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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安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近年来网络安全成了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业界对安全人才的需求和

高校人才培养的差距经常成为国内许多安全会议争论的焦点。2015 年，国

家批准成立了“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并且批准了首批 29 所大学网络

空间安全专业的博士点。无论工业界还是学术界都对此欢欣鼓舞，“一级

学科”的批准成立的确对对安全行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然而，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建设、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却非一日之功，各

高校如何建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成了许多高校老师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一级学科成立之前，许多高校从本科阶段就设立了信息安全专

业，尽管这些探索对现在的局面起到促进作用，但并不能让各界满意。本

期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及百度、

360、启明星辰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企业专家们一同探讨师资队伍建设、学

生培养等话题，希望对关心这一学科建设的老师有所启发。

了解网络空间安全的特征很重要，攻击与防范的对抗渗透在网络安全

各个研究课题之中，无论是密码学、系统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不考虑

攻击的防范和不考虑防范的攻击，都不是好的安全研究。但是，系统化的

学术研究毕竟不能等同于挖漏洞，更注重系统化的方法，企业也更需要系

统化的扎实的防范能力的研究。很多老师认为，关于计算机系统原理、编程、

编译等基础性的课程对于安全研究的能力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承认，国内在安全领域的许多方向的研究和国际上还有一定

的距离，我们需要更多地着眼于世界上领先的研究，至少是世界范围内共

同关心的问题，才可能得到国际学术圈的认可。如果找一个简单的方法衡

量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认可度，那么安全领域国际四大顶级会议

（BIG4）是一个指标，应该鼓励老师和学生在这一方向争取突破。

另外，学术界和工业界深入地交流与合作对工业界和学术界是双赢的。

国内学术界有时过多强调理论研究而脱离实际，比如片面追求“科学问题”。

实际上，新批准的“网络空间安全”属于工科，紧密结合工业界的实际问

题的研究可能更有价值。美国网络安全领域的研究是世界领先的，也是工

业和学术结合最为紧密的，很多博士生会在暑假里在企业实习，这对学生

的职业生涯是很有帮助的。

今年初成立的“网络安全研究国际学术论坛”（InForSec）就是致力于

架起这样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传播先进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组织各种学

术活动促进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和工业界、老师和学生之间在网络安全学

术方面的交流。借助微信、视频直播等新的传播手段，论坛已经引起了世

界安全学术领域华人学者的广泛关注。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论坛的活

动，也希望 InForSec 论坛能够成为各高校“网络空间安全”研究和人才培

养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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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计划在 2018 年启动    
十亿欧元量子技术项目

继石墨烯和脑科学项目之后，

欧盟在科研领域再次发力，计划于

2018 年启动规模相当、总额 10 亿欧

元的量子技术项目，希望借此促进

包括安全的通信网络和通用量子计

算机等在内的多项量子技术的发展。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娜塔丽·范

迪斯塔特表示，尽管这一项目的开

展方式还未敲定，但其在规模、时

间跨度以及目标实现等方面，与欧

洲目前的两大旗舰项目——石墨烯

旗舰项目和人类大脑工程相当，资

金将来自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

4 月 19 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宣

布，打算支持这一计划，将其置于“欧

洲开放科学云”计划之下。欧盟委

员会同时还表示，在 2020 年前，将

在云计算领域投资 20 亿欧元。欧盟

委员会认为，这一旗舰项目将刺激

欧洲量子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是

“第二次量子革命”的一部分。欧

盟量子计划将包括支持更容易市场

化的系统，比如量子通信网络、超

灵敏的照相机、能帮助设计新材料

的量子模拟器等。同时，它也将关

注长期项目，比如通用量子计算机

以及手机用高精度传感器等。

《自然》

L'Usine nouvell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extremetech

澳洲“新快网”

（来自 extremetech.com）

（来自 usinenouvelle.com）

（来自 xkb.com.au） （来自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法国数据市场 2015 年交易金额为 19 亿欧元

根据 Markess International 的数据显示，法国市场分析、

大数据，数据管理及相关服务在 2015 年达到了 19 亿欧元，

并预计得益于经济的数字化改造，在 2016 年和 2018 年之间

每年将会增长 12％。

每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有的有些停滞或略有上

涨，但比如可视化数据，大数据和预测分析等则是在强劲增

长。大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规模同样巨大，根据 IDC 发

布最新研究结果，预测到 2018 年全球大数据技术和服务市

场的 2018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26.4%，规模达到 415 亿

美元，是整个 IT 市场增幅的 6 倍。

澳洲即将建立高校数据库

据了解，澳洲将出台一个审查项目，通过建立全国性的

高校数据库，同时与世界多国联手，打击简历欺骗行为。简

历将会被澳洲招聘机构严格审查。

报道称，研究者发现，多达三分之一的应聘者曾在简历

上造假，一些重要的职位候选人也会造假，而招聘机构常被

批评检查不力。为了挑出造假简历，澳洲一些公司已经开始

使用软件和跟踪系统。一些资历颇深的招聘方更是能迅速发

现造假行为。

美国两成年轻人舍弃电脑 完全依赖手机上网

根据近期美国 ComSco re 的最新报告，移动设备的不

断创新使得计算机的使用率骤降。ComSco re 数据显示，

PC 的年度使用率大幅下降。而这一下降趋势将一发不可

收拾。

根据 ComScore 的报告推算，其中用于多媒体的时间占

65%，用于应用程序的时间占 56%。报告中最令人意外的数据

是：已有 20% 的千禧一代 ( 介于 18-34 岁之间 ) 不再使用电脑。

尽管“移动端”和 “PC 端”的界限依然明晰，但在未来极有

可能被模糊化，电脑在企业运营中仍必不可少，且大型游戏同

样非电脑配置级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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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最近，网红这个词有点儿热，其实，不是有点儿，而是很热。

可以说，2016 年 ,“网红”一词彻底爆红。这个过去的社会边

缘现象正式步入大众视野 , 不管你期待也好反感也罢 , 网红走上

了产业化之路。比如，Papi 酱一次广告拍出 2200 万。

这时候，新华网发布的文章《让“积极网红”驱逐“粗鄙网

红”》马上应时地出来了，并在微博上广为流传，网友笑称现在

连网红也分级了。在网红圈有这么一句话：美貌与才华都不会被

埋没。舆论圈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才华卓越的积极网红代表在

哪里，请让我们看到你，好吗！”其实，积极网红已经加入了，

比如大家熟悉的霍金。

霍金的微博一开，粉丝数超百万。

我们来严肃地八卦一下这件事。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

金 4 月 12 日在中国微博网站正式开通个人页面，并用中英双语

向中国朋友问好，希望与网友分享生活趣事和工作心得。

霍金的微博注册名为“史蒂芬霍金 _StephenHawking”，认

证为“霍金教授的官方微博”。霍金微博主页以其个人照片为

头像，背景图片是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一片星云，恒星正在

其中诞生。截至发稿前，霍金尚未在微博关注其他“博主”。

其主页信息显示，霍金微博的注册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3 日，

但直到 4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12 分才发出第一条微博。

霍金在微博中写道：“我的中国朋友们，你们好吗？好久

不见了！我上次拜访中国是在 2006 年，当时在北京参加了一场

物理会议，那次经历非常难忘。我的首次中国之旅是在 1985 年，

我那时候坐火车游历了你们雄伟的国度。这些旅行使我对博大

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略有了接触。不过现在，我可以通过社

交媒体和你们交流了——通过这个微博，我希望和你们分享我

的生活趣事和工作心得，也希望能在互动中向你们学习。”文

末署有霍金名字缩写字母“S.H。”。

首条微博发出后，大家恨不得一起回应“活久见”以表达

兴奋的情绪，然而，考虑到霍金未必看得懂，所以，大家集体

以简单的数量激增来回应对霍金的欢迎程度。这是一组让人惊

叹的数字——数分钟内霍金的微博“粉丝”数量激增，1 小时

内突破 30 万人。截至当天 18 时，霍金的“粉丝”数已超过 127 万，

这条微博的评论和转发均已突破 20 万条次，短短一周时间，这

位物理学家的微博达到了 336 万粉丝，首条打招呼的微博评论

量 40 多万，点赞量 93 万，转发量 38 万。有网友赞其为新晋“网

红”。评论中网友纷纷点赞并“保持队形”欢迎霍金开通微博。

活久见！科技界的新晋网红非他莫属

霍金在中国有很多粉丝，他们都表示很激动：

@ 森多 5247：啊啊啊啊啊 !!!!!! 我男神开微博了 !!!!

我要躲在被窝里好好哭一场！！！！！

@ 两度余温：我关注了小时候课本里的伟大人物。

感觉自己好幸福

@LKaterina：妈呀！我和霍金交流了，虽然是单方

面的 [ 泪 ] 这将是世纪性对话

@Ziganwu480：不行，头一次跟您这么接近，好激动

@ w 的时光谣：第一次感觉离科学那么近！！！！

@ 费德勒拿 18 我就不做单身 dog：我仿佛触摸到了

宇宙……

@ 于 ZZ 不想废话：这条评论将被载进历史

@ 低配基努里维斯：在下身体仍被凡人的皮囊束缚，

但在关注先生之后灵魂即刻得到了升华

@ 一个不爱穿高跟的挫逼：omg 拉高了全体微博用

户的平均智商

4 月 22 日，微博网红霍金 @ 史蒂芬霍金 _StephenHawking 

早晨更新微博，不仅惊喜地感谢中国网友对自己的关注，也晒

出最新私照和自己的新计划。

霍金微博介绍，在大都会歌剧院见到了普拉西多·多明戈，

并和合作伙伴尤里·米尔纳以及马克·扎克伯格，一同启动了

一个全新设计的长距离太空旅行项目。“我们提议，通过发射

一支舰队的光束，来推动‘纳米飞行器’到达离我们最近的半

人马座阿尔法星。”

 截止 4 月 22 日，霍金靠 3 条微博吸粉 338 万，而他尚未

关注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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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mputerworld.com    aeon.co    整理 / 陶春）

Sharon Gaudin 在《斯坦福大学发起人工智能百年

研究计划》的文章中称，未来 30 年内、50 年内，甚

至 100 年内，智能机器对社会和经济有何意义？这就

是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想要在一个新项目中试图解

答的问题，项目名称是人工智能（AI100）百年研究。

该大学正邀请人工智能研究者，机器人专家以

及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开始研究和预测先进的人工智

能（Al）技术的影响，他们希望能长期致力于此项目，

也许会历时百年之久。科学家们想知道机器的感知、

学习与推论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流有何影响。

“如果你的目标是创建一个 30 到 50 甚至到 70

年的计划，你是不可能完全明白人工智能到底意味

着什么，或者你是怎么研究它的。”斯坦福大学一

位生物工程与计算机科学教授拉斯·沃特曼说道。“但

无论这一研究当时是否重要，斯坦福大学都会参与

其中，这对其而言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知名物理学家、宇宙学家、

作家斯蒂芬·霍金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家伊隆·马斯

克都做出了警告，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

不断带来危险，此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潜力就一直

受到抨击与不断地审查。

霍金在 BBC 的采访中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他

说，科学家们应谨慎创造未来可能比人类更聪明更

强有力的机器。

霍金在采访中说道，“机器能不断加快速度自

我升级、自我改造，而人类则受缓慢的生物进化所

限制，无法与其竞争，最终被其取代。”

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项目似乎更注重人工智

能能给社会带来什么，虽然这个项目目前正时刻关

注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非常有信心并且相

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给全人类的未来带来巨大价

值。”斯坦福校友及微软研究院的主要实验室主任

埃里克·霍维茨说道。“然而，要预测今后将遇到

的机遇与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

长期的研究过程。”

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学院院长兼教授汤

姆·米切尔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进步，明

智的做法是先一步而行之。

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内基·梅

隆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

们都会参与到这项计划中。

在借着微博与中国网友交流之前，

霍金曾三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 1985

年，霍金在科大水上讲演厅作天体物

理的学术报告；第二次是在 2002 年，

霍金在北京作主题为“膜的新奇世界”

科普报告，向公众阐释他的关于天体

演化的“M 理论”；第三次是 2006 年，

霍金带来了自己关于宇宙学最新的研

究，在香港科技大学体育馆主持一个

题为“宇宙的起源”的演讲，并在人

民大会堂向北京的公众讲述《宇宙的

起源》。

国际网红还有谁
除了霍金，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男主角“谢耳朵”和篮球明星科比也

在 4 月开通微博，足球运动员小罗纳尔多的微博则因为翻译软件闹出了不少

笑话，成为另类网红。

有人说，为什么霍金要加入微博？因为他的知识太渊博，不仅仅是因为他

有很多感受想和网友们互动，而且有很多感受，需要和不同观点的学者和科学

家们辩论。所以，也许是这样，他需要一个发表言论和互动的阵地。当然，成

为网红的乐趣应该是另一种收获。一起来回顾他讲过的言论吧。

关于智能机器的影响回顾三

回顾一

关于黑洞和量子回顾二

与中国的初接触

Sabine Hossenfelder 关于《黑洞计算》

的文章中介绍，根据我们目前对物理的

理解，信息遭遇黑洞时无法幸存。四十

年前，史蒂芬·威廉·霍金宣称黑洞会

永久毁损信息。无论什么东西掉入黑洞

后都会从宇宙的其余部分消失，最后以

粒子风的形式重现——也就是“霍金辐

射”——从事件视界（译注）也就是黑

洞的外部物理边界泄露出来。这样，黑

洞慢慢蒸发，但其进程会擦除所有关于

黑洞形成的认知。辐射仅携带坍缩物质

的总质量、电荷和角运量；关于掉入黑

洞的任何事物的其它细节都会不可挽回

地丢失。

霍金关于黑洞蒸发的发现给理论物

理学家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广义相对论

认为，黑洞必须毁损信息；量子力学认

为这不可能发生，因为信息永续存在。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是久经考验的

理论，然而二者并不相容。这一冲突揭

示了科学家们仍不了解基本的自然律。

但是，慕尼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吉

亚·德瓦利（Gia Dvali）相信他已找到

了解决方案。他说：“黑洞就是量子计

算机。我们有明确的信息处理序列。” 

如果他是正确的，难题将不复存在，信

息的确可以不朽。更令人吃惊的是，他

的概念具有应用意义。将来，我们或许

能够利用黑洞物理学制造我们自己的量

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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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图书馆“试水”微信预约选座

4 月 11 日，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鼓楼校区图书馆座位系统使用

规则》（试行）的通知。随后，在南京大学 BBS 小百合上，一条名为《以

后上厕所请打报告》的吐槽帖迅速地火了，很快登上十大热门话题，人

气过万，跟帖者过百。

据了解，以前几乎每一年，占座问题都是学生反映最多的问题。这

一次，图书馆方面打算和互联网结合起来，尝试运用技术手段来解决问

题。今后，读者要先关注“我去图书馆”微信公众账号，然后预约借阅

室，对于读者上厕所、查书、用餐的时间也有规定。如有“超时”行为，

会被记为“违规”。违规累计达 3 次，将被列入黑名单，15 日内不可

再用系统选座。据相关人员介绍，目前江苏的很多高校，比如南京理工

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都已试行网上

预约选座。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上海市首批高校创业指导站授
牌仪式在同济大学举行

4 月初，“校园创享 +”创业博

览会暨上海市首批高校创业指导站授

牌仪式在同济大学举行，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 12 所院校被授予“上

海市高校创业指导站”的铜牌。

据介绍，上海市高校创业指导站

将打造成为资源整合的载体、政策扶

持的窗口、指导创业的平台、创业活

动的空间，为高校意向创业或已创业

的在校大学生提供方便、针对性强的

创业指导服务。目前，上海市近 30

家高校提出建设创业指导站的申请。

在首批高校创业指导站揭牌之后，将

陆续有更多符合条件的高校创业指导

站正式运行，为在校大学生创业提供

便利。

湖北大学远程智慧教室走红校园

上课还要带课本 ?out 了，这个班的学生人手一

个平板电脑 ; 请假缺课了怎么办 ? 回放课程录像就可

以自己补课。近期，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投入 50 万元

建设的智慧教室刚刚投入使用，就走红校园。

教育学院副院长曹树真介绍，智慧教室主要用

于学院教育技术专业学生进行教学实践。“上课过

程全程录像，一站起来云台就会捕捉到你，所以我上课很认真，

不敢乱动。”2013 级教育技术专业学生张航说，“还有电子书包，

课上没学到的东西，课下下载上课录的视频学习就好了。”教

育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冷全介绍，智慧教室的优势在于可以把线

上线下的信息相结合，同时可以实现远程互动。课上录制的视频，

通 过 报 名 参 赛，

经 专 家 点 评 后，

优秀的教学资源

就会永久保留下

来， 从 而 实 现 教

育信息资源区域

内 共 建 共 享、 城

乡教师异地网络

支教等目标。
中科大研制成功首台“特有体
验交互机器人”

近期，名叫“佳佳”的我国首台“特

有体验交互机器人”测试样机在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亮相。这位国产机器人

“女神”，不仅具有美丽端庄的超高

颜值，而且初步具备了人机对话理解，

面部微表情、口型与身体动作匹配，

以及大范围动态环境自主定位导航和

云服务等功能。

中科大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陈小

平教授介绍，“佳佳”是中科大“可佳”

机器人家族中的一名新成员，其研究

重点在于人机交互中的“特有体验”，

即只有机器“人”而非其他电子产品

才能带来的体验。“在传统的功能性

体验之外，我们首次提出并探索了机

器人品格定义，以及机器人形象与其

品格和功能的协调一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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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无线校园”建设 全面建成中小学校园网

近期，安徽省相关部门表示，今年将推进“无线校园”建设，鼓励具备条件

的城镇学校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中小学宽带接入全覆盖，每所学校均接入互

联网带宽，其中小学、初中不低于 10M，高中不低于 30M; 全面建成中小学校园网，

推进“无线校园”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城镇学校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安徽省

教育厅信息推广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无线网覆盖到校园，有利于学生随时使用移

动平板设备上网，将“电子书包”和“网上课堂”常态化。城镇学校实现无线网

络全覆盖后，将逐步向乡村学校推广。

此外，到今年年底，安徽省班级多媒体配备学校将实现全覆盖，班级多媒体设

备覆盖率达 95%; 生机比不高于 10 ∶ 1，即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终端数不低于 10。

河南：
临沂研发首个教育管理 APP

4 月下旬，“拿出手机，对准浏览器页面上的二维码扫一扫，下

载 APP 应用进行安装，然后打开学生家长入口，输入学生身份证号、

密码及验证码，便进入系统了。用手机交费，可方便了。”这样交费

的方便，是山东省临沂市教育局研发运行教育管理 APP 的结果。

长期以来，教育乱收费、家校沟通方式单一、政务公开受众少等

问题一直困扰着教育管理的发展，为此，临沂市教育局发挥“互联网 +”

优势，研发出全国首个教育管理 APP，打通了教育信息化服务“最后

一公里”。目前，该系统已在临沂市教育局直属的 10 所学校试点完成。

山东：

广西：

安徽：

设“学分银行” 可兑换本专
科学历

近日，为畅通全民终身学习

通道，河南省成立一家特殊银行：

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该银行借

鉴银行特点，建立个人学习账号，

以学分为计量单位，对学习者的各

类学习成果开展统一认证与核算，

学习者各类学习成果将可以换算

成“学分”存进银行的“个人账户”，

为未来申请相关学历证书、学位证

书等提供依据。

“学分银行”全称为河南省

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学习者今后进

行的各类学习经历、取得的学习成

果，都可以像银行存款“零存整取”

一样，曾有的学习经历仍可折合

成学分，存于“学分银行”的“个

人账户”中。这样的学分存储形式

也得到了很多继续教育者的认可。

“学分银行”试点将在河南广播电

视大学首推，学分由“学历教育学

分”和“非学历教育学分”两种类

型组成。

正式启用校园安全“五网合一上报平台”

4 月初，广西校园安全预防及应急综合管理平台正式启用校园安全“五网合一上报平台”，

以提升学校安全稳定工作效能。

“五网合一”系统使用专用电子邮箱、手机短信、微信、微博及网站，以立体方式将

5 个渠道提交的问题集成到统一数据中心进行汇总，纳入校安平台进行管理，同时在部分学

校试点线下“校园安全专项上报终端”。

今后，借助平台将全面加强对校园安全隐患的管理，正式发布广西校园安全网络舆情

周报、月报，依托校安全过程跟踪管理系统对涉及校园安全的重要隐患问题逐条建立编号

和档案，并责任定位到具体县（市、区）教育局或学校，全过程跟踪直至隐患彻底解决。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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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M a s s i v e O p e n O n l i n e 

Courses ) 自 2012 年在美国兴起，迅速传遍全世界。

MOOC 带来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从 MOOC 的产

生 和 发 展 过 程 来 看，M O O C 目 前 尚 无 明 确 的 技 术

规范和标准，很多高校和企业也在不断进行探索和

研究。就在国外在线教育风起云涌的同时，中国在

线教育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

中 国 的 M O O C 要 想 快 速 发 展， 政 府 应 当 尽 快

制 定 规 则。 这 些 规 则 包 括：M O O C 如 何 与 学 历 挂

钩、如何让企业认同这种学历、如何为 M O O C 的

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链等。此外，从技术与硬

件方面来说，MOOC 的发展需要充足的网络带宽、

高效的传输能力以及低廉的网络价格。

从学习的分类来看，M O O C 更适合高等教育，

其学习者是成年人，有主动学习的渴望，具备应用

网络的基础知识和能力。我们的学习大体可分为三

类，第一是社会交往类的学习，如语言学习、礼仪

习惯、品德养成、管理有效等，这一类的学习是靠

模仿和习惯养成，学习的环境很重要，有了同样的

环境，学习效率就会很高，在教室内学习的效果比

场景学习效果差很多，这一类的学习不应该成为学

校的主要功能 ; 第二类是知识传承类的学习，如文字、

文学、数学、逻辑、运筹等，这一类的学习靠师传

面授，课堂教学效率高，应该成为学校的主要功能 ;

第三类是文明发展类的学习，如科学基础知识、工

程技术、哲学、生命科学、行为科学，这一类的学

习需要灵感、实验场地、仪器设备和创新思维。

从 这 三 个 类 别 来 看， 目 前 M O O C 更 适 合 高 等

教育，大大推动了知识传承类的学习。而中小学教

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同时更是纪律约束、规则

意 识、 习 惯 养 成、 人 格 与 道 德 的 培 养 等，M O O C

可以作为补充手段，但不适合全课程学习。

M O O C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将 是 多 个 因 素 的 融 合：

从课程本身来说，需要丰富多样的课程资源 ; 就从

业者来说，要加强教师队伍的知识储备 ; 从硬件上

来说，需大大降低网络使用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加

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 E R N E T 的建设，推

动宽带网络普及，让国民享受到教育的公平，享受

到低廉的教育宽带。

从 M O O C 本 身 来 说， 其 发 展 需 要 重 视 几 个 方

面的因素。首先，要有相应上网课程的标准。大学

领导和教授们要对 M O O C 有一定认识，这是推动

其发展的一大助力 ; 其次，网上学习的规则，比如

说学生要完成哪些步骤才可以参加考试等 ; 第三，

学习课程的检查标准。政府部门要制定考试的标准、

微证书的标准。比如，多少个微证书可以拿到学位，

什 么 学 位 对 应 哪 些 微 证 书 ? 也 就 是 说，M O O C 必

须 跟 现 在 的 学 位 挂 钩，M O O C 的 学 位 也 必 须 有 含

金量。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如 果 大 家 都 只 学 国 外 大 学 的

MOOC，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会很大。面对全

球 M O O C 浪潮，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政府必须有

所行动。

面对全球MOOC浪潮，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政府必须有所行动。

如果大家都只学国外大学的MOOC，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

会很大。

在线教育需要政府尽快制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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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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24

据 4 月 21 日媒体消息，新加坡将在

今年年底之前启动无人驾驶汽车的试运

行，此第三代全电动无人驾驶汽车 Group 

Rapid Transit（GRT）最快速度可达每小

时 40 公里，最多能搭载 24 名乘客。这种

无人驾驶“舱”将有望应用于校园、医院、

公园等一些封闭的环境中。

55.3%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于 4 月下旬发布

的《2015 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显示，2015 年，互联网应急中心发现的

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数量近 148 万个，较 

2014 年增长 55.3%。

40

4 月 17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中

国基础教育大数据发展蓝皮书（2015）》中提

到，目前，已有 40 多个国家开始推动本国公

共数据的开放建设，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

股公共数据开放的热潮。教育数据作为公共数

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预计其开放的

范围将越来越大、开放的程度将越来越高。

183.8%

知名市场分析机构 IDC 发布最新全球

AR/VR（增强现实 / 虚拟现实）市场未来

五年预测数据，IDC 预测 2020 年 AR/VR

市场将持续以高增长率增长，预测 2016-

2020 年 VR 市场出货量的年增长率将接近

183.8%， 于 2020 年 达 到 6480 万 台， 而

AR 市场也将迎来高增长率。

6

近日，美国顶尖设计大学科格威尔

大学宣布， 他们将会开设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认证项目，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开

设类似课程的学校。该项目将会在 2016

年夏天开始， 同时开设 6 门课程。

“虽然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但是消费者对现有无线运营商

的忠实度反而提高了。无线运营商们不仅在设备补贴上进行竞争，还

会通过各种数据包来吸引消费者；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加剧导致智能手

机升级周期变长，这给移动软件开发商和手机厂商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手机服务用户增长停滞，运营商们可能要寻找新的创收来源。”

——据市场研究公司 ABI Research 预计，5G 无线技术推出后，预计

到 2025 年时将创造出 2470 亿美元的收入。对此，BI Intelligence 的高

级研究分析师威尔编制一份详细的无线运营商报告，并给出分析。

“慕课的根本属性是开放与公益。大多数慕课课程还停留在‘粗

放经营’阶段，‘粗放’首先体现在激励机制的欠缺。高校必须提供

完善的技术保障、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高校还可将慕课课程纳入教

师原本的考评体系中。”

——南京日报一篇刘大山的文章对慕课的现状做出这样的评论。

“MR 是 VR 和 AR 的一种组合。MR 将会改变我们所有人的学

习方式。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不会捧了一本枯燥的书籍来学习物理、

化学知识，也不会每时每刻捧着一个手机在浏览微信。通过 MR，你

可以沉浸在一个立体世界里，看到电子围绕原子核在转动，看到立体

的分子结构，既可看到纳米级的微观世界，又能看到巨大无边的美妙

的宇宙。”

——张臣雄发表于 BT 传媒·《商业价值》杂志的专栏文章中，对

于 VR 还是 AR，本身都有的局限性，提出新的观点。

——近期，技术专家正围绕着人工智能展开激烈争论。对

此，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Sundar Pichai）作出如上言论，

并认为我们所目睹的，很可能只是一个时代的开端。

“展望未来，下一个重大进展将是所谓‘设备’这个概念

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伴随时间演进，电脑本身，不管是何种形

态，将成为全天候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智能助手。我们将从一个

移动为先的时代进入一个 AI 为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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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6 年 4 月 22 日上午，清

华大学在工字厅举行捐赠仪式，由搜狗公

司向学校捐赠 1.8 亿元，联合成立“清华

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双方将基于

“清华搜狗搜索技术联合实验室”的研究

向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深入拓展。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常务副校长程建

平，计算机系主任吴建平、党委书记孙茂

松，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搜狗公司董事

长张朝阳，搜狗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

副总裁茹立云和杨洪涛等出席了捐赠仪

式。副校长杨斌主持了捐赠仪式。

清华和搜狗的合作始于 2007 年成立

的“清华搜狗搜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

9 年合作的基础上，双方共同提出了“盖

大楼，请大师，谋大事”的理念并达成协

议，更希望借助此次合作，共同发力向世

界人工智能顶级水平迈进。

为了打造国际化的天工研究院，清华

大学常务副校长程建平受邀出任“清华大

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任。

他在捐赠仪式上说：“从 9 年前的搜索技

术联合实验室，到今天的天工研究院，不

是一个简单的翻版。我们的合作有三层内

涵：研究领域从搜索引擎扩展到人工智能、

从校企科研合作升级为与国际最高水平对

接、研究团队从清华和搜狗，扩展到了网

罗世界顶尖人才和大师。”

搜狗公司董事长张朝阳表示：“清华

是中国最领先的大学，特别是在计算机、

人工智能等领域，代表了国内的最高水平。

此次合作，清华大学

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

不仅是大楼，更要吸

引世界顶级专家来到

这里，共同研究探讨，

产生出真正世界级的

技术。这次合作对于

搜狐和搜狗来说，是

具 有 里 程 碑 式 的 意

义。后续在清华大学

师生与我们的共同努

力下，研究会得到非

常具体地推进。”

搜狗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则表示：

“从连接到智慧，是互联网企业竞争的新

高峰。中国企业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上可比

肩美国，但在前沿技术上还有质的差距。

搜狗不仅要建研究院、成为中国技术的领

军企业，还将联手中国工科方面顶级高校

持续创新，追赶并超越国际顶级水平，1.8

亿只是一个开始。”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建平表示：“4 月 22 日，在我们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

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我们建设世界一流计

算机学科征程中，将会成为我系发展历史

上重要的一部分。”他感谢搜狐和搜狗公

司以及校友们慷慨捐赠，帮助计算机系得

以在 105 校庆期间完成“盖大楼、请大师、

谋大事”的宿愿，并表示将以今天为起点，

为世界人工智能研究贡献中国力量。

搜狗公司捐赠清华大学 1.8 亿
  打造“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搜狗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与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对话

捐赠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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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4 月 25 日 ~26 日，由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中

国教育网络》杂志联合承办的 2016 高等

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在西安交通大学顺利

召开。正值西安交通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

际，此次论坛以“网络空间信息安全与规

划管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 30 多

2016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
西安交大成功举办

个省市，百所高校负责分管教学校领导、

信息化部门负责人、高校网络中心主任以

及企业代表 600 余人与会。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张迈曾为大

会做开幕致辞，他在致辞中表示网络空间

与大数据安全是今天人类生活当中非常重

要的内容，它的重要已经与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须臾不能分开，并且已经变成了人们

的思维方式，因此不论是网络安全领域的

专家学者，还是此领域之外的所有人，都

应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今年正逢西交大

120 周年校庆，60 年迁校的纪念日，交大

承担着振兴中华、复兴西部的重要责任。

西交大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张迈曾致辞 陕西省教育厅总会计师张新民致辞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致辞并做报告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14 中国教育网络 2016.5

步，特别是在机、动、电三个领域建设了

特色学科，同时也十分重视计算机与网络

学科建设，但对于学校的发展目标来说，

它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交大要向更多

的专家、学者、同行学习，把西交大的计

算机学科做得更好。

陕西省教育厅总会计师张新民、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为大会致

开幕辞。大会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

络信息处处长万猛主持。在论坛开幕式

上，陕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大数据服

务平台宣布正式启动。该平台是依托陕

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承担着陕西省

高等教育大数据的统计查询、分析评估、

咨询建议和决策支持等应用服务工作的

数据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在大会上做了

《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思考与启示》的主

题报告。他在报告中以美国网络空间安全

战略的完善发展过程为借鉴，对可信免疫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做主题报告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做主题报告

的计算体系结构与中国可信计算技术创新

做了介绍，指出当前国内外可信计算是网

络空间战略最核心技术之一，我国需要利

用可信计算技术构筑主动防御、安全可信

的防护体系，通过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捍卫

我国网络空间主权。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以《高等

教育大数据的汇聚融合与分析应用》为题

做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高等

教育大数据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享了西

安交通大学在省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省级

高等教育 MOOC 平台建设、智慧教学管

理等方面的成果与经验，并对大数据带来

的问题与解决思路进行了分析介绍。随后，

西交大信息中心工作人员还现场演示了陕

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大数据服务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教师综合档案管理服务平台

及西交大微校园等创新应用。

此次论坛以“大数据应用、网络空间

信息安全与规划管理”为主题，深入探讨

了高校信息网络安全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共同交流虚拟化与大数据安全、云服务安

全、移动网络安全、科研大数据的管理及

科技成果保护等热点话题。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陕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大数据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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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网络空间安全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

本刊讯  为迎接清华大学 105 周年校

庆，由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筹）、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网

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网

络空间安全学术论坛”于 4 月 22 日上午

在清华大学信息楼举行。论坛特邀清华大

学计算机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密码学研究知名学者王小云作

主旨演讲。论坛由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军主持。

吴建平以《浅谈网络空间安全的挑战

与机遇》为题发表演讲，从网络空间基本

内涵和起源说起，分析了网络空间安全面

临的主要挑战，介绍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

安全威胁，提出了对发展网络空间安全的

若干思考。作为国务院网络空间安全一级

学科评议组负责人之一，吴建平还介绍了

“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概况及设置

的必要性并强调，当前要充分提高网络空

间安全认识，牢牢把握网络空间安全发展

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抓住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

展；通过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加强网络空

间安全人才的培养。

王小云在《密码学与网络空间安全》

专题演讲中介绍了现代密码学的发展、近

期密码学的研究趋势、大数据与云计算安

全，以及密码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内容。针

对热点关注话题——大数据与云计算安全

的问题，王小云指出“世界计算能力的分布”

是一个值得全球共同思考的问题。她还和

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了当前受到普遍关注的

“同态加密”研究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论坛还邀请了从事网络安全相关研究

的美国西北大学陈焰教授、清华大学段海

新研究员作精彩的学术报告。陈焰和段海

新分别以《构建可信的安卓系统的安全生

态》和《网络空间中的信任与冲突》为题

发表学术报告，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

心得。

现场与会者提问踊跃，气氛热烈，大

家围绕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建设及评

价、网络空间安全的未来学术发展方向、

未来系统中分组密码出现漏洞的可能性等

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讨论。

本次学术论坛由网安国际论坛（InForSec）

协办，并通过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的

视频会议系统向全世界直播。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

国防科大、西安交大等院校 200 多人现场

参会，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

外高校及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

黑龙江大学等 180 多位安全研究领域的人

士通过网络直播参与了研讨。

王小云 现场与会者提问踊跃，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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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人才强则网络“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2013 年 12 月 20 日，

习总书记《在中国工程院一份建议上的批示》上指出：

“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

重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

人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要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 

抓紧谋划制定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并明确时间表，大

力发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加大自主创新力

度，经过科学评估后选准突破点，在政策、资源等各方 

面予以大力扶持，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实现突破，从

而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为确保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提

供有力保障。” 

美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启示

1. 美国将网络空间安全由“政策”、“计划”提升

为国家战略

美国在网络空间战略是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

1998 年 5 月，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发布了第 63 号总统令

（PDD63）：《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 》，

成为直至现在美国政府建设网络空间安全的指导性文档。

2000 年 1 月，克林顿政府发布了《信息系统保护

国家计划 v1.0》，提出了美国政府在 21 世纪之初若干

年的网络空间安全发展规划。

2001 年 10 月 16 日，布什政府意识到了“911”之

后信息安全的严峻性，发布了第 13231 号行政令《信

息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宣布成立“总统关键

基础设施保护委员会”（简称 PCIPB），代表政府全

面负责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工作。委员会由克拉克担

任主席。该委员会与 2002 年 9 月 18 日制定发布了《保

护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草案），并于 2003 年 2 月

正式发布。

2003 年 12 月 17 日发布了《第 7 号国土安全总统

令》，重新对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标识、优先级

排序和防护，要求国防部建立合适的系统、机制和流

程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和沟通。以反恐名义立法，全

面监控网络信息。

2006 年 4 月信息安全研究委员会发布的《联邦网

络空间安全及信息保障研究与发展计划（CSIA）》确

定了 14 个技术优先研究领域，13 个重点投入领域。改

变无穷无尽打补丁和封堵的被动防御策略。

2008 年发布机密级的第 54 号国家安全总统令，设

立“综合性国家网络安全计划”，该计划以“曼哈顿”

（二战研制原子弹）命名，具体内容以“爱因斯坦”一、

二、三组成，目的是全面建设联邦政府和主要信息系

统的防护工程，建立全国统一的安全态势信息共享和

指挥系统。

2. 美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进一步完善

美国在 2007 年 8 月成立了第 44 届总统网络空间

安全委员会，经过一年半的工作，形成了《提交第 44

届总统的保护网络空间安全的报告》。报告引言为暗

战，以二战时期“阿尔法和英格码”事件为警示，提出：

网络安全是美国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国际环境中

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之一。“在网络空间，战争已经

开始”，美国国防部已进行了广泛的部署，为网络空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

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思考与启示

沈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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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正式对外颁布《JP 3-12 

联合网络作战条例》，界定了美国的网络空间、网络

空间作战、信息作战等相关概念的内涵和相互关系。

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表明，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陆、海、

空、天之后的第五大主权领域空间，也是国际战略在

军事领域的演进，对我国网络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应积极应对，加快建设我国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捍卫我国网络安全国家主权。

可信免疫的计算体系结构

1. 可信免疫的计算模式

当前大部分网络安全系统主要是由防火墙、入侵

监测和病毒防范等组成，称为“老三样”。信息安全

问题是由设计缺陷而引起的，消极被动的封堵查杀是

防不胜防的。为此，我们提出了可信计算模式。

可信计算是指计算运算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使

计算结果总是与预期一样，计算全程可测可控，不被

干扰。它是一种运算和防护并存的主动免疫的新计算

模式，具有身份识别、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

及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份，从而破坏与排斥

进入机体的有害物质。我们成立了可信的架构来解决

一系列问题，如图 1 所示。

2. 安全可信系统框架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虚拟动态异构计

算环境更需要可信度量、识别和控制，包括体系结

构可信、操作行为可信、资源配置可信、数据存储

可信和策略管理可信五个方面。通过构建可信安全

管理中心支持下的积极主动三重防护框架，能够达

到攻击者进不去、非授权者重要信息拿不到、窃取

保密信息看不懂、系统和信息篡改不了等多种安全

防护效果。

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并指出网络空间（相对于

常规战争），防御比攻击更加重要。

2008 年 12 月，为了加深美国政府对信息安全现状

的认识，美国开展了为期 2 天的“模拟网络战”，总

计有 230 名来自军方、政府和企业的代表参与了这次

演习活动。演习结果认为，美国在网络攻击前抵抗能

力很差，这为奥巴马政府敲响了警钟。

2009 年 5 月 29 日，奥巴马在白宫东厅公布了名为

《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

信基础设施》的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奥巴马在演

讲词中强调，美国 21 世纪的经济繁荣将依赖于网络空

间安全。

2010 年 5 月 21 日，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式启动，隶

属于美国战略司令部，编制近千人，很快投入全面运作。

3. 网络空间国际和战争战略

2010 年 9 月底，美国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网络风

暴 III”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应对演习。美国拟实施“先

发制人”网络打击战略。这项战略提出了军队计算机

系统的“积极防御”措施，是美国网络战防御措施的

根本性变化。

2010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与国土安全局签署了网

络安全的合作备忘录，明确了两个部门在网络安全事

务中的职责。建立了常设合作机构，确定了长效合作

机制，并构建国家网络靶场，升级网络战规模。

2011 年 2 月，美国国防信息局宣布“网络空间计

划”，创建“非军事区”，严格控制敏感 IP 路由接入，

军民联防，保证美国网络安全。

2011 年 7 月 14 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网络空间

行动战略》再次强调：“网络安全威胁是我们作为一

个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

安全挑战”。

2012 年 10 月 16 日，奥巴马签署了《美国网络行

动政策》(PDD21)，在法律上赋予美军具有进行非传统

作战权力，明确从网络中心战扩展到网络空间作战行

动等。

2013 年 4 月 10 日，奥巴马向国会提交《2014 财

年国防预算优先项和选择》提出，至 2016 年整编成

133 支网络部队。

2014 年 2 月 12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针

对《增强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提出了《美国增

强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框架》（V1.0），强调利用

业务驱动指导网络安全行动 , 并考虑网络安全风险作为

组织风险管理进程的一部分。

图 1  双体系架构

请求 连接 管理

可信应用软件

宿主 OS 可信软件基（TSB）

可信 BIOS

计算部件 TPCM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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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信计算技术创新

中国可信计算于 1992 年正式立项研究并规模应用，

早于由惠普、微软、Intel 等公司牵头组织的可信计算

组织（TCG），经过长期攻关，形成了自主创新的体系。

可信计算技术结构框架以密码为基础、芯片为支

柱、主板为平台、软件为核心、网络为纽带、应用成体系，

由它们构成可信计算的主体标准。首先要搞好主体标

准的制定工作，而后围绕主体标准丰富相应的标准，

形成我国可信计算标准体系。 

TCG 可信计算方案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密码体制的局限性，原 TCG 公钥密码算法只

采用了 RSA，杂凑算法只支持 SHA1 系列，回避了对

称密码。由此导致密钥管理、密钥迁移和授权协议的

设计复杂化（五类证书，七类密钥），也直接威胁着

密码的安全。现在采用了我国的密码体制，并成为标

准；二是体系结构不合理，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工程层

面，尚缺乏比较完善的理论模型，TPM 外挂，子程序

调用被动模式。

中国可信计算经过长期攻关，不仅解决了 TCG 的

上述问题，还形成了自主创新的体系，其创新点包括：

一是，可信计算平台密码方案创新。采用国家自

主设计的算法，提出了可信计算密码模块（TCM），

以对称密码与非对称密码相结合体制，提高了安全性

和效率；采用双证书结构，简化证书管理，提高了可

用性和可管性。

二是，可信平台控制模块创新。提出了可信平台

控制模块（TPCM），TPCM 作为自主可控的可信节点

植入可信源根，在 TCM 基础上加以信任根控制功能，

实现了以密码为基础的主动控制和度量；TPCM 先于

CPU 启动并对 BIOS 进行验证，由此改变了 TPM 作为

被动设备的传统思路，实现了 TPCM 对整个平台的主

动控制。

三是，可信主板创新。在可信平台主板中增加可

信度量节点（TPCM+TCM），构成了宿主加可信的双

节点，实现到操作系统的信任传递，为上层提供可信

硬件环境平台；对外设资源实行总线级的硬件可信控

制，在 CPU 上电前 TPCM 主动对 Boot ROM 进行度量，

使得信任链在“加电第一时刻”开始建立；并利用多

度量代理建立信任链，为动态和虚拟度量提供支撑。

四是，可信基础支撑软件创新。采用宿主软件系

统 + 可信软件基的双系统体系结构，可信软件基是

可信计算平台中实现可信功能的可信软件元件的全

体，对宿主软件系统提供主动可信度量、存储、报

告等保障。

五是，可信网络连接创新。采用基于三层三元对等

的可信连接架构，进行访问请求者、访问控制者和策略

仲裁者之间的三重控制和鉴别；对三元集中控管，提高

架构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并对访问请求者和访问控制

者实现统一的策略管理，提高系统整体的可信性。

用可信计算构筑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目前，中国可信计算产业化条件已经具备。《国

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2006-2020 年）》明确提出“以

发展高可信网络为重点，开发网络安全技术及相关产

品，建立网络安全技术保障体系”，“十二五”规划

有关工程项目都把可信计算列为发展重点，可信计算

标准系列逐步制定，核心技术设备形成体系。由中国

工程院多名院士提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

信息安全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等 60 家单位发起，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具有法人

资格的社会团体——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正式成立。运行以来，发展迅速，成绩显著。

可信计算是网络空间战略最核心技术之一，要坚

持“五可”“一有”技术路线。“五可”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可知，即对开源系统完全掌握其细节，

不能有 1% 的代码未知；二是可编，要基于对开源代码

的理解，完全自主编写代码；三是可重构，面向具体

的应用场景和安全需求，对基于开源技术的代码进行

重构，形成定制化的新的体系结构；四是可信，通过

可信计算技术增强自主操作系统免疫性，防范自主系

统中的漏洞影响系统安全性；五是可用，做好应用程

序与操作系统的适配工作，确保自主操作系统能够替

代国外产品。“一有”是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对最

终的自主操作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处理好所使

用的开源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开源技术要受到 GPL

协议的约束，目前我国现有基于开源的操作系统尚未

遇到知识产权方面的明显纠纷，但仅仅是因为这些系

统尚无规模应用，一旦我国自主操作系统形成气候，

必然会面临这方面的挑战。

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网络空间形势，我们要立足

国情，创新驱动，军民协调发展，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

坚持纵深防御，构建牢固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本文根据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

在“2016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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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到网络空间

二十世纪后期有两项最重大的战略工程，由美国

人发起并且实施的，全球都因此受惠，一个是星球大

战计划，另一个，就是互联网计划，互联网逐步发展、

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互联网的核心是它的体系结构，网络层承上启下，

保证全网通达，是体系结构的核心。互联网之所以打

败其他的网络体系机构，形成独树一帜的体系结构，

最重要的是在网络层发挥了重要作用。互联网最大的

特点就是，它是一种无连接数据交换技术，可以包容

几乎所有的通信和网络技术，所有的网络技术和通信

技术都可以为它所用。第二，对上层的由用户提供丰

富多彩的网络应用，才使得互联网有今天的繁荣。

当然，互联网在发展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它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互联网在演

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其中可扩

展性、安全性、高性能、移动性、实时性，是互联网要

分别解决的具体问题。互联网的安全问题，在整个互联

网发展的历程当中越来越重要，虽然不断地优化不断地

解决各类问题，然而，直至今天仍有诸多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互联网安全研究者可以从三

个方面来开展研究：第一，建设大规模的示范工程，

由示范工程来验证和实验新技术的正确性。新技术经

过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验证以后，才能进入现网；第二，

网络的核心装备。互联网的交换路由设备，不断超越

摩尔定律，超大容量的路由系统将进一步为 IP 网络的

演进加速；第三，路由控制。互联网最大的难题是它

要满足所有需求，现在的互联网是为了达到平衡的一

个产物，并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互联互通，这就是梅特

卡夫法则，只有形成规模才有价值。

以上三个方面是研究互联网和互联网安全，或者

说网络空间的一个核心内容。

网络空间的出现和基本内涵

网络空间是怎么产生的？ 1991 年 9 月号《科学美

国人》出版《通信、计算机和网络》专刊，第一次出现“网

络空间 Cyber space”，什么是 Cyberspace（网络空间）？

美国国家安全 54 号总统令和国土安全 23 号总统令对

Cyberspace 的定义是：“连接各种信息技术的网络，包

括互联网、各种电信网、各种计算机系统，及各类关键

工业中的各种嵌入式处理器和控制器。在使用该术语时

还应该涉及虚拟信息环境，以及人和人间的相互影响。”

关于 Cyberspace 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大的范围。底

层为 Cyber Infrastructure，即基础设施，包括了现在的互

联网，也包括控制系统，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以及各

种服务。在此之上，是物理的 Infrastructure，包括光纤

通信，各种通信技术以及上层各种各样的应用技术。

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是网络空

间重要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本身是计算机科学发展起

来的，就是用计算机联网形成的，所以互联网计算机

是 Cyberspace 最基本的元素。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向高层发展。

最近两年提出的“互联网 +”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有金融、有能源、有工业等等，“互联网 +”才是互联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

网络空间安全的挑战和机遇

吴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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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向网络空间扩展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在政府工作报

告的文件里，“互联网 +”的定义是，把互联网创新成

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力

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力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形成更广泛的一个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形态。这是它的确切定义，它与网络空

间的定义是非常吻合的。

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特点

互联网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络空间安全的挑战是

非常明显的。

第一，它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许多网络威

胁涉及网络空间的各个方面，计算系统方面、网络方面、

应用方面等等。

第二，网络空间安全的问题越来越动态了，已经不

是静态的了。网络本身的管理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很

多网络故障是不能重现的，网络安全上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很多网络空间安全的事件是动态发生的，很多时候

是不能重复的，这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极大的挑战。

第三，网络本身是越开放越大，其价值就越高。而

从解决安全问题角度来说，越小越封闭是越好解决，然

而网络安全事件一定是发生在开放环境下，不是发生在

封闭环境下的，因此难以跟踪，难以溯源，这给解决问

题带来极大挑战。

第四，整个网络的安全要有高成本的投入，任何

解决方案都是相对的，在相对成本的情况下，如何尽

可能让它安全，是另外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

第五，许多网络安全问题具备共性，是共通的，

不是孤立的。这是全球化的问题，是共性的问题多，

国际化的东西多，关联性的东西多。

以上这些挑战使得网络空间安全错综复杂。总的

来说，还有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

第一，网络源地址验证的问题。这是互联网技术

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互联网中，所有传输的数据，是根据目的地来进行

路由选择，对源地址是不认证的，这种机制使得可以

假冒，可以仿照，劫持，带来的安全问题是巨大的。

第二，大规模的攻击，域名的劫持和假冒，路由

的劫持和假冒，这些问题在互联网中每天都在发生。

还有其他典型的安全挑战，如数据的完整性、身

份认证，不可抵赖、保密、防护攻击，当然这只涉及

网络本身的安全问题，不涉及内容的鉴别，不涉及密

码学，是由互联网技术本身引起的安全问题。

国家设立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2014 年的网络安全和国家信息化工作中，国家明

确提出，要设立网络空间安全系学科，要系统地培养

高层次的人才。2014 年 6 月，国家成立网络空间安全

一级学科的论证工作组，经过三四个月完成了初步的

论证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征求意见，最后报告大概分

为八个部分，简单回顾一下前几个部分。

第一，基本概念。明确研究对象是网络空间安全。

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威胁和防护问题，包括基础设

施、信息系统的安全和可信，以及相关信息的保密性、

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和可控性等相关理论和技术。

第二，设置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

从历史上看，信息学科，就是一个不断地像树一

样分支成长的一个状态。

以清华大学为例，1956 年，设立了计算机专业，

至今整整六十年，计算机系的第一任系主任钟士模先

生是 1947 年的 MIT 的电机系毕业的，当时是电机系的

教授。1958 年成立自控系，自控系有两个专业，自控

专业和计算机专业，1997 年又产生了电子科学技术信

息与通信控制工程两个专业；2011 年，又产生了软件

工程的一级学科。

在论证报告中，明确成立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之后，将逐步形成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

基础和研究方法；可归属的主要二级学科方向有：基

础理论、密码学、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

从国际上看，美国很早就已经有相关的网络空间安

全的教育课程计划，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网络空间安全

教育计划（NICE），涉及 20 个联邦政府部门；美国国

家安全局 NSA 委托 CMU 设立“信息安全保障教育和学

术教育中心”，建立学士、硕士到博士的教育体系。目

前，国际约 60 所大学有网络空间安全的硕士学位，包

括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南加州大学、新泽西理工等名

校。在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2013 年以前，国家教育部已经批准了 96 所大学设置信

息安全专业，还有电子对抗的保密管理专业等。

第三，二级学科方向的关系。五个方向的相互关

系，都是比较重要的。安全基础为其他方向的研究提

供理论、架构和方法学指导；密码学及应用是为系统 /

网络 / 应用安全提供密码安全机制；系统安全保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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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的单元计算系统的安全；网络安全保证网络自

身和传输信息的安全；应用安全保证大型应用系统的

安全，也是安全的综合应用。

1. 安全基础。包括安全数学理论、安全体系结构、

博弈理论制订和策略、标准和评测以及人的安全行为

和管理等。包括法律、传播上的一些问题，都归在这

个专业。

2. 密码学。密码学不但包括传统的密码学，也包

括新的密码学发展，如量子密码和信息密码等。

3. 系统安全。把计算系统的安全独立成章，成为一

个方向，从芯片到硬件和物理环境的安全，以及系统软

件的安全，恶意代码分析和防护都是和系统有关的。

4. 网络安全。通信基础设施和物理环境的安全，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安全，以及互联网络管理的安全，

网络防护与主动防御。

5. 应用安全。包括了关键应用系统安全，物联网

和工业控制的安全，以及社会网络的安全，网络信息

内容的安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

6. 学科理论体系的梳理。有网络空间安全的理论，

系统安全理论、网络安全理论、密码理论，以及网络

空间安全应用等。

7. 知识体系的梳理。

8. 对需求分析进行了分析。近些年来，国家对于

网络安全人才的急需，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更加急需。

9. 和相近方面的关系，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和

五个方面相关：数学、控制、软件工程、信息通信和

计算机科学技术。

2015 年 6 月 17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一级学科的

设置，2016 年 1 月 28 日，国家批准了首批 29 家一级

学科和博士点的单位。今年将产生中国历史上网络空

间安全的第一批博士生。

发展网络空间安全的若干思考

第一，认识非常重要，有时候认识往往落后于我

们的行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人们对这件事情高

度认识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二，在发展网络空间安全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和

安全相关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相关的工作。也就是

说，信息安全问题应该明确是负载在核心技术之上的，

如果对核心技术不了解，不掌握，在网络空间安全问

题上，是没有话语权的，包括互联网系统应用，都存

在着类似的问题。

第三，目前网络本身的安全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它正在向 IPv6 的新一代网络演进，要抓住 IPv6 下一代

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网络安全是个军民融合，非常具有鲜明特点

的工作。在美国已经被大量证实，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

第五，网络空间安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在 4 月 22 日清华

大学“网络安全研究学术论坛”上的报告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顶层设计加码，网安人才成为重要支柱

奥巴马在 2015 年 1 月国情咨文中提出，

网络安全改革的目标包括加强私有企业与政

府之间的信息共享，提升反间谍能力和扩大

联邦政府的网络空间培训。更加系统且有重

点的网络安全人才发展战略为美国网络安全人

才中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 年 4 月，奥

巴马签署授权对跨境黑客进行“制裁”的总统

令，宣布来自国外的网络威胁是“国家紧急状

态”，将对发动网络攻击、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或经济健康的海外行为主体实施制裁。同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网络安全战略概要》，

该《概要》表示，需要依靠 133 个小组的网军

完成保护国防部自身网络、系统和信息，保护

美国本土免受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网络攻击，

在网络空间为军事行动和应急计划提供支持三

大目标。

风投企业试点网罗创新技术，公私部门

合作进一步深化

2015 年 4 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

特前往硅谷招募高科技人才，用于建立网络

安全力量，此批人才还可作为后备军团以应

对不时之需。这批网络力量有望在 2018 年正

式启用，将会超过 6200 名工作人员。该机构

将用于研究新技术，并与信息技术企业建立

良好关系。同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

约翰逊也表示，国土安全部计划在硅谷设办

公室，作为硅谷企业与政府的又一个联络点，

他希望硅谷高技术人才考虑加入政府部门，

充实政府的网络安全力量。约翰逊表示，中

央情报局多年前设立的风投企业 In-Q-Tel 将

进行项目试点，In-Q-Tel 专门网罗可用于情

报工作的创新技术。同时，美国政府已成立

的数字服务部门团队也有助于人才在政府和

私营企业间流动。

顶层设计不断加码网安人才建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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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挑战1

 如今，网络空间和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大众最为关

注的话题，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体系更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早在 2001 年，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首先

增设信息安全本科专业，2007 年国家教育部成立了高

等学校信息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截至 2014 年，

教育部批准全国共 116 所高校设置信息安全类相关本

科专业，其中信息安全专业 87 个，信息对抗专业 17 个，

保密管理专业 12 个，每年培养信息安全类专业本科毕

业生人约 1 万人。

2015 年 6 月，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加快网络空

间安全高层次人才培养，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

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和程序，经专家论

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议，报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在“工

学”门类下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学科代码

为“0839”，授予“工学”学位。

2016 年 1 月 28 日，国家批准了首批 29 家一级学

科和博士点的单位。2016 年将会产生中国历史上网络

空间安全的第一批博士生。

相关数据表明，预计到 2020 年，需要各类网络空

间安全人才约 140 万人，而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每年培

养的信息安全相关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网络空间安全

的需要。如果说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是国家信息安

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和先决条件，那么网络安全学

科建设则是高层次创新型信息安全人才培养的关键。

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建立，能够为学校资源的汇

聚带来一定的便利。同时，也成为了学校信息安全领

域研究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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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建立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很多高校的资源匹配是

跟一级学科相关的，尽管这几年

很多高校都有信息对抗、安全保

密管理、信息安全工程等专业，

但每个学校的特色各不一样，有

的是从信息对抗方面培养人才，

有的依托于数学，还有的依托控

制。上海交大在计算机和通信两

个一级学科上分特色方向，也就

是本科生是信息工程专业，主要

是在计算机通信类特色方向。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大

家都在探索如何凸显人才创新实践能力，这是目前的共识。

设立从一级学科，对从事信息安全专业的老师、专

业的机构、专业的领域院校是一件好事。各个高校都按

照一级学科来建设，在资源上会有很好的支撑。上海交

大沿用了 2000 年成立的安全学院的制度，这一制度改与

不改，内涵是最重要的，包括办学的特色等。所以，一

级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个标杆的意义。

近期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是移动互联网全

球第一大国，互联网用户也是全球最多的。尽管我国是

互联网大国，但还不是互联网强国，强国的核心还是人

才。一级学科的建设应该打通，一级学科除博士点之外，

还应该有一级学科的硕士点、本科生、继续教育以及社

会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它是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李晖：学科建立有利于资源汇聚

安全来源于各个信息服务

系统，随着信息系统的发展而

不断产生问题，并不是独立的

事情。现在安全问题越来越多，

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和机制。

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谈，资

源的汇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成立

以后，各方面的资源可以进

行汇聚。

在建设一级学科上，首先是人的问题，就是人才队

伍建设，如何吸引高水平的老师；其次是要开展一些有

前瞻性、引领性、符合国家需求的研究，有了这个研究，

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长；

最后是如何利用好的机制培养学生。目前遇到问题是，

生源一级不如一级，本科生的生源比硕士生的生源好，

硕士的生源又比博士的生源好。很多学生在读完硕士以

后，直接去公司工作，不愿意继续读博士了。如何吸引

好的生源，加强人才培养，这就需要建设一种好的机制

体制。

观点

杨珉：人才培养从理念到手段还需提高

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从动

议到成立的过程，让人感觉到非

常振奋。在美国，很多安全的从

业者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但是

在国内科班出身、并且在安全领

域中做得比较好的人才非常少。

这说明我们目前的人才培养，从

理念到手段还有很多提高和调整

的地方。

段海新：学科建设需要循序渐进

尽管国家批准成立一级学科

对基层各高校的网络安全方向的

教学和科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安全研究和课程体系不是

行政命令之后很快就可以建成的，

师资力量的培养不是一日之功。

结合我自己上课的体会，如果不

是上课教师自己长期从事网络空

间安全研究，只是选一本教材之

后照本宣科是很难把课上好的。

另外，包括课堂实验等实践教学环节对学生的培养也有很

大帮助，这更需要长期的努力。

李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

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

李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

络与信息安全学院执

行院长

段海新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

网络空间研究院教授

杨珉    

973 首席科学家、复

旦大学软件学院教授

（来自 InForSec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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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InForSec 论坛）

如今，我国已成为网络大国，但由于网络技术基础薄弱和网络空间安全人才不足，我国还不是网络强国。

4 月 1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多次

提到“网络安全”，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网络空间内，围绕信息安全的斗争是激烈的。那么，安全的本质是什么？阿里安全部副总裁杜跃进曾表

示，没有哪个安全产品是永远不会被攻破的。安全是一个博弈对抗的过程，攻击者会不断寻找防护方的弱点，

防护方也会不断探索对付新攻击的手段。网络安全的本质是攻防对抗，不仅要了解对手的能力、特点和动机，

更要像对手那样思考。而攻防对抗也随着网络空间的变化不断催生新思路，诸如：纯密码对抗、信息数据对

抗、系统安全对抗，网络空间对抗等。

那么，对于网络安全领域研究的学生来说，强有力的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方案提出的时候，是

追求当下热点，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需要进行多方的考量。同时，前期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

抓住安全本质，加强知识储备挑战2

网络安全的本质

是攻防对抗，不仅要

了解对手的能力、特

点和动机，更要像对

手那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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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韬：安全的本质就是对抗

安全和其他研究最本质

的区别就是对抗，没有对抗，

它不是安全，它会变成系统构

成的问题。我觉得安全是在对

抗中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最核

心的。这些年学术界有一个很

严重的偏差，攻的东西越来越

多，防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

防实在是太难做了。但其实我

非常鼓励大家做防守，因为工

业界最需要的是防守，学术界

对这方面的贡献并不是很好。学术界做攻击，在保持对

业界的产出和敏感度的同时，也应能够坚持做防守，并

将防守的研究做扎实。

潘柱廷：安全归根结底是三个能力

学术圈一直在进行研究，

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工业界的期

望，其实是没有找到一个解决

问题的点。建议学术圈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安全方面

的学术线索。安全归根结底是

三个能力：第一个是检测能力；

第二个是破坏能力，破坏不是

把它拆掉，而且拆掉一点就能

够塌，这是一种水平；第三个

是塔防技术，利用先发优势，

精心谋划，“引导”攻击路线，干扰攻击者，针对威

胁行为模式，在各个防御手段方面形成纵深覆盖。这

三个能力构建了一定的防御体系能力。同时还可以有

五个层面，包括系统、活动流转、数据、语义和人。

张源：前期的积累非常重要

系统级的安全是需要很强的攻防能

力的，在讲具体任务的时候，很多时候都

在谈 design，但其实里面有很多 inset 是需

要很多工作能力上的储备才能知道这些细

节。在我研究生阶段，对安卓系统有过一

个时间比较长的攻守能力的知识储备，做

过一些系统级别的移植，这些工作能够帮

助我们去了解系统本身的机制。在了解系

统机制之后，可以了解它的安全设计，研

究其他层面的问题。在实验室也是鼓励学

生不要去想太空泛的问题，应该先扎实做

一些具体的项目经验。比如做 App 方面的一些工作，如果之前没有看

过别人是怎么做的，那么怎么找这里面的漏洞。因此前期的积累很重

要，也是必不可少的。

杨珉：应更多着眼于世界

目前国内网络安全学科方向上在着眼于

世界的方面还是有所欠缺。不少老师都谈到信

息安全的顶级会议，我们鼓励学生去尝试，是

希望对于新的安全问题的看法能够被体现和认

可。成立 InForSec，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社群来

推动师生与工业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特别

是思想上的碰撞。

此外，在当前的背景下，我感觉到学术界

对于信息安全有一点点不自信，特别是体现在

对黑客攻防技术有一种崇拜感。实际上，攻防

只是人才培养中技术门槛的基础，我们培养出

来的学生，不应该等同于黑客，以发现多少漏洞作为标志性的成果，

而是更应该鼓励他们产生系统性的方法论，如能不能设计漏洞发现工

具？能不能建立起更好的安全防御机制？这些是需要扎实的基础，包括

理论基础，这也正是我们在教育和科研环境当中应当着重体现的地方。

观点

韦韬  

百度首席安全科学家，

安全实验室负责人

张源   

复旦大学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

潘柱廷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段海新  

清华大学网络

科学与网络空

间研究院教授

杨珉    

973 首席科学家、复

旦大学软件学院教授

段海新：攻击的实质就是找问题

攻击实际上是在找现在系统的问题，之前有一篇论文是《我们如何差一点拯救了互联网》，

在这个论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跟企业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并在百度的配合下

作了这样的测试，在论文发表前，我们通知了所有 16 个厂商。有厂商表明这个问题的确很

严重，但是需要大家联合起来，从标准层面上一起解决。尽管这是一个攻击，但还是帮助了

互联网企业。目前，学术圈做攻击的人的确很多，做防范困难重重，主要是缺乏相关环境。

（来自 InForSec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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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不只是涉及教育一个环节，而应该是一

个体系。当前我国网络安全教育存在深度不够、系统性不强、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人才数量和结构远远不

能满足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专业型人才、复合型人才、领军型人才明显短缺，严重影响我国网络安

全建设，严重制约我国信息化发展进程。

因此，迫切需要针对安全空间安全知识体系的特点 , 以及网络空间安全人才的专业属性和培养模式，实

施针对性的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工程。

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挑战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

育是百年大计，网络空间

安全人才培养不只是涉及

教育一个环节，而应该是

一个体系。

（来自 InForSec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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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岗：能力应该是全方面培养

一个人的能力其实是多方面的，除了科

研能力以外，还包括组织管理能力、情商是

不是足够高等方面。学生在读书期间培养的

能力是多个方面。单从技术角度培养，如果

想要做出有价值的研究，特别是从系统安全

角度来看，首先，需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第二，要具备编码能力，对系统底层了解的

能力。第三，需要创新能力。我所谈到的不

是理论研究能力，博士主要培养的是创新能

力，这需要积累及对系统的理解程度。

此外还有学习能力，指的是短时间内学习

最新的知识，这些知识不是系统性的知识，不是买本书就能学到的知识。

如何培养学习能力也很关键，有了这个能力再去企业打拼，也是具有

竞争力的。学习能力是在做创新过程中训练出来的，这个能力并不难，

用一两年的时间读专业的论文，不断去思考，这样来锻炼学习能力。

如何想出真正实用而有价值的新思路。同时如何选出一个好的

Topic，既是是工业界需要，并且学术界又有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我的经历上来讲，我是先做编译后做安全。在积累过程中，

没有刻意要积累什么技术为安全服务，我们是专注一个系统一直做下

去，发现里面的问题并加以解决，积累经验，并将这个经验应用于安

全方面。

郑晓峰：专注和坚持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觉得

兴趣和创新都是很重要的。现阶

段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对领域的专

注度和坚持。想法总是有的，如

果还能有兴趣，能够深入去理解，

并把它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得到

工业界具体的反馈。之前我们有

过一个想法，但是并没有坚持去

做，别人做了并且做的非常漂亮，

把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这给了

我很大的触动。总之，专注和坚

持非常重要。 

李晖：培养模式要有改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

划本硕一体来考虑人才培

养的，这样周期相对比较

长，博士这部分可以独立

培养，与老师的研究方向

结合得更紧密一些。    

在本科阶段，学院建

立了一个网络空间实验班，

选拔的是进校一年以后、

对安全有兴趣的学生。主

要从两个方面考核，一是

看学生是否适合，二是看学生答题的情况，这两方

面各占 40%，面试部分占 20%。

学生选拨完之后，在培养模式上也有一些改革，

一是跟产业界联系比较密切，去年我们尝试“3+1”

的模式，前三年的基础打牢，到第四年可能到企业

去实习，回校后再选人，接着读研究生，本硕一体。

今年学院想尝试“2+1”的模式，以这样的方

式让学生了解业界的需求，了解基础知识的重要，

未来如果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发展或研究的想法，学

生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进行研究。

观点

李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

络与信息安全学院执

行院长

郑晓峰 

清 华 大 学 计 算 机 系

网 络 与 信 息 安 全 研

究 室， 曾 获 2015 年

GeekPwn 第一名

武成岗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计

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

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

潘柱廷：一通百通需要踏实下苦工夫

哪些东西将成为网络安全研究基础性的

方向，我认为有三个：第一是数学，数学会

成为未来学术研究水平的天花板，尤其是离

散数学，而且数学是培养科学精神的一个基

础。第二是代码，如果没有写过 5 万行以上

的代码，就不要继续从事网络安全研究了，

最好把 10 万行代码作为目标，不管是学术研

究还是做网络工程。第三，就是安全系统的

帮助文档，许多安全界的大牛是通读过协议

栈的代码的，就是把所有的帮助文档中的每

一个协议都通读一遍，这种老老实实的笨工

夫，才是真本事，才能达到一通百通的境界。

潘柱廷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来自 InForSec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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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InForSec 论坛）

人才是产业安全的基石。信息安全行业不但需要高端的开发人才，同时也需实用型和技能型的安全人才。

这就使得学校要与信息安全企业进行合作，一方面让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让课堂和实际工作岗位

相互动。这样一来，既可以让教学贴近企业实际需求，也可以让学生们清晰了解以后的工作需要。高校的教

学培养应与实验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高校与企业、社会的综合培养，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通过与企业合作，

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得到了迅速成长。

工业圈 or 学术圈？
需联合推动产学研发展

挑战4

高校的教学培养应与

实验有机结合起来，实现

高校与企业、社会的综合

培养，提升相关人才的应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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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旭宪：学生需要走出去

安全是非常偏重于实际应用产品的，我

认为学生需要走出去，跟外面的企业，甚至

国外的同行一起交流。我本人有过带十个博

士生的经历，其中三个在学术界当老师，其

他的就职于工业界。一般博士生以年为期限

的话，我是不鼓励学生在前面两年出去做任

何的实习。在前两年，他们应该掌握实际的

动手能力，包括一些基础核心的课程，包括

操作系统、定义、数据库、网络等。在进行

课程的时候，我也会有意识地设置有动手能

力强的内容。

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我们会帮助学生去各大安全公司

实际感受一下企业面临的安全问题，这对他们在进行开题、选题、

科研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一来，当博士生在第五年临近

毕业的时候，不论是留在学校，还是去工业界，之前的经历对他们

都有很大的帮助。

学生毕业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就是怎么考核学生

是不是可以毕业。在安全领域，我们可能会重点关注四个安全领域

的顶级会议。我的要求很简单，更注重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如果一

定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那就是在这四个顶级会议上要有一篇文章，

这不是绝对的。

此外，安全领域的学生毕业以后，在进入公司培训时，需要在行

业道德层面有一个思考。随着安全问题的增多，很多隐私，或者漏洞

暴露披露的过程，要有责任，不应该为了企业宣传而走偏。

韦韬：工业界和学术界需加强衔接

在国内的时候，大家普

遍反馈的一个情况就是国内

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脱钩情况

非常严重。在北大的时候，

我的导师是王选，产学研结

合最典型的典范就是方正公

司，但是让我们大家共同感

觉到其实是有巨大的鸿沟，

在学校时候希望是工业界能

够提供需求。然而工业界对

学术的期望，却和学术界追

求的完全不一样。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工业界和学

术界的衔接做得非常好，学术界的成果应用于工业界，

变成非常好的产品。学术圈的人出来创业，这在美国

也是非常常见的，并且学校是鼓励老师出去创业的，

把老师的知识、聚合人才带入到工业界去。尽管国内

的环境和国外有很大不同，但也逐步在改善。

大家对工业界有一个很典型的误解，就是学术界

研究的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安全首先是工科，其次才

是理科，科学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块内容。工业界目

前对于系统设置的安全问题是一种茫然和漠视的态度，

而学术界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空缺，能够发现产品的问

题，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界的使命就是可以尝试

很多东西，最后有一两个得到应用，这一两个应用足

够对业界有所贡献。

观点

苏璞睿

中国科学院软件所可

信计算与信息保障实

验室副主任

苏璞睿：要换位思考

现在都在谈产学研结合的问题，我把技术创新链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理论；

第二，偏向关键技术或者系统的研发；第三，企业的创新。

我个人也带科研团队，有时候团队内部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觉得理论做出来的

东西都没有用，做工程的又觉得理论不够深，不够有科学性。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分

工的问题，从事科研工作或者研究关键技术的，其产出就是给企业用的，帮助企业

创造价值。有时企业也会找我们合作，大部分是希望能够提供直接的产品，这不是

学术界目前能做到的。如果真做到这一步，那么企业可能不需要研发部门，但事实

是不可能的。学校应该加强和企业之间的交互。我经常告诉学生要换位思考，对企

业提出建议其实也是希望发挥他们的智慧来完善我们的成果。

韦韬  

百度首席安全科学家，

安全实验室负责人

蒋旭宪  

奇虎 360 无线安全研

究院负责人

（来自 InForSec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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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是世界

上最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也是万维

网 的 发 祥 地。 从 1951 年 起， 欧 洲 11 个

国家开始筹划并于 1954 年 9 月正式成立

CERN。CERN 位于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

日内瓦城附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拥

有 21 个成员国。

研究方向和重大产出

CERN 为高能物理学研究的需要，提

供粒子加速器和其他基础设施，以进行许

多国际合作的实验。同时也设立了资料处

理能力很强的大型电脑中心，协助实验数

据的分析，供其他地方的研究员使用，形

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中枢。

CERN 在粒子物理学中实现了许多

重 要 成 就， 包 括：1973 年，Gargamelle

气泡室发现了中性流。1983 年，发现了

W 及 Z 玻色子。意大利鲁比亚和荷兰范

德米尔获得 1984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夏帕克获得 1992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5 年 成 功 以 射 击 反 质 子 制 造 反 氢 原

子。2012 年 7 月 4 日，CERN 宣 布 大 型

强子对撞机的紧凑渺子线圈探测到质量

为 125.3±0.6GeV 的新玻色子（超过背景

期望值 4.9 个标准差），超环面仪器测量

到质量为 126.5GeV 的新玻色子（5 个标

准差）。7 月 31 日，紧凑缈子线圈实验

团队和超环面仪器实验团队又分别提交

新的侦测结果，将疑似希格斯（Higgs）

的玻色子的质量确定为紧凑缈子线圈的

125.3GeV/c2（统计误差：±0.4、系统误

差：±0.5、统计显著性：5.8 个标准差）

和超环面仪器的 126.0GeV/c2（统计误差：

±0.4、系统误差：±0.4、统计显著性：5.9

个标准差）。2013 年 3 月，进一步的实验

证实该新粒子确实就是标准模型的 Higgs

粒子。该发现证实了物质质量来源的理论，

将人们对世界自然规律的理解向前推进了

一大步。2014 年 11 月，CERN 科学家通

过对大型强子对撞机从 2011 年至 2012 年

间对撞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两个此前

已被理论预测过但从未“现身”的亚原子

粒子：Xi_b 和 Xi_b*。

CERN 聚集了全球粒子物理研究领域

的高端人才，每年产出 1000 多篇博士论文。

组织规模与结构

据 CERN2013 年年报显示，截至 2013

编者按

为深入客观反映国内外信息化发

展态势，跟踪世界各发达国家信息化

的重大部署及应用，中科院条财局和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开展了信息

化专题情报调研，旨在反映信息化重

要专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关键挑战。

本期“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化应用

现状调研”将重点介绍欧洲核子研究

中心的相关情况。

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信息化应用现状调研之六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信息化应用现状分析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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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其管理及办公人员的数量达到 2513

人，而研究人员、学生、用户（含受培训

人员、访问科学家及客座教授）的数量达

12313 人。总的来看，其管理及办公人员

占比为 16%，技术人员为 35%，工艺师为

5%，研究物理学家为 3%，应用科学家及

工程师为 41%。

2013 年，CERN 总 支 出 接 近 11.4 亿

法郎。其中人力支出超过 6 亿法郎，占比

为 52.9%；材料支出占比 42%；能源与水

资源占 3.6%；财务成本占 1.5%。

CERN 理事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掌

管着 CERN 在科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

重要事务。它负责项目开展、经费预算和

开支审核。CERN 每个成员国派出两名官

员加入 CERN 理事会。其中一名官员代表

国家政府管理，另一名代表国家科学机构

利益。

CERN 所长由理事会任命，任期为 5

年。下设管理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和技术

委员会等。CERN 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蓝色小框标注的是 IT 小组，其

专门为 CERN 及全球合作者提供信息技术

服务。该小组设有领导人办公室（DHO），

该办公室由监管各团队和项目的负责人组

成。DHO 下属有 9 个团队，分别为计算

设施、协作与信息、通信系统、数据库服

务、部门基础设施、数据与存储服务、操

作系统与基础设施、平台与工程，以及分

布式计算支持。

团队科研信息化应用情况

主要信息化工具

IT 小组负责保障 CERN 信息技术方

面的需求，诸如计算机安全、数据库服务、

文件服务、电子邮件、工程软件、网格服

务、硬件、IT 基础设施、网络、操作系统、

物理计算、打印服务、存储服务和电话服

务等，具体内容可参见 IT 小组服务网页。

其中，工程软件包括：电子 / 电气设计、

数学、机械设计、软件开发和结构分析等

工具。

CERN 利用自行开发的 Linux，在实

验中协助 LHC 进行科学运算并发现“上

帝粒子”。CERN 在实验中使用的系统

是 Scientific Linux 和 Ubuntu Linux。其

中 Scientific Linux 是一款由美国的费米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 CERN 合作开发的

Linux 版本。Scientific Linux 以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RHEL）为基础开发，

以进行科学计算为目标，基本上已经包含

RHEL 大部分的功能，而且版本升级速度

和 RHEL 相当接近，更一度超越另一个同

样以 RHEL 为蓝本的 Linux 版本 CentOS。

CERN 日常的运算都会交由 Linux 上进

行，并辅以其他开源软件。一般的数据解

析都会使用 Windows 进行，但因为 Linux

在高性能运算 HPC 上的选择比较多，方

便配合 LHC 使用。CERN 更为了方便科

研人员在统一的系统环境下进行科学运

算，开发了以 Linux 为基础的虚拟化系统

CernVM。科学运算对系统要求相当高，

在不同电脑上硬件的轻微差异，都会影

响运算的结果。CernVM 可以在 Linux、

MacOSX 和 Windows 上运行，实现实验用

的系统环境统一。

重大科技基础大设施

1. 全球 LHC 网格 WLCG

为了寻找 Higgs 粒子，需要建设大型

的高能物理对撞机、探测器和强大的计算

系统。ATLAS 和 CMS 实验的探测器是当

今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实验装置，每个探

测器都装备了上亿个探测单元。两个实验

每年产生的数据均达十多个“PB”。为了

快速高效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从而获得

物理结果，这些实验需要一个先进的计算

系统来解决两个挑战：第一，将实验数据

分发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进行处

理；第二，方便物理学家从世界上任何一

个地方访问这些数据。因此，在大型强子

对撞机（LHC）实验建造初期的 2002 年，

物理学家就开始研究建立国际高能物理网

格平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统一访问

的巨大的分布式计算资源，支持 LHC 实

验艰巨的数据处理和物理分析任务。这个

图 1 CERN 组织架构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高层管理人员

具体实施部门

下属责任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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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平台主要由欧洲粒子物理中心牵头

的全球 LHC 网格 WLCG（Worldwide LHC 

Computing Grid）组成，同时美国的开放

科学网格也参与其中。WLCG 的网格站点

达到 170 余个，遍布 36 个国家和地区。

WLCG 采用从零到三级的分级的结构，零

级的网格站点负责实验数据的记录、物理

事例重建和向一级网格站点的数据分发；

一级站点负责数据的长期保存，数据再处

理和分析；二级网格站点负责物理模拟以

及物理分析；三级站点只负责本地计算任

务。网格计算技术成功创造了一个新型分

布式高吞吐率计算基础环境。目前 WLCG

稳定连续地运行在约 20 万个 CPU 核上面，

每天处理的计算任务达 200 万个，每年处

理的数据达 30PB 以上，保证了 LHC 实验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去获得物理

结果。

2. 质子同步加速器 PS

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质子同步加速

器 PS，是 CERN 加速器中最老和用途最

广的加速器。它于 1959 年调试完毕，从

此连续运行。它的直径为 200 米，最高能

量达 GeV，一度是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加速

器。PS 作适当修改后即可加速质子，又

可加速电子或正电子。

3. 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 SPS

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 SPS1971 年开

始建造，主加速器平均直径达 2200 米。

1976 年开始运行，能量输出 300GeV 至

450GeV 不等。它常被用来作质子－反质

子对撞器，并为高能量电子及正电子加

速。这些粒子最终被注入大型电子－正电

子对撞器（LEP）。SPS 于 1983 年改造成

能量分别为 400GeV 的质子 - 反质子对撞

机 SP`PS，质子和反质子可在这里加速到

270GeV 然后进行对撞，所得到的质心系

能量相当于 155TeV 的静止靶加速器进行

同类实验所能达到的能量。由于亮度高于

同时期美国费米实验室的 Tevatron-I，在

竞争中占了上风。意大利物理学家鲁比亚

在 SP`PS 上发现了 Z0 及 W± 中间玻色子，

统一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并为

此获得 1984 年诺贝尔物理奖。2007 年后，

SPS 为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注入中子

及重离子。

4. 反质子积累器 AA、低能反质子环

LEAR、反质子收集器 AC、反质子减速器 AD

反质子积累器 AA 是一台反质子源，

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其主要任务是

产生和积累高能反质子注入到 SPS，以

便将 SPS 改造成一台“质子反质子对撞

机”。为了在低能时用这些反质子得到

更大收获，CERN 建造了一台低能反质子

环 LEAR。反质子从反质子积累环 AA 中

积累后引出，在质子同步加速器 PS 中减

速，然后注入到低能反质子环 LEAR 进

一步减速（LEAR1982 年开始运行，1996

年拆除）。反质子收集器 AC 建在反质子

积累器 AA 附近，可将反质子的产生率提

高 10 倍。

5. 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 LEP

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在与美国建造

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竞争中占上风，CERN

开始动工建造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 LEP，

总投资 6 亿美元（由成员国共同承担）。

LEP 周 长 27 公 里， 主 环 跨 越 法 国

和 瑞 士 国 界， 占 地 36 公 顷， 安 在 地 下

50~175 米的隧道中，隧道截面为半径 1.9

米的圆。LEP 的主环上有 488 块 36 米长

的二级铁、776 块四极铁、504 块六级铁、

504 块二级校正铁、128 个高频腔。对撞

区采用 8 块超导四极铁。1989 年 8 月 13

日实现首次对撞，正负电子的能量分别为

50GeV。LEP 是由多级加速器串接而成，

包括：LIL-EPA-PS-SPS-LEP，成为连续

性的加速装置，使能量不断提高，每台机

器将束流注入到下一台机器里，然后将束

流加速到更高点的能量。

6. 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2001 年，CERN 决定拆除 LEP 原有

的全部磁铁和设备，建造实现 7.7TeV 能

量的质子 - 质子的对撞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LargeHadronCollider），总投资 48

亿 1 千 9 百万瑞士法郎（由美国、日本、

俄罗斯、印度等国共同出资）。LHC 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设施，21 世

纪前十多年中世界唯一的质子 - 质子对撞

机，总撞击能量达 14TeV，主要用于开展

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实验，寻找理论上预见

的物理现象。

7. 长基线中微子实验 CNGS

CERN 将 SPS 加速器产生的高能中微

子束流从地下发送到 730 公里以外的意大

利 GranSasso 国家实验室研究中微子振荡

的实验称为 CNGS，包括西欧中心、中国

和日本在内的 12 个国家的 33 个研究机构

参加了此项目。项目总经费为 7100 万瑞

士法郎，由几个成员国提供，其中意大利

提供 4860 万瑞士法郎，其余由比利时、

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瑞士提供。

WLCG 的网格站点达到 170 余

个， 遍 布 36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WLCG 采用从零到三级的分级

的结构，零级的网格站点负责实

验数据的记录、物理事例重建和

向一级网格站点的数据分发；一

级站点负责数据的长期保存，数

据再处理和分析；二级网格站点

负责物理模拟以及物理分析；三

级站点只负责本地计算任务。

（本文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供稿）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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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提供有意

义的价值方面，IT 组织要做好基础工作。

他们必须改进投入模式，将信息技术作为

一项投资来对待，而不是一项开支，并且

在人员（组织的最重要资产）和信息安全

措施上重新加强投入。“再投入”包括下

面主题： 信息安全、 IT 工作团队的招聘

和稳定、 IT 投入模式和 IT 组织发展。

信息安全是 2016 年的首要议题，而

且受关注程度明显与其他议题拉开了差

距。随着安全业界生态的进步，我们对信

息安全的理解也逐步加深。对信息安全挑

战的应对包含了技术控制、政策、拓展、

教育，以及风险管理。EDUCAUSE 议题

委员会明确指出，高校必须持续地响应不

断变化的环境，必须整体考虑信息风险，

而不是只对新的威胁、安全层或组件进行

个别的反应。

持续进行中的变革扰乱最多的是 IT

工作团队中的人员——他们是变革的设计

者和实施者。同 IT 服务和基础设施一样，

IT 组织也必然处于变动之中。许多岗位逐

渐被废弃并被新岗位取代。工作团队和组

织的适应性调整，需要 CIO 和 IT 管理者

具备专门的管理技能，并且更加强调人事

部门和 IT 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外，组

织变革并不是 CIO 面临的关于工作团队的

唯一挑战：很多高校在削减预算和福利，

最好也只是维持待遇不变而已；而当下实

现学校目标又必须增聘 IT 人员，同时 IT 专

业良好的就业形势也使保留现有的人员和

招募满足期望的人员变得变得艰难起来。

经 费 投 入 这 一 议 题 每 年 都 保 持 了 在

EDUCAUSE 十大议题列表中的一席之地，

形成了一条持续不断的脉络。与前两年比，

经费投入方面的挑战没有发生变化：如何

对持续运行、增长需求和学校创新提供经

费支持。

议题委员会成员们强调，为了控制 IT

预算，高校需要引入持续执行的“抛弃”

原则，将过时的设施（服务、流程和技术）

替换掉；同时持续执行“再投入”原则，

以确保 IT 工作团队具有敏捷性和适应性，

并且良好地管控信息安全之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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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一条光谱，从教

学到业务运行，到社群拓展，再到创新

和发现，贯穿了整个光谱，我们所依赖

的信息技术都时刻处于威胁之中。在无

数的安全威胁之中保护高校免受损失，

是 IT 领导者面对的一项基本挑战。信息

安全领域的演化，已经从以技术为主，

演化为除了技术以外还必须包括风险管

理实务、用户培训与教育，以及业务敏

锐性。信息安全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perfection isn't nearly good 

enough）”的领域。一起安全事件能让 IT

领导者几天都过不好，泄漏用户或学校的

私密数据，产生用于响应事件的预算外的

巨额支出，并且削弱了高校声誉和消费者

的信心。

在这种威胁时刻存在背景下的高等

教育信息技术环境中，用户群体的期望

和需求是范围广泛且变化迅速的。IT 领

导者可以预见的是，当前投入到基础设

施和技术资源的管理时间，将来会转向

投入到对服务、厂商和合同的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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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投入（Reinvest）和差异化（Differentiate）。

在上期文章中，我们对抛弃类型的三个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本期将对再投入类型的四个议题进行阐述。

EDUCAUSE2016 年度十大 IT 议题（二）

IT 组织需改进投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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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键是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交付的敏捷

性，尤其是快节奏地采用云服务时。IT 战

略中云服务的影响如图 1 所示。为了实现

服务和解决方案快速引入、修改甚至是退

役，它们需要重新适当地架构。

然而，缺失适当的安全措施会降低任

何开放和敏捷解决方案的价值。高等教育

面临着快速设计和建设有适当防范保护措

施的、可靠安全的系统的挑战。变革中的

IT 交付方式和向云服务的迁移使得这一挑

战变得更加严峻。即使高校增加了安全和

隐私保护专业人员以适应变化了的服务交

付方式，校级 IT 组织对于云和其他外包

服务实施方案的审查和批准仍然被认为是

行动迟缓的。如果校级 IT 组织不能更加

敏捷地审查和实施云服务的话，用户所采

取的阻力最小的（无可选择的）方式也许

就是忽略校级 IT 的参与而独自进行了。

在那些案例中，阻力最小的方式可能不会

包含安全保护措施，用户无意之中就使学

校和个人的数据面临风险。

高校信息安全是每个人的工作，这是

一条真理。新近一次严重的数据破坏报告

已经特别强调了有组织的信息安全手段必

须是整体的、敏捷的和全面的。这已经不

仅是“确保边界安全”的内容，制度化的

手段必须包含技术防范保护（如在技术方

案中采取的措施）和管理防范保护（如在

学校层级策略中采取的措施）才能够有效。

高等教育根据其独特使命和要求透明开放

的文化，长期以来已经采用了多方面的信

息安全手段：

96% 的高校拥有一个校级的可接受的

IT 使用策略；

92% 的高校部署了恶意软件技术防护

措施；

90% 的高校部署了远程安全访问技术 ;

78% 的美国高校进行了某种 IT 安全

风险评估；

71% 的美国高校进行了强制的教职工

信息安全培训。

上述数字看起来不错，但高校仍然需

要做大量的工作对网络、系统和应用进行

安全防护，如制订安全策略（只有 27% 的

美国教育机构具备完全经领导层批准的信

息安全策略）；教育校园 IT 用户；降低在

信息安全威胁中的暴露程度。新近的数据

破坏报告为 IT 领导者提供了一个与学校领

导层讨论加强校园信息安全的出发点。

对于资源有限的 IT 部门而言，信息

安全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主题：有效的

安全管理不是免费的，执行层必须要有一

些投入，建立经费保障并且制定有执行力

的政策。所有的学校组成部门和所有的 IT

资源用户（学生和教职工）必须理解和推

动良好的信息安全措施以保护学校数据。

改善适度的校级信息安全形势将会给学校

及其 IT 部门以信心，从而应对随着服务

交付方式的演进而必然带来的、更具挑战

性的信息安全任务。

建议

建立易于理解和可实施的信息安全策

略。确保这些策略对于所有的社群成员都

是可以理解和可执行的，并且以显著的方

式发布。

针对移动、云和数字资源的安全关

注点，开发一个的综合的信息安全方案。 

服务交付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学校

的数据和服务会部署在第三方的资源上，

而且访问它们的计算设备并不是学校拥有

或者控制的。因此，学校领导者必须要制

定符合这种环境条件的战略。

建立提高信息安全认识的培训机制，

对学校社群的所有成员进行教育，包括安

全威胁的知识和如何采取措施保护学校数

据的知识。培训机制应当包含初始培训和

后续的教育机会。

持续开展主动的信息安全行动，采

用深度防御手段。使用扫描工具识别和处

置系统薄弱点；积极果敢地识别和阻止恶

意活动；实施可靠的身份管理技术；运行

渗透测试并且根据结果采取措施；收集可

疑或关注的事件的日志和监控记录；备份

关键的学校数据并确保这些备份可以被恢

复。不要依赖于单一管控措施。

IT 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参与高等教育行

业中以提升信息安全为目的的协作组织，

如 EDUCAUSE，Internet2，研究和教育

网络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 REN-ISAC）等，来

提升对于高等教育信息安全措施的了解，

培养高等教育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以及

集体应对信息安全威胁。

向学校董事会提交年度安全风险情况

更新，这可以帮助董事会成员评估和管控

学校整体的企业风险。

使 用 EDUCAUSE 的 信 息 安 全 成

熟 指 数 和 高 等 教 育 信 息 安 全 委 员 会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Security 

Council, HEISC) 的信息安全项目评估工具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gram Assessment 

Tool）来评估学校当前的信息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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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队伍稳定。

高等教育正在应用的信息技术和世界

范围内的企业（无论公共或私有）有很多

相同之处，如寻求同样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组，以及争夺同样的 IT 人才。过去若干

年里，学术机构为职员提供了有诱惑力的

有形和内在的优惠待遇：更多的假期时间，

更多机会以创造性地应用技术，与教师和

学生一同在校园工作的吸引力，以及高度

合作的专业交流网络，这些都大大弥补了

较低的薪酬水平。然而随着过去几年经济

形势的变化，大量的高校 IT 组织都经历图 1  IT 战略中云服务的影响

2% 3% 18% 5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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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预算削减、最低水平的加薪、福利削减，

以及地点搬迁而导致 IT 职员和学术社群

相分离。很多 IT 专业人员抱怨说只有工

作负担和期望在以一个不可承受的趋势在

增长，如图 2 所示。现在，随着经济的谨

慎复苏，IT 人才变得十分抢手，特别是技

术岗位。结果，高等教育的 IT 组织体验

到了不断增加的职员离职，更有攻击性的

人才争夺，无法抗衡持续上升的市场薪酬

水平，以及更多失败的人才搜寻。这不是

一个抽象的忧虑：八分之一的 CIO，六分

之一的项目经理，以及五分之一的 IT 专

业人员都准备离开他们当前所在的学校。

挽留员工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优先事

项。IT 组织在很多技术领域深度依赖于

知识广博的职员的专业技能，这在小型高

校中尤为明显；这类人员的离职将会严重

地扰乱校园服务。许多学院和大学在提供

与私人企业相比有竞争力的薪酬上都有困

难，但是有创造性的、积极的管理团队和

人事部门能提高（人才竞争的）胜算。有

些选项会有效果，例如对完成长期项目的

额外奖励，甚至是在关键时段的临时补助。

然而，薪酬并不是吸引和留住大多数

专业人士的主要原因。努力为工作而生的

婴儿潮一代（40 后、50 后）已经让位给

X 世代（60 后、70 后）和千禧一代（80 后、

90 后）了，后者更想要一个更加平衡的

工作家庭关系。他们期望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获得灵活日程安排，远程办公，以及

更多与家庭和父母共度的假期。婴儿潮一

代在继续传统的退休时光的同时，也希望

能在灵活的组织中从事不同的岗位或者获

得不同的能力。职业发展机会、新的任务

和项目同样可以激励职员留在岗位上。但

是无论他们的年龄还是职位，最根本还是

人和生活质量（包括好的待遇所支撑的生

活质量）能留住人，如图 3 所示。能够培

养和促进工作环境达到团队合作和意气相

投目标的管理者是稳定的、高绩效组织的

超强力量的来源。这样的管理者应该被发

现、培养和扶持。

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作团队的多元化是

必要并且有益的。高等教育的文化和组织

结构是从多数人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这

一环境可能会导致未察觉和无意的对居于

少数地位的学生和职员的偏见。对于作为

变革行动者的 IT 组织，IT 职员和领导者

需要更好地了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如何反

映多数人的环境，进而必须改进这些结构

和文化使得所有人都能受益，然后才能惠

及所有人。多元化的团队要比单一的团队

绩效好，能够改善创新、问题解决能力和

生产力。多元化的观念应当是广泛和多样

的：性别、种族、年龄、宗教、性取向等

都只是最基本的因素。

建议

确保职员看到和学到在高校和 IT 组

织工作的益处，也要确保最好的员工明白

他们的利益是始终被牢记在心的。

设定组织和个人目标，并且衡量成

就，使得职员感受到自

己价值而且了解他们所

做的贡献。对成功进行

庆祝；高层人员与职员

谈话交流 IT 组织的角色

和 价 值； 将 IT 计 划 方

案和服务与学生体验相

关联，与教师业绩相关

联，与新的教学方法相

关联，与新的业务流程

相关联。

主动地管理组织、角色和职业。定期

地审视部门中的职员和职位，为可能出现

的机会（新的职位和空缺）做准备。当职

位空缺时，考虑如何重构工作和角色，以

为现有的职员提供发展机会。向学校领导

层汇报考虑中的组织和人事调整，以让他

们有时间提前思考、准备和提供支持。

制订备份和接任计划，从最难取代和

与最关键任务有关的角色开始。建立实用

且可衡量的交叉培训经历。在州立大学系

统和其他合作伙伴内寻求分享技能和资源

的机会。

确保管理人员都非常有效，并在持续

提高的基础上培养管理技能。对技术人员

的管理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技能，极少有人

擅长于此。

详细研究灵活工作安排和远程办公的

选项。

不要将就。在聘用之前，确保你选中

的人一是适合岗位；二是对于高等教育的

使命有热情；三是认同组织的价值观。

通过有效的招聘、保留和晋升，构建

和保持一个多元化的工作团队。了解并且

努力避免在招聘、保留和晋升中无意的偏

见的影响。将与 IT 工作团队有关的风险

作为学校企业风险分析的一部分。与校长、

教务长、首席财务官和董事会讨论 IT 部

门面临的人才挑战。如果这样的讨论内容

与学校目的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或者是影

响其实现的风险相关联，领导层将可能更

容易接受观点。

IT 职员渴望职业发展并且期望这成为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图 2  IT 工作团队意识到的工作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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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首席信息官、主管、职员留在岗位上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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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优先事项。建立专门的预算和申请

培训的透明流程。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要

确保所有的培训都有特定的目标。将职员

的职业发展作为每个人的目标和每个管理

者和主管的绩效审核的一部分。

IT 经费投入模式

IT 经费投入是唯一一个每年都出现

在 EDUCAUSE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中的。在

2016 年这方面的挑战和 2015 年的相比并

没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值得人们重温一下

去年的分析和建议。

高等教育中信息技术的角色正在经历

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许多高校的预算流

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状。信息技术

必须敏捷和灵活，而财务资源的分配往往

是刚性的，无法用于协助学校的工作转型。

2014 年，EDUCAUSE 核心数据调查的参

与者报告称，79% 校级 IT 预算被分配在

学校的运行上，13% 用于满足增长需求，

只有 6% 用于转型。根据高德纳（Gartner）

公司的咨询报告，用于创新的这 6% 还

不到跨行业平均值 13% 的一半。2014 年

EDUCAUSE 核心数据调查同时报告称，

校级 IT 组织的开支占全校总开支比例的

中位数是 4%。信息技术投资可以提升学

生成绩、提高运行效率、推动科学研究，

这些都引起了广泛兴趣；但经费数据却背

道而驰。考虑到学院和大学所面临的多维

度挑战，校园社群在批判性地审视和处理

妨碍了信息技术经费投入的各种问题方面

应当感觉到压力。

大多数首席信息官称他们很久以前就

砍掉了富余的预算了。EDUCUASE 议题

委员会成员们的报告称：

“IT 组织通过终止和重订合同及协议

熬过了经济衰退，但是现在把所有能砍的

东西都砍了，校园里的需求还有很多。”

“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可持续的预算

支持的话，现在维持我们在过去 10~15 年

间建设和维护的巨型基础设施就会越来越

困难。我们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了 300 万美

元，而且每年需

要 5 万美元来进

行替换，这些设

备 每 5~7 年 需 要

升级或更新。如

果我们不维护基

础设施，最后所

有别的东西都无

关紧要了，因为基础设施没了。”

“学校领导们看起来非常希望在新事

物和新服务上投资，但是他们不想听到关

于数百万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内容，也不

想听到我们从来就没有基本建设预算这个

事实。一次性投入已经结束了。因此在领

导层看来，基础设施的维护请求是 IT 部

门在要钱；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用来维

护基础设施的钱是过去就有的。”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改进的财务管

理和报表，以及更加有效的 IT 治理。首

席信息官（CIO）与首席财务官（CFO）

需要在对切合实际的 IT 经费投入的理解

和承诺上达成共识。CFO 精通财务相关的

知识；CIO 了解用于完成项目并保持后续

运作所需的投资的规模。强有力的合作能

够解决 IT 经费投入的挑战。与 CFO 协同

工作的 CIO 必须努力推动 IT 投资的实现。

对学校的使命有直接作用的项目（例如教

学）经常容易获得经费，而不那么明确或

者难以理解的基础设施就难了。此外，

CFO 讨厌意料之外的事情。CIO 必须采用

尽可能减少意外的策略：为 IT 部门准备

一个长期的（5~10 年）的财务计划；向

CFO 展示多年的预算；如果他们会在某个

达成一致的时间框架内取消预算的话，申

请经费结转以允许在某些年份少开支而某

些年份多开支；与 CFO 协商保持每年有

一定数量（或比例）的增长作为“新钱”，

并且在这些限制内致力于完成工作。 IT

治理主体和 IT 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

CIO 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向高等教

育机构阐述信息技术的价值。常常出现

的情况是：“IT 的价值”成为了“为什

么我们要在 IT 上花那么多钱”的简称。

这种视角单纯聚焦于信息技术的成本，

实际上关心的是效率而不是价值。价值

是包含效率和收益的功能。当 IT 组织作

为成本中心来管理，且战略性的 IT 研讨

都局限于开支问题时，信息技术将被认

为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许是负担、累赘，

而不是资产。

建议

参与 EDUCAUSE 核心数据服务以评

价 IT 财务状况。

确保 IT 项目建立后续运行的经费投

入模型，并纳入项目的交付内容和期望成

果中。

建立一个负责分配经费的校级 IT 治

理结构，而不只是确定 IT 的优先事务。

建立经费投入模型时纳入增长和维持

核心 IT 业务的成本。

将 IT 投资的故事讲清楚，以提高可

信性。促使学校领导层理解和记住过去的

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和成本节省。

与 CFO 协作来开发可以体现学校所

有的信息技术开支的模型，即使它们并不

都是由校级 IT 组织所控制的，即使它们

需要每年进行调整（使用预测建模方法）。

倡导推动建立校级的投入和治理，而不是

部门级别的，以降低冗余开支，并确保这

些投资让全校受益，而不仅仅让那些承担

这些开支的领域受益。

IT 服务和投资要与学校的目标保持一

致，将信息技术体现为对学校未来的投资，

而不是一个费用或者成本中心。

采用IT服务管理方法管理后续服务，

以控制运行成本。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图 4  IT 治理主体和 IT 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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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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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组织为日常运作和教学科研创新

提供可靠、高成本效益的支持的能力对于

学校和学生的成功至关重要。面对着变革

步伐和预算压力，IT 组织必须时刻做好规

划，以应对在对工作团队的要求中时常发

生的，或许甚至是戏剧性的变化；并时刻

准备着与演进中的战略保持一致。

IT 组织需要有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计

划，以最大化个人、团队、IT 组织和学校

的生产力。有三个层面需要牢记在心：学

校的 IT 职能是如何组织和什么结构；个

人是如何管理他们的职业和技能；学校是

如何支持这些活动。

考虑到 IT 基础设施是由一系列系统组

成的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必须有一系列

快速演进的广泛的技能组合，并且必须有

一个团队合作的文化，支持和鼓励个人和

团队的成长。组织发展的努力必须是一个

长期的适应性的承诺投入，面向人、流程

和技术三个维度。小型学校的需求与大型学

校完全不同。小型学校特别需要具有多种才

能和兴趣的专家，这样就可以将多个角色集

中到一个岗位上，而且当组织结构和岗位职

责变更时可以进行大范围的灵活调整。

IT 职能和结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如

图 5 所示，这可以是为了响应技术变化、

人员个性、经费变化、日常需

求、偶尔的危机、模糊的战略

和调整的优先事项而进行的适

应性的自然演变；也可以是为

实现学校的愿景而进行有意图

的 改 变， 为 的 是 利 用 信 息 技

术推动使命和战略优先事项。

IT 组织的变化方式会是两者之

一，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通

过采用基于战略的组织发展，

CIO 可以设计组织结构、胜任

能力和技能组合，以及学校所需的流程和

行为。学校和 IT 领导者可以决定如何最

有效地实现 IT 服务和职能，以指导各种

决定，包括外包、中心化的还是分布式 IT

结构、共享服务，以及（理想情况下）停

止哪些服务等。通过这种做法，IT 组织可

以沿着成熟曲线向前进步，并交付更好、

更持久的服务。

挑战众多。随着技术持续变化，权利

和责任的清晰边界会一同模糊、缩水，甚

至消失。这一点上，大量的注意力投在了

校级 IT 组织以外的 IT 服务的提供上。然

而，“孤岛”也会在 IT 组织内部发展。

如果缺乏 IT 领导团队之间持续的协作，

IT 组织很可能会变成一组分别由相互独立

的团队支持的系统和技术（或学校成员）

为中心的，重复的“服务”，而不是一个

围绕变化中的服务需求而组织的团队、活

动和角色构成的凝聚的、持续调适的集体。

在职业生涯中，一个人预期要经历

10 到 20 个岗位。所以在技术能力和软能

力之外，工作人员需要职业规划和管理能

力，以实现他们工作生活和收入的最优结

果。在运作良好的组织中，幸运的专业人

员与有效的管理者将有明确规定的岗位职

责和目标，定期更新的职位描述，持续的

绩效反馈，以及专门的职业发展和成长计

划（这都促进了 IT 组织和个人目标的实

现）。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只能是自

我管理或者是找个更好的工作。最能干的

专业人员能理解并运用自己的强项，养成

投入于学习和成长的习惯，并且培养指导

和共事的关系和网络。

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人。无论是哪个

领域或目标，这句经常重复的话都蕴含真

理。了解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学院和大学会

向组织和个人提供组织发展和职业发展的

支持。受重视和有权威的人事组织可以确

保有效的管理实践，并在像接任和人才规

划、绩效改进和组织发展等关键做法上提

供协助——这将使情况大为不同。人事组

织还可以通过专业人员在 IT 组织内外流

动的方式推动学校的人才管理。强大的人

事职能还可以协助 IT 组织建设支持性的

和灵活的工作环境，以缩小与其他行业在

薪酬和福利上的差距。

聘用一个新员工并让他赶上步伐的花

费是实际薪酬的 1.5~3 倍。管理良好的 IT

组织、知道如何管理自身职业的专业人员

团队和有效的人事职能，能够帮助这些投

资实现长久收益。

建议

以“服务”为基础而不是以“系统”

为基础建立 IT 组织模型。允许、促进和

鼓励不同团队之间的责任“混合”。

为如下事项制订战略和流程：职位和

团队，包括角色、技能、来源、接任计划、

职业晋升等；组织管理，包括经费、补助 /

奖励、政策 / 程序、沟通等。

组织文化和参与，包括团队建设、激

励、期望行为、目标一致、价值等。

制订所有员工的职位描述和明确责

任，并进行年度审核。面向变化中的需求

和条件，建立对岗位和组织持续进行调适

的文化。

为所有的员工（包括兼职在内）创建

职业能力培养和成长计划。不要将计划限

定为“培训”：要结合个人的职业技能成

长需求。为所有的员工制订一组职业发展

需求的基线，并从这里开始。

专业人员应当了解他们要为管理自己

的职业和终身学习及发展负责。利用本文

引发与人事领导的探讨，探索人事和 IT

组织如何可以更加有效地共同工作。

图 5  首席信息官的管理焦点

聚焦于管理基础设施和技术资源 聚焦于管理供应商、服务
和外部合同

答
复
者
的
数
量

25

0

2014 5 年内 10 年内

     ( 翻译：清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陈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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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接入信息，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但收集、传输、

分析、存储能力，以及使用爆炸性发展的数据流来形成见解和选

择方案的能力需要新的计算方法。过去，数据生成和传输主要是

在信息技术（IT）系统内完成。未来，数据生成系统会越来越多

地涉及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小型、低功耗传感器和执行器物理系

统网络，也称为物联网（IoT）。同时，更强大、性能更高的计

算将对海量数据实施分析和管理，旨在预测需求的系统将在需要

的时候提供有用的信息。除了信息，分布式、网络化的传感器与

大规模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能力的结合，将使之有可能获得洞察力，

从而在所有层面实现决策。

项目类别和分布

结合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从小型、低成本的传感器到大规模

的计算系统，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将推动社会（在政府部门，也

在私营部门）实现创新。无人驾驶汽车、个性化医疗以及无数的

其他智能系统应用正在兴起。正在构想有关能源生产和供应、更

安全的空中和地面交通、国家和国土安全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在全球范围、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分布式信息技术

和计算更大的可用性和更多的接入将有助于减少“数字鸿沟”，

为本地驱动的创新提供一个平台。

然而，短期内只由私营部门来实施的、产品驱动的投资将不

足以推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洞察技术实现重大进展，从而满足

创新所需。私营部门的研究与发展必须建立和连接于政府资助的

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战略计算计划：奠定基础技术重大投资框架，驱动计算

机系统性能的提高。

作为国家纳米技术计划的一部分，正在考虑的重大挑战：指

向重要的探索领域，尤其与半导体相关的领域。

BRAIN（通过推进创新技术发展实现对大脑的深入研究）计

划：专注于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大脑，将有助于脑启发计算的发展。

如果美国不对此做实质性的大型投资，那么未来信息系统的

编者按

为全面获得物联网和大数据的益处，并为未来旨在将

数据转换成“洞察力”的技术发展奠定基础，美国半导体

工业协会、半导体研究公司以及他们的成员公司和半导体

技术专家等共同发布了一份倡议报告——《重启信息技术

革命行动倡议》。该倡议将促进信息系统科学和技术的重

大进步，创造广泛的创新机会。本刊将分三期连载这份报告，

本期主要讲述技术革命的相关发展情况。

重启信息技术革命行动倡议（一）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2015 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次关于重启信息技术革命的研讨会，汇集了来自行业、政府和

学术界的专家，对实现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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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将出现在其他地方，经济活力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将流向

其它国家。

2015 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次关于重启信息技术革命

的研讨会，汇集了来自行业、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对实现信息

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会者认为，需要在以下关

键领域展开研究。

1. 高能效传感和计算：能源效率在所有层面都至关重要，从

最小的传感器，到超高性能的处理器和系统。传感器节点通常也

需要实施操作，而不必接入电网，可以使用电池或从环境中收集

能量。另一方面，先进的处理器在能源不足的情况下性能将下降，

导致过热和热管理问题。必须开发新型材料、设备以及计算和物

理架构，以减少用于传输数据的能量，不论是在芯片上，还是在

更长距离的数据传输上。

2. 网络－物理系统：网络－物理系统包含用于控制物理实体

的协作计算元素网络。它们需要新的工程模型，包括时空动力学

和算法计算；的确，在面对高度动态的物理系统（常有随机举动）

时，一个网络－物理系统必须具有强劲的控制力。此外，必须保

证安全性，以保护生命、个人信息和财产。

3. 智能存储：需要新的存储技术和管理系统来存储和归档预

期将发生爆炸性增长的数据。对新存储架构的实施需要开展深入

研究，包括一个新的架构如何有可能对系统造成破坏，以及为实

现最佳存储管理，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需要什么做哪些改变。

4. 实时通信生态系统：通信带宽、特别对无线通信，必须随

着数据量的增长而增长。能够提供非常高速的通信对实时应用而

言将至关重要。宽带通信将大大得益于太赫兹通信技术方面的进

步，包括新型材料方面的进步。需要对先进的天线阵列以及可靠

和弹性通信网络（能够实现自组织和自重置）设计开展深入研究。

5. 多层次、可扩展的安全性：适当水平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必

须内置在硬件和软件中。一个安全的系统必须是可信赖的、有保

证的并能够抵御网络攻击、盗窃和伪造。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

还必须能够应对动态变化的威胁。

6. 下一代制造模式：新工艺，如在分子和原子级控制下的快

速三维、递增式制造，可能会为设备和架构取得新发展提供一条

富有成本效益的道路。从长远来看，半导体技术和生物学的融合

为颠覆性的新设计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和强大的工艺。对制造业

开展深入研究，对新技术实现富有成效的转变并投入实际应用而

言至关重要。

7.洞察计算：基于来自数据的洞察力，未来的信息技术系统和

基础设施将从根本上带来新能力。洞察计算系统将利用和大幅增加

网络－物理系统和物联网的能力。洞察计算需要对机器学习、数据

分析、神经形态计算和用户－机器界面新方法等开展深入研究。

8. 物联网试验平台：需要一个测试平台来适当构建关于物联

网复杂性的模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测试平台，那么无法实现对

解决方案的验证和基准测试。这样一个平台应可供来自学术界、

行业和政府的研究人员使用。

探索性研究将着力挖掘新设备、新电路、新系统架构和新算

法的巨大潜力，以使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执行技术和计算技

术能远远超过今天的技术极限。然而，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人们必须为未来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以迎接新一波

的信息技术和洞察技术革新。

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包括政府、行业和学术界，只有通过

合作和集中资金才能将这些关键步骤付诸实践。此外，这些社群

必须抓住快速发展的机会，重启、扩大和扩展信息技术革命，从

而确保美国强劲、长期的信息技术引领地位，如图 1 所示。

半导体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和进步使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成

为可能，从个人计算、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搜索引擎到社交网络

和在线分享经济，以所示的公司为代表。在提议的 N-CITE 倡议

中需要新的研究投资，以便驱动新的增长和支持未来的创新。

N-CITE 倡议符合国家战略计算倡议（NSCI）。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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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类别的数据增长和总的数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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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使命——智能传感器节点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基于半导体的电子学的进步已经融入各

系统中，远远超出了计算本身，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影响，从航空

航天和娱乐业，到医药和制造业。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

乎都要依靠半导体。这五十年中，大约每隔 18 个月，单个晶体

管的大小就能缩小一半，这种能力带来了一系列性能的提高，更

低的成本、更多的功能以及更小的外观，这种趋势称为摩尔定律。

半导体是信息技术的基础，并使互联网、网上贸易和社交

媒体成为可能——连接全球的人民和信息。信息经济正在创造大

量的数据，它们在呈指数级增长，每年产生的数据量预计将在

2017 年接近 30EB（图 2）。在数据量增长的同时，对存储的需

求也在飙升（图 3）。数据的增加也对带宽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

数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带宽的增长速度，是带宽增长速度的两倍。

随着集成电路变得越来越小和越来越便宜，它们变得越来越

无处不在，嵌入在各种各样的系统和物品中，通过传感、通信和

执行增加了“智能”。它们越来越网络化，形成所谓的“物联网”

（IoT）。目前估计有 500 亿个传感器连接到了作为物联网一部分

的物品上。这 500 亿个传感器中的约 140 亿个已经开始在互联网

上收集和发送数据；到 2020 年，预计将有 320 亿个连接设备。

同时，尖端的高性能计算系统的性能继续提高。这些强大的

机器结合大量最快的处理器来解决以前无法应对的挑战。高性能

计算机广泛用于各种应用中，从核储备管理、天气预报，到森林

火灾管理、基础材料研究等。目前引起强烈兴趣和研究热情的领

域是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这些领域的进步将把海量数据转换成

洞察力，用于预测、预估、通报和建议等。

在基础设施层面，这些趋势的聚合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

挑战。“洞察技术”包括从智能传感器节点到可扩展数据中心等

各种各样的技术。若想这些技术能够提供效率和性能，则需要一

个分层架构。这种新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也需要无线通信硬件方

面的进步。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必须要有适当的安全性、私密性

和保证性。接下来的各章节对下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即洞察技术

革命）的基本组成要素做了描述。

传感器技术正在经历指数级的增长，其未来数量将受目前尚

无法想象的应用驱动，如图 4 所示。极小型智能节点的进一步发

展对实现普适计算、物联网等概念而言至关重要。

传感器尺寸的缩小归于信息、通信和电信（ICT）系统尺寸

缩小的普遍趋势，称为贝尔定律，如图 5 所示。例如，通用计

算设备的体积已经从 1958 年的 6.53 x 108 cm3（IBM 709）缩小为

图 3  估计的和预测的全球存储器需求的上限

图 5  信息通信技术系统最近 60 年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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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的 80 cm3（iPhone1），直至 2014 年的 2 cm3（英特尔公

司的 Edison 芯片）。一个相关的趋势是设备成本出现了戏剧性

的降低，这一定程度上源自产量的指数级增长。

每十年出现一类新的计算系统（贝尔定律），设备缩小

1/100，生产和使用的设备数量随着设备尺寸和价格的下降以及

功能的提升而变得越来越多。

1. 节点特性

单个传感器节点应该包括传导、计算、存储、通信和供电等

组件。节点可能需要自主行动、为提高灵活性可通过网络实现编

程，并支持与其他网络节点之间的通信，同时保持安全性和私密

性。在许多应用中，节点将被嵌入环境中，并不得干扰其它功能。

此外，许多自主节点将受制于规模和能源；因此，需要智能能源

管理，例如，用于支持周期性的突发操作。对于不连接外部电源

的小规模“纳米节点”，随行能量储存的可用量将会非常有限。

据报道，最小的节点尺寸为 10mm3，展示 1mm3 大小的全功

能节点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目标，尚待实现。更近期的应用驱动因

素是具备全通信功能的智能图像传感器。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已

经从物理方面的考虑对个人电子设备的尺寸限度做了估计，但对

一个系统到底能小到什么程度并仍能提供有用的功能这一问题仍

是开放的，有待做进一步讨论。需要开展深入研究，以便对最小

规模的智能传感器节点可能的物理估计有进一步的了解。

通常情况下，节点需要能够实现运行而无需连接至外部电

源，依靠电池或从当地环境中获取能量来为节点供电。要求电池

储电容量和功率输出速度可以满足严苛的、关于系统设计的限制

条件。电化学电池功率密度的理论上限为 104 J/cm3，现代实用电

池最大能提供 550 Wh/L ≈ 2 x 103 J/ cm3。因此，进一步改进的空

间是有限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关于能源获取概念，获取的

功率量级也低于电化学电源。因此，只有在传感、计算和通信方

面的能源效率获得重大改进的情况下，智能节点才能得以实现。

最近在低功率电路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令人印象深刻；在过去六

年中，模拟－数字转换器的使用增加了一个数量级。无线电和微

控制器单元也获得了巨大进展。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中减少能源

使用的例子如图 6 所示。

2. 材料－非硅设备

传感器领域另一个相关的挑战是材料。虽然大多数今天的传

感器实现了对硅的使用，但如果需要数十亿“短命的”和一次性

的传感器节点，那么这可能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关于更加持

续可用的材料，如生物可降解的或者可重用或回收的碳基系统（如

同自然界中），需要开展深入研究，或者对替代材料的潜在角色

（如聚合物、纸或纤维素），需要开展深入研究。新材料也可能

对传感新方法产生影响——从生物基材料到其它物理的或化学的

传感材料。

3. 制造需求

一个主要挑战是最终紧凑、异构硬件（包括传感器）的制造。

近期，在组装和封装方面需要有重大创新，包括自动化、并行化、

薄晶片处理和 3D 系统建模。远期，必须创建一个新的半导体制

造范式，因为当前主流的平面技术并不非常适合制造 1 mm 或更

小尺寸的异构系统。随着空间变得有限，3D 而非平面的 2D 架

构适于更紧凑的设计。此外，由于空间限制，离散的组件是不实

用的。预计新的递增制造技术将得到广泛使用，灵感来自于最近

3D 打印技术取得的成功。喷墨印刷的射频（RF）天线以及其它

无源元件（典型尺寸在几微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该技术有望

取得进一步发展，将获得小至 100 nm 的典型尺寸以及可对环境

做出响应的可重构结构。为实现 100 nm 以下的 3D 制造，将需

进一步的巨大进步。例子包括原子级的 3D 打印方法、生物方法，

如使用工程化微生物技术的可编程“细胞工厂”，以及可编程的、

DNA 导向的自组装。

4. 硬件对软件

传感器节点的智能和功能源自硬件和软件组成部件。硬件提

供效率和可靠性，但相对而言缺乏灵活性和需要更高的成本。另

一方面，软件是灵活的，可提供更多的功能，且成本相对较低；

然而，它更慢、更容易出错、更容易受到攻击。有很多硬件创新

可赋予传感器节点智能，例如，低功耗开关、低功耗高密度非易

失性存储器、小型固态振荡器、高效传感器和基于硬件的安全性。

这些创新可以使新的传感器节点平台具备目前在系统软件中实现

的功能。这代表的是硬件 / 软件功能边界的一次转变，从而在硬

件系统中包含更多的责任。

5. 未来方向

如今，传感器节点的功能范围有了显著增长，主要基于现有

的设备和制造技术。利用更加先进的硬件组件，可以开发性能更

强、更复杂的传感器系统。在高效传感器 / 执行器、超低功耗逻

辑和存储、可持续能源供应以及可扩展通信单元方面，需要取得

进一步进展。为更好地理解可能带来这些机遇的基础科学和工程，

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图 6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中所用能源的例子

Cortex-M0 跑 10 圈

写 1 比特的闪存

写约 300 比特的 DRAM 或 SRAM

跨 LPDDR4 发送约 5 比特

发送 2 比特 UWB 数据

经蓝牙 LE 发送 0.02 比特

电流依赖电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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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新闻媒体报道了量子信息 /

量子计算将对传统密码技术（也称为现代

密码或经典密码）构成严峻挑战甚至将是

彻底的颠覆。作为密码学的研究人员，我

们抛砖引玉谈谈对“量子计算 vs 密码技术”

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时简单介绍一下近期

正在开展的后量子密码方面的研究工作。

生活中的“密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

及，密码技术被广泛用于网络和信息系统

安全的各个方面，保护着信息的秘密性、

完整性、不可抵赖性等信息安全的重要属

性，也是网络空间安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1]。由于翻译和使用习惯的原因，

绝大多数民众理解的密码仅限于登录各种

应用账号（如邮箱、支付宝、微信等）需

要输入的若干数字和字母组合，即所谓的

口令（英文为 password/passphrase）。通

常来说，口令只是用于实现服务器对用户

的身份认证，然而密码学（Cryptology）的

意义则广泛得多，生活中常用的手机 SIM

卡、银行 U 盾、比特币、网络证书、TLS/

SSL 等协议甚至包括公交卡、二代身份证

等都需要不同密码技术的支持。

量子密码技术对传统密码技术
的“威胁”

相对于现代密码技术，目前量子密码

的应用相对较少，主要包括量子密钥分发

和量子比特承诺等，其中量子密钥分发可

用于实现信息的安全传输，是目前最受关

注的量子密码应用。接下来，将围绕安全

的信息传输，简要介绍一下传统的密码系

统。经典的密码系统主要由密钥和密码算

法两部分组成，密码算法通常是公开的，

而密码系统的安全性只决定于密钥的保密

性。如图 1 所示，在一个加密系统中，加

密算法 Enc 和解密算法 Dec 都是公开的，

而加密者 Alice 和解密者 Bob 则分别拥有

加密密钥 k1 和解密密钥 k2，Eve 是传输

信道上的攻击者。当 Alice 想要发送数据

m 给 Bob 时，Alice 将加密密钥 k1 和数据

m 作为加密算法 Enc 的输入，计算得到密

文 c=Enc(k1,m) 并发送给解密者 Bob。当

接收到密文 c 后，Bob 将解密密钥 k2 和

密文 c 作为解密算法 Dec 的输入，计算得

到明文 m=Dec(k2,c)。

根据密钥使用方式的不同，加密系统

又分为对称加密系统和公钥加密系统。在

对称加密系统中，加密和解密是用同一个

密钥，即 k1=k2，该密钥是对外保密的。

对称加密系统主要包括流密码和分组密

码，其中分组密码较为常用，我们熟知的

美国的分组加密标准 DES、AES 以及我国

的商用分组加密标准 SM1、SM4 等。这类

算法通常是密码学家在一些现有的设计原

则和分析方法上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基于

已知的数学和计算复杂性理论方面的困难

问题。据我们所知，在量子计算模型下，

目前针对对称密码系统最高效的 Grover 算

法，也只是将密钥的有效长度减少为原来

的一半。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量子计

算机，即使能够实现，其破解 AES-256

仍然需要 2128 量级的计算代价。

使用对称加密有个前提，即加密者和

解密者必须事先共享一个较短 ( 例如 128

比特 ) 的密钥，这在一些应用场景下是不

现实的。公钥加密系统的出现，解决了这

个问题。最具开创性的 Diffie-Hellman 密

钥交换协议可以确保通信双方在不共享任

何保密信息的前提下建立共享的密钥，之

后又出现了 RSA 和 ElGamal 公钥加密，

我国也有相应的公钥密码标准 SM2。由于

公钥类的加密效率相对较低，现实应用中，

在通信双方建立共享密钥之后，一般都会

使用更为高效的对称加密算法对大量数据

进行加密。公钥加密的特点是，它们的安

全性都是建立在一些著名的计算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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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如 RSA 大数分解，离散对数等等，

目前研究学者没有找到在图灵机模型下高

效求解大整数分解和离散对数问题的经典

算法，但美国科学家 Peter Shor 在 1995 年

却给出了能够在多项式时间内高效求解大

整数分解和离散对数的量子算法。即借助

于量子计算机，攻击者可以高效地破解基

于大整数分解和离散对数问题的 RSA 和

Diffie-Hellman 等公钥密码方案。虽然目

前量子计算机还局限在几个量子比特的原

型阶段，在其上面运行 Shor 算法也仅能

分解两位的合数，科学家们都在为迎接“后

量子时代”做准备。量子信息技术对以上

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量子密钥分发

技术在传输双方建立共享密钥，然后再通

过香农一次一密或类似的方法对称地加密

实现无条件的安全性。然而目前量子密钥

分发的速率仍是实现高速率信息传输的瓶

颈。而且，与传统的密码技术一样，理论

上可论证的安全性并不等同于实际系统的

安全性，密码系统在实现时硬件和系统的

非理想性也可成为能被攻击者利用的漏洞。

后量子密码技术

量子算法对于传统密码系统的冲击是

由于量子算法相对于经典算法在一些问题

上具有一定的加速性（可以简单理解为量

子算法具有高度的并行计算能力）。例如，

在传统计算机上需要亚指数计算时间的大

整数分解问题，在量子计算机上多项式时

间内就可求解。然而，量子算法相对于传

统算法的“指数”加速性并不是对所有数

学问题都成立。事实

上，对于某些问题（如

NP 完全问题、基于格、

基于编码和基于多变

元方程的数学问题），

量子算法相对于传统

算法并没有明显的优

势。紧跟着 Shor 算法

的出现，国内外密码

学家已对基于格、基

于编码和基于多变元方程密码方案展开了

大量的研究，力图设计可以对抗量子计算

机的经典密码算法，并统称这些研究为后

量子密码学。以下我们对后量子密码中的

一两个基本困难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里攻击者的目标是求解以下的 n 元一次

方程组，其中系数 a11, ⋯ , aqn，未知数 x1, 

⋯ , xn 都是 GF(2) 上随机选取的（即 0 或 1

的随机比特），e1, ⋯, eq 都各自独立的服

从参数为 0<u<1/2 的 Bernoulli 分布（即每

个 ei 等于 1 的概率为 u，否则 ei 等于 0）。

该问题要求在已知给定的系数 a11, ⋯ 

, aqn 和结果 y1, ⋯ , yq 的条件下，求解未知

数 x1, ⋯ , xn ( 如果 x1, ⋯ , xn 求解出来，e1, 

⋯ , eq 也立即可以得到 )。以上问题就是

著名的 Learning Parity with Noise (LPN) 问

题。当 q 远大于 n，并且 u 是小于 1/2 的

常数的情况下，未知数 x1, ⋯ , xn 是几乎可

以唯一确定的。该问题被证明在最坏情况

下是 NP 完全的，即使在平均情况下，人

们至今没有找到解决该问题的有效算法，

目前渐进意义上最好的 BKW 算法需要亚

指数的时间复杂度，更重要的是，量子算

法解决该问题也不具有任何优势。我国学

者在利用 LPN 设计后量子对称密码算法 [2]

和针对 LPN 在具体参数设定下的密码分

析 [3,4] 上取得了较为领先的成果，我们也

有一项进行中的工作是基于标准 LPN 问

题的困难性设计公钥密码算法和不经意传

输协议。Oded Regev 进一步将以上的 LPN

问题推广到更大的素数域上，即以上方程

组中所有的系数和未知数都是 GF(p ) 上的

元素，且相关的加法和乘法都在 GF(p ) 上

运算，其中 p 是一个较大的素数，e1, ⋯, 

eq 都独立地服从 GF(p) 上的离散高斯分布。

以上推广后的问题就是著名的 Learning 

with Errors (LWE) 问题。目前已知 LWE 在

一定的参数设定下可以归约到 GapSVP，

SIVP 等格上的困难问题（即求解 LWE 问

题并不比求解格上困难问题容易），因此

也是后量子安全的。虽然 LWE 相对于 LPN

在效率上有一定降低，但其具有更广泛的

密码应用，除了公钥加密，LWE 还可以用

来设计抗碰撞哈希函数、全同态加密等。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贡献，如张江

等人基于 Ring-LWE 设计的可用于 TLS 协

议的后量子安全的高效密钥交换协议 [5]。

综上，现代密码学并不等同于基于

RSA、离散对数等少数几个数论困难问题

的密码系统，量子计算机的到来也并不是

现代密码学的末日，安全信息传输只是传

统密码学诸多应用中的一个，因此量子密

码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密码。经过近 20 年

的发展，后量子密码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同时也为抵抗量子计算机攻

击储备了大量的密码技术，一些标准制定

机构即将甚至已经在开展后量子密码算法的

标准化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量子安全的

（但仍是在传统计算机上运行）密码系统即

可以部署到我们日常使用的系统和网络中，

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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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加密系统的工作原理图（由黄晨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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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iOS 设备在移动市场（尤其是高

端市场）中占据巨大份额。正因如此，针

对 iOS 的安全研究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一方面，苹果显然从传统 PC 环境下杂

乱不堪的安全生态环境发展历史中汲取了

大量经验教训，在 iOS 的安全设计上做足工

夫，短时间内将 iOS 设备打造成一个非常安

全的平台。为此，iOS 采用了诸多严格的安

全机制，比如可信启动链、代码签名、沙

盒执行环境、权限隔离和数据加密。在版

本控制上，iOS 采用更为严格的机制：设备

不能降级安装低版本的 iOS 操作系统。该策

略使得 iOS 设备一旦升级后就只能停留在当

前或者最新版本，有效避免了操作系统版

本碎片化问题，减少了已公开漏洞的影响

范围。此外，苹果严格掌控应用市场，杜

绝向第三方应用开放高级数据访问权限，

限制了 iOS 恶意应用的传播和能力。另一方

面，由于针对 iOS 系统安全威胁总数远远低

于针对 Android 系统的安全威胁，这导致在

普通用户群体中渐渐蔓生“iOS 平台绝对安

全”的惯性思维。

然而，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尽管苹

果的诸多努力，各种针对 iOS 的攻击研究不

断涌现。首先，针对 iOS 的越狱研究一直不

断，各种越狱工具组合利用各种 iOS 安全漏

洞实现对 iOS 限制的突破。以往越狱工具的

实现细节大多已经公开，读者可以参考工

业界安全峰会的相关议题 [1,2,3]。对于 iOS 应

用市场而言，在 [4] 中工作已经探讨过，苹

果的官方审计根本不可能杜绝恶意应用。

XCodeGhost 事件更凸显了苹果官方审计的

乏力。虽然苹果官方一直坚持认为 iOS 严格

的沙盒规则可以限制恶意应用的行为能力，

各种沙盒绕过漏洞、沙盒内可触发的内核

漏洞 [8] 一旦被恶意应用利用，将完全突破

iOS 沙盒的控制。[5] 中工作讨论了针对恶意

应用大规模感染 iOS 设备的可能性，其中部

分攻击案例已经相继在真实攻击中发现[9，

10]。针对 iOS 的数据安全，以 iMessage 为例，

[5，6] 中工作足以证明苹果在协议设计和数

据保护上还有不足。

iOS 防护工作的主动权在苹果手里，

迄今鲜有针对官方市场的第三方审计工作
[11,12]，这与如火如荼的安卓应用审计工作形

成了鲜明对比。而针对 iOS 应用的攻击防

护策略 [13,14] 也没有得到实际应用。对苹果

而言，封闭的市场和设备管控有助于安全，

但也成了第三方正面安全研究人员的一道

屏障。

iOS 安全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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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ncingontheLipoftheVolcano:ChosenCiphertextAttacksonA

ppleiMessage.ChristinaGarman,MatthewGreen,GabrielKaptchuk,Ian

Miers,MichaelRush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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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3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39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20B； 其次是马

拉维，4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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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B； 其次是埃

及，81B。

3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有 348 个，其中欧洲 166 个，拉美 90

个，亚太 62 个，北美 29 个，非洲 1 个，

分别来自 56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

多的是巴西，75 个；其次是美国，28 个。

3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3 月全球 IPv6 地址

分配数量为 1491*/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

最多的是荷兰，153*/32；其次是英国，

147*/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

3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总计 348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3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3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04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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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0.04 1.68 7.23 2018-04-27

APNIC 51.55 0.22 0.58 52.35 2011-04-19

ARIN 100.44 0.37 0 100.81 2015-09-24

RIPENCC 47.93 0.05 0.92 48.91 2012-09-14

LACNIC 10.98 0.29 0.09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01 35.34 2011-02-03

TOTAL 216.41 36.3 3.29 256 /

个，IPv6 地址申请 6 个，EDU.CN 域名注

册 21 个。

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1550*/32；其次是

德国，1343*/32。

3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7

3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大幅提升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3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随着高校陆续

开学，3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2 月有明显上升。从主

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2 月，3 月入流量增加了

59.75G，出流量增加了 68.55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

相比于 2 月，3 月入流量增加了 18.75G，出流量增加了 8.01；

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3 月入流量增加了 5.53G，出

流量增加了 2.44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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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第二，清华

第三位。

图 1~2 表示 2016 年 3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64.3G               出流量：272.65G

图 1  2016 年 3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88.33G              出流量：69.1G    

图 2  2016 年 3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3月

NOC2016 年 3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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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4 月教育网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现影

响严重的安全事件。

近期网站安全事件的投诉量有上升

趋势，网站漏洞的被发现主要得益于各

大漏洞众测平台的报送，各平台报送来

的事件大部分是安全爱好者测试出网站

存在安全漏洞，但是并未进行恶意攻击，

也有一小部分是已经检测到网站存在后

门或是暗链。

4 月需要关注的依然是敲诈者病毒，

近期又有多个变种出现，甚至出现了直接

锁定整个硬盘的敲诈病毒。用户要加强防

范，不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邮件附件，不

随便访问不安全的网站，并及时备份系统

上的重要数据文件。

4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 软 4 月 的 例 行 安 全 公 告 共 13

项，其中 6 项为严重等级，7 项为重要等

级。这些公告共修补了 Windows 系统、

IE 浏览器、Office 办公软件、Edge、.NET 

Framework、Skype 商务版、微软 Lync、

Web App 及 Flash Player 产品中的 31 个安

全漏洞，其中多个漏洞可能导致远程执行

任意代码，用户应该尽快使用 Windows 的

自动更新功能安装相应的补丁。相关漏

洞的详情请参见：https://technet.microsoft.

com/library/ms16-apr.aspx。

2. Oracle 公司于 4 月发布了今年第

二 季 度 的 例 行 安 全 公 告， 此 次 公 告 修

补 了 Oracle 公 司 产 品 中 136 个 安 全 漏

洞，涉及的产品包括：Oracle 数据库（5

个）、中间件产品 Fusion Middleware（22

个）、企业管理器网格控制产品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Grid Control（2 个）、

电子商务套装软件 OracleE-Business Suite

（7 个）、供应链套装软件 Oracle Supply 

Chain Products Suite（6 个）、PeopleSoft

产 品（15 个）、Berkeley DB（5 个）、

Virtualization（4 个）、Financial Services 

Software（4 个）、Retail Applications（3

个）、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1 个）、

Health Sciences Applications（1 个 ）、

JDEdwards 产品（1 个）、 Java SE（9 个）、

OracleSun 系统产品（18 个）和 MySQL 数

据库（22）。用户应该尽快更新相应的补

丁程序。安全公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curity-

advisory/cpuapr2016v3-2985753.html。

3. Apache 发 布 了 一 个 安 全 公 告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

WW/S2-032），提示 Apache Struts2 服务

在开启动态方法调用 (DMI) 的情况下，可

以被远程执行任意命令。漏洞影响 Struts2

的 2.0.0 -2.3.28 ( 除 2.3.20.2 和 2.3.24.2 以

外 ) 版本。漏洞存在

的原因是 Struts 2 的

核心 jar 包 -struts2-

core 中 存 在 一 个

default.properties 的

默 认 配 置 文 件 用

于 配 置 全 局 信 息，

当 s t r u t s . e n a b l e .

DynamicMethodInvocation= true，即系统开

启动态方法调用时攻击者可以覆盖系统相

关参数从而执行任意命令。目前漏洞的

攻击代码已经在互联网上被公布。使用

了 Struts2 框架的系统管理员应该尽快检

查自己系统，并升级有问题的版本。相关

漏洞详情及版本更新方法请参见：https://

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WW/

Migration+Guide。

敲诈者病毒活跃 需及时加强防范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安全提示

CCERT月报

2016 年 3 月 ~4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Struts2 在 高 校 中 使 用 的 范 围 很 广

泛，很多专有的业务系统都可能使用了

Struts2 框架进行开发。从历史的经验看，

Struts2 漏洞的利用生命周期非常长，这

主要是因为 Struts2 是 WEB 系统的底层

框架，很多系统管理员根本不清楚自己

的网站是否使用了 Struts2，从而忽略了

补丁的更新。鉴于此次漏洞的风险，我

们建议学校各业务系统的管理员尽快检

查自己的系统是否使用了 Struts2 框架（如

果不清楚请联系系统的开发人员），如

果使用了 Struts2 框架且属于有漏洞的版

本请尽快执行以下操作：

1. 升 级 Struts2 框 架 至 2.3.20.2，

2.3.24.2，2.3.28.1 版 本。 更 新 地 址：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

display/WW/Migration+Guide。2. 如果

暂时不能更新 Struts2 版本，请关闭框架的

动态调用功能来降低风险，具体的方式是

修改 Struts2 的配置文件，将“struts.enable.

DynamicMethodInvocation”的值设置为

false，比如：<constant name="struts.enable.

DynamicMethodInvocation" value="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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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月峰值为 9G

文 / 王继龙

因 3 月迎来开学季，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相比 2 月大幅增加。3 月入流

量均值为 30540.12Mbps，相比 2 月增加

了 200.14%，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8.32％；3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

为 33461.18Mbps，环比增加了 197.05%，

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5.68%。

3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相比

2 月也有所增加。3 月入流量月峰值为

9.438Gbps；出流量峰值 8.799Gbps。

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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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平均值为 5892.096Mbps；其

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5434.368Mbps

占 17.79%；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

入流量的 8.50%。

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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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6.752Mbps，占到总出流

量 的 17.05%； 其 次 是 北 邮 节 点 ,

占到总出流量的 15.48%；流量排

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

流量的 8.50%。

图 1  2016 年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6 年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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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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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236 7849
2 北京师范大学 547073 1911
3 北京邮电大学 333976 3500
4 湖南大学 218884 11508
5 北京化工大学 132278 14854
6 华南师范大学 115559 5561
7 北京交通大学 110631 32376
8 合肥工业大学 80277 9434
9 西北工业大学 70419 10750

10 河海大学 69753 8011
11 东北大学 62042 8221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808 13628
13 中南大学 58256 22573
14 四川大学 56526 11529
15 南开大学 55493 9029
16 山东大学 55082 11708
17 电子科技大学 53541 13177
18 北京工业大学 51876 4664
19 上海大学 51578 16759
20 北京大学 50108 5722
21 北京林业大学 48961 12886
22 东北农业大学 48920 5517
23 重庆大学 48398 13398
24 北京科技大学 46867 3958
25 中央民族大学 46644 3365
26 华北电力大学 46209 8432
27 西安交通大学 43103 5026
28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29 南京师范大学 41480 2675
30 大连海事大学 39855 2736

排名 学校 地址总数 注册数
1 北京交通大学 110631 32376
2 中山大学 31884 24922
3 中南大学 58256 22573
4 上海大学 51578 16759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7657 15099
6 北京化工大学 132278 14854
7 华中科技大学 30356 13853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808 13628
9 重庆大学 48398 13398

10 电子科技大学 53541 13177
11 北京林业大学 48961 12886
12 山东大学 55082 11708
13 四川大学 56526 11529
14 湖南大学 218884 11508
15 深圳大学 37660 10891
16 长安大学 42046 10844
17 西北工业大学 70419 10750
18 郑州大学 37123 9875
19 兰州大学 21220 9805
20 合肥工业大学 80277 9434
21 南开大学 55493 9029
22 东南大学 32735 8714
23 华北电力大学 46209 8432
24 东北大学 62042 8221
25 天津大学 38205 8150
26 河海大学 69753 8011
27 南京农业大学 929236 7849
28 武汉大学 38149 6963
2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8386 6850
30 西南交通大学 15279 5862

6NOC2016 年 3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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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月峰值为 9G

全社会都在关注互联网 +，它带来的

巨大变革不可忽视。可以说，没有信息化，

就没有未来。不重视信息化就会被淘汰。

信息化是一个载体、一种平台，一种手段，

但它牵涉到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关系到

学校未来发展的前途，信息化应成为学校

“提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也是学校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

制定 IT 战略规划  打造智慧建大 

作为北京地区唯一一所具有鲜明建筑

特色、以工为主的建筑类高等学校，建设“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具有鲜明建筑特色的

高水平、开放式、创新型大学”是北京建

筑大学“十三五”发展的新目标。北京建

筑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启鸿在接受本刊采访

时表示，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从学校发展的需求与目标来看，大力推进

信息化建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因为

信息化一方面可以拓展办学新的发展空间、

教育形式和办学形式，从而增强大学的开放

性与国际化；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化促进学校

管理改革、流程优化，推动管理更加精细化、

科学化，进而能够推动整个学校办学的管理

流程、各项制度建设进行不断地优化，更加

适应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的需要。

因此，北京建筑大学在制定“十三五”

规划过程中，把信息化上升到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并且把 IT 战略规划列为学校

“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子规划，提出

实施“信息助校”发展战略，并把“信息

助校”战略列为学校六大办学战略之一。

同时，为了落实十三五规划，学校还专门

出台了《卓越管理行动计划》，把它作为

一个主要抓手，从根本上实现学校管理服

务工作的全面信息化。

为了更好地推进信息化落实，北京建

筑大学 2015 年对信息化部门机构进行了

专门调整，成立了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

由党政办领导牵头，网络信息中心主任兼

任党政办副主任，把信息化工作写入到学

校党政工作要点，纳入到学校顶层工作中，

明确提出以信息化为抓手，推进“智慧建

大”建设任务，全面深入推进“十三五”

信息化工作。

张启鸿表示，北建大信息化建设的总体

目标是要全面深入推进“智慧建大”的建设，

到 2020 年，建成“易用、友好、智能、领先”

的信息化环境，建成互动学习无处不在、优

质资源触手可及、信息数据实时共享、校务

管理透明高效、网络文化丰富多彩、生活服

务便捷周到的“智慧校园”，信息化水平整

体上达到国内同类高校先进水平。

回顾十二五  信息化工作成绩显著

在张启鸿看来，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信息化促进

学校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二是通过信息

化促进教育教学与科研应用，而第二点更

是信息化的关键所在。在“十二五”期间，

北建大的信息化建设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

不错成绩。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北建大的

信息化建设主要聚焦于大兴新校区的信息

化基础设施，先后启动了大兴校区信息化

基础设施一期、二期建设工程和西城校区

实施信息助校战略  打造“智慧建大” 
北京建筑大学

——专访北京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启鸿

北京建筑大学 IT 治理

体系建设，突出学校信

息 化 建 设 的 亮 点 和 特

色，在 “一表通”工

程建设、“流程中心”

等方面实现全国引领。

      ——北京建筑大学

党委副书记张启鸿

建设与应用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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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三期改造工程，在校园网、数据中心机房、

无线网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绩显著；同时，

各职能部处业务信息系统不断建设和增强，部门

级业务应用系统建设不断丰富完善；校园一卡通

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教学信息化方面，新建了教务管理系统、

实践教学管理平台、教学中心等一批信息平台；

在科技创新信息化方面，建设了科研管理系统和

建筑与城市规划专题特色资源库，共建设资源包

33 个。在学生成长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定制

开发了适合于学校研究生与学科管理模式的研究

生管理系统；建成了招生、就业、 校友、学生档

案一体化平台。这一批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投入

使用，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今年也

将继续推进实施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工程，重新

梳理学校各业务部门关系，力求建成高效的统一

信息门户、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与协同流程中心等

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升学校管理效率与决策水平。

在信息化促进教育教学与科研应用方面，建

成了 5 间全自动录播教室、创新研讨室和远程互

动教室等。目前学校正在启动智慧教室建设，尝

试在常规课程中广泛应用多种信息化教学模式，

全面升级多媒体教室为新一代智慧教室，建设以

智慧教室、创新研讨室为载体的、基于互联网的

自主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开放式教学环境，创

新信息化教学与学习方式，提升个性化互动教学

水平。同时，学校也将进一步整合各种科学研究

数据与建筑类科研信息资源，形成交叉学科等。

张启鸿指出，虽然学校在信息化建设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但是

也深深感到在信息化方面仍有许多不足，跟国内

信息化领头高校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信息化

贵在坚持与执行，需要学校各个职能部处一起发

力，共同配合，才能取得实效。为了进一步做好

学校信息化工作，实现学校“十三五”时期建设

信息化大学的目标，张启鸿表示，要继续加强北

京建筑大学 IT 治理体系建设，突出学校信息化

建设的亮点和特色，在 “一表通”工程建设、

“流程中心”等方面实现全国引领；同时，明晰

十三五总体目标和阶段性指标，抓住数据共享关

键，整合全校资源，推进各部门各单位协同，努

力做出高质量，引领新发展，为学校“十三五”

时期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北京建筑大学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

是：全面深入推进“智慧建大”的建设，

到 2020 年，建成“易用、友好、智能”

的信息化环境，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科

学研究、学生成长和管理服务等多个领域

融合发展的水平显著提升；建成互动学习

无处不在、优质资源触手可及、信息数据

实时共享、校务管理透明高效、网络文化

丰富多彩、生活服务便捷周到的“智慧校

园”，信息化水平整体上达到国内同类高

校先进水平。具体包括五个大的方面： 

1. 推进信息化与教学深度融合，信

息化教学方式和服务方式全面普及。推

动建设在线学习的课程中心、MOOC 或

SPOC 等课程生态链系统，提供丰富的在

线学习数字资源。在常规课程中广泛应用

多种信息化教学模式，全面升级多媒体教

室为新一代智慧教室，建设以智慧教室、

创新研讨室为载体的、基于互联网的自主

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开放式教学环境，

创新信息化教学与学习方式，提升个性化

互动教学水平。加强教育教学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形成面向教师与学生、服务体验

感好的教学管理服务平台，提升教育教学

管理信息化水平。在课程中心的基础上，

建成建筑类高校（京津冀高校）慕课联盟

平台，建设一批核心 MOOC 课程，提升

学校教学影响力与社会服务能力。

2. 提升科研信息化公共服务能力，提

升科研管理服务水平。全面升级科研管理

信息系统，基于科研管理服务流程优化，

实现从面向科研管理到面向科研创新服务

的转变，不断提升科研管理与服务水平；

建成以建筑技术为主的科研信息共享服务

平台，加大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科研

成果等宣传推广力度；继续建设和丰富建

筑与城市规划专题特色资源库，提升建筑

文化知识库的品牌效应。

3. 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全面信息化，推动

管理与服务水平向卓越级迈进。推动信息化

与组织、人事、教学、科研、研究生与学科、

财务、招生、就业、学工、资产、后勤等全

面融合，全面实现校内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全面实现校务数据

共享，建成统一的数据中心，建成学校教与

学、校园服务的大数据服务平台，有效支撑

大学智能化管理与服务，为校内师生提供分

层和分类的数据服务； 深入推进业务流程

优化与再造工程的实施，建成统一信息门户、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打造协同流程中心等一

站式服务平台，基本实现无纸化办公；推进

校院二级信息化建设，推动学校管理规范化

与校务公开，提升管理效率与决策水平，为

教职工和学生提供综合、方便、快捷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服务。

4. 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

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现有校园网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主干网络性能；建成

覆盖全校的无线网络；建成云数据中心，

实现学校服务器、存储系统的统一与整合、

资源共享使用；持续完善数字图书馆、数

字档案馆、数字安防体系建设；建设 IT 服

务中心，促进运维保障与信息服务水平持

续提升；建成智能校园一卡通系统和校园

物联网基础设施，提升信息技术在安防、

节能、物业、生活等公共服务水平。

5. 建成统一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

系，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稳定实现学校网络

信息安全统一管控体，将学校网络平台、

信息系统和数据的安全纳入一体化监控与

防御体系，建成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监控、

预警平台，提升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管理

能力，健全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处置协作体

系，形成全校网络信息安全协同处置机制。 

建设与应用 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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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和发

展，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MIS）模式至

今仍然不能打破，带来的问题是“信息孤

岛”依然十分严重，业务之间信息化仍然

处于“撕裂”状态，“碎片化”业务多，

跨部门业务割裂，这一类问题迫使我们需

要重新思考，如何建设更加便捷、高效的

信息平台。

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是解决高校信息

平台建设的重要理论方法。本文借鉴业务

流程优化的思想，将其应用到高校业务管

理之中，并作出初步的探索。随着流程优

化的落地实施和大力度应用，这也必将很

好地改进各类学生及教师的办事效率和质

量，大力提升高校办学的服务能力和层次。

国内外流程管理优化再造发展
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迈克尔·哈默教授率先提出了业务流程

优化与再造的概念，1993 年，哈默与钱

皮合著的《再造公司——企业革命的宣言》

一书正式发行，业务

流程优化与再造的理

论彻底地改变了影响

世界 200 多年的亚当·

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

建立和管理企业的观

念，将业务管理的核

心由“职能”转变为

“流程”，以“为顾

客创造价值的流程”

的视角来优化和重新

设计组织结构。

根 据 CSC Index

公司对 621 家美洲和

欧洲公司的宏观调查

报告得知，关于启动

流程优化再造情况的

公司已占据绝大部分，

如图 1、2 所示。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企业进行流程

优化和再造工作之后，在大部分的业务成

本、市场提升、价值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

很大的效益，如图 3 所示。

业务流程概念

流程是什么

1993 年，美国迈克尔·哈

默与钱皮教授对业务流程优化

与再造提出了全新的定义，即

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

地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从

而获得在成本、质量、服务和

速度等方面业绩的戏剧性的改善，把一个

或多个输入转化为对顾客有价值的输出的

活动，使得企业能最大限度地适应以“顾

客、竞争和变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经营

环境。

业务流程管理优化的变迁过程

业务流程管理与优化可简单划分为

流程改进（Business Process Improvement， 

BPI）（Thomas Davenport，1990）、 流

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Michael Hammer，1993）、流程

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PM）

（Elzinga，1995）和流程治理（Business 

Process Governance， BPG）（IBM， 2009）

四大阶段，见表 1。

高校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
北京建筑大学

图 1 美洲 497 家公司调查结果           图 2 欧洲 124 家公司调查结果

 优化重组     未优化 

31%

69%

25%

75%

 优化再造     未优化 

图 3 几个典型公司流程优化再造后效果对比

阶段 典型技术

科学管理
动作分解、工时定额、标准化、规范化、职能工长制、计划与
执行分离、例外处理、甘特图

持续改进
全面质量管理、单元自动化、信息共享、办公自动化（OA）、
电子数据交换（EDI）、物质需求计划（MRP）

流程再造
并行工程、六西格玛（six sigma）、企业资源计划（ERP）、
工作流管控系统（WFMS）、petri 网、

卓越流程
Pl-caculus modeling、 流 程 管 理 系 统（BPMS）、
OSAP(outside SAP)、OERP(outside ERP)

精益管理 SOA、Web Service、流程商务智能（BI）、流程知识管理（KM）

表 1 业务流程管理优化的变迁

福特采购与
应付款人数
/50( 单位：个 )

华为生产库存
周转率 ( 单位：
次 / 年 )

IBM 信用卡发
卡周期 /10( 单
位：次 / 小时 )

 优化前    

 优化后

流程优化需要在已有的业务运行过程中孕育，在动态过程中形成和调整，不断适应更加多样化、

综合化的业务需求。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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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做高校业务流程优化

高校中流程优化就是要消除工作人员

人浮于事、扯皮推诿、职责不清、执行不

力的固疾，从而达到业务管理运行有序、

效率提高的目的。高校业务的运行必须让

流程说话，管理者思考问题时要用流程思

考，而不是“等领导发话”或“等领导拍

板”，更不是“拍脑袋”。只有将流程中

的各个节点把握好，才可以将工作梳理得

更顺畅，让工作人员的目标更加清晰，效

率迅速得到提高。

因此，提高大学竞争力的途径，除了

重视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的大学功能之外，现代大学章程、

大学管理的合理化、精细化、管理模式的

改进还需更大的努力，从而更好地为大学

功能服务。

当前高校业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国内一些高校业务人员常常以自

己部门为核心，奉行权力职能优先于服务

教学科研及师生的固化思想，导致高校业

务管理的整体服务效率和质量长期在低水

平徘徊，给高校整体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负面影响。

 缺乏高度的信息化战略

经过长期的发展建设，各大高校内部

都建设了很多的信息系统，数量上不断增

加，但一些学校质量上却没有明显的提升，

系统建设方面比较随意，没有很好地规划，

而且从部门角度看，重管理职能，轻服务

理念，缺乏一定的

流程化意识。

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

一 些 高 校 内 部

的部门建设比较守

旧，思想较为落后，

部门职能间基本相

互独立，各部门业

务人员基本只管理

和服务内部事务，

不管其他更人性化

的需求，同时部门间流程互不干涉，而且

各大信息系统的数据各自收录存放，没有

形成有效的信息和数据共享，最终造成职

能孤岛和信息资源孤岛，无法实现业务人

员和数据信息的最大价值。

缺乏前瞻性和预测性

各业务部门都积极上线自身的业务信

息系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的业务

管理带来了较多便利，但是有些学校处理

逻辑并没有做相应地改进和优化，导致校

内各部门的业务系统都在迁就现有的事务

处理流程，造成过多的审批签批手续，并

没有带来业务价值上的提升。

缺乏规范的业务架构

部分高校管理人员机械化地按照现有

的工作模式去完成工作，没有对业务进行

反思和剖析，导致在管理层面上缺乏对诸

如业务模型、业务流程的科学分析，导致匮

乏的业务沟通和不科学的业务管理，在为校

内师生提供某些经常性的服务质量方面大打

折扣。

上述问题不是没有被发现，而是没有

足够的意识和勇气去改变，因此迫切需要

做出流程优化与改变，做到相关资源的高

效利用，从而提供优质的服务。

业务流程分析优化的方法与措施

流程增值分析表法 ASME

ASME 标准，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

会 标 准（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ASME 最明显的特点即可在

整体的业务流程过程中明确地发现不增

值的过程，从而快速确定其所在环节并

做出优化处理。

见表 2，从高校的角度讲，能否给学

生和教师带来基础业务服务，能否在降低

人力、财力、物力等成本基础上带来更多

价值服务，每一步分解之后，那些不增值、

不合理的部分将会一目了然。

标杆瞄准法

标杆瞄准法就是确定本单位的重要业

务，然后选取相同行业内运营出色有着强

大竞争力的单位，将自己的成本和服务与

那些一流的单位进行对照和分析，持续地

对本单位进行改进和提升。主要参考思路

如图 4。

DMAIC 模型法

DMAIC 模型由通用电气公司提出，是

在其他众多公司实施 6sigma 经验的基础上

总结优化而来，它主要对当前的业务管理

进行优化和再造，更适合应用于已有的业

务流程。其五大关键要素如图 5 所示。运

用 DMAIC 模型分析时，首先要界定用户的

业务需求，找准用户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通过量测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校

图 5 DMAIC 模型法五大关键要点

清除 简化 整合 自动化

等待时间

重复

往返协调

无必要审批

……

表格

程序

沟通

技术

流程

……

机构

团队

流程

顾客

……

乏味工作

机械式服务

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

数据分析

……

表 3 ESIA 方法功能表

图 4 标杆瞄准法思路要点

序号
活动

描述

活动类型

时间 操作者增值

活动

非增值

活动

检

查

传

递

耽

误

贮

存

表 2 流程增值分析表

确定主题 分析数据 选定对象 变革行动 持续改进
界定

(Define)

改进
(Improve)

分析
(Analyze)

控制
(Control)

量测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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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可靠，然后对数

据加以分析，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

对查出的问题进行改进，并采取相应对策

将关键要素的偏差量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

ESIA 分析法

业务流转过程中，我们要尽最大可能

减少业务中的非增值过程，不断调整业务

中的核心增值过程，而 ESIA 法则正是实

现这一重要目标的最佳实用原则。

具体 ESIA 方法功能，见表 3。

ECRS 分析法

作为流程优化与再造的一种方法，

ECRS 分析法较为简单、明晰，容易理解，

近年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其主要分

析要点，见表 4。

对当前业务流程运行的不断分析，找

出其中较为繁杂且不存在或者较少的体现

服务价值的工作内容和步骤，将其简化处

理，以降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成

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业务流程优化的原则细则及步骤

流程优化需要在已有的业务运行过程

中孕育，在动态过程中形成和调整，不断

适应更加多样化、综合化的业务需求。

进行业务流程优化时，必须明确流程

导向，如图 6 所示。

只有明确流程导向后，才能领会流程

优化工作的精髓和目标价值，并能准确地

实现对流程战略的把握，从而真正彻底地

做出流程的正确优化，优化的同时要遵循

如下原则：

1. 尽可能站在被服务者（领导、师生）

的角度设计和优化流程。坚持关注教职工、

学生需求。

2. 尽量减少“不增值”的活动，能够

体现快速、低成本、正确容易的业务服务。

3. 使用通用的图形语言，借助图形等

更直接的表达方式，使得流程对于整个组

织来说都更易于理解并达成共识，几乎不

用过多地解释与培训。

4. 理清业务逻辑特别是需要交叉审核

的任务或子过程的关系，越细越好。 

5. 确认审核的需求和必要性，尽量网

上电子签名（档案管理另有要求的除外），

尽可能优化并简化流程。

6. 流程优化时应打破部门之间的壁

垒，不应只基于某个部门来编写优化业务

流程。

7. 从底层上打通各大业务部门联系，

充分利用各个业务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

减少用户填报的数据量。

在进行流程具体优化时，可参考以下

步骤，见表 5。

高校业务流程优化案例

目前，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北京

建筑大学已经启动学校管理业务流程的梳

理及优化工作，各大业务部门采取先梳理

再优化的思路，整体工作进展较为顺利，

部分优化后的流程也为部门带来了极大的

正面效果。

以“学生校园一卡通补办业务”为例，

介绍该流程优化前后的大致对比，经过对

各节点优化处理后，为本校学生带来更大

的便利服务，突出流程优化的实际价值。

本例流程优化采用 ESIA 方法及 BPMN2.0

标准处理，在线下人工处理时，学生校园

卡补办业务（优化前）流程如图 7 所示。

从上述图中可以看出，校园卡补办业

务流程逻辑较为复杂繁琐，牵涉到多个部

门并且存在较多冗余步骤，根据 ESIA 方

法大体优化处理如下：

1. 清除非增值活动

学生需从网上下载或者去前台服务大

厅取得所需表格，然后再填写并签字审核，

在整个线下人工办理过程中，此步骤并未

操作处理 分析要点

取消（Eliminate）
业务环节是否必要，是否合理，如果删除会否有不
良后果

合并（Combine）
如果无法删除该业务环节，是否可以考虑与其它环
节业务合并，合并后是否合理

重排（Rearrange）
通过对整个业务流程的运行和分析，为了更加符合
实际并为客户创造更多的服务价值，调整业务过程
的运转顺序

简化（Simplify）

对当前业务流程运行的不断分析，找出其中较为繁
杂且不存在或者较少的体现服务价值的工作内容和
步骤，将其简化处理，以降低人力、财力、物力等
方面的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表 4 ECRS 分析法关键内容

序号 目标 概述

1 流程评估
评估、分析、发现现有业务流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实现途径包括绩效评价、事故检讨、客户反馈、检查
控制和学习研究等

2 流程分析
分析流程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和改善机会，为后一步的
改进行动提供指引，分析内容包括性质分析、原因分析、
干系分析和实施分析

3 流程改进
在流程分析的基础上，对现有业务流程当中发现的问
题展开修改、补充、调整等改进工作，研究方法包括
访谈法、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以及标杆学习法

4 流程实施
在对业务流程修订改进后，付诸于实际操作运行，主
要实施步骤有签署发布、宣传培训、现场指导和检查
控制

表 5 业务流程优化主要步骤

图 6 业务流程优化导向

流程

导向

目标

导向

以人

为本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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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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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带来价值增值服务，并不是非常必

要，相反会让学生觉得比较繁琐，在结合

高校信息化系统建设情况下，本步骤完全

可以在网上直接填报。

2. 简化部分环节

一卡通中心需要根据情况收取一定的

校园卡工本费，人工处理下，由相关人员

收取并记录保存，待约定时间与财务部门

进行账务关联与核对，此环节较为复杂且

容易出现问题，一旦发生工本费核对不上

时即出现财务问题，较为麻烦，此步骤可

以借助信息系统建设而搬到线上服务，工

本费可以直接与财务系统对接，从而简化

办理流程与风险环节。

3. 整合部门业务及职责

校园卡补办过程中，所在院系和主管部

门主要起到一个把关作用，主要根据学生的

在籍情况等进行审批核准，基本不存在价值

增值服务，学生在办理审核业务时，有时会

存在相关职能人员不在岗的情况，相反会影

响整个业务的执行效率，所以在信息系统及

共享数据中心大力建设的背景下，根据共享

数据中心学生数据，直接限定只有本校在籍

学生才可发起该流程，从而使得两步审核环

节完全可以简化合并至一卡通中心处理。

4. 自动化业务流转

在高校信息化大力发展的背景下，这

些线下人工服务在业务流程梳理、优化并

评估确认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借助一站式

网上协同流程平台全面实现自动化流转，

从而在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上更上一个台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业务流程优化与

改进可以大幅简化整个任务链条中复杂繁

琐的部分，并清除其中非增值业务环节，

增强核心的价值服务，同时更深度地对相

关职能部门业务进行整合与协调，最终提

供更具效率和质量的价值服务。

卓越的流程管理是管理水平的直接体

现，它决定了整个价值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相信随着业务流程管理与优化的理念逐渐

普及，流程思想必将逐步被引入到高校的

业务管理之中，并激发业务优化动力，从

而为高校师生提供更加便利化、综合化的

价值增值服务。

（作者单位：1 为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中心，2 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4 月 19 日，“互联网 + 时代下高校新 IT

人才培养论坛”在杭州举行，吸引了来自全

国 300 多所本科和高职院校的 400 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本次论坛由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

基础教育研究会和新华三集团旗下的杭州华

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三通信）

联合举办，旨在探讨新形势下 IT 人才培养新

模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此话题的探讨主要源于两方面的需求。一

方面，是学校的网络信息中心管理者的需求。

华三通信副总裁丁文光预测，未来几年内，

云计算技术认证将逐步替代以往的网络技术

认证成为学员关注的重点。对此，华三通信

教育系统部总监徐继恒认为，“现在学校信

息化主要包括两类，无线覆盖的移动互联网

及互联网 + 的应用，以及将整体的网络和数

据中心，升级为云计算中心。所以，过去招

标是招设备，在云计算互联网时代，招标是

系统工程，是服务。”

“对于网络信息中心的管理者而言，云计算

将更容易满足大数据挖掘和应用的需求。” 徐

继恒以华中农业大学建立的学霸系统为例，利

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将学生在学校的轨迹，频

繁活动区域、图书馆借阅的书、考勤情况、消

费情况等相关的数据耦合到一起，进行数据分析，

呈现出商业 BI，叫学霸系统，并以此分析学生

对于学校的适应情况等。

徐继恒认为，对于学校数据分散于各部门、

信息中心委托代管的现状，云计算的发展将有

望倒逼现有的流程和组织去适应它，甚至实现由

一个部门统一接口，自顶向下进行整个信息化架

构的设计。

另一方面是人才的需求。“互联网 +”时

代，企业对大数据、云计算、SDN 等领域的人

才需求扩大，国内多所高校虽已开设相关课程，

但高校对这些技术人才培养存在师资力量不足、

实训条件缺乏、人才与企业需求无法对接等问题。

结合当下高校 IT 人才培养难题，华三通信提供

了包括实训室建设、实训室教学、师资培养、

就业服务的全方位人才培养服务方案。

此次发布的新一代全系列的实训室解决

方案，可以帮助学生进行网络、安全、无

线一体化实训，并模拟场景，开展云计算、

SDN 实训等。在新一代实训室方案中囊括了

大数据实训室方案，该方案是华三通信大数

据技术第一次公开亮相。此外，华三通信还

率先推出云计算认证培训体系，为培养更多

与时俱进的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华三

通信表示，华三通信将力争通过 5 年的时间，

帮助网络学院从传统实训室升级到云网融

合为核心的新 IT 实训室，以适应互联网 +

时代对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 IT 人才的大量

需求。

目前，面向 420 余家网络学院，华三通

信设立了 H3C 云学院项目。华三通信云学院

已发展 30 多所院校，培养 150 余名讲师，是

国内发展较好的校企合作项目。   

云计算时代，探索高校信息化管理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图 7 校园卡补办流程（优化前）

接收
材料

审核
盖章

审核
盖章

接收
材料

接收
材料 刷卡收取工

本费
接收
卡片

取表 收卡填表 提交所在
院系部门

院系部门
是否通过

提交主
管部门

院系部门
是否通过

提交一卡
通中心

开始 终止

申请

人员

一卡通

中心

1: 网站下载
2: 一卡通中心领表

所在

院系

主管

部门

否

否

是 是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2016.5 中国教育网络 55

本刊讯  4 月 24 下午 4 点，历时两天

的 0CTF 暨 XCTF 联赛上海站国际赛顺利

谢幕，本站比赛由上海交大 0ops 团队主办，

XCTF 联赛主办方国创会联合主办，总体

承办方南京赛宁为上海站 0CTF 提供协办

支持。最终，俄罗斯 LC BC 力斩群雄，

夺得冠军并成功获得参加八月拉斯维加斯

DEFCON CTF 的资格，美国明星战队 PPP

和老牌劲旅波兰 Dragon Sector 分列二三

位，复旦大学六星战队成功获得一张入围

XCTF 联赛总决赛的入场券。

在首日的比赛中，俄罗斯 LC BC 一

骑绝尘，占得先机，美国 PPP 战队则上

演从倒数第一到大逆袭暂居第二，波兰

Dragon Sector 获得第三名。中国战队则整

体表现一般，卫冕冠军台湾大学 217 战队

仅排行第 6 位，其他几支中国战队位居其

后，来自日本的 TokyoWesterns 由于不太

适应线下的攻防战，排名垫底。

经过第一天的适应以及一整晚的紧张

准备，第二天的比赛一开始即进入白热化，

攻击十分频繁，加之主办方为了增强比赛

的观赏性，加快了比赛节奏，每一轮的时

间缩短为 5 分钟，一时之间，大航海攻防

展示界面上出现了万炮齐鸣的场面。

混战之中，还是首日表现出色俄罗斯

LC BC 抢得先机，他们不仅拿下对抗类

polaray 题目的一血。还成为唯一一支六道

题目服务正常且防御成功的队伍，继续扩

大领先优势。

最终，俄罗斯 LC BC 凭借全面而均

衡的能力，力挫群雄，夺得冠军并成功

获得 4 万元奖金以及八月参加拉斯维加斯

DEFCON CTF 的资格，美国明星战队 PPP

在第一天的神奇逆袭后未能再进一步，获

得第二名，老牌劲旅波兰 Dragon Sector 战

队获得季军，两支队伍均获得了两万元奖

金，美国 shellphish、台湾大学 217、德国

Eat Sleep Pwn Repeat 三支战队分获 4~6 名。

而在 XCTF 联赛总决赛入场券方面，由于

217 和 forx 已经分别在此前北京站和西安

站的比赛中获得了入围 XCTF 联赛总决赛

的资格，复旦大学六星战队成功获得一张

直通 XCTF 联赛总决赛的入场券。

在十二支顶尖网络团队激烈对抗的同

时，同期举办的 0CON 信息安全创新创业

峰会也火热进行，近千名嘉宾齐聚 11 楼

会场，众多网络安全圈的牛人大咖为大家

带来了为期三天的演讲和分享。

本次上海站 0CTF 的组织方，0ops 团

队副队长，全球最年轻的 Black Hat 会议演

讲者许文为大家讲述了 0ops 团队的成长历

史，他同时也参与了此次线下决赛的出题

与维护工作。百度安全事业部总经理马杰

则针对安全创业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表

示，创业要找对投资人，该融资时就融资，

把产品做好发展起来，不应瞻前顾后怕吃

亏。360 网络攻防实验室负责人林伟则就目

前越来普遍的智能硬件攻防发表了自己研

究所得，指出万物皆可破，需要重视在智

能硬件领域的安全问题。腾讯科恩实验室

（KEENLab）高级研究员，Pwn2Own 2013 

iQS 冠军陈良向大家介绍了世界最难的黑客

挑战赛——Pwn2Own，并结合自身的经历讲

授了一些比赛中的注意事项。

为期三天的上海站比赛落下帷幕，顶

尖网络安全团队的精彩攻防对抗，各路牛

人大咖的观点分享，给所有与会嘉宾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届 XCTF 国际联赛已

进行五站比赛，接下来的成都站 SCTF、

武汉站 WHCTF 和杭州站 ALICTF 将是获

得总决赛资格的最后机会。

七 月 中 旬， 俄 罗 斯 LC BC、 美 国

PPP、宝岛台湾 217、forx 等世界知名战

队和 FlappyPig、AAA、六星等国内知名

战队将齐聚北京 XCTF 国际联赛总决赛，

争夺联赛总冠军头衔和特训夏令营机会。

进入特训夏令营的优秀选手将得到 XCTF

顶尖技术大咖的技术指导与培训，备战

DEFCON CTF 全球总决赛。

上海站 0CTF 决赛 俄罗斯队进军 DEFCON

俄罗斯 LC BC 获得冠军 精美的 UI 设计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56 中国教育网络 2016.5

文 / 盛靖  于耳

　虚拟化技术应用现状

自 2008 年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开始应用虚拟化技术以

来，服务器虚拟化逐步已趋向成熟，到了 2010 年开始稳定地应

用于应用系统部署中，原有安装在实体服务器上的应用开始有计

划地迁移，服务器采购也从普通服务器转向以适应虚拟化应用的

服务器为主。至 2015 年底，已部署有虚拟服务器 200 多台，学

校 90% 的应用在虚拟服务器上运行。

2014 年，在积累了丰富的虚拟服务器应用经验的基础上，为

破解学校存储发展的瓶颈，经反复论证，选择了 VSAN 虚拟化存

储作为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未来 5~10 年存储发展的突破口。

2014 年 5 月，VSAN 系统在学校成功部署。至 2015 年底，信息办

成功地在公安网上进行了 VSAN 最新版本的升级，整个虚拟化存

储系统的安全性和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化存储的成功应用显现出了显著的应用

成效。据统计，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IT 运行管理的效率提高了

3 倍。服务器利用率提高了 10 倍，每年节电 10 万多度，并且 IT

服务的响应度也成倍提高，在不增加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基本满足

了应用发展的需要。

教学需求不断推动校园网发展

随着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信息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在校园

网上开展网上教学和移动学习的需求不断提出。目前上海公安高

等专科学校在校园网上的信息化应用较少，IT 基础服务较为薄弱。

因此在校园网上建设一套完整的 IT 基础服务平台支撑即将快速

发展的信息化应用系统就显得极为迫切。

校园网现状

目前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在校园网主干仍为 2008 年学校

改扩建时期建成的系统，核心交换机为一台设备，上联教科网、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3 套网络出口。校园网上目前主要服务内容

包括互联网接入服务、无线网络服务、高清监控专网等三个，应

用平台仍由传统的实体服务器组成，应用数量也只包括技防实战

应用平台、短信平台等。整个 IT 基础平台缺乏支撑移动学习和

信息化教学的能力。

IT 基础平台常规方式发展的瓶颈

据初步测算，若要完整支撑移动学习和信息化教学，在校园

网上若按照传统方式建立一套 IT 基础平台，则信息办的管理工

作量大约至少会增加 50%，若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将会建成一套

和现在公安网上规模基本相当的一套平台，在现有的人员条件下，

这将可能会制约学校 IT 的快速发展。

破解难题的方法

自 2014 年，信息办就着手规划，如何建立一套适应未来发展

需要的 IT 基础服务平台，以适应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结合上海

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成熟应用的虚拟化技术，IT 的自动化管理

被提上议程。

IT 自动化即是以无人化的方式实现 IT 服务和管理的自动化

运行，是大幅度提高 IT 业务价值的关键技术。其主要内容包括

从虚拟化走向 IT 自动化

图 1 硬件架构拓扑

本次项目中采用了最新的虚拟化技术和自动化管理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向 IT 自动化迈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数据中心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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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合规性、提供标准的服务目录、智能监控分析平台及报表功能、

自助服务申请、业务部署的敏捷性、业务连续的保障、资源的计

量计费等。IT 自动化建立在虚拟化技术之上，以软件来定义网络、

服务器、存储三大基础硬件，从而实现以软件支撑的自动化。

2015 年信息办成功部署了 Vcloud 系统，该系统具备了 IT 自

动化的基础功能，实现了虚拟服务器部署和运维的初步自动化，

IT 运维质量得到提升，效率得到提高。

IT 自动化的建立

什么是 IT 自动化

IT 自动化，就是通过集成化的管理平台，提供统一完整的

基础环境视图，实现整个 IT 基础设施的数据自动发现和更新，

并在自动化策略支持下实现 IT 操作的自动化运行，实现 IT 业务

和技术的融合。

IT 自动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网络、存储和服务器运维、部

署和管理的自动化和应用发布的自动化，其背后最主要的技术支

撑就是硬件设备的虚拟化，也就是用软件来定义网络、存储、服

务器等硬件设备。

硬件设备发展到现在，不同品牌、不同厂商之间的产品差异已

经越来越小，硬件的标准化成为趋势。其中服务器是最早走向标准

化的，网络和存储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而软件正成为差异化的

核心。未来，IT 的基础平台一定是以软件为核心，采用软件定义硬

件，而不是以硬件厂商为核心。软件定义也成为 IT 自动化的极为

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只有当硬件设备实现软件定义后，各硬件设备

才能以软件控制的方式整合自动化策略实现 IT 自动化。

IT 自动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 首先是工作效率的提高

主要体现在业务的快速部署。

传统的虚拟机管理模式下，使用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之后，

由 IT 部门管理员创建虚拟机环境，完成操作系统部署和存储网

络配置等工作。整个操作过程需要人工干预，部署一台虚拟机需

要在半小时至一小时。

通过云平台实现自动化后，IT 部门将常用和通用的系统打包

成标准模板，并以服务的方式提交。使用部门在平台上直接提交需

求经自动或人工审核后，自动化生成虚拟机环境，无需人工干预。

整个环境的创建只需要 5~10 分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IT 部门

把精力集中在维护好标准模板上，而无需做重复流程化的工作。

2. 其次是合规性及安全性的提高

主要体现在 IT 部门及使用部门的权限受控访问。

传统虚拟机管理模式下我们无法做到对用户权限进行细粒

度的管控，当虚拟机环境创建完成交付之后，用户通过远程连接

可以在虚拟机上进行任何的操作，更改配置参数，部署应用，对

虚拟机的关机重启删除等操作。

而通过自动化管理平台，实现了对用户权限进行细粒度的管

控。例如：是否允许开关机、是否允许销毁、允许哪些远程访问

的类型、是否可以执行快照备份的权限、快照备份的数量等，并

且通过资源租用时间管理，实现资源自动到期回收。这些细粒度

的控制，使 IT 管理员可以实现对用户权限的更严格控制，用户使用

IT 基础资源的合规性得到切实保证，整个系统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3. 资源使用率的提高。

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分析的智能化和优化的自动化。

自动化管理平台的资源利用分析和管控功能得到很大的提

升。传统虚拟机管理模式下，需要通过 vCenter 逐个查看虚拟机

的当前使用状况，视图过于简单，缺少历史数据，并且无法展示

全局虚拟机的整体资源利用情况，无法对现有的业务环境做充分

的评估，资源使用率的进一步提高受到较大限制。

图 2 vCloud 模块关系

图 3 vCloud 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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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化管理平台中，实现了对资源的多维度分析和智能筛

选，并能通过分析历史数据自动给出优化建议，配合自动化策略

可实现对资源利用的自动回收和分配，使资源使用率得到了最大

化的提升。 

具体实践

以 IT 自 动 化 为 目 标， 经 周 密 规 划，2015 年 我 们 完 成 了

vCloud 的部署，利用其核心组件 vRealize Automation 自动化模块

实现了虚拟服务器的自动化部署、运行状态的自动监测和自动化

的运维分析。IT 自动化走出了第一步。

系统部署基本情况

此次部署从 2015 年 7 月开始，历经了 4 个月。信息办牵头

组织了强大的实施技术队伍，实施前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并

且每一步的实施都经过前期准备、测试、实施操作、观察稳定等

阶段，以确保实施项目一次成功。

此次部署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硬件平台的搭建

采用了4台某厂商 X3650服务器组成4节点自动化平台集群。

每台服务器配置两块 800G SSD 固态硬盘和 12 块 1.2TB 的机械硬

盘，同时提供计算及存储资源。4 个节点之间通过万兆交换机连

接，在网络上确保足够的带宽和传输速率，如图 1 所示。

2. 虚拟化系统的部署，其中包括服务器虚拟化及存储虚拟化

等部署工作

此次虚拟化系统安装了最新版本 VmwarevSphere 6.0U1 和

vSan2.0，组成了 128 核 CPU、512G 内存的计算资源池和 57T 裸

容量的存储资源池，可以满足各类校园网应用部署的需要。

3. 自动化管理平台基础架构部署

此次采用了 vCloud6.2 作为自动化管理平台，提供的主要核

心服务包括：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自动化管理核心组件，提供了

虚机申请自动化部署的功能）、VMware Identity Appliance（统

一身份验证组件，提供统一身份认证功能）、VMware vCAC 

Appliance（提供 vCAC 最基本的一个 WEB 页面，让用户登录、申请、

审批、管理虚拟机资源）、Windows AD 服务器（Windows 域服务器，

提供统一身份认证和单点登录功能）、vCenter 6 （服务器虚拟化

的基础架构的管理平台）、VDPA 6 备份（虚拟机自动备份软件，

提供最适合虚拟机的数据备份和管理功能）、vCops 监控模块（进

行整个平台的资源使用率监控、平台健康度监控、物理设备的状

态监控）。

这些核心服务组成了自动化管理平台的核心应用，使最重要

的自动化管理功能得到实现，如图 2、3 所示。

4. 数据迁移工作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原有在校园网平台上有包括统一身

份认证、精品课程、视频监控、多媒体信息发布、运维平台等在

内的十多个应用，部署有 5 台物理服务器、1 台 IPSAN 和一个小

规模的虚拟机系统，运行虚拟机 40 余台。此次在自动化管理平

台部署完成后，利用利用 P2V 工具，将老旧的物理机服务器上

的应用迁移到 vSAN 环境中，利用 vSphere 的数据迁移功能，将

原 IPSAN 存储上的数据全部迁移到 vSAN 中。数据迁移前全部进

行了完整的数据备份，整个迁移工作持续了 2 周。

5. 自动化管理平台架构的系统调优

平台部署完成后，我们对平台架构进行了细致的调优工作。

优化主要针对实际的应用场景，一是优化网络配置，提升平台网

络性能；二是建立分级管理体系，制定了虚拟机审核和开设规则；

三是确定了用户对于虚拟机的操作权限。

6. 测试老平台到新环境中的运行情况

至 2015 年 11 月初，所有业务系统已在新环境中稳定运行，

转入运行测试阶段。

实施成效

通过本次校园网自动化管理平台的建设，一是建立了稳定可

靠的 IT 基础平台，满足了在校园网上开展各种应用的需要；二

是采用最新技术，确保 IT 基础平台的持续可发展，可满足今后

至少 4 年的校园网应用发展需要；三是提高了信息办 IT 管理能力，

在没有增加 IT 技术人员工作量的情况下，系统安全性和合规性

都得到显著提升，减轻了 IT 部门的运维压力。

技术创新点

创新是信息办一直所坚持的信念。只有突破常规，敢于尝试

新事务、使用新技术、引入新方法，才能为学校的信息化发展提

供持续的动力，为学校管理和教学发展带来新的价值。本次项目

中我们采用了最新的虚拟化技术和自动化管理技术，突破了传统

的管理模式，向 IT 自动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本项目的基石是服务器虚拟化和 Vsan 软件定义存储技术，这

两项技术已经在学校得到成熟的应用，特别是 Vsan 带来了 IT 基

础架构三驾马车（服务器、存储、网络）中“存储”的重大变革，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在 2014 年率先在国内成功应用，使得学校

存储发展得到突破。此次应用 vCloud 自动化管理平台，则实现了

IT 管理瓶颈的突破，使得传统的凭经验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和规范管

理。以真实数据说明问题，以分析结论作为导向，体现了信息化管

理的新模式，也使 IT 管理部门能够摆脱繁琐的重复劳动，而着眼

于更重要和更具前瞻性的工作，提升 IT 服务质量。

（作者单位为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信息办）

数据中心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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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全民时

代，人们在商场、酒店、大型连锁餐饮通

过 Wi-Fi 上网早已不是新鲜事。然而，对

于大多数高校校园来说，无线网络覆盖的

区域可能仅限于图书馆、办公楼等部分区

域。面对与日俱增的无线网络需求，安徽

财经大学携手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卓智”）进行了无线网络的全面

建设，成为了安徽省首个无线网络全覆盖

的高等院校。前不久，在合肥召开的“‘互

联网 +’时代下的高校智慧校园创新应用

研讨会”，来自全国 30 所高校近 80 位信

息化领导与专家参观考察了安徽财经大

学，对校园网的建设成果予以了高度认可

与好评。

安徽财经大学是安徽省重点建设大

学。现有交通路校区、龙湖西校区、龙湖

东校区三个校区，占地总面积 1014050 平

方米，全校师生 2.5 万余人。卓智免费为

安徽财经大学辅设 3000 余个 AP 终端和光

纤线路，改造利用了部分原有有线网络，

实现了全校区 Wi-Fi 覆盖。全校师生在校

园内办公区、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操

场等任何区域都可以方便高效地使用校园

校企携手，共建智慧校园
安徽财经大学携手卓智打造安徽首个无线网络全覆盖高校

安徽财经大学校园无线网络拓扑

网络。截至目前，系统开户人数达 2.4 万

余人，高峰在线人数近 2 万人，全面提升

了在校师生的网络体验，满足了校内日益

增长的移动互联需求。

在运维与管理方面，卓智整合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引

入了合理的市场化竞争，老师和学生可以

通过自主选择，享受到优惠的网络资源。

安徽财经大学将原有办公网络、新建的学

生宿舍有线网络以及全区覆盖的无线网络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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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到一个运维管理平台，网络管理实现

了有线、无线统一认证管理，以及三网融

合统一认证管理。同时，借助卓智完善的

服务体系，专业高效的运维团队、智能

机器人服务及专人驻校服务，使安徽财

经大学从日常繁杂的网络维护工作中解

脱出来，大幅提高了网络管理水平和效

率，也为学校智慧校园的建设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安徽财经大学及时把握移动互联网

时代下的校园网建设新模式，快速跨越

了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基础阶段。据悉，

学校未来在智能应用层面将开展更多探

索与尝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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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财经大学校园网络环境得到了全

面的改善和提升。然而在信息化建设的道

路上，安徽财经大学走得并不轻松，曾经

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学校原有的有线网络设备老

化急需更新；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学校网

络信号遭受严重干扰，无线网络可用性较

差，并且覆盖的区域较少，不能满足师生

移动办公、教学、学习等需求，网络的升

级改造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一次性完成校园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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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的资金体量较大，学校面临较大的资

金压力，而且涉及的系统与设备繁多，无

形中增加了建设难度，预算精确度也不易

把控。而分步建设涉及的资金相对较少，

建设难度较小，却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并

且需要极强的统一规划及项目管理能力，

才能确保校园网建设的延续性和适应性。

这种方式放慢了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如果选择与运营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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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常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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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运营商的建设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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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移动应用。

除此之外，在运维管理方面，面对日

益增长的 4G 用户，学校缺乏对移动校园

网的管理手段，师生上网行为管理薄弱；

由于有线和无线网络的运维过程复杂、工

作量大，学校现有校园网络的质量及运维

服务水平明显不足，管理成本居高不下。

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

信息化建设正开展多种建设、管理模式的

探索，与企业合作就是其中的一种模式。

通过借助企业的力量，加快高校信息化建

设的步伐。卓智作为中国教育网络运营服

务商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为广大高校

免费投资建设基础校园网，并提供运营及

维护等一站式服务。全盘统筹规划校园网

络建设方案，保证方案的先进性与对学校

的适应性。合作期间，卓智还会免费动态

地更新网络设备及相关资源等，保证网络

的综合效能。同时研发团队结合多年学校

教学和教务管理经验，研发以“教育 +”

互联网生态云解决方案及以大数据、物联

网为核心技术的“数巨 +”两大产品，为

用户提供卓越的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截

止目前，已经在超过 20 个省市为百余所

高校建设智慧校园网，为超过 100 万高校

师生提供智慧校园网络服务，与高校形成

长期战略合作。

未来的校园，是网络化的校园，是数

据化的校园，更是智慧化的校园。卓智将

投身于高校智慧校园建设，携手各大高校，

为推动教育信息化改革贡献力量。

安徽财经大学机房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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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从 2001 年至今共经历了四

代在线教育的发展，如表 1 所示，分别是：

第一代：基于物理服务器的 WebCC（自

研平台）在线教学；第二代：基于虚拟机

的 Blackboard（商业平台）在线教学；第

三代：基于云计算的 Moodle（开源平台）

在线教学；目前 , 正在进行第四代——基

于混合云的 MOOC 在线教学的探索。

基于实体服务器的WebCC（自研
平台）在线教学

在线教学平台 WebCC（Web-Based 

Course Center）是深圳大学教育技术中心

自己研发的在线教育平台，运行于实体服

务器，开发脚本语言采用 ASP，数据库使

用 SQL Server，服务器软件使用 IIS，实现

了信息浏览、课件上传、作业、答疑和交

流等教学支持。WebCC 与深圳大学网上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同步进行，相互促进，

方便教师和学生的使用。从 2001 年上线

开始运行了整整 10

年，根据对 WebCC

的后台数据的统计

分 析，2001 年 第

二学期开始学生用

户 数 为 791 人， 而

到 2011 年第一学期

学生用户数达到了

19721 人，学生用户

数基本上呈逐年上

升 的 态 势， 如 图 1

所示。

经过不断地宣传推广和培训，WebCC

平台教师用户数从 2001 年第二学期的 7 人

增加到 2011 年第一学期的 420 人，说明经

过 10 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师愿意采用

在线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如图 2 所示。

伴随 10 多年的扩招，深圳大学的学

科专业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已发展成为拥

有 25 个二级学院，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

综合性大学，同时课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应用 WebCC 的课程数占全校总课程数的

比例也从 2001 年第二学期的 0.9% 增长到

2011 年第一学期的 25.1%，总体趋势是在

不断递增，如图 3 所示。2011 年第二学期，

学校由于引进了商业化的 Blackboard（以

下简称 BB）平台，教师用户数、学生用

户数、在线课程所占比例都大幅下降，教

师和学生开始申请使用 BB 平台。

由此可见，WebCC 的确满足了教师

使用信息技术开展在线教学的迫切需求，

促进了教学的改革和教学手段的创新，由

于在线教学与线下教学紧密结合，深圳大

学教育技术中心给予了很好的技术支持、

系统维护和应用培训，所以受到了教师和

学生的欢迎，师生参与度比较高。

基于虚拟机的Blackboard（商业
平台）在线教学

深圳大学 2011 年引进了 Blackboard

（简称 BB）平台，运行于虚拟机环境，

虚拟机（Virtual Machine）是指通过软件

模拟的具有完整硬件系统功能的、运行在

一个完全隔离环境中的完整计算机系统。

四个阶段透视十五年在线教育发展

图 1 深圳大学 WebCC 在线学生用户数统计

发展

历程
在线教学平台 引进来源

Web 开

发技术

服务器

软件

数据库

软件

系统部

署技术
推广渠道

第一代 WebCC 自主研发 Asp IIS
SQL 

Server

实体服

务器

校内普及   

推广

第二代 BlackBoard 商业软件 Jsp Tomcat Oracle
虚拟服

务器

校内普及   

推广

第三代 Moodle 开源软件 PHP Apache MySQL
云计算

平台

校内外       

实验性推广

第四代 超星 MOOC 采购服务 Jsp Tomcat
MySQL

集群

混合云

+CDN

UOOC 联盟

大规模推广

表 1   深圳大学在线教育发展轨迹

深圳大学：

资源建设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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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平台开发脚本语言采用 JSP，数据库使

用 Oracle，服务器软件使用 Tomcat，由于

有了集成的运行环境和更好的 Web 开发

技术，使在线教学平台的管理效率和运行

效率都有了提升。引进之初，信息中心就

编写了 BB 平台的使用手册，对全校学科

教师进行了 20 多批次的应用培训，它的

大规模普及推广促进了深圳大学在线教学

的发展，从 2011 年第一学期开始连续 4 年，

活跃课程的数量基本保持连续增长势头，

从最初的 393 门活跃课程数增加到了最高

峰时的 3258 门，如图 4 所示。

基于云计算的Moodle（开源平台）
在线教学

云计算从 2009 年开始在全世界迅速

普及，它带来了新的 IT 资源使用方式，

计算能力和存储等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加便

捷，管理及使用变得更加简单，利用效率

更高。将云计算技术引入教育领域，可以

充分发挥软硬件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随

时随地的学习。

基于云计算的在线教学平台 Moodle

是深圳大学对于开源应用软件的一种尝

试，该系统在深圳云计算中心的云计算平

台上部署，其特点表现在：直接使用，

免 配 置 免 维 护， 提 供 定 制 化 Moodle 系

统，可快速大规模部署，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和数据安全性。Moodle 的开发脚本语

言为 PHP，数据库采用 MySQL，运行于

Linux、Windows、

FreeBSD 等三种操

作 系 统， 采 用 了

LAMP、WAMP、

FNMP 等三种技术

架构部署，安装的

Moodle 版本分别有

1.7、1.9、2.2、2.5、

2.7、2.8， 共 建 立

了 6 个基于云计算

平台的在线教学系

统进行应用示范，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要，实现个性

化定制服务，并面向不同的用户群体：中

小学校、职业学校、高校、移动用户、企

业用户等开放，图 5 为 Moodle 平台课程

首页，该平台提供了移动应用功能。

深圳大学经历了上述三代在线教学的

发展，先后组织实施了校级在线教学研究

项目、教育技术“五个一百工程”、多媒

体教学软件开发、教育技术“151 工程”、

精品课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质量工

程、精品资源共享课、视频开放课程、

MOOC 建设等一系列教学改革和资源建设

项目，从而带动了教学资源建设的飞速发

展，目前全校共建设了精品课程 60 门、

双语示范课程 16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 23

门、MOOC 课程 25 门，获得国家级优秀

教学软件 5 个、广东省教育厅立项的教育

技术研究课题 20 余项。学校在多媒体教

育资源建设上也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全

校多媒体教室覆盖率达到了 100%，联网

率 100%，仅 2014 年一年用于购置数字资

源的经费就达到了 1030 万元，从而为在线

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丰富和优

质的软件资源为在线教学提供了支撑。

基于混合云的MOOC在线教学

高校的在线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有：

网络课程建设技术标准不统一，课程数据

不互通，利用率低。高校体制的限制，办

学相对封闭，各高校间课程资源重复建设，

不能实现共享，缺少统一的课程管理平台，

影响了高校之间的信息交流。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中文名：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无疑是解

决以上在线教学问题的一个突破口，面对

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有效需求，通过大力推

动 MOOC 平台和课程建设，可以解决高

等教育资源短缺和大众化、优质化发展的

难题，并通过组建 MOOC 联盟，可以破

解高校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藩篱。

随着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发展的不断深

化和 MOOC 的兴起，中国高校在迎来机遇

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大学在

世界上的竞争力本就不强，我国高校更应

该把握这次 MOOC 发展所带来的的机遇，

积极推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建设，深化

教学创新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并通

图 2 深圳大学 WebCC 教师用户数统计

图 3 深圳大学 WebCC 课程所占比例

资源建设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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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组建高校联盟，与其他高校一起进行协

同创新，共同发展。

深圳大学已经伴随特区发展了 30 余

年，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不足，市民人口剧

增和连年扩招造成的大学资源短缺问题日

益突出，一些公共课程和通识课程的师资

严重不足，很多好的课程由于专业限制和

人数限制导致很多想学习的学生无法选

课，而传统的网络课程建设没有形成一个

比较完整的体系，视频课件偏少。随着开

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发展和国际上高等教育竞

争的不断加剧，特别是 MOOC 的出现，给深

圳大学带来了机遇，可以解决目前资源短缺

和资源优质化、大众化发展的难题。深圳大

学在此时更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深圳大学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举办

了全国地方高校 MOOC 发展研讨会，会

上深圳大学关于组建全国地方高校 MOOC

图 4   深圳大学 BB 平台活跃课程数

图 5  UOOC 联盟课程平台主页

联盟的倡议得到了 28

所高校代表的积极响

应。2014 年 5 月 12

日， 国 内 56 所 地 方

高校齐聚深圳大学宣

告 UOOC（University 

Open Online Course，

中文名：优课，U 代表

University 和 Union 二

层 含 义） 联 盟 成 立，

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

全国 40 多个城市的 74

所高校加盟并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苏州

大学、黑龙江大学、新疆大学、海南师范

大学、青岛大学、汕头大学、云南大学

等一批传统老校和地方名校、强校。2014

年 9 月 18 日 UOOC 联盟首批课程正式上

线运行。UOOC 联盟的宗旨是：整合全国

地方性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大规模开

放在线课程，形成独具特色的优质课程共

享机制，为联盟高校学生及社会学员提供

课程学习的选择和服务，促进高等教育均

衡化发展，提升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水平和

社会服务能力。

考 虑 到 自 建 平 台 周 期 长 并 且 难 度

大，UOOC 平台采用与第三方教学平台厂

商合作的形式提供租用服务，在 edX、

Blackboard MOOC、金智知途在线、超星

慕课等 4 个可供选择的教学平台中进行了

比较分析，并确定一家作为服务提供商，

选择的参考标准主要是

看以下五个方面：

1. 平台功能模块、

性能参数、知名度。

2. 先进性、稳定性、

扩展性、安全性。

3. 是否具备覆盖全

国的视频内容分发网络

（CDN）。

4. 是否具有良好的

管理维护、技术支持、

定制开发、服务的能力。

5. 最好具有专业的

课程制作团队并提供课程制作服务，具有

高校推广渠道。

最 终 确 定 的 平 台 采 用 JSP 开 发，

数 据 库 使 用 MySQL， 服 务 器 软 件 使 用

Tomcat，采用基于混合云和 CDN（内容分

发网络）的架构部署。

通过组建 UOOC 联盟，实现大规模开

放在线课程的共建、共享、共赢，面向全

体联盟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达到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降低教育成本和协同创新

的目的，具体来说是实现“一个平台”、“一

个联盟”、“一朵云”、“一大批开放在

线课程”。“一个平台”是指建设一个易用、

安全、稳定的 MOOC 平台；“一个联盟”

主要是与国内的地方高校合作，组成联盟，

这样便可以解决单所高校财力和教师资源

不足的缺陷；“一朵云”主要是采用混合

云的模式和 CDN 的加速方案，在主要联

盟高校部署公有云节点，在高校内部部署

私有云节点作为入口和本地加速；“一大

批开放在线课程”是指预计每年制作 20

门 MOOC 课程，课程定位在通识类和基

础类课程为主，三年为一个阶段，先向联

盟成员内高校学生开放，之后利用市场机

制运作向社会开放，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可

以解决 MOOC 持续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

UOOC 联盟截至目前已上线 25 门 MOOC

课程，图 5 为 UOOC 联盟课程平台。

“未来的大学不光是传授知识的地

方，更是产生知识的地方”，已经成为信

息时代大学教育者的共识。由于我国高校

信息化水平不均衡，呈现区域化的典型特

征，所以，以建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和

MOOC 平台作为课程建设的突破口，建立

以同类高校或者区域高校为主体的 MOOC

联盟，采取横向联合的战略，有助于打破

校际藩篱，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

大学决策层的共同参与，更易于 MOOC 平

台和课程的推广应用。学习者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渴求将会带动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积

极创新，形成线上线下、正式学习和非正

式学习相结合的新型教育模式。

（作者单位为深圳大学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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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卡通是最早伴随校园信息化而兴起的应用。最初，师生们利用它在食堂消费、在机房上网等，之

后它的应用被逐步延伸。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智慧校园的建设，校园卡遇到了新形势下的挑战：

一是校园卡如何改变应用模式使其能深入到智慧校园的发展中？二是校园卡如何与移动支付相互结合以

适应师生新的支付习惯？本期我们试着分析这两个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尝试。

文 / 叶镒娟  徐锋

校园卡建设应用至今，相对封闭和自

制，逐渐暴露出发展的局限性。随着互联

网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校园卡支付如何

改变建设和应用模式，跟上技术和时代的

进步。一方面，移动支付深入人心，在加

强支付安全私密的情况下，需要让校内支

付更及时更便捷，另一方面，校园支付在

开放与封闭的权衡中，如何利用社会第三

方成熟的支付体系，促进校园卡支付的发

展。因此，校园卡支付体系需要发生变革

性的调整，才能跟上这些变革性的需求，

实现支付的移动化、在线化。本文在讨论

现有校园卡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需求基

础上，确定了以校园卡电子账户为主的支

付模式变革思路，并提出校园卡账户体系、

账务体系、终端机具、卡片等改造要点，

从根本上实施对校园卡体系的调整，以满

足用户需求，跟上互联网发展技术。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浙江大学校园卡采用非接触式 Mifare 

One S50 卡，开通两个账户：卡账户和电子

账户，卡账户在卡空间和库账户存储账户余

额，卡片通过读写过程改变余额，库账户通

过消费流水记录改变余额，允许数据不实时

与后台数据库交换；电子账户以系统账户为

惟一账户，消费数据在线与后台数据库进行

交换 , 不进行写卡操作。目前校园卡消费以

校园卡账户为主账户，电子账户为辅助，刷

卡消费基于卡账户，联机支付为主并允许脱

机应用，无卡支付基于电子账户，应用于网

上在线交易。经过多年的使用，这样的账户

结构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1. 基于写卡模式的卡账户消费与转账

容易造成卡库不平而影响支付安全。一方

面校园卡与银行卡圈存需要写卡下发补助

改变余额，另一方面校园卡终端消费，易

受网络环境或用户使用习惯影响造成卡库

不平，导致冻结。而终端消费依赖流水上

传结账，在脱机应用情况下，容易导致流

水丢失而影响账务结算和支付安全。

2. 消费便利性问题：两个账户分别消

费，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用户的使用习惯，

需要分清刷卡是扣卡账户，网上交易用电

子账户，虽然两个账户间可以通过自助终

端机互转，但还是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使用

的便利性。

3. 移动化的需求：随着移动应用和互

联网支付的发展，师生完全接受移动支付

模式，因此对校园卡手机端支付有较迫切

的需求，校内业务部门也需要校园卡支持

掌上应用。

4. 卡片安全问题：M1 卡由于逻辑加

密简单，2009 年被破解复制，市面上时

有复制卡信息出现，因此一方面校园卡系

统需要升级，以及时识别复制卡，避免餐

饮超市等脱机交易，另一方面，国家工信

部和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高校整改，引入

密码体系以防范类似情况发生。

解决方案

想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首先需要解

决脱机消费，其次改变写卡余额的交易模

式，最后是升级或改造卡片。参考现有第

三方金融，校园卡支付需要从体系开始变

革，从脱机到联机，从多账户到单账户，

从拍卡写余额到拍卡认证。为减轻系统频

繁切换升级造成的压力，经过反复的技术

认证和业务流程预演，决定在尽量不影响

用户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改变以往卡账户

为主的账户体系，升级并启用电子账户，

变革后的校园卡支付体系将以电子账户为

主，采用联机在线交易。整个校园卡账户

及资金流转将如图 1 所示。

具体表现为：将现有的校园卡卡账户

与电子账户进行合并，以系统库余额为准

将两账户余额统一合并到电子账户，最终

取消卡账户；所有针对校园卡的充值业务，

包括自动充值、自助充值和现金充值，入

账目标账户也由原来的卡账户改变至电子

校园卡支付模式变革探索

一卡通专题

浙江大学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2016.5 中国教育网络 65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账户；所有的消费、扣款及第三方对接系统，

如 POS 机、水控和网络缴费等第三方应用

系统，将统一对接至校园卡电子账户的交

易接口；所有交易均将采用联机、在线模式，

刷卡支付和网上交易并行，所有业务通过

后台数据实时交换验证完成最终交易。

这样的账户结构和消费模式，其优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两账户合并，有效便捷用户。充值

和消费都在一个账户上开销，用户不需要

强行记忆使用规则，方便师生，升级过程

中用户无须作任何操作，全程无感知。

2. 系统后台变动较小。一步到位的账

户合并方案，后台账户体系只需以库余额

为准合并两账户，并将电子账户定为主消

费账户，不涉及其他结算体系变动，可操

作度强，可行性高。

3. 有效解决卡库不平。以电子账户为

主账户的体系，圈存充值后，费用直接进

入校园卡电子账户，实时入账，无需写卡，

而基于电子账户的消费，在联机实时交易

时实时扣取后台电子账户余额，无需回写

卡余额，有效阻止卡库不平发生。

4. 防止 M1 复制卡的使用。采用实时

联机消费，运用与后台系统实时认证的数

据交换，验证卡片信息，在线交易，可实

时识别复制卡。

5. 可满足移动业务需求。基于电子账

户的后台数据交易，脱离写卡需求，可有

效支持网上交易，可与第三方金融系统无

缝对接，也为校园卡移动化支付需求提供

了实现的条件。

当然，这样的升级牵涉到校园卡配套

设施升级，具有一定的成本，所有的终端

机具、POS 等必须适应需求作相应的改造

和研发，需要时间成本和资金预算。

关键要素

校园卡支付账户的改变，是对传统校

园卡支付体系的一次变革，将涉及到方方

面面的调整，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为保

证良好的用户体验，所有复杂的变动和调

整均由后台系统及终端机实现，用户全程无

感知，因此，从核心系统到终端机具，其适

应性、灵活性及扩展性，直接影响到整个变

革是否成功，关系升级能否平稳顺利。

账户体系：所需工作是将电子账户定

为主账户、余额迁移合并、取消卡账户。

前期大量工作是核实卡库余额、平账，在

保证库余额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以库余额

为准作迁移；重新设计账户结构，迁移完

成后，取消校园卡卡账户，用户使用唯一

的电子账户。

账务体系：调整所有充值和消费接口

至电子账户，充值主要包括银行的圈存对

接、与第三方机构金融的充值对接、现金

充值账户等，消费包括所有接入终端、第

三方应用、水控电控等设备。这个过程中，

需要改变水控的扣费策略和计费模式，第

三方对接考虑无人接盘情况下老模式的正

常应用。

终端机具：为保证在线联机交易，

所有刷卡终端都需要实时联网，为最大限

度保证终端与后台数据通信的实时畅通，

机具研发需同时支持有线网络、Wi-Fi 和

3G/4G 等通讯方式，并可在极端情况下能

自动切换。

卡片：考虑到时间成本和变革幅度，

在短时间内 M1 卡将不作全面更新，卡片

结构及空间也不作调整，但由于 KeyA、

KeyB 早已经被破解，因此卡内的重要数

据必须要和 UID 一起加密以保证安全性，

因此对卡片的加密将是这次升级需要完成

的工作，从根本上减少被复制的可能性，

增强消费安全。

保障措施

账户体系变革能否顺利地取得成功，

与基础网络保障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相

关，只有加强环境保障，才能有效支撑本

次变革工程。

首次是网络基础。在线联机交易，对

网络的要求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进一步加

强校园各类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校园卡

专网的深度和广度，保证校内所有校园卡

终端及机具都有高质量的校园有线网络和

无线网络环境。

其次是支付安全保障。在技术上采

用金融级安全协议支持整个交易过程的加

密，在管理上出台相关制度防范破解、仿

冒和伪造校园卡，并进一步加强对非正常

消费记录的监控。

最后是应急响应机制：建立健全的校

园卡应急工作机制，满足突发情况下系统

保障，保护师生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及

时控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类突发事件的

危害和影响。

基于电子账户的校园卡支付体系的变

革，浙江大学正处在探索过程中，下一步

将明确技术细节、制定保障措施、研发终

端机具、落实升级计划，预计 2016 年秋

季在浙江大学异地校区首先试行，稳定后

即在所有校区全面推广。文中所述探索内

容，将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修正。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图 1 校园卡账户及资金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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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特约编辑 王玉平

随着近几年高校信息化从面向管理到

面向服务进行转变，以及各项金融自助服

务设备的发展，在各行各业中“自助式”

服务模式均以便捷、省时、高效等特点广

受用户欢迎。在高校积极推进师生自助服

务是学校信息部门提高服务水平和降低服

务成本的最佳途径，也是一种创新思路和

发展手段。

自助服务技术

技术显著而深刻地改变了服务的本

质。它使得在十几年前难以想象的潜在的

新服务在今天成为了现实 , 自助服务技术

的出现使得顾客不再需要同企业员工面对

面互动就能获得自己所需的服务。近年来 ,

许多行业竞相引入自助服务技术 , 促使自

助服务技术的发展迅猛异常 , 成为了企业

向顾客传递服务的重要渠道之一。

面对自助服务技术和模式这样的一种

发展态势 , 学校管理实践者一方面发现自

助服务是提升学校师生体验的一个关键 ,

必须要予以关注；但另一方面发现如何有

效地实施和管理自助服务也是一个难题。

高校一卡通自助服务模式创新

伴随着各行各业互联网金融服务行业

水平的提高，高校师生对信息化的服务需

求也不断在提高，而学校现有的人力财务

有限，传统的服务难以做到服务的标准化，

受服务者素质等个体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容易引起客户对服务的不满，因此发展自

助化服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针对一

卡通系统的常规业务可以采取诸如一卡

通语音电话、自助购电、自助充值、自

助洗衣、自助电子证件照采集等模式。一

方面降低客户享受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

也可以降低学校一卡通系统的运维成本，

提升服务水平。

从这个角度我们首先将高校一卡通系

统的各项业务进行分析，如图 1 所示。

中国高等教育协会信息化分会之前通

过非官方方式向全国高校网络与信息方面

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卡通相关业务的调研，

得到 48 份有效答卷，其中得出一卡通各

功能在高校的使用情况图，如图 1 所示。

除了图 1 中提到的应用，其中一卡通

系统中最基本的业务是充值、补办卡等，

充值手段各个高校情况如图 2 所示。

从这些相关图表中我们可以得出，

现阶段各高校自助服务模式的应用还是

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用户对自助终端以

及移动端的需求增加。由于一卡通常规

业务中拍照、发卡、补卡、充值以及各

项查询、缴费等等功能很普遍，以下结

合上海海事大学的应用案例对自助化服

务的应用进行介绍。

上海海事大学一卡通自助服务实践

2012 年开始，上海海事大学将“自

助式”服务理念进一步在校园一卡通系统

中进行深化，推行自助电子证件照采集与

打印、自助现金充值、支付宝自助充值、

中国银行自助转账、自助补卡、自助打印

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自助式服务项目，

同时建立 7×24 小时自助服务中心物理区

域，从高效低成本角度出发，提高师生体

验，营造良好的校园信息化氛围。

高校一卡通 : 在创新中发展

图 1 调研高校一卡通各功能使用情况

各类一卡通业务必将推向移动自助服务的应用场景，“去卡化”将会进一步推动整个

一卡通行业的变革，自助化、人性化、个性化的应用将进一步深入。

一卡通专题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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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助拍照

2012 年底开通了校园电子证件照自助

采集系统与打印系统。该系统通过租赁方

式引入自拍照设备公司 Photo-Me 的一套分

体式自助证件照采集与打印机，用户凭身

份证进行自助拍照或打印。通过二次开发

实现电子照片自动保存与同步到数据中心

与一卡通业务系统，用于制作校园一卡通、

学生证、四六级报名以及校内各类业务等。

主要优点：采用租赁方式以及满足师

生个性化需求，同时对运维工作减少，由

拍照设备供应商提供。

2. 自助现金加值机

2012 年底，开通自助现金充值系统，

用户可以随时到校内自助现金充值机上对

校园卡进行现金充值，该现金充值机支持

自动识别假钞、出入口监控、自动定时开

关机以及三重安全保险等功能。

主要优点：7×24 小时自助现金充值

服务，替换人工现金充值；是充值手段的

良好补充。

3. 支付宝自助圈存与自动圈存

2013 年 7 月，开通支付宝自动圈存

与自助圈存。用户登录支付宝主站后，可

选择“自助充值”或“自动充值”。支付

宝自助圈存与自动圈存功能，极大地提高

用户体验，支持移动客户端，自动圈存更

是智能化、个性化的极佳体验，该功能不

仅实现网络支付的方

式，更是智能化应用

的推广，为营造良好

的校园信息化氛围奠

定基础。我校开通时

以功能最完善居国内

高校前列。

优 点： 通 过 支

付宝主站向一卡通系

统充值的模式，目前

在国内处于先行者，

该模式对于学校、师

生都没有任何手续费

用，它是我校充值手

段的一种补充，解决

了目前充值方式的不足，同时也标志着校

园一卡通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向网络电子

支付方向迈进！

经现场访谈发现，学生对支付宝充值、

中行自助转账充值、现金充值功能反映非常

方便，特别是支付宝充值功能，自从 2013

年 10 月开通以来，备受学生们的欢迎，目

前已经成为学生首选充值方式。

4. 自助补卡机

自助补卡机是针对学生丢卡挂失后，

可以凭身份证自助办理卡片打印与充值的

功能，经初步统计，对于一个在线用户数

3 万多的校园来说，平均每个月丢卡补卡

人数达 800 多人次。因此自助补卡可以减

轻卡务中心工作量，目前该功能在国内高

校领先。

优点：减少人力、提高服务时限。

5. 自助多功能机

自助多功能机集成了一卡通众多功

能，用户可以进行自助购电、领补助、领

取支付宝充值、考试报名交费、手工考勤、

挂失解失、查询交易明细等各项业务。

优点：各项功能高度集成化，用户一

站式服务体验。

6. 自助服务中心

2015 年 9 月，上海海事大学开通一

卡通自助服务中心，该中心设立在学生出

入较频繁的学生服务中心大厅入口，设有

自助补卡机一台、自助现金充值机两台、

自助多功能机两台。

优点：一卡通自助服务中心美观大方，

目前每天都有不少学生自行在办理相关业

务。一方面节约学生们去卡务中心排队的

现象，方便学生在任何时间自行办理相关

业务；另一方面也降低学生一次性办理业

务失败的机率，减少以往学生跑到校园内

某机器时遭遇故障然后再去下一机器点的

困扰。

提高终端设备利用率：经统计发现正式

开通以来，充值机及多功能机使用率每天都

有 300 多人次，是其他各单机分散点的数倍。

7. 其他

图书馆自助复印打印系统、成绩单自

助打印系统、自助洗衣等，此处不再详细

介绍。

经过若干年不断的实践，在开展以

自助服务技术为核心的一卡通应用模式创

新，作为管理部门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1. 学校内部协调：一些新功能的开展，

会涉及原有模式的改变，如支付宝充值，

微信充值，对校内负责一卡通结算的管理

部门必须进行沟通培训；对于一卡通自助

服务中心的设置，需要对场所进行预先估

计人流量以及维护便利性。

2. 卡务中心人员工作职责转换：原有

的卡务中心慢慢由过多的手工工作转向对

自助服务业务的支持与维护，如自助现金

充值机器的隔日取款对账、支付宝与银行

圈存对账、电子证件拍照的照片审核、自

助补卡设备的日常换卡取现金等的维护，

对卡务中心人员职能素质将会有进一步要

求，同时对人力也存在减员的趋势。

3. 一卡通开发商协调：新的技术在实

施初期必然带来一定的故障，需要一卡通

开发商的技术配合与及时的故障跟踪处理。

笔者认为，各类一卡通业务必将推

向移动自助服务的应用场景，“去卡化”

将会进一步推动整个一卡通行业的变革。

自助化、人性化、个性化的应用将进一

步深入。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

图 2 调研高校中支持的充值方式情况

图 3 调研高校中用户希望未来采取的消费查询方式情况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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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卡通系统功能涉及校园的方方

面面，它的运行情况直接影响校园的金融

和管理工作。系统的用户覆盖校内所有人

员，通常由多部门共同参与系统维护工作。

系统的维护管理工作比较复杂，需要进行

统一的、规范的、可量化的管理。

系统管理的需求与现状

校园一卡通系统通常由网络层、终端

层、数据层、应用层和服务层组成，如图

1 所示。

由于一卡通设备涉及校内的金融交

易，因此很多学校采用了独立的网络来

构建网络层。终端层囊括了实现系统功

能的所有终端设备。数据层存储了系统

的业务数据、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的接口以及分析汇总的数据等。应用层

是整个系统的软件平台，负责终端设备

的数据下发、收集以及入账等功能，同

时也包括了与第三方程序对接的接口等

等。服务层包含了所有面向师生及商户

提供的服务。

这样一个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大

量的管理工作。从管理对象角度，可分

为服务提供、业务支持和自身运维三个

方面。

1. 服务提供：对于面向师生和商户的

服务，需要对服务的内容、流程和质量进

行管理。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流程改进和

优化。结合新技术，扩展服务内容。同时

对于不合理或过期的服务，及时关停。

2. 业务支持是系统内部的配置管理工

作，包括设备的配置、系统用户的权限设

置、报表的管理、异常账务的处理以及数

据的统计分析等等。

3. 自身运维则是面向校园一卡通系统

本身的网络、数据库、软件平台以及终端

设备的，包含了系统的巡检、监控以及日

常的故障处理等。

由于校园一卡通系统存在“点多面广”

的特点，系统的管理工作面临不少难题。

首先，服务对象多。校园一卡通系统

服务于校内所有人员，包括教职工、本科

生、研究生、临时人员等，各种用户使用

到的服务内容和范围也不尽相同。在为这

大量的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需要让用户

很方便地了解各自校园卡的功能，特别是

用卡异常时的处理方法。每年都会有大量

的新生用户，要让他们进校伊始就熟悉系

统提供的各类服务。另外，当服务内容发

生变化时，需要一种有效的方式对服务对

象进行及时推广。

其次，终端设备多。系统使用的终端

设备种类众多，根据功能可分为金融消费、

身份认证、电子识别，根据使用场合可分

为消费、门禁、考勤、水控、电控等，根

据联网情况可分为在线和脱机。各种设备

清单式管理让校园一卡通更加灵活

图 2 校园一卡通系统管理架构

一卡通专题

图 1 校园一卡通系统结构

人员管理

设备管理

需求管理

知识库管理

事件管理 质量管理

服务清单

业务清单 运维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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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不同厂商生产并负责维修，同时接

入统一的软件平台。如何对这些不同技术、

不同用途、不同厂商的设备进行统一管理，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再次，应用需求多。随着物联网、

金融支付、无线网络等技术的不断发展，

用户对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应用也不断提出

新的需求。如何及时了解用户需求，并对

这些新需求进行分析，讨论其可行性，并

且协调校内部门以及软件开发公司进行落

实，需要一个有效的协同机制。

最后，维护人员多。校园一卡通系统

的维护涉及多种专业知识，如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电工电子技术、财务管理等，

所以通常由多种技术人员共同维护这个系

统。在实际的维护工作中，这些角色通常

由校内不同部门的人员担任，特别是很多

学校采用了运维外包的模式，将部分软硬

件的维护交给了第三方公司管理。各种角

色间的协同工作的效率直接影响了系统整

体的维护效果。另外，部分角色存在人员

变动频繁的情况，工作交接和新员工培训

工作执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维护效

果和维护质量。

以维护清单为核心的模式架构

清单式管理，是指针对某项职能范围

内的管理活动，分析流程，建立管理台账，

并对流程内容进行细化、量化，形成清单，

列出清晰明细的管理内容或控制要点，检

查考核按清单执行。它方便快捷地反映出

动态化的痕迹，能追溯到整个管理过程的

来龙去脉。利用清单式管理，通过建立一

个统一的、规范的、合理的维护体系，可

以解决系统管理维护中的难题。图 2 描述

了这样一个维护清单为核心的校园一卡通

系统管理架构。

1. 维护清单

维护清单用于描述校园一卡通系统所

有的维护工作。维护清单的主要属性包括

编号、名称、操作员角色、内容、版本、

创建日期、停用日期、操作流程、知识点

等。根据维护对象的不同，可将维护工作

分为服务、业务和运维三类，这三类除了

共有的主要属性以外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属

性，具体如下：

服务清单：对象、受理方式、使用设

备、考核指标

业务清单：业务频率

运维清单：响应时间、考核指标

2. 人员管理

通过维护清单的整理，可以得出参与

校园一卡通系统维护的主要操作员角色，

表 1 中列出了主要的角色及其职责内容。

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部门、专业以

及管理需求，为维护人员设置角色，可以

一个人多个角色，也可以一个角色由多人

承担。在人员培训或日常工作中，可根据

角色提供相应的维护清单，便于规范日常

工作。

3. 需求管理

维护清单中列出的就是系统已经实

现的需求。可将面向用户和商户的服务

清单进行公布，这样用户可以直观、全

面地了解系统提供的服务项目及其内容。

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普通用户

和管理人员都会对校园一卡通系统提出

角色 职责

服务管理 管理服务项目，监控服务质量，响应用户新需求

网络管理 管理网络设备，管理各类设备的网络权限，监控网络运行情况

硬件管理 管理服务器硬件及终端设备，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对故障设备进行维修

数据管理 管理数据库系统，监控数据库使用情况，实现数据接口，监控同步情况

软件管理 管理软件平台及各应用程序，监控软件运行情况，提供接口协助第三方软件开发

商户管理 管理系统内的商户，管理商户使用设备情况，提供商户对账等

卡务管理 负责用户卡片的制卡、发卡、补卡、注销、充值等

财务管理 负责系统的报表管理、商户结算、补助下发等

权限管理 管理系统权限

门禁管理 负责门禁系统的用户权限设置，门禁流水的查询

表 1 校园一卡通系统主要角色

编号 KW01 KW02 KW0401 KW0402 KW07

名称 发行卡片 补办卡片 批量注销 个人注销 挂失卡片

对象 全部用户 全部用户 全部用户 全部用户 全部用户

操作员角色 卡务管理 卡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卡务 / 自助

受理方式 柜台办理 柜台办理 后台办理 柜台办理
柜台 /
Web

使用设备 PC PC PC PC
PC/ 多 媒
体 机 / 移
动 APP

内容
根据用户类
别发行新卡

补办卡片
学生毕业时
批量注销

个人注销

用 户 丢 卡
后， 可 使
用 多 种 方
式 挂 失 卡
片

版本 v1 v1 v1 v1 　

创建时间 20160224 20160225 20160229 20160229 　

考核指标 办理时间 办理时间 办理时间 办理时间 　

知识点 数据同步、卡片管理 卡片管理 卡片管理 卡片管理 　

表 2 服务清单（卡片服务部分）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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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功能需求。对于这些需求，首先要

进行分类，判断它属于服务、业务和运

维中哪一类。然后再根据维护清单的属

性进行梳理。看新需求与现有内容的重

合度，判断需求的可行性，结合对象范

围，最终决定是否将它实现。当这一新

需求实现后，需将它正式纳入维护清单

中。当需求发生变化时，需要对清单中

的版本、关闭时间、内容描述等属性进

行修改。

4. 质量管理

维护工作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着系

统的运行情况，因此需要对维护工作的质

量进行及时的管理。通过维护清单可以看

到，服务清单和运维清单大都设置了考核

指标。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增加和修改，可

以对维护工作实现量化管理。

5. 设备管理

校园一卡通系统拥有大量的设备，通

过服务清单可以看到这些设备的用途。在

运维清单中，包括了这些设备的配置、维

修和停用方法。通过这些清单，硬件维护

人员可以很快了解设备情况，并掌握相关

的维护方法。新增设备

时，可对已有服务进行

更新，或者建立新的服

务。 当 设 备 更 新 时， 也

可快速找到设备的服务

项目，进行相应更新。

6. 知识库管理

在 维 护 清 单 中， 每

一项工作都涉及到一个

或多个知识点，这些知

识点就构建成系统维护

的知识库。当新的知识

点加入知识库时，可以

找出对应知识点的维护

清 单， 进 行 更 新。 利 用

知识库，能够很快对操

作人员进行培训。在遇

到问题时，他们也可通

过维护清单很快链接到

知识库中找到解决办法。

7. 事件管理

每一次的管理工作都是维护清单的一

次实例化，维护清单是日常工作的经验积

累。要参照维护清单，对每一次维护事件

进行记录，特别是有考核指标的工作要记

录每一次的考核情况。通过对维护事件的

管理，可以将维护清单落实到日常的管理

工作中，实现规范化管理。

应用情况和改进方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校 园 一 卡 通 系 统 于

2008 年投入使用，包括卡务管理、消费

系统、水控系统、电控系统、门禁系统、

考勤系统、信息查询、虚拟圈存等子系统，

并实现了与图书借阅系统、机房管理系统、

教材管理系统、学生注册系统、体育场馆

预约、医疗管理、自助打印复印等系统的

对接。实现了身份认证、电子识别和消费

管理三大功能。系统的卡务和财务工作由

后勤服务中心承担，日常运维则由开发公

司负责，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负责系

统以及运维人员的管理工作。系统包含十

多台服务器，六千多各类设备。服务校内

各类用户近两万人。

目前该校正在参照这一管理模式对

校园一卡通系统中的日常管理工作进行

梳理。表 2 中列出了服务清单的部分内

容，图 3 则是“补办卡片”这一服务的

流程图。

在梳理完维护清单后，根据计划将会

参照维护清单完善人员、需求、设备、质

量、知识库以及事件六个方面的管理规则。

清单以及配套内容的管理仅靠人工难以落

实，今后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管理系统，

将六方面的内容进行信息化管理，从而实

现维护清单实时动态的管理。

本文基于清单式管理方式，提出了一

个以服务清单、业务清单、运维清单为核

心的校园一卡通系统管理模式。通过围绕

三张清单构筑人员管理、设备管理、需求

管理、质量管理、知识库管理和事件管理

六个具体的管理模块，从而解决系统维护

管理中的难题，实现规范化、可视化、精

细化的管理目标。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洋大学）

图 3 补办卡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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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华硕新青年e创志愿者
行动正式启动

本刊讯  4 月 28 日，由中国科协科普

部和华硕集团共同发起的“你的行动 中

国的未来” 2016 华硕新青年 e 创志愿者

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在未来的六个月中，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将参与到公

益实践中。

据了解，本年度志愿者行动的主题为：

科技互联乡村，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正

式启动进入招募阶段，已有一万余人参

与报名。成功入选的志愿者，将在 5 月

系统学习专业志愿者服务、新锐 IT、互

联网知识等多项技能。并在为期 1 天的

实践课程中，开展 e 创示范行动。暑期

行动阶段，志愿者们将返回家乡，传播

先进的 IT 互联网知识与应用。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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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玉平

2008 年 2 月 27 日，支付宝发布移动

电子商务战略，推出手机支付业务；2014

年 3 月 20 日，支付宝每天的移动支付笔

数 超 过 2500 万 笔。2016 年 2 月 18 日，

Apple Pay 业务在中国上线，支持工行、

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 19 家银行发

行的借记卡和信用卡。2016 年 2 月 25 日，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大行宣布，

将对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办理的转账、汇款

业务，无论是跨行还是异地都免收手续费。

2009 年 12 月份，中国移动完成一卡

通业务终端设备一系列规范，希望借助手

机 SIM 卡进入卡片支付领域；同年开始，

免费给多所高校建设手机一卡通系统。

2010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

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 第 13 部分：

基于借记 / 贷记应用的小额支付规范》，

基于银行卡的“闪付”（quick pass）业务

开始产生和推广。

我们不难发现，基于 SIM 卡的手机支

付和银行卡的“闪付”，并没得到用户认可，

而基于手机的移动支付被大众广泛接受。

“去卡化”这个陌生概念，正在悄然兴起。

“去卡化”并不是否定发卡机构的存

在，而是指卡片不再直接参与到各类业务

中，卡片逐渐演变成用户在金融机构中注

册的 ID。比如，在商城付款时，可以通过

手机完成支付（支付宝、微信、Apple Pay等），

支付钱款来自于某个银行账户，但用户并

不需要出具该行的卡片，当所有业务都不

需要出示银行卡时，卡片可能就不需存在

了。从技术上讲，“去卡化”就是弱化了

各类业务对前端（卡片与卡终端）存储空

间和计算能力的依赖，借助于良好的网络

环境，前端计算与存储被后台所取代。

校园一卡通系统是否需要“去卡化”

校园一卡通系统主要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二是难以支撑

“智慧校园”发展。我们每年都要为新生

免费提供卡片，投入的自助终端设备需要

及时维修和更替，需要尽可能多地设人工

服务点来提供充值、办卡等服务；同时，

校园一卡通这个与师生生活息息相关、涉

及众多管理部门的全局应用系统，曾在“数

校园一卡通“去卡化”之路
高校一卡通业务的“去卡化”过程，实际就是“智慧校园”的建设过程，也是移动 APP 和数

据利用的开展过程。

步骤 说明 传统模式 新模式

开户 在系统中登记个人信息
线下

如采集照片
APP——线上

用户自主完善信息

办卡 为登记人提供卡片
线下

采购卡片并发行
APP——线上
手机既是卡片

充值 为个人账户注入资金
线下

现金充值或银行圈存
APP——线上

利用移动支付充值

消费前 菜品供应
线下

现场获取
APP——线上

手机查看，可预约

消费时 现场消费
线下

卡片支付，记录消费额
APP——线上 + 线下

手机支付，记录消费内容

消费后 反馈建议
线下

找到相关部门
APP——线上

集体评价

表 1  传统模式和“去卡化”下的新模式对比

一卡通专题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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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校园”的建设中冲锋陷阵，而今在“智

慧校园”建设背景下却驻足不前、缺乏

生机。

“去卡化”给终端投入和服务模式

带来巨大改变，智能手机代替了卡片，

自 助 服 务 由 手 机 的 APP 提 供， 人 们 开

始更多依赖线上服务而非线下活动，因

此它能有效地降低校园一卡通运营资金

的持续投入。“去卡化”也给高校信息

发 展 带 来 活 力， 智 能 手 机 成 为 信 息 应

用的重要平台，交易过程（计算与存储）

由 后 端 承 担， 使 得 系 统 可 承 载 更 多 的

数据。

我们以学生办卡并消费为案例，对比

传统模式和“去卡化”下的新模式。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去卡化”下的

新业务优势更为明显。各类业务从线下到

线上，解决了业务办理受制于时间、空间

的问题；用户可及时获取业务数据，并反

馈自身数据，实现信息的双向流动；支付

更为便捷，可与社会支付高度融合；校园

一卡通不再只关注支付，而是开始收集业

务过程数据。

高校一卡通业务的“去卡化”过程，

实际就是“智慧校园”的建设过程，也是

移动 APP 和数据利用的开展过程。

校园一卡通怎样开展“去卡化”建设

“去卡化”的建设，规划者需摆脱“卡

认证、卡支付”约束，充分利用手机移动

平台、并关注业务的过程数据，实现以服

务师生为目标的智能化业务系统。同时，

我们还需要重视“去卡化”业务对系统的

新要求，以及新、老业务的合理过渡，毕

竟传统的一卡通业务模式已经根深蒂固。

1. 食堂消费的“去卡化”建设

传统模式下，一卡通系统主要实现用

户食堂消费的电子化货币支付与结算。“去

卡化”建设模式下，我们更关注以下建设：

在消费前，师生利用手机端来查询各

食堂、各窗口的菜品供应信息；

在消费时，师生利用手机端来实现点

餐和支付（需要兼容卡支付）；

在消费后，师生利用手机端反馈相关

窗口的服务情况、以及菜品质量；

后勤部门，根据销售数据（菜品）、

以及原料数据，实现精细化管理；

后勤部门，根据过程数据（菜品和评

价），及时调整菜品种类和结构；

学生管理部门，根据学生消费数据（菜

品）以及学生体检数据，研究饮食和健康

等问题；

根据供应数据，使食品补贴、食品涨

价等敏感问题的决策更为科学化；

如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可快速追溯事

故人群饮食共性，为补救赢得时间。

2. 自助服务的“去卡化”建设

传统模式下，由于校园卡电子钱包的

约束，交易本身必须在线下完成，主要依

靠专用的自助终端设备，如银行圈存、补

助领取、电控缴费、报名缴费、卡片解挂

等业务。“去卡化”建设模式下，持卡人

账户金额由数据库保存，因此这些业务多

通过线上完成；系统不但能够降低自助终

端设备投入，而且借助智能手机的优势，

还可延伸出更深、更好的服务，比如 :

与银联、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打通资金；

系统主动推送各收费或账单信息；

为用户提供在线解答服务。

3.“去卡化”下校园一卡通的技术路

线

首先，因多数业务是联机交易，业务

的计算和存储依赖后端完成，因此对网络

要求较高。其次，对于某些特殊场合的交

易（如洗浴计费），还要考虑类似账单的

设计，降低交易对网络和卡片的依赖。最

后，在过渡阶段，要考虑脱网情况下的可

交易性，应对突发事件。因此需要设计如

图 1 所示的技术架构，充分满足各类扩展

性、高并发性的需求。

在电子支付发展的大趋势下，利用移

动设备、物联网设备来进行支付已经是趋

势；而现有的一卡通卡片的方式，已经不

适应支付发展的需求。随着校园电子支付

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资源在高校中的后

勤保障作用的发挥，“去卡化”必然成为

新型的校园支付手段。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

图 1 “在线交易”一卡通平台的总体设计

第 三 方 支 付
前 置 机（ 电
控、网费等）

OAuth 认证服务

银行圈存前置机

腾讯信鸽推送服务

第三方短信服务

E
v
e
n
t

B
u
s

Memcache 缓存

App 推送消息

支付宝充值

银行圈存

网费充值

交易数据库 查询数据库

数据库持久层 Hibernate

业务模块
（充值、缴费）

Tomcat J2EE 容器

Nginx 前端代理

SSL 安全传输层

POS 手机 App

国内外图书馆热点问题之三：数据管理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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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红华  刘兹恒

在数据管理过程中，图书馆员被

认为是最能帮助研究人员、机构和组

织解决相关问题的关键角色之一，这

已经成为共识。而作为文献信息资源

的集散地，图书馆能够为数据管理服

务提供原始动力，图书馆员也能在利

国内外图书馆热点问题之三：数据管理

编者按

在进行信息资源建设与协调的过程中，国内图书馆对知识组织、数据管理等展开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期我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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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图书馆参与数据管理的主要做法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设的跨界检索——“找科学数据”，

该服务系统提供对科学数据、教学课件、仪器设备、学术会议、科

研机构、科学家、工具、名词术语等非文献型资源的集成检索服务。

检索对象为相关领域内权威的、可开放访问的网络资源，目前，包

括 8 类资源 62 个数据库，向公共用户提供免费服务。“找科学数据”

服务目前可对以下数据提供关键词检索服务： 综合（NIST 数据库）、 

生物学（NCBI）、 地球科学（MetroGIS、中国地球系统科学数据

库）、空间技术（美国宇航局数据库、中科院空间环境数据库）、

化学（ChemSpider）、农业科学（美国农业科学数据 NASS、国家

农业科学数据库）、地震科学（NEIC）、材料科学（MatWeb、欧

洲 Webmineral）、先进制造（先进制造数据库）、测绘学（测绘科

学数据库）。目前支持关键词检索，英文数据库用英文检索，中文

数据库用汉字检索。“找科学数据”除实现跨库集成检索服务外，

还链接全文获取服务，用户一次输入检索词，可以同时实现对同类

资源多个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以统一方式呈现 。

CALIS 机构知识库项目是“CALIS 三期机构知

识库建设及推广”项目成果，由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清华大

学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书馆 5 个示范馆联合建设，

2010 年启动。北京大学机构知识库收集的文献类型

主要包括期刊文献、会议论文、书籍、计划或蓝图、

数据集和图片等。虽然开始出现“数据集”的内容，

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数据。厦门大学机构

知识库收集的目标文献类型有学术著作、期刊论文、

工作文稿、会议论文、科研数据资料等，但由于一

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主要是以期刊论文、会议

论文等常见且易收集的数字内容为主。CALIS 三期

设立了科学数据管理预研项目——高校科学数据管

理机制及管理平台研究，并开始着手进行高校科学

数据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

CALIS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用图书馆资源与优势的基础上协助研

究者完成元数据处理、检索、提交、

共享和保存。在我国，图书馆（主要

是高校和研究型图书馆）也已经意识

到了科学数据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

性，在进行信息资源建设与协调的过

程中，对知识组织、数据管理等展开

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数字图书馆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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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为了能够有效搭建符合学科需要的科

学数据管理服务平台，武汉大学图书馆在

学校范围内成立了项目组，由图书馆馆长

牵头，小组成员包括学校自然科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两个科研管理部门的领导、信息

管理学院的教授以及图书馆相关部门的专

业人员，还邀请了一位从事科学数据管理

研究的美国教授作为特聘专家参与项目建

设，提供专业指导。科学数据管理平台构

建和服务开展经历了国内外调研（主要有

文献调研和用户需求调查）、试点学科的

确定（确定生命科学学院、社会学系、信

息管理学院）、试点平台的构建（分为用

户需求分析、元数据设计、功能设计和系

统选择、用户评价及反馈）、数据管理服

务的开展（确定图书馆数据管理服务范畴，

包括咨询服务、技术培训、平台搭建，并

武汉大学图书馆

本 刊 讯  3 月 31 日， 2016 华 为 企 业 业

务中国 ICT 巡展北京站成功举行。 “引领新

ICT，共建全联接世界”是本次巡展的主题。

会上，华为分享了“新 ICT”的价值以及在智

慧城市领域的成功实践，发布了最新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并探讨了“十三五”规划中行

业信息化建设的思路，吸引了超过 1000 位客户、

合作伙伴和专家参加。

华为认为，以云架构、物联网、大数据

为代表的新 IT 正在重塑企业的 IT 系统和商业

模式。应技术的发展与产业环境的变化，华

为企业业务今年提出了“Leading New ICT”。 

华为企业 BG 中国区北京企业业务部部长王寒

冰表示：北京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发展机遇

和挑战并存，需要在企业创新能力、打造智

慧城市升级版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发力，华

为将紧跟北京的信息化发展建设方向，继续

为北京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信息化支撑，携手

客户和合作伙伴共赢“新 ICT”时代。

华为认为，“教育梦”是“中国梦”的

先决条件和基础。教育核心目标是以支撑教

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

从信息化层面完善教育资源

云服务体系、加快网络学习

空间普及和应用以及管理信

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等。

王寒冰谈到：在云计算、

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撑下，以

移动互联的课堂、泛在的学

习资源和社区、以学生为中

心的个性化、智慧化教学正

在颠覆以固定的课堂、固定

的老师、固定的课程为主的传统教育，智慧教育

将是北京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方向。

华为企业 BG 中国区北京企业业务部副部长

高冉说：“北京的教育资源在全国来看是非常好

的，而如何让很好的教育资源在全国各地都共享，

提升整体的人均教育水平是下一步的目标。过去，

因为技术手段的匮乏或者是因为需求的不完善导

致这种资源不能最大化共享。而在业务需求的驱

动下，同时在目前技术能力的提升下，我们可以

通过‘互联网 +’的手段，以及敏捷网络的手段，

把优质的教育资源放在互联网上供大家查阅。”

“在智慧校园的建设中，华为助力清华大学打

造一流的平安校园，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

样板点；同时，华为 HPC 高性能解决方案为

北京交通大学打造了高效的多业务融合计算平

台；华为领先的 ICT 解决方案为北京理工大学

打造精细化运营敏捷网络，提升了校园的网络

安全性。”高冉说：“除了在高教行业遍地开

花，目前，华为教育行业解决方案在北京海

淀区教委、东城区教委、101 中学等北京多所

学校都得到了成功使用。华为正在北京教育

行业快速拓展，同时，将继续加大对北京教

育行业的投入力度，与合作伙伴共同建设新一

代的智慧教育。”

华为：智慧教育将是北京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方向

将数据管理从项目建设转为日常工作，确

定图书馆不同部门的职能和范围）等流程。

在进行数据管理过程中，武汉大学图书馆

及时进行顶层设计和组建相关团队，组织

了跨部门的团队并随时按需调整和扩充项

目团队，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

武汉大学图书馆在试点单位的选择、软件

系统的选型、服务项目的设计方面都确定

了有限目标，并根据具体情况、用户需求

等不断调整。此外，武汉大学图书馆选

择 Dspace 进行系统构建，并采用开源的

Lucene 作为检索引擎，对数据集的管理可

以在各学科无缝实施，以最小成本最快速

度搭建各学科的数据管理系统，并且能够

方便实现校内及校际之间的共享 。

武汉大学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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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普及广度和深度逐步增加的

时代，校园网成为高校师生日常使用频次

很高的一个接触点、聚集地，每天会由此

产生大量的数据。想不想知道哪个星座哪

个系的最爱上网呢？本文通过爱上网的互

联网“原住民”在校园网登录日志数据的

分析，对用户属性与上网时长相关性的探

索，来了解和关注互联网“原住民”，并

绘制出进一步清晰的互联网“原住民”画

像。每一张画像，都是有价值的，能够为

管理部门的管理决策支撑起到一定的参考

作用。

用户画像技术（做框起来的图表）

用户画像是用户的标识，用来认识用

户并确定如何对待这些用户——他们喜欢

什么时候上网、在哪儿上网、买的哪个套

餐最多、是夜猫子还是起得早。比如说一

个用户：男，19 岁，大一，每个月上网消

费 200 元，总喜欢晚上上网，总喜欢在宿

舍上网，喜欢看电影。这样一串描述即为

用户画像的典型案例。如果用一句话来描

述，即：用户信息标签化。如果用一幅图

来展现，即如图 1 所示。

用户画像技术是指将用户标签化的标签

内容进行拆解，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针对用户

画像标签内容进行处理，最后得出标签的数

据模型并将数据进行语义翻译解释后描述用

户特征的一种分析技术。

用户画像的核心工作是为用户打标

签，这些标签也是用户数据分析的基础

字段，按照展现这些标签指标，将所需

要的数据建立数据仓库，

根据不通的标签主题建立

相应的数据集市，通过每

个数据集市分析出用户的

一个或者多个标签项最后

展现出来，本文通过将校

园网 6 年记录的 8000 万

条上网日志数据以及数据

中心中用户的属性数据作

为研究基础，针对此次画

像建立一个数据仓库，按

照用户生肖、用户星座、

用户院系、用户部分上网

时段、用户生源地等标签

属性建立 5 个数据集市，

利用 ET L 工具将指标数

据化，最后利用数据挖掘

算法中的概念对数据进行

分析。

用校园网数据绘制用户画像
文 / 陈劳  张建华  周林志

图 1 用户画像图

图 2 生肖人数分布统计图

图 3 用户生肖上网排名

图 4 生肖上网人数时段分析

数据“慧”说话 :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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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用户画像分析

疑问一：谁是上网时长生肖之王 ?

十二生肖作为春节的吉祥物，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成为娱乐文化活动的

象征。为了探求生肖对上网行为的影响，做

出如下数据分析。

1，生肖与上网时长及流量分析

首先把全部样本按照用户生肖属性分

类，统计出各个生肖对应的人均上网时长和

流量，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 图 2 易 知，

属 鼠（11%） 和 马

（10%）总人数最多，

分别居第一、二位，

而 属 虎（6%）、 猪

（7%）、 牛（7%）

和狗（7%）的总人数相对少 , 但总体人数较

为平均，每年招的人数差不多属于同一个生

肖。

通过图 2 柱状图可以发现上网时长从高

到低排名，前四名属相依次为狗、猪、鸡和猴，

后四名为兔、龙、虎、蛇。从上网流量来看，

属狗的用户明显高于其他属相，而属相为牛

的用户最少。因此综合上网时长和流量来看，

属相是狗的师生上网行为最活跃，而属兔的

师生上网行为最不活跃。

2，生肖之王哪个时间段上的最多？

本小节将生肖之王的上网时间根据上课

时间和休息时间，分成九个时间段如图 3 所

示。

由图 4 可知，一天 24 小时中，属狗的

用户上网行为最活跃的师生们上网人数呈倒

“U”型分布。8：00—10：00 时间段上网

人数突然增多，之后时间段不断增加，17：

00 时上网人数最多，然后缓慢减少。说明

大部分的用户在早八点到晚十点上网比较集

中。

疑问二：谁是网虫星座？

星座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占星学认

为天象依“上行、下效”原则反映、支配着

人类活动，十二星座代表了十二个基本人格

型态或感情特质。

通过将学校用户星座与上网时长和流量

进行分析，数据如下图。从数据看，所有人

图 5 星座上网情况统计

图 6 生肖星座二元组的时长排名前十

图 7 生肖星座二元组的时长排名后十

图 8 学院上网时长排名前十

图 9 学院上网时长排名后十

读者服务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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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上网时长普遍分布在 2000-2500 小时。

其中魔羯座时长最少（1665 小时），从某

种意义上可以表明稳重谨慎的性格与上网时

按照星座分 人数

天秤座 6254

天蝎座 6232

狮子座 5705

处女座 5689

水瓶座 5687

双鱼座 5659

射手座 5516

魔羯座 5328

白羊座 5284

双子座 5179

巨蟹座 5141

金牛座 5136

表 3

人数 性别占比 性别人数

53328
0-male 39297

1-female 14031

表 4

按照生肖分 人数

申猴 6393

午马 6170

未羊 5774

酉鸡 5394

巳蛇 5238

戌狗 4576

亥猪 4570

子鼠 4557

辰龙 4472

丑牛 4199

卯兔 3538

寅虎 2764

表 5

表 6

按照星座分 人数

天秤座 5345

天蝎座 5337

狮子座 4906

处女座 4898

双鱼座 4867

水瓶座 4853

射手座 4736

魔羯座 4611

白羊座 4541

金牛座 4453

双子座 4418

巨蟹座 4413

按照生肖分 人数

午马 7222

申猴 7155

未羊 6580

巳蛇 6373

酉鸡 5946

辰龙 5777

子鼠 5034

亥猪 4989

戌狗 4978

丑牛 4820

卯兔 4740

寅虎 3562

表 2

长的院系寻找学生长时间上网的原因，若是

学习需要，建议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节奏，

减少电脑辐射危害等。若是沉迷网络，应采

时间段 人数 性别占比 性别人数

0-4 61612 0- 男 44848

　 　 1- 女 16764

表 1

长有关联。

从平均上网流量看，处女座显著高于其

他星座（约 400GB）八倍左右，达 3500GB；

金牛座排在第二位，人均流量 1000GB。综

合平均上网时长和流量来看，上网行为最活

跃的是处女座、金牛座和双子座，最不活跃

的是摩羯座。

“狮子狗”是上网时间最长么？

将 12 生肖与 12 星座排列组合，通过

生肖和星座的二元组合统计出上网人数，来

进行比较分析生肖和星座二元组上网时长前

10 和倒数 10 名的组合，如图 6、图 7 所示：

由图 6 易看出属狗的处女座的平均上网

时长居首位，远远多于其他属相。其原因可

能有二：其一是从图 2 可知，属相为狗的师

生上网时长和流量是全校个属相中做多的；

其二是因为属狗的人群在我们统计时限中停

留的上网时长最久；而在上网时长的生肖星

座TOP10中，狗与各星座匹配的占1/2，显然，

再一次证明了属相为狗的爱上网。

由图 7 易看出属鼠的摩羯座的平均上网

时长最少，远远少于其他属相。其原因与其

属相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属鼠的人工作努

力，生活节俭，这样就不会把太多的时间浪

费在互联网中。并且摩羯座稳重谨慎，再一

次证明了其上网时长短的原因。

疑问三：谁是上网时长院系之王？

哪个院系的上网时长最长？哪个院系的

上网流量最多？图 8、图 9 分别代表学院总

体上网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院系。从图表

看，各个系的上网情况差异较大，大多院系

时长分布在 1000—1700 小时。

作为一个工科学校，工科学生上网时间

一定最长么？从图中可以看出文科的 G 系的

平均上网时长最长，与计算机接触最多的 R

系人均上网时间最短。因此建议上网时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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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生源地和上网时长分布图

取措施加以限制，如强制

下线、在某一时点断网等。

秉 烛“ 网 ” 游

（00:00-4:00）和闻鸡

起舞（4:00-6：00）

互联网“原住民”睡

得晚起得早，这些时间段

内的用户有啥特征呢？本

文将 00 点到 4 点上网的

用户定义为秉烛“网”游

型，4 点到 6 点上网的用

户定义为闻鸡起舞型，这

两类用户有啥特征呢？ 

1. 秉 烛“ 网 ” 游

（00:00-4:00）

由表 1 看出，尽管现

今学校男女比接近 7：3，

秉烛“网”游的男女比接

近2.68：1，从表 2、表 3、

图 10 说明工科学校男生图 11  4 点到 6 点上网人数院系排名 top10

图 10  0 到 4 点在线用户院系前十

还是熬夜主力，熬夜主力中属马的，生肖是

天枰的比较多，EC 系熬夜多。

2. 闻鸡起舞型（4:00-6：00）

由表 4 看出，尽管现今学校男女比接近

7：3，秉烛“网”游的男女比接近 2.68：1，

从表 5、表 6、图 11 可以得出属猴的人喜欢

早起上网，HG学院（工科）早起人数排名第一。

生源地与上网时长的关系

从图 12 中可以看出，深颜色表示上网

时长比较长的，浅色的表示上网时长比较短

的，来自北京的学生平均上网时间最短，究

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招生人数多，二是周

末北京的学生一般都回家，所以时间短，

非北京的生源中来自西藏的学生上网时间

最长。

了解这些数据的意义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方法，从生肖、

星座、院系、时间段以及生肖星座二元组

不同的维度，为互联网“原住民”进行数

据画像，形成了较为生动、清晰的轮廓：

从生肖来看，爱上网的互联网“原住民”

大多是属狗、猪、鸡、猴；从星座来看，

爱上网的互联网“原住民”大多是处女座；

从生肖与星座二元组合来看，爱上网的互

联网“原住民”大多是属狗的处女座与属

狗的射手座；从上网熬夜来看，爱上网的

互联网“原住民”大多是男生；从生源地

来看，爱上网的互联网“原住民”大多是

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地区的大学生。

通过这些隐藏的秘密，有助于学校管理

部门制定合理使用网络的规章制度，例如控

制上网的时间，在某一时间段实行强制下线，

或者在某一时间断网等。同时有助于老师辅

导员通过强有力的数据来引导刚刚跨进大学

校门的新生，正确使用网络，防止沉迷网络

游戏中而无法自拔；最后有利于学生自身通

过学长学姐的上网数据，制定出适合自己的

上网时间，合理安排上网时间来促进学习成

绩的提高。

（作者单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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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网络安全状况分析及
信息化安全人才队伍建设 文 / 孙丽艳

十二五期间，针对全国高校的信息化发

展基础状况，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进行过两

次调研，分别是 2011 年及 2014 年。对比

两次调研的数据，我们发现了高校信息网络

安全的一些发展规律与趋势。

高校信息化安全管理状况趋势比较

对比 2011 年与 2014 年都参与调研的

120 个高校数据，可以发现，高校在信息化

安全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总体上具有一定

的沿承性和持续性，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

化，有一些局部的调整。如图 1 所示，部署

了“数字证书”的学校从 2011 年的 18.33%

上升到 2014 年的 30.83%，部署“身份认证”

的也从原先的 81.67% 上升到了 92.50%，

“重要数据加密”从原先的 18.33% 上升

到 29.17%，而“防病毒及软件挑选”（从

2011年的73.33%下降到2014年的50%）、“系

统安全加固”（从 2011 年的 30% 下降到

2014 年的 18.33%）等工作都有相应比例的

下降，这说明高校的安全防护措施有了新的

图 4  2014 年高校负责信息安全的最高职位（233 所高校数据）图 1 高校在信息化安全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2011 年与 2014 年对比 )

图 2 2014 年高校信息化安全管理工作部署（233 所高校数据）

图 3  2014 年高校制定并实行信息系统的
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情况

图 5  2014 年高校从事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的资质（233 所高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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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当前高校师生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提升、社会上网络安全产品逐渐成熟，并从

而减轻学校在局域网管理上的压力有很大关

系。与此同时，高校信息安全防护的技术手

段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比如“网络分段”、

“网络实时监测”、“恶意邮件处理”等，

分散了原先仅靠防火墙、防病毒等单一技术

手段的压力，如图 2 所示。

在调研中，2014 年高校对完善管理制

度有了更多的需求，数据安全意识提升，而

且纳入了高校信息化规划，调研数据表明，

有 98% 的学校已经制定信息系统数据安全制

度，实行或正在实行该制度的占 78%，仅有

2% 的学校暂无这方面的规划，如图 3 所示。

高校信息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建设

面对如此复杂的工作，高校的网络安全

人才队伍建设尚未得到重视。

2014 年调研数据表明，各类高校大多

由网络部门的正职负责人对信息安全直接负

责（211 院校占 52.94%，一般本科院校占

61.95%，高职高专占 68%），211 院校因学

校建置及要求原因，呈现出相对多样化的情

况，如图 4 所示。

在“高校从事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的资质”

要求上，41.82% 的 211 院校要求相关人员

必须参加培训并取得证书，一般全日制本科

院校对于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的资质意识相对

淡薄，38.94% 的一般全日制本科学校不会参

加或偶尔参加相关培训，如图 5 所示。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建立校园网络信息日常监控

制度，由宣传部负责校园网主页、

校内论坛的信息监控，各二级单位

网站由主办单位负责监控，发现问

题及时上报网络信息管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制定《网络信息管理应急

工作预案》，在特定时期，对校园

网络信息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及时发现处置校园网出现的有害信

息。 由学校统筹建设的信息系统

全部部署在网络中心机房，具备机

房温湿度监控、UPS、安防保障条

件。同时，在这些信息系统的建设过程中，注重了应用、数据等方面的安全因素的考虑，

前端部署双机，数据异地灾备，且专门配备专用硬件防火墙。

学校组织相关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单位网络信息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各二

级单位完善网络信息管理机制，加强网站内容审核、信息发布和网络安全技术保障。

对管理不到位的单位，下达整改通知限期整改。

东北大学：

1. 明确网络安全相关牵头部门和技术支持部门。

学校网络安全相关工作开展由党委办公室牵头，信息

系统等级保护相关工作由信息化建设办公室牵头，网

络中心为网络安全工作和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工作提供

技术支持。

2. 加强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计划、采购和运维工作的规

范管理。学校建立以信息化建设办公室牵头的网络和信息

系统计划申请和审批的整套制度，对信息化建设相关经费

进行统筹管理，加强 IT 相关软硬件资金投入的管理，从

源头把控努力实现网络和信息系统的统一管理模式。

3. 初步实现核心业务系统的集中支持平台建设和

制度规范。学校初步建立由网络中心建设和运维的校

内信息化建设支持平台，提供主机托管服务和虚拟主

机服务，对于校内各类业务系统的运行环境进行集中

管控，便于相关安全措施的实施。

4. 加强安全环境建设，提供较完善的网络防控和

事后追查的设备防护能力和技术支持能力。在学校相

关经费支持下，网络中心采购必要的安全设备加强集

中管控的托管主机和虚拟主机的安全防控能力，增加

网络防火墙、应用防火墙等安全设备，并采用第三方

安全检测服务对重要业务系统进行安全扫描，提高系

统安全缺陷的前期发现；同时，组建一支具有专业技

术能力和经验的安全团队，对出现的各类网络安全事

件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置。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

规章制度，使网络管理工作规范化、

制度化，做好人才准备、技术准备、

设备准备，向技术要管理效益，向

管理要服务效益，实现精致管理，

精致服务。订立了网络中心工作人

员的岗位职责，成立了网络安全协

管员机制，管理工作从人治向法治

方向转变，逐渐走向科学和规范；

完善了学生区的网络管理，制定并开始执行“深圳大学校园网使用管理规定”、“深圳

大学网络中心工作人员保密工作守则”、“深圳大学学生宿舍计算机网络管理暂行规定”、

“校园网账号盗用处罚条例”等管理规章制度，使网络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

在所有大型机房都安装了闭路监控和机房管理系统，实现网络化与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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