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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大数据的能量

3 月，谷歌 AlphaGo 与韩国围棋国手李世石的“人机世纪大战”，

刷爆全球舆论圈。 

说到底，AlphaGo 获胜，在于拥有人类历史高手海量的棋局和不

断试错改进的自我学习能力。大数据 + 深度学习，造就了 AlphaGo 的

胜利。

海量数据的汇聚，促成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然而，问题普遍存在，

那些希望通过海量数据总结和发现科学的规律，或者是刻画用户画像

的设想，遭遇了诸多挑战。

随着高校信息化的发展，积累了二十余年的各类数据，当我们面

对庞大的校务数据，希望藉以了解学校师生教学和生活行为的发展趋

势时，数据隐私保护、数据质量、数据分析技术以及数据应用服务等

的问题，均接踵而来。

在数据开放政策与机制相对缺失的当下，数据的供需矛盾也显得

尤其突出。数据只有开放，并按需汇聚起来，才能成为大数据，才能

刻画并总结出科学的规律，但如何开放大数据资源，在人们对数据“淘

金”的期望越来越高的当下，将数据当做宝贝，秘而不宣，使得数据

供与需之间，存在壁垒。

虽然大数据催生了科研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但“大

数据在计算机中，科研的人在科学中”，却还是全球性的难题，要破

解这样的困局，需要从机制体制上进行整体规划。高校数据中心或

者即将到来的科学大数据库建设中，需要解决数据管理及评价机制

的问题。 

首先，评价体系需要适应新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变革。很多应用学

科只将计算机技术单纯作为一种载体，或者是简单的处理工具，因而

从事计算科学的研究人员，也常常被视为科研辅助人员，其科研成果

并不能得到认定，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得学科交叉越来越困难。

第二，数据的规范管理。目前关于数据的标准规范虽然形成于

2010 年前后，但其中关于数据归属、数据版权等焦点问题，并未有清

晰的界定，这对于数据的生产者及数据的使用者，都构成了风险。

目前国际上非常关注的“数据出版”，可以是一个新模式的探索。

数据出版首先明确了数据的知识产权，清晰界定数据的拥有权，但并

不妨碍其使用权；第二，注明来源；第三，数据拥有一个标识，可以

提供使用者随时访问到需要的数据。如此，既可以让数据的开放共享

更规范，也可以让科研人员更愿意开放数据，供需的矛盾或能得以化解。

大数据带来机遇，也带来许多挑战，需要我们条分缕析，因时应势，

破解束缚，才能释放出大数据无穷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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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                  
小心数据歧视你

在 近 期 的 SXSW 互 动 大 会

上，有一个重量级的研讨会专门

探讨了如何利用数据来了解我

们，以及如何借此对产品和服务

进行调整。奥巴马政府前副 CTO

尼克尔·翁 (Nicole Wong) 引入了

“负面筛选算法”的概念，他表

示，当美国的一所著名高校的计

算机系初期的筛选程序明显在无

意中歧视了女性后，他们便改变

了流程。

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其他

一些例子：例如，Facebook 可以

根据用户的社交图谱判断其财务

价值；而研究也表明，谷歌广告

向女性展示高收入职位的概率更

低。记者朱立亚·安格文 (Julia 

Angwin) 说：“你可能并不知道

你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份工作，你

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其实是因为

数据歧视了你。”

专家认为，的确有必要在计

算机课程中增加数据伦理教育。

在这个阶段，必须共同思考希望

今后的数据收集和使用将会向什

么方向发展，并花些时间来了解

我们生活中的数据所产生的潜在

影响。

TNW

BI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虚拟现实革命将比想象中的更早到来

近来媒体采访时，扎克伯格谈论了他对虚拟现实市场的

未来愿景。扎克伯格宣称，每隔 10 年到 15 年就会出现新的

计算平台，而虚拟现实是当前最有前途的候选者。虚拟现实

硬件可能在 2017 年到 2022 年成为主流选择。新的计算平台

需要新的软件生态系统，扎克伯格承认他不知道还需要多长

时间才能开发出完整的虚拟现实生态系统。

“我猜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 10 年。在未来，我想你肯定

想要捕获一个‘全景’，一个‘空间’，甚至想要传输这些场景。

就像科幻电影一样，你会想要实时传输自己当前所做的事情，

和其他人在空间内进行交互。视频会是下一个大趋势，几乎可

以和移动相媲美。”

纽约时报

日本经济新闻

（来自www.nytimes.com）

（来自www.businessinsider.com）

（来自www.nikkei.com）
（来自 thenextweb.com）

频繁更换密码安全性反而会降低

3 月 11 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美国大学

等机构实施的调查发现，企业要求员工必须频繁更换个人电

脑密码后，安全性反而会降低。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等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频繁

变更密码很麻烦的用户比没有这种想法的人，更容易被人推

测出所用密码。针对每 3 个月必须变更一次密码的学生们实

施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只是替换了此前密码的数字和字

母。据称，41% 的密码可通过破解软件在 3 秒内推测出来。

美国大学的研究者建议，应停止定期变更密码的规定，而是

应该向“二次认证”( 向个人手机发送一次性验证码 ) 和指纹

等“生物特征认证”方向转变。

英研发 5G 技术  快上百倍

近期，英国萨里大学正在进行打造世界上最快的手机网络

的计划，研究人员和包括三星 (Samsung)、富士通 (Fujitsu) 在内的

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正在合作研发一种新的手机网络，

其速度会比现有的所有手机网络快上百倍。他们进行的有关第

五代无线技术，或称为 5G 的研发工作，计划于 2018 年初完成。   

它将能让学生们在五秒钟内将整部影片下载到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上，而用目前的第四代即 4G 网络下载一部影片，

则需要八分钟。企业可以将包括智能手表、家用电器上的微

型传感器在内的无数种设备与新一代手机网络相连，汽车厂

商或许也可以在这座位于郊区的大学校园里测试无人驾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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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十大突破技术

在时下新兴技术中，哪些有可能解决重大问题并开启新的机会？最近，麻

省理工科技挑选发布的 2016 年十大技术，并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十项技

术均已到达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或即将到达这样一个阶段。

（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空中取电

突破技术：新型无线装置，能

够利用周边的无线电信号（如 Wi-

Fi）为自身供电并进行通信。

重要意义：互联网设备将摆脱电

池和电源线的束缚，开拓大量新应用。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1

2

3

4

5

6

7

8

9

10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语音接口

突破技术：将语音识别和自然

语言理解相结合，为世界上最大的

互 联 网 市 场 创 造 切 实 可 用 的 语 音

接口。

重要意义：通过打字与电脑互

动是非常耗时和令人沮丧的。

       免疫工程

突破技术：杀伤性 T 细胞可被

用来消灭癌症。

重要意义：癌症、多发性硬化

症和艾滋病毒（HIV）都可以通过免

疫系统工程进行治疗。

       特斯拉自动驾驶仪

突破技术：汽车可以在各种环

境下安全自驾。

重要意义：全球范围内，每天都

有几千人死于人为误操作引发的车祸。

       Slack 通信软件

突破技术：便捷易用通信软件正

取代电子邮件成为新的工作协同工具。

重要意义：在很多工作场所，“饮

水机效应”（指偶然相遇和意想不

到的同事对话会催生新想法）可以

提高生产率。

        SolarCity 的超级工厂

突破技术：通过一种简化的、

低成本的制造工艺生产出高效的太

阳能电池板。

重要意义：太阳能产业需要更

便宜、更高效的技术来提高其相对

于化石燃料的竞争力。

       DNA 应用商店

突破技术：新的 DNA 测序商业模

式让在线获取基因信息成为可能。

重要意义：人的大部分特征都是

由基因组决定的，其中也包括罹患特

定疾病的可能性。

        知识分享型机器人

突破技术：有一种机器人，可以

学习任务，同时将知识传送到云端，

以供其他机器人学习。

重要意义：如果不需要分别对所

有类型的机器进行单独编程，那么可

以极大地加快机器人的发展进程。

       可回收火箭

突破技术：可以发射有效载荷至

轨道并安全着陆的火箭。

重要意义：降低飞行成本可以为

宇宙空间的许多新事业打开方便之门。

       精确编辑植物基因

突 破 技 术： 能 够 便 宜、 精 确

地 编 辑 植 物 基 因 组， 不 留 下 外 源

DNA。

重要意义：提高农业生产率，

以 满 足 日 益 增 长 人 口 的 需 要。 到

2050年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1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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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Teal Group近期的预测结果，未来10年，无人机行业将实现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市场的消费总额将会翻倍，

预计从2014年的28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56亿美元。随着消费级的民用无人机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不难发现，

无人机正在改变世界。

无人机来了！不要止步于仅仅解决“山寨”窘局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英国投行（GP Bullhound）每年都会

对当年的技术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今年发

布的 2016 年十大技术趋势，其中提到无

人机市场将逆风飞翔。这意味着即使无人

机技术尚未成熟，并面临着法律和监管上

的限制，但是仍将迎来爆发式发展。

无人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消费级无人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走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一切的动力

就是市场需求。近期，专业无人机体育比

赛兴起，阿联酋组织全球无人机比赛；

英国伦敦无人机竞赛联盟（Drone Racing 

League）推出了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它

准备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一场盛大的无人机

比赛，并希望把该赛事打造成世界一级方

程式锦标赛。航空技术已开始渗透到了我

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并不仅仅于此。

正如媒体所报道的，“从应用场景上看，

无人机可以应用在物流、地产、新闻、科

研、执法、房地产、救援等领域。”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最

新规定，任何在去年 12 月 21 日之后购买

无人机的用户都必须进行注册，据报道，

申请注册的美国用户总数已达到六位数。

市场的欢迎程度从今年初在美国拉斯维加

斯举行的“CES 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

可见一斑。有数十家参展商带着最新的无

人机产品登场，一度成为舆论的热点。

“逆风”的阻力有多大

当然，我们可以畅想更广的市场。不

过，这一切的实现仍然有障碍。英国投行

（GP Bullhound）在其预测中就指出 2016

年无人机市场将是“逆风飞翔”，这里的

“逆风”是来自于技术和监管。

虽然无人机技术近几年实现了巨大的

突破，但是目前市场上的无人机仍然存在

电池续航能力不足、负荷有限、机身不够

耐久、网络连接不稳定以及小型化程度不

高、距离机场过近等问题。即使是配有专

业飞行员操控的军用无人机，也发生过坠

毁事件。所以，从监管的领域来看，除了

少数地方外，美国的空域仍然没有对商用

无人机开放。相关厂商无法展开测试，技

术进步更是困难重重。无人机市场正在迎

来“监管潮”。

此外，黑客和恐怖分子甚至也有可

能拦截和控制无人机。根据牛津研究组

Open Briefing 的最新报告认为，无人机正

在从小爱好演变为潜在的社会危险。尽

管 Open Briefing 报告显示，现在商用无人

机还没有成为 ISIS 主要的恐袭工具，然

而 Open Briefing 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Chris 

Abbott 认为：无人机真正构成的威胁有两

种：一是情报搜集，比如 2015 年 4 月袭

击 Baiji 炼油厂，就是 ISIS 在无人机爱好

者搜集情报的帮助系完成的；二是武装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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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恐袭，无人机本身的不稳定性带

来的困扰，从人身安全延伸到隐私安全、

国家安全等更大的话题。当年，一台大疆

迫降在美国白宫；悉尼歌剧院惨遭无人机

冲撞等。

从技术的领域来看，相关的公司已经

开始研究安全方面的技术。目前明尼苏达

大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正在与明尼阿波利斯

的一家无人机公司 Sentera LLC 进行合作，

共同开发一款无人机使用的高精度自动导

航仪工具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科学

团队研发出了具备一定的自主规避障碍和实

时规划路线能力的无人机飞行导航系统。

无人机的山寨安全更值得注意

以大疆创新为代表的消费级无人机兴

起后，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受到了全球的瞩

目，相关概念受到市场爆炒。与此同时，

一些山寨无人机也开始登上台面。智能硬

件产品的安全问题在业内一直受到关注，

而今年首次搬到 3·15 晚会现场。晚会上，

一些智能硬件产品的安全风险被曝光，其

中包括当下的热门产品——无人机。

中国无人系统联盟秘书长孙柏原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操控无人机是一个比

较正常的现象，但并不能说问题很严重。

孙柏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人机包括三

种，军用级、工业级和消费级。对于消费

者来说，更可能接触到的是大疆创新一类

的消费级无人机。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3·15 晚

会所表达的信息并非是否定无人机等智能

硬件，而是提醒消费者提高安全意识。另

一方面，随着无人机市场的火爆，一些山

寨无人机也开始出现，对消费者购买造成

误导。

随后不久，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就

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称，目前大疆各

型号无人机产品的用户，只要确保固件

及时升级至最新版本，完全可以消除这

一隐患。

“逆风而行”，催热管理制度的
规范和技术的提高

如今，人们开始担忧新手无人机操

作员在发生意外事故时会引发保险纠纷。

例如无人机意外侵害了一些户主的合法权

益，而这些户主则有可能因保险条款中没

有与无人机相关的政策规定而蒙受损失，

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险赔偿。针对无人机在

全球市场的兴起，很多国家都在加紧制定

无人机的相关法规。出台无人机监管政策

是大势所趋。

中国民航局已经正式发布关于《轻小

型无人机运行适行规定》，无人机首次拥

有了自己的“交通法规”。在这一规定中，

中国民航局首次把无人机进行细化分类，

更明确了无人机在天空中应该怎样飞行以

及飞行时应该满足哪些条件等内容。按重

量，将无人机划分为，0-1.5 公斤，1.5 公

斤到 7 公斤两类。非人口稠密地区，七公

斤以下运行就不太受限；城市人口密集区，

就会有个别限制。

欧洲主要针对产品进行监管，而美国

则更接近于航空标准，要求实时汇报空中

位置，同时必须登记无人机所有者的信息

资料，2015 年 12 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发布针对无人机的监管新规，要

求所有重量在 0.55 磅（约 250 克）至 55

磅（约 25 公斤）的无人机都必须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前完成登记；日本、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国家则是设立禁飞区，日本与

新加坡在城市中心地区都是禁飞区；加拿

大交通部正计划出台一部无人机新法规，

规定无人机操作员在正式操作无人机之前

需要取得飞行证书并接受相关的训练。

对于绝大多数无人机厂商，大家都欢

迎政策的监管。无人机的研发公司也正在

对于安全的精准度提高加大努力。从今年

C E S 看，“护翼”、“避障”、“自动

坠毁”等主要新变化，也都是围绕安全所

进行的。

无人机的盘点

（整理：陶春）

据路透社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无人机制
造公司大疆创新的产品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
占据领先地位，市场份额达 47%，遥遥领先于
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而在全球商用无人机市
场中，大疆更是独领风骚，一举夺得近 70% 的
市场份额。市场上另外的无人机有哪些呢？

Parrot

Parrot 是除大疆之外在无人机市场拥有
份额最大的公司，Parrot 比大疆成立的时间
早十二年，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无人机
及无线产品制造商，不仅提供汽车制造和城
市无人机领域的高科技解决方案，并且设计、
研发和销售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相关的高
科技应用产品。

3D Robotics

作为北美最大的面向个人用户的无人
机厂商，3D Robotics 由前《连线》杂志编
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和时
年 20 岁的佐迪·穆诺茨（Jordi Munoz）于
2009 年创建。

AscTec

AscTec 与大疆、Parrot、3D Robotics 成
为最大的四家四轴飞行器品牌，AscTec 为德
国 Ascending 公司旗下的无人机品牌。

  

microdrones

microdrones 成立于 2005 年，来自德国，
是一家专门生产轻型垂直起降机 (VTOLs, 
Vertical Take Off and Landing Vehicles)的制造商。

极飞

极飞由前微软中国区 MVP 彭斌于 2007
年创立，总部位于中国广州，是国内最早开
始研发多旋翼无人机的公司之一。

零度智控

中国另一家无人机企业零度智控成立于
2007 年，其创始人杨建军进入无人机领域之
前，曾从事航天飞行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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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Go 的技术架构采用的是模仿人类大脑神经模式，不再单单依靠机器的蛮力“强记”，而是通过深度学习把

人工神经网络的层级大大增加，提升了计算能力。

请问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还有多远？
一道题难倒 AlphaGo：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3 月，一场关于顶级围棋手李世石

与谷歌计算机围棋程序“阿尔法围棋”

（AlphaGo）的人机大战，成为全民狂欢，

这一点无论从海内外的新闻阅读量、视频

播放量，还是从围棋界、科技界、媒体界

的海量数据足以印证。

3 月 9 日至 3 月 15 日双方进行 5 场

围棋挑战赛，“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

前，AlphaGo 被贴上了“人工智能”的标

签，李世石被贴上了“人类代表”的标

签，不少人纷纷下注，赌谁能赢得这场比

赛。不管是围棋界、科技界还是一些学术

专家，几乎都在力挺李世石。可是，结果

是 AlphaGo 以 4:1 战胜李世石。这一下，

人们开始担心，有的人认为人工智能将加

速人类毁灭，有的阴谋论者认为李世石故

意输掉比赛，还有的人认为是机器人故意

输掉一局。

AlphaGo为何赢？在于深度学习

段子手开始编起：“两条阿尔法狗对

战，谁会赢呢？有人说，老狗会赢，有人

说，随机。”其实，抛开讨论比赛的输赢，

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实际

用途。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处在什么

样的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又能够如何帮助

人类更好地生活。讨论之前，非常有必要

了解 AlphaGo 取胜的原因。

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凯泽科技首席

技术官吴军指出，“去年 10 月 AlphaGo

击败职业二段樊麾，围棋界给 AlphaGo 的

排名仍远落后于李世石，但是他们忽略了

AlphaGo 突破了传统电脑的‘固定’程序

逻辑，融入了学习能力。”

AlphaGo 的主要工作原理是“深度学

习”。没错，这才是关键。不要把阿尔法

狗想象成一台机器。他是一套价值网络，

或者说一套算法。当年，Deepmind 被谷

歌收购之后，融入谷歌的深度学习技术，

其计算能力飞速提升。大家还曾记得 1997

年正是电影《终结者》预言的天网启动时

间，当时 IBM 公司的“深蓝”电脑战胜

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舆论一片哗

然。如今，AlphaGo 在短短几个月实现性

能的大幅提升，用五个月走完了 IBM“深

蓝”4 年的路，体现了当前人工智能系统

学习速度之快。

如此神奇的深度学习究竟是什么呢？

深度学习的概念源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

究。专家是这么介绍的，以 AlphaGo 为例，

构建了“两个大脑”，一个是通过“神经

网络”学习所有高水平围棋棋谱，输入历

史上的众多盘人类顶级棋手对弈数据，通

过“自我对战”来进行增强学习，改善此

前的决策网络；另一个则是通过价值网络

来进行整体局面判断，以决策网络与价值

网络来协作决定落子位置。

AlphaGo为何没有四连胜？仅
仅是弱人工智能的突破

百度深度研究院的专家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指出，“在 AlphaGo 与李世石的对

决中，李世石可以快速适应对战状态，而

AlphaGo 学习的过程中还需要工程师进行

调试。这也就不难解释，AlphaGo 为何没

有实现 4 连胜。”

是的，AlphaGo 代表的并非人工智能

的全部。

先 来 科 普 一 个“ 智 能” 的 常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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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Gottfredson 教授如此定义：“一种

宽泛的心理能力，能够进行思考、计划、

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快

速学习、从经验中学习等操作。”按照这

个定义，强人工智能就是智能达到了能够

和人类一样自如“思考、计划、解决问题”

的水平。

所以，人工智能分两种，分别为弱人

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实际上，目前所有

的人工智能领域取得进展的都是在弱人工

智能领域上。从产业链调研的情况来看，

服务机器人、车载与电视助手、智能客服

以及图像处理等应用已经开始快速渗透，

在语音识别等领域获得了一些应用，比如

iPhone 的语音助理 Siri、百度的度秘、科

大讯飞的“灵犀”、微软的小冰等。

然而，强人工智能，目前的典型例子

都是在电影里。

AlphaGo以后何去何从？强人
工智能的畅想

其实，谷歌并不打算制造出一个围棋

高手，AlphaGo 开发者哈萨比斯表示，“选

择围棋只是其人工智能水平的测试，最终

还是为了获得在现实领域的应用。”谷歌

是想做一个通用的智能计算系统。如果解

决了围棋问题，谷歌希望能把这套人工智

能算法用于灾害预测、风险控制、医疗健

康和机器人等复杂领域。

AlphaGo 取胜不仅仅是一场全民科普

的学习，而且带来人们对“有知觉、有自

我意识”机器人的憧憬。然而，从弱人工

智能进化到强人工智能也许是人工智能发

展中最难的一个节点。有的专家认为路还

很远，有的专家对此充满信心，网络上大

家对此也众说纷纭。比如，网上一位署名

刘兴亮的作者持后者的态度，撰文举例称，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百度大脑’、

‘讯飞超脑’等计划和项目正开展，而中

科院自动化所的类脑智能研究中心也正在

研究如何让机器有自主思维。他们的研究

方向有三：认知脑计算模型、类脑信息处

理和神经机器人。” 

根据媒体报道的一项调查，全球半数

人工智能专家相信，人类水平的机器智能

到 2040 年就能成为现实。最乐观的预测

是 2045 年，它是谷歌公司工程总监、未

来学家雷·库日韦尔给出的。《时代》周

刊对此进行报道：“2045 年，人类将会

通过与计算机结合而获得‘永生’，计算

机智能将取代人脑，永久改变人类的命运。

到时，人类可以选择与计算机融合，成为

‘半机器人’。而在这之前，即 2030 年，

人类的大脑将可被接入互联网。”

甚至，当弱人工智能已经大部分实

现，强人工智能正在通过深度学习不断

逼 近， 关 于 第 三 种 AI—— 超 人 工 智 能

(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 简称 ASI)，人

工智能思想家 NickBostrom 为我们勾勒了

这样一幅图景：它能够准确回答几乎所

有困难问题的先知模式，能够执行任何

高级指令的精灵模式和能执行开放式任

务，而且拥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活动能力

的独立意识模式。

这迅速地引发了业界恐慌，比如人工

智能是否如科幻电影一样不受控而威胁人

类？ 2015 年 1 月，马斯克、史蒂芬·霍

金和许多 AI 领域的专家联名发表了一份

公开信，呼吁对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应该

谨慎。

科普：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的方法，

目前主要为三种：监
督学习、半监督学习
和无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是指利用一组
已知标注类别的样本调整分类
器的参数，使其达到所要求性
能的过程。具体是给机器一堆
有标记的数据，让机器学习后，
推测得出新的未知的信息。代
表方法为神经网络、SVM、
NaveBayes、KNN 和决策树等，
目前与韩国棋手李世石挑战的
谷歌 AlphaGo 采用的便是神经
网络的学习方法。

半监督学习是指介于监
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之间，
利用少量的标注样本和大量
的未标注样本进行训练，以
得出新的位置信息的办法。
这是正在兴起的一种方法。
　

无监督学习则指设计分类器时，不给样本参数任何标签，让机器自行分析处理。目
标便是让机器学会自主学习。

据《MIT 科技评论》介绍，“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组主管 Yann LeCun 说，如果人
工智能要满足人们更大的野心，就必须弄清楚软件如何才能完成那些对人类婴儿来说十分
容易的事情。他说：‘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答案就是非监督式学习。解决了非监督式学习
的问题，将把我们带向更高的级别。’尽管他们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但 Facebook、
Google 等公司以及学术界的研究者正在对某些有限的非监督式学习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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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相关的专家指出，未来

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或产业出路，是各

行各页智能机器人，是微小型化与机器

人的人工智能嵌入。众多人工智能最终

的实用化，都会是计算机“智力平台”

与嵌入式系统“智力嵌入”的综合成果。

因为人工智能在真实世界的应用，离不

开嵌入式系统对真实世界物理对象的“感

知”与“控制”。人工智能的应用界面

离不开嵌入式系统。

然而，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如下的

舆论——机器人代替人类后，人类可以

不依靠劳动者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剩余

价值理论中，构成生产力的“活劳动”

将让位给“物化劳动”，届时，人们可

以多多休假，“老龄社会”、“人口红利”

也许会成为过时命题。

这绝不是空穴来风，近期的纽约时

报 FARHAD MANJOO 报道的《让机器

人干活，我们坐领工资？》提到，“当

人类成为一种多余的存在，社会将会如

何运转？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和这

种担忧斗争了几十年，但在过去几年，

有一种观念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兴趣，包

括一些正在建设由机器人主宰的未来的

技术专家们。这是一项计划，称为‘全

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简称 UBI），其核心点如下：既然工作

机会因人工智能的普及而日益减少，干

嘛不直接给每个人发一份薪酬？”文章

指出，“这些支持者认为，机器智能将

实现非常之多的经济盈余，乃至我们在

整体上能让大部分人类免于劳作和受

苦。最为理想主义的思考者将这个计划

看作一种手段，认为它可以帮我们实现

只在《星际迷航》(Star Trek) 等科幻小

说领域见识过的类似乌托邦的未来。当

计算机包揽了更多工作，我们就都自由

了，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做艺术家、学者

和创业者，或以其他方式将我们的激情

投入到这个不再围绕繁重无聊的日常劳

作运转的社会。”

关于人工智能的支持派——

谷歌工程师库兹韦尔：“2045 年，
半机器人时代来临。”

DeepMind（也就是 AlphaGo 的研究
者）的创始人哈萨比斯：“公众对人工智
能的警示掩盖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帮助。距
离人脑水平的人工智能仍然相当遥远，可
能还需要几十年。与其想得那么远，不如
关注眼下，让这项强大的技术发展出来为
人类所用。”

百度的科学家，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吴恩达（Andrew Ng）：“‘人
工智能毁灭人类论’就是‘炒作’，在那些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专业人士看来，
这项技术远远不值得担忧。”

关于人工智能的反对派——

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 曾警告，“除非我们小心，否则棋盘
游戏可能是最无关紧要的问题：人工智能最终可能‘比我们所有人更聪明’”。

马斯克称，“AI 领域的专家们之前认为人工智能至少还需要 10 年的发展，才
能战胜李世石。”意即 AlphaGo 的胜利让人工智能技术早熟了 10 年。

关于棋局——

聂卫平：“电脑太强大，几乎是人
类不可战胜的。”

柯洁：“就算阿法狗战胜了李世石，
但它赢不了我。”“人工智能真是太了不
起了，它每天都可以学习几万盘棋，这个
数量是人类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数量。”

孔杰：“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
不过，还有很多盘，李世石加油。”

马晓春：“虽然早有听说这只‘狗’
很强，但结果真的出来后还是感到非常吃惊！纵观全局，小李输在以下几点：1. 对
机器不适应也不了解；2. 布局别出心裁但不成功，中盘后也有几处出现问题；3. 受
100 万美金奖金的影响，如果奖金只有 10 万，小李肯定赢！期待明天，我看好小李
明天赢。”

常昊：“这次比赛对围棋的推广和普及是一个机遇。另一方面，这次比赛后，
对围棋手的比赛、训练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 AlphaGo 围棋战胜了人类，但围棋
领域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很多人根据这次的比赛才了解了的围棋，欧美国家对于
围棋的认同感反而会更高。”

樊麾（法国围棋队主教练、去年曾负于“阿尔法围棋”）：“围棋是一个均衡
的游戏，围棋的精髓应该在其中。‘阿尔法围棋’可能会帮助人类更好了解围棋的均衡。
我认为，在未来，电脑程序一定是棋手常规的培训伙伴。”

名人议论库

（整理：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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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3 月 19 日，2016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阿里巴巴董事

局主席马云和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

对话中，关于“互联互通”方面，马云发表如上的观点。

65%

美国研究中心（Pew Research）于近

期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65% 的美国人相

信机器人将“一定”或“可能”在 50 年

内抢走人类的饭碗，但只有近 20% 的人

认为这将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工作。相比在

办公室办公的员工，那些做体力工作的劳

动者更为担心机器人带来的工作威胁。

17

近日，全球市场调研机构 Refuel Agency

发布了一份报告《2015 全球 00 后消费数据

研究》，报告发现 00 后这一代青少年更爱

科技。其中，网络使用量 00 后每天上网时

长 17 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消耗在手机上。

1354亿

市场研究公司 IDC 在《全球商用机

器人消费指南》（Worldwide Commercial 

Robotics Spending Guide）上发布预测报告

称全球机器人行业及相关服务市场规模年

复合增长率达 17%，2019 年行业规模将

达到 1354 亿美元。而 2015 年机器人行业

规模为 710 亿美元。

77%

根据 Greenlight VR 的调查报告显示，

77% 的英国受访者说听过 VR 虚拟现实和

AR 增强现实，但仅有 8% 的受访者说对 VR

虚拟现实和 AR 增强现实了解较多。总体上

的认知度依旧很低。但 Greenlight VR 的这

份报告还显示英国的青少年已经做好了消

费 VR 虚拟现实和 AR 增强现实的准备。

224亿

Gartner 公司指出，虽然公共云服务

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但是今年发展

速度最快的却是 IaaS（基础架构即服务）。

在 2016 年，IaaS 有望增长 38.4%；到今年

底，IaaS 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24 亿美元。

“教育部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一方面推动高校促进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另一方面推动高校面向全体学生

开发开设纳入学分管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并且已经启动推出一批

资源共享的创新创业教育在线开放课程，计划于 8 月底上线。教育部

和地方教育部门将搭建网上平台，年底前基本建成全国万名优秀创新

创业导师人才库。”

——3月9日，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通过教育部新闻办“微言教育”

新媒体平台进行微访谈，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为主题与网友交流。

“信息化的关键在于‘化’，‘化’就是两个词，重组与再造。

对教育的流程要进行再造，对教育的体制要进行重组，也就是要进行

变革，这样才能‘化进去’。信息化本身就是一个进程。到‘十三五’

期间，教育信息化应从应用阶段，要走入融合阶段、变革阶段。”

——3月11日，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做客人民网《两会e客厅》

栏目，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为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未来的学校形态肯定会发生变化，人的学习会

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比如说我提出的‘教育的淘宝’，能不能实现？完

全做得到。为什么不让大家像淘宝购物一样选课上课呢？另外，现在学校

是封闭的，国家应该建一个资源平台，让大家可以通过网络随时学习各种

各样的课程，而且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基础教育。”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

永新在 3 月 14 日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从“十三五”规划中

的教育改革聊到以上的话题。

我们怎么样用数据的技术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知识，

能够通过互联网或者是说通过移动的技术来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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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智慧学习计
算引擎

3 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

习研究院研发成功智慧学习计算引

擎，它是基于大数据和云服务开发

和部署智慧学习系统的智能化核心

组件，智慧学习系统包括教育机器

人、智慧教室、智能学习机和智能

玩教具等。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黄

荣怀教授说，“未来的教育软件将在

多样化、智能化的环境下，以大数据

为基础，智能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

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

利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

评测学习成果，实现跨情境、跨终端、

跨平台的用户体验一致、资源数据互

通共享。”

南昌理工学院航拍助力大学校园信息化

3 月 2 日，南昌理工学院上空，无人机首次航拍。随着云计算、大

数据以及移动互联技术越发普及，教育信息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

变化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

南昌理工学院以学生为中心，

为实现智慧校园建设进行了许

多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而本次就是由南昌理工学院与

某机构的产品团队共同策划并

拍摄。

据 了 解， 届 时 学 校 将 以

航拍影像为基础资料，制作成

720 度校园全景地图，并加入“校友”为南昌理工学院定制的 App 应用

盒子中，为新生们提供更为便利的校园 LBS 服务。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国务院：调动社会资源积极参
与科技教育网络资源建设

3 月 14 日，国务院印发了《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其中，涉及到教育科技、教育信息化

的相关措施主要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对于教育的三个阶段不同

的建设科技教育措施。比如，义务教

育阶段重视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高

等教育阶段推进高校科学基础课建设，

加强科学史等科学素质类视频公开课

建设等。

其二，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内容建

设。通知显示，要加强科技教育与培

训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村边

远贫困地区中小学科技教育硬件设施

建设。调动社会资源积极参与中小学

科技教育网络资源建设，发挥现代信

息技术的作用等。

北京大学开讲创新学分慕课  3 万学生报名
“创新工程实践”

3 月 2 日，由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北京大

学和智慧树网联合出品的——《创新工程实践》共享

学分课的首场跨校直播互动课在北京大学开讲。本门

课程是首门创新类学分慕课，集聚“互联网 + 教育 +

创新”三大热点元素于一身，一经推出就备受关注。

直播课当天，教学团队登场后，吸引了全国 72 所高校，

近 3 万名选课学生。

通过直播互动教室以及

电脑端、App 端的在线直播，

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四川

大学、上海建桥学院、三亚

学院、新疆大学等遍及东中

西部的高校学生也能在第一

时间与在北大教授、学生进

行面对面的实时交流。课程以“创意启发”为开篇，之后将有教

学团队从“创新设计思维”、“头脑风暴”、“游戏化创新”、“工

业设计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主题进行讲授，强调学生们

的动手实践能力，通过组建创新团队，开展创新项目，从中锻炼

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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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小学实行数字化教学全覆盖

3 月初，南京市小学教学工作会上介绍，未来 5 年南京市将进一步推进小学

教学改革，不仅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还将借

助信息技术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力。

据了解，按照新课改要求，一堂课老师讲课的时间不能超过 20 分钟。在新

一轮小学教学改革中，南京市小学数字化教学能力将做到全覆盖。传感技术、物

联网技术等新技术，也将走进更多小学，全市将建立一批新技术教育应用体验、

研究中心。南京市还将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开展远程协同学习，鼓励学校通过“跨

境课堂”为学生创造更多与不同背景的同伴合作学习的机会。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南京市将建成覆盖全市、多级分布、互联互通的数字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

80% 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提供。

黑龙江：
数字图书馆计划 5 年覆盖全省本专科高校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同意“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文献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平台”升级为“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FULink)”，拟通过 5

年左右的建设，覆盖全省本专科高校。

到 2020 年，建成由全省高校图书馆互连共享的开放共享、联合

保障的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逐步实现面向全省教育机构、科研机

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开放文献提供、文献传递、联合借阅、移

动图书馆、教学参考信息服务、高校学位论文摘要数据库等个性化信

息资源“一站式”服务。

福建：

北京：

江苏：

力争农村学校接入宽带互联
网达 83% 以上

近期，从黑龙江省教育部门获

悉，今年，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是该省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的重

中之重。黑龙江省财政将投入 17.6

亿元继续实施“改薄”项目，全省

各地教育部门将加大项目统筹和资

金投入，按要求配套资金，推进项

目顺利实施，并建立统一的城乡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今年春季

学期开始，将统一确定城乡义务教

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对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按不低于定额标

准给予补助。

同时，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农村、边远、

贫困和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缩小区域、城乡、校际

差距。今年，黑龙江省将大力推进“三

通工程”，力争全省农村学校接入

宽带互联网比例达到 83% 以上，全

省农村学校校园网和普通教室多媒

体教学设备普及率达到 60% 左右。

将率先建设 5G 试验网 鼓励开办互联网开放大学 

近期，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到 2018 年，

城市智慧管理方面，北京将初步建立起支撑超大型城市运行的智慧管理体系。北京今年提

出推动 4G 网络全覆盖，还将率先启动“5G 试验网”建设，并进一步扩大城市公共场所热

点区域内免费 WiFi 覆盖范围。意见称，北京还将鼓励发展互联网教育产业，培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互联网教育服务提供商，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高等学校联合建设“互联网开放大学”，

提供开放式在线学习服务。

北京还将利用互联网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全国辐射，意见提出，将整合在京高等学校

和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打造互动、开放、共享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云平台”。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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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学 术 优 先 权 是 学 术 共 同 体 乃 至 整 个 社 会 对 学 术 发

现所给予的确认和承认，学术优先权标志着科学的进

步与突破，是对科学家原始创新贡献的一种褒奖，是

一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激励机制。随着信息化网络的

发展，互联网时代对学术优先权的时间、载体、评审

机制、学术影响等方面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许

多新特征。

第一，时间因素。

在学术优先权的认定系统中，学术同行知晓的时间

是关键因素，一般以论文发布时间来判定。不同研究者

或研究团队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独立发现某个科

学规律或者发明某种科学仪器是有可能的。但优先权 ( 名

望和声誉 ) 通常会给公开发表新发现的第一人或团队。

传统期刊由于编审过程、版面容量等限制，存在着

较长的论文发表周期。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论文发表方式有了多种的选择，

网络发表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研究者通过开放存取期

刊、预印本网路出版等方式发表研究成果，使学术优先

权的确立时滞大大缩短。譬如，研究者将论文投稿至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 (Sciencepaper Online) 网站，无需等待

专家评审，也无需等待版面，在线网站实行先发表后评

审的机制，一篇论文投至网站后只需经过编辑初审与加

工，一旦编辑审核、修改后，将很快可以在线发表。稿

件从正式接收到在线发表，只需短短的七个工作日。

 第二，载体因素。

任何学术优先权都存在特定的学术载体。自 17 世 

纪末以后，通过期刊出版获得学术优先权成为了一种准

则。但只能刊登文本性质的论文等，而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新兴的表达载体则越来越多，例如音频、视频、

多媒体资料等。传统的学术优先权确认所遇到的障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步解决了这些棘手的问题，比如，

学术博客、学术论坛、开放仓储等交流工具的蓬勃发展。

第三，评审机制。

传统期刊确定学术优先权主要采用同行评议机制，

但这种机制经常出现重视名人、轻视新人的现象。更有

甚者，有些评审人故意拖延评审过程，直到自己类似的

研究出版，获得此研究的学术优先权。还有的评审人编

造理由退稿，剽窃评审论文观点，用于发表自己的研究。

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机制。新兴的“先发表，

后评审”、“共同评审机制”、“网上评审”机制增加

了评审的透明度，提高了评审的效率。比如，中国科技

论文在线便采用的“先发表，后评审”的机制，使论文

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获得研究的学术优先权。

第四，学术影响。

传统的论文载体导致学术成果扩散利用率相对较低，

有很多正式发表的论文从未被引用过。除论文质量原因

外，期刊发行数量和范围的局限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而在互联网时代下，通过网络进行的学术信息传播

消除了地域差别，学者可以不受限制获取开放仓储，学

术论坛、学术博客等发表的研究成果，扩大了学术成果

的影响力。在点击量、评论量、转发量、收藏量等指标

影响下，在网络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概念能够形成强烈

的学术吸引，在大量研究者跟进情况下，提出问题的人

成为中心，进而形成科学研究话语主导权，直接影响学

术优先权的确认。

在网络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概念能够形成强烈的学术吸

引，在大量研究者跟进情况下，提出问题的人成为中心，

进而形成科学研究话语主导权，直接影响学术优先权的

确认。

互联网时代对学术优先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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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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十三五”规划纲要

    从“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看“互联网 +”新地位

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3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全文正式发布 ( 以下简称《纲要》)，《纲

要》共二十篇，“网络经济”是“十三五”

规划纲要新提法和新亮点，单独以一个整

篇来部署拓展网络经济空间，足见对其重

视程度。舆论一致认为，从《纲要》的内

容可以看出，国家非常重视信息技术变革

对社会的影响，并已经规划从网络建设、

网络应用、大数据及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

提升信息技术，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

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

大。纲要关于“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的篇

章究竟说了什么呢？下文，对此进行简单

的解读。

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

关键词：信息网络

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技术

广泛运用，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

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第一节　 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

第二节   构建先进泛在的无线宽带

网，加快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等。

第三节　 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

应用，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

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 5G 商用。超

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全面向互联网协议

第 6 版（IPv6）演进升级。布局未来网络

架构、技术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重点突

破大数据和云计算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操

作系统、高端工业和大型管理软件、新兴

领域人工智能技术。

第四节　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解读：

从纲要中可见，未来五年主要是以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比如完善新一代高

速光纤网络、深入普及高速无线宽带等。

其中，在推进宽带接入光纤化进程明确了

具体目标。

人民日报在《八大数字改变生活》文

章中做出这样的畅想，“上班前，手机下

单订购一家人的新衣服；进入办公室，移

动视频会议系统已连接出差路上的同事；

下班时，汽车根据实时路况信息自动绕避

拥堵，驶向小区；进家后，可穿戴设备已

将当天消耗的卡路里和需要补充的营养成

分计算完毕，并提供晚餐菜谱……这并

非科幻小说，而是 5 年后，随着高速无线

宽带深入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加快升

级，人们可能享受的智能生活。”

“未来 5 年，上网会更快、更便宜。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网络提速

降费行动，简化电信资费结构，提高电信

业务性价比。未来 5 年，无线上网还有望

享受‘免费大餐’。纲要明确提出，加快

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实现乡

镇及人口密集的行政村全面深度覆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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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技术经济空间：基于 IPv6 的下

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发展和基础设施带动金融等有关

产业发展。

信息消费空间：网络游戏、电

子支付、通信服务、影视传媒都是

信息消费。

给传统行业提质增效的空间：

通过网络经济对原来的经济带来影

响。比如，通过互联网监控节约能

源和动力，打造“智慧工厂”。

新业态价值空间：比如电子商

务、手机打车、跨行业融合创新。

智慧民生空间：比如智慧出行、

外卖等。

分享经济空间：将原先无法参

与 经 济 活 动 与 流 通 的 生 产 生 活 资

源，通过新技术手段或商业模式，

重新产生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经

济模式。

城镇热点公共区域推广免费高速无线局域

网（WLAN）接入。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

从 2015 年的 57% 提高到 85%。”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主任吴建平表示，基础网络条件直接

制约互联网与各行业的融合。“从全世

界来看，我国人均网络带宽资源是比较

低的，对‘互联网 +’的发展形成了重要

制约。方便快捷的互联网环境与基础，

将全面激发全民族的想象力，迸发出强

大的推动力，促进创新创业，形成产业

发展新形态。”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辛颖梅委员认

为：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最有效的方法是

打破电信行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

垄断。应当引入竞争、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和市场分割，让民营企业也能参与到这些

领域来。

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关键词：产业体系

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促进互

联网深度广泛应用，带动生产模式和组织

方式变革，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

协同化的产业发展新形态。

第一节　夯实互联网应用基础，积极

推进云计算和物联网发展。

第二节　加快多领域互联网融合发

展，组织实施“互联网 +”重大工程，加

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服务模式、

管理模式及供应链、物流链等各类创新，

培育“互联网 +”生态体系，形成网络化

协同分工新格局。推动互联网医疗、互联

网教育、线上线下结合等新兴业态快速发

展。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

制等。

解读：

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互联网相关创新

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这些创新可能面临

来自传统服务提供者的阻碍，因此要求在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推动创新，相关的政

府监管部门要改变思路，主动“搭”上互

联网信息“高铁”，而不是成为互联网创

新的绊脚石。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

马化腾认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是在去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之后更深

入、更全面的提法，说明国家层面越来越

重视“互联网＋”以及分享经济，移动互

联网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会把潜

在的巨大生产力释放出来。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关键词：数据

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

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

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

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

第一节　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第二节　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等。

解读：

此前，代表委员们曾经普遍呼吁，要

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大数据产业

健康发展，真正把一个个“信息孤岛”连

接起来。纲要正契合了大家的呼声。

围绕教育、大数据方面的话题，全国

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

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

共同推动建立国家教育大数据，并予以专

项资金支持。尽快由具备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技术能力的企业和国内顶尖教育科研机

构率先进行教育大数据建设。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关键词：安全

统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完善国

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强化重要信息系统

和数据资源保护，提高网络治理能力，保

障国家信息安全。

第一节　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建

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等。

第二节　科学实施网络空间治理。

第三节　全面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安

全，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等。

解读：

互联网应用越普遍，互联网的安全

越重要。将大量的数据和服务转移到互

联网上，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安全保障，

可能意味着，把自己的所有信息暴露给

对手，这是非常危险的。建设网络强国，

就是既要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也要加快

发展信息化，让这“双轮”协调一致，

同步前进，为“网络强国”这辆列车保

驾护航。

（整理：陶春）

网络经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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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碎片”迷局
数据服务四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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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关于大数据的会议上，西安交

通大学徐宗本院士对大数据做了一个简单而透彻的解

释：“当数据积累不够多时，数据就是零散的碎片，

人们不容易看懂其背后所隐藏的故事。但随着数据超

过某个临界值后，这些‘碎片’整体所呈现的规律就

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显现出来。”

大数据里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就像还没有开采的

矿山。如何很好地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服务

于特定的对象是各行各业的理想。

高校作为大数据时代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研究

大数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

高校的信息化积累了大量可用的、高质量的数据。它

们整体上具备数量大、种类多、产生快、真实可信和

具备分析价值等特点，完全符合大数据的特征。

因此，如何进行大数据的分析与利用，为高校管理

工作带来更大的价值，是当前高校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但大数据庞大的规模使得对其的分析成为一件极

富挑战的事情。要想在海量碎片化的数据中勾勒出这

些碎片背后的故事，从高校来说，需要面对几个挑战。

第一，隐私的挑战。这方面，呼声是截然不同的。

一种意见认为，隐私权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那个。

而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对隐私的强调会阻碍进步。“数

据不分好坏，只有对数据的使用才分。”这个问题如

此尖锐，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对大数据的隐私界定仍

然在不断的探讨中。那么，对高校来说，如何面对这

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二，数据质量的挑战。坦率地说，同各行业相比，

高校信息化发展本身比较滞后，数据质量总体情况仍

然比较差。其重要性已取得共识，但很少有学校真正

投入人力、财力去对数据进行治理。随着数据服务的

深入，数据的质量问题将会是一个拦路虎，所以未来

更多的高校会花精力在上面。

第三，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挑战。正如本文一开头

提到的，要从如此庞大规模的碎片化数据中得到这个

有价值的故事，取得若干有价值的结论，需要很好的

方法和工具。对于高校来说，我们需要回答以下这些

问题：如何使得这些数据能够作为数据分析模型的“输

入”，得出希望得到的数据分析“结果”？并且利用

这些输出“结果”与已有的成熟评价结果进行比较、

反馈、调整和优化。

“如果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不建立起来的话，很多

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大数据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徐宗本院士说。

第四，应用的挑战。换言之，高校怎么挑选到最有价

值的应用。教育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受各种因素

的影响，而如何找到那些可以破解高校发展中痛点的数据

服务，是值得信息化部门结合业务需求好好思考的。

读懂数据背后的故事
怎样才能从庞大规模的碎片化数据中得到蕴藏其中但脉络不清的终极“故事”？需要突

破四个挑战：隐私、分析技术、数据质量以及应用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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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留痕。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一切碎片化数

据——包括网页、浏览习惯、传感器信号、智能手机

位置追踪等都被放到一个巨大的数据池中，只要有行

动，就会有痕迹。

数据服务与隐私问题同在。所以当高校通过数据

分析得到一些学生在一卡通内在的消费情况并发短信

表示关注的时候，一部分人认为是“人性化的举措”，

而另外一部分人担心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对数据的使用无疑会产生隐私问题，但尊重所有人

的隐私可能意味着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比如，在

医疗行业，数据库可让研究人员追踪病人的病情以提高

医疗质量。美国一个组织是这么为使用个人数据辩护的：

当一名有抑郁症病史的病人移动突然放缓时，他们会打

电话探问病情。“对隐私的强调将会阻碍进步。”

这真的是两难。那么，这一对新生的矛盾该怎么

解决？

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在不断的讨

论和争执中。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份名叫“解锁个

人信息的价值：从收集到使用”的报告建议，要将重

心从监管转移到限制数据的使用。报告称，限制使用

个人数据加上新技术可以让个人控制自己的信息，同

时还能让重要的数据资产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

世界经济论坛此次发布的报告建议，收集的所有

数据都应用软件加以标记，其中包括个人对其数据使

用情况的偏好。使用数据都需登记，违者要进行处罚。

企业高管以及隐私保护专家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最好办法就是将新的监管规定和高科技结合起来。

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 David Vladeck 所领导的 MIT

媒体研究实验室在众多个人数据、隐私项目以及现实

试验中处于领先地位。他支持所谓“新数据协议”的

三条原则：你拥有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控制权，也

拥有销毁或分发数据的权利。而华盛顿大学的 Scott L. 

David 意欲开发出创新的处理和交换数据协议条款，这

就能够确保隐私安全并降低风险。

而在高校，目前来看，对于数据的使用是很小心的。

一些高校甚至不建议对个人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隐私
对数据的使用无疑会产生隐私问题，尊重所有人的隐私可能意味着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

挑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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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富可
关于实施过程中的隐私保护问题，已有的教育管理数据主要涉

及教师信息、学生信息、课程信息等，涉及到个人隐私，将来的教

学行为信息也会涉及到隐私问题，这些信息要直接使用需要得到数

据拥有者（教师、学生、管理者等）的授权，解决这个问题，可以

将这些基础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然而，过渡脱敏可能会损失数

据的个性化，既不能过分强调个性而损失隐私，也不能过分强调隐

私而损失个性，因此，需要将多少字段及哪些字段作为敏感数据进

行脱敏处理这就需要在数据脱敏过程中进行折中处理。

如何解决数据的隐私问题 ?观点

宓詠
数据分析以趋势、平均、分类等分析为主，轻易

不要针对个人去做分析，以保护个人的隐私；

如果数据想提供开放服务的话，必须重视数据脱

敏工作、包括静态数据脱敏（SDM）和动态数据脱敏

（DDM）；

同时，更要注意数据安全管理，建立和完善数据

管理体系。

陆以勤
数据使用用户隐私问题处理不好，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实践

中，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 如何保证业务系统的用户数据在系统开发、维

护过程中用户隐私不被泄露。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严格

划分开发和运行的界面，学校的 IT 主管单位也应对开发和运行划分

为不同的岗位，最好是不同的部门 ( 华南理工大学将其相应分为软

件开发部和数据和高性能计算中心两个不同的部门 )，开发环境应

和运行环境分开。第二种情况是： 数据维护单位自己进行大数据分

析或者向第三方提供数据进行分析、交换时，如何防止用户隐私泄

露。这种情况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日益提上日程，此问题解决不

好，会影响大数据事业的发展。

陈云
数据分析结果展示具有严格的权限控制，对于总体分析，其分

析的是总体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不会将个人隐私数据直接加以展示；

对于个人隐私数据，主要用于面向个人的个性化数据服务，即用户

只能查阅自己的数据，其他人无权查阅。

陆以勤

华南理工大学网络信

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

化办公室主任

宓詠

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

室主任

陈云

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化

办公室主任

左志宏
关于大数据的使用，许多学校都会顾虑重重，包

括数据的使用边界问题，数据的个人隐私问题。这种

顾虑有其背景，但不适宜放大。

第一，数据如何分析如何使用，都会有一个授权

的过程，通用的报表都会上线，供各部门共享，而集

中数据采集则需要通过一定的流程进行授权后方可使

用，从而从制度上首先保证了数据服务的规范。

第二，数据中心提供管理数据的服务时，提供的

是清理之后的数据，不会涉及到个人的信息，尤其是

学校的师生生活数据、一卡通数据、校务管理数据，

甚至是师生的医疗数据等，不会对应到个人信息，而

是提供给相关部门整体的趋势分析。大数据不是数据

库，学校的数据库是与个人对应的，但成为大数据，

则不应该针对个人，这也应当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

凡涉及隐私数据都应进行清理并替代，这也能从根源

上保证个人隐私权益。

第三，针对数据管理员，也应当签定保密协议，

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管理上的短板。

左志宏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

网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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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玉平 吴慧韫 

随着高校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物联网和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高校或主动或被动地进

入了大数据时代。从校园一卡通、网络访问行为到教

学、科研等各类业务系统，都产生积聚了大量数据，

而这些数据的价值毋庸置疑，对于学校来说是很宝贵

的，而且里面有大量的用户隐私信息，一但泄露，用

户的隐私将被侵犯。在实际使用中，一部分数据用于

校内信息化部门或各系统自主分析，或者共享给校内

科研团队进行科研分析，或者共享给外部技术公司来

进行分析。而这些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用户的隐私问题。

尤其是常见的姓名、工号、邮箱地址、身份证号等与

人员标示相关的数据。

20 世纪最著名的用户隐私泄露事件发生在美国马

萨诸塞州。为了推动公共医学研究，该州保险委员会

发布政府雇员的医疗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的

匿名化处理，删除了所有的敏感信息。然而，来自麻

省理工大学的 Sweeney 还是根据另外一份公开的投票

人名单，进行数据匹配，成功破解了这份医疗数据，

确定了具体某一个人的医疗记录。2006 年，美国在线

公司（AOL）公布了超过 65 万用户三个月内的搜索记

录，以推动搜索技术的研究。AOL 用一个随机数代替

用户的账号进行匿名化处理，但《纽约时报》成功将

部分数据去匿名化，并公开了其中一位用户的真实身

份。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曾举办了一个推荐系统算

法竞赛，发布了一些“经过匿名化处理的”用户影评

数据供参赛者测试，仅仅保留了每个用户对电影的评

分和评分的时间戳。然而，来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的两位研究人员借助公开的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

的用户影评数据，获得了 IMDB 用户。为此，2009 年

Netflix 遭到了 4 位用户的起诉，也不得不取消了该竞赛。

此外，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的开放，也面临着和

医疗数据同样的隐私保护问题。以上各方面都促进了

数据隐私保护技术的发展。

数据匿名化的技术

通过数据匿名化，机密数据的关键部分将被模糊

化，从而保护了数据隐私。但是该部分数据仍然可以

被处理分析以获得一些有用信息。也就是说，数据匿

名化不能影响数据的可分析部分的结果，否则数据匿

名化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譬如上海海事大学员工的乘车数据，校内一位老

师提出申请，希望获得班车数据进行分析，对学校的

管理提出改进建议。若不进行匿名化，则该老师获取

了非授权内的信息，而且也是其他老师不愿意被共享

的信息，其次，姓名等信息与该老师的预期分析结果

无关，所以可以对班车数据进行数据匿名化处理。如

图 1 所示。

图 1 展示了使用数据匿名化保护数据隐私的一个

简单示例，除了简单替换学工号，还可以通过添加一

些虚构数据，从而避免被获取内部师生的真实数量信

息。若对方形成了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该方

高校数据隐私保护技术

图 1 数据匿名化处理

原始数据

学工号 刷卡时间

993333 07:00:01

993334 07:00:01

映射表（存放于内部）

学工号 匿名后学工号

993333 000001

993334 000002

可共享数据

学工号 刷卡时间

000001 07:00:01

000002 07:00:01



22 中国教育网络 2016.4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法应用于我们内部的真实数据，从而得到真实的结果

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数据分析支撑。然而实际案例不是

如此简单，如果仅仅替换学工号，如同 AOL 的案例一样，

安全研究人员还可以通过分析其他数据，进行关联性

分析，推断出代号对应的实际学工号。

目前数据隐私保护的方法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 扰动 (Suppression) 和泛化 (Generalization) 的方法。

扰动是对原数据中正确的数值做一些变换，比如加上一

个随机量，而且当扰动做完后，要保证分析扰动数据的

结果和原数据的结果一致。泛化是指从一个合适的范围

内将原值替换为一个新值，例如将日期随机替换为一年

内的某一天。许多未经过处理的数据都包括用户的姓名、

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这些属性在公开前可以直接删除

或者替换为某个值，也可以看作泛化的一种形式。

2.k- 匿名化 (k-anonymity) 和 l- 多样性 (l-diversity)

的方法。

数据集上的个体识别字段有可能需要一个或多

个字段构成，这些属性的集合称为准标识符 (Quasi-

Identifier, QI)。通过准标识符可以充分识别唯一一个个

体，例如姓名和学工号。k 匿名化通过扰动和泛化的

方法使得每一个准标识符都至少对应 k 个实例，这样

就不能惟一识别，从而保护了用户的隐私。k- 匿名由

Samarati 和 Sweeney（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马塞诸塞州用

户泄露案例的攻击者）提出，可以保证任意一条记录

与另外的 k-1 条记录不可区分。

3. 分布式 (Distribution) 隐私保护。大型的数据集可

以在被分割后发布。划分可以“纵向”地进行，例如

将数据分成不同的子集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公开 ; 也可以

“横向”地进行，例如按照属性划分成不同的数据集

再公开，或者两者结合起来。例如班车数据，可以根

据不同的需要只提供代号和刷卡时间，不提供地点；

或者只提供某年某月的班车数据。

4. 降低数据挖掘结果的效果。在很多情况下，即

便数据无法被获取，数据挖掘的结果 ( 比如关联规则或

者分类模型 ) 仍然有可能泄露隐私。为此可以隐藏某些

关联规则或轻微改变分类模型来保护隐私。

5. 差分隐私 (Differential Privacy) 保护的方法。它是

Microsoft 研究人员在 2006 年提出的，基本思路是通过

添加噪声的方法，确保删除或者添加一个数据集中的

记录并不会影响分析的结果；差分隐私保护定义了一

个极为严格的攻击模型，并对隐私泄露风险给出了严

谨、定量化的表示和证明。差分隐私保护在大大降低

隐私泄露风险的同时，极大地保证了数据的可用性。

差分隐私保护方法的最大优点是，虽然基于数据失真

技术，但所加入的噪声量与数据集大小无关，因此对

于大型数据集，仅通过添加极少量的噪声就能达到高

级别的隐私保护。因此，即使攻击者得到了两个仅相

差一条记录的数据集，通过分析两者产生的结果都是

相同的，也无法推断出隐藏的那一条记录的信息。

k-匿名化和 l-多样化

k- 匿名化和 l- 多样化虽然因其模型不够稳固而受

诟病，但是其操作方便简易，在数据共享范围受限的

情况下，依然可以采用该方法进行数据隐私的保护。

下面就两个隐私保护方式进行简单介绍。

如果将一组数据 k- 匿名化，并且每项数据记录中

都有一组预先设定的属性，那么至少有 k-1 个其他记

录与这些属性匹配。例如，假定班车数据集包含一个

属性——刷卡时间，如果对该数据集执行 k- 匿名化操

作，则对于每个刷卡时间，都有 k-1 条其他记录与其

拥有相同的刷卡时间。一般来说，k 的值越大，隐私保

护越有效。见表 1。

相对于班车记录属性较少的情况，数据匿名技

术最早应用于医疗信息的共享。譬如学校体检信息，

里面可能会出现比较敏感的病症，也属于个人极不

愿意公开的信息，这时候，字段会较多，出现见表

2 的记录。

在这份表格中，学工号和姓名字段进行隐藏处理，

而年龄进行了泛化处理，代表年龄段，对于准标识符，

提供了两个冗余样本（k=2），实现了匿名化，但不影

响判断哪个年龄段出现病症的分布判断。尽管 k- 匿名

化可以保证无法从 k 个数据集中识别个体，但是依然

会受到很多攻击。

基于同质的攻击。如果攻击者知道某个教师年龄

学工号 刷卡时间
* 7:01
* 7:01
* 7:01
* 7:02
* 7:02

表 1  班车刷卡数据集

学工号 姓名 年龄 病症
* * 50* 高血压
* * 50* 高血压
* * 40* 心脏病
* * 40* 心脏病
* * 40* 心脏病

表 2 职工体检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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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譬如为 40 多岁，那么可以根据表中记录推断出他

有可能有心脏病，见表 3。

背景知识攻击。如果攻击者知道某个教师在早晨

有课，且在出发站上车，那么很容易推断出他有可能

是在 7:01 或 7:02 刷卡上车，进而推断出其他信息。

针对以上两种攻击，有必要引入另外一种隐私保

护技术 l- 多样化。l- 多样化主要是指在 k- 匿名化的

基础上，对每个准标识符组合添加 l 个不同的关键值。

对表 4 添加 l- 多样化后，可以得到表 3，其中 l=1。通

过多样化后，你无法猜测 40 多岁的人是否患有疾病或

者患有什么疾病。

但是这样一来，虚构的关键字段信息为分析工作

带来了麻烦，而且从概率上推断，依然可以得出 40 岁

年龄段的某位教师得的疾病。如果需要解决类似问题，

则需要用到差分隐私保护技术。

高校中的隐私保护方法

由于高校隐私保护需求和数据的公开范围的受限，

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的要求没有政府公开数据、医疗数

据等面向全社会公开的数据的要求那么高。因此在实

际使用中，可以结合 k- 匿名化和 l- 多样化进行匿名

化处理，对某些属性进行处理，建议方式如表 4 所示。

在实际使用中，我们根据 Intel《利用数据匿名化

技术增强云的信息安全》一文，对基本的常用隐私保

护操作方式进行了总结，并在实际使用中取得了较好

的隐私保护效果。

实践操作中常用的模糊方法有：

隐藏

把关键字段的值替换为一个常数值。譬如对月薪

统一替换为 0，或者身份证号统一替换为 18 个 X。该

方法适用于隐藏无需处理或者不必要的信息。

散列

将一个或多个字段的值（尤其是准标识符）通过

散列函数映射到一个新的值。譬如对姓名、学工号合

并进行运算，得到一个新的散列值，可以代表两个值

的唯一性。

置换

置换也是映射的一种方法，但需通过额外的映射

表来进行转换，也可以进行逆运算推断出源信息。

位移

对数值进行函数运算得出新的数值。该方法不需要

额外的映射表，只需要特定的一个函数计算方法即可。

枚举

枚举也是映射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它主要用于

可排序的字段，新的数值必须保留原先的排序顺序。

截断

截断是字符串常用的一种处理方式，譬如对于电

话号码，可以只取前几位和后几位，或者只取前几位，

用以区分运营商和地理位置。

通过以上简单的处理，再加以纵向减少数据量，

可以显著地降低隐私暴露风险。在对外提供数据时，

如校内搞用餐大数据分析活动、WIFI 访问分析以及班

车数据分析等活动时，都可以避免隐私泄露。

在大数据的场景下，单纯靠一种隐私保护技术

已经很难避免安全攻击，许多隐私保护方法融合了

多种技术。k- 匿名和 l- 多样化是基于限制发布的

泛化技术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隐私保护方法。但

是 k- 匿名易受到一致性攻击（homogeneity attack）

和背景知识攻击（background knwledge attack）。而

Machanavajjhala 等人提出了 l- 多样化原则，虽然避

免了一个等价类中敏感属性取值单一的情况，并确保

隐私泄露风险不超过 1/l，但依然容易受到相似性攻击

（similarity attack）。

数据匿名化技术不是万能的，在 Schneier Bruce 的

《为什么“匿名”数据有时没有匿名》一文中提到，

在大数据前提下，统计学理论的支撑下，通过多属性

关联分析，依然可以分析出被匿名化的信息。但这不

是说匿名化技术不需要研究或者放弃使用匿名化，而

是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合适合理有效的匿名化技术。可

以有针对性的对数据进行横向或者纵向分割，减少数

据量或者属性的共享，减少攻击者进行反匿名化需要

的信息。

(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 )

学工号 姓名 年龄 病症
* * 50* 高血压
* * 50* 高血压
* * 50* 心脏病
* * 40* 高血压
* * 40* 心脏病
* * 40* 心脏病
* * 40* 心脏病

表 3  多样化处理后的数据集

属性类型 属性 示例 所需操作
关键属性 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姓名、身份证号 删除或模糊化

准标识符 结合外部信息可以识
别出身份信息

邮政编码、出生日期
和性别 隐藏或模糊化

机密信息 个人感到机密不愿意
共享的信息 收入、疾病 需要从个人资料中删除

表 4  数据隐私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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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

宓詠
数据质量的完善很难一蹴而就，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改变数据

属性的观念，逐步从“我的数据”到“部门的数据”再到“学校的数据”，

把数据从“私有”变为“公有”，共同来维护数据质量；

需要完善管理机制和数据标准，科学规划，重构数据基础，以“面向对

象”方式有机组织教学、科研、财务、人事、生活等各类数据资源；

关注数据生命周期的四个要素：从哪来？怎么来？到哪去？如何用？

技术手段上下功夫，降低数据收集的成本、尽量能自动从系统中定时获

取数据；

数据管理后端和前端服务分离，实现“松耦合”化：数据的交换、保管

等过程，由信息化部门统一操作，数据产生 ( 收集 ) 和校验由用户与二级单

位共同承担；

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数据是最清楚的，可以通过向用户个人开放属于其本

人数据的方式，形成倒逼机制来督促业务部门修正错误数据、改善数据质量。

数据服务中涉及到的数据质量问题，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解决方案 ?

陆以勤
众所周知，大数据并不等同于“大量数据”，

对大数据进行有效分析的前提是必须要保证数据

的质量 , 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数据的可用性和易用

性，大量不可用的数据垃圾不仅提炼不出有价值

的分析结果，还占用了数据存储资源。

一般面向大数据分析的数据质量可以体现在数

据的完整性、真实性、精确度、一致性、时效性、容量、

面向大规模分析的存储方式等。由于大数据的来源

复杂、数据量大、产生速度快、处理过程多样等，

目前对大数据分析的可用性而言质量普遍存在问题。

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在数据的整个生命过

程要统一规划、有效采集、合理存储。首先要制

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对于采集的新数据，应采用

新的标准进行采集、清洗和转换，对于现存的数据，

要进行一致性校验、清洗、信息补充等，未来保

证数据时效性，要保证数据采集、传输过程的时

效性，另外，目前很多大数据采用普通云架构的

存储方式，这种存储方式是面向应用程序运行的，

对于数据分析，应该采取分布式的存储方式，以

便采取分布式的算法提供分析效率。

陈云
数据质量管理，是指对数据采集、存储、共享、维护、应用、消亡生

命周期中可能引发的各类数据质量问题，进行识别、度量、监控、整改等

一系列管理活动，保证数据质量不断提高。因此从系统建设阶段到运维阶

段都涉及到数据质量的管理工作，建立数据从采集、处理到维护的全过程

监控体系，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准确性、惟一性、一致性。

挑战2

观点

数据质量与数据服务息息相关。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应用的有效性不高，

导致有数据却用不起来。

高校数据质量不高的现象一直存在。虽然目前数据应用的项目非常多，但

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项目少之又少，而且开发过程困难重重，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数据质量问题导致许多预期需求无法实现。

数据治理是一个有效提升数据质量的行动。数据治理的范畴更广，所以人

们认为它是“一个系统的、大型的、长期的工程”。目前高校在数据治理方面

还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校还没有把数据治理的重

要性提升到战略高度，另一方面没有将数据治理单独作为课题研究，没有形成

系统的实施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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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缪亚琴  陈丽蓉

随着高校信息化工作的不断深化，

特别是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的重视，对

数据质量的要求也渐得到各方重视。一

方面，数据规模日益庞大，对师生的数

据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拓展、提高，包

括数据基础整理、查询统计、向普通用

户提供信息咨询、对管理层提供决策依

据；另一方面，各级教育部门、全社会

各行各业、高校本身管理和服务部门对

高校教育统计信息都越来越重视，统计

数据在政策决策、科研管理、教育质量

评估等方面被广泛应用。

数据质量的概念

图 1 将数据质量的常用评估标准

按照 4 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描述。可获

得度指用户获得数据的可能性和便利程

度，在收集数据之前，用户必须要考虑能否得到、怎

样得到数据。可理解度是指数据必须是用户可以理解

的，包括语法、语义等，使用户可以理解数据，从而

才可挖掘数据，这是基础的要求。可信度是对数据的

真实性的测度，可信度相对较抽象、主观，可具体再

划分为准确性、一致性、完整性、唯一性、可靠性等

具体的维度进行评估。可用度是指数据对于用户的效

用的大小，数据是准确的但是不一定有意义，或者对

某一群体用户有用，对其他用户是没有需求和效用的，

包括相关性、时效性、可比性、有效性等。同时，它

们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数据准确性差，那么它的可

靠性、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如果数据能够做到准确、

一致、有时效，那它必然也是比较有可靠性的。

高校数据质量的现况

主观上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多的高校信息化从业者已经开始重视起高

校数据及数据质量相关问题了。在学术上，简单地从

2002 至 2014 年度的某数据平台关于数据质量的研究趋

势上，即可直观感受到近年对数据质量的相关研究的

热度在持续稳定的上涨。从 2002~2005 年间每年 30 篇

以下的论文数量，至 2012~2014 年间超过 150 篇，年

度命中数从 20 上浮至 50。其中高校 + 数据质量的相关

研究数量和趋势类似，同时，高校的数据质量问题与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目前，高校的信息化建设进程从“局部信息化”

数据质量提升之道



26 中国教育网络 2016.4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向“全面信息化”转变，建设内容从信息化基础建设

转变为信息化服务建设，建设的焦点从“提供最基本

的信息化服务和满足基本管理要求”逐渐转移到了“如

何更好地向师生提供数据服务、决策支持”。信息集

成和应用集成是大势所趋，而在信息集成的过程中，

数据质量可能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各类数据

质量问题，有效地收集、清洗、存储、推送、挖掘、

呈现数据，每一步都值得大书特书，最终使数据最终

能够满足用户需求。

客观上数据质量的实际情况

在对高校各类业务数据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是

能够发现数据质量的不足。当前高校数据质量主要存

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数据源头不明确，造成数据唯一性、准确性

问题。一方面可能是管理职能有所重叠，一方面也可

能是常用的信息在多个业务环节都进行了重复采集，

例如师生的联系方式信息。同一个字段，可能不同的

系统中都存在，但是存在出入，那么以哪个为准呢？

二是数据采集后，格式不统一，不完整，造成数

据完整性、语法问题。这是由于不同部门，甚至不同

操作员之间对同一数据的使用习惯和方式不一致造成

的，可能仍有部分数据并不完整。

三是数据不及时，造成时效性、准确性等问题。

由于采集周期或同步推送周期的影响，各应用端使用

的数据可能并不是最新的。

四是数据共享问题，有些数据仍不能方便地获得，

或不能保障周期性地获得准确实时的数据。

五是对历史数据和冗余数据尚无统一完善的处理

办法。

数据质量对数据服务的影响

如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上述数据质量问题，将

会直接影响到各系统间的协同效率及使用效果，降低

师生的使用满意度。

首先要保障数据的唯一、完整、准确、可靠、可理解，

保障数据是可以使用的。如数据首要的这几个属性得

不到保障，后续的相关统计报表，策略建议的可靠性

也就大幅降低了。

同时要保障数据的时效性，旧的数据即使准确可

靠，但是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它就是低质量的数据。

例如用户在校园卡终端想要查询到自己当天的消费余

额、消费记录用以核对自己的支出情况，如果反馈的

数据明显是若干天前的，显然不会让用户满意。

如数据质量较差，将会给管理人员和用户带来许

多使用上的不便，由这些数据延伸出来的报表和策略

建议往往也是充满了矛盾、漏洞和明显的不合理处，

需要人工再次进行纠错、核对，增加工作量。举个例子，

某次关于学校学生住宿信息进行统计时，发现在校住

宿学生比学校学生总人数还多 10%，这是不合常理的。

经过实地调查，发现部分是因为有一些老生虽然已经

退宿并离校，但其在住宿系统中信息还未被确认，部

分是因为有些学生需要进行实习，申请了另一个校区

的宿舍，因此其同时有了两条住宿信息，也有部分是

因为学校安排辅导员住楼，更好地开展学生工作，但

是在住宿系统中错误地登记为学生住宿。其中，有管

理上的问题，有信息系统字段管理的问题，也有统计

方法的问题，但终究也是数据质量的问题，该数据的

时效性、准确性、完整性很需要进行提升。

以华东师大为例采取的措施

数据收集：坚持“一把手”录入

数据源头的梳理是华东师大信息办日常工作之一，

在各信息系统建设的前期调研工作中，就通过业务梳

理等工作明确数据源，在源头上严把数据质量关。明

确数据的每一个字段的唯一来源之后，监督和指导该

业务负责部门完成其应担负起的维护任务，及将数据

推送给其他业务部门的共享任务。

当该工作的成果推广到全校各个业务系统后，任

一信息系统需要使用某数据时，都有一个渠道得到权

威、准确的数据。同时，可有效减少非数据源部门采

集数据的工作量，避免多头采集的问题。

例如学生的手机号信息如以在教务处登记的为准，

图 1  数据质量的目标模型

数据质量

可获得度             可理解度    可信度               可用度

可获得性 语法

语义

相关性

时效性

可比性

有效性

准确性

一致性

完整性

唯一性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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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在报修登记时系统可直接读取到该字段，并通

知学生报修进度，学生发现读取到的联系方式已经过

时了，可以去往教务系统对应入口进行修改等。

数据存储：集中建立数据中心

首先，在各数据源所在信息系统中，进行初步数

据梳理和清洗，建立有完整数据理解度较高的多个视

图、字典表等。然后，部署 Oracle 数据库，将从数据

源获得的源数据通过 ODI 等 ETL 工具，将数据进行收

集、存储在数据中心。

例如在教务相关系统中，学生相关的数据表可能

就有学生基本信息表、学生选课信息表、学生类型字

典表、学生成绩表、课程评价表、课程基本信息表等。

在对它们进行数据梳理和清洗时，要将原基础表中较

为难理解的字段，替换为字典表中的详细表述，将“1”、

“2”替换为男女，将“0129”替换为“图书馆”；也

要根据需求将零散在各个表中的数据整理到一张表中，

比如全校学生个人信息所有字段表，因为原先学生的

姓名、性别、学号、身份证等在基础信息表中，而他

的籍贯、生源地在学生入学信息表中。

数据使用：统一发出接口

根据业务信息系统的对数据的需求情况，统合、

整理数据，再利用 WebService、ODI 等多种工具推送

到各个业务系统中去。

例如目前在建的新学生住宿系统，仅需向信息化

办公室提出其建设中的具体数据需求，即可从数据中

心通过各接口获得学生基础数据、学生 - 辅导员关系

数据、辅导员基础数据、学生住宿费缴费数据、新生

兴趣爱好数据等，而不需要关心数据怎么从教务系统、

研究生系统、学工系统、人事系统、迎新系统、财务

系统等其他业务系统中获取。而在后勤宿舍管理员在

实际使用中，发现数据不准确的情况时，可以将问题

反馈给信息化办公室，数据中心管理人员可据此倒推

回到数据源，通知数据源业务系统负责老师，进行进

一步数据核验、修正等。

建设数据流转框架

结合现有数据中心建设情况，进行数据流转优化

工作。拟建设数据流转框架如图 2 所示。

实线部分现已基本实现，即数据源中的数据经过梳

理、形成视图，通过 ETL 工具抓取到 WebService 数据中

心后，再行整理为不同数据接口 x、y 等，有该数据读

取权限的业务系统可通过认证调用接口并获得结果。

虚线部分正在调研、建设中，在拥有 a、b 数据修

改权限的业务系统中（操作者可能为该数据的“一把

手”、也可能是终端用户），可以调用反馈接口，将

修正的 a、b 数据通过接口认证，反馈回 WebService 数

据中心。数据中心进行数据的分析、整理、确认后，

将数据修改信息反馈回 IDC 数据库，进行数据更新操

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进行数据质量的校验，至此，

即实现数据的循环，数据质量在梳理、整合、发布、反馈、

更新。

总而言之，数据质量的优劣关系着高校信息部门

能否给普通师生、管理人员、校领导等提供有效准确、

高效、有效的数据服务，决定着信息化工作能否从数

字校园的建设成功过渡到智慧校园的建设。

因此，在此提出几条简单的建设意见：

1. 建设积极的数据质量管理环境

首先管理层要认识到数据质量对于高校各项业务

及信息化各项工作的重要性，推动数据质量的改进工

作。加强信息人员队伍的建设，提高数据管理人员的

数据质量管理意识。梳理建立完善的制度管理，确定

数据质量管理的流程，建设本校数据标准、数据质量

的标准。

2. 集中力量进行一次数据整理和清洗

在理论上建立了数据标准和数据质量管理制度之

后，需要花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对全校的各业务系统进

行一次清洗，并以此次清洗后的数据为基础，开展数

据质量管理工作。

3. 数据质量定时核查

除了建设数据质量管理制度，还应当建设数据质

量的监测制度。数据一旦产生问题，管理上有人员核验、

整理、汇报，技术上可追溯、清查、修正。将数据质

量的核查作为日常工作，才能全面地、持续地维持数

据质量。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图 2 数据流转框架

数据修改信息

数据梳理，
形成视图 ETL 工具

WebService
数据中心

数据 x
数据 y

数据 a

数据 b

发布接口 x 发布接口 y 反馈接口 a 反馈接口 b

通过认证，调用对应接口并返回结果 通过认证，发
送修改数据 a

通过认证，发
送修改数据 b

调用权
限认证

未通过认证
结束

修改权
限认证

业务系统 1 业务系统 2 业务系统 n

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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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揭开数据背后的故事有赖于数据化，其主旨是在数字化和信息化基础上，利用数据

来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描述，使之能同时被人和 IT 设施所理解。

因此，如果没有合适的分析技术，要揭示庞大的数据背后的故事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早期一些信息化意识较先进的大学也做了很多的应用，如用 Excel 表做贫困生补助，了解

学生消费情况，包括学生的成绩，学生的行为分析等等，这些工作很有用。“然而，过程

中采用传统的 Excel 等工具，非常辛苦、效率也不高。”即使在现在，许多高校仍然用初

级的 Excel 的方法。未来如果要对碎片化的庞大的数据进行有效挖掘，显然必须在技术上

有质的改变。

正如徐宗本院士所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换句话说，如果大数据的分析

技术不建立起来的话，很多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数据分析技术挑战3

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不建

立起来的话，很多的假

设都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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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挑战和问题

谈论大数据是时代话题，拥有大数据是时代特征，

解读大数据是时代任务，应用大数据是时代机遇。这

四句话概括出大数据时代。从本质上说，数据，就是

指资料的信息化、数字化，大数据的复杂性体现在四

个方面，第一，海量性；第二，实践性；第三，异构性；

第四，分布性。这是大数据区别于传统数据的四个特点。

什么是大数据技术？严格地讲，是没有定义的。

目前，有关大数据搜集、整理、成熟、解读或应用的技术，

我们统称为大数据。在日常生活中，大数据的价值到

底在哪里？需要强调四个方面。

第一，提供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实现基于数据的

决策，助推管理革命。这也正是目前大数据最热的领

域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原因所在。大数据改变了人们

对文科、理科的认识。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

一个可普遍遵循的、可重复和被所有人接受的公共方

法论，而利用大数据，弥补了这个缺憾。

第二，形成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支持基于数据的

科学发现，减少对精确模型与假设的依赖，使过去不

能解决的问题变得可能解决。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

方法能够较小地依赖于模型和依赖于假设，形成了第

四种科研范式。

第三，形成高新科技的新领域，推动互联网、物

联网、云计算等行业深入发展，形成大数据产业。互

联网能实现如何把信息技术中的人、环境、机器，沟

通在一起来处理问题，这是未来的发展。而大数据，

则是实现信息化的组成，换句话说，即实现机器和机

器的交换、人和机器的交换，是以数据的形式来沟通、

来交换的。

第四，大数据成为社会进步的新引擎，深刻改变

人类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理性认识大数据

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交融催生了大数

据。大数据是经济社会、现实世界、管理决策的片断

记录，蕴含着碎片化信息。随着分析技术与计算技术

的突破，解读这些碎片化信息成为可能，这是大数据

成为一项新的高新技术、一类新的科研范式、一种新的

决策方式乃至一种文化的原由。大数据是指数量特别巨

大、种类繁多、增长极快、价值稀疏的复杂数据，简而

言之，是“大而复杂”的数据集。作为信息资产，大数

据的价值需要运用全新的处理思维和解译技术来实现。

大数据的挑战和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徐宗本教授

在方法论方面，大数据带来了三大挑战。第一，是分析基础；第二，计算的模式与计算

方法需要推倒重来；第三，根本性判定需要条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宗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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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具有大价值

大数据的价值主要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实现。大数

据技术是基础性信息技术，它刻画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中机器与机器、机器与人之间信息交换的内容特征，

构成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信息处理模式。因此，大

数据从信息载体这一底层捕捉到了信息化的共性基础、

未来发展与普适技术。这说明，大数据热潮的来临是

一种必然，大数据技术不会是过眼云烟。

科学理解大数据的“大”

数据的积累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数据

积累不够多时，没有人能读懂这些“碎片”背后的故事。

但随着数据的积累，特别是超过某个临界值后，这些“碎

片”整体所呈现的规律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显现出来。

可以认为，这一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值是区分数据“大”

与“不大”的标准。所以，大数据的“大”是相对的，

是与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避免

产生大数据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误读。

科学理解大数据的“复杂”

由于具有海量性、快变性、异构性和分布性等复

杂特性，大数据技术是一项不断发展的技术，并非已

经成熟。这当然并不妨碍运用现有大数据技术从现实

的各种大数据中获得价值，但我们必须清楚：大数据

的价值实现是无止境的，大数据理论、技术和产业将

相伴而行。这是大数据发展的基本形态。

大数据带来三大挑战

数据的获取是基本的，因此，数据的程序和处理

是基本的。大数据的资源管理与规模，大数据高效和

处理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和处理统计学的计算技术，

这三者中，大数据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比如，大数据分析和大数据处理，两者是有区别

的。处理，如统计，查询，排序，比例，融合，对齐

等等，统称为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逻辑，是计算机

严格的逻辑运算。但是，处理与分析的深层次是不一

样的，那么，大数据分析会涉及到哪些问题？比如，

数据中间呈现了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数据中间有什么

共性结构，数据链如何关联？数据有什么特定的模式，

相互之间如何对应？如何分析？以及优化与控制等等。

这是大数据分析。因此，分析相对于处理来说，并不

是逻辑运算，而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处理。在数据

分析技术上，我国目前的发展相当缓慢。有数据表明，

目前全世界有 4% 的大数据，但是真正用来做分析的不

到 0.4%。

在方法论方面，大数据带来了三大挑战。第一，

是分析基础；第二，计算的模式与计算方法需要推倒

重来；第三，根本性判定需要条件。依赖于样本是独

立组成的假设，分析出来的结果可能是谬误的。“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就是这个道理。换句话说，如

果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不建立起来的话，很多的假设都

是不成立的，大数据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科学技术是关键，分析技术是处理办法，根本性

判定，这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为此，需要

建立的三大基础：第一，统计学基础；第二，计算理

论的基础；第三，模拟技术。

大数据的机遇是什么？最大的机遇是学科发展

问题。什么叫学科发展机遇？以融合信息、数 学、

计算、数据为一体的数据科学正式形成。这对于大

学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科的设置等各方面将起到根

本性作用。

（本文整理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徐宗本在第四届中国科

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大数据的挑战和问题”）

2015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纲要》部署三方面主要任务：

第一，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

提升治理能力；

第二，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培育新兴业态，助力

经济转型；

第三，强化安全保障，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健康

发展。

《纲要》明确七方面政策机制：

第一，建立国家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机制；

第二，加快法规制度建设，积极研究数据开放、

保护等方面制度；

第三，健全市场发展机制，鼓励政府与企业、社

会机构开展合作；

第四，建立标准规范体系，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

准制定工作；

第五，加大财政金融支持，推动建设一批国际领

先的重大示范工程；

第六，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健全多层次、多

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

第七，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完善国际合作机制。

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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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据的使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郭毅可

给出一个解释：如何用好这些数据？通过软件，人们每天都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跳等数

据。但是仅仅知道心跳多少，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数据变得有用起来，

这就需要构造一个个人的生理模型。如果这一模型构造完成，就能代表人们的正常状态，

每天可以用数据来比对模型，如果不一致，就能了解到身体处于不正常状态。

同理，对于高校来说，如何最佳地利用这些数据是值得好好思索的。“教育教学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受施教者、学习者、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学习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大数据在哪些环节发挥哪些作用，需要细分，需要找准其中的切入点，也需

要一个长期摸索、验证的过程。”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办主任沈富可说。

找对应用挑战4

大数据在哪些环节

发挥哪些作用，需要细

分，需要找准其中的切

入点，也需要一个长期

摸索、验证的过程。



32 中国教育网络 2016.4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宓詠
数据服务的工作应独立于单个的业务系统，能够

更加便捷地、有效地进行数据综合利用，提供数据服务；

数据的服务既没有底线、也没有上限，应引导、

鼓励业务部门提出数据服务需求，由业务部门主导

“需求”；

通过试点部门 / 院系开展有效的数据服务，带动

更多单位能主动找信息化部门合作开展数据工作；

使得每个业务主体都能成为信息化过程中数据管

理与服务的生产者和受益者，也使得数据处理的每个

环节都可以由最合适的主体来完成，建立起良性的数

据生态环境；

明确信息化部门在数据工作中角色定位，只有业

务部门才能真正用好数据，技术部门不可能代替业务

部门进行数据和业务分析；技术部门能做的只是抛砖

引玉，应以提供工具、搭建基础平台为主，不能越俎

代庖；

无论在教学、管理还是科研方面，很多学校、包

括复旦大学已经做了很多有益、有效的尝试，后续的

数据服务更是不胜枚举。

高校在教学、管理以及科研方面可以做哪些基于数据的服务？数据的服务提

供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陈云
数据服务包括面向各级领导的决策支持服务、面

向各级业务管理人员的信息查询服务、面向个人用户

的个人数字档案服务、面向校外上级主管单位的信息

上报服务。

在学校层面，主要用于在宏观角度反映学校发展

变化和关键问题，如学校师资队伍情况、科研情况、

人才培养情况、学科建设情况、后勤资源配置与使用

情况、财务情况等问题，分析现有的人事考核、职称

晋升、薪酬设计、培养方案等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

改进的方向等等，基于学生层面和教师层面的数据服

务包括各类个人信息查询和各类提醒。

陆以勤
基于大数据的校园应用很多，很多新型的个性化的服

务需要挖掘用户的特征，这就需要用户数据支撑，例如通

过采集、跟踪和分析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进行个性化学

习活动设计，又如，通过采集、跟踪和分析学生和教师的

体检数据，进行健康状况评测以及健康活动处方。结合一

些新的技术，大数据可以提供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例如，

华南理工大学建设了节能网，通过采集各栋大楼的环境数

据，进行面向节能的大数据分析，可以对各栋大楼的空调、

照明、电梯等进行精细化监控，效果明显，于 2014 年 4

月被评为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成为“中央国家

机关及所属单位”中获奖的全国 15 所高校之一。

另外，大数据分析也可以用在一些新技术中，推动这

些新技术的发展，例如未来网络可以提高网络监控的颗粒

度，结合大数据分析，可以提高网络运行质量和安全感知

的精细程度和时效性，从而提高网络维护的智能程度和安

全性。

关于学生创新，目前无论网络架构、云平台、移动应

用都日趋开放，学生作为智慧校园最大的用户群，他们很

大程度代表了智慧校园的实际需求，如果组织学生通过创

新活动的方式参与智慧校园的建设，既可以激活学生的创

新精神，又可以提升智慧校园和用户的紧密程度。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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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云

如今，各个高校对信息化工作都非常重视，特别

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给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增

加了新的处理平台。过去几年都是基于各个业务系统

的建设，通过系统建设，规范了业务管理工作，提升

了业务管理水平。在信息化工作中，还有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那就是提升数据服务的能力。

随着高校信息化投入的增大，一些问题也随之显

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内部管理、

服务提升等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充分利用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技术构建既能从宏观角度反映学校发展变化，

又能为各类人员提供具体数据内容的数据服务系统。

借助信息技术挖掘高校的历史数据，发现其中潜在的、

深层次的、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内在关系和问题，抓住

并解决关键问题，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方法与内容

上海财大采用数据仓库的技术和数据挖掘的技术，

建立了各类的应用系统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包

括基础建设、系统架构的设计、主题规划、数据服务、

数据质量管控及模型设计，如图 1 所示。

整个数据服务系统的源数据层都是来自于各类业务

系统，通过数据的抽取，将有关数据放到操作数据层，

这一层面有效实现了业务数据与数据服务的隔离，人们

在查询各类的数据分析过程中就不会影响到业务系统。

为了能够清晰归类各种业务数据并方便管理、查

阅，高校数据仓库包括人员、教学、科研、资产、财务、

机构、公共、事件八大主题，如图 2 所示。基础数据

层采用范式建模，数据集市层采用维度建模，充分虑

数据冗余、扩展性、可读性、易用性和访问效率等因

素。在规范当中有非常明确的确定，对于相关数据，

是需要每天维护，及时维护，还是每学期维护都有非

常明确的规定。学校开发了很多数据质量的检查工具，

来帮助工作人员发现数据质量的问题并及时进行纠错。

通过管理措施与技术手段相结合，加强数据质量

管控，打造绿色数据生态环境。

应用与成效

信息化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三大战

略发展目标之一。从 2003 年期开始建设学校管理信息

系统，目前已覆盖人事、教学、学工、科研、财务、资产、

档案、校友管理等主要业务，系统积累了大量数据，

为数据服务系统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2005 年，学校

在“十一五信息化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着手建设校务

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从 2008 年开始启动数据仓库和

决策支持系统建设。

深度挖掘提供高质量数据服务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对招生、教学质量、学生就业、科研评价、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学科发

展、健康等方面实施了数据服务支持。

基础建设

硬件设施
软件平台
标准规范
应用系统

系统架构设计

数据源层
操作数据层
数据处理层
基础数据层
数据集市层
数据服务层

主题规划

人员、机构
科研、教学
财务、资产
公共、事件

  图 1  信息化工作设计思路

数据服务

即席查询

预定义报表

多维分析

数据挖掘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质量规则

数据质量检查

数据质量整改

模型设计

基础数据层模型

多维分析模型

数据挖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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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学校申报的“基于数据仓库的校务决策

支持系统应用研究”项目获得高等教育信息化学会支

持。2012 年，学校申报的“基于数据仓库的高校数据

服务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高等教育信息化学会支持。

业务系统为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数据基础，

是相互支撑的作用。学校从 2009 年开始，就对招生进

行分析，其目标是不断提高生源质量。通过关注生源质

量的变化趋势，发现不同学科间生源质量的差异，从而

完善自主招生和推免生管理，实施大口径招生；推进研

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开展高水平暑期夏令营活动等。

从教学质量分析来看，能够对教学状态数据实时

展示，支持教学质量评估，不断提升教学质量。通过

分析能够关注学生状况、教学条件、专业状况、课程

与教材、教学管理等，从而优化培养方案（拔尖、卓越、

精英）、调整专业结构。

在学生就业方面，通过数据分析能完善就业指导，

提高学生就业率。通过关注学生就业率、签约率的同

比和环比趋势；分析学生就业的行业特征和地域分布，

深入挖掘与学生就业相关的因素，为学生提供就业指

导。能够实现与用人单位联动，拓宽就业渠道；加强

就业指导和职业发展教育；就业情况引导专业设置和

培养计划调整。通过对毕业生签约数据挖掘，我们得

到专业、成绩、面试数、offer 数、面试 offer 比、月薪

之间的关联关系。会计学、金融学、信用管理成绩优

秀的学生月薪一般是 6000~7999；成绩普通的学生通过

增加面试数也可以找到月薪较高的工作。

在科研分析方面，上海财大从 2008 年开始陆续引

进了非常多优秀的师资。通过对科研数据分析，关注

人才引进与科研产出的关系，提高学校科研水平。从

科研属性和教师属性角度分析科研项目、论文、著作、

获奖等分布情况。建立多方位的科研评价体系，加强

科研组织和科研考核等管理。

在师资分析方面，关注师资队伍与学科的关系，

合理配置师资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从职称、

学历、年龄、学缘、岗位、聘用方式及学科、科研等

角度进行分析。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完善人事考核与

晋升机制，实行双轨制的人事管理。

在财务分析方面，合理配置资金，加强财务监管，

提高财务绩效。关注经费收入、预算和支出等统计信息。

加强预算管理，合理安排学校资金，促进学校绩效整

体提升。数据表明：预算平均完成率已达到 94.83%，“弱

势”院系的支出比重逐年上升，提高了学校资金的使

用效率与使用效果。

在资产分析方面，加强设备、家具、房产等资产

的合理配置，加强水、电等能源的监控，提升学校资

产和能源利用率。从时间、部门、资产类型等角度进

行分析。加强资源使用情况监控，制定节能减排措施。

在学科分析方面，增强学科综合实力，促进各学科

均衡发展。从学科和院系两个维度反映在师资、科研、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学科发展现状；支撑每年的学科评估

和绩效奖励工作。科学制定学科规划，并为打造师资队

伍、深化教学改革、强化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在健康分析方面，关注师生健康状况，加强疾病

预防，为师生员工提供良好的健康服务。从院系、年龄、

性别、岗位、职称、体检项目等角度分析健康状况。

为师生提供医疗专家进校园服务；为不同人群制

定不同的体检套餐。通过分析发现，学校教职工三高

情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体重 (30%BMI 超标 )、血压 (25%

高压 ) 和血脂 (40% 超标 )。健康状况是综合因素，与教学、

科研工作量关系并不明显，但是健康状况异常的需要

适当减少教学和科研任务。

此外，学校还对一卡通进行分析。通过加强对商

户的管理，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性别、学生

类别、专业等角度分析学生消费特点；从食堂及商户

分析营业情况；从一卡通终端设备实用情况分析资源

配备是否合理。合理配置终端设备，控制商户的餐饮

价格，不断提供服务水平。

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充

分发挥大数据价值，进一步在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和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提高师生服

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图 2  数据仓库主题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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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研究院在全球共有六大研究院，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也是

除微软研究院总部外规模最大、研究领域

最全的研究院。人们经常提到第四范式——

数据密集型科学，它最早也是由微软研究院

的 Jim Gray 博士提出，“第四范式”是基于

Jim Gray 生前最后一次演讲稿整理而成。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要从事三方面工

作，一是把计算机领域科研持续向前推进；

二是发表在一流学术期刊和会议文章大约

有 4000 多篇，其中 40 多篇是最佳论文；

三是作为一家企业的研究机构，还承担着

为企业做创新，将科研技术转为生产力的

工作。当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研究院作

为公司的大脑，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需要为公司未来前进方向指明道路。

微软亚洲研究院将主要从事以下五个

方向的研究。

新一代用户界面：开创新的技术，让

人们能够用更自然，更多元的方式和机器

“交谈”，让使用计算机像与人交谈一样

自然。研究院目前有多通道用户界面组、

语音技术组和自然语言组在各自领域进行

探索。

新一代多媒体：为用户创造新的上网

体验，让多媒体能自动适应环境，拥有互

动式操作，并在网上快速可靠地传送。互

联网将成为新一代多媒体的中心。研究院

目前有网络多媒体组、多媒体计算组和信

息系统及管理组等正在各自领域进行研究。

无线及网络技术：摆脱线的束缚，将

PC 时代强大的计算能力及多媒体应用扩展

到无线网络环境中，实现真正的端对端的

服务。研究院目前有无线网络组在这一领

域进行研究。

数字娱乐技术： 创造出更具网络化

的、互动性更强的和极具真实感的全新的

数字娱乐技术。完全满足人类丰富的想象

力，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给用

户带来更丰富多彩体验，让人类随时都能

共享彼此的欢乐。研究院的网络图形组、

视觉计算组、语音组及无线和网络技术组

正从不同方向开展研究。

互联网搜索与数据挖掘：将致力于将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知识发现等技术与

信息分析、组织、检索与可视化的过程相

结合，将互联网搜索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近年来，计算机领域最热的一个词汇

莫过于 AI，即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其实

AI 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Agglomera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聚众 AI。以 Project Oxford（牛津计划）

为例，牛津计划能够提供图像识别 API、

人脸识别 API、语音识别 / 处理 API 和名为 

"LUIS" 的语义识别服务等功能。

第二阶段，Adaptive Intelligence，是

一种自适应智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微软

的“小冰”。小冰是一款聊天工具，人们

一般不会和一个机器人聊太长时间，除非

另一端能够交流。小冰就拥有自适应智能，

能够在不同的时候与用户聊不同的事情，

晚上睡不着小冰会帮你数羊，无聊的时候

会给你讲个笑话。简而言之，智能需要能

够理解用户，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

第三阶段，Ambient Intelligence，是

一种融于环境当中的很隐性的智能。以传

感器为例，其实传感器是非常聪明的，它

能够观察你的行为，帮你做一些事情。前

几年，任天堂出了一款游戏机——wii，它

不用任何操作杆和遥控器，人体就是一个

遥控器，智能就隐含在游戏的硬件设备中。

目前有一款产品，就是除了本身摄

像头之外还带有传感器，计算机视觉看到

的东西，不是 1 就是 0，它可以看到这个

人在做什么，手在什么位置，甚至可以跟

踪这个人的骨骼架构，细微的手势等。人

们大多数用它来进行身体锻炼，因为该传

感器可以判断运动时那一块肌肉受力比较

大，哪块肌肉受力比较小。也可以通过识

别人脸上毛细血管的变化来看心跳。

当然人工智能还会有第四个阶段，那就

是智慧。目前的人工智能，大多停留在第一

阶段，有一些正在攀登第二阶段，但是还

未达到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更远了。真

正做到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微软亚洲研究院 芮勇

从 AI 到 AI

编者按

全球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正引发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科研信息化取得了长足进展。“十三五”

期间，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对我国科研信息化提出更高要求，需求也更为迫切。2015 年底，

第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召开，在专题为“科学大数据”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发表了精彩演讲，探讨了我国

科研信息化发展情况，本刊撷取了其中部分专家的观点。

（本文整理自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芮勇在第四届

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从 AI 到 AI”）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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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数据化带来了大数据时代的兴

起。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 作为一门研究

数据的新兴学科，旨在系统地学习数据的

特性、结构以及相互作用并从中获取相关

的信息和知识。它结合了多个领域的理论

和技术，包括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学

中的模式识别、机器学习、信号处理、数

据存储与管理、可视化以及高性能计算等。

如今，数据科学已经渗入到包括生物

科学、医学信息、医疗卫生、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以及工程学之中，并深深影响着

经济、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数据科学涉

及到数据从采集、探索到分析、交流的整

个生命周期，已经成为现代跨学科科学研

究的核心。　　

 通过大数据中分析，一是可以帮助人

们做社会调查，二是能够训练新一代的数

据科学家，三是发展大数据管理与分析技

术，四是将技术转化成工业产品，与工业

界进行良好合作。

大数据科学研究

1.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融

合，就是把不同的数据整合起来。二是分析，

在大数据环境下，更重要的是把数据提取

出来后进行分解，而不是简单进行查询。

以往人们都是用 90% 的时间进行数据整理，

10% 的时间来进行分析。数据分析做好了，

往往就成功了一半。数据整理工作非常复

杂，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2. 数据获取

在数据获取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一

是使用各式各样的传感器，另一个就是数

据交汇。数据进来之后，在数据加工过程

中，要动态地获取信息，目前所有的科学

研究，都是信息驱动的。

大数据的应用

帝国理工学院包括医学院、理工院、商

学院和工学院，这些学院也都是有数据的。

大数据不是单一的，是多学科交叉，

其中与医学的合作能切实有效地服务于大

众。人们都在谈精准医学，就是对它进行

分子级的衡量，这所产生的数据量大，数

据的采集和分析工作是非常复杂的。现在

有许多手机软件可以记录用户的每天生理

数据，通过采集这些数据，用户可以根据

每天的数据进行对比，判断自己每天的健

康状态。

大数据的生成需要各种仪器，所以物

联网、医疗基因测序等得以生成各种数据

的仪器设备便风生水起。再如，对大数据

这种“资源”进行处理，需要大规模使用

计算机，“云计算”、智能终端的重要性

得以凸显，它们不仅处理数据，也同时输

送数据，继而产生新数据。    

如何用好这些数据？通过软件，人们

每天都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跳等数据。但是

仅仅知道心跳多少，并没有什么意义。关

键在于如何把这些数据变得有用起来，这

就需要构造一个个人的生理模型。如果这

一模型构造完成，就能代表人们的正常状

态，每天可以用数据来比对模型，如果不

一致，就能了解到身体处于不正常状态。

 步入大数据时代，整个计算机科学

的研究重点和使用方法都发生转变——计

算机更向“智”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为什

么类脑计算机、人工智能会从过去的计算

机科学的支流变成今天的主流。

大数据人才培养

大学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近两年来，

随着大数据不断升温，国内很多大学和研究

机构也都忙着挂牌成立大数据研究机构。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成

立于 2014 年 4 月。以数据科学基础为科

研方向， 数据科学研究所旨在发展数据

科学和大数据背景下最前沿的理论、技术

及系统。数据科学研究所为帝国理工的科

学家和合作伙伴提供了以数据为驱动的跨

学科研究支持， 并同时培养下一代数据

科学家。目前，帝国理工数据科学研究院

正在快速发展成为英国数据科学的一个重

要研究中心，并与全球多所顶尖科研机构

以及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帝国理工没有设立信息科学的硕士课

程，相反，学院将数据科学，融合到每一细

分学科，并划分为四个模块，信息科学与数

据信息基础、分析与机器学习、大数据编程、

规模数据管理。在这个四个模块中，学生可

以选择其中三个模块进行学习，等学习完之

后，再与另外一个领域科学进行合作的时候，

就能成为这一领域的数据科学家。

数据科学如果没有领域科学作为支

撑，那么就不会有数据产生，人们也就无

从分析。因此，单纯的数据科学是不适合

的。只有大数据与领域科学合作，才能真

正地为科学创造价值。不然，数据再大，

也没有任何意义！

（本文整理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上海大学
计算机学院院长郭毅可在第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

研讨会上的演讲“ Big Data for Better Science  ”）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 郭毅可

大数据为科学创造价值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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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科学的标志为大科学机构、大

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常产

生海量的数据，因此在大数据技术领域提

出了巨大挑战。国内外高能物理实验研究

是典型的大科学装置，同时在不断推动大

数据技术及应用的发展。在应用需求的引

导下，高能物理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大数据

存储、计算处理和共享等技术和经验。

高能物理的目标

高能物理的目标就是探索物质微观结

构、宇宙起源等自然规律。目前已经证明

微观世界有六种夸克（quarks），还有六

种轻子（leptons），这些一起组成了宇宙

万物。这些粒子之间的相互组合主要有三

种相互作用力：电磁相互作用力、强相互

作用力以及热相互作用力，当然，还有第

四种力，那就是万有引力。

高能物理，也叫粒子物理。我国也

有很多高能物理的实验，其中一个就是

BEPCII/BESIII 对撞机，它是世界先进的

双环对撞机，5 年内将积累 5PB 的数据，

需要万个 CPU 用于数据分析，中国、美国、

德国、俄罗斯、日本等 36 个研究所参与

合作。

另外，在亚湾反应堆做中微子实验，

有 38 个 研 究 所 300 多 名 科 学 家 参 与 合

作， 产 生 了 4PB 以 上 数 据。 在 2012 年

发现中微子第三种震荡，精确测量 θ13

同时，利用西藏羊八井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意、中日合作进行宇宙线实验，每年

产生超过 200TB 的原始数据，数据需从

羊八井传回高能所，在传到日本、意大

利进行分析处理，合作单位能够实时访

问数据。

高能物理的实际应用

在高能物理领域，实验数据采集之后，

还要面临数据的传输、保存，以及计算等

一系列的挑战。这将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这个大数据的特点是随机变量空间很大，

产生的末态粒子极其丰富；精确测量需要

大样本。在计算过程中，也是非常复杂的，

末态的模式复杂（随机变量）。物理图像

还原非常复杂，如图像处理、模式识别技

术；拟合及误差估计。

高能物理大数据的处理过程如下：第

一，数据获取与记录。从探测器获取 Raw 

Data、蒙特卡洛产生数字化的二进

制格式的电子信号；第二，数据处

理。处理后 Raw/MC Raw 产生相关

物理信息，如动量、对撞顶点等；

第三，数据挖掘。由上千个属性组

成的 DST 事例文件，提供物理学家

进行分析，并最后产生物理结果。

在“大数据 (big data)”时代，

PB 级甚至 EB 的科学研究数据尤其

需要在存储模式、技术架构、共享

传输、全球协同、高效处理等方面有所

突破。

计算平台的发展

计算平台的发展历程，与计算机发展

历程是完全一致的，经历了从大型机，经

集群，到网格，再到云计算的演变。本地

计算集群是基础，计算网格是“集群之集

群”，需要整合计算资源。而云计算更注

重平台的通用性，提高资源利用率。因此

需要对云计算与网格计算加以整合。

图 1 是一个典型的本地集群架构。这

个系统目前也仍在使用，但是随着 CPU

的计算能力、存储量越来越大的时候，系

统就会出现问题。

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网格系统，

实际上就是用来做高能物理的。它有若干

分层，0 级、1 级、2 级、3 级，甚至一直

到 4 级，这样一个分布式的计算环境。0

级中心主要接收原始数据，保存在磁带系

统中，并进行第一遍数据重建，向 Tier1

分发数据；一级中心 (13 个）主要提供原

始数据备份，执行数据重建、分析等任务，

并提供数据分发等网格服务；二级中心 

(>160 个）主要执行模拟、数据分析等任务。

当然，计算集群或网格存在不足之

处，如 CPU 资源利用率不足、遗留程序

与操作系统不匹配、调度不灵活、运维

成本高等问题。这时，就需要引入虚拟

化和云计算。

虚拟计算集群在物理机和 RMS（资

源管理系统）之间构造虚拟层，将物理机

虚拟化，形成多个虚拟机。同时，将 RMS

安装在虚拟机上，对用户完全透明，减少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陈刚

大数据技术在高能物理中的应用

图 1 典型的本地集群架构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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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工作量，提高资源利用率。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CERN Cloud”

是 世 界 最 大 的 虚 拟 集 群 之 一， 它 基 于

Openstack 构建，并于 2013 年开始运行。

统一管理两个数据中心（日内瓦与布达佩

斯），其规模为 4600 个物理机，12.5 万

颗 CPU 核，15000 个 虚 拟 机，2016 年 还

将扩充资源。根据集群任务动态创建或删

除虚拟机，平均 10 秒钟创建 / 删除一个虚

拟机。据了解，CERN 团队获得 Openstack

巴黎峰会 SuperUser 大奖。

在国内，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和计算环

境。例如，之前提到的 BESIII 分布式计

算系统，采用 Pilot 与计算插件技术，整

合合作单位的计算资源，能够根据用户作

业的数目进行实时的虚拟机动态创建和删

除，实现资源弹性管理。共 14 个站点，

分布在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意大利。

在先进信息化环境的支撑下，BESIII

实 验 一 直 领 跑 全 球 tau- 粲 物 理 研 究。

2013 年 3 月宣布发现了奇特态候选者——

带电类粲偶素 Zc(3900)；2013 年 6 月 18 日，

《自然》（nature）杂志就此发表了题为“夸

克‘四重奏’打开了物质世界一扇崭新的

大门）”的新闻报道；这一成果被国际物

理学顶级期刊、美国物理学会主编的《物

理》杂志选为 2013 年国际物理学领域重

要成果，在 11 个入选项目中位列第一；《粒

子物理手册》2014 版收录 Zc(3900)，是唯

一收录的在我国发现的新粒子！

高能物理的应用不同于互联网文本数

据挖掘，它具有以下特点：数据以对象方

式存储，使用 C++ 库访问；非 <key,value>

类型计算；随机访问；复杂的数据类型。

高能物理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大科学、

大需求、大数据、大计算、大发现的过程。

它要求多种计算技术，推动了信息化技术

的发展。同时，多种信息化支撑手段也在

推动高能物理科学的进步，这是一个相辅

相成的过程。

（本文整理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刚

在第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高能

物理中的大数据技术”）

近几年来，机器学习在人工智能、互

联网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越来越

多地应用于解决生物医学问题。与此同时，

磁共振成像技术已经在临床与基础研究中

广泛应用于获取蕴含大脑结构与功能信息

的联接图谱（毫米尺度）。使用机器学习

分类算法不仅可以辨别正常人和病人大脑

图谱中内在的、带有判别信息的生物标记，

也可以分析临床精神类药物和安慰剂对大

脑活动干预的差别性生物标记。

实际上从 2002 年开始，先后有七项

诺贝尔奖与磁共振影像技术相关。那么在

磁共振影像技术目前在临床上已经得到非

常广泛的应用，从图 1 可以看到，基本上

涵盖了人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所有可能的

检查，都可以用磁共振这项技术完成。

美 国 在 2010-2015 年 之 间， 就 进 行

了以磁共振成像技术研发与应用为主体的

“人类联结组计划”。在中国，从 2012 年起，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 类）“脑

功能联结图谱”，郭爱克院士和张旭院士

任首席科学家，蒲慕明院士任首席科学顾

问；2015 年，国际前沿发展和国家战略

需求，经科学院顶层设计，“脑功能联结

图谱与类脑智能研究”，谭铁牛院士任类

脑智能研究首席科学家。

脑联结图谱实际上分为好几个层面，

如微观或介观尺度的脑联结图谱。过去

20 多年的发展，磁共振既可以做技术，

又可以做功能。它本身是一个多模态的技

术，我们从结构和功能出发，形成一个全

能网络，一个图谱，并把它从数学上转化

出来，成为一个矩阵——脑矩阵。

在谈及联结图谱的应用时，首先需要

了解什么是大脑静息状态。当人们被推送

到机器里时，会被要求什么都不要干不要

想，闭上眼睛，这时候会出现一种非常有

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即使你什么都不做，

大脑的不同脑区之间，仍然存在一种通信

信号。脑功能联结图谱可被用于研究脑疾

病。例如，基于猕猴磁共振脑功能联接图

谱数据，辨别了快速抗抑郁药物氯胺酮和

安慰剂对大脑功能网络调控的特征，有助

于深入理解氯胺酮的抗抑郁机理。研究人

员还应用此算法分析临床重度强迫症病人

和正常对照人群的脑功能联接图谱，挖掘

了与强迫症病理相关的判别性神经环路特

征，这将有助于推动磁共振影像学结果用

于精神类疾病的临床诊断。

实验室近期的工作集中在发展利用脑

图谱中内在隐含的结构化信息，提出了一

种最小化结构正则损失函数的方式，使得

机器学习算法在求解过程中更加自动倾向

于定位出具有特定结构的判别信息，同时

过滤与生物噪音等相关的孤立特征。在此

基础上，实验室进一步运用矩阵反卷积等运

算来模拟临床神经调控技术对大脑功能的调

节作用，期望对临床精神类疾病的诊断与治

疗提供更深入的影像学指导证据。

（本文整理自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征

在第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 海量

磁共振全脑影像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王征  

磁共振技术的应用分析

图 1 磁共振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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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信息化变革的突飞猛进，不

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更是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学习乃至思考的

习惯，全面且深刻地影响到了自然科学和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此时代潮流中，古老的历史学也在

发生着重大改变，从“计算机转向”（20

世纪 70—90 年代）、“数字化转向”（20

世纪 90 年代）和“网络化 / 自媒体化转向”

（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头十年）等阶段，

开始迈向一个全新的“信息转向”阶段（21

世纪以来）。历史在发展，历史学也必然

要发展 , 为此，新的历史研究，需要新的

思维和新的表达。

社会信息化之驱动

互联网改变了现实生活中在距离空间

上组织的系统和关系，移动计算可以让协

同跨越时空，这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深刻

的。从手机，到智能手机 / 移动互联，信

息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随着社会

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的结构性质也会

发生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空间上的扩展。    

这样的一种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本身的一种信息转向。人类社会发展本身

的“信息转向”，引发了历史的创造和认

知、书写 / 表达的“信息转向”。根据意

大利哲学家、信息哲学的首倡者 L. 弗洛

里迪（Luciano Floridi）的表述，我们可以

做如下定义，所谓“信息转向”是指，由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ICS）和数字信息与

通信技术（ICT），所引发的实践与概念

的重大转换，该转换正在导致一场大变革

（从理论认知到方法论实践、再到具体的

广泛应用），而这场变革不仅仅发生在科

学上，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其实，还

相继扩展到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在当代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科学界既

是信息革命技术创新的探索者和引领者，

更是信息革命成果的吸收、消化、传承和

理论升华的合成器及加速引擎。正因如此，

科学界的很多研究领域在响应时代变革的

同时，也在尝试去探索实现自身学科革命

或现代化的“信息转向”问题。“信息转

向”导致了国际科学界的科学研究范式发

生了历史意义上的根本性变化。

计算机科学图灵奖获得者——吉姆·

格雷提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基于数据

密集型）。科学四个范式或者说一个完整

的科学研究周期，依次包含四个部分，即 :

数据采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可

视化。

历史学之“信息转向”和建构阐释

什么是信息史学？信息史学是将历史

和历史认知及一些对历史的诠释，抽象 /

解构到信息的层面，系统地在综合运用信

息、信息理论、信息科学、信息化应用的

相关理念、方法和技术及实现手段，来探

讨和深入研究历史学领域里面的诸多问题

的一门新兴学问，或者正在形成中的交叉 /

分支学科。这是一项跨学科、综合的、理

论和方法论研究。

信息史学的核心部分是基本理论研

究，涉及历史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它的中

间环节是方法论研究，即历史学与信息科

学 / 信息化应用技术结合的方法。外延扩

展是实际应用研究，史学领域各类具体的

应用实践。

将“信息”科学的概念和手段引入历

史学，需要从四个方面转换：视角的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王旭东

信息史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图 1 历史学和信息的关系

信息

历史阐释（结构性的或本原性的）

历史叙述

历史文本

历史分析

历史认识

元史学

史学

历史存在（可被感知的）

历史上真实的

客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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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念的转换、历史认知的转换和历史

理论的转换。历史学和信息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数字世界史系统及研究案例

依据范式的实现途径我们构建了数字

世界史系统模型（如图 2 所示）。该模型

面临的数据库是全世界的，通过数字地球

（Digital Earth）这样一个中间载体进行衔

接，然后叠加上一个数字化的世界史的球

体，最后让用户加以使用。

数字世界史系统建构的信息化应用技

术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类活动遗存、档案文献、口述史笔

录资料、各类人物回忆录和日记或笔记、

图片图表、音像记录以及可被用于世界史

研究的其他学科研究资料及成果等。这些

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处理或直接数字化生成

的研究素材，按一定的信息化技术标准存

储于计算机系统。

数字化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依赖计

算机系统甚至是建立于网络互联基础上

的计算机系统集成的技术支撑。可用于

世界史研究的各类分析及诠释理论，如：

就史料本身或者直接针对历史现象乃至

历史情境所采取的统计分析法；数学建

模法等。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数字世

界史生动地复原再现历史进程中，同人类

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历史要素及相应的

历史关系。

Digital Earth 用于数字世界史，使之

实现多层次多分辨率显示、智能检索调

用、对比性综合分析和四维时空高仿真。

Digital Earth 作为能嵌入海量的地理坐标

系数据的多分辨率、三维动态表达的虚拟

地球系统，其关键技术至少包括：（1）

全球高速网络基础上，由不同国家建设和

管理的分布式全球数据库系统；（2）高

分辨率卫星对地影像；（3）解决高智能

人机对话的虚拟现实技术；（4）互操作

技术；（5）元数据等。

数字世界史的应用前景

信息史学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塔，被大

众所接受使用。比如现在播放的一些历史

剧，从《甄嬛传》到《芈月传》，从历史

角度来看，《芈月传》的历史水平真实度

要比《甄嬛传》更高一些。

数字世界史作为信息史学的一种全新

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以及由其构建的一个

集成专家、信息资源和技术应用诸方面功

能及优势的完整体系及系统，至少能在下

列领域凸显其具有可能的应用前景：研究

领域、教育领域、决策领域、娱乐领域。

在历史研究领域，其多维的、动态的、

形象的、可扩展等特性将有力推动史学

变革，加速其迈向现代化。在非史学的

其他研究领域，则为其提供了运用史学

研究成果的极大便利，同样将带动这些

领域的发展。

在教育领域，将传统历史学范畴的世

界史纳入数字化 / 信息化建构和应用的轨

道，呈现出的诸多特性必将引发历史教育

领域里认知、表述和思维方面的变革。将

推进历史教育的生动普及。

在决策领域，作为决策参考，世界历

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任何领域里的

一段历史过程，只要被纳入数字世界史，

均可凭借数字地球这样的多分辨率、多维

表达的动态信息化应用平台，对其加以检

索调用和比照分析。

决策参考的适用范围可小到个人案头

准备，中到企事业单位管理或市场运作方

案咨询，大到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政策出

台前的国内外历史回溯参比等。

尤其对一个政府在国际政治、外交、

军事、经济，以及全球变化方面决策前所

需历史变迁借鉴和现状演变参照，有实时

仿真咨询的应用价值。

在大众文化 / 娱乐领域，数字世界史

本身所整合的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信

息，所具备的模拟多维时空中历史变迁

的仿真功能，以及信息检索对比调用的

方便和直观性，使该系统能够为通俗文

化领域如影视、戏剧、电脑游戏等在历

史资源准确应用方面提供全方位的咨询

帮助。

图 2 数字世界史系统模型

（本文整理自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旭

东在第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信

息史学：社会信息化驱动之历史学‘信息转向’的理

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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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目前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

的阶段，作为一种信息化的公共设施，在

全社会都已经得到普通使用和认可。从云

计算的定义来说，它有四种部署模式，就

是私有云、社区云、公共云和混合云。

社区云的关键技术

社区云是云计算的四种部署模式之

一。社区云介于公共云和私有云之间，由

一个群体，包括两个以上的组织，共享使

用云的资源与服务。这个群体的成员组织

一般在安全、隐私或管理制度方面有共同

的关切，而这个特点在云的建设、运行与

管理方面提出了不同于公共云和私有云的

一些新要求。

 科技云是中国科学院在“十二五”

期间面向全院科研人员提供的新型信息化

服务，在院所两级法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

具有一些社区云的特点。它的基础环境包

括中国科技网、超级计算环境和数据存储

环境。科技云的总体目标构建一批跨机构、

跨地域和跨领域的科研信息化应用平台，

强化中科院信息化基础设施之间的互操作

性，与各学科和技术领域的信息化环境深

度融合，形成全院科研人员可公开共享、

无障碍、无缝使用的“科技云”环境。

科技云的模式为院所两级法人管理体

制；从全院的角度看应属于私有云，从研

究所用户的角度看像是公共云；前期以公

共云的思路为主；社区云是其发展方向。

接下来从三个方面阐述社区云的关键技术。

社区云介于公共云和私有云二者之间，它

由一个特定的社区来使用，具有独占性，

就是其用户使用者的范围是一个明确的界

定。社区云的关键技术包括三个方面：身

份管理与授权、资源集成、测量与运行管理。

身份管理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在社

区云的环境下面，其主要特点就是要跨机

构的去管理用户，然后考虑如何能够实现

统一身份认证，既方面用户的使用，又能

够在一个良好授权的前提下，保证资源的

高效利用。

图 1 是一个典型的认证联盟，能够实

现跨系统 / 跨域，多个云应用之间的协作，

其中有两个核心的概念，一是身份识别的

提供者，二是服务的提供者。不同的身份

识别提供商实现身份认证，并进而访问认

证联盟所支持的服务提供商。

关于资源和服务集成，很多资源在云

的环境下去集成的时候，往往比想象的还

要困难。这个困难主要源于，云从服务层

面进行集成的时候，

不仅仅是面向最终用

户的，还会提供给研

究所进行二次开发的

科研人员、。因此科

技云服务目标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就是将这

些资源提供出来，让

科研人员在公共资源

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应用。服务的交互和集

成具有无状态化、动态迁移和可伸缩性的

特点。

技术架构和面临的挑战

适合社区的技术架构，主要可以从两

方面进行考虑：一是联盟，二是微服务。

联盟成员包括研究所，大学和其他科研

机构，科技企业，为科研提供服务的企业等。

微服务架构为松耦合，高内聚，能够

实现基础设施自动化 / 持续集成，并且具

有容错性设计，复杂性更高。

社区云主要面临以下几种挑战：第

一个挑战是模式和机制的问题，社区云里

也会有服务提供者和用户在模式上交织的

问题，如何设计好这个模式，协调好资源

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在

“十二五”的项目中我们尝试一种“资源

池”的机制；第二个挑战是在可靠性上，

其中需要明确一个“木桶效应”，当很多

服务紧密关联起来之后，会出现可靠性最

差的一个，这时如何去协调管理，将是一

个大的挑战；第三个挑战是安全，成员单

位具有一定的共性，会产生相互影响。

关于科技云的未来发展，我们将充分

利用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中科院

信息化基础设施、实验条件、软件平台、

数据文献等科技资源的整合为牵引，实现

各类科技资源的智能管理、动态调配和开放

共享，逐步整合我国各类科技资源，构建开

放共享的国家科研信息化云服务体系。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南凯           

构建开放共享的云服务体系

图 1  认证联盟架构

认证系统 A

认证系统 B

认证系统 C

应用 A

应用 B

应用 C

应用 D

协同应用

数据云应用

超算云应用

其他云应用

⋯⋯

中国科技
网通行证

⋯⋯

⋯⋯

（本文整理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副主

任南凯在第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演

讲“ 社区云的关键技术、架构及挑战”）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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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2 月 10 日，IBM 的超级计算

机深蓝首次挑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

罗夫，但以 2 ∶ 4 落败。比赛在 2 月 17

日结束。其后研究小组把深蓝加以改良，

1997 年 5 月再度挑战卡斯帕罗夫，比赛在

5 月 11 日结束，最终深蓝电脑以 3.5 ∶ 2.5

击败卡斯帕罗夫，成为首个在标准比赛时

限内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电脑系统。

IBM 在比赛后宣布深蓝退役。

为什么深蓝会赢？深蓝没有情绪，具

备计算高速的能力，同时存储无限，能存

储百万棋局。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深蓝有非常强

大的知识储备能力。那么对于网络安全而

言，什么是知识？分析员基于对数据源的

理解、确定分析逻辑、挖掘数据关系、总

结规律、进而形成知识。

 知识在网络安全的工作中，有没有

用途？答案是肯定的。美国信息安全相关

部门自 1998 年到 2012 年，发布了与“安

全感知”相关的 7 份重要文件。

网络空间是非常大的，没有人能够说

清楚其中到底有什么。网络空间的核心还

是要为人提供服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

需求。因此，对于网络安全知识库，我们

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

一是绘制网络空间资源地图，以网络

软硬件资源为核心，测绘其在虚拟空间分

布以及与现实空间的映射；

二是建立网络空间人物画像库，以人

为核心，挖掘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的行为

规律。

就网络空间资源地图而言，首先要了

解虚拟空间属性，包括设备信息、承载协

议、事件信息、节点重要度；其次要了解

物理空间映射，包括地理位置、接入信息、

使用单位。

在此过程中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难点：

一是数据正确性，同一属性（典型的

如地理位置）的多个来源值有可能相互冲

突或粒度不一，如何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一

个唯一答案非常困难；

二是时效和有效性，IP 地址多种属

性（地理位置、是否活跃、提供服务等）

的 动 态 变 化 使 得 知 识 构 建 不 是 一 劳 永

逸的。

下面以“.CN 遭受攻击事件”为例，

这是 2013 年 8 月发生的事件，我们对此

进行追查工作，针对 6 台 CN 国家域名服

务器关联查询流监测数据，确认攻击。

在第一次关联中，关联查询通联关系，

分析攻击源的共同连接端，找到攻击控

制端为 103.24.93.73（查询知识库：香港）。

在第二次关联中，关联查询域名监测数

据，获得控制端 IP 对应的域名。查询 IP

为 103.24.93.73， 对 应 域 名 有 三 个， 分

别为 fz30000.dnscccaa.com、080622222.

gm0315.com、 qfzq22221.dnscccaa.com。

三个域名都曾经被作为多个木马程序的

控制域名——进一步印证此 IP 为攻击控

制端。

近年来，APT 成为国际对抗焦点。

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高级持

续性威胁 ), 它是利用先进的攻击手段对特

定目标进行长期持续性网络攻击的形式。

真正高级的攻击，都不是由一个单线个体

来完成的，往往是由一些有组织，有高水

平的团队来完成的。它所发起的攻击，隐

蔽性非常强，持续时间也很长。在这种情

况下，想要找到 APT 的发起者，是非常

困难的，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非常热点的研

究课题。

通过网络空间人物画像库，可从人

物或组织特点、攻击目标、攻击工具和

攻击手法来锁定这些黑客的范围。其中

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难点：一是分析链条

长，从客户端取证、恶意特征提取、宏

观网络监测、实时窃密跟踪、全局危害

评估、定点渗透反制到形成分析报告，

需要长时间、多部门协助；二是覆盖技

术点多，涉及从底层计算机技术到社交

网络应用，从语法到语义的各层技术，

覆盖漏洞利用、域名变换、IP 地址标注、

恶意代码分析、攻击特点归纳、黑客习

惯抽取、组织背景调查。

当然，在知识库积累过程中，也会

存在一些共性的科学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碎片化知识的重组问题。这些碎

片化知识具有动态性、低质化、无序性的

特点，如何把它们进行重组，构成完整的

知识链，是需要人们去考虑的；

二是跨模态知识库的智能决策问题；

三是领域知识的集成实践问题。

知识库是网络安全决胜的关键，知识

就是力量，正确使用知识事半功倍，同时

知识需要日积月累，恒者无敌！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云晓春

知识库是网络安全决胜的关键

（本文整理自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副主任云晓春在第

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网络安全

知识库的实践与思考”）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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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物理

系共产生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占整个分校诺贝尔获

奖者数量（22 位）的近 1/3。新近获诺贝尔奖的教授

是索尔·珀尔马特（Saul Perlmutter），他于 2011 年同

Brian P. Schmidt、Adam G. Riess 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奖理由是“通过观测遥远超新星发现宇宙的加

速膨胀”。其中，索尔独享一半奖金，Brian P. Schmidt

和 Adam G. Riess 分享另一半。本部分将重点介绍索尔

·珀尔马特的研究团队及其所在物理系的相关情况。

研究方向和重大产出

物理系研究包括属于宇宙物理学的天体物理和粒

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与电子 / 中子 / 凝聚态物质 / 核等相关

的量子物理，以及交叉前沿领域的生物物理学。

索尔·珀尔马特领导的宇宙物理学伯克利中心（Berkeley 

Center for Cosmological Physics，BCCP）着重于理解宇宙的起源和

演化，通过观察、实验、概念和模拟等解释宇宙的基本现象。基

于实验、计算和理论，BCCP 将继续建立有关宇宙的准确可靠的

模型，解决如下重大问题：什么是暗物质？它如何影响宇宙的加

速膨胀？早期宇宙的时空起源？重大产出见表 1。

组织规模与结构

伯克利物理系有 300 多名教职员工（含访问学者和博士后）。

诺贝尔获奖者索尔·珀尔马特所在的伯克利宇宙物理学中心拥有

近 40 余人。

信息化工具——机工车间（M-shop）

M-shop 为物理系教职工、学生和博士后提供用于设计、构

造和维护原型研究设备的服务。M-shop 由一位主管和三位高级

机械师组成，能指导用户利用标准化和特别的机械工具，包括车

床、立辊轧机、钻床、磨床、电锯、刻度机、齿轮滚刀、精准电

脑数值控制机器工具、放电机械和光学测量装置等。机械师拥有

管理系统和设备的技术领域知识，涉及电功率、电器设备、超高

压、电磁、计算机接口、计算机分析和编程，并精通 Surfcam 和

Solidworks 软件以帮助设计各种形状复杂的机械组件。M-shop 还

提供针对各种真空室和设备的精密焊接。

信息化资源——物理系的计算资源

物理学 / 天文学计算机网络（PANIC）集群是一组针对物

理系教职工和研究生的 Linux 计算机集群。它包括由 9 台个人

电脑和 2 台激光打印机组成的两间实验室，其中 9 台电脑的配

置一样。

除了标准的 Linux 程序外，集群还安装了若干第三方应用程

序，如 Mathematica 和 Matlab 等数学软件、TeX 和 OenOffice 等

文本处理软件、C++ 和 Java 等软件开发工具、网页服务器、邮

件 / 新闻客户端，以及 Firefox 网页浏览器等。每位用户均可利用

一部分网络存储空间用于数据存储。用户还可申请将个人办公工

作站连接至 PANIC 设备。物理系首年新生可利用免费账号获取

PANIC 资源，其他用户的账号费用为 250 美元 / 年。

编者按

“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化应用现状调研”专题报告重点调研了国际上具有重大产出的顶级科研团队，从团队研究方向、

重大成果、组织结构及其所利用的信息化工具 / 资源 / 大型科研设施等多方面展开调查与总结。本期将重点介绍索尔·珀尔马

特的研究团队及其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相关情况。

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化应用现状调研之五

利用机工车间为师生提供设备与服务
UCB 物理系 :

获奖时间 获奖者 获奖理由

2011 年 索尔·珀尔马特（Saul Perlmutter） 通过观测遥远超新星发现宇宙的
加速膨胀

2006 年 乔治·斯穆特（George Smoot） 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
形式和各向异性

1968 年 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茨
（Luis Walter Alvarez） 发现了一大批共振态氢气泡室技术

1964 年 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 “激光”技术

1960 年 唐纳德·格拉泽（Donald Glaser） 发明了液氢泡室

1959 年 欧文·张伯伦 (Owen Chamberlain)
和埃米·洛塞格（Emilio Segrè） 发现了反质子、亚原子和反素粒子

1951 年
埃德温·马蒂森·麦克米伦（Edwin
Mattison McMillan）和葛兰·希柏 格
（Glenn Seaborg）

发现第一批超铀元素

1939 年 恩 尼 斯 特 · 劳伦斯 (Ernest  O.
Lawrence) 发明回旋加速器

表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诺贝尔获奖者一览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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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源和工具

虽然学生广泛使用技术，但有证据

表明，技术并未在学术应用上发挥其全

部潜能。即使技术被学生广泛使用，也

无法假定技术在学术上富有意义的和直

观的使用。

1. 出现在课上的技术

ECAR 要求学生分享其关于一组资源和

工具的经验，这些资源和工具通常可在大

学校园中找到。对每项技术，我们评估了

学生的使用情况，了解他们是否希望其指

导老师更多地使用它，以及他们是否觉得

若能更好地掌握它的使用则可使自己成为

更高效的学生。通过这些比较结果来考察

提供了这些技术的院校达成其全部效能的

程度，如图 1 所示。许多至少在一门课程

中使用了这些技术的学生认为，如果老师

能够更多地使用这些技术以及如果他们（指

学生）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技术，那么他们

将变得更加有效。这些技术包括：在网上为

课程作业找到参考资料或其他信息的搜索工

具；LMS；在线协作工具；课上使用的笔记本

电脑；电子书或电子笔记本；课上使用的智能

教育新模式影响凸显
2015 美国大学本科生信息技术研究（下）

编者按

自2004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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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ECAR 分析研究了学生的技术体验和期望。2015 年的研究报告基于 10000 份来自美国问卷答复的分层随机样本，揭示

了诸多主题。在上一期文章中，报告从技术体验、校园环境、移动设备使用等三个方面阐述了美国大学生信息技术使用情况。

本期将继续从其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讨，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支持院校使用其数据来对其在课程和项目上的学术进展

提出建议。学生寻求的许多分析功能已经存在于商业化的数字学习环境中。

利用搜索工具在网上为课程作业找到参考资料或其他信息

LMS

在线协作工具

课上使用笔记本电脑

电子书或电子笔记本

课上使用智能手机

与课程作业有关的在线博客或讨论 / 协作工具

用于制作视频或多媒体资源的软件

作为一种学习工具的社交媒体

录制的讲座或拍摄的讲座

课上使用平板电脑

模拟或教学游戏

无键盘或无鼠标接口

电子文件夹

3D 打印机

图 1 学生对基于技术之资源与工具的经验和期望

手机；与课程作业有关的在线博客或讨论 / 协

作工具；作为一种学习工具的社交媒体。

一些不太常用的技术希望学生能对老

师更多地将之用于教学产生兴趣，并有兴

趣自行获得更多的技能：录制的讲座或拍

摄的讲座；模拟或教学游戏；3D 打印机。

受访者百分比

至少在一类中使用
如果更善于使用技术可能会

使我成为更有效的学生
我希望教职员工使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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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技术可以实现其潜能：用于制作视

频或多媒体资源的软件；课上使用的平板

电脑；无键盘或无鼠标接口；电子文件夹。

院校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指导制定关

于对老师使用或学生接入进行更广泛部署

或更深入培训方面的决策。

分析方法和数据私密性

大多数学生支持院校使用其数据来对

其在课程和项目上的学术进展提出建议。

学生寻求的许多分析功能已经存在于商业

化的数字学习环境中。

1. 学生成功分析方法

学生成功分析方法驱动技术向前发

展，以便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机会、

通知、警告和建议。学生对有助于其完成

课程、改善学习、获得学历、提高其学习

体验的技术感兴趣，如图 2 所示。预警系

统旨在尽早确定潜在的学术问题并（向学

生、指导老师、顾问 / 其他人，这取决于

警报配置）发出通告。这些系统出现在有

关学生希望老师更多使用的资源的“期望

清单”最前面：三分之二的学生（63%）

希望指导老师更多地使用预警系统。院校

正将这些期望付诸实现：2014 年，预警系

统是最常部署的、帮助学生取得成功的技

术之一（三分之一的院校进行

了广泛的部署；五分之二的院

校进行了有限的 / 有针对性的部

署；五分之一的院校进行了初

始部署）。随着预警系统在自

动化以及全面集成进 LMS 和其

他企业级工具中的能力变得越

来越成熟，学生得到关于其课

程和学术进展情况的、实时与

最新数据的机会将显著增大。

2. 个性化和数据私密性

许多帮助大学生取得成功

的技术的效用取决于将每个学

生的详细信息融入系统中，将

系统传给相关的组成部件。这

种个性化的通告和消息传递要

求院校收集更多、更好的关于学生兴趣、

行为和活动的信息。ECAR 问学生如何看

待其院校收集其数据以推动实现关于学业

进步、培训和指导等方面消息个性化传递

的问题，如图 3 所示。相比个人行为（如

基于校园或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信息，学

生更愿意分享其学业成绩和进步（如课程

成绩和学位进步情况）方面的信息。

58% 的学生表示，一般而言，对学院 /

大学使用他们的数据来创建个性化的、关于

学业进步、培训和指导机会的信息，这是

一个好主意（只有 15% 的学生认为这是

一个坏主意）。关于院校潜在地将学校相

关活动的数据与其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数

据相结合以增强学术体验、评估制度影响

或定制满足学生需求与期望的产品，学生

的意见是有分歧的（32% 的学生认为这是

一个好主意；36% 的学生认为这是一个坏

主意）。

教育新模式

大部分学生认为，在线教学与面对面

教学的结合，将收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1. 学生和 MOOC

近一半的受访学生（49%）表示，他

们去年已选了一门在线课程，相比过去两

年，略有增长（2013 年为 46%，2014 年

为 47%）。相比前几年，去年有更多的

本科生选了 MOOC，对这些数据进行了

跟踪——相比 2014 年的 6% 和 2013 年的

3%，2015 年 9% 的学生选了 MOOC，如

图 4 所示。可能由于媒体报道逐渐减弱，

2015 年，熟悉 MOOC 的学生百分比没有

显著增长。四分之三的学生（74%）表示，

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 MOOC（2014 年为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关于学历进展情况的个性化支持和信息     92%

用于提供关于进展情况实时反馈的个性化“仪表盘”    89%

关于如何改进性能的建议      88%

个性化测验或实践问题      88%

来自指导老师的、关于成绩或进展情况的实时反馈    88%

可能采纳的、关于课程的指导意见     87%

当课程进展情况看起来出现下降时的告警    86%

关于新的或不同的学术资源的建议     84%

相比其他学生的成绩反馈信息     82%

至少 80% 的学生感兴趣

图 2 学生对早期预警、个性化消息和辅导通知服务的兴趣

学历或证书目标方面的进展

当前课程的成绩

过去课程的成绩

相比其他学生的各门课程成绩

学院或大学提供之特定应用或服务中的活动

学院或大学网站上的活动

通过学生身份识别号 / 智能卡登录的、基于校园的活动

邻近某个学院建筑物、办公室或资源

在校园中的位置

社交媒体活动

图 3  学生关于收集数据用于分析的观点

受访者百分比
好的主意 非常好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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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013 年为 74%）。去年，有更多的、

选了 MOOC 的学生完成了课程学习，百

分 比 为 52%；2014 年，47% 选 了 MOOC

的学生完成了课程学习。在那些完成了

MOOC 课程学习的学生中，约 38% 表示

他们获得了数字徽章或证书（大致等同于

2014 年的 37%，低于 2013 年的 44%）。

约四分之一选了 MOOC 课程的学生（2015

年和 2014 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获得了数

字徽章或证书。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指标，

原因是，对已经被录取为传统的学院和

大学的学生而言，使用徽章 / 证书来记录

MOOC 选课者取得的能力并不是一件高优

先级的事情。

2. 学历和基于能力的证书

基于能力的教育（CBE）的基石是能

够在严格的时间约束条件

限制之外演示关于某个科

目的技能或掌握情况。高

等教育的意义是重大的，

原因是，CBE 对传统教育

模式的时间、地点、形态

和线性关系提出了挑战。

西 部 州 长 大 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创了

CBE；如今，传统的本科

生（年龄在 18~24 岁）在

一个 CBE 是传统本科教育项目一种替代

方案的世界里渡过其中学 / 大学前时光。

ECAR 发现，11% 的大学生报告说获得

了 一 个 数 字 徽 章 或 其 他 类 型 的 数 字 证

书，以指证其在某个科目、活动或主题

领域的能力。学生觉得这些证书是否足

以列在一份简历中？约五分之一的学生

（19%）表示，他们会在其简历中列出这

些证书，在已实际获得一个数字证书的

学生中，数量几乎翻番（37%）。学生远

可在其简历中列出传统的证书，如本科

学历（88%）、工作经历（64%）以及一

个获自已认可之学院或大学项目的证书

（52%），如图 5 所示。。这类似于我们

在 2014 年的研究结果中发现的样式。

3. 数字学习环境

大多数学生都经历过某种数字学习

环境，它利用技术在面对面课堂经历之外

扩展学习。去年，有一半的学生（49%）

选了某门完全通过在线形式提供的课程，

19% 的学生表示，至少有一些课程是部分

地通过在线形式、部分地通过面对面形式

来提供的（即通过混合形式）。图 6 描述

了去年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经历混合学

习环境的程度。

自 2013 年以来，这些数据变化不大；

混合学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扩张进展缓

慢。这意味着很多学生已遇到了混合学习

环境，但混合学习尚未成为主流。LMS 向

更具协作性、更有吸引力数字工作场所

的演进应有助于扩张混合教学模式。随

着新 LMS 技术的部署应用，院校需要培

训、支持和鼓励老师使用先进的特性，这

些特性将构成所谓的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

（NGDLE）。根据《EDUCAUSE 学习倡议》

2015 年 4 月的文章，这种下一代数字学

习环境将具备以下特性。

互操作性（和集成性）：互操作性是

NGDLE 的关键。集成工具以及交换内容和

学习数据的能力使其他一切变得可能。

个性化：个性化是 NGDLE 最重要的、

面向用户的功能域。

分析、建议和学习评估：对所有形式

的学习数据进行分析，产生可付诸行动的

信息这是 NGDLE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包括对新的学习评估方法的支持，尤

其是在基于能力的教育领域。

协作：NGDLE 必须在多个层面上支

持协作，并应使之易于在个人数字空间与

公共数字空间之间移动。

可访问性和通用设计：NGDLE 构建工

作应包括努力确保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能

参与进来，能够访问内容、能够创建可访

问的学习部件。基于通用设计方法，我们

从一开始就应致力于解决可访问性问题。

相比促进交互（如论坛和协同作业，

44%），老师更多地使用 LMS 来推送信息

（如教学大纲和讲义，61%）。学生日益

相信至少有一些在线课件之课程的价值。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1%

图 4 学生关于 MOOC 的体验

74% 的学生不知
道什么是 MOOC

17% 的学生知道
什么是 MOOC 但
未选过 MOOC

9% 的学生选
过 MOOC

5% 的学生成功完成 MOOC

本科学历或文凭

大学期间从事的工作

获自某个被认可的学院或大学项目的证书

主修课程项目

获自某个基于行业的培训项目的证书

修完免费课程内容的证书

电子文件夹

数字（基于能力的）证章

图 5 学生有关在其简历中使用学历、证书、证章和其他凭证的示意

受访者百分比

表示将在简历中使用⋯⋯的学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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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25% 对学习环境有偏好的

学生说，他们对没有在线课件的课程

学得最多；在 2015 年，只有一半的学

生（12%）这么说。

从学生角度而言，某些学习活动

可能更易将自己融入在线（或面对面）

学习环境。但这两种有利于学习的模

式也有很多重叠之处。ECAR 要求学

生列出他们喜欢在线完成的活动或作

业类型，以及喜欢面对面完成的活动

或作业类型。表 1 描述了我们对 400

份开放式答复样本所做的分析。结论

还有些模糊，一些科目在两列中都出

现了，在测验和个人作业方面表现为

偏好以在线形式进行，在互动活动和

小组作业方面表现为偏好面对面学习。

学生对在线学习和对面对面学习的偏

好概念上支持“翻转教室”模式（在

“翻转教室”模式中，传统的家庭作

业和讲座要素是反转的）和混合式学

习模式。在这些模式中，个人作业将

在课外在线完成，交互式作业将出现

在面对面研讨期间。《2015 年度 NMC

地平线报告》预计“翻转教室”将在

近期（1年以内）成为一种技术，混合

式学习模式将得到增加，并在近期（1~2

年）成为一种趋势。

结论和建议

尽管技术在学生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将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吸引学生参与

到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来并增强学习

效果仍是一种愿望，尚未完全付诸实

践。这是来自之前研究的持久结论。

学生普遍对技术有

积极的倾向和爱好，

大多数学生表示当

他们进入大学后准

备使用技术；但相

比 2012 年的研究结

果，现表示可更积

极地参与到利用了技术的课程中来的学生百

分比反而小了一些。优化信息技术对学术活

动的影响将有助于思想深邃的领导努力消除

学生在课内的技术体验与学生在课外的技术

体验之间的差距。帮助老师在其教学实践中

富有策略地和合理地使用技术将有助于连接

和吸引学生。

首先，需要确定和弄清所在院校对技术

用于学术活动的优先级，所在院校最大的需

求可能是改善学习或教学、加强对学生成功

情况的分析、扩大和升级校园网络等。同时，

需要确定院校的战略优先级，并据此投资建

设学术活动所需的相关技术。

领导促进成功。ECAR 研究一贯认为领

导是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成功运用的基

础。如果你想推动学生取得成功，如果你想

扩大和深化老师对技术的使用，如果你想通

过在线学习扩大对你所在院校的访问，那

么需要专注的、不知疲倦的领导给予强力

的、持续的推动，并支持购入所需的技术

和设备。

使用技术来连接和吸引学生。学生想有

更多的技术整合进其学习体验中，老师愿学

习如何使用技术来连接和吸引学生。确定对

学生和老师最重要的优先级以及对环境和预

算最可行的优先级，并提交之。在高等教育

领域，技术很少是一个战略性的竞争要素，

但随着学生期望的增长、其选择的扩大，这

可能发生变化。

灵活机动。今年关于学生的研究工作

对学生的希望以及将移动设备和服务融入

其学术和院校经验的需求做了仔细评估。

院校存在差距需要弥补，以便为其网络

提供支撑，扩大对学生服务的移动访问，

并帮助老师将移动设备融入到其教学活

动中。

没有什么能比帮助学生取得成功的

技术显得更成功。当学生找到适合其需

求的、恰当的学位课程时，当学生快速

完成其课程时，当学生在合理的时间框

架内取得其学位时，每个人都将获益。

分析方法针对这些目标的新应用正得到

运用，并体现了效能。学生和老师都感

兴趣。到该确定最佳角色的时候了，到

该采用有助于学生取得成功的技术和服

务的时候了。EDUCAUSE 的资源可为院

校提供帮助，无论它现处在这一“旅程”

的哪段上。

为老师提供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

学生是多么渴望在其学术活动中扩大和深

化对技术的使用，老师是多么希望在其教

学活动中能用上技术。今年的研究还表明，

目前最大的障碍可能是对老师的支持不

够。老师需要合理的证据来指明哪些技术

对学生最有利，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以

便将这些技术融入其教学活动中。利用技

术，通过为老师提供帮助，达成为学生学

习提供帮助的目标。

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利用EDUCAUSE

资源对你所在院校相比其他院校的技术实践

和需求状况做出评估，并加入某个教育技术

专家社区，例如：通过参与ECAR关于学生

和老师的研究工作，对学生和老师的需求和

就绪状况做出评估。

通过参与核心数据服务及其新

的增强型评估报告，对你所在院校的

技术实践和服务做出评估。通过成为

EDUCAUSE 学习倡议的一个成员，

加入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和领导以及老

师的社区。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有多少课程 / 学习环境混合采用了在线互动和面对面互动？

受访者百分比

无 一些 约一半 接近全部 全部

图 6  学生对混合课程的体验

表 1  学生最喜欢的五项在线或面对面作业和活动

在线 面对面

测验、考试 33% 讲座 34%

家庭作业 25% 讨论 / 问答 17%

需要写的作业 12% 测验、考试 12%

讨论、小组活动 11% 某些 / 所有活动 11%

论文 / 作业提交 9% 项目 / 小组项目 11%
（翻译：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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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应用信息技术从

来就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但是近来，

从事这项工作就像是在“仅仅是困难”和

“完全不可能”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部

分是因为许多东西变化得太快——信息技

术和高等教育、机遇和期望、需求和经

费；部分是因为我们正在试图用老办法去

解决新问题。想想在机动车发展的早期驾

驶汽车——当然，那时有道路，但是道路

又狭窄又坑洼，并且是根据各种各样的老

式车辆和交通形式而修建的。必需的燃料

来源很难找；为马车设计的交通规则也让

驾驶员感觉挫败不已。当然，早期驾驶员

的驾驶经验也很欠缺。旧的基础设施就这

样限制了新型汽车的发展潜力。和上面的

例子类似，学院和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在指

望靠现有的行业生态——人员、流程和文

化——能不加改变地支持今天完全不同的

新技术。

如何来改变行业生态，以跟上形势

发展？ 2016 年 EDUCAUSE 十大 IT 议题

给出了明确回应：抛弃、再投入和差异化

（Divest, Reinvest and Differentiate），这

十个议题划分为上述三个类型，如图 1 所

示。高等教育的 IT 组织正在抛弃可以外

包的技术和逐渐失效的实践做法，重新进

行投入（“再投入”）来开发必要的能力

和资源，以利用信息技术在学生成就 2、

经济负担能力、教学和科研的卓越性等方

面促使高校获得有竞争力的差异化。2016

年十大 IT 议题如下，其分类如图 1 所示。

1. 信息安全

实施整体、敏捷的信息安全措施，以

建立安全的网络，制定安全策略，并减少

高校在信息安全威胁下的暴露。

2. 优化教育技术

与教师和学术领导层合作，理解和支持

教育创新，变革并优化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

用，包括认识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水平。

3. 学生成就技术

实施制度化的措施和战略性地广泛应

用信息技术，以提升学生的成就产出。

4. IT 工作团队的招聘和稳定

在预算削减或持平以及外部竞争加剧的

情况下，保证足够的团队规模并稳定队伍。

5. 学校数据管理

通过数据标准、集成、保护和治理，

改进学校数据的管理。

6. IT 经费投入模式 

改进 IT 经费投入模式，以维持核心

业务、支持创新和促进增长。

编者按

2016年1月，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评选出了2016年的高等教育年度十大IT议题及战略技术。

这十大议题包括：信息安全、优化教育技术、学生成就技术、IT 工作团队的招聘和稳定、学校数据管理、IT 经

费投入模式、商业智能和分析、企业应用集成、IT 组织的发展和电子学习（E-learning）与在线教育。这些议题

反映了如下三个类型：抛弃（Divest）——高等教育的 IT 组织 1 正在逐步抛弃局部优化和本地交付的技术、架构

和流程，并迁移到标准化的、基于云的服务和架构上去；再投入（Reinvest）——高校正进行一些关键领域的再

投入，确保为管理重新构建的IT职能和利用IT技术支持学校使命的差异化做好准备；差异化（Differentiate）——

为强化学校的独特文化、使命和战略，学院和大学正在将 IT 技术的应用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区分点，这在教学的

分析方面尤为突出。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分三期连载这些议题的内容。本文重点阐述了第一种类型——抛弃的几

个主题，即学校数据管理和企业应用集成。

EDUCAUSE2016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一）

学会抛弃过去使用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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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业智能和分析 

为商业智能、报表和分析开发有效的

方法，确保切合学校的优先事项和决策，

并且能够使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便捷地获

取和利用。

8. 企业应用集成

集成企业应用和服务，以使交付的系

统、服务、流程和分析都是可扩展（可伸

缩）和以用户为中心的。

9. IT 组织发展

建立足够灵活的 IT 组织结构、人员

角色和人才培养战略，以支持创新，并且

适应配合高等教育、IT 服务交付、技术和

分析等各方面持续不断的变革。

10. 电子学习（E-learning）与在线教育

提供可伸缩和资源丰富的电子学习服

务、设施和人员，以为在线教育访问量的

增长和范围的扩大提供支持。

唯一能推动高等教育人员、流程和

文化进入发展中的未来的办法，就是抛弃

现有的、有效性告急的实践做法，而采用

对全新世界适应的更好的新的实践。只是

进行改善是不够的，因为这是用对当前实

践的优化来取代对将来实践的开发。当前

的一些实践做法必须要抛弃，才能给新的

一套实践——即新的基础设施——腾出空

间。这正是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做的事情。

58% 的高校报告称，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

（而不是优化）是对 IT 战略的一项主要

影响。

“抛弃”也扩展到了技术和服务领域。

很多学院和大学已经摆脱或者正在摆脱这

个问题的局限：“在存在可靠、有效、紧

跟发展的外部解决方案时，是否还要运行

自有的基础设施和应用？” IT 组织正在

重新建设他们的系统和服务，并为之提供

资源。原有服务向新兴平台的迁移是 61%

的学院和大学的 IT 战略中的主要部分；

同时，共享服务是 54% 的学院和大学的

IT 战略的主要部分。今年十大议题中，两

个是关注“抛弃”这一挑战的。

高校如何有效处理这两个议题来实现

有效的“抛弃”呢？作为一个运作模式，“IT

即服务”（IT as a Service）使 IT 组织变得

更像一个业务部门，因而必须与可替代的

供应商进行竞争，而不是更像成本中心 3。

这个模式聚焦于 IT 组织的效率和透明度，

以限制和明晰成本；同时聚焦于服务和敏

捷性，以全力应对学校社群 4 中不断变化

的需要。“IT 即服务”还包括了帮助 IT

组织实现效能和卓越的平衡的方法。

标准化和简明化是“IT 即服务”的核

心原则。复杂性降低效率。高等教育企业

架构冗长、分散、支离破碎的现状就是无

意中形成了复杂性的典型示例。这种复杂

性是追求部门权力和决策的局部优化的结

果。现在，高等教育需要其应用和系统能

够以高成本效能的方式实现数据和流程共

享，以支持各项服务和分析。设计良好的

系统能有效面对当前和将来的需要。

系统集成包括了数据集成。数据集成

所需的数据治理和管理要面向多重目标：

开发有效的分析手段，同时降低成本和风

险。数据的标准化和集成化，是高成本绩

效的、可伸缩的和有效的分析的基础。没

有学校层级上对数据治理的承诺和致力，

数据标准化和集成化是几乎不可能实现

的。数据利用方式的宽泛和深入增加了在

受侵害风险中的暴露，也扩大了数据损害

的潜在影响，因而使得数据保护变得比以

往更加重要。

学校数据管理

通过数据标准、集成、保护和治理，

改进学校数据的管理。

数据是使为高等教育使命提供动力的

引擎。数据由教师、学生、校友、家长、

捐赠者、职员和其他人托付给我们，用以

支持在录取、资助、课程、研究、聘用、

基础设施、投资、采购和医疗保健等各方

面的决策。随着信息技术系统和应用多年

以来的增值，管理这些基础性的数据变得

愈发重要。

当前，大量的数据仍然存在于我们高

校的“竖井”之中。这种状况是自然形成

的，源自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松散本质，

以及院系级别服务的自然发展。后者往往

反映了校级服务的缺乏，以及校级 IT 组

织在支持院系需求和优先事项上的有限能

力。这种状况也反映出大多数高校直到最

近都未能认识到数据战略的价值：这一战

略将数据视为一种企业战略资产，并广泛

对数据进行利用来促进学校战略目标、院

系目标或运行目标的实现。目前，无论是

在确定影响学生 / 学者成就的风险因素上，

还是向学校成员们提供越来越个性化的服

务上，相关的努力都依赖于分布于学校内

外的异质的数据源。而甚至在面对一些最

基本的数据问题——例如有多少学生和教

师——的时候，许多高校都还要在多个（可

图 1 2016 年十大 IT 议题的主题

差异化

2. 优化教育技术

3. 学生成就技术

7. 商业智能和分析

10. 电子学习与在线教育

再投入

1. 信息安全

4. IT 工作团队的招聘和稳定

6. IT 经费投入模式

9. IT 组织发展

抛弃

5. 学校数据管理

8. 企业应用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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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答案之间做斗争。这种情况下，高

等教育连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

高校必须要了解他们拥有哪些数据，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考虑周到的治理和

行政模式来慎重对待数据。数据治理是一

个经过学校领导层授权的结构，以建立使

用和共享数据的有效标准和实践做法，并

对不同数据类型和部分的访问权的争论进

行仲裁。对此，许多高校起步于明确数据

所有权，根据私密性、合规要求和预期用

途上的多样化的标准进行数据分类。数据

行政是一个对学校数据的使用和共享（包

括集成）的标准进行操作化的结构（或者

团体），并且对如下事项负责：维护数据

完整性；数据定义；授权、保留和配置的

实践做法和办事程序；技术架构。数据管

理需要有持续推进的评估和改进，以保持

对新出和演进的规制要求的合规性，并维

持敏捷性和灵活性。

虽然数据治理经常被视为是一个“IT

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业务问题。

数据管理关系到多种角色和责任。所有的

学校成员都需要理解他们的角色和责任，

因此教育、拓展和培训都是有效数据治理

的关键环节。

每个高校组织数据管理工作的方式都

不一样，取决于现存的组织职位安排和职

权大小。2015 年 ECAR 的分析研究表明，

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首席信息官（CIO）、

政策研究主管、首席学术官、校长、学生

成就事务领导、专职的首席数据 / 分析官

都可能是分析项目的领导。这里并没有唯

一的最佳实践，只要能指定某个人来领导

就行。

建议

设计数据架构和基础设施，能够支

持学校和部门 / 院系的需求。认真考虑数

据流、数据模式、数据标准、数据定义，

以推动应用间数据集成、数据安全、隐

私性、保留和配置政策，以及有效的治

理和监督。

确保学校领导层参与到数据治理中，

并且有意愿为数据管理政策和办事程序提

供支持，因为这些政策和程序可能会变的

富有争议。

确保数据管理活动有确实的资源保

障。这是一项额外新增的责任，应当有相

应的人力和经费保障。不要等到发生数据

破坏和分析方案失败以后才开始向数据管

理进行投入。

刚开始着手进行数据管理的高校应当

采取有序得法的步骤：

深入研究。召集所有在学校数据上充

满兴趣和拥有既定利益的人，讨论当前的

痛点 5、需求、未利用的机会，以及问题。

从如何最好地管理学校数据开始对话。

定义：选择一个数据治理框架以分派

数据所有权和责任归属，及定义决策流程。

提供信息：定义数据角色以后，开始

询问每个角色中的人员，他们需要获得哪

些信息才能做出有依据的决定。

确定优先级。聚焦于最大的痛点和最

佳的机会（切入点）。这可以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过程，因为将要对不同数据群的优

先级进行组合。如果对于学生数据而言，

数据保留是第二位优先的问题，而对于人

事数据只排第 12，那么整体上的数据保

留流程的优先级应该排第 12，那么整体

上的数据保留流程的优先级应该排在什么

位置？

企业应用集成

集成企业应用和服务，以使交付的系

统、服务、流程和分析都是可伸缩和以用

户为中心的。

近来的一些关于高等教育价值的探讨

的动态变化已经引发了更多的高校对改善

成员服务的关注，以减少对学生和教师 /

研究人员实现成就的阻碍。今天，本质上

所有学校为成员所提供的服务都是通过企

业应用交付或者由企业应用支持的——不

止是传统上被认为是 ERP 解决方案组成

部分的那些服务，也包括依赖于 ERP 的

数据或者向 ERP 反馈数据的辅助程序群。

通过分析，这些企业应用中的数据

越来越多地得到利用和发挥作用，来深入

认识哪些因素使学生处于风险之中，或者

预测某项产出并对可能影响产出的干预措

施进行支持。此外，在使交付每个成员的

服务变得更加有针对性和个性化方面，这

些数据也可以提供关于实现途径的深入认

识，以降低服务“摩擦”，提升成员满意

我们的数据已经标准化，可以

支持跨学校的领域之间的比较：

37%
数据来源：2014 年 EDUCAUSE 核心数据服务

根据对高校的统计报告称：

我们规范了访问学校和个人

数 据 权 利 和 权 限 的 政 策：

69%

我们的数据已经标准化，可以

支持学校内领域之间的比较：

47%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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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推动消除通往成功的障碍。

高校所提供服务的广泛性，伴随着

为了将来的分析而捕捉和集成同样广泛的

相关数据的渴望，意味着大多数高校付出

了大量的努力来集成这些应用。广泛应用

API（应用程序接口）的数据架构和应用

将集成挑战变得多少容易了一些。同时，

应用的数量和数据源和需要集成的数据量

都在快速增长，导致频繁产生非常复杂的

数据和应用版图，并愈发强调可伸缩性

（以及可支持性）。集成和回归测试变的

更加复杂和困难，同时学校的计划和日程

需求持续地压缩了可以升级 / 更新和集成

这些应用的时间窗口。此外，成员们对于

部署新系统和服务所需时间的预期也显著

减少。然而，学校用于管理和集成系统和

服务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一个无论是自行开发的应用还是

主流的 ERP 和 LMS 套件都在被重新考虑、

改进和替换的时代。许多解决方案正在被

迁移出或者已经迁移到学校以外。非常有

吸引力的一个观念是，变革将会产生更加

图 2 向云服务迁移带来的角色 / 职位变动

系统管理员

应用开发者

用户支持专业人员

 应用管理员

企业架构师

服务管理员

法律专家

数据架构师

厂商管理员

安全和隐私专家

合同谈判师

数据集成专家

减少了职位的高校数量 增加了职位的高校数量

简单和更小的 IT 组织，但恐怕现实不会

那么简单。一些管理和技术岗位确实消失

了，但是它们将被另外一些新的岗位代

替。这些岗位是拥有一个能够满足学校的

业务、服务和战略需求的，安全的、划算

的、集成的应用系统所必需的，如图 2 所

示。最明显的一点是，学校必须要在厂商

和合同管理、信息安全、企业架构、应用

集成和 IT 服务管理方面提高胜任能力。

厂商和合同管理可以确保学校没有花

冤枉钱，条款和条件是适当的，采购的组

件和服务水准是正确的。

信息安全可以审计数据和系统安全，

并确保最佳的实践做法和政策，以将数据

破坏的可能性或影响降至最低。

企业架构可以确保系统和数据集成是

高效的、可行的、可扩展的，而且是满足

业务需要的。

企业应用集成或中间件分析师能理解

现有的正在出现的最佳实践方法和技术，

并且决定哪一个对于当前的 IT 环境和业

务目标是最恰当的。

IT 服务管理可以确保 IT 基础设施和

服务处于良好管理的状态，以实现快速诊

断和解决问题并将部署和变动造成的负面

影响降到最低。

建议

明确企业应用集成的期望成果，以确

保对此项工作的其他部分提供指导。

确保学校领导者理解数据和系统标准

化的效率和战略收益，以使他们能够且将

会支持为取得这些收益所需要的投资和变

革。没有领导层的支持，这项工作将无法

取得成功。

构建一个企业架构，能对满足学校业

务需求和战略优先事项的系统、服务、流

程和分析采取整体的视角。这种高层次规

划使今后的高效率和灵活性成为可能。承

诺并致力于维护这个架构。

审计现有的企业系统以及与之相连接

或为之提供信息的分布式系统，以理解当

前的数据流。当采购新的系统或应用时，

应考虑它们的数据是否可以与现有的系统

和应用相集成，以及集成的简单程度。

永远不要忽视数据的重要性。隔离的

数据用途有限；脆弱的数据是等候出现的

不祥的头条 6。确保数据治理、集成和安

全的权力和责任都是明确指派过和可问

责的。

     ( 翻译：清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陈强 )

参考阅读
1. 全文中将 IT organizations 直译为“IT 组织”，指的是

高等学校里承担 IT 职能的部门或机构。因为学校组织架构的

不同，应当更加接近于国内高校常说的“信息化部门”或者“IT

部门”。

2. Student Success，作为大学和学院的一项目标互或使命，

通过为学生提供知识、技能、能力培养的资源等方式，以使学

生实现在学业中的成就，如顺利获得学位等，甚至可以因此而

受益一生。

3. 成本中心（cost center），指的是企业内部只对成本和

费用承担控制、考核责任的单位。

4.“学校社群”（institutional community），指的是具有

与学校有关的身份且互相之间有一定联系的人的群体，一般情

况下包括学校学生、教师、职员的全体。“校园社群”（campus 

community）也是类似的含义。

5. 痛点（pain points），商业用语，指对目标客户造成了

困扰或者损失的，因而业务部门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可能是

真实的或者是客户认识上的。

6. 该头条指的是会导致数据侵害事件，因而成为负面新

闻的头条。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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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栏

文 / 武成岗  李建军  

控制流劫持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攻

击方式，攻击者能够通过它来获取目标机

器的控制权，甚至进行提权操作，对目标

机器进行全面控制。当攻击者掌握了被攻

击程序的内存错误漏洞后，一般会考虑发

起控制流劫持攻击。早期的攻击通常采用

代码注入的方式，通过上载一段代码，将

控制转向这段代码执行。为了阻止这类攻

击，后来的计算机系统中都基本上都部署

了 DEP(Data Execution Prevention) 机制，

通过限定内存页不能同时具备写权限和执

行权限，来阻止攻击者所上载的代码的执

行。为了突破 DEP 的防御，攻击者又探

索出了代码重用攻击方式，他们利用被攻

击程序中的代码片段，进行拼接以形成

攻击逻辑。代码重用攻击包括 Return-to-

libc、ROP(Return Oriented Programming)、

JOP（Jump Oriented Programming）等。研

究表明，当被攻击程序的代码量达到一定

规模后，一般能够从被攻击程序中找到图

灵完备的代码片段。

为了抵御控制流劫持攻击，加州大学

和微软公司于 2005 年提出了控制流完整

性（Control Flow Integrity, CFI）的防御机

制。其核心思想是限制程序运行中的控制

转移，使之始终处于原有的控制流图所限

定的范围内。具体做法是通过分析程序的

控制流图，获取间接转移指令（包括间接

跳转、间接调用和函数返回指令）目标的

白名单，并在运行过程中，核对间接转移

指令的目标是否在白名单中。控制流劫持

攻击往往会违背原有的控制流图，CFI 使

得这种攻击行为难以实现，从而保障软件

系统的安全。

CFI 从实现角度上，被分为细粒度和

粗粒度两种。细粒度 CFI 严格控制每一个

间接转移指令的转移目标，这种精细的检

查，在现有的系统环境中，通常会引入很

大的开销。而粗粒度 CFI 则是将一组类

似或相近类型的目标归到一起进行检查，

以降低开销，但这种方法会导致安全性

的下降。

CFI 已经被提出十多年的今天，依然

有许多研究者在探索新的 CFI 技术，使其

在可接受的开销下能获得高安全性，图 1

给出了 CFI 的发展历程，本文将介绍在

该历程中的重要的技术创新和相关研究

成果。

基于插桩技术的CFI

为了有效防御控制流劫持攻击，2005

年 Martín      Abadi 和 Mihai Budiu, 等人提出

了控制流完整性（Control-Flow Integrity, 

CFI）的思路 [1]。程序在其执行过程中，

应当遵循预先定义好的控制流图（Control 

Flow Graph, CFG），以确保程序控制流不

被劫持或非法篡改，背离程序编制时所设

计的控制流转移关系。CFI 在运行时检测

程序的控制转移是否在控制流图中，以识

别是否遭遇了攻击。具体作法是在控制流

转移指令前插入检验代码，来判断目标地

址的合法性。这种做法能够对控制流劫持

攻击起到防御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严格意义上的 CFI，需要做到对每条

间接控制转移都做检查，并确保每条转移

指令只能转移到它自身的目标集合。如果

要达到更好的防御效果，则要做到上下文

敏感的检查。然而，这种检查机制虽然能

够最大程度地提升系统的安全性，但其开

销过大，难以得到实际部署。

Chao Zhang 等人指出，CFI 未被广泛

应用的原因是插桩引入的开销过大，需要

额外的信息（比如间接控制转移可能的目

标集合）的支持，且不能进行增量式的部

署。为此，他们提出了 CCFIR[2]（Compact 

Control Flow Integrity and Randomization）。

其策略是对间接调用指令和函数返回指令

的目标进行区分，阻止未经验证的返回指

令跳转到敏感函数的行为。这些限制囊括

了 CFI 保护的主要思想，且不需要别名分

析。出于效率和兼容性的考虑，他们通过

一个专用的 Springboard section 来实现间

接分支转移，并限定代码对齐，对跳转目

标进行限制。经 SPECint2000 进行测试，

其平均 / 最高性能开销分别为 3.6% 和 8.6%

（平均 / 最高）。为了进一步提升安全性，

Springboard section 在程序启动时随机变换

允许的跳转目标，进一步增加了控制流劫

持的难度。CCFIR 是一个纯粹的二进制转

换程序，不依赖源码或调试信息，所依赖

控制流完整性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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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是重定位表中的信息。受保护的代码

可以被独立地验证，也可以进行增量式的

部署。

Mingwei Zhang 等人提出了一种针对

COTS（Commercial-Off-The-Shelf）程序

的 CFI 机制——binCFI[3]，目标是使 CFI

直接应用于已有的商用应用上。他们将间

接转移指令的操作数分为代码指针、异常

处理程序入口、导出符号地址和返回地址

等类型，通过精细的静态分析，对不同类

型的间接控制转移，收集它们的合法目标

集合，如返回指令的合法目标集合就是所

有函数调用指令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导

出符号地址集合就是 ELF 文件中 .dynamic

段中存储的地址。利用这种方法，binCFI

可以得到与已有 CFI 方案相当的安全性。

通过新增代码段的方式，不改变原有的代

码，达到完全透明的目的。实验表明，论

文中提出的方案可以应用于大规模的二进

制程序中，拥有不错的安全性。

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 CFI，CCFIR[2]

和 binCFI[3] 都属于粗粒度 CFI 机制。所谓

粗粒度 CFI，就是放宽检查的条件，减少

比较目标集合。原来的 CFI 是一个间接转

移对应一个目标集合。放宽后，间接转移

目标进行合并，比如把所有的间接调用指

令和间接跳转指令的目标集合合成一个目

标，所有的函数返回指令的目标集合合成

一个。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 CFI 引入

的开销，但也存在安全性问题。

Enes Göktas 在 Overcoming CFI[4] 中，

利用两种特殊的 gadget——entry point (EP) 

gadget 和 call site (CS) gadget，来绕开粗粒

度 CFI 机制的防御。这两种 gadget 满足检

查的条件，但是其实是并不符合真实的控

制流。Enes Göktas 对这两种 gadget 的有

效性进行了论述，并利用其构造 ROP 链、

调用库函数，形成实际的攻击。

为了对抗 Overcoming CFI 对粗粒度

CFI 的攻击，Ali Jose Mashtizadeh 等人提

出了一种通过对代码指针加密，来增强

CFI 的方法，称为 CCFI[5]。粗粒度 CFI 的

问题本质就在于归类使得攻击者有了可乘

之机。CCFI 就是要对代码指针做更细致

地划分，还不能回归到 CFI 原本定义的那

种细粒度的分类。他们将代码指针细分成

四类，分别是函数指针类、return 指针类（函

数返回地址）、方法指针类、虚表指针类

（后两种都是针对 C++ 语言特有的类）。

每次在保存一个代码指针时，将其运行时

信息加密保存。每类指针对应一些具有标

识作用的运行信息。在这些指针解引用（间

接转移）时，解密信息并比对。另外为了

加快加解密的速度，CCFI 使用了处理器

中独特的指令“AES-IN”对 AES 加解密

算法加速，同时为了保证密钥的安全，又

将密钥保存在处理器中独特的寄存器中。

他们修改了开源编译器 LLVM，定制了一

个编译器，并用其编译了一些程序，在实

际的攻击环境中检测其有效性。实验证明，

他们的方法在安全性和性能方面取得了很

好的折衷。

Lucas Davi 等人在 Stitching the Gadgets[6]

中详细分析了不同的 CFI 解决方案包括

kBouncer、ROPecker、binCFI、ROPGuard

和 Microsoft EMET4.1，并指出它们的安全

性不容乐观。他们首先重新思考了不同

的粗粒度的 CFI 的假设，对 kBouncer、

ROPecker、binCFI、ROPGuard 和 Microsoft 

EMET4.1 进行了详尽的安全性分析，特别

地，整合了这些现有粗粒度 CFI，形成了

一个安全策略更为严格的 CFI 系统。在这

个更为严格的条件下，完成了图灵完整性

的验证。为了更好地展示攻击能力，他

们在 Adobe Reader 和 mPlayer 上进行了实

验，证明了粗粒度的 CFI 无法达到预期的

安全效果。论文 [7] 也探索对 CFI 进行攻击

的手段。多数防御人员认为，通过影子栈

（Shadow Stack）来检测函数返回目标，

再加上 DEP 和 ASLR 的保护，栈应该会

变得非常安全，从而将重心转向堆数据的

安全保护，然而，作者发现，栈还是会受

到攻击的。他们提出了三种攻击方法：一

是利用堆上的漏洞来破坏栈上的 callee-

saved 寄 存 器 保 存 区 域， 使 得 callee-

saved 寄存器被劫持；二是利用用户空间

和内核之间进行上下文切换的问题，来

劫持 sysenter 指令，使控制跳转到攻击

者想跳转的位置；三是通过泄露主栈的

地址来泄露出 shadow stack 的地址，进

而进行攻击。

以往 CFI 方案的问题是只实施了控制

流不敏感策略。上下文信息的缺少不可避

免地降低了 CFI 的防御能力，从而给了攻

击者利用空间。上下文敏感的 CFI（Context 

sensitive CFI）是有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

法，它依赖于上下文敏感的静态分析，

将 CFI 不变量和 CFG 中的控制流路径联

系到一起，运行时在执行路径上强制执行

这些不变量。CCFI 早在 CFI 提出之时已

被认可，但因其在现实应用中不实际而被

迅速废弃。Victor van der Veen 等人提出的

Practical Context-Sensitive CFI[8]，展示了一

个可用于现实应用程序的高效、可靠、实

用的上下文敏感 CFI 方案：PathAr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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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Armor 依赖于商用硬件的支持，高效

可靠地监控通往敏感函数（可用于实施

控制流转移攻击）的执行路径；使用仔

细优化的二进制插桩设计，在被监控路

径上强制执行上下文敏感 CFI 的不变量。

PathArmor 的路径不变量是按需在 CFG 上，

通过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文敏感静态分析得

到的，而且路径验证步骤使用了 caching

来提高验证效率。路径验证本身也是非常

高效的，因为所有的 CFI 检查都在敏感函

数点处集中完成。

John Criswell 将 CFI 做到 操作 系统

内核中，使之免受经典的控制流劫持、

return2user 和代码段修改攻击，该系统称

为 KCoFI[9]。他们在基于标签的控制流间

接转移保护的基础上，加入一个运行时监

控的软件层，负责保护一些关键的操作系

统数据结构和监控操作系统进行的所有底

层状态操作。并且还通过形式化方法，

证明了一个子集的正确性。证明涵盖了

页表管理、异常处理、上下文切换和信

号分派等操作。实验表明，KCoFI 阻止了

攻击者将控制流向 FreeBSD Kernel 中的任

何 gadget 的转移。与未修改的内核相比，

KCoFI 在运行 server 测试集时具有较小的

开销，但运行文件系统操作密集型的测试

集时，开销较大。

利用硬件来提升CFI 的效率

为了能够在性能和防御方面取得更好

的效果，一些研究着手于利用现有的硬件

机制，来降低 CFI 的开销。

Vasilis Pappas 提出利用硬件性能计数

器，在运行时观察执行流的思路，该方法

被称为 kBouncer[10]。他们利用 LBR（Last 

Branch Register）来捕获最近的 16 次跳转

信息。具体做法是在敏感系统调用处，

对捕获的 16 次跳转进行安全性判断，即

return指令需要跳转到调用点的后继位置，

indirect-call 指令的目标是函数入口，其

余跳转指令目标基本块长度不能全部少

于 20 条指令。为了避免攻击者利用库函

数调用来完成攻击，文章在所有的库函数

调用点，进行上述合法性检查。为了验

证 kBouncer 的防御效果，作者对 IE 浏览

器、Adobe Flash Player 和 Adobe Reader 进

行了实验（利用已知安全漏洞，组织 ROP 

payload 攻击这三种应用），实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能够有效缓解 ROP 攻击。同时，

该方法的性能开销低于 4%。

Yueqiang Chen 等 人 设 计 了 一 种 与

kBouncer 类似的方法，称作 ROPecker[11]，

也是利用 LBR 捕获程序控制流的方式进

行 ROP 攻击监测。但不同之处在于判断

是否遭受 ROP 攻击的逻辑和触发监测的

时机。

1. 判断逻辑：在运行时检测过去（利

用 LBR）和未来的执行流（模拟执行）

中是否存在长 gadget 链（5 个比较短的

gadget），若存在，则认为这是一次 ROP

攻击。Gadget 信息是通过静态分析二进制

程序和共享库得到的。

2. 运行时监测是事件驱动的，具体时

机是敏感系统调用和执行流跳出滑动窗口

触发异常。ROPecker 设计了一个滑动窗

口，因为代码本身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部

性，但是 gadget 链却是散列的，利用这一

特性，系统保证该窗口内的 gadget 数目不

足以构成一次 ROP 攻击，窗口内的代码

设置可执行权限，窗口外的代码不可执行，

当执行流跳出滑动窗口时，便会触发异常，

进行运行时检测。该方法利用代码本身具

有的时间和空间局部性，针对 gadget 链

是散列的前提，提出了滑动窗口机制，使

用事件驱动的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和高效性。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安全性，

ROPecker选取了有栈溢出的真实世界应用

（Linux Hex-editer）进行攻防演练。实验

结果证明，ROPecker 能够有效的阻止 ROP

攻击。同时，SPEC CPU2006 benchmark 显

示了该方法的开销非常低（2%）。

Yubin Xia 等人设计的 CFIMon[12]，也

是采用性能计数器来捕获程序执行流，并

进行合法性判断。但他们采用的是 BTB

（Branch Trace Buffer），来捕获受保护程

序运行过程中所有跳转指令的信息。BTB

与 LBR 不同之处在于，BTB 可以把程序

整个执行过程中所有的跳转指令的历史信

息都记录下来，LBR 只能记录 16 条。但

是 BTB 需要 CPU 向指定的一个缓冲区内

写入跳转信息，当缓冲区满时，CPU 会触

发异常交给操作系统处理（将缓冲区内容

写入文件中），LBR 是循环的寄存器。使

用 BTB 的程序性能明显比 LBR 性能低。

CFIMon 检查 BTB 的时机在两个阶段：一

是当缓冲区满时，操作系统将所有历史信

息写入另一个进程，由另一个进程进行合

法性判断；二是当受保护进程执行敏感系

统调用时，另一个进程也进行历史信息的

合法性判断。合法性判断主要检查间接控

制转移的跳转目标是合法目标集合内。如

果所有间接控制转移的历史跳转目标在合

法目标集合中，认为当前受保护进程没有

收到攻击；如果有至少一个间接控制转移

的历史跳转目标在合法目标集合中，那么

认为受保护进程受到攻击。合法目标的集

合是在线下通过静态分析获得的，并且存

储在检查进程中。

大多数的攻击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控

制劫持来重定向程序执行，CFI（Control 

Flow Integrity）是一种运行时强制执行的

技术，用以抵御代码注入、代码重用攻

击，也不易受信息泄露攻击。CFI 在运行

时强制执行预期的控制流转移，不允许执

行应用程序控制流图（Control Flow Graph, 

CFG）中未出现的转移。精确的 CFI 会引

入大量开销，这一点激励了更为实际的、

粗粒度的 CFI 变体的发展；粗粒度 CFI 通

过放宽限制条件来降低开销，却也给攻

击者提供足够的利用空间。另外，CFI 的

作用也仅仅是用于阻止攻击者对控制流

的劫持，有研究表明（如 Control-Flow 

Bending，CFB[13] ），攻击者可以仅仅通过

控制函数调用的参数，完成攻击者的目的，

如执行任意代码、执行受限制的代码和信

息泄露。

从 2005 年 CFI 技术被提出，CFI 技

术已经历经了 10 多年的发展。近两年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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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在恶意代

码分析与检测、二进制代码保护、DPI 技

术及设备研制、网络设备安全、APT 检

测等技术方面有 15 年研究经验。现任国

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安全研究室主

任，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 863、国防科技研究项目近十项，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十余项，获 省 部 级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3 项、 三 等 奖 2 项，

以第一作者在 IEEE Transact ion on 

Computers 、Elsevier Computer 

& S e c u r i t y 等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十余篇。

现出的大量 CFI 相关的研究工作，极大推

进了 CFI 技术的发展。但是，CFI 技术未

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仍然需要研究人

员继续深入研究，实现一种高可靠、低开

销的 CFI 技术。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文 / 唐勇

自动动态分析是用于检测恶意软

件的常用方法。然而，许多恶意软件

在辨认出软件分析环境后，便不再执

行恶意行为，从而骗过分析环境的扫

描。为了检测出这样的恶意软件，一

种可行的方法是将恶意软件在多种环

境 ( 其中包括裸机环境 ) 下运行，通过

比对它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序列，来

判断恶意软件是否会躲避检测。但是，

在应用这样的方法后，还需要人工地

去分析恶意软件为了躲避检测所采用

的技术。同时，一些分析工具需要手

动地去输入许多多余的信息。因此，

该方法不适合批量处理大量恶意代码

样本。

 为 此，2015 年 ACM CCS 大 会

上 Kirat 和 Vigna 在 论 文“MalGene: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Malware Analysis 

Evasion Signature” 中 提 出 了 一 个 自

动提取恶意代码躲避检测签名的系统

MalGene，其中躲避检测签名指的是恶

意代码运行时系统调用事件和比较事件

(CMP 指令的执行 ) 的集合。该系统利

用数据挖掘、数据流分析技术实现自动

化提取躲避检测签名。

首先，该工作采用序列比对算法

实现对躲避检测代码段的定位。接下

来就可以从定位得到的代码段中识别

出用于实现躲避检测的系统调用和比

较事件。为了过滤躲避检测代码段中

无关的系统调用事件，文中对系统调

用事件在没有躲避检测特性的恶意软

件的调用序列组成的集合中的 IDF 指

数 ( 逆文本频率指数 ) 进行了计算。系

统调用事件的 IDF 指数越小，则说明

在没有躲避检测特性的恶意软件中出

现的频率越高，因此和实现躲避检测

功能的关系也就越小。由此，可以根

据 IDF 指数过滤掉部分与躲避检测无

关的系统调用。

最后，作者对 2810 个具有躲避检

测特性的恶意代码进行了签名的提取，

并根据提取得到的签名计算它们之间的

Jaccard 相似度，进而采用层次聚类，

最终得到了 78 种恶意代码躲避检测的

方式。

MalGen: 
自动提取恶意代码躲避检测的签名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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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伟林

近年来机器学习越来越火，被很多人

视为神器，指哪打哪，所向披靡，地球人

已经不是对手了。很多安全领域的难题也

用到机器学习技术来解决，比如垃圾邮件

分类、僵尸号检测、恶意软件分类等。去

年微软在 Kaggle 上赞助了一个 Windows

恶意软件分类比赛 [1]，冠军队赛前并没有

任何恶意软件知识，仅凭基本的机器学

习技能就赢得第一名，模型准确率接近

100%。这似乎意味着数据科学家开始来

抢安全专家饭碗了！

然 而， 今 年 NDSS'2016 有 一 篇 论

文 [2] 指出：机器学习做安全只是看起来

很 美。 论 文 标 题 Automatically Evading 

Classifiers[3]，作者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该 论 文 采 用 遗 传 编 程（Genetic 

Programming）随机修改恶意软件的方法，

成功攻击了两个号称准确率极高的恶意

PDF 文件分类器：PDFrate[4] 和 Hidost[5]。

实验中所有 500 个恶意 PDF 样本被稍加

修改后都被判为无害，然而其携带的恶

意代码照样在目标平台中运行。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逃逸检测的恶意文件都是

算 法 自 动 修 改 出 来 的， 并 不 需 要 PDF

安全专家介入。

两 个 受 攻 击 的 分 类 器 PDFrate 和

Hidost 分别采用 PDF 文件内容和 PDF 文

件结构作为分类特征，在原测试数据集中

均显示出极佳的分类性能。然而，攻击实

验结果表明，不论是文件内容还是文件结

构都不能训练出可靠的恶意 PDF 分类器。

尽管在训练数据中确实可以观察到两类样

本在文件结构（内容）上的差异，这些差

异往往并非必然，以此训练出来的分类器

将存在很大盲区。举个例子，现实中收集

到的恶意 PDF 样本往往文件尺寸都比较

小，因为攻击者通常只要把一小段可执行

代码植入 PDF 就够了，并不需要真正的

PDF 页面。用机器学习训练分类器时，把

文件尺寸作为特征或许可以在特定的数据

集中帮助区分恶意 / 无害样本，然而这并

非是恶意软件的真正特征，攻击者只须简

单地植入更多 PDF 内容页就可以迷惑分

类器。

机器学习用在安全业务中到底可不可

行，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这篇论文以扎

实的证据指出：安全领域的任务有其特殊

性——攻击者会不断改变策略，至少不能

以传统的机器学习视角来看待安全类问题

了。以后安全从业者接触到本领域的机器

学习分类器，不应该只问准确率、误报率

之类的传统度量，而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其

机器学习被带到沟里了？

参考链接：
[1]Windows 恶意软件分类比赛 :https://www.kaggle.com/c/

malware-classification/

[2] 论文全文下载：NDSS 会议网站 2016-0315-auto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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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0f30f8dba6c30c2258019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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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action=summary.php&i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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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软件可轻易逃脱检测（包括Gmail）

分类特征是否靠谱，否则机器学习做安全

只是看起来很美而已。

作者在宣讲论文时还披露了 Gmail 内

嵌的恶意软件分类器更加脆弱，只须 4 行

代码修改已知恶意 PDF 样本就可以达到

近 50% 的逃逸率，10 亿 Gmail 用户都受

到影响。然而 Google 安全团队表示恶意软

件检测是个大难题，他们暂时也无能为力。

计算机安全行业如何保护亿万用户任重而

道远！

许伟林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计算机系 PhD 学生，研究方向 Adversarial 

Machine Learning，师从 David Evans 和 Yanjun Qi 教授。本科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北邮最高学术奖，其间两次参加 Google 

Summer of Code 的网络安全类开源项目，贡献了 Nmap 的 IPv6

扫描功能和 Honeynet 的 IPv6 入侵检测器 6Guard。赴美留学前在

清华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NISL）任职工程师，负责 IPv6

蜜罐项目。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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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陈建军等关于 CDN攻击的研究获杰出论文奖

学术专栏

清华大学博士生陈建军（导师段海

新教授）等研究者在美国举行的学术会议

NDSS'16 上发表的论文“Forwarding-Loop 

Attacks i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 被评

为杰出论文 (Distinguished Paper)。NDSS

（Network and Distributed System Security 

Symposium）是国际公认的网络和系统

安全四大顶级学术会议（BIG4）之一，

2016 年从 389 篇文章中录取了 60 篇优

秀的研究论文（录取率 15.4%)，包括本

论文在内的 4 篇论文被评为杰出论文。

本论文是中国科研机构在网络和系统安

全领域国际顶级会议上获得的首个最佳

论文奖（之前北大王铁磊、韦韬等曾获

Security&Privacy'10 最佳学生论文奖 )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

目前被广泛运用于互联网中，用来解决

网站的性能、安全和可靠性等问题。更

具体地讲，CDN 通过缓存网站内容提升

网站性能；通过过滤恶意请求来提升网

站安全性 (Web 应用防火墙，即 WAF)；

并通过提供丰富的带宽和计算资源来化

解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CDN 

已 经 逐 渐 演 化 成 互 联 网 重 要 的 基 础 设

施，承载着主流网站的 Web 访问流量。

然而，CDN 本身的安全，尤其是 CDN 

本身的可用性（Availability) 没有被系统

地研究过。

清华大学段海新教授的研究团队率先

对 CDN 本身的可用性做了系统的研究。

通过对 16 个商业 CDN 厂家的大量实际测

试，他们发现，作为目前网站加速和防范 

DDoS 攻击的最佳实践，CDN 本身存在着

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使得 CDN 本身可以成

为 DoS 攻击的对象。由于 CDN 的客户可

以控制 CDN 转发的目标，恶意的客户可以

利用该控制权来配置恶意的转发规则，让

CDN 在转发用户请求时形成环路，从而消

耗 CDN 的资源（如可用 TCP 端口、CPU、

带宽等）。利用转发循环攻击的放大效应

（Amplification），攻击者只需要非常有限

的网络带宽就可能大量消耗 CDN 的资源

从而影响它的可用性。研究者发现，目前

尽管有部分 CDN 厂商已采取了一些措施防

止循环攻击，但这些防御措施都可以被绕

过。研究者把这种攻击称为 CDN 转发循环

（Forwarding Loop）攻击，从简单到复杂

可以构造 CDN 节点自循环（Self Loop）、

同 一 CDN 内 的 多 节 点 循 环（Intra-CDN 

loop)、多 CDN 厂商多节点循环（Inter-CDN 

loop）以及高级的大坝攻击（Dam flooding 

attack) 和 gzip 炸弹攻击，最终可能导致对

多个 CDN 厂商大规模的拒绝服务攻击，从

而严重威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安全。

作者采取了严谨负责的通报和披露措

施，在论文发布之前已经通知所有测试过

的 CDN 厂商，并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和广

泛重视。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研究者和百

度、CloudFlare、阿里、腾讯和 Verizon 等

公司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和交

流，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由于防范这种攻

击需要多个厂商统一协调的行动，清华团

队计划作为公益性第三方的角色协调各厂

商的安全防范技术规范。

NDSS'16 会议在美国举行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研究团队简介

本研究成果的主要完成者来自清华

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NISL，隶

属于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

院），实验室段海新、诸葛建伟等老师

带领实验室长期从事网络和系统安全领

域的研究，近年来在安全领域国际顶级

学术会议（Security&Privacy、USENIX 

Security、NDSS、SIGCOMM 等）上发

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成果在学术界

和工业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力。以实验

室为基地发起的蓝莲花（Blue-Lotus）

战队在国际网络安全对抗赛（CTF）上

多次取得好成绩，连续三年闯入美国

DEFCON 总决赛。在研究过程中，研究

者与国内外学术与工业界都建立起了广

泛的合作关系。

论文合作者

陈建军，清华计算机系 / 网络与信

息安全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江  健， 博 士 毕 业 于 清 华 计 算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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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峰，清华计算机系 / 网络与信

息安全实验室硕士研究生

段海新，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

空间研究院，研究员

梁锦津，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现

就职于奇虎 360 公司

李   康，Georgia University 教授

万   涛，华为加拿大，研究员

Vern Paxson，UC Berkeley 及国际计

算机科学研究所（ICSI）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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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2016 年 1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82B。2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7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4B；其次是印度，

2B。2 月，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

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分配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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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B； 其次是埃及，81B。

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

计有 278 个。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291 个，其中欧洲 158 个，

拉美 56 个，亚太 48 个，北美 24 个，非洲

5 个，分别来自 64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

数最多的是巴西，42 个；其次是美国，20 个。

2 月较大的申请，有 1 个 /24 来自美国。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568*/32，其

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美国，282*/32；

2 月 EDU域名注册 23个

(本文作者系CERNET网络中心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2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2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03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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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0.04 1.7 7.23 2018-05-04

APNIC 51.51 0.21 0.6 52.32 2011-04-19

ARIN 100.48 0.38 0 100.86 2015-09-24

RIPENCC 47.91 0.05 0.93 48.89 2012-09-14

LACNIC 10.98 0.29 0.1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01 35.34 2011-02-03

TOTAL 216.35 36.31 3.34 256 /

2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5

个，IPv6 地址申请 7 个，EDU.CN 域名注

册 23 个。

其 次 是 德 国，121*/32。 在 过 去 的 12 个

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

1546*/32；其次是德国，1288*/32。

2 月 CERNET主干网稳步回升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2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由于 2 月前期

学校处于寒假，2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1 月有明显下

降，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 月入流量减少

了 47.19G，出流量减少了 47.54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

相比于 1 月入流量减少了 12.69G，出流量减少了 9.81；从国际

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 月入流量减少了 2.37G，出

流量增加了 3.36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

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地区次之，华东北地区

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华东北地区第一，清华第二，华中地区

第三位。

图 1~2 表示 2016 年 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04.55G   出流量：204.1G

图 1  2016 年 2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69.58G  出流量：61.9G

图 2  2016 年 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建设与管理 CERNET之窗

NIC2016 年 2月

NOC2016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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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管理CERNET之窗

文 / 郑先伟

3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严

重得安全事件。

3 月安全投诉事件与以往占比没有太

大变化。

近期比特币敲诈病毒呈现爆发趋势，

这类病毒通过电子邮件附件或是网页浏览

进行传播，一旦用户感染，病毒程序会加

密用户系统上的各种数据文件（包括文档、

图片等），并要求用户支付一定数量的比

特币来获得解密秘钥。与以往不同的是 ,

最新的敲诈病毒都使用了高强度的 RSA

加密算法，病毒用公钥加密用户系统上的

文件数据，将解密用的私钥藏在隐藏网络

中等待用户支付赎金后获取。相关的敲诈

病毒目前使用的 RSA 加密秘钥长度已经

达到了 2048 和 4096 位，对于这个强度的

加密，在没有私钥的情况下要想解密几乎

是不可能。得益于比特币交易的隐蔽性及

隐藏网络的不可追踪性，比特币敲诈病毒

的制造者们获利丰厚且毫无风险，这又导

致更多人投入到这个产业中来。从最新截

获的几个比特币敲诈病毒版本上看，病毒

已经不惜血本地使用了 0day 漏洞（导致

杀毒软件不能及时地查杀）来进行传播，

足可见在丰厚的利益诱惑下，更多高水准

的攻击者在往这个方向靠拢。在可预见的

未来，除非政府能够有效地跟踪比特币的

交易来抓获元凶，否则这类敲诈病毒会层

出不穷且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对于用

户来说绝不是好事，增强自身的网络安全

意识及防范常识变得越来越重要。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3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 3 月的安全公告告共 13 个，

其中 2 个为严重等级，11 个为重要等级，

这些公告共修补了 Windows 系统、IE 浏

览器、Edge、Office 办公软件、Web App

及 .NET 中的 44 个安全漏洞，用户应该尽

快使用 Windows 的自动更新功能进行补丁

的安装以降低风险。漏洞的详情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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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ms16-mar.aspx。

2. ISC 发布了 BIND 软件的最新版本，

用于修补之前版本中存在的拒绝服务漏

洞，这些漏洞可能导致远程的攻击者发送

特定的请求来是 BIND 服务崩溃，不能提

供正常服务。为此 ISC 已经发布了新版本

的 BIND 来修补这些漏洞，管理员可以参

考以下公告进行升级：

https://kb.isc.org/article/AA-01351

https://kb.isc.org/article/AA-01352

https://kb.isc.org/article/AA-01353

3. Apache Struts 2.0.0 - 2.3.24.1 版本

存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这些版本中对特

定标签相关属性值进

行双重 OGNL 评估，

由于未有效验证用户

提供的输入，可使未

经身份验证的远程攻

击者通过向受影响应

用提供构造的属性标

签数据，在目标系统

上执行任意代码。要想利用这个漏洞需要

满足一系列的条件，如允许用户构造属性

标签数据并在程序中多次传输这个参数。

目前来看本次的 Struts2 漏洞由于其利用

条件的限制，影响面不会比上次的 Struts2

广，但是具体的影响还需要持续关注。目

前厂商已经发布了补丁程序来修补这些漏

洞，您可以在下列链接中下载：http://struts.

apache.org/docs/version-notes-2326.html。

4. Oracle 公司发布了一个安全公告

（alert-cve-2016-0636-2949497），用于

修补 Jave se Hotspot 子组件中存在的一个

安全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这个漏洞远

程破坏用户系统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

用 性。 漏 洞 影 响 Jave SE 8u74、8u73、

7u97 版本，厂商已经针对该漏洞发布了

补丁程序，受影响的用户应该尽快更新

到最新版本。补丁信息请参见：http://

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

downloads/index.html。

5. 苹果公司的 MAC OS X 系统由于

其封闭性及严格的权限控制被认为是相

对安全的操作系统。最近 OS X EI Capitan 

10.11.4 之前的系统版本中被发现存在一

个安全漏洞，攻击者利用该漏洞可以绕

过苹果系统最新的 SIP（System Integrity 

Protection）安全机制以 root 的身份在系统

中执行任意代码。一旦恶意的代码被写入

系统的核心部位，SIP 机制会将这些恶意

代码当作系统核心代码保护而限制用户对

病毒的清除，这可能导致病毒除长期存在

系统中。目前苹果公司已在最新的 OS X 

EI Capitan 10.11.4 版本中修补了该漏洞，

使用 MAC OS X 系统的用户应该尽快更新

到最新版本。

比特币敲诈病毒近期呈爆发趋势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2016 年 2 月 ~3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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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管理 CERNET之窗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月峰值 9G

文 / 王继龙

因正值寒假，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相比 1 月明显降低，2 月入

流 量 均 值 为 10175.46Mbps， 相 比 1 月

降低了 68.48%，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

加 了 42.71 ％；2 月 CNGI-CERNET2 出

流 量 均 值 为 11264.45Mbps， 环 比 降 低

了 67.09%，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68.34%。

1 月 入 流 量 月 峰 值 为 9.628Gbps；

出 流 量 峰 值 9.457Gbps。2 月 CNGI-

CERNET2 出口流量相比 1 月也有所减少。

2 月入流量月峰值 9.232Gbps；出流量峰

值 9.290Gbps。

从 2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来看，北京、

北邮和北大节点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

位。北京节点居于首位，占到总入流量

的 19.57%，平均值为 1991.68Mbps; 其次

是北京节点，其均值为 1732.608Mbps 占

17.03%; 第三位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入流

量的 8.63%。

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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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808Mbps，占到总出流

量的 18.11%; 其次是北邮节点 , 占

到总出流量的 16.27%; 流量排名第

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

的 9.47%。

图 1  2016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6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3  2016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4  2016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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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223 7843
2 北京师范大学 547068 1908
3 北京邮电大学 333934 3493
4 湖南大学 218258 11475
5 北京化工大学 132153 14840
6 华南师范大学 115541 5553
7 北京交通大学 110613 32374
8 合肥工业大学 79339 9377
9 西北工业大学 70396 10746

10 河海大学 69751 8011
11 东北大学 62032 8219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799 13625
13 中南大学 58252 22569
14 四川大学 56449 11511
15 南开大学 55472 9025
16 山东大学 55070 11702
17 电子科技大学 53532 13175
18 北京工业大学 51866 4664
19 上海大学 51571 16757
20 北京大学 50021 5690
21 北京林业大学 48933 12880
22 东北农业大学 48917 5516
23 重庆大学 48353 13385
24 北京科技大学 46829 3957
25 中央民族大学 46643 3365
26 华北电力大学 46202 8431
27 西安交通大学 43098 5025
28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29 南京师范大学 41477 2673
30 大连海事大学 39830 2731

排名 学校 地址总数 注册数
1 北京交通大学 110613 32374
2 中山大学 31868 24917
3 中南大学 58252 22569
4 上海大学 51571 16757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7644 15095
6 北京化工大学 132153 14840
7 华中科技大学 30227 13827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799 13625
9 重庆大学 48353 13385

10 电子科技大学 53532 13175
11 北京林业大学 48933 12880
12 山东大学 55070 11702
13 四川大学 56449 11511
14 湖南大学 218258 11475
15 深圳大学 37625 10880
16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17 西北工业大学 70396 10746
18 郑州大学 37105 9868
19 兰州大学 21219 9805
20 合肥工业大学 79339 9377
21 南开大学 55472 9025
22 东南大学 32664 8707
23 华北电力大学 46202 8431
24 东北大学 62032 8219
25 天津大学 38197 8149
26 河海大学 69751 8011
27 南京农业大学 929223 7843
28 武汉大学 38075 6942
2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8346 6842
30 西南交通大学 15261 5859

6NOC2016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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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月峰值 9G

文 / 张烨青  李颖  杨洋

每年，高校都会有各种奖项申报、教

师评选等活动，以往传统的申报过程给申

报者、组织者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对于“申

报者”而言，填写内容大同小异、内容繁琐。

对于组织申报评选的“业务部门”而言，

管理复杂需要层层上报、数据伸缩性大，

在格式和真实性等方面无法进行有效的管

理和监督。对于“其他相关部门”而言，

也困扰于频繁的信息查询与业务数据提供。

随着业务量的增长，传统表格填报和管理模

式在效率和人力投入方面的弊端日益尖锐。

高校报表填报服务的现状 

报表工具在国内外发展的已经非常成

熟，为了提高信息化程度，高校的一些业

务部门也会设计各自的表格填报功能，其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减轻填写者的工作量。

但是目前的这些表格填报功能存在着一些

普遍的问题：跨部门数据无法共享、重复

性高、复用率低、数据可控性差。

1. 无法实时获取跨部门数据。目前高

校中的一些报表系统大多是业务部门自行

开发，内部使用，比如教务部门的优秀学

生申请表自助填写功能。当涉及到跨部门

数据时，就需要临时做接口甚至手动导入

Excel，实时性差，效率低下。

2. 部门之间重复建设。目前高校中有独

立业务系统的部门，如人事部门、教务部门、

科研部门等，为方便用户会开发各自的表格

填写模块。这就造成部门之间重复建设、复

用率低，而且表格分散度在各个业务系统，

使用不便，用户无法进行统一管理。

3. 部门之间差距较大。高校中很多部

门都没有独立的系统，如需开发自助表格

系统，先得进行系统建设，花费的成本和

时间会比较高。

4. 数据可控性差。传统的报表过程通

常是用户登录 - 预览表格 - 生成表格 - 表

格下载 - 盖章 - 交至业务部门。在表格下

载后通常是一个文档，用户依然可以手动

对数据进行修改，无法控制数据的真实性。

发展方向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各业务

系统在建设过程中相互独立，标准不统一，

数据交互困难，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

二是缺少一个面向全校的应用平台，功能

重复率高。在今后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将

逐渐打破信息孤岛的局面，所有的数据都

会集成到数据中心，方便业务系统之间的

数据交换，解决了跨部门数据的共享问题。

同时，在数据中心建设的基础上，面向全

校提供一些应用服务，较少功能的重复建

设。这两点正好为报表填报服务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方向。

高校自助表格服务设计

系统建设目标

自助表格填报服务是一个面向全校的

应用服务，依托于学校数据中心，实现表

格的自动填充和收发。该服务采用 B/S 架

构，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进行操作。通过

该服务来提高数据可控性、提高填表效率、

实现跨部门数据表格的制作、提升服务的

复用性、简化工作流程。

系统主要功能

1. 个人：表格生成、编辑、下载、打

印、上传。

2. 部门：制作表格模板、配置收发权

限、一键收集、批量下载。

3. 系统工作原理

报表工具主要分为 C/S 和 B/S 这两种

架构，C/S 架构主要是针对一些大型企业

的财务报表，适用于流程复杂、计算量

大的系统；而 B/S 架构主要是借助于 Web

报表工具，通过浏览器器访问服务平台，

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流程和计算过程，更看

重的是使用的便捷性。根据需求本文采用

B/S 架构，自助表格系统的部署架构如图

1 所示，主要由 Web 服务器、防火墙、应

用服务器及数据库构成。自助表格系统的

身份认证模块将与学校的统一身份认证平

台做对接，用户通过浏览器登录学校统一

身份认证平台后，即可以个人身份进入自

助表格系统。通过 Web 服务器将用户请

求传输和分配给应用服务器，然后由应用

服务器进行业务逻辑的处理，包括表格的

管理、生成、收发、下载等。应用服务器

处理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后台数据的获取，

后台数据库即图 1 中的自助表格系统数据

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由两部分组成：权

高校自助表格服务解决“一张表”难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所有的数据都会集成到数据中心，方便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解决了跨部门数据的共享问题。

同时，在数据中心建设的基础上，面向全校提供一些应用服务，较少功能的重复建设。

数字校园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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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数据和自定义数据。其中“自定义数据”

是用户自行录入的数据，而“权威数据”

来源于学校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数据库中

存放着全校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包括人

事系统、科研系统、教务系统等。

自助表格服务的典型案例

学生个人信息统计服务

主要特点：表格的收发统计

在高校的学生工作中，需要经常进行

学生信息的统计校对工作，在传统统计过

程通常会形成个人 - 宿舍 - 班长 - 辅导员

这样的多级结构，效率低且容易遗漏。当

需要进行学生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学号、

籍贯、生源地、学习经历、获奖情况等）

统计的时候，需要层层上报，并花费大量

的时间去核对人数、归类整理。环节越多

效率越低下，而且容易遗漏无法进行有效

的统计。

采用自助表格服务后，可以跳过中间

环节，形成个人 - 辅导员的直接对接。在

学生端，学生登录自助表格服务后，选取

所需表格“个人信息填报表”，预览校对

无误后点击发送，便可以直接发送到辅导

员处。在辅导员端，可以一键收取表格，

也可查看所管辖学生中尚未发送的学生名

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人为的失

误而造成遗漏。

专业技术职务申报

主要特点：跨部门数据表格的制作、

保证数据真实性

每年的职称评审都是一项耗时间、耗

人力的工作，传统的填报过程主要有两个

问题，一是填写繁琐，二是数据真实性无

法保证。申请表几乎涵盖了申请者在校的

所有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教学情况、科

研情况等，对于申请者（特别是一些年限

较长的申请者）而言，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去填写。为了保证真实性，填写内容需要分给

各业务部门去逐一审核，造成很大的工作量。

采用自助表格服务后，组织评审的单

位只需要制作一个统一模板，将数据按照

所需的内容及格式从数据中心取出，并根

据需要对这些数据的来源进行配置。如果

要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如教学工作量、科

研成果等），则所获取的数据是来自数据

中心的“权威数据”，且不允许修改；如

果是一些经常需要变动的数据（如联系方

式），则所获取的数据是“自定义数据”，

用户可以自行修改。教职工登录自助表格服

务后，选择“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表”，就可

以直接预览带数据内容的表格。根据预览的

情况直接打印表格，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自助表格系统的特点

提高数据可控性

表格制作过程中，会明确各项数据的

数据来源是权威数据还是自定义数据，并

加之不同的策略以保证真实性。通过加强

对数据伸缩性的控制，解决以往用户篡改

数据的问题，大大减少了信息核对的时间。

提高填表效率

大大节省填表所需时间，避免填写重

复信息，信息更加精准。以填写一张中等

复杂的表格为例，传统模式下，1000 个人

每人需要花费 1 小时去填写表格，则共需

要 1000 小时。使用自助表格系统后，每人

仅需花费 5 分钟填写表格，加上管理员 2

小时的制表时间，总共节省了 914 小时。

跨部门数据表格的制作

数据来源于数据中心，其中整合了各

个业务部门的数据，定时更新，尤其适用

于一些跨部门表格模板的制作。

提升服务的复用性

目前各个高校的自助表格系统存在重复

建设、管理分散的问题。本系统是在学校数

据中心的基础上建设的自助表格系统，各部

门自行制作表格模板后即可使用。既方便了

表格的统一管理，又节约了建设成本。

简化工作流程

改变传统方式中个人 - 宿舍 - 班长 -

辅导员层层提交表格，不断核对人数的工

作方式，将个人 - 辅导员直接对接，表格

收集者只需配置好权限，即可随时查看上

交情况、批量下载，省去了中间的过程，

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自助表格服务改变了传统的表格填写

及管理模式，其依托于学校数据中心，可

以获取全校所有数据，部门可以根据需求

灵活地制作表格模板、配置收发权限。通

过自助表格系统，可以减少重复信息的填

写，信息更加精准可信。同时端对端的收

发功能避免了层层上报、反复提交带来的

资源浪费，提高了业务流转效率。

在服务的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数据

不准确、浏览器不兼容、业务流程设定等

方面的问题，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会不

断地思考改进。希望能够更好地为师生服

务，推动校内数据资源的整合优化，促进

高校的信息化建设。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化管理处）

图 1 自助表格服务部署架构

数字校园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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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至 11 日，2016 华为中国合作

伙伴大会在成都举办。来自全国一万多位合

作伙伴和客户亲临现场，与华为共话新 ICT

时代如何抓住机遇，共谋发展。会上，华为

详细介绍了 2016 年华为渠道战略、解读了

最新的渠道政策，展示华为在智慧城市、服

务、敏捷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领先

的 ICT 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华为中国合

作伙伴大学在本次大会上也宣布正式成立。

针对复合增长率达到 50% 的教育行

业，华为公司在大会教育分论坛上分享了

“互联新校园，携手众教育”的价值主张。

在高校教育与教学方面，华为智慧课

堂解决方案提供的 All-in-One 一站式教育

云网关，能够为教学提供所需的网络、计

算、存储能力并实现集中控制、远程管理。

而云课堂中心能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优秀的

教学资源，课前资源分享，课中互动讨论，

智慧云教育 互联新校园

BCTF2016 暨第二届 XCTF 联赛北京

站国际赛于 3 月 21 日完美谢幕，最终，

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 PPP 战队凭借超强

实力，一路领先，拿下本站冠军，首届

XCTF 联赛冠军台湾大学 217 战队奋力追

赶未果，遗憾获得亚军。而另外一支美国

战队 shellphish 则凭借整场比赛中的稳健

发挥收获季军。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近 90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400 多支战队，超过 5300 人参加，

较去年增长 700 多支，国际排名前十的战队

美国 PPP、shellphish、Samurai，中国 0ops、

217， 欧 洲 dragonsector、!SpamAndHex、

dcua、Tasteless 等悉数到场，无论是参赛规

模还是选手水平均创历史新高。

比赛考察参赛选手们在网络安全技术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PPP“复仇”夺冠

XCTF 联赛北京站国际赛谢幕

领域内各方面的能力，涵盖 Exploit（二进

制漏洞挖掘利用）、Web（Web 漏洞挖掘

利用）、Crypto（密码分析）、Reverse（逆

向）和 MISC（杂项）多种类型，对选手

们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很大的考验。

比赛一开始即迅速进入白热化状态，

两支实力强劲的战队 PPP 和 217 斗争十

分激烈，PPP 团队成员主要来自美国卡耐

基梅隆大学，目前排名世界第一位，曾

于 2013~2014 年连续两年获得网络安全

“世界杯”DEFCONCTF 全球总决赛的冠

军，台湾大学 217 战队同样不可小觑，

他们是首届 XCTF 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

DEFCONCTF 全球总决赛也拿过亚军，并

且在去年的 BCTF 中击败过 PPP，两支战

队可谓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让步。

0CTF2016 暨 XCTF 国际联赛上海站

选拔赛是 DEFCONCTF 的七大外卡赛之

一，没能在 0CTF 线上资格赛中突围的

XCTF 联赛中国战队，在 BCTF 中比其他

XCTF 联赛战队获得更高的排名，同样可

以晋级 0CTF 线下赛，进而获得与国际强

队面对面，甚至入围 DEFCONCTF 总决赛

的机会。

最 终，217 战 队 奋 力 追 赶 未 果， 美

国 PPP 战队还是凭借先前积累的优势拿

下第一，将万元奖金收入囊中，217 获得

第二，并以战绩最好的中国战队身份获

得一张直通 XCTF 联赛总决赛的门票；

Nu1L 战队则凭借倒计时 10 分钟的绝杀

逆转 Flappypig，将 0CTF 决赛门票收入

囊中。

课后巩固复习的全流程平台为实现如“翻

转课堂”等教学模式提供了创新动力。

在高校科研与发展方面，华为Fusionsphere 

智慧校园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具备融合

高效、安全可靠和敏捷管理的特性。

融合高效：采用分布式数据中心架构，

利用云计算实现资源池化，以整合分散的 IT 

基础设施，促进业务协同。同时资源与硬件

解耦，可以按照业务系统和组织，灵活构建

VDC（虚拟数据中心），弹性分配资源。

安全可靠：不同虚拟数据中心实现安

全隔离，符合等保要求，实现不同组织和

业务部门的隔离。关键应用实现数据中心

的双活灾备，保证数据零丢失、业务零中断。

敏捷管理：将业务、资源、调度、告警

等信息进行适配、汇聚和分析，提供多数据

中心统一管理、云与非云统一管理、异构虚

拟化的统一管理、服务生命周期统一管理和

端到端业务的统一管理，实现自动部署和业

务的快速发放和精细的计量管理。

在高校的管理与服务方面。华为敏捷

校园网解决方案，采用 SDN 的设计理念，

在质量感知、平滑演进及全可编程方面进

行了增强与创新。方案关注更加流畅的校

园网络体验，无死角的校园泛在接入和全

网的安全运维及智能排障。该方案充分契

合了当前高校网络管理者最注重的网络安

全、精简运维以及精细化运营等现实需求。

如何创建安全、文明、和谐、绿色、

有序的校园环境，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校

园安保工作所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华为平安校园解决方案，为校园安保管理提

供高性能、高安全、高可靠、易运维的技术

支撑，全力从前端视频源数据的采集、传输、

业务管控、存储管理、完整结构打造平安校

园，提供全网智能的安全监控体系。

数字校园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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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知 名 分 析 机 构 Gartner 的 新 技

术成熟度曲线（Hype Cycle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将一项新技术从诞生到稳定

应用分为萌芽期、触发期、幻灭期、光明期、

稳定期五个时期。Gartner2015 年的新兴技

术成熟度曲线中“Hybrid Cloud Computing

（混合云）”出现在新技术成熟度曲线中

的幻灭期，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云计算已

经过时，它其实表明云计算已经度过概念

炒作阶段进入规模部署的光明期。

在这关键时间节点上华三通信推出

“云享战略”，为构筑云时代，发展新形

态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3 月 29 日，在“云享未来—2016 华

三云新品发布会”上华三通信发布了虚

拟化平台 CAS3.0、云平台系统 H3Cloud 

OS、超融合系统 UIS 3.0 等一系列新品以

及技术联盟合作计划，实现“新 IT”理念

的又一次落地，成为未来云计算建设的“新

主力”。

虚拟化平台 CAS3.0 采用了新界面，

对底层虚拟化内核做了大量的开发和优

化，一键自动巡检，为企业带来简洁体验。

云平台系统 H3Cloud OS 能够兼容各

种 IT 基础资源，实现 IT 基础设施自动化

交付，为各应用场景提供定制化云平台，

进行统一监控管理，让客户轻松上云，放

心用云。

UIS3.0 超融合系统从多态融合、矩阵

管理、无状态数据中心三方面进行优化，

提高了计算、网络、存储等在内的 IT 基

础架构全融合和统一管理能力。

以上平台及系统充分体现了当前云计

算技术的六大基本特征，即：开源架构、

混合云、场景化、云安全、泛载性、超融

合。特别在云计算的通用性到面向不同应

用场景提供定制化方案发面，华三通信提

供了成功的实施案例——云学堂，一场计

算机教室的革命。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快速推广，高

校目前开设的计算机课程以及实习实训

课程越来越多，计算机教室不仅承担信

息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还

要让学生自由上机实践并提供考试环境，

传统采用 PC+ 局域网连接的计算机教室

面临上机环境准备非常困难、桌面终端

系统维护不易、机器功耗大、噪声响等

一系列问题，对于人手极其短缺的高校

信息化维护队伍来说，急需一个 IT 资源

管理虚拟化、应用分发一键化、运维管

理可视化的云平台。华三通信提供的云

云山不再雾罩，化云为雨正当时

学堂解决方案是一套软硬件一体解决方

案，采用服务器和 X86/ARM 架构云终端

作为硬件基础，以 CAS 虚拟化平台为关

键软件技术，结合计算机教室的典型应

用场景，从底层虚拟化技术、传输协议、

云计算管理平台、资源动态调度、高清

视频播放技术等各方面进行优化，使其

具有虚拟化计算机教室先进性的云计算

性能，又保持了 PC 电脑教室良好的兼容

性。该解决方案较好地满足了高校信息

化运维队伍的现实需求。

云计算的发展从 2007 年概念提出至

今已近十年，云计算在技术、产品、实践

已渐趋完善，这一技术已经从最初的“云

山雾罩”到现在的“化云为雨”。云不再

是“浮云”，我们正在见证这项 IT 技术

为业务提供的强大变革力量。

“云享未来—2016 华三云新品发布会”上华三通信发布了虚拟化平台 CAS3.0、云平台系统

H3Cloud OS、超融合系统 UIS 3.0 等一系列新品以及技术联盟合作计划，实现“新 IT”理念

的又一次落地，成为未来云计算建设的“新主力”。

华三发布云新品  云学堂变革传统计算机教室

64 中国教育网络 2016.4



2016.4 中国教育网络 65

案例展示 建设与管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直以来，教育信息化备受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我国高校信息化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快速

发展，在云计算、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断崛起

的大背景下，各大高校正积极地筹备和建设“智慧校园”，实

现教育的新发展。“智慧校园”是“以有线、无线一体化的宽

带泛载网络与以物联网为基础网络平台的智慧化校园工作、学

习和生活一体化环境”。这个一体化环境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

为载体，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进行充分融合。

围绕“智慧校园”的建设，我们采访了大连医科大学现代

教育中心主任王建，对高校建设“智慧校园”的现状、存在的

困难以及解决方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为智慧校园建设的先

行者，大连医大学院始建于 1947 年，1994 年更名为大连医科

大学，是一所有着 70 年光荣历史的省属重点医学院校，截止

到 2015 年底，全校教职工及医护人员 8500 余人，其中正高级

职称 800 余人、副高级职称近 900 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1100 余人。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14000 余人，其中研究生 4300

余人，本科生 8500 余人，外国留学生 1300 余人。学校现有国

家重点学科 1 个，辽宁省重点学科 15 个；辽宁省高等学校一

流特色学科 4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4 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 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 个；本科专业 23 个。

体系搭建  刻不容缓

在 2015 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互联网 +”

的国家发展战略。如今，“互联网 +”的浪潮席卷了各行各业，

全国各地的高校作为人才输出的重要场所，需要把握难得的机

遇，迎接更大的挑战。在教育信息化的浪潮中，校园经历了从

数字化迈向智慧化的跨越，从单纯的软硬件搭建过渡到持续发

展的过程。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智慧校园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

题与困难，主要表现为软硬件结合的使用率较低、各级系统应

用集成度较低、教学资源共享度较低、创新性资源开发度较低、

办公管理的协同度较低等。改造数字网络，建设智慧校园，优

化教育资源，实现技术融合，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任务。

大连医科大学倡导“以人为本，追求卓越，彰显特色，培

养精英”的办学理念。办好一所大学，人才是关键，是第一要

素，是根本因素。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建立智慧

校园与大连医科大学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打通软硬件设备在教

学中的应用，有效地整合优化教育信息化资源，可以为学生、

学校构建随时随地交流学习的平台，提供便捷安全、多层次的

智能化服务。

针对大连医科大学建设智慧校园的现状，王建主任谈到，

学校领导一直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在 2007 年大连医科大学

新校区建设时，对校园基础网络进行了整体的部署，宿舍、办

公楼、教学楼等区域都有所覆盖，设施和体系建设的比较完善。

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丰富，原有校园网渐渐不能满足全校师生

大连医科大学

探索智慧校园建设新模式

大连医科大学倡导“以人为本，追求卓越，彰显特色，培养精英”的办

学理念。办好一所大学，人才是关键，是第一要素，是根本因素。要以

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建立智慧校园与大连医科大学的教育理念

相契合，打通软硬件设备在教学中的应用，有效地整合优化教育信息化

资源，可以为学生、学校构建随时随地交流学习的平台，提供便捷安全、

多层次的智能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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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需求，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数字校园、智慧校

园也早已提上日程。智慧校园的建设不仅仅是基础网络的建设，

网络只是整个智慧校园应用系统的底层设计，是体系搭建的根

基。网络之上的各类业务应用系统才是管理校园的途径和抓手。

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就校园基础网络环境建设本身就需要不小的资金投入，对学校

而言压力不小。底层设计尚存在困难，各类应用系统的上马，

仍需要有步骤、分阶段的落地。

校企合作  双向共赢

传统的校园网建设模式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高校自主建

设与运营，另外一种是高校与运营商合作建设。在学校自主建

设与运营的情况下，或选择一次性投入，建设一步到位，或选

择小步快跑，分步建设。前者虽然具备统一规划实施、统一进

度管理、建设成效快的优势，但是需要学校一次性投入的资金

体量巨大，且涉及的系统与设备繁多，无形中增加了建设难度。

而后者涉及的资金相对较少，建设难度较小，却也放慢了高校

信息化建设的步伐。由于分阶段建设，一方面使得高校投入重

复的工作，另一方面则需要极强的统一规划及项目管理能力，

以确保校园网建设的延续性和适应性。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现

阶段高校普遍存在因人员匮乏而出现的后续运营与更新维护断

层的现象。

运营商能够帮助高校承担一部分管理与运维工作，减少一

部分资金压力，通常会按照“小区宽带”的方式建设宿舍网，

形成了学校维护办公网、运营商维护宿舍网的状态，两张网络

缺乏有效整合与管理。学生在“校园网”范围之外，使智慧校

园失去了重要的用户和原有意义。运营商建设关注 3G/4G，往

往忽略 Wi-Fi 覆盖整个校园区域，亦或所建设的 Wi-Fi 信号质

量与使用效果不佳，难以保障智慧校园移动应用。

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

样化教育服务，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阶段，国内高校 

“智慧校园”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也逐步转向采取与第三方企业

双向合作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研发技术

和解决方案，可以根据高校自身的发展现状提供个性化的定制

方案。同时，企业面向广大教育用户，针对智慧校园建设中出

现的各类问题，反复进行适用性论证，探索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技术研发、信息优化、统筹管理等方面，也为高校智慧校园

建设带来有价值的启发和参考。

另一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建设智慧校园需要投入大量的

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成本。校方资源和资金相对紧张，独

立完成智慧校园建设存在一定的难度。高校通过与企业的合作，

借助企业的雄厚实力和成熟平台，可享受集物联网、大数据、

云平台以及移动应用于一身的便捷高效的智慧服务，呈现直观

精准的数据，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加强学校各种业务的整合

优化，为管理层提供科学可靠的决策依据，实现教学、教辅一

体化管理。

选对品牌  促进发展

王主任直言学校领导非常支持校企合作的方式进行信息化

建设，并且对这种合作模式持开放态度。高校对于与企业开展

合作的层面、程度以及合作伙伴的选择，都是十分谨慎的。大

连医科大学选择与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携手

共创“智慧校园”。王主任坦言：“对于大连医科大学而言，

建设智慧校园的当务之急是建造一张强而有力的网络，能满足

全校师生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使用，也要能够支撑后续信息

化应用系统的需要。卓智提供的长期合作、动态投入的解决方

案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完善的运维和服务体系解决了学校后期

运维的后顾之忧，在运营商方面引入了良性竞争，学生可以享

受到更多的网络资源。” 

卓智作为中国高校智慧校园网络运营服务商和解决方案供

应商，由两家上市公司民生银行（600016）和星网锐捷（002396）

投资组建，凭借雄厚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已为全国超过 20 个

省百余所高校免费投资建设校园网，为超过百万高校师生提供

校园网服务。此外，核心开发团队结合多年学校教学和教务管

理经验，研发卓智教育互联网生态云解决方案。以“教育 +”

与“数巨 +”为两大核心产品，提供卓越的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

“教育 +”产品围绕“慕课 +”系统搭建包括“教材 +”、“校

友 +”、“考试 +”、“资源 +”等基于大数据的教学信息化

生态系统。“数巨”大数据平台基于语义分析的独有算法，分

析海量数据规律，提炼数据价值，为高校教辅管理与决策提供

可靠依据。“数巨”物联网平台依托企业级物联网技术，节能

策略智能投放，节约高校百万能耗，为建设节约型校园、节约

型社会提供了示范和引导。

高速泛在的有线、无线一体化校园网是智慧校园建设之根

基，各类智能应用系统是智慧管理校园的工具和抓手，实现资

源广泛共享，使教学、科研、管理、校园生活与外部广泛融合，

是智慧校园建设的终极目标。大连医科大学把握大数据时代下

校园网建设新模式，快速跨越智慧校园建设的基础阶段，在智能

应用层面携手卓智尝试更多探索，打造方便快捷、智能高效的“智

慧校园”环境，享受科学技术带给教育事业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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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欢

应用背景

华东师范大学通过对各类信息化数据

加以细致梳理与有效规划，对校园数据进

行了深入挖掘，重点强调结合实际情况的

灵活使用。经实践，在校园中初步实现了

数据的常态化应用，并藉此助力提升学校

的管理与服务水平。

在此数据应用体系中，底层的数据基

础是校园公共数据库平台。该平台包括了

学生、人事、教务、科研、国际交流、设备、

党群、OA 办公、研究生、继续教育、后勤

等子系统，提供了信息门户、统一身份认

证、数据标准、数据同步、综合查询、报表、

信息发布等基础功能。在公共数据库平台

运行期间生成的大量数据按照业务条线为

划分标准，被加以集中存储。

在公共数据库平台的基础之上，华

东师范大学建设了数据交换中

心，对数据进行处理、脱密，

并形成一系列统一、完备的数

据接口。各个业务条线的数据

在该交换中心形成汇集，根据

接口具体要求，按照角色、权

限、人员等新的逻辑方式加以

重新整理，使得数据不仅能够

有效反映单个业务条线的运行

状态，还能够跨业务以应对不

同维度、不同层面的数据需求。

各类常态化应用

基于数据交换中心强有力

的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构建了

一系列以“常态化”应用为导

向的数据应用，这些应用分为

常态化应用破解管理“痛点”

业务管理、公共服务和教学科研三个群集，

借助更加有针对性、“接地气”的数据统

计分析工作，以期从三个不同角度有效支

撑学校各类业务，切实破解学校发展中存

在的各类“痛点”。

在业务管理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校车数据分析应用。校车是师生高度关注

的一类校园公共服务，为改进校车运营状

况，管理部门希望对校车的师生乘坐、车

费收入等情况加以了解。传统的做法主要

聚焦于数据的统计、汇集与呈现，然而从

解决实际问题、有效发挥数据价值的角度

出发，该应用将焦点转向了对优化校车配

置各因素的深入挖掘。应用在已有数据基

础上，对各时段校车乘车次数、校车平均

载人数、各线路每班次载客数分布、平均

空座率等因素进行考量，建立数据模型，

结合校车车型变化、空车调度等实际因素，

对各时段、各线路校车空载概率进行预测，

提出了有效提升校车总体利用率的建议。

在公共服务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校园卡信息分析应用。该应用以校园卡系

统为底层数据基础，结合勤助中心的数据

对在校的普通学生、贫困生的用餐消费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且对各地点餐厅进行

用餐监控。为了实现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该应用根据已有贫困生名单，进一步对贫

困学生的历史消费情况进行抽取并构建模

编者按

对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获得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认识，这是大数据时代各个高校普遍一致的“数据愿景”。

然而，在这一愿景之下，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数据的利用有效“落地”，如何将数据应用“常态化”，将

数据分析的结果真实地融入学校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之中。本专题从大数据技术路径、常态化应用以及应用创新着眼，记

录学校的大数据之路。

华东师范大学

图 1 华东师范大学数据应用平台架构

业务管理 公共服务 教学科研

数据应用平台

数据统计 构建模型 数据挖掘 数据预测

数据交换中心

数据脱密 数据集成 开放接口

公共数据库 其他数据库

业务系统

学生 人事 教务 科研 国交 设备

党群 OA 研究生 继教 后勤 ⋯

资源建设 资源与应用

大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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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通过不同的维度去了解这类学生的消

费特性，比如时间、性别、校区、学校餐

厅消费次数、单次消费金额等，根据得到

的指标结果，对现有学生的消费记录进行

挖掘，找到可能的潜在贫困学生。整个应

用为闭环形式，数据在迭代中对各个指标

特性的设计加以不断优化。该应用在实际

使用中获得了诸多好评，2013 年 5 月，

一名华东师范大学女生因为减肥饭卡消费

较少，没想到却触发了该应用，以致于该

女生收到华东师范大学校方一条关怀备至

的短信。这条新闻迅速成为热点，受到了

央视新闻、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

在教学科研方面，一个典型的应用是

图书馆通道记录数据分析应用。通过跟踪

采集并分析各年级本科生图书馆通道机刷

卡记录，该应用试图解答“网络时代，大

家还常去实体图书馆吗？”、“ 什么时段

图书馆人最多？”、“ 去图书馆次数越多，

学习成绩越好吗？”等师生们实际关心的

问题。应用结合了通道、绩点、学籍等方

面的数据，通过建立分层数据模型，描绘

了在性别、时段、日期、月份、学院、学

科等不同因素下的学生行为图谱。该应用

的分析结果表明，访问实体图书馆越频繁

的学生，其平均绩点越高，学习成绩更好；

同学们已更多地将实体图书馆作为了适宜

学习的自习场所，而非传统的图书借阅场

所；文理科学生及不同类型学科学生间的

实体图书馆访问行为具有显著差异，应用

科学类学科学生访问图书馆的频率显著较

低，等等。在掌握了本科生的图书馆访问行

为规律的基础上，高校管理部门可以有针对

性地改进实体图书馆的服务，以便于更好地

发挥其面向本科生的教学和科研辅助作用。

基于对大数据的常态化应用，华东师

范大学的业务管理、教学科研、公共服务

等方面得到了有力支撑，助力学校更好、

更快地发展。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的数

据应用将进一步聚焦于数据开放、数据横

向比较、决策支持等方面的建设。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

文 / 陈凤 

如何进行大数据的分析与利用，为高

校管理工作带来更大的价值，是当前高校

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分析我校大数据现状及所存在问题

的基础上，我校从现实出发，利用现有的

条件挖掘校园数据价值，构建了一个统一、

完整、多层次、智能、安全、可靠的大数

据管理与决策平台，从实际运用的效果来

看，有效地推动了学校管理工作的现代化、

科学化。

大数据现状与实施基础

1. 校园大数据

当前我校主要有人事、学工、教务、

科研、资产、图书、财务、校园卡、网络

等十几个业务管理系统，全校拥有教职工

1130 人，学生 18163 人，共积累有数据 500

多 G，存储于 Oracle、SQL Server、DB2、

Access 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库中。从整个学校

的数据来看，可以分为人的信息、活动的

信息、资源的信息。具体来讲，人的信息

包括：教职工的信息和学生的信息，教师

信息在管理、教学、科研、后勤服务等各

个业务系统中都存在，是各个系统的公共

基础信息，同样学生信息也是人才培养、

学生服务等各个业务系统的公共信息。活

动信息是学校教学、管理、科研等业务过

程中伴随的信息，是人利用资源进行相应

的业务活动的记录和活动结果的记录。资

源信息：分为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物质

资源是指教学、科研、管理等所依赖的各

种物质资源，如房产、设备、图书等。

2. 大数据存在的问题

大数据管理作为高校工作的一大难点，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大数据管理混乱，没

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管理体系；信息孤岛大

量存在，数据质量差；重视信息系统技术，

轻视信息本身；大数据分析受传统思维影

响。以上原因是导致国内高校在大数据利

用与分析方面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其他

如大数据利用的观念与意识、信息化素养、

数据治理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也在影响高校

的大数据分析与利用。

3. 大数据实施基础

在认清了大数据的现状和所面临的问

题之后，我校从数字校园“十二五”规划

开始，将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作为信息化

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为师生提供数据服

务，为学校各级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作为挖

掘高校大数据价值的目标，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①制定了大数据标准与管理规

范，统一了人员编码、部门编码及所有业

务系统的数据编码，规定了编码的更新、

维护单位，制定了数据维护的管理规范；

②建立了信息员管理制度，每个院系部门

均有专任的信息员，将全校各类数据责任

到部门，确保同一数据一次、一处进入系

统；③培养组建了 8 人的研发团队，主要

由学校内部的高管、项目参与人员等构成。

具有丰富的高校行业领域的管理经验，并拥

有多年校园网络、数据仓库、数据分析和数

据挖掘和实施经验；④给予了专项建设资金

的支持，迄今为止硬件已投入约 60 万元，

使用专用服务器 8 台，软件等其他已投入约

100 万元。挖掘大数据价值作为一项长期的

建设任务，为深化发展，每年都预计将配备

几十万元的专用管理与开发经费。

好的内容比平台重要
常熟理工学院

资源建设资源与应用

大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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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平台建设技术路径

技术平台选型

我校在构建平台之初，对技术平台的

选型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比较和深思熟虑。

鉴于我校的实际数据规模和平台的承受力

与稳定性，并考虑了学校的定位和建设团

队的技术力量，对比 IBM、Oracle，认为

微软 SQL Server 技术不仅简单易用，且功

能丰富，无论是在数据库，还是在数据抽

取、数据清洗、数据分析以及 CUBE、报

表制作等商业智能方面都完全具备了完成

我校大数据分析所需要的条件。此外，研

发团队运用熟练掌握 Java、.Net 等编程

技术来集成开发前端的 Web 页面。这种

从 ETL 到 UI 设计都由自己来完成的建

设方式，除了更能贴合学校的实情外，

也更容易解决一些复杂或是比较特殊的

需求。

平台体系结构

我校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解决遇到

的实际问题，除了用于学校在管理、科研、

教学改革等业务层面宏观的统计、挖掘、

预测以外，还用于评估和判断在微观方面

单个用户的服务需求，以便能更早地发现

问题并及时应对，为管理与服务提供决策

支持。我校遵循教育部《教育管理基础代

码》和软件行业建设标准构建了大数据共

享平台，抽取并整合了全校几乎所有业务

系统的数据，实现了

大数据的一个显著特

征——记录所有数据，

实现了各业务系统间

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

享，从根本上消除了

学校的信息孤岛，为

大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

础。在大数据共享平

台的基础上，通过清

洗、转换和计算，生

成了人事、学生和资

产全局数据库和多个主题的数据仓库，并

在这三个全局数据库的基础上分别开发了

教师、学生和资产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

统，同时，针对不同主题的数据集市又构

建了餐饮消费、师资结构、网络行为、学

生成绩等主题分析，将数据的利用深化到

信息管理和辅助决策中。

建设成果与应用效果

大数据管理与决策平台主要包括教职

工、学生、资产和学校综合信息管理与决

策系统。分别完成了对教职工、学生、资

产整体及个体信息的一站式查询浏览，并

从多角度提供了多维度的数据统计分析报

表，如教职工的历年教科研情况、各部门

当前进修人员统计、各学院专业教师的职

称、学位、年龄结构、生师比情况、学生

的消费行为、网络行为统计以及资产不同

使用方向下各部门的分布情况等。特别是

提出了我校学生的特色电子行为数据分析

与决策模式，为学生管理做各类预警，如

网瘾学生、消费异常学生、生活困难学生、

不在校学生、可能不能正常毕业学生等，

并可将异常的学生名单通过邮件或者短信

的方式推送给学生管理者。这些系统对学

校大数据的展现和分析，既提高了学校管

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各级人员提供了

及时动态的可靠数据，也为人才的引进、

培养、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及各类资源优

化和合理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大数据应用的体会与展望

大数据管理与平台实现了大数据管理

的统一性、即时性、快捷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系统性。不仅提高管理部门的工作

效率 , 提升了学校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 而

且还可以极大地深化管理部门等相应领域

的数据价值 , 实现信息支持、信息提升、

信息服务的良性互动，我们的实践成果为

高校管理工作的科学、高效、公平、公正

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对推动高校管理

工作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与价值。数据分

析作为推动高校未来发展的一项具有战略

眼光的事业，为了使学校的数据更好地发

挥其内在价值，给高校管理带来更多惊喜，

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因素：

1. 注重数据的积累，好的内容比平台重

要，数据是进行一切大数据分析的最根本；

2. 明确业务需求，拥有了需求，才能有针

对性地对数据进行分析，需求是所有数据

分析的方向；3.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数

据分析对技术人员的要求很高，不仅需

要精通技术，也需要熟悉校园业务，人

才是大数据分析的关键；4. 完善数据管理

体制，确保学校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这是

数据分析顺利进行的保障；5. 选择合适的

研发工具，好的工具能够使数据分析更科

学更具有效能，是大数据分析的基石。除

此以外，学校的管理决策者还需要打破常

规、加大创新的力度、增加主动性。

走向大数据时代，还有重重困难需要

跨越，由于受专业人员少、技术能力较弱、

数据模型建立难、观念意识薄弱等方面的

影响，我们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还存在许多

不足，但通过实践与正向信息反馈，更加

坚定了继续研究的信心，我们计划在高校

大数据分析的制度建设、管理规范、数据

分析模型和数据可视化等方面继续进行深

入研究，将会持续在大数据利用与分析上

进行不断探索，积极推动高校大数据分析

与利用工作现代化。

（作者单位为常熟理工学院）

图 1 大数据管理与决策平台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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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通过交换平台实现了基础的信息共享，但仍然有大量数据

沉淀在各自的应用系统中没有被充分利用。数据被利用起来才有

价值，管理者虽然可以通过建设数据仓库来实现一定的决策统计

分析，但大量数据仍然没有转化为信息并被利用，一方面是由于

用于共享的交换数据仍然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并没有实际用起

来；另一方面是由于各部门对数据的敏感性、隐私性、安全性考

虑而限制开放。

智慧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是智慧校园的基础，开放数据则是打开智慧校园的钥

匙。智慧校园的根本是信息的精准推送，用户随时随地想要什么

信息就能方便的获取到才体现智慧。智慧校园不是一个人、一个

部门的事情，需要群策群力，共同建设。智慧校园最有效的推动

力是大量的活跃的个体，核心力量是数据分析者和开发者，包括

创新开发团队和第三方公司，公共部门要做的就是做好开放数据

提供平台。校内师生不仅仅是数据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更为重要

的是，也可以作为数据的分解者，这就是智慧校园的生态系统。

如何调动全校的力量，探索适合自己的智慧校园建设模式，是各

高校应该着力探讨的方向。

有利于提高运行效率、激发创新

开放数据不仅仅只是增加信息透明度，更多有效信息的传播

通常能使得运行效率更加高效。网络、食堂、教室、一卡通等公

共资源的运行数据，如果放在开放平台上，就有可能被深度挖掘，

变成有用的信息。从最基本的用途讲，用户就可以选取合适的时

间、方式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做自己的事情。进一步讲，无论从兴

趣还是从创新创业角度，开放数据都会大大激发用户参与度，开

发出各类创新应用，这是从管理者层面凭一己之力很难做好的。

下文提到的智慧校园开放数据大赛就是很好的例子。

高校开放数据推进的关键要素

数据分级分类开放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高校各业务系统通过整合数据源、

完善门户、开发流程等应用集成技术，基本都在各自云数据平台

建立了业务数据存储和数据仓库。但开放数据不是所有数据都公

开，核心是要在开放数据层面和信息安全层面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开放数据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伴随管理决策者对开放数据的理

文 / 符冰 金耀辉

开放数据（Opan Data）最早是由政府发起和推动，旨在为

公众提供信息透明和决策依据。如今，开放数据的受关注度越来

越高，国内各大城市也把开放数据作为智慧城市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高校作为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环境和群体，在相应的智

慧校园的建设中，也离不开校园开放数据。

开放数据的含义和现状

开放数据是一类可以被任何人免费使用、再利用、再分发的

数据。开放数据几个主要特性是：可获取性和可访问性、再利用

和再分发、普遍参与性。开放数据与大多数的大数据不同，开放

数据是公开并且有目的性的。最基本的例子比如手机的 GPS（全

球定位系统），或是天气预报，就是开放数据。开放数据的目标

是，相关组织主动发布开放数据，人们可以使用、分析和应用个

人所需的数据，带动公众力量最大限度的挖掘数据价值。

从 2009 年起，随着各国政府（比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新

西兰等）相继宣布了他们的公众信息开放计划，开放数据受到了

主要关注。2012 年起，随着上海和北京相继推出政府数据服务网，

揭开了国内政府开放数据的序幕，开放的数据内容涵盖了公共安

全、公共服务、交通、环境、卫生等重点领域，不仅为公众和企

业的数据查询提供方便，也将为互联网应用产业带来巨大潜力。

就高校而言，国外不少高校制定了本机构的数据管理政策，对

数据共享进行指导和规范，像伯克利大学、滑铁卢大学都建立了开

放数据平台，并且提供服务。而国内高校开放数据还未真正起步，

智慧校园相关的一站式服务还仅限于整合现有业务系统资源。管

理者限于对普遍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所掌握数据资源的谨慎

性，导致现有存量数据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因此，推动校园

开放数据，借助众包模式群众智慧，共创智慧校园势在必行。

高校开放数据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基础要求

开放数据有利于盘活存量数据，实现数据价值。大数据时代，

数据是根本，高校也不例外。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高校各业

开放数据给学生创新舞台
上海交通大学

资源建设资源与应用

大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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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意识，学校层面应研究制定适合本校的开放数据管理政策，

各业务职能部门制定详细的数据分类与分级方案，根据实际需要

面向特定对象或用户个体开放。

具体来说，数据可按部门和业务系统分类：人事、财务、资产、

科研、一卡通等等，这些可称为校务数据，是从管理层面来看的，

每一类数据可按照表 1 中四个级别定义。

1. 保密数据。显然，这是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各高校政策规定

的需要保密的数据，属于私密数据，只能内部开放使用。比如涉

密的科研课题相关数据。

2. 敏感数据。敏感的含义相对较广，包括从管理层面考虑

的个体群体对某些数据信息的接受程度、文化观念差异等复杂

因素，为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效应会比较谨慎，也包括从个人层

面对个人信息、行为轨迹等隐私信息的开放接受程度不同，会

造成大量数据都在此列。比如一卡通消费记录、考试成绩等等。

敏感数据的开放原则是在主管部门和个人授权许可的前提下控

制性开放。

3. 一般数据。可以理解为按需开放的数据，不涉及保密和隐

私，只要有需求，满足相应接口定义就能开放。比如环境信息、

运动场馆信息等等。

4. 公开数据。比如网站、搜索引擎获取到的公开的信息。

校园开放数据平台建设

开放数据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管理应用好这些数据，还涉及到

数据治理、权限控制、落地机制等诸多环节。做好开放数据平台建

设，重点要做好落地环节（如图 1）。

落地环节保障了数据到信息的转化，是智慧校园精准信息推

送的基础。其中关键要做好对开发、运维者的服务和资源配给，

同时又要兼顾管理需要。

1. 完善的统一身份认证和授权体系。高校都十分注重组织架

构和人员身份的管理，统一身份认证和授权体系保证了各业务、

数据的分级授权控制，确保信息安全。

2. 云服务平台。面向开发者提供的可靠、便捷的私有云资源，

开发者无需投入过多精力在基础架构运维上，可以更聚焦于应用

和创新。

3. 接口开放的能力。不仅要包含传统的网页端接入能力，更

要包含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移动客户端、微信端的接入能力。开

放形式可以根据具体内容、要求，通过标准 API 的形式，也可以

用更直接的方式基于 Web 以特定格式提供下载。

级别 定义 开放原则

保密数据 按规定需要保密的数据 拥有者自用

敏感数据 管理层面的校务数据、个人层面的隐私信息 控制性开放

一般数据 不涉及保密和隐私，但有实际需求 按需开放

公开数据 网上或其他渠道公开获取的数据 完全开放

表 1  数据分级定义 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机制

运营是个商业化的概念，是指不断体现产品商业价值的持续投

入。具体到高校来说，开放数据的落地就是应用，传统的大数据往

往是数据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独自在玩，他们作为开放数据平台生态

系统的数据消费者，往往注重了强关联性的业务层面的数据使用，

无论从功能需求上还是从 UI 设计上，都很难创造出吸引大多数年

轻的学生群体的应用。而学生中的草根团队作为一个个活跃的群体，

却往往处于四处爬数据甚至用钓鱼方式获取数据的尴尬境地。开放

数据给了这些草根团队广阔的舞台，他们的热情和参与度可以作为

智慧校园开放数据的有力补充。需要建立以管理者为指导、充分带

动、发挥学生能动性的运营团队，不断丰富和完善开放数据内涵。

交大智慧校园开放数据的模式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在开放数据与共享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建立了

一套较为完整的授权体系，并利用开源软件建立了开放数据平台，

通过进一步探索开放更多校园数据，可以为师生提供一个实践开

放数据和构建智慧校园的生态环境，让师生在丰富多样的开放数

据世界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校园开放数据平台

开放数据要求数据不仅要从政策上开放，还要从技术上开

放，基本的准则是：简单易用、易发现、易获取。开放数据是一

个迭代的过程，可以先从小的、简单的、快捷的数据开始开放，

尽早且频繁地让现有的或潜在的用户使用或再利用那些数据。

1. 公共开放的 CKAN 平台

CKAN（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rchive Network）提供了

一种让数据发布者便捷高效的展示开放数据以及再提交开放数据

的方式，并且已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部署用于国家层面的政

府开放数据平台建设。CKAN 是可以方便的搭建集数据发布、数

据共享、数据搜索和数据使用为一体的管理平台，并且提供了强

大而完善的 RPC APIs 供用户调用。它的基本组成是数据集和组

织，数据集是数据存储的基本单元，其中可以包含多个资源文件，

提供丰富的元数据，同时可以方便快速地搜索和下载使用。组织

是用来创建、管理、发布数据集集合的，用户可以在组织中扮演

图 1 校园开放数据平台层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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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校园开放数据大赛作品示例

不同的角色，并被赋予不同级别的权限来创建、编辑和发布数据。

公共开放的原始批量数据提供，使得使用者不存在对原始

提供者的依赖，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使用。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

中心利用开源平台 CKAN 搭建了校园开放数据平台，目前已有 6

个组织和 20 个数据集，提供 CSV、TXT、PDF、JSON 等多种便

捷方式公开下载使用，其中也包括了为首届智慧校园开放数据大

赛提供的三个重量级的数据集。

2. OAuth 体系保护的 API 建设

API 方式是高校信息系统开发标准接口方式，也是开放数据

的重要提供形式。API 方式的优势，一是可以结合高校自有的统

一身份认证和授权体系实现对用户资源保护的权限控制，在管理

角度和保护用户角度做到很好的平衡；二是 API 通常和一个实时

更新的数据库连接起来，这意味着任何通过 API 的请求数据都将

是最新更新的，不必实时盯着数据集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已实现基于 OAuth 授权体系保护的 API 建设

模型，在各业务系统建设的同时，API 建设也在同步进行，并在

学在统一的技术规范下已经建设完成了约 40 个开放 API，范围

涵盖用户基本信息、教学信息、信息流控制、工作流信息、非结

构化存储等信息化常见的多个领域，已经被多个应用广泛使用。

对开发者来说，只需要申请一个令牌，就可以方便的调用 API 获

取相应资源。API 方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开发和维护量的高成本投

入，尤其是开放资源越来越多的趋势下。

智慧校园开放数据大赛

将数据转化为成果落地智慧校园，需要添加催化剂，鼓励大

众参与。比赛形式是较为直接的激发大众创新的最有效的手段，甚

至可以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众智众包平台。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举办

首届智慧校园开放数据大赛，最终效果超出了预期，吸引了校内外

500 多人参与，经过宣讲会、数据训练营、初赛决赛，学生的参与度、

想象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超乎想象，甚至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了管理的

盲区。开放数据大赛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高质量的开放数据

开放数据大赛首次开放了校内某半年的一卡通消费流水、

WIFI 上网日志、气象信息共计千万级别的记录信息，赛前的数

据清洗就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最基础的匿名化和去隐私化处

理上，剔除了大量无关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

2. 数据训练营的引导与宣传

数据训练营为开发者包括初学者提供量身定做的装备，引导

学生抓住重点，帮助他们迅速走上正轨。通过 28 天的社群化、

实践化学习，掌握数据建模与数据分析基础技能，并为训练营成

员提供专业的数据分析工具和资源。这种领入比赛门槛的做法也

吸引到了文科学生参与到作品的可视化展示中。

3. 丰厚的回馈机制

学生参赛的目的性很强，或为实实在在的奖金，或为展示自

己能力，或为创新创业找伙伴，但最终参赛者拿出的是一个个优

秀作品（如图 2）。比赛不仅仅是最后决出参赛者名次，大赛也

请到了管理学院、数学系、工业设计系等校内多个院系的专家教

授以及校后勤集团、赞助企业、投资人，汇集各方力量，从可行

性的角度共同商讨智慧校园开放数据环境下的创新创业机会，促

进作品以校内应用或创业项目的形式落地。

精彩比赛之余，也看到有待进步的地方，比如数据集的种类

和规模可以继续扩大。对数据质量、用户隐私、网络安全的把握

还需努力，毕竟比赛数据是经过处理的，真正将开放数据应用到

用户端，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学生创新团队

开放数据的智慧校园发展有两条线，一是自上而下的学校层面

沿着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完善各个业务系统向智慧校园过渡，另

一条线就是从下而上用户层面迎合草根用户实际需求创建的各类接

地气的创新应用。开放数据在学生团队运作下，可以发挥更大价值，

学生团队是学校在建设智慧校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支互补力量。

学生的思维天马行空较为发散，某方面讲这是优点，但需要引导，

相对而言，导师指导下的学生团队更容易迸发凝聚的力量。在交大

推进开放数据的过程中，前后就有开放移动网络与信息服务创新工

作室（OMNILab）、科赛竞赛平台（KESCI），上海交大数据分析

俱乐部（D.A.CLUB_SJTU），成为开放数据推广运营的主力军。

校园开放数据是高校管理者与师生沟通的关键，彼此在共同的

数据上对话，才可有依据地进行有效对话。开放更多的数据，让师

生都有感，管理者也会明白数据对师生的重要性，彼此就会产生正

向循环。下一步，学校层面除了加速数据的开放，也期盼用户端提

供更多的创意、需求回馈，彼此找到真正的运作模式；师生除了扮

演监督的角色，也盼望多加参与数据的使用，回馈需求想法；运营

者是管理层面与终端师生用户重要的沟通平台，应运作使力促进各

方的相互协同，朝向更互信互利的共赢模式，共创智慧校园。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1 校园开放数据平台层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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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红华  刘兹恒

数据管理现状

自 2002 年 Jim Gray 首 次 提 出 Data 

Curation，到 2009 年 10 月微软研究院发

布论文集《E-Science：科学研究第四范

式》（The Fourth Paradigm），再到 2011

年 5 月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研究报

告《大数据：创新的下一个前沿领域、

竞 争 和 生 产 力》（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数据管理（Data Curation）

已经逐渐成为许多学科的核心研究内容。

同时，伴随着海量数据时代的到来，学术

交流环境和科研环境也不断发生变化，科

学研究正在向数据密集（data intensive）

型的方式转变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科学

数据管理也逐渐成为图书馆研究和服务的

重点领域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虽然科学

数据管理并不是图书馆的传统工作领域，

但是，由于图书馆长期以来在处理各种类

型文献信息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和优势，

社会上也越来越认可图书馆承担科学数据

管理的职能与能力。与此相对应，在国

际上，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IFLA）、联机计

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等图书馆相关组织纷纷

把科学数据管理作为重要的会议议题或

是 研 究 主 题。 如 2011 年 欧 洲 的 数 字 图

亿美元用于支持以图书馆为主体开展科学

数据管理的研究工作。该计划首批获得资

助的有两个项目，分别是由霍普金斯大学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HU）图书

馆主持的 Data Conservancy 和新墨西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UNM）图书

馆主持的地球科学数据 DataOne 项目（Data 

Observation Network for Earth）。在上述科学

数据管理和服务的研究和实践中，图书馆

（以大学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为主）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为 e-Science 和 e-Research

的数据支撑提供了大量的跨界、嵌入、动

态的服务。

国内外图书馆热点问题之三：数据管理

编者按

数据管理是图书馆界的几大热点议题之一。本期我们介绍国外知名高校在此方面的实践 , 下期将介绍 CALIS、武汉大学

图书馆以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在此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数据管理现状及国外典型高校实践

何为数据管理（Data Curation，

也 可 译 为 Data Management）？

Curation 一词原是博物馆学术语，

表示对藏品持续养护并推出有主题

的展览，最终提高馆藏面世率，促

进科研和教育。英国 JISC（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联

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在 2004 年的

相关报告中对图书馆中的 Curation

及 相 关 概 念 进 行 了 界 定。 对 于

Curation 的翻译，主要是“数据监护”

和“数据管理”。我国较多采用的“数

据管理”一说。可能原因在于，英

国 Incremental 项目的专门研究指出，

为了能和研究者实现有效沟通，需

要尽可能用通俗、便于理解的语言

描述数据管理的过程、任务和责任，

避免使用“数据监护”、“数据仓

储”、“元数据”等专业术语 。

书馆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braries，TPDL），把科学数据管理列为

研究主题之一；台湾大学图书馆于 2011

年 5 月举办了“E-Research：新时代学术

研究之利器”研讨会，等等。此外，随着

E-science 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研究过程中

对科学数据价值的深入挖掘与重视，一些

国家与图书馆相关的组织还提出了专门从

事科学数据管理的具体研究和实践活动的

计划，如英国成立的数字管理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er，DCC）、NSF 于 2007 年启

动 DataNet 计划。后者计划在 5 年内投入 1

数字图书馆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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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MIT 图书馆还从研究概念确定、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发现、数据分析等数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向用户

提供相应的服务 。

自 2011 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对科研资助项目提出科学数据管理计划

的强制性政策要求之后，2013 年，NSF

向高校提供了 5.323 亿美元的科研资金，

占 NSF 资助总金额的 81%，使高校成为

获得科研资助最多的机构 。在这些高校

中，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参与了科学数据

管理的具体实践。2013 年 7 月，基础研

究出版公司（Primary Research Group）对

世界范围内知名高校图书馆开展科学数

据管理服务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

有 63.33% 的图书馆给研究者提供如何进

行数据管理计划的建议，而在美国，约

有 72.22% 的高校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管

理计划制定的咨询服务，而其他国家仅

有约 50% 。这些高校图书馆，有的是以

机构库或数据仓储为基础进行演化，如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以数据仓储 DataStaR

为数据组织和存储平台开展科学数据管

理 工 作； 有 的 是 图 书 馆 与 科 研 机 构 合

作，深入到科学研究过程中，如麻省理

工学院与美国惠普公司实验室合作创建

Dspace 数字资源存储系统；有的是图书

馆主导实现特定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

施的过程中，图书馆扮演着科学数据管

理的主导性角色。在这些科学数据管理过

程中，麻省理工学院等多个高校图书馆以

其科学研究环境为基础，积极探索科学数

据管理流程，成为科学数据管理的主力军。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数据管理和出版

服务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图 书 馆 面 向 研 究

社团专门提供了相当系统和全面的数据

管理和出版服务（Data Management and 

Publishing）。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主要

由生物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等学科

的学科馆员以建立数据管理和出版服务网

页、提供各类详细的指南和文档、协助研

究人员制定数据管理计划、提供个性咨询

等方式参与数据管理服务并提供较为全面

的数据管理和出版服务。此外，MIT 图书

馆还从研究概念确定、数据收集、数据存

储、数据发现、数据分析等数据生命周期

的不同阶段向用户提供相应的服务 。

耶鲁大学图书馆——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数据

管理服务是在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协助下完

成，主要内容分为 ：

1. 管理研究数据（Managing research 

data）：如提供指南和文档便于科研人员

了解国家对研究数据管理的相关政策、数

据文件格式、数据存储与备份等相关的咨

询服务；

2. 数据共享和再利用（Data sharing & 

reuse）：数据共享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

的研究、杂志等参与数据出版的整个过程，

在主题机构库中进行数据共享；

3. 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s）：采用 DMPTool 实行数据管理规划；

4. 工作平台（Workshops）：目前正

在建设过程中；

5. 更多可参考的资源：包括可供查看

的耶鲁大学 Data & eScience Group 的规定、

其他学校数据管理指南汇集以及其他学校

整理的优秀的数据管理培训内容等。

弗尼吉亚大学图书馆——科学数据咨询服务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

U.Va）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科学数据咨

询组（Data Management Consulting Group，

DMConsult），从计划撰写、项目启动、数

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项目结束

等数据生命周期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发现、

存档，以为用户作出正确的决策，并使得

研究数据能在未来可以得到持续地利用。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提供数据管理的服务

主要有数据管理计划的支持，如提供 NSF

数据管理计划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鼓励

研究人员对 DMPTool 的使用；数据管理计

划组件服务，包括文件格式和数据类型、

组织文件服务、安全存储备份服务、数据

共享、版权隐私保护等 。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管理你的数据

随着数字化的趋势，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图书馆意识

到需要在数字环境中加强科研数据管理。

为此，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实施了新的

服务——“管理你的数据”（manage your 

data）。通过实践、培训、辅导等形式，

各国大学的实践

数字图书馆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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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科研资助主要来自 4 个公

共基金：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 UK，RCUK）、惠康基金（Wellcome 

Trust）和研究信息网络（The Research 

Information Network，RIN） 。这些科研资

助机构分别在不同的年份对数据管理和共

享发布了不同的政策，政策中提及最多的

内容是数据访问、数据保存、数据共享、

数据版权、机构库等。在这些政策的支撑

下，许多科研机构（主要以高校为主）也

相应地制定了本机构的数据管理与共享计

划。在具体实施这些计划过程中，英国高

校图书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剑桥大学图书馆

剑 桥 大 学 图 书 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成立了数据管理网

站， 还 开 发 了 自 存 档 机 构 库 DSpace@

Cambridge，以促进科研成果的保存与传

播。该校师生可以方便地将他们的研究论

文、科研数据、图像以及多媒体资料等

各类型科研资料与成果存储在该数据平

台并与其他人共享彼此的成果。这是英

国 Incremental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

由剑桥大学图书馆和格拉斯哥大学人文

科学先进技术与信息学院（University of 

Glasgow's Humanitie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e，HATII）合作，

并在 JISC 资助下完成。目的是给研究者、

计算机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提供管理和

再利用数据的工具，并能使相关部门尽可

能轻松地保护电子资源。图书馆在进行数

据管理与服务中，主要在以下四个过程中

提供服务 ：

1. 创 造 你 的 数 据（Creating your 

data）：在构建研究数据时，注意数据采集、

数据规划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遵守的知

识版权保护和道德规范；

2. 组 织 你 的 数 据（Organising your 

data）：在组织研究数据时，对数据进行

命名、组织文件结构、版本控制以及对数

据进行实时记录；

3. 获 取 你 的 数 据（Accessing your 

data）：主要是研究者如何获取自己的数

据资源、外部数据资源以及在管理数据过

程中进行协作并发布数据资源；

4. 管理你的数据（Looking after your 

data）：主要涉及到对数字资源的存储、

备份以及实时保护研究者数据、存档和数

据共享。

此外，为了能够帮助研究者尽快地熟

悉这四个过程，以更好地进行数据管理，

剑桥大学图书馆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培训

内容。包括专门对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研

究者的培训课程、对研究生的数据管理培

训课程、剑桥大学本校研究者的培训课程、

校外研究者的培训课程、专题研讨会形式

的培训，这些培训的内容以 PPT、PDF 或是

音频等形式在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图书馆等

相关网页上展示，并提供浏览、下载 。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信息服务部从制定数据管理计划（RDM 

planning）、 数 据 管 理 基 础 设 施（Active 

data infrastructure）、 数 据 工 具 与 服 务

（Data stewardship）、数据管理支持（Data 

management support） 等 四 个 方 面 规 划 了

2012~2014 年度的数据管理实施路线 。在这

个实施路线中，爱丁堡大学设置了数据管理

机构——EDINA 与数据图书馆（EDINA and 

Data Library），并设置了数据管理岗位，共

有 4 个，分别是：数据馆员，副数据馆员；

为科学研究者提供数据创建、存储、分析、

分发、长期保存等解决方案。具体的服务

内容有：数据管理计划，为创建数据管理

计划（DMP）提供模板；数据版权和合理

使用；数据保存和存档；数据共享和数据

发现；解决数据保存和长期可获取等问题；

定期培训并发布培训课件。此外，图书馆

还重点利用学校建立的数据或机构仓储以

及已有的基础设施，与校园内其他部门合

作以建设科研数据管理的软硬件环境，如

与明尼苏达信息技术办公室、明尼苏达机

构库、明尼苏达大学塞博基础设施联盟合

作 ，促进数据管理的实施与执行。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数据阶段型存储库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图

书馆针对本校研究者的数据管理服务项

目是“数据阶段型存储库”（Data Staging 

Repository，DataStaR），以机构库为基础，

为研究者共享数据集提供暂时的、过渡性

的存储节点，并设想在未来建成一个数据

管理平台及形成一套完整的服务方案，由

图书馆员负责，通过协助研究者完善数据

和元数据以促进共享，以使数据成果能够

获得长期使用和保存 。DataStaR 项目在

进行数据管理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做法，

如用户对上传的初始数据集可以自行调整

甚至删除，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和意愿自

行设定共享范围。同时，DataStaR 制定了

富有弹性的存储政策，不强制学者提交数

据，也不规定数据集只能发布到康奈尔大

学图书馆的 eCommons 中，而是在完成数

据管理之后，恳请学者同时在学科库和机

构库中发布成果。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从

“以藏为主”转变成为一个活跃的科研代

理人，为科研数据交流、知识共享提供机

会和桥梁。为了更好地扮演桥梁的角色，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于 2008 年 7 月创建了

一个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组（The DISCOVER 

Research Service Group，DRSG），成员包

括学者、计算机专家、图书馆员和来自

Fedora Commons 社区的机构库建设者，

DRSG 通过开发用于数据管理的软件，为

研究者提供方便的数据管理和保存方案 。

剑桥大学图书馆

英国

数字图书馆 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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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数字学习咨询师；数据图书馆助理。

EDINA 与数据图书馆的具体职能包括 ：

1. 数据图书馆和咨询（Data Library & 

consultancy）：包括为分析、教学、课程

发展检索、获取、使用研究数据；

2. 数 据 仓 储， 数 据 共 享（Data 

repository：Data Share）：包括为学校研究

者提供出版研究数据服务；

3. 研究数据管理指南（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guidance）：通过研究者的研

究计划为研究者规划和保证数据安全提供

在线指南；

4. 研究数据管理培训（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Training）：通过软件练习的

方式为从事研究的学生和员工提供在线培

训课程。

具体来说，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角色

是：给研究者提供在线帮助、工具包、模

板；对数据管理的政策进行宣传，提高研

究者对数据管理的认识并对数据管理的完

善提出具体的建议；对数据进行存档以及

对研究者的数据管理技能进行评估；对数

据管理的效果和影响进行监测等等 。

南安普顿大学图书馆

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在 2012 年 2 月， 制 定 了 数 据 管 理 政 策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并对研究数据的类型、

存储、备份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研究数据

管理由图书馆的 LibGuides 负责，并在该校

图书馆页面上提供了类似“数据管理计划”

网页，指导科研人员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图

书馆的参考馆员、学科馆员或是联络馆员将

在帮助研究人员制定数据管理计划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并且在数据管理过程中，馆员和

研究人员通过沟通形成了良好的关系，以了

解其数据管理需求，辅助其制定数据管理计

划。图书馆主要的服务内容有 ：

1. 数 据 管 理 规 划（Data Management 

Planning）：包括选择最适合数据存储、获

取和管理的形式、明确研究者的角色和责

任，等等；

2. 数据描述（Data Description）：建

立元数据；

3. 数据共享（Sharing）：根据相关政

策和相关规定，为数据的被发现和利用提

供最有效的途径；

4. 数据保留（Retention）：为研究数

据的长期存储和保存做准备；

5. 数据存储（Storage）：按照研究文

件存储流程进行研究数据的存储；

6. 培训（Training）：为研究者提供

在线等多种形式的咨询与辅导。

埃克塞特大学图书馆

埃克塞特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Exeter Library）把研究数据广泛地定义为测

量内容（measurements）、数字（numbers）、

图像（images）、文献（documents）、出版

物（publications）等。在 JISC 的资助下，

形成了“开放埃克塞特项目”（Open Exeter 

Project），并通过该项目建立了研究数据管

理网站，该网站的内容由图书馆负责维护，

主要提供的研究数据管理内容有 ：

1. 创建（Create）：包括数据管理规划、

创建数据管理规划指南、数据管理规划资

助者具体的指南；

2. 组织（Organise）：包括对数据文

档和文件的命名、版本控制、文档支持和

元数据、参考文献管理；

3. 获取（Access）：包括借助网络或

是离线形式获取数据、数据共享、开放

存取；

4. 维护（Maintain）：包括数据存储、

备份、数据选择和评估、长期保存、数字

机构库、数据引用；

5. 推广研究（Promote your research）：

开放存取、使用社会媒体；

6. 培 训、 支 持 和 指 南（Training，

Support and Guidance）：为学生、监管者

进行培训、案例研究和指南、数据信息安

全培训等。

随着科研数据管理逐渐成为图书馆

学研究和实践的新领域，国内外高校图书

馆在参与科研数据管理方面都已取得了一

些成果。在国外，高校图书馆主要是作为

学校科研数据管理项目开发的组织机构之

一，或是对科研数据管理的基础设施进行

搭建，或是主导学校特定的科研项目，图

书馆在这个过程中以已有的资源为基础，

拓展图书馆已有的服务；而在我国，高校

图书馆参与数据管理的数量还不是很多，

已有的一些图书馆主要参与形式是先以平

台研发为主，再结合本校的特色资源服务

于本校研究人员，以显示图书馆在科研数

据管理中的主导性角色定位。但总的来说，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在积极探索科研数据管

理的实践中，都注重自身的信息组织和传

播职能，强化图书馆作为数字时代信息管

理中心的职能，力争在 E-science 环境中

承担起科研数据管理的任务。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本刊讯  3 月 22 日，锐捷网络在北京召开

“简网络 驭变革”2016 产品战略发布会。锐捷

网络品牌总监何成梅表示，2016 年，锐捷网

络将通过深入场景求创新，不断重塑“简网络”

的价值内涵，打造持续精进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何成梅介绍说，互联网应用浪潮势不可挡，

为锐捷的“极简”产品理念提供了成长土壤。

锐捷以“牛顿”交换机为核心的极简网络帮助

用户实现“整网一机”的简单管理，也引领着

交换机产品线不断突破。

路由器方面，锐捷网络发现许多用户为了

支撑业务发展、提升使用体验 , 锐捷工程师本

着“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理念，与用户一道梳

理网络，拿出解决方案充分释放现网潜力，大

大帮助用户节省了开支。

此外，锐捷网络“云课堂”也从 2.0 发展

到 3.0，再度实现“进化”。锐捷网络云课堂

产品事业部产品经理陈申杰表示，“云课堂”

的研发过程一直很特别，是“直接在用户身边

做出来的产品”。

“锐捷网络 2016 年‘简网络’产品及解决

方案，在‘扎根行业、场景创新’的核心理念

基础上，正根据用户业务及时代变革的需求，

不断精进演绎、自我进化，成长为用户在新商

业环境下驾驭变革的得力助手。”锐捷网络相

关人士说。

锐捷网络召开2016产品战略发布会

数字图书馆资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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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 数字化校

园的构建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数字化

校园的 CAS 集成方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

题。Cacti 是一个常用的开源网络管理监测

图形分析工具，在很多高校的网络日常管理

和运维中被广泛运用。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使用的是 CactiEZ 中文汉化版，其基于

CentOS6，整合了 Spine，RRDTool，集成了

Monitor、Syslog、Weathermap 等等插件以

及 Apache，Squid，MySQL 等等必要软件环

境，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完整 Cacti 中文解

决方案。近来遇到了一个新需求，就是需要

尝试为 CactiEZ 集成数字校园的 SSO（Single 

Sign On，单点登录）功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采用的数字校

园系统支持 CAS（Central Authentication 

Service，中央认证服务），部署了专门的

CAS Server 为相关业务系统提供 SSO 登录认

证服务。CAS 是由 JA-SIG 开发的一套基于

Apache 协议的开源系统，在教育行业运用很

广泛，很多高校均采用了 CAS 作为数字校园

的单点登录解决方案。Cacti 主要采用的是

php 语言开发，幸运地是，JA-SIG 提供了

开源的 CAS phpClient，同时 Cacti 也提供

了相关的用户登录接口，可以利用这些接口

实现两个系统的对接和集成。具体对接方法

如下：

1. 首先到 JA-SIG 官网下载最新版本

的 CAS php 客户端（下载地址：https: / /

developer.jasig.org/cas-clients/php/

current/），现在的最新版本为 1.3.4；

2.CAS phpClient 需要依据 DOM 标准

（Document Object Model，文档对象模型）

对返回的 web 文件进行 xml 解析，因此需要

php-dom 安装包，在 CactiEZ 的安装镜像里

是没有默认安装的，所以首先需要通过 yum 

install php-dom 来安装该功能；

3.解压第一步下载的CAS-1.3.4.tgz文件，

将里面的接口文件（CAS.php文件和 /CAS文件

夹）放到CactiEZ的 Apache发布文件夹内，默

认为 /var/www/html/，以便后续调用；

4. 在该文件夹下再建立一个 ssoLogin.

php 文件，主要代码段和注释内容如下：

///// 引入和初始化 CASphpClient 和 Cacti 接口 /////

require_once 'CAS.php';  // 引入 CASphpClient

include("./include/global.php"); // 引入 Cacti 接口

// 指定 CAS Sever 地址，端口和虚拟目录

p h p C A S : : c l i e n t ( C A S _ V E R S I O N _ 2 _ 0 , 

"211.87.***.***”, 8080, "/cas");

phpCAS::setNoCasServerValidation(); // 不进行服务

器 SSL 验证

///////////////////////////////////////////////////

///// 验证和对接过程 /////

phpCAS::forceAuthentication(); // 进行强制的 CAS

验证

$CASuser= phpCAS::getUser();  // 获取 CAS 验证成

功后的登录名

$cactiuser = db_fetch_row("SELECT * FROM user_

auth WHERE username = '" . $ CASuser. "'"); // 根据

CAS 登录名到 Cacti 用户表里查询对应用户

if (sizeof($cactiuser) > 0) {           

        // 如果该 Cacti 用户存在

        $user_enabled = $user["enabled"];

        if ($user_enabled != "on") {// 判断该用户是否被

使能

            echo " 用户账户已被禁用 .";

            exit;

        }

    // 已被使能，调用 cacti 接口，将登录记录插入到

用户日志和系统日志

    d b _ e x e c u t e ( " I N S E R T I N T O u s e r _ l o g 

(username,user_id,result,ip,time) VALUES ('" . $ 

cactiuser ["username"]."'," . $ cactiuser ["id"] . ",1,'" . 

$_SERVER["REMOTE_ADDR"] . "',NOW())");

cacti_log("LOGIN: User '" . $ cactiuser ["username"] 

. "' Authenticated", false, "AUTH");    

            // 按 cacti 要求给 SESSION 赋值，用户获得

访问被 CactiEZ 授权访问的页面

$_SESSION["sess_user_id"] = $ cactiuser ["id"];

 $firsturl =“graph_view.php” // 跳转到指定的用户

首页面

header("Location: $ firsturl ");

        exit;

 }

else{//cacti 中无此用户，记录到 cacti 系统日志并提

示用户

       cacti_log("LOGIN: Access Denied", false, 

"AUTH"); 

echo" 无此用户，请现在 CactiEZ 中新建该用户并配

置权限 ";

exit;

}

5. 重启 httpd 服务后，访问 fttp://

CactiEZ-Server/ssoLogin.php 页面，将自动

跳转至 CAS 认证页面，输入统一身份认证用

户名密码并通过验证后，用户将获得 CactiEZ

的权限，并跳转至代码里指定的 graph_view.

php 页面，单点登录成功！

由于 cacti 对用户权限控制划分非常

细致，所以仅仅使用 CAS 的统一身份信息

并不能对 cacti 用户权限进行细分，所以

在 cacti 系统里，还是需要预先建立一个和

CAS 中欲访问用户名相同的本地用户，并为

其预先设置好访问权限，否则将会提示“无

此用户，请在 CactiEZ 中新建该用户并配置

权限”的错误。因此从这方面看，可能利用

CASphpClient 与 CactiEZ 对接仅仅能起到用

户名密码的单点登录，对 CactiEZ 的用户管

理并没有更多的帮助。但是 JA-SIG 除了 PHP

接口，还提供了 .NET 和 JAVA 等等的类似

CAS 接口，利用这些接口和本文思路，我们

可以方便得实现各种自制或开源系统与 CAS

的集成，从而为这些系统实现校园统一身份

认证功能。

作者单位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网络及教育技术中心

利用 JA-SIG CAS 实现 Cacti 的
数字校园单点登录集成 文 / 夏凌云 田爱宝 宋文文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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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内高校的网络管理中 , SNMP

一直是被普遍接受的通用网络管理协议标

准和工业标准。但是随着各高校网络设备

数量越来越多和复杂 , 需管理监控的数据日

益增多，使 SNMP 网络管理协议更高效地工

作，成为了保障高校网络安全运维的重要

条件。上海财经大学网络中心对此问题做

了专门研究，设计出两种新的 SNMP 服务，

并利用现有的 SNMP4J 开源库，在其总体框

架上进行扩展，有效地提高了网络设备的

管理效率。

校园网络设备管理现状

上海财经大学现有网络设备 1000 多

台 , 需管理的设备型号复杂多样 , 尤其是核

心层设备上的管理数据量非常大 , 使用传统

的SNMP管理协议来监控和管理效率比较低。

对于学校的网络管理系统来说，如设备告警

和性能等许多业务数据，是通过管理信息库

MIB 表来获取的。由于 SNMP 标准报文 GET，

GETNEXT 报文的限制，如要获取相关的业务

数据信息，必须将整个 MIB 表中告警和性能

节点的数据全部获取下来，然后再进行过滤

筛选。当整个 MIB 表非常庞大时，这种做法

耗时较长且会消耗较多的带宽。

SNMP新成员构思方案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在上海财经大学网

络管理系统中设计了新的解决方案，提出两

种新的 SNMP 服务，getAlm 和 getPm。

首先在新 SNMP 服务中需对过滤条件进

行设置，封装在 SNMP 的 GET 报文中，有选

择的获取 MIB 对象值。新服务沿袭了 SNMP

协议内容简单的特点，只需对 PDU 报文的

get-request 进行扩充 (get-Alm-request 和

get-Pm-request)，response 报文结构维持

不变，但需要在返回的 PDU 数据包中，增加

对新服务的异常状态处理。

对于 get-Alm-request，默认设置的

过滤选项：cardtype 板卡类型，severity 严

重级别，alarmtype 告警类型，alarmtime

告警产生时间。而对于 get-Pm-request，

默认选项包括：pfmtime 性能产生时间 ，

pfminterval 性能监控间隔 ( 包含 15 分

钟 或 24 小 时 )， cardtype 板 卡 类 型，

pfmparameters 性能监控参数。上述这些

选项可在 SNMP 管理端进行设置，SNMP 的

Agent 端支持按上述选项过滤输出结果。

对SNMP协议数据单元做如下新的定义：

PDU ::= CHOICE　{

  get-requestGetRequest-PDU,

  get-nextrequest GetNextRequest-PDU,

  response  Response-PDU,

  set-requestSetRequest-PDU,

 get-Alm-request GetAlmRequest-PDU,

  get-Pm-request  GetPmRequest-PDU

}

GetRequest-PDU ::=  [0] IMPLICIT PDU

GetNextRequest-PDU ::=   [1] IMPLICIT PDU

Response-PDU ::=    [2] IMPLICIT PDU

SetRequest-PDU ::=   [3] IMPLICIT PDU

GetAlmRequest-PDU ::=[20] IMPLICITAlm PDU

GetPmRequest-PDU ::= [21] IMPLICITPm PDU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使用 ASN.1 描述

SNMP 的 Protocol Data Unit( 协议数据单元

简称 PDU) 定义中，在 choice 可供选择的类

型中新增了“20”和“21”两种新类型。

对于这两种新 PDU 的定义，在下面的

ASN.1 中给出了具体描述。

AlmPDU ::=

    SEQUENCE{

 request-id  INTEGER

 number-of-logic  INTEGER(0..8)

 max-return-records    INTEGER

 variable-bindings VarBindList

}

PmPDU ::=

    SEQUENCE{

 request-id   INTEGER

 number-of-logic   INTEGER(0..8)

 max-return-recordsINTEGER

 variable-bindings  VarBindList

}

上述 PDU 设计了最多八个逻辑表达式的

条件，现在假设这个过滤条件数为 n，这 n

个条件将出现在 VarBindList 变量表中。对

于 varbindlist 的变量名和值，这里的变量

名指的是上述 cardtype, severity 等过滤选

项所对应的目标 Object Identifiers( 简称

OID) 值。而变量值罗列出了这些目标对象可

能的取值范围。在逻辑条件表达式中，需要

逻辑运算符来把变量名和值联系起来。因此

设计了在目标对象名中用固定的整数值来表

示相应的逻辑运算符：０表示“=”，１表

示“<”， 2 表示“>”， 3 表示“<=”， 

4 表示“>=”， 5 表示“!=”。

这样 varbindlist 变量表中的名和值键

值就可以联系起来了。下面给出 varbindlist

的定义。

VarBindList ::=SEQUENCE OF VarBind

VarBind ::=

    SEQUENCE{

    name myObjectName,

--  { myObjectName 0}: 对象名等于某值 

　--  { myObjectName 1}: 对象名小于某值

　--  { myObjectName 2}: 对象名大于某值

SNMP 协议家族的新成员
文 / 陶晋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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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ET 报文

新 SNMP 服务的
RESPONSE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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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yObjectName 3}: 对象名小于等于于某值

　--  { myObjectName 4}: 对象名大于等于某值

　--  { myObjectName 5}: 对象名不等于某值。

    CHOICE {

   value objectSyntax,( 出现在 response 报文或

AlmPDU 和 PmPDU 报文中 )

    NULL, ( 出现在一般的 get 报文中，为空值 )

    noSuchobject[0]

    noSuchInstance   [1]

    endOfMibView    [2]

    endOfAlmTable    [3]

    endOfPmTable[4]

( 出现在 response 报文中可能返回的异

常结果。)

这里设置的endOfAlmTable和endOfPmTable

标签，是因为考虑到设置的返回记录数大于实

际数目时可以提前跳出。varbindlist变量表中

的字段包括了两个条目：过滤条件和请求字

段。其中的前x个 varbind表示过滤条件，x

的值就是number-of-logic字段值，其中每个

varbind由变量名和值组成；而其余的varbind

表示请求字段，其中的varbind只包含了所取

的变量名。

另 外 两 个 PDU 中 的 max-return-

records 字段表示了根据条件，AGENT 端所

返回的最大记录行数。如果该值设置成了

n，则只会返回所有结果集中的前 n 条记录

数据。如果 max-return-records 设置成了

-1，那么 AGENT就会返回所有的记录结果。

当 AGENT 在处理 get-Alm-request

和 get-Pm-request 请求报文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各种异常情况 , 因此也需要对

response 报文作相应的修改。

下面给出它的定义。

PDU ::= SEQUENCE {

request-id  INTEGER

    error-status

 Integer{

    noError(0),

    tooBig(1),

    nuSuchName(2),

    badVaue(3),

    readOnly(4),

    ⋯⋯

    authorizationError(16),

    notWritable(17),

     

numberOfLogicError(20),

    maxReturnRecordsError(21),

    myObjectNameWrong(22),

    conditionWrong(23)

}，

    error-index 

    Variable-bindings VarBindList

}

上述定义中，20-23 是针对 getAlm 和

getPm 请求报文的响应。numberOfLogicError

指的是逻辑条件数错误，由于目前设计的

最大条件数为 8，因此取值范围为 1 到 8。

maxReturnRecords 应为最大返回的记录数 ,

如取值异常，maxReturnRecordsError 就会

显示错误。myObjectNameWrong 指的是由

于 myObjectName 后的数值取值异常而引起

的错误。正常情况下，myObjectName 后的

数值只能在 0 到 5 之间取整数值。最后的

conditionWrong 指的是在 getAlm 和 getPm 请

求中使用了错误的过滤条件，所取数值超过

了取值范围，将会返回 conditionWrong 状态

的错误。

SNMP新成员具体实现方案

getAlm 和 getPm 报文是用来提升现有

SNMP 管理性能的，在目前现有的 SNMP 管理

端解决方案中，我们选用了 SNMP4J, 在保持

原有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做简要的扩充，

以支持这两种新报文，满足功能需求。

图 2 给 出 了 相 关 类 图 的 简 要 设

计。 主 要 思 想 是 对 SNMP4J 中 的 PDU 和

VariableBinding 类做了扩展，新增了

WDMPDU 类和 WDMVariableBinding 类，分

别继承了 SNMP4J 框架中原有的 PDU 类和

VariableBinding 类。

在原有的 PDU 类中，包含了各种 PDU

数据包类型和各种异常情况状态等属性，

根据新增的两种 getPDU 类型，在 WDMPDU

类中需增加相应的属性，即 GetWDMAlm

和 GetWDMPm，同时也新增了 4 种异常情

况状态属性。在 PDU 类中包含了一些方

法，分别是 addOID( )，getVariable( )，

getBERPayloadLength()，decodeBER()，

encodeBER( )，getTypeString( ) 等。其

中 addOID( ) 给 PDU 报 文 增 加 mib 号，

getVariable() 获取对应的 mib 节点数值。

getBERPayloadLength() 获取 PDU 报文的内

容长度，是由 requestID，errorstatus，

errorIndex，还有 variableBinding 各字段

长度值累加组成。其中 errorstatus 字段

在 response 报文中表示报文错误状态码，

在 getAlm 和 getPm 报文中表示的是逻辑

操作符数目 numberOfLogic；errorIndex

字段在返回报文中表示错误索引值，在

getAlm 和 getPm 中表示的是返回记录数

maxReturnRecords。另外 requestID 报文标

识值长度计算方法也相同，variableBinding

长度值是由 VariableBinding 类来计算。因

此 WDMPDU 类中 getBERPayloadLength() 和

原来的计算方式相同，再加上 addOID( ) 和

getVariable()，不需要在子类中重写相关方

法。PDU 类中的 encodeBER() 和 decodeBER()

分别对即将进入网络传输的 PDU 数据包的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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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流，和进入主机的 PDU 数据包的输

入流进行编码和解码，也需要分别对上述

requestID，errorStatus，errorIndex 和

variableBinding 字段进行编码解码，还需要

对报文的类型是否正确进行判断，这就需要

在 WDMPDU 子类中对这两个方法进行重写，

以支持新增加的 GetAlm 和 GetPm 报文。PDU

类中的 getTypeString() 也需要重写，它根

据 PDU 报文类型返回对应的报文描述，需要

增加新增两种报文的支持。

在原有的 VariableBinding 类中，包含

了 oid 和 variable 属性，分别表示 mib 节点

标识和对应的值。WDMVariableBind 类由于

新增了比较运算符，因此新增了 operator 属

性。VariableBinding 类含有 oid 和 variable

的 get 和 set 方法，用来获取和设置对应的

属性值。它们在子类 WDMVariableBind 类中

同样存在，因此这里不需要被重写，直接

继承父类中的方法即可。VariableBinding

类中的 decodeBER() 和 encodeBER() 对进出

网络的 PDU 数据包中的 variable 变量绑定

域的输入输出流进行编码和解码，原先的

方法中只是对 oid 和 variable 属性分别进

行编码和解码，现在 WDMVariableBind 类

新增了 oparator 属性，在编码和解码过程

中需要增加对 operator 属性的编码解码

操作，因此在 WDMVariableBind 类中重写

了这两个方法。最后 VariableBind 类中的

getBERPayloadLength() 方法用于返回 PDU 报

文中 variable 变量绑定域的内容长度，是由

oid 和 variable 这两个属性内容的长度值累

加而成。现在新增了 operator 属性，同样

需要在WDMVariableBind类中重写这一方法，

需要将这三个属性内容的长度做累加。

WDMSNMPRequest类提供了常用的GET，

GETNEXT，SET 等标准 SNMP 相关操作，还

增加了 GETWDMAlm 和 GETWDMPm 方法。该类

继承了标准 SNMP4J 框架中的 SnmpRequest

类，SnmpRequest 类提供了 mib 表示符 oid

号，SNMP 版本号，PDU 数据包类型，允许

的超时时间，地址，

团体字符串等属性信

息，还包括了获取和

设置 oid 相关数值的方法，创建 snmp 会话

的方法等。例如 getPDU( ) 方法利用父类的

createSnmpSession() 方法创建 snmp 会话，

然后进行监听。随后创建 target 对象，设

置该对象的 address，timeout，版本信息

等属性。接着根据需要，创建 PDU 数据包

对象或是新增的 WDMPDU 数据包对象，并设

置PDU类型，增加VariableBinding对象或新

增的WDMVariableBind对象到PDU数据包对象

中，如果是GETWDMAlm和 GETWDMPm操作，还

需调用WDMPDU类中的 setNumberOfLogic() 和

setMaxReturnRecords() 对过滤条件数和最大返

回记录数进行设置。最后等待AGENT端返回标

准的SNMP的Response数据包，关闭snmp会话。

WDMSNMPRequest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下面结合 SNMP4J 的框架，给出具体的

实现的流程。

实现流程：　

如图 3 所示，首先实例化一个 SNMP 对

象，调用该对象的 listen() 方法监听消息。

构造 UserTarget 对象设置对应属性。接着构

造一个 PDU 或是 WDMPDU 对象，生成一个包

含了 MIB 库中 ID 的 OID 对象，将此对象添

加到 PDU 或是 WDMPDU 对象中去，且需设置

该报文获取类型。上述过程完成后，就可以

调用Snmp类中的send()函数来发送消息了。 

消息被发送之后，便等待响应的到达，

到达后返回一个 ResponseEvent 对象，该类

提供了 getResponse() 方法，可以取到返回

的 PDU 或 WDMPDU 对象。

示例代码：

Snmp snmp = createSnmpsession();  

snmp.listen();  

然后创建并设置 target 对象的一些属性，如地址，超

时，版本等，

CommunityTarget target = new CommunityTarget();

target.setAddress()。

接着创建 wdmpdu 对象：

WDMPDU wdmpdu = new WDMPDU();  

Variable var = new OctetString(value); 

如整型则对应初始化相应的类型 new 

Integer32(value)。

再将wdmpdu对象赋予对应mib的oid值：

wdmpdu.add(new WDMVariableBinding(new 

OID(oids), var) );

设置 w d m p d u 属 性， 如 w d m p d u .

setType(WDMPDU.GetWDMAlm)。

通过 snmp . s e t ( w dm p d u , t a r g e t ) .

getResponse; 就可得到对应的返回结果。

最后关闭连接 snmp.close()。

应用效果

经实际环境下的测试，发现通过增加过

滤条件设置，扩充协议新成员的方案，能够提

高性能表现。与标准的GET报文相比，在获取

大量告警或性能信息的时候，采用getAlm或

getPm，从 request请求数，response响应数，

发送和接收字节数以及延时各方面比较了GET

与 getAlm或是 getPm的差异。

比较获取告警信息时的差异发现，需

要获取告警级别是 critical，且告警类型

是设备告警的所有信息。在本实验中需要

得到的是 severity 和 alarmtype 节点。构

造过滤条件：(severity=“critical”) AND 

(alarmtype=“device”)，而请求获取的字

段则是告警时间和板卡类型。

比较获取性能参数信息时的差异，

现在需要获取性能间隔参数是 15 分钟，

且板卡类型是 LWX2 双通道任意速率通道

转换板的所有信息。在本实验中需要得到

的是 pfminterval 和 cardtype 节点。构造

的过滤条件：(pfminterval=“15”)  AND  

(cardtype=“LWX2”)。

通过以上实验发现，使用 getAlm 或

getPm 来获取告警和性能信息 , 特别是在有

大量数据需要获取的时候 , 能够减少网络中

传输的对象字节数，减少延时。

目前，上海财经大学网络中心通过与设

备厂商合作，通过对设备进行固件的升级，

大多数设备已经支持以上这种新的获取告警

与性能数据的方式。网络管理系统获取管理

数据非常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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