服务型知识

文本型知识

知识

问答 - 答案型知识

学校主页

校内信息门户

二级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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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给用户；（2）基于全文检索的系统：在

获取用户问句后，对句子分析，提取关键词，

再利用信息检索技术在文档库中进行检索，

检索到的文档会按与查询关键词的相关度排

序输出，最后采用答案抽取技术在相关度最

高的文档中抽取答案返回给用户。

两类问答系统各有利弊：基于 FAQ 的

系统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但不能准确回答未

被归纳入常见问题的提问，回答问题能力有

限；基于全文检索的系统克服了基于 FAQ

系统的缺点，但依靠信息检索技术查找答案，

所有与关键词相关的文档都会检索，内容上

的重复就无法避免，会造成系统运行时间长，

效率低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对二者进行综

合改进，并考虑北大实际情况，提出了基于

分层知识仓库的问答系统。

问答系统体系结构

通过对现有信息资源的分析，可将知

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如图 1 所示。

基于不同类型的知识，本文设计的智

能问答系统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知识仓库

分为常用信息服务层、FAQ 层和全文检索知

识层 3 层，对于知识仓库的不同层次，智能

问答系统对应不同获取问题答案的策略。

分层知识仓库

由服务注册信息表、FAQ 库、主题文

本库、索引库及用户问题库等构成：FAQ

库存储常见的问题和答案，以“问题 - 答

案”对的方式对知识表示；主题文本库以

学校各种网页为蓝本，通过网络爬虫定期

从学校主页、信息门户以及二级网站上抓

取知识；索引库是通过对主题文本库中的

知识建立全文索引得到的，索引库的目的

是为了便于进行全文检索查询；用户问题

库是对用户平时的提问和系统给出的答案

进行记录，用户问题库的目的是为了便于

对用户提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根据统计

分析结果扩充 FAQ 库的内容。

智能问答系统

首先对问题进行处理，通过问题解析、

中文分词、获取关键词，通过分析关键词，

提供了 3 个不同层次的获取答案的方式：

首先，若问题中包含涉及到特定业务的

关键词，如：讲座、活动、招聘、社团活动

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有准确的数据来

源和标准的数据格式。对于这类问题，通过

调用校内信息服务开放平台获取答案。

接着，在 FAQ 库进行查询：即对于

不包含特定业务关键词的用户问句首先进

行问题归类，方便针对问题类型进行快速

的查询范围定位，问题归类的方法则是对

已收录的常见问题提取各类问题的具有代

表作用的关键词，通过用户问句包含各类

关键词的多少判断该问句所属的分类；之

后对该类别下的 FAQ 库的常见问题进行

句子相似度匹配，当相似系数超过某个指

定的阈值时，我们认为匹配成功，获取答

案，返回给用户。

最后，进行知识文本检索：若在 FAQ

库没有匹配成功，则对索引库进行全文检

索，全文检索的返回结果类似于我们常用

的搜索引擎。

关键技术路线

校内信息服务开放平台

常用信息服务层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将

用户提问的问句与校内信息服务开放平台

提供的服务匹配起来，然后访问服务获取

结果。处理流程如下：

1. 对用户提问的问句进行分析，若问

句中包含常用信息的关键词，则认为可通

过访问校内信息服务开放平台获取结果；

2. 在 服 务 注 册 信 息 表 中 进 行 查 询

关 键 词， 获 取 访 问 校 内 信 息 服 务 开 放

平台 的服务名 ServiceName、服 务地址

ServiceAddress、服务类型 ServiceType、服

务参数列表 ServiceParaList；

3. 获 取 用 户 问 句 中 涉 及 到 的 服 务

参 数 值， 将 其 赋 入 ServiceParaList； 若

ServiceType 为个人信息服务类型，则还需

传入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由于我们采用

微信公众平台作为智能问答系统的移动客

户端，只要用户关注过我们的微信公众服

务号，就能很方便地获取到用户的微信号

对应于本微信公众服务号的 OpenID，那

么如果用户在微信公众服务号中进行过用

户绑定，即：将 OpenID 与用户的北京大

学用户身份认证账号进行过绑定，就可以

很方便地获取到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进

而访问个人信息服务；

4. 通过服务验证，访问服务；对于

北大的服务验证方式，欧阳荣彬等人已

经进行过详细论证 ：如果 ServiceType 是

公共信息服务类型，那么只需要向校内

信息服务开放平台提供一个约定的应用

惟一标识 APP_KEY 即可验证服务；如

果 ServiceType 是 个 人 信 息 服 务 类 型，

验证服务除了需要应用惟一标识 APP_

图 2 智能问答系统体系结构

校内信息服务开放平台

公共信息服务 个人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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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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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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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还 需 要 用 户 账 号 USER_AUTH

（用于区分人员身份），当前访问时间

毫秒数 TIMESTAMP（用于区分每次访

问），以及 MD5 消息摘要 DIGEST_MSG

（user={USER_AUTH}&appKey={APP_

KEY}&timestamp={TIMESTAMP} 与应用密

钥连接之后的字符串）；

5. 返 回 服 务 结 果： 服 务 结 果 是 以

JSON 形式返回的，需要将 JSON 形式转换

为前台能识别的消息形式返回给用户。

基于分解的向量空间模型和语义概念的问

题相似度计算算法

FAQ 层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将用户提问

的问句与 FAQ 知识库中“问题 - 答案”

序列对集合中的问题进行比较，把最接近

用户问句的“问题 - 答案”序列对返回给

用户。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技术是问题相

似度计算算法。

目前，问题相似度计算算法主要有基

于统计的方法和基于语义概念的方法。国

外 Robin D.Burke 等人利用 Word-Net 计算

问句的语义相似度，并与基于 TF- IDF 的

句子相似度的方法相融合，从 FAQ 知识

库中寻找相似度最大的 5 个问句；国内秦

兵等人利用 How-Net，采用计算句子的语

义相似度的方法来找出匹配的问句。这些

方法在计算相似度时，没有考虑用户提问

的问句较短、疑问词出现频率较高、不同

部分的重要程度不一样等特点。

针对问句这些特点，本文给出了一种基

于分解的向量空间模型和语义概念的问题相

似度计算算法，一方面，引入了语义知识源，

利用 How-Net 克服了 TF- IDF 方法在计算包

含词不同，但语义相同这一类型问句相似度

时的不足；另一方面，根据问句特点，把一

个问句向量分解成 “疑问对象”、“疑问焦点”

和“疑问词”3 个分向量，在计算问句相似

度时就可以体现出不同部分的重要程度。

1. 问句预处理

问句预处理包括：分词、词性标注、

去停用词和问句标注，问句标注主要完成

把一个问句向量分解成 “疑问对象”、“疑

问焦点”和“疑问词”3 个分向量。步骤如下：

（1）提取关键词：去除停用词后剩

下的词都作为关键词。由于问句普遍较短，

能够去掉的词汇不多，主要有是一些语气

助词、疑问助词或者人称代词，例如：的、

地、得、了、呢、吗、我、我们等。

（2）提取疑问对象：疑问对象一般

包括校内某些主体或概念，一般为名词、

动名词或者代词，在问句中充当主语、宾

语或定语等成分。因此，对词性标注后的

问句进行提取句子中的名词、动名词或者

代词与校内常见的主体、概念集合进行匹

配，从而得到问句的疑问对象；

（3）提取疑问焦点：疑问焦点一般

包括校内某些重要的行为、活动等等。一

般为名词、动词，在问句中充当主语或谓

语等成分。因此，对词性标注后的问句进

行提取句子中的名词、动词与校内常见的

行为、活动集合进行匹配，从而得到问句

的疑问焦点；

（4）提取疑问词：事先从大量问句

中找到高频的疑问词集合 , 以之为参考比

较每个 FAQ 问句中的疑问词。

2. 算法描述

该算法的主要思想如下：通过对问句

的标注分解，把一个问句向量分解成“疑

问对象”、“疑问焦点”和“疑问词”三

个分向量，并对每个分向量根据其重要程

度都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利用 How-Net

来计算词与词间的相似度，得到词与词间

相似度后，就可以计算出每两个分向量间

的相似度，最后线性加权就能得出问句间

的相似度：

设 A 和 B 为 两 问 句 向 量， 分 解 后

的 分 向 量 分 别 为 A1，A2，A3 和 B1，

B2，B3，其中 Ai={ai1，ai2，⋯ ， aim}, 

Bi={bi1，bi2，⋯，bin}, ail，bik 分别为

Ai，Bi 中的关键词，i=1，2，3，m，n 分

别为 Ai， Bi 中关键词的个数。

令 Ci=Ai ∪ Bi={ci1，ci2，⋯，cit}，

分别记 s(ail，cik) 为 Ai 中的 l 个关键词和

Ci 中第 k 个关键词的相似度；s(bil，cik) 

为 Bi 中的 l 个关键词和 Ci 中第 k 个关键

词的相似度。

计算 Ai 和 Ci 任意两个关键词的相似

度就可以得到关键词相似度矩阵：

计算 Bi 和 Ci 任意两个关键词的相似

度就可以得到关键词相似度矩阵：

则分向量 Ai 和 Bi 间的语义相似度为：

得到每个分向量间的相似度后，则问

句 A 和 B 间的相似度为：

其中 δi 表示各分向量的重要程度，

且 δ1+δ2+δ3=1。

知识文本检索

全文检索知识层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

是如何建立全文检索知识库，二是如何实现

搜索引擎的功能。解决前一问题的关键技术

是网络爬虫程序，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关键技

术是基于 Solr 开发搜索引擎服务器。

1. 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 (Crawler) 也被称为网络蜘

蛛，实质是一个负责抓取网页的程序。设

计网络爬虫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定时地从指

定域名下 (pku.edu.cn) 抓取所有网页信息，

下载存储在数据库中，为搜索引擎建立索

引数据库提供资源。

常见的网络爬虫程序主要由网页爬取

模块、链接分析模块、链接队列、网页分

析模块和网页存储模块 5 部分组成。

图 3 是网络爬虫程序的结构图。网络

爬虫程序采用广度优先法实现，它始于某

个种子 URL，首先访问种子 URL 指向的页

面，将它爬取下来；链接分析模块对页面

中所有的链接进行分析和提取，并将链接

转换成统一规范的格式，然后将链接分类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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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在链接队列中；网页分析模块对页面

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去除HTML标记等操作，

对页面中的信息进行抽取，进而通过网页

存储模块将页面信息存储在页面内容数据

库中；链接队列中保存的是经过格式处理

的网页链接地址，这些链接地址按照一定

规则进行分类，划分成若干个队列，作为

待爬 URL 队列。网络爬虫会重复从网页爬

取到页面存储这个过程，直到待爬 URL 队

列为空或者程序爬取到了指定层数时停止。

2. 基于 solr 开发搜索引擎服务器

solr 是 Lucene 的一个子项目，它在

Lucene 的基础上进行包装，成为一个企业

级搜索服务器开发框架。我们可以从其官

方网站下载 solr 项目文件，然后利用它快

速开发自己的搜索引擎服务器。

图 4 是基于 solr 的搜索引擎的体系结

构。由于校内网页的数据量较大，与之对

应的索引库的内容也非常庞大，这会大大

影响索引的生成速度，传统的索引处理方

式将非常缓慢，因此本文将借助 Hadoop 分

布式计算平台，为 solr 搜索引擎建立索引。

基于 solr 的搜索引擎具有索引更新、索

引删除、中文分词、查询分析、索引库、排

名规则、solr 核心 API 等 7 大模块，除 solr 核

心 API 模块外，其他模块都是我们需要实现

或配置的。图中的箭头表示模块间的调用关

系，虚箭头处意在说明这里的调用是可以通

过修改配置文件由 solr 内部实现的。

其中最为核心的 3 大模块是查询分析、

中文分词和排名规则，这里简单说明之：

（1）查询分析模块：主要是简化原

有调用结构，使得参数更加贴近实际需求。

也就是说，我们的传入参数是我们熟悉的

（如标题，内容，关键字），查询返回结

果也是我们熟悉的类型。New API 模块的

实现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参数类型

的转化，以使得外层参数与内层参数衔接

起来。

（2）中文分词模块：中文分词模块

是中文搜索引擎中极其重要的模块，搜索

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分词的效果。

这里我们选择使用开源的中文分词包“IK 

Analyzer”来实现。实现步骤如下：1. 下

载“IK Analyzer”分词包，按照配置教程

设置好环境变量和用户词典；2. 将分词包

添加到工程；3. 配置 solr 的 schema.xml 中

需要分词的域类型使用该分词类即可。

（3）排名规则模块：排名规则模块

是将返回来的答案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排

序，排序越前的越符合用户提问的需求。

solr 搜索服务器的 Lucene 搜索引擎包提

供了默认的排名机制 (Lucene Scoring)。但

是不同应用就有不同的排名需求，对于

北大的需求来说，我们认为搜索结果的

排名因素主要有：网站相关程度、网页

发布时间和网页访问频率 3 个。实现步

骤如下：1. 实现基于网站相关程度、网

页发布时间和网页访问频率排序的算法

类；2. 在 solr 的配置文件 solrconfig.xml 中

定义该算法类并引用；3. 在对应的 solr.

StandardRequestHandler 节点中配置引用。

建设移动智能问答系统，不仅能为师

生提供方便快捷的校内信息咨询服务，从

学校管理的角度来说，还具有更深层次的

意义：第一，有利于收集师生员工提出的

问题，了解师生最新的需求和关注点，为

师生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师生员工

的需求和关注点也能为学校建章立制和决

策规划提供支持和依据；第二，有利于促

进高校信息管理模式由松散型向集约型转

变。移动智能问答系统要快速准确，就必

须有丰富的知识作支撑，目前知识的分布

非常松散，通过构建移动智能问答系统，

有助于将原本松散的知识都集中到知识仓

库中统一进行管理。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图 3  网络爬虫程序的结构

图 4  基于 solr 的搜索引擎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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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玉珍  徐良  朱峰  蒋玉峰

高校资产如何能高效地盘点困扰着许多高校，这个难题最近在

常熟理工学院终于有了着落。

启动校园资产清查

2015 年底，常熟理工学院召开动员会启动全校资产清查工作，

会上，陈建华副校长强调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开展

本次资产清查工作的必要性。要求各单位分管资产工作的领导要按

照学校要求，及时跟踪资产清查工作进展，重点清查遗漏、缺失和

不规范的环节，梳理清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对

清查工作的具体开展进行了部署，强调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务求实效完成本项工作。信息化办公室技术人员对于本次清查工作

如何利用“掌上理工”中“资产盘点”功能进行了演示说明。

本次常熟理工学院资产清查工作分为个人自查、学院及部门自

查、全校核查三个阶段进行。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还将对各单位的清

查结果进行抽查，以确保本次资产清查工作取得实效。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仅仅 20 天后学校资产盘点数量到

49103 件，占资产总数的 65% 左右，平均日盘点数 2455 件，这样

的盘点速度、效果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也是以前不可能实现的，彻

底解决了高校资产盘点效率低下的管理“洼地”和不透明的管理“痛

点”。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要从常熟理工学院的互联

网应用创新谈起。

以 IT 盘点资产

前几年，常熟理工学院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指导下，学校

建立人、财、物等的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其中资产管理与决策系统，

以数据可视化的方式，按照校区、楼宇、房间、部门、人员、资产

等多维度从全视角展现高校资产的配置分布情况，实现了资产配置

的精细化管理，但这些设备真实情况如何，比如：这些物品

是否存在，是否丢失，物品在哪存放等问题，仍然无法得到

全面监管监控，这样就需要通过资产盘点来实现。但传统的

资产盘点是采用专有的手持盘点设备，这些设备只能基本解

决资产盘点的功能，存在许多缺点，诸如：效率低下，该专

有设备无法实现人手一把，学校一般会采购 10~20 把左右，

平时基本闲置，等开始资产盘点时每个单位能分配到一把左

右，不够用 , 导致工作效率低 ; 无法实现扁平化管理，由于

很难把盘点工作执行到“各扫门前雪”，即责任到人，加之

盘点效率低，而每个学校都是数万件资产，这样导致事实上

每次盘点都无法做到全部盘点，大多是抽样盘点；资产盘点

真实性不强，传统的手持设备只能扫描设备的条形码，无法

上传资产实物照片等，这样的盘点效果也是大打折扣；无法

精确定位盘点，传统的扫描设备基本不支持无线网络连接 ，

数据上传大多是通过数据线导入计算机系统等多个步骤，另

一个缺点是无法在盘点资产时进行精确的室内和室外定位。

于是，常熟理工学院在 2015 年启动的校内立项建设开

发项目工作中，把基于移动终端和 WIFI 的资产盘点项目确

立为 7 个建设项目之一，通过在校内的激烈竞争后，最终由

互联网 + 资产盘点让高校资产“水落石出”
常熟理工学院

图 1  盘点分布区域和盘点雷锋排行

应用系统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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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办公室的朱峰老师中标，项目开发经费为 9 千元，应该说

是非常少的经费投入。项目确立后，研发团队开始确立目标：开

发一个让所有师生利用手中智能手机就都能参与资产盘点的系

统，为了克服以前资产盘点的低效、不真实、抽样盘点等问题，

研发团队确立了基本建设思路：充分利用 GPS、楼宇定位、校园

WIFI、手机扫描、手机拍照、GIS、大数据分析等手段结合，建

设一个人人参与、高效、便捷、通用的移动 Web 资产盘点系统，

让高校庞大的家底能“水落石出”，彻底解决资产盘点这个老大

难问题。

目标和思路定了后，研发项目开始启动，在开发中确立了调

用 JSSDK 接口来驱动手机硬件工作，结合 GPS 定位和室内 WIFI

定位，采用腾讯地图数据可视化等开发模式。当然这样一个创新

项目在开发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许多问题，好在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2015 年 9 月该项目基本完成，进入测试运行，2015 年 11 月该系

统正式上线，于是学校资产部门开始启动新一轮的资产盘点工作。

创新中的问题与反馈

在学校的资产盘点动员大会后，随着盘点工作的进行，各

种各样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如各类手机和操作系统版本问题、教

师对使用新生事物习惯问题等，好在这些问题信息化部门之前也

有思想准备，通过交流与培训，资产盘点工作的顺利和高效也让

研发团队很吃惊。这种资产盘点方式让各个部门和二级学院的资

产信息管理员开心了，他们说“这个从来没有解的问题终于有解

了，而且是全员参与盘点，甚至还可以请其他老师和学生一起盘

点，太高效了，让我们资产管理员也可以解放出来关注盘点的进

度和协调等工作”；后台数据统计页面上部门盘点排行榜、盘点

之星、盘点雷锋等排行榜等让每个部门和每个人都乐在其中。通

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参与，资产盘点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完成

了近 65% 的目标，真正让资产盘点飞了起来。图 1、2、3 是本

次盘点中的情况显示。

通过技术创新，我们学校改变了高校资产管理一直无法解

决的老问题，让资产盘点管理实现了扁平化管理，调动了每位

员工的责任意识，提升了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实现了资产盘点

的常态化管理，这次尝试让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下一步计划是

围绕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主要工作，依托每位师生手中的智

能终端和校园 WIFI，继续在设备报修、实践教学设备利用率

监控、各类教学活动签到考勤等诸多方面试水。

（作者单位为常熟理工学院）

图 2  异常盘点疑似预警

图 3  个人盘点详细情况

本刊讯  1 月 7 日，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

称华三通信）正式发布智动运维服务战略及智动远程运

维服务，为 IT 运维开启“智服务”之道。这是华三通

信“H3Care 智动服务”理念的一次重量级“落地”。

“智能、定制化服务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华三通

信全球技术服务部副总裁丁忠华指出，基于“全业务、

全联接、大数据”的信息化架构服务构想，华三通信从

业务、安全、信息化运营视角，提出了智动运维服务战

略及解决方案，强调“智能感知、随需而动”，利用智

能化技术工具及手段，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 IT 运维

服务解决方案。

据悉，华三通信智动运维服务定制了详细的解决方

案，包括智动运维管理服务、智动协维服务、智动远程

运维服务以及智动运维平台服务等。其中，智动远程

运维服务是华三通信基于客户运维模式推出的一款远

程运维服务，由华三通信专属专家工程师为客户提供

7x24/5x10 小时不间断的、主动的、预防式的、自动化

运维的远程服务。

华三通信发布智动运维服务战略

应用系统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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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顾晓光  刘兹恒

作为信息社会的第三次浪潮说法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人类

社会的信息属性却从来没有哪个阶段比二十一世纪这十多年更加汹

涌澎湃。信息技术的变革性发展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更新了人们

的观念，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平。

国内外图书馆界热点问题之二：信息素养教育

信息素养教育十大关键问题

我们正处于一个泛在环境的信息社会，或者说信

息无处不在，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

最直接的例证就是诸如手机这样的移动设备已经不仅

仅是一部电话，而且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多。云计算、

RFID 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信息的应

用智能化，对于信息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广泛。

图 书 馆 的 发 展 也 正 在 朝 向 泛 在 化 发 展， 无 处

不在的图书馆 4A 环境（anyone, anytime, anywhere, 

anything）越来越成为现实。如何让大学生能够充分

地利用图书馆和泛在的信息环境，成为信息素养教育

的重要课题。

泛在环境中，嵌入式的信息素养教育愈发普及，

它如同网页的一个超链接，介入到随时随地需要信息

素养教育的环境中，成为科研工作的可扩展部分。

一方面，移动图书馆和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是泛

在环境很好的例证，是泛在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

泛在信息环境也带来了信息泛滥和信息短缺的尴尬，

这与文献检索的检全率与检准率的理论有相似之处。

这给信息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

机遇。

信息素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 它涉及教师、教材、资源、教学方法、

实验场所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 , 国家相关部门应制定信息素养

教育政策 , 如关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信息素养教师发展、经费保障及信

息素养教育计划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高校自身的信息素养教育政策是信息

素养教育顺利开展的必要保障。 

课程标准是实施信息素养教育的核心 , 它既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

和考试命题的依据 , 也是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信息素养课程标准的制

定应具有权威性、可行性、灵活性、可持续性。

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一段时间。1984 年 2

月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发布文件，要求在各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

利用”课。该文件中强调了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把信息意

识和信息能力的培养作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目标，把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

使命交给了该课程。

国际上最知名的信息素养标准是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

的《 高 等 教 育 信 息 素 养 能 力 标 准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这是较为成熟和权威的信息素养标准，

并且做到了及时更新，如 2013 年就发布了新的标准。 我国第一个正式的

信息素养标准是《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系》。 

文献检索课在我国已经有了 30 年的历史了，但我国相关的信息素养

教育政策和标准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希望能够借助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的

快速发展，相关部门能够制订一个全国性的信息素养教育的标准。

相关政策及标准下的信息素养教育1 2 泛在环境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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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热点问题。本刊在以上几期刊登了关于开放存取的实践与

成果系列文章，本期将登载关于信息素养教育的十大关键问题。

二十一世纪以来，信息素养教育在新的数字环境下有了

很大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信息素养教育结合新的信息环境、

技术进步和理念更新，让无处不在的信息得到无时无刻的素养

教育。本文从十个方面展开介绍和分析，有的方面已经有了像

Blackboard 平台一样的广泛应用，有的方面虽然没有案例，但却

是不可忽视的方向。

数字图书馆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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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被认为是“大数据元年”，

大数据已经撼动了世界的各个方面，从

商业、科技到医疗、政府、教育、经济、

人文以及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大数据

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

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过去不可计量、存储、

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了。

数据化意味着人们要从一切太阳底

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以

前认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边的事情。

有了大数据的帮助，人们不会再将世界

看作是一连串或是自然或是社会现象的

事件，会意识到世界本质上是由信息构

成的，人们能更加方便地寻找到信息与

信息之间的关系。 

在大数据的环境下，“数据素养” 

成为信息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主要指专业科研人员对于大规模科学数

据的采集、管理、利用和评价的一种能力，

是信息素养高度专业化的体现。数据素

养教育使信息素养教育进一步深化。

虽然很多高校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

已经涵盖了 SPSS 之类的数据分析软件，

但在大数据方兴未艾之时，信息素养教

育也要与时俱进，紧跟技术的发展和理

念的更新，让“数据素养”成为专业研

究者必备的信息素养之一。

马歇尔·麦克卢汉有广泛流传的两

句话：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

Web2.0 的出现和发展更加佐证了这种理

论。通过媒介手段进行信息素养教育是

Web2.0 时代的重要表现。

Web2.0 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和人

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既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也是生产

者。这对信息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

求。一方面，如何教授大学生有效地进

行 Web2.0 的应用；另一方面，如何通过

Web2.0 推广信息素养教育。

与其说 Web2.0 带来的是技术的进

步，不如说是理念的更新。它使得大学

生自主性地参与到信息资源的建设中，

加强了信息生产的协作与交流，同时也

加深了对信息伦理和信息批判的理解。

我国高校图书馆在 Web2.0 环境下紧

跟国际发展的步伐，通过图书馆间的协

作、共建共享以各种形式对用户进行信

息素养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

系（CALIS）的“e 问平台（高校图书馆

1984 年，教育部要求开设文献检索

与利用课程，至今已有 30 年的历史了。

在这期间，文献资源经历了由纸本资源向

数字化资源转变的过程，文献检索课的教

学重点也由纸本资源的检索转向网络资源

检索。 

现在意义上的信息素养教育脱胎于文

献检索课，它也是信息素养教育最广泛的

教授方式。它是信息获取技能的入门，但

却别有洞天。文献检索课一般包括理论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两部分，在很多高校，

它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文献检索课不仅

作为学生的学分课程出现，很多高校图书

馆还辅之于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教育，比

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小时讲座”。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发与文献检索

课相关的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大量使

用 Big6 模式（Big6 信息问题解决模式，

Big6 Model of Information Problem-Solving）

进行教授。同时，有些高校也出现了专业

性较强的在线课程，以针对某一特定学科

或课程为学生提供关于如何在特定领域进

行检索和利用信息的具有一定深度的内

容。华中科技大学开发了“医学生在线信

息素养教育网站”。文献检索课越来越朝

着培养学生专业素养的方向发展。

联合问答平台 & 信息素养教育课件展示

平台）”就是一个代表。大量的高校图书

馆开通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服务，一方

面起到了宣传作用，同时也能够即时得到

用户的反馈。

Web2.0 已经成为图书馆进行信息素

养教育过程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的一种重

要方式，使得图书馆这个古老的职业得

以“复兴” 。

文献检索课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Web2.0 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大数据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3

4

5

马歇尔·麦克卢汉

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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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文献检索课的基础部分之一是教授学生如何通过 OPAC

系统查找和使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以及如何利用搜索引擎进行网

络资源的检索。面对图书馆越来越多的海量资源和成倍增长的数字

资源（已经不是简单的数据库资源，有人把它称为“数据海”），

资源发现系统应运而生。

近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用于商业电子资源订购的经费增长幅

度超过了 100％，其自建的数字资源，无论是原生资源还是印本加

工资源，在近 10 年间由几十个 GB 的规模增长到近百个 TB 的规模。 

发现系统是搜索引擎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高级应用。相对于

通用搜索引擎的网页搜索，发现系统是锁定了信息搜索范围的垂直

搜索引擎，它针对图书馆员和读者的资源管理需求和文献查询需求

提供特定的信息输出和相关服务。因为具有图书情报检索领域的专

业色彩，相比通用搜索引擎的海量信息无序化，资源发现系统会更

加专注、具体和深入。 

“发现系统”在针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分类、挖掘及数据关

联上都是传统 OPAC 无法达到的，也是读者信息素养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的客观要求。同时，它也是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之一“节

约用户的时间”的例证。它作为新的检索工具，需要被广大师生所

了解。信息素养教育要让人们知道“发现系统”的优点，能够通过

“发现系统”去发现“数据海”中自己的所需；也要让人们知道“发

现系统”的缺点，能够克服“发现系统”在关联数据和收录资源量

等方面的不足。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

称 MOOC）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近两年来的热点。《纽约时报》

将 2012 年称为“MOOC 元年”。它的产生对于知识传播起了

很大的作用，并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带来了变革。

在信息鸿沟日益凸显的今天以及我国教育资源不平衡的

情形下，MOOC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高等教育方式和

内容的围墙，也是响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的“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引

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建立开放

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

创新网络教学模式，使农村和边远地区师生能够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 

2013 年 5 月 21 日，清华大学正式加盟 edX，成为 edX

的首批亚洲高校成员之一；7 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签约 Coursera；9 月，北大也与 Coursera 签署合作协议。 

MOOC 的出现对于信息素养教育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由

于它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育，图书馆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

信息素养教育的工作：一是在 MOOC 下设立信息素养的课程，

使得更多的学生可以参与，还能够吸收来自不同环境的学生，

使授课的老师能够通过不同的需求而丰富信息素养的教程；

二是学生通过信息素养教育的 MOOC 课程，能够广泛地接触

到世界各国优秀的教学资源。

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 IC）是在共享式

学习和开放存取的背景下，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

种以培育读者信息素养，促进学习、交流、协作和研究为目标

的创新服务模式。信息共享空间打破了传统图书馆知识转移的

局限，既可以为用户知识转移提供自由、开放、共享、交互的

物理环境，也可以为用户知识转移提供虚拟、远程、实时或异

步的操作平台与途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推出信息共享空间，它就像

是图书馆里的一个小王国，以空间为实体、以网络为资源、以交

流为服务，既体现出图书馆作为场所的重要性，也跳出了传统图

书馆知识交流的局限。这种服务一方面为用户提供了多样的服务

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图书馆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依托。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2008 年提出了“IC2 创新学科服务

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实践中，学科馆员们积极将信息素养教

育嵌入专业课程中，例如，该校媒体与设计学院有“传媒市场调

查与分析”和“英文报刊导读”两门课，学科馆员们全程跟踪第

一门课的教学，根据教学大纲、作业和学生需求适时安排信息素

养教学；而在第二门课的教学中，学科馆员会针对教师布置的作

业和学生需求，一次性讲授课程所需的信息资源分布、信息获取

技能等内容。 

信息共享空间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MOOC 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发现系统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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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马克（Mark Hurst）在《比特素养》（Bit Literacy）一书中说，在面临信

息过载的数字时代，使人们能够在比特的海洋中健康而高效地生活和工作的技

能培养是重中之重。谁懂得利用比特，谁就能主宰这个时代；那些不懂得与比

特共存的人们，将会日渐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因为比特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 

以上罗列的信息素养教育中出现的热点大多与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所带来

的理念更新有关，说明信息素养教育要紧跟技术的发展。大学生对于新技术

的使用而产生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他们对资源利用的能力。如何使其

在这两者中做好平衡，也是信息素养教育所需要加以考虑的。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应用信息的技

能，以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效果，并将信息素养的理念融入其中，使其成

为他们终身学习的基础，成为惠及他们一生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源泉。

吸引学生有奖参与和信息素养相关的课余活动是信息素养教育

多年来的做法。如武汉大学信息素养协会已连续举办七届全国搜索

大赛，累计有 300 多个学校逾 10000 名选手参加，形成了“研究生搜

索大赛”、“全国高校搜索大赛”和“国际搜索大赛”“三赛一体”

的赛程体系，努力实现了比赛与科研的统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推广的“全民信息计划”（Information For All Program）

的重要平台。协会站点（www.infolit.cn）已入选 UNESCO 信息素养中

文站点资源。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众多高校图书馆也推出过搜索达人

大赛，通过这样的有趣、有奖的方式，吸引了大量学生的关注和参与。

真人图书馆（Living library，又名 Human library）是一种新的图

书馆服务形式。它的服务理念是将一位真实的人物作为一本有价值的

“图书”进行借阅。高校图书馆将 Living library 与信息素养教育融合，

创新了教育方式，充分挖掘了个体的隐性知识，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满足“图书”自我价值实现，还有助于消解教育对象的精

神压力，消除迷茫情绪，适应信息时代和潮流。通过交流，可以和“真

人图书”分享智慧，拓宽视野、提升素质。图书馆对不同的教育对象

借阅不同的“真人图书”，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图书馆还

可以通过视频聊天及各种语音技术设别、现实与虚拟结合，不受时空

局限，方式灵活多样，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更多的可能。 

借助多媒体的手段来宣传图书馆，增强用户的信息素养是近年

来许多高校图书馆所采用的一种方式。在这方面，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爱上图书馆》系列短片尤为突出。短片通过一对男女同学来演绎如

何更加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用幽默、轻松的风格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这一创意得到了国家图联（IFLA）2012 年第十届

国际营销大奖。 显然，通过学生的参与，向学生传达图书馆的声音，

再加以人文艺术的演绎，将会成为越来越多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的内容。

大学生进行网络游戏的比例较高，争议也不小。

去除网络游戏容易上瘾占用大量时间以及对身体造成

伤害等不利影响，大学生也可以在其中得到信息素养

的培育。一个网络游戏就是一个虚拟社会，游戏者可

以从中比较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虚拟人物与虚拟社会

的信息交流，也不失为学与玩的结合。如何引导大学

生们在游戏中得到信息素养的提高应当受到图书馆的

重视。

目前，将网络游戏与信息素养教育结合并加以实

现的方式是把游戏嵌入信息素养教育中，也就是说，

出现了专为信息素养教育而设计的游戏。简单说来，

把信息素养教育知识点进行分解，根据知识点进行游

戏设计，让游戏的设计涉及到每个知识点。有人把信

息素养分为三个层面知识点，第一为信息意识层面，

就是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寻找发现信息的意识、嗅觉等，

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第二为信息技能层

面，包括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传播和创新知识点；

第三为信息道德层面，包括信息伦理道德、信息安全

和知识产权知识点，这些知识点可以通过在游戏规则

中设计信息安全炸弹、游戏减分规则等来体现。 

北京大学从 2009 年起，每年都会在录取通知书里

加入一张名为《北大英雄》的光盘。当新生们在电脑

上安装了这款小游戏，游戏开启后，就如同进入了真

实的北京大学，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建筑尽收眼

底。 通过轻松的游戏，北大新生们体会到了寓教于乐，

基本的信息素养教育也在无形中完成了，使他们在第

一时间了解了图书馆、爱上了图书馆。

Mark Hurst

网络游戏中的信息素养教育 公众活动下的信息素养教育9 10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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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发展，高校

内部的服务器数量逐渐增多，虽然硬件性能

的提高、虚拟化和云服务的逐步实施减缓了

这个趋势，但是设备数量仍然较大，这就给

服务器的管理工作造成一些困扰，增加了不

少工作量。如何提高服务器管理的水平，提

高工作效率成为摆在高校信息化工作者面前

的一道难题。

从实践来看，高校一般都面临以下普遍

问题：

1. 服务器放置位置的困扰

理论上讲，服务器应当统一放置在服务

器机房。然而，实践中，高校为数众多的服

务器遍布全校，好一点的情况，都放置在各

部门的机房中，和实验用的计算机在一起。

差一点的情况，办公室里面散布着大量服务

器，和办公科研用的计算机在一起。无论怎

样，用户使用的计算机与服务器混放的情况

是常见的。

2. 服务器网络管理、地址分配、域名解

析工作量大

因为服务器的放置情况，导致网络管理

工作量大，需要将服务器的固定公网地址分

配到各个区域，配置到准确的位置上。因此，

网络地址规划和分配工作也有一定难度，而

且工作量大，难以一次规划长期实施，每隔

一段时间就要调整一次规划。随之而来，对

应的域名解析工作量也比较大。服务器增加

和移动都需要重新调整域名解析。

3. 服务器安全、信息安全工作压力大

各部门的服务器安全、信息安全工作的

水平参差不齐，因为经费困难和对安全工作

的认识不到位，委托一位老师或者学生管理

的情况非常常见，一些服务器基本是大门敞

开，高校被黑事件的新闻络绎不绝。发生问题

各部门基本以水平能力为由，表示无力承担改

进，学校领导一般会要求信息技术部门负责落

实改进措施，把压力放到信息技术部门。

4. 技术上虽然有种种方法解决，在实践

中却难以实施

高校机房空间不足、老师不愿意托管、

科研项目管理独立等等一系列原因导致无法

集中管理服务器。为了适应服务器物理位置

的无序，地址路由细碎、网络管理配置量大、

修正量大、域名修正量大都是常见问题。而

实践中，限于能力水平、人员数量、经费限

制等原因，信息技术部门很难对服务器进行

有效的安全处置，而这些服务器经常承担比

较重要的教学科研宣传等工作，无法强行封

闭。停不得、改不动的服务器也是很多高校

的无奈现状。

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以及解决过程，经过与高校同行和公司技

术人员的广泛交流，逐步总结出一个通过代

理服务器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案。

5. 外部访问内部服务器全部通过反向代

理服务器。

设置反向代理服务器，所有域名解析结

果都指向代理服务器地址，域名解析就成为

一次性工作，减轻了工作量。而且，服务器

放置位置就不再成为重要的问题。

所有服务器可以设置为私网地址，代理

服务器将对应域名指向服务器的私网地址，这

样地址规划也成为了一次性工作。而地址分配

就可以全部采用DHCP自动分配模式，网络配

置管理也成为一次性工作。在DHCP服务器上

绑定服务器的地址分配，服务器移动位置后进

行一次调整即可，响应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代理服务器由信息技术部门负责管理，

安全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代理服务器统一进

行端口开放的管理，尽量减少服务器开放端

口，在各部门服务器和人员水平没有任何调

整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整体安全性。以上

操作，整体实施技术难度低，效率高，效果好。

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初步完成了第一批九十多

台服务器的调整，效果良好。

6. 内部服务器访问外部网络全部通过正

向代理服务器。

实施反向代理服务器方案后，一些管理

员和同事提出，服务器被访问的问题解决得

不错，但是，服务器访问外部进行维护管理

的时候还不是很方便。因为中国人民大学采

用流量计费，Portal 认证方式。服务器一般

有两种方式访问外网，申请流量卡，通过浏

览器登录通过验证后使用外网，或者申请服

务器地址直通，计费完全失去管理和监控。

申请流量卡模式，主要问题是很多服务

器不按照图形界面，没有浏览器，无法使用。

直通模式，主要问题是使用没有监管，发生

攻击异常流量现象时影响整体网络的稳定，

以及滥用特权。

综上所述，通过外部反向代理服务器为

校内各处的内网服务器建立安全保护机制，

同时解决公网地址全校下发导致的配置和管

理难题，通过对代理服务器端口管理，即可

使局域网内服务器安全层级大大提高。通过

内部正向代理服务器可以解决服务器校园网

出口认证难题并将公用服务器纳入流量监管

平台。正反代理服务器并非新技术，但是它

们的合理部署和运用可以大大增加校园信息

化服务和管理的水平，供各位同仁借鉴。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代理服务器在高校信息服务中的部署
文 / 张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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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在生活中适用面越来越广，使

得大部分的网络服务器在固定时间内所需处

理的客户请求在不断的增多。目前广泛实施

的 DHCP 逻辑框架——即基于 failover 草案

的双机服务模型，已不可能再进一步的优化，

只能通过硬件设备的改良来提升服务效率。

所以引入新逻辑框架来解决目前 DHCP 服务

面临的瓶颈是有其必要性的。

现有的DHCP的多处理机服务设计主要是两

种，其一是将所有的数据保存在数据库，数据

存取以及数据查询都交由数据库来完成；另一

种是将服务器的IP池划分为若干个IP段，每一

段由一个服务器来负责IP地址的分配，同时每

台服务器采用多线程来并行处理客户请求以及

1∶ N的冗余方案来应对服务器崩溃的情况。

目前所有集群化服务的设计中，共享

存储的应用较为广泛，实现方式主要分为基

于高速缓存行的硬件实现和基于虚存页的

软件实现，以及目前应用较多的存储结构主

要是两大类：NUMA（non-uniform Memory 

Access，非一致访存结构）和 COMA（Cache 

Only Memory Architecture，唯高速缓存结构）。

前者的做法是：每一个共享页都有固定的主

节点，每一个处理机需要资源时都是从主节

点处获取该共享页的备份，除此之外所有的

处理机都必须根据一致性协议将相对于主节

点的页差（diff）传回到主节点进行数据更新。

诸如 JIAJIA、Cashmere 等系统都是基于该存

储结构来实现的；后者则不是基于主节点的

对称存储结构。其思想是：每一个拥有该共

享页的处理机都将保存这个共享页和相应的

diff，如果一旦其他的处理机需要该共享页

时，就会向当前所有持有该共享页的处理机

发出请求，持有该页的处理机就会将共享页

和 diff 一起发送到请求源。ThreadMarks、

CVM 等系统都是基于这种方法来实现的。

本文的方案的设计场景是在一个局域网

内——实现基于局域网内的 DHCP 服务集群

化，如图 1 所示。将所有的 DHCP 服务器放

置在同一个网段。采用共享存储的方法来实

现多处理机的数据的一致性。虽然是基于局

域网的 DHCP 集群化服务，但是对于今后的

DHCP 云服务的思想有一定程度上的吻合，所

以姑且可以将本文看成是 DHCP 云服务的小

范围尝试。

系统设计

用共享存储的方法来实现集群化服务，

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资源组织模型、资

源存储方式以及一致性方案的设计。资源的

组织模型主要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调度以及分

配共享资源。由于本文的设计是基于软件实

现，所以采用虚存页的组织模型。资源存储

方式主要是资源如何存取，涉及到 I/O 速率

以及系统消耗等问题。一致性方案的设计是

方案的核心和实现共享存储的必要条件。

资源存储结构

由于在 DHCP 服务中 IP 池的信息是不可

以被修改的，服务过程中需记录的是 IP 地

址与其被分配对象的信息（客户的MAC地址）

的配对信息。所以借鉴 NUMA 存储方式，初

始时将IP资源按照合适的页单元进行划分，

将所有的资源存储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主

节点。之后主节点分配初始资源给服务器。

根据通信协议，在运行一定时间后要将页差

（diff）写回到主节点上进行数据更新。处

理器产生缺页事件时，就会向主节点发出请

求，这时主节点会根据空闲资源的情况，进

行资源的再次分配。

数据一致性设计

基于上文资源存储方式的设计，要实现

数据一致性，必须规定每一个共享页内的 IP

资源的分配权在同一时间有且只能被一台服

务器所拥有，相当于给共享资源加了修改权

限。共享页的修改权限只有主节点才能进行

分配。所以实现 DHCP 服务的共享存储必须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在主节点获得最新的 diff 并且更新

完共享页的信息之后，主节点才能将共享页

的修改权限进行分配；

2. 服务器在分配共享页内的资源之前必

须从主节点获得该页最新的内容的映射以及

该页的修改权限。

系统运行流程

系统初始时，主节点先将所有的 IP 段资

源按照页单元划分。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给

每一个服务器分配共享页的映射并且也分配

该共享页的修改权限。在系统运行一段时间

之后，根据通信协议（如时间片轮转）处理

器将每一个共享页的 diff 写回，同时要交还

该共享页的修改权限。主节点在更新完共享

页内容之后，需返回一个确认信息给服务器，

同时将该页的修改权限再次分配给原服务器。

该系统中服务器的缺页请求一般是资源不足

需要新的共享页。如果主节点的空白页仍有

空余，则直接分配给请求服务器。若没有空

白页的话，则需要从其他的服务器回收资源

基于局域网的 DHCP 集群化服务

图 1  设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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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阳  王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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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利用的共享页（具体回收算法根据具

体的使用场景而定），回收完之后再将其分

配给请求服务器；详细的流程见图 2。

服务器与主节点通信机制

1. 服务器注册：新服务器加入系统时，

必须向主节点发送注册请求。然后主节点更

新服务器表后，分配给服务器 Server ID 以

及初始的共享页资源。服务器在收到之后返

回确认信息。

2.服务器写回：服务器在使用共享页一

段时间后（时间片耗尽），需将共享页的diff

以及共享页的权限写回到主节点。主节点在更

新共享页的信息以及重置服务器的写回时间

片之后，发送确认信号。如果写回的共享页有

资源被分配出去，则将共享页的权限返回给原

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到之后重置写回时间（服

务器的写回时间小于主节点的写回时间）。在

该时段，服务器将不会接收新的客户请求（即

REQUEST），直到服务器更新完内存资源。

3.确认服务：借助服务器写回机制，如

果服务器超过主节点的写回时间都没有写回，

则主节点发出确认服务信号。确认服务信号发

出三次之后服务器还是没有响应，主节点确认

该服务器停止服务，主节点将该服务器所所有

的共享页修改权限重置，并且再次分配。

4. 服务器缺页：服务器资源不足的时候

向主节点发出资源请求。主节点在资源整理

之后，将共享页的映射以及修改权限分配给

缺页服务器。

5.主节点强制写回：主节点在空余资源

不足却仍需要分配资源给缺页请求服务器时，

根据回收算法选择一个已分配的未完全利用

的共享页来回收。主节点发出信号之后，服务

器将diff以及修改权限写回主节点，主节点

更新完之后返回确认信号。

6. 服务器注销：服务器停止工作时，发

送注销信号给主节点。主机接收到之后发出

响应信号，服务器停止接收客户请求，并将

所有的共享页的 diff 以及修改权限写回主

节点。主节点接收到之后返回确认信号。服

务器注销成功。

功能拓展

前文的设计都是基于局域网内的设计，

但是方案的前提是局域网内服务器处理的客

户请求都是来自同一类型的客户，即所需的

服务内容是一样的，仅仅是所获得的 IP 地

址有所区别。而通常来说客户的需求往往是

不同的，诸如 VIP 和普通用户是不一样的。

要实现这些可以根据划分不同 IP 地址段来

实现。具体的可以将 VIP 用户的可以被分配

到的 IP 划分到一起，交由一个局域网内的

服务器进行分配，其余类型的 IP 地址交由

另一个局域网内的服务器来分配。之后将每

一个局域网通过一个消息总线将其串接起

来，而具体如何去区分请求用户的类别，则

交由总线控制器来完成。这也就实现了服务

的分类。整体架构如图 3 所示。

设计的主要问题

由于服务器是周期性的将共享页写回到

主节点，主节点内共享页的信息实时性不强，

服务器故障将会出现重复分配 IP 的情况。但

是过于频繁的写回主节点，这就对 DHCP 服务

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写回周期的选

取对于系统性能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主流的

DHCP 服务设计是在单台服务内用多线程的方

法来实现并发，而该方案则是在多个服务器

间实现并发处理。后者对硬件依赖更小，费

用较为便宜，资源利用率更高。由于周期性

写回机制的存在，而线程间的信息交互的时

间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客户数目

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前者的服务效率更佳。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局域网内的

DHCP 服务集群化方案。涉及到共享存储的各

方面知识同时详细介绍了方案的整体设计。

虽然该方案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希

望能对今后的 DHCP 服务的拓展有所帮助。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图 2  系统运行流程

图 3  拓展系统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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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今后更好地契合用户需求开展工作，《中国教育网络》发放了 2015 年度用户调查问卷。此次调查问卷以线

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收集，内容设置以用户对媒体的参与情况、媒体产品内容调查，用户评价等三部分组成。

《中国教育网络》杂志的用户以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节点主任、学校信息化

主管领导、学校教务处、信息办、信息网络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数据中心、图书馆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及技术人员、

相关企业为主。自2015年9月15日至11月23日，共收集问卷515份。根据收集到的问卷信息，我们针对读者的需求，

评价及信息获取现状等做了分析，在此，我们与您分享分析的结果。

2015《中国教育网络》用户体验反馈数据报告

用户行为分析

1. 您是否能按期收到《中国教育网

络》杂志？

A. 是   B. 否    C. 从没收到   D. 

希望订阅 

2. 您是否将《中国教育网络》杂志

推荐给同事或者朋友？

A. 是     B. 否

3. 您认为《中国教育网络》提

供的内容信息：

A. 契合热点，对工作帮助大     

B. 比较陈旧，对工作无帮助 

4. 您经常通过以下哪些平

台获取信息？

A. www.edu.cn（中国教育

网） 

B. www.media.edu.cn（《中

国教育网络》杂志官网）

C. www.edu.cn/info /( 教育

信息化频道 )

D. 《中国教育网络》官方

微信 

5. 您认为“中国教育网 -- 教育信

息化频道”的哪些内容对工作有帮助？

A. 资讯    B. 校园信息化    

C. 技术    D. 资源与应用    

E. 产品与装备 

读者服务编读往来



96 中国教育网络 2016.2-3

用户单位占比用户职位占比
从以上的用户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有 94% 的用户愿意将杂志推荐给同事

及朋友，有 99% 的用户认为媒体提供的信息对其工作有帮助；在用户需求中，

有 97% 的用户愿意接受媒体推送的电子刊物及信息。有 12% 的用户希望媒体能

够多举办教育信息化相关大型会议、区域活动、专题沙龙及网络课堂培训等。

更有院校老师、企业写来感谢信，表达《中国教育网络》在内容上对个人的学习、

工作的帮助；在举办的会议活动中，更是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

《中国教育网络》自2004年创刊至今，已收纳稿件2000余篇，出版杂志208期，

参与举办会议50余场。较2014年度用户增长1000余人，数据库活跃用户达6000余人，

总库数据增长至16000多条。《中国教育网络》杂志以媒体的身份在传递着教育信

息化行业的信息传播，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今后让我们共同进步。

用户对媒体评价分析
3. 您是否愿意参与由《中国教育网络》

杂志举办的年度“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

应用创新”评选活动？

用户需求分析

1. 您是否愿意接受杂志的电子刊物？

A. 是    B. 否 

2. 您希望参加多大规模的会议活动？

4. 您希望通过哪类方式了解我们的活动信息？

5. 您希望我们通过什么方式为您提供教育信息化产品信息？

附：用户职位、单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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