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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重组高校工作流

2016 年 5 月 27 日在北京联合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信息化校

长高峰论坛”上，诸多校长都提到了“治理”、“融合”、“提升”

这样的关键词。

当下，高校信息化建设需服务于高校整体战略发展，已经成

为多数高校的共识。华中师范大学杨宗凯校长说：“互联网给我

们带来的未知的东西可能更多。信息化的发展路径，是从建设到

应用再到融合的过程。”

阿尔法狗的巨大成功给全球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海量

的数据将产生人工智能，并将颠覆工作流程与工作方式，大量生

产力将被解放出来。几位CIO在论坛上的演讲均关注到“大数据”，

用大数据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推进学校综合管理改革，那么

大数据是否是信息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大数据能否真正实现解放

生产力，是否能真正推进高校工作流的优化与重组？新的机制如

何建立？诸多细节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美。

我们寄希望于大数据能够发挥“秤砣虽小能压千斤”的作用，

但当大数据整合到一起时，现实则距离理想状态非常遥远。传统

的体系和分析方法，已经很难适应大数据分析的需求，而要利用

这些分析结果指导高校决策，则更是难上加难。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压倒性地质疑高校在大数据的巨额投入：

当智慧教室的监测考勤数据与教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有出入时，到

底是采信哪个部门的数据？如果采信智慧教室的监测数据，那么，

教务部门是否需要整顿？如果是采信教务部门的，那为何还要花

这么多钱建设和维护一个无用的系统？而事实是，在已经实施的

学校中，这两个数据常常是不一致的。是任由这些数据继续不一致，

还是对整个学校的工作流程进行重组？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策。

从目前已经试水大数据的学校现状来看，我们必须引进和构

造新的运行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数据体现出规律来。

本期我们采访西安交通大学郑庆华副校长关于大数据的实践，

也是希望能引发各高校更近距离、更理性地看待大数据。如何运

用大数据促进高校综合改革，同时推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这两

个问题需要在一个充分论证的顶层设计下进行，并结合学校的发

展战略，将信息化的效能充分发挥出来。

罗素说：“秩序、统一和连续，都是人们发明出来的”，高

校在信息化环境下解放生产力并进行流程再造，这个目标，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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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量子计算机来了！ IBM
首次将量子计算向大众公开

近日，杰瑞·周（Jerry Chow）

带领的 IBM 量子计算机团队，启动

了量子运算的网页界面，让外部的

程序员和研究者通过算法来测试

这块量子芯片。周对记者表示，“尽

管量子计算云服务的主要目标人

群是科学家和学生，但其实任何

想要来一睹量子运算真容的人都

可以试试。”

由于量子计算机的运算原理

与传统计算机大相径庭，所以它

可以快速的处理一些需要同时运

用数以亿计的变量的运算任务，

比如运算化学中分子间的相互作

用，在这点上，传统的计算机难

以望其项背。量子计算机也精于

机器学习，比如新药研发、新型

信息安全，以及真正能够思考推

理的智能计算机等领域都能大展

拳脚。

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斯科特·

艾隆森（Scott Aaronson）表示，这

是个很值得研究的方向。当量子计

算机发展到 50 量子位的时候，就

能实现“量子称霸”。

MIT Technology Review

The Verg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CNN

BBC

（来自 edition.cnn.com）

（来自 theverge.com）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 （来自www.technologyreview.com）

为让 AI 说“人话”谷歌让它疯读近 3000 本爱情小说

Google 为了改变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系统与人类对话时太过制式化、不带情绪的表达方式，

让人工智能引擎具备人性化的应答风格，Goog le 一直让

人工智能引擎阅读爱情小说，数量已达 2865 本。

Google 软件工程师 (Andrew Dai) 表示，希望借这个计划

以及未来其他的计划项目让它 ( 人工智能引擎 ) 更健谈，或

是能够展现更多元的语调风格。

牛津大学推 VR 新用法：治疗妄想症 测试效果还不错

近日牛津大学的学者通过实验发现，虚拟现实（VR）技

术可以帮助妄想症患者认识到他们所害怕的社会情境其实是

安全的，从而走出被害妄想的阴影，正常生活。

主持该研究的牛津大学临床心理学家丹尼尔·弗利曼

（Daniel Freeman）说：“我想，这令人一窥精神医疗的未来。

随着各种虚拟现实头盔的上市，虚拟现实正历经一场革命。

一旦这些设备的价格降下来，我们将会在医疗机构，甚至在

家中看到它们。”

最大太阳能计算机：可提供电力及互联网接入服务

最近，意大利和西班牙初创企业 Watly 推出同名计算机

设备，它将帮助非洲农村地区实现“量子飞跃式发展”。

Watly 又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计算机，可以提供清洁水、

电力以及互联网接入服务，帮助彻底改变非洲民众的生活与

经济。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约有 6.25 亿人没有电力可用，

超过 2/3 的人缺少安全饮用水。Watly 创始人马可·阿迪萨尼

（MarcoAttisani）说：“对于那些没有这些基本文明支柱的地

区来说，Watly 从基础设施方面提出解决方案，我们正帮助他

们进入 2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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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欧盟推出云计划 促进产业数字化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发布的消息，作为推行其“单一数

字市场”战略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 4 月 19 日出台产业

数字化新规划，旨在帮助欧洲的产业、中小型企业、研究

人员以及政府部门充分利用新技术。

欧盟委员会称，有研究预测，未来５年中，产品和服

务的数字化将每年为欧洲增加超过 1100 亿欧元的收入。

尽管一些欧盟成员国已经启动了某些推动产业数字化的战

略，但是欧盟层面的全方位战略将有助于避免市场碎片化，

并从数字化革命中充分获益。欧盟委员会称，这一整体的

产业数字化计划，将动员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及私营机构投

资，总投资额将高达 500 亿欧元。

解读

欧盟委员会出台的产业数字化新规划，其中包括为云

计划投资 67 亿欧元，为欧盟 170 万研究人员和 7000 万科

学技术专业人员提供一个虚拟的环境“开放科学云”来存

储、共享和重新使用他们跨学科和跨边界的数据。在 2016

至 2020 年间，欧盟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将为云计

划提供 20 亿欧元的启动资金，额外 47 亿欧元将由欧盟结

构与投资基金、成员国公共财政和私人行业等投资筹集。

欧盟及其成员国是目前世界科学数据的最大生产者，

但不足和分割的数据基础设施导致“大数据”革命创造的

机遇很难在欧盟完全释放。欧盟云计算行动计划主要由相

互关联的两大部分组成：1）欧盟开放科学云系列行动，致

力于为欧盟 170 万科研人员和 7000 万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

在职人员创造一个共同的虚拟在线环境，存储、共享和再

利用跨成员国跨行业跨学科的科研信息数据；2）欧盟大数

据基础设施行动，致力于在欧盟范围内全面部署必要的高

速宽带网络、大规模数据存储便利设施和高性能计算能力，

确保欧盟云计算大型数据集储存的有效处理和高效访问。

欧盟云计算行动计划，将首先在欧洲乃至全球合作伙

伴的科技界实施，然后逐步向其它公共部门和各行各业用

户拓展。欧委会将采取一揽子行动举措主要包括：

1. 2016 年：创建服务于科技界的欧盟科学云基础，

整合和强化欧盟虚拟科研基础设施网络平台，联合和巩固

欧盟现有云计算科研基础设施，资助支持欧盟基于云计算

服务的发展；

2. 2017 年：开放共享 Horizon2020 未来所产生的所有

科研信息数据，鼓励刺激大量科研数据集的重新再利用；

3. 2018 年：启动新兴量子技术研发创新行动计划，

加速新一代超级计算机开发；

4. 2020 年：全面开发和部署大规模高性能计算、大

数据存储和高速宽带基础设施，包括建设欧盟大数据处理

存储中心、升级科技创新骨干网络和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跻

身世界前三强。 

举例：英国的数字化改造

据环球科技 4 月 20 日消息，英国电信 (BT) 宣布推出

“数字化潜能 (The Digital Possible)”计划，这项全球领先

的计划旨在助力首席信息官们 (CIO) 更好地适应全球各大

企业迫切的数字化改造议程。基于 BT 最新“BT 2016 年

度 CIO 报告 - 数字化 CIO”的研究结果，新推出的这项计

划将给市场带来一系列新的数字化服务。

数字化的巨大影响使得 CIO 在董事会的重要性继续

上升。

“BT 2016 年度 CIO 报告”提到，全球范围内五分之

一的组织机构已经完全实现了以云为中心，46% 的组织机

构已经将超过半数的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转移至了云端。

BT 的研究表明，65% 的首席信息官已经注意到，用以衡

量他们业绩表现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也发生了快速变化，

其中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了他们所有活动的重中之重。鉴

于数字化转型进程的不断加速，BT 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

月的时间里推出一系列的创新服务，并加速实施其云中云

(Cloud of Clouds) 产品组合战略。新推出的服务将涵盖“BT 

2016 年度 CIO 报告”认定的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云端、移动、

协作以及数据。

 （来源：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及网络信息     整理 / 陶春）

65% 的首席信息官已经注意到，用以衡量他们业绩表现

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发生了快速变化，其中数字化转型已

经成为了他们所有活动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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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首启远程视频面试系统 打造“智慧校园”

日前，天津大学双校区远程视频面试系统首次启用。十余位同学成为了

第一批体验者。在面试现场，招聘企业和应聘学生通过远程视频沟通，实现

了招聘面试的全过程。据悉，双校区远程视频面试系统经过近一年的筹划、

设计、调试、试运行后，主体功能目前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在该系统的支持下，

学生不再需要为了一次面试在双校区间来回往返，而是选择就近与另一个校

区的面试官线上沟通，节约了用人单位与学生的时间。

天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唐婧亚表示，天津大学将整合学校现有资源，同步直

播双校区宣讲会、招聘会，在招聘活动中更加广泛地使用双校区视频宣讲、面试

系统，实现新老校区就业服务“无缝对接”，使毕业生享受更加便捷的就业资源。

上海交通大学将开通面向高中生
的 AP 课程

前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在线教育平台“好大学在线”

正式向公众开放，未来，将开通面向高

中生的 AP 课程，AP 学分经过线下考试

认证后或将在综合素质评价、自主招生

中作为参考依据。

上海交通大学目前正在建设面向高

中生群体的 AP 课程，AP 课程的难度高

于高中，低于大学，重在大学和中学教

育的“衔接”。据透露，AP 课程主要是

借鉴大学先修课程在美国高校招生中的

成熟经验，比如名校录取最为看重的录

取依据，AP 学分认证后可减免大学学分

等，探索在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框架内发

挥重要作用。

教育大数据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
大学举行

4 月下旬，《中国基础教育大数据发

展蓝皮书 (2015)》发布会暨教育大数据高

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国内首份

基础教育大数据发展蓝皮书正式发布。

北京师范大学“移动学习”教育部

-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余胜泉指出，

数据将逐渐取代土地、劳力、资金等稀

缺资产，成为社会和企业最重要的核心

资产。未来教育数据采集的重心将向非

结构化、过程性的数据转变，“教育大

数据的采集应该是全样本的、即时的数

据。教育界还应加强教育大数据与其他

领域大数据 ( 医疗、交通、经济、社保等 )

的融通和关联分析，进一步增强教育决

策的科学性”。

蓝皮书负责人之一、江苏师范大学副

教授杨现民表示，教育大数据并非单纯指

其数量大，更重要的是其“价值”很大，

教育大数据的核心价值是分析和预测。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清华大学首设创新创业专业 致力于培养高级创客

近期，清华大学宣布，在全国率先推出技术创新创

业辅修专业。该专业面向清华本科生开设，学制为一年半，

首批共招收 90 人，致力于培养机器人、智能硬件等领域

的“高级创客”。

据介绍，该专业面向清华大二和大三学生开设，文

理兼收，首批共 3 个班、每个班各 30 人，将于今年秋季

开学。该专业课程教师付志勇介绍，最终入选的学生要

经过严格的筛选。学生在报名时需要提交个人陈述和一份教授推荐信，

通过这些材料考查学生对专业的理解力，对于创新的热情，以往参与

创新创业活动的经历等。

专业学习时间为一年半，要求学生修满不少于 25 个学分，成绩合

格并获得第一学位者可获得清华大学辅修专业证书。

浙江大学启动互联网校庆 寻找全球 60 万校友

直播看什么？你可以和全球几十万人一起，收看浙江大学的校庆直播。

2016 年 5 月 21 日，是浙江大学建校 119 周年的日子，也是浙大 120 周年校

庆倒计时一周年启动的日子。当天上午，浙江大学校领导和互联网校庆合作

公司腾讯的代表在紫金港校区主会场 1000 名观众和全球网民的共同见证下，

按下手印，开启“互联网校庆”的华丽帷幕。

浙江大学将校庆活动从线下“搬”到线上后，信息发布、活动直播、寻

找校友、网上祝福、公益众筹、联络接待⋯⋯借助强有力的网络和新媒体平台，

多种需求都将得到满足。比如活动直播，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参加校庆的

各类活动，随时发表评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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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建设 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 92.3%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最新调查数据统计，全省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经达到

92.3%，宝鸡市、杨凌区、韩城市、府谷县、神木县已经率先全面实现中小学宽

带网络校校通，西安市、咸阳市、汉中市、延安市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经达到

95% 以上，铜川市、渭南市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接近 95%。

陕西省教育厅信息与学校保障工作处有关负责人表示，2016 年将结合薄改、

精准扶贫等工作，加快推进薄弱地区和学校互联网接入，实现全省中小学互联网

接入率达到 95%。

河南：
无锡市小学招生报名“智能化”

据无锡市教育局的消息，今年无锡市教育局将采用自主大数据平

台，实施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教育管理和科学决策。在招生入

学阶段，一方面，加快学校招生和管理平台建设，另一方面，除传统

互联网外，手机 APP、微信、手机网站也将全面参与招生全过程。

从 5 月 20 日起，每一位在无锡市区幼儿园大班就读的幼儿都能

领取《2016 年无锡市区幼儿园升学档案信息表》，该表格将详细登记

每位幼儿的各项信息，并生成《无锡市区小学招生报名表》，每位学

生将拥有唯一的二维码报名序号。只要学校手机 APP 扫一扫，就能完

成小学报名入学手续。

江苏 ：

四川：

陕西：

五年时间内中小学食堂实现
“网络直播”

据 5 月 12 日的消息，河南省

中小学食堂要进入“网络直播”时

代了。学校不仅要通过视频技术公

开厨房环境，以及加工过程、清洗

消毒、食品原料储存状态等信息，

还要保证公众和监管部门能够通

过电脑、手机、显示屏等终端设

备，实时观看餐饮重点环节的进

展情况。

河南计划通过 5 年时间，按照

省辖市城区、县（市）城区、农村

中小学食堂的顺序，逐步在全省推

进“互联网 + 明厨亮灶”工程。根

据计划，“互联网 + 明厨亮灶”工

程今年起在全省省辖市城区中小学

食堂开始实施，2017 年 3 月底完成；

2017 年 3 月在各县（市）城区中

小学食堂开始实施，2018年底完成；

2019 年在全省农村中小学食堂开

始实施，力争 2020 年底完成。

机器人明年要参加文科高考，目标是考上一本

2017 年的四川成都文科高考生，即将迎来一位特殊的竞争对手——高考机器人。该款

机器人包括三个独立的人工智能程序，分别应考数学、语文和文综。从 2015 年科技部立项

到 2017 年参加高考，这款高考机器人仅有 2 年的“备战”时间。研发团队立下目标，将在

全封闭环境中、有监考老师和公证员的情况下，让它和全国文科高考生同时考试、同时交卷，

并力争考上一本。

目前，“高考机器人”已被列入国家科技部 863 计划（又称“超脑计划”）的首要任务。

主攻数学科目的研发团队中，组长单位由成都本土的一家人工智能开发公司担任。该款“成

都造”高考机器人，还将亮相国家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举办的

科技创新成就展。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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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简称 ESI) 是基于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 (ISI)

早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

本分析评价工具。 IS I 公司资产重组后，ESI 成为汤森

路透公司的一部分。

E S I 还 对 一 定 时 间 段 内 全 球 学 术 机 构 E S I 被 引 用

论文总数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公布前 500 名的机

构排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国际

学术影响力。其中篇均被引用次数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一 方 面， 统 计 发 现， 总 体 上 看， 中 国 大 陆 高 校 的

E S I 论文引用情况与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论文引用情

况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国 际 知 名 大 学 的 篇 均 引 用 次 数 超 过 2 0 的 有 2 6

所 大 学 。 中 国 大 陆 高 校 被 引 论 文 总 数 进 入 E S I 前

5 0 0 排 名 的 1 7 所 高 校 的 篇 均 被 引 用 次 数 如 下 ： 篇 均

引 用 次 数 超 过 1 0 的 有 7 所 高 校：北 京 大 学 ( 1 2 . 5 1 ) 、

清 华 大 学 ( 1 0 . 8 1 ) 、 复 旦 大 学 ( 1 2 . 1 8 ) 、 中 国 科 技 大

学 ( 1 2 . 5 4 ) 、 南 京 大 学 ( 1 1 . 1 5 ) 、 中 山 大 学 ( 1 0 . 8 4 ) 、

南 开 大 学 ( 1 2 . 5 8 ) 。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学 、 四 川 大 学 、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的 篇 均 引 用 次 数 低 于

国 内 平 均 水 平 。 北 京 大 学 引 文 数 量 最 多 ， 浙 江 大 学

论 文 数 量 最 多 。

另一方面，如果从 E S I 设置的 22 个学科领域分布

看，整体上偏重基础学科。中国大陆高校的基础性学

科在 E S I 排名中继续保持优势：化学有 105 所高校，

工程学有 99 所，材料科学有 78 所，临床医学有 62 所，

物理学有 35 所，植物与动物学有 33 所，生物学有 38

所、农业科学有 34 所、药理学有 32 所。

(1) 部分学科的发展情况

数学：2013 年有 6 所大学进入前 100 位，而 2014

年 没 有 大 学 能 进 入 前 100 位，2015 年 度 再 次 有 7 所

大学进入前 100 位，表明数学学科作为我国高校的传

统 性 优 势 学 科， 仍 然 具 有 较 大 发 展 前 景 ; 免 疫 学： 从

2013 年首次有 6 所大学进入，2014 年有 7 所大学进入

排 名，2015 年 有 9 所 大 学 进 入 排 名， 发 展 后 劲 较 足 ;

药理学与毒理学：2014 年首次进入前 100 位 ( 北京大

学 )，2015 年有 3 所进入前 100 位 ; 综合交叉学科首次

进入排名 ( 清华大学 ); 空间科学仍未有高校进入排名。

(2) 优势学科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分析发现，进入 ESI 前 1% 的前 100 位、前 50 位的

高校和学科数量整体增幅显著。进入前 100 位：2015 年

有 32 所高校的 69 个学科，而 2014 年为 24 所高校的 45

个学科，增长显著 ; 进入前 50 位：2015 年有 14 所高校

的 24 个学科，而 2014 年为 11 所高校的 20 个学科。

数 据 表 明， 虽 然 我 国 高 校 的 学 术 竞 争 力， 与 国 外

一些著名大学相比，仍有差距，但国家对高校的持续

投入正在取得明显的效果，有少量高校的优势学科在

国际上已有较强的学术竞争力，学科进入国际先进行

列的高校数量正在逐步增多。

而且，根据基本科学指标 (ESI ) 的统计，中国大陆

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中国大学

进入世界大学和研究机构前 1% 的机构数和累计学科数

逐年增加：2010 年底为 92 所大学，累计学科 304 个 ;2011

年底为 113 所，学科 398 个 ;2012 年底为 137 所，学科

486 个 ;2013 年 底 为 141 所， 学 科 525 个 ;2014 年 底 为

149 所，学科 553 个 ;2015 年底为 173 所，累计学科数

671 个。

中国大陆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中国大

学进入世界大学和研究机构前 1%的机构数和累计学科数逐年

增加。

中国大陆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
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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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公里 /小时

SpaceX 公 司 CEO 马 斯 克 主 导 的

美国 HyperloopOne 超级高铁推进系统

首 次 户 外 测 试 成 功，2 秒 加 速 至 640

公 里 / 小 时， 未 来 设 计 时 速 将 超 过 飞

机的速度。

16小时

日前，“Intrepid Travel”旅行社对

1500 名美国市民沉迷网络的程度进行了

调查。研究显示，多数人表示他们的手

机从来没有离自己超过 1 米远，16 个小

时没有手机的生活便会感到不安。

49%

据咨询公司 PwC 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美国，可佩戴式设备的使用率出现了大

幅度提升，从 2014 年的 21% 增长了一倍

以上，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49%。这份报告

还发现，年龄在 35 岁到 49 岁之间的人最

可能佩戴智能手表。

25家

近日，25 家网站作为首批联盟成员

正式接入猎网平台，包括 360、58 同城、

百度、京东、网易、新浪微博等。据悉，

联盟成员将在公安部门的监督指导下，

以猎网平台大数据为基础，共享网络欺

诈信息并及时协同处理网上诈骗信息，

通过压缩诈骗信源的传播时间和空间，

有效遏制网络诈骗。

2倍

日本东京大学、筑波大学和富

士通将联手研发日本国内运算速度

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耗电量将仅为

理化学研究所的超级计算机“京”

的 4 分之 1，而运算速度达到 2 倍以

上。计划从 2016 年 12 月开始试运行。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市场监管，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格局，实现‘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算’。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为民谋利、

解民所忧，促进形成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

——5 月 25 日，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

会在贵阳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当国家把大数据技术作为战略提出后，大数据技术处于炒作‘过

热’的状态。在大数据的应用上亟须顶层规划和示范引导，积极谋划，

审慎推进。大数据的计算设备 6~8 年会被淘汰，如果一哄而上，将造

成超前投资、重复投资或者资源浪费。”

——近期，“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走进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梅宏在谈及大数据应用时，直

言当前大数据应用领域的现状。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些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很多高

等学校非常稚嫩，1202 所本科学校，2001 年以后建立的就有 678 所，

建校时间不足 16 年的占到了 55.6%，很多学校处在初创期或者正走在

从初创期向成熟期过渡的路上。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办新式的现

代化的教育，这是对我们的新挑战。”

——西南交通大学迎来建校 120 周年之际，举办以“数字化时代

的大学未来”为主题中外校长论坛，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中外

30 多所高校负责人，围绕社会转型、大学治理和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

展开主题演讲。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如是说。

——据英国《每日邮报》官网报道，美国未来学家佐尔坦·伊

斯特万 (Zoltan Istvan) 所代表的超人类主义党表示，几十年后，可

以通过科技将人脑接入“人工智能 (AI) 矩阵”。

“这项技术实现的基础是通过脑电图读取大脑发出的电子信号，

然后通过另一项技术刺激大脑，使大脑能感知到设备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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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6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

由微软中国（Microsoft）、培生（Pearson）、

赛尔网络（CERNET）联合主办，赛尔校

园先锋承办的 2016 年第十二届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简称 MOS）大赛全国总

决赛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行。本

次大赛历时 5 个月，大赛预赛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一万余名选手参与，

最终有 27 所高校的 205 位选手进入全国

总决赛。

在 MOS 全国总决赛颁奖典礼上，

赛尔网络副总经理王祖伟、培生 VUE-

Cer t i po r t 大中华区总经理张峻豪、微

软教育培训与认证大中华区总监陈俊

志、前程无忧高级区域经理王雅赟分

别为大会致辞。赛尔网络副总经理王

祖伟在致辞中向所有获奖选手表示了

热烈祝贺和深切的期许，希望他们在

世界大赛中获得骄人成绩，同时他表

示 Word、Excel、PowerPoint 的操作及

实践能力是当代大学生最应当熟练掌

握的实用技能，应把握好步入职场的

敲门砖。

本 届 MOS 大 赛 主 要 考 核 选 手 的

Word、Excel、PowerPoint 的操作及实践

能力，按照 Office 2010 和 2013 两个版本

分为六个科目，按照科目最终决胜出冠

军、亚军、季军以及一、二、三等奖。

大赛组委会聘请了 MOS 认证专家赫

亮作为大赛评委，与大赛组委会成员组

成了各项目的评委团，通过总决赛第一

轮和第二轮的严格考核筛选，最终角逐

出六个科目的冠军，分别是哈尔滨理工

大学荣成学院陈晓亮、北京电子科技学

院沈歆舣、上海建桥学院陈靖琦 、广东

技术师范学院余思杨 、湖北汽车工业学

院罗萌、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曾威龙六名同

学，他们将代表中国队参加 2016 年在美

国佛罗里达州·奥克兰·迪斯尼乐园举行

的 MOS 世界大赛，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冠军们争夺世界冠军的荣誉。

据悉，“微软 Office 世界大赛”（简

称“MOS 世界大赛”）被誉为“Office 办

公软件的奥林匹克”，是美国微软公司

（Microsoft）在全球组织的一年一度的世

第十二届 MOS 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京举行

考试现场 颁奖典礼现场

界大赛。活动后，本次活动主办方之一培

生 VUE Certiport 大中华区总经理张峻豪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比赛从表面上虽然

只是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一次去美国迪斯尼

的机会，但从深层次上是通过这种形式刺

激了学生们学习的欲望。所以在比赛过程

中，强调“以赛促学”。希望通过比赛可

以激发同学们更好地应用 Office 软件的兴

趣 ; 同时，由于参加比赛的同学大多不是

来自 985、211 学校的同学，因此也希望

通过比赛增强他们的信心。

MOS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合影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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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6 年 5 月 27 日，以“融

合创新引领——高等教育教学变革之路”

为主题的高等教育信息化校长高峰论坛在

北京联合大学开幕。本次大会由中国高教

学会主办，高教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与北

京联合大学承办。来自全国高校的信息化

主管校长和副校长、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等

相关人士近 30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康凯主持了本次大会

开幕式。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卢振洋代表北京联

合大学为大会致辞。他介绍说，北京联合

大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数字校园的示范校

园，在信息化的建设和应用中都做了大量

工作。他表示，互联网开放的特质构成数

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天然基础，为高校教

学、科研与行政管理提供了全新契机。但

互联网 + 高校的行动成果绝不仅仅是新技

术本身，顺应时代变换的新理念和新思维

才具有本源之意。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处长张拥军代

表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为大会致辞。

他介绍了目前“三通两平台”工程的主要

进展情况，并指出，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

标是要建立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新型教育教

学模式与组织管理方式，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要达到上述目标，一是要

持续深化对教育的认识，二是坚持问题导

向。从教育教学问题出发开展教育信息化

应用，形成提升教学效率效果，改进现有

高等教育信息化校长高峰论坛
在北京联合大学举行

高校校长齐聚北京探讨高等教育教学变革之路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卢振洋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处长张拥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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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信息化工作涉及面广，头绪多，必

须统筹规划、明确责任、理顺机制、有序

推进、抓紧落实。IT 治理下的信息化要推

进三个转变，第一，建设目标：从实现业

务系统电子化，提高效率为目标，逐步转

为支撑部门履行职责，提高效能；第二，

建设思路：从各自为政、相互封闭，转为

跨部门协同互动，资源共享；第三，建设

模式：从分散式、粗放型转为集约化的发

展。他指出，IT 治理应当明确由谁通过何

种途径决定做什么，同时提供相应的资源

配置。其目标是为了信息化建设与学校核

心工作的有效融合，最终通过信息化推动

管理改革。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在会上做了

题为《提升信息化领导力，促进高校教育

教学创新发展》的报告。他指出，当前高

等教育信息化有三个挑战，第一，可解决

的挑战，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融合，

提升数字素养；第二，艰难的挑战，包括

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三是要根

据本校本地实际工作阶段性，不断完善教

育信息化顶层设计与治理方式。他表示，

十三五期间，我国要构建网络化、数字

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机制。后工业

时代，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面临重大转型，

教育信息化要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办学方式

的变革，培养人才，深化高等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在致辞

中表示，MOOC 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深刻的

“教”与“学”的双重革命。MOOC 在我

国未来发展中要处理好“请进来”和“走

出去”，“向外看”和“向内看”，线上

和线下，当下和未来四方面的关系。高等

教育信息化要更加充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使其在促进更新观念、优化教学方式、

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做了《北京大学

信息化建设与 IT 治理》的主题报告。他

个性化学习以及复杂性思维教学；第三，

棘手的挑战，对教育的重组和再造。他认

为，信息化重组再造实质上是利益的重组

和再造，这正是教育信息化工作推进中的

主要障碍。在当前环境下，他提出信息化

领导力概念在高校领域的引入，认为高校

领导者应当利用信息技术来全面提升学校

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效果。

他以华中师范大学的信息化建设为例，介

绍了信息化领导力的实践以及学校大胆地

在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的多方位探索。

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柳贡慧做了《让教

育信息化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创新力》

的报告。他指出，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

信息、数据、平台等方面的一体化使得京

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逐

渐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

他也介绍了北京工业大学的信息化机构设

置及发展情况。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为大会带

来题为《教育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应用》

的报告。他介绍了陕西省高校大数据服务

平台的建设与发展情况，主张在互联网时

代应对学生学习行为和资源访问进行大数

据分析挖掘，既可以挖掘某一用户的行为，

也可以对一个群体的学习行为进行分析，

使得多源、片面、无序的碎片化知识聚合

成适合人类认知的内容。从而真正实现信

息技术服务于当前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并

提升教学质量。

5 月 27 日下午，大会设立三个分论坛，

分别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信息

化引领管理服务模式、高校 IT 治理与体

制机制创新”为主题 , 探讨高等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之路，包括重庆大学、北京林业

大学、北京开放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科学院

大学、中南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

校的校长、副校长们为各分论坛带来了精

彩的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柳贡慧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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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25 日，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启动了“陕

西省高校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在接受《中国教育网络》

杂志的专访时，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难掩自豪的

神色：“这是解放生产力之举。大数据是美好的，但须

大浪淘沙，才能见到金子，西安交大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大数据+教育具有四个重要价值

《中国教育网络》：大数据已经成为各个领域各个

行业的一个重要话题，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郑庆华：如何从海量的大数据当中获取有价值的

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需求。在国家层面来说，

在金融预测、网络安全、信息保护、智能电网、气候预测，

包括社会治安、国家安全等等各个领域，都需要从大

数据当中获取有价值的知识。对于我们普通的个人来

说，这也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层面。作为一个现代人，

我们已经不能超越，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

们必须依赖互联网这个平台，去获取知识、沟通和交流。

大数据之美在“披沙沥金”
专访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

大 数 据 是

美好的，但须大

浪淘沙，才能见

到金子。

文 / 本刊记者  傅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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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监控，也可以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同时，对

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早期的预防和预警。

其次，教育评价可以做到更精准。因为大数据建

立在海量、多类型，以及实时采集的各种数据基础之

上，它的样本是海量化的，采集方式是实时多元化的、

分析是多维度的，数据采集分析挖掘也是根据不同的

类型，采取不同的多样的分析手段。所以可以做到更

加精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指导教师如何面向学生，

在“教与学”上可以做到更加智慧。在学生层面上，

学生可以对自己的实时学习行为进行跟踪分析，可以

找到自己的学习兴趣点、关注点，可以进行有效的学

习路径的设计和选择，在海量资源中可以深度挖掘并

且实现资源的精准化订阅，可以实现知识的学习。从

教师层面，可以实现真正的互为师生关系，跨地域的

资源整合和共享学习协作，实现多人的协同教学；可

以进行班级或者针对专业学生的自身诊断；可以开展

课程评估；可以对学习者进行兴趣的聚类或者进行资

源的有效聚合。

 第四，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资源推荐和服

务，包括文献资源、绩效评价、各课程教学管理、手

机 APP。从目前来看，大数据确实将对高校的管理、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等方面做出前所未

有的支撑和服务。

破解数据唯一性难题

《中国教育网络》：西安交大与陕西省教育厅成

立陕西省高等教育大数据服务平台是基于什么考虑，

有何意义？ 

郑庆华：西安交通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共同建立

了一个全省高等教育大数据中心， 这个数据中心于

2014 年 12 月正式成立，旨在为省教育厅管理部门、评

估机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甚至个人，

提供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的查询、统计、分析和咨询等

服务，如图 1 所示。 

这个数据中心中，汇聚了全省各个高校的办学状

态数据，包括人事、财务、学生以及科研、后勤等等

方方面面的数据，同时也整合了陕西省教育厅各个业

务处室的各个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并且与互联网上开

放的各类教育行业大数据相互联系、相互共享，可以

在线获取各个高校的办学状态数据。在大数据中心的

基础上，以大数据引擎来统筹实现数据的共享、关联、

当前大数据分析平台与大数据库之所以蓬勃发

展，来源于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目前普遍使用

和广泛存在的社交网络， 带来内容生产的变化 Web

技术从最早的 1.0 版本，到正在向 3.0 版本发展，人

人都可以参与内容的生产，人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信

息源来发布和交流信息。这使得信息的发布渠道，

从有限的网站变成了所有人，数据的增长是海量和

庞大的。第二，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发展。物联网

的核心是把传感器技术，嵌入到各个物体当中，使

得原本没有感知功能的物体，也能采集数据。再通

过无线网络把信息送到后台的云平台上，进行存储

和计算，并且得出结论以后反馈到前端的物体。这

也产生了海量的数据。第三，统计技术发展的需要。

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特点进行统计，传统统计

学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统计技术和模型需要顺应发

展而变化。

《中国教育网络》：大数据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

与发展，您又是怎么看的？

郑庆华：在大数据时代中，高校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即人才培养和技术研究。当前的大数据就是一个深海

资源，如何围绕某一个特定的应用点开展研究工作，

尚有差距。大数据是美好的，但须大浪淘沙，才能见

到金子。

从教育教学的角度，“大数据 + 教育”有 4 个方

面的重要价值。

首先，让教育管理更有效。大数据对如何提高高

校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促进高校现代化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它可以支持大学的管理更加有序和有效，

可以真正实现教师、后勤、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

的分类管理，而且可以实现在目标导向、问题驱动下

图 1  高等教育大数据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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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统计分析，以及各种各样的智能服务。比如，

整合了各类科技资源的服务，本科教育评估专业认证

诊断方面的服务。另外，该中心与教育部的主要职能

部门，如教育部评估中心、规划司、财务司等部门，

也形成了数据相互交换的功能。这样，将全省的高校

数据资源通过数据中心进行汇聚、融通、共享。

陕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已经成立有一年多，通

过全省高等教育大数据支撑平台建设、全省高等教育

数据资源融合以及线上线下服务支持等多种形式工作

的实施，有效支撑了省教育厅各项工作的开展。基于

这个数据中心，我们又于最近正式向社会发布了“陕

西省高等教育大数据服务平台”，初衷就是解放生产力，

并提供社会服务。以往我们统计查询以及核实高校的

业务数据，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作，现在，技术手段已

经不成问题，但是数据的唯一性，仍然问题重重，这

也是大数据平台成立的最大原因。破解数据唯一性这

样的难题，关键在于汇聚办学的数据，第一，面向某

个数据业务的融通，将离散的碎片化的数据进行整合，

第二，针对不同部门的考核，进行归集化处理，第三，

利用数据进行教学的绩效评价，使得数据采集落地，

真实实时准确地了解一线教学的情况，为本科教育评

估专业认证提供数据支撑。未来，这个平台将承担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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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网络》：陕西省高校大数据服务平

台上如何与当前的教育教学过程相结合？如何提供

服务？

郑庆华：陕西省高校大数据服务平台上首先是陕

西省高校大数据的汇聚与分析评估（如图 2 所示），

这是整个陕西省高校大数据的汇聚。通过业务查询、

数据统计、电子报表、图形展现、分析报告等功能，

为省教育厅领导、管理单位、高校及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每年教育部公布的各种公开数据、招生数据、就

业数据等等，全都融汇到这一平台，形成了一个全省

的数据中心和数据仓库。在此基础上，还开发了若干

核心的引擎支撑模块，预测预警、通用查询、在线分析、

信息发布，以及决策支持、评估分析应用、数据挖掘

等等，并面向陕西省教育厅各个职能部门、各高校、

社会公众等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首先，该平台为陕西省教育厅职能业务部门及决

策层提供了十一大类的功能，包括领导的仪表盘，可

以进行陕西省跟其他兄弟省市的数据横向纵向比较，

描述历年来各个业务数据历史变化的情况；为陕西省

教育厅高教处、研究生处、科研处等 11 个部门提供专

项数据服务；提供教育质量数据的在线查询、监测预警、

对比分析，质量报告；提供全省高基统计报表及统计

年鉴报表 81 张的查询查阅；提供全省教育经费统计报

表 191 张和统计报告的查询查阅以及高校就业数据的

统计分析、重点指标结构分析等。

第二，为高校提供服务。为高校对内自查、自评、

自纠，对外横向关联比较提供支持，定位问题，寻找

差距，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决策的科学化。

陕西省目前有 100 多所高校，未来还可以进行省内高

校的横向比较、陕西省同类高校和兄弟省市同类高校

之间的对比分析，通过数据整合，在基础数据层面解

决应用数据的碎片化问题，在管理体制层面建立健全

学校数据的智能化管理体系，从而实现管理信息化向

服务信息化、服务智能化的方向转变，这是过去管理

信息系统所难以做到的。

在高校大数据平台的基础上，支撑教育教学的评

估和专业认证。过去的评估都是专家进校，通过长时

间的现场考察、师生交流等等来发现问题。有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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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之后，现在评估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

高校大数据平台基础上，通过数据的分析找到问题；

第二阶段，专家进校考证这些问题的实际情况。所以

数据的前期分析将对专家的进校评估提供有效的、有

针对性的、面向问题和目标的引导。该平台上可以提

供高校审核评估、专业综合评估认证、学生学习经历、

与高等教育满意度的测量与评价，以及全省高等教育

质量监控数据分析平台。

《中国教育网络》：高校大数据服务平台还有哪

些典型应用案例？    

郑庆华：在高等教育大数据服务平台上，我们还

开展了陕西省高等教育MOOC平台的建设和服务工作，

该 MOOC 平台已经汇聚了包括西安交大在内高校的

253 门课程，包含思想政治板块、通识类课程板块、基

础学科板块、专业课程和特色课程板块一共五大板块

的课程。MOOC 平台将全省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层分类

地向全省高校提供支持服务，并实现了网上选课、课

程互选、学分互认等。陕西省高校的学生足不出户即

可以分享世界名校的课程，可以分享其它兄弟高校的

优质课程资源。特别是，该平台通过学习大数据分析，

进行学习过程的全过程跟踪与分析。

另一个典型应用是把互联网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

渗透到日常的教学过程管理、智慧教室的建设当中。

2015 年学校一次性建立了 80 个智慧云教室，每一个教

室的信息化设备全部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互联互通，包

括投影仪、还有中控系统、门禁系统、考勤系统等，

全部实现了集约化、智能化、互联网的一卡通，将传

统的安全监控、考勤系统、IP 电话，以及教师教学的

实时随堂录制、师生互动等功能整合到这一平台上。

目前，西安交大 80 个教室的课堂情况，教师上

课实时场景、讲课内容、学生课堂状况等，可以通

过一个集中监控屏的界面实时掌握。并且很多新的

内容、新的教学管理手段可以部署和实现，如督导

组的可通过授课录像实现精准督导；学生的到课率、

考勤率、出勤率、排头率等等，通过这个平台也可

以一览无余。通过教师授课的随堂录制，老师自己

可以查找、审阅自己上课的过程，为今后改进教学

提供很好的手段。

此外，对条件保障和资源的节约使用也有很大作

用。过去学校中午有大量教室投影仪、灯光没关的现

象，现在通过云的集中控制，所有教室设备都可以实

现集约化管控。一旦出现故障，远端也可以集中恢复；

设备系统的升级，也可以采用云的方式来完成，无须

逐个教室手工进行。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教育教学的智

慧化管理、集约化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支撑手段。

知识图谱：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中国教育网络》：大数据的应用一直以来都是

汇聚容易，分析难，价值体现更难，西安交大是如何

实现的？做了哪些研究和尝试？

郑庆华：大数据如何挖掘价值，是当前大数据发

展中的一个重大技术挑战，也是高校进行大数据研究

的一个机遇。针对大数据的个性智能化的知识获取与

个性化的知识服务，西安交大做了一些研究和尝试，

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高校大数据平台最终目标是希望提高教育教学的

质量，这个工作知易行难。客观上，大数据的确给人

类自身造成严重的认知障碍、包括认知过程学习迷航

等问题。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大数据造成了严重的

认知碎片化问题。什么叫知识碎片化呢？就是某个特

定主题的知识资源分散在了不同的数据源当中，分布

在不同的网站或者数据库当中。比如，在百度中查“糖

尿病”关键词，它会反馈回来 4440 万个数据源，有关

于糖尿病的定义、有关于糖尿病的治疗、有关于并发

症等等，林林总总，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网站、数据库，

用户就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得到的永远是一个片面

的、局部的、散乱的状态信息。可以想象，这样的情

况给人们的认知造成很大困难。再比如，一家三口预

算十万元到欧洲十日游，不管是百度还是谷歌，没有

哪个网站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并不是说这个信息在网

上没有，而是因为这些信息散落在各个网站上，而且

得到信息之后还需要经过人工的处理才能得到需要的

图 2  陕西省高校大数据汇聚与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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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简单地说教育大数据造成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

一，资源的分散特性，第二，快速动态变化的特性，

第三，人人都可以产生资源、人人都可以提供资源，

导致的资源低质化特征。这些特性我们日常都会有体

会，比如动态性，每天的微信、微博、各个论坛帖子，

都在发布各种各样的信息，海量信息让人们疲于跟踪；

同时，这些信息源良莠不齐，内容可靠性、真实性、

完整性以及可信度，都值得商榷，这也是我们在大数

据处理方面要处理的典型问题。第四，结构无序性。

数据源并非经过精心组织，导致其结构是无序的、散

乱的，类型也是多样化的。

如何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我们提出了知识图谱、

知识地图的理论，这是一种全新的资源组织方式，面

向用户提供精准化的信息推荐，为用户建立个性化的

知识模型，将这两者融合起来，建立用户兴趣和个性

的精准化资源模型，将无关的、冗余的信息去掉，从

而实现了精准化的推荐。

研究模型是面向智能学习的一个新模式，即基于

知识地图导航的知识学习系统。把知识的概念、定理、

知识源通过语义关系，组合成一张知识地图，它的边

是反应知识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在这个知识地图的

导航下，进行面向用户和学习的精准化推荐。

在这个模型中，第一个核心技术是解决知识地图

海量资源的组织问题。我们在此模型下建立了一套研

究平台和大数据集，包括对数百门课程进行了标注、

研究，获取了它们之间的知识地图关系，开发了一系

列知识语言处理工具、信息抽取工具、复杂网络分析

工具、挖掘工具等等。

第二个核心技术是碎片化知识的聚合。碎片化知

识聚合，就是要让学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每一棵树

是面向某一个主题的知识结构，而森林则是把某个

领域的知识，比如计算机领域、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主

题组合起来，也就是“主题树”和“知识森林”的概念。

所谓碎片知识聚合就是把多元、片面、无序的碎片

化知识聚合成符合人类认知的多维关联整合的知识

森林，其目的就是缓解学习迷航、认知过程的问题。

整体来说它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构建主题分面树；

第二，把语义和碎片化知识装配到知识主题树上，

解决知识的散乱问题；第三，进行知识关系的挖掘，

解决知识无序问题，最后形成了一个“知识森林”。

在“知识森林”当中，既可以面向某个主题开展学习，

也可以在主题之间按照知识的依赖关系，按照路径

实现导航学习，也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如

图 3 所示）。

这中间重点是解决三个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第

一关键技术是知识森林及聚合过程的建模问题；第二

关键技术，如何建立主题分面、分层关系，即如何将

碎片化知识装配到分辨树上，从而为学生、为用户提

供按照学习者兴趣和个性的学习路径的选择；第三个

关键技术是用户模型的建立，即如何找到用户的兴趣、

需求、喜好、偏好。目前的工具可以实现对学习者的

行为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挖掘。在用户模型建立基础上，

面向学习者定制、推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学习内容，

反映学习者的学习进度等等。

《中国教育网络》：高校要实现大数据整合，难

点何在？您认为应具备哪些要素？ 

郑庆华：我前面提到的数据整合，最终的目标是

破解数据唯一性的难题，作为高等教育大数据，当前

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技术、应用、管理、服务相

互协同的运行机制，要建立一套数据的准入与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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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建立数据相互交换的机制，以及大数据融会贯通、

相互共享的平台，支撑服务平台。而要实现数据汇聚

融通、落实数据整合工作，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

坚强的行政支持，第二，技术要过关，第三，要做好

支撑服务体系，需要有一支能战斗的队伍，一支专业

的技术队伍、管理服务队伍，以及职业化培训队伍，

真正把技术、管理和服务渗透到我们教学环节当中。

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数据整合，西安交大还建立了计算能力

为 122 万亿次的高性能计算平台，能够支撑各类学科

高新技术研发的需求。在这一高性能计算平台建立之

前，西安交大一共有 122 个网站，每个网站都有自己

的服务器，既占空间资源，也耗费大量能源和经费，

建立高性能云计算机平台以后，122 个服务器全部收并

统一，所有二级网站只需要一个虚拟机就可以支撑服

务，用物理机实际上不到一台物理机就可以支撑。这样，

不仅集中了资源用以支持校内各个学科的高性能科学

计算的需求，也整合了大量网络服务器资源，同时还

可以面向高等教育大数据进行支撑服务。

大数据的三点体会

《中国教育网络》：从教育教学上说，您既是大

数据的应用者，也是大数据的研究者，您对大数据时

代的互联网创新有什么体会？

郑庆华：任何一个时代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我们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和技术在个体上的应用，更

重要的是要仰望星空，实现模式的创新。顶级的互联

网公司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有不同的盈利点，有不同

的技术支撑，但都是一种模式创新。微软的模式是建

立在人人都要买我的软件，人人都要安装我的操作系

统之上的。而谷歌的云平台则颠覆了这个模式。阿里

巴巴也一样，对于传统零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颠覆。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首先是模式创新，在这个领域没

有迟到者，只有失败者。我常常说，空间无限，创新

也无限。俄罗斯科学家、以太网络的发明人罗伯特·

梅特卡夫提出了著名的“梅特卡夫定理”，即网络的

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电话是一个人打

给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信息的效率就是一；电视是一

个频道播出，有 N 个人收看，它的效率是 N；而在互

联网上有 7 个用户的话，它是用全互连的方式，每个

人都是贡献者，也是共享者，所以它的效率是 N 的平

方。IBM 内部也有一句很好的名言，你有一美元，我

有一美元，大家交换一下，大家还是一美元；如果是

你有一个新的思想，我有一个新思想，两者交换一下，

人人都有两个思想。这就是互联网信息是带给我们的

好处，模式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第二，一定要树立一种观念就是打造平台，没有

平台就像人缺钙一样。IBM 作为 IT 领域的百年老店，

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它有自己非常坚强的

软硬件技术基础，做设备、做集成、做服务都可以。

微软、谷歌、苹果都是这样的发展，所以，真正能够

长远发展的，一个平台是必不可少的。高等教育信息

化也一样，要真正独立，应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技术

平台支撑，不能老是依靠第三方的供应商解决问题，

与公司的合作和交流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完全依赖于

企业的技术和平台。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活力和服务是信

息化平台赖以成功的三要素。MOOC 之所以在短时

间内能够快速成长，原因就在于受众群体的活跃度，

及优秀的内容。IT 领域中，软件比硬件重要，资源

比软件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而服务比内容更重要。

MOOC 平台的优秀之处，在于平台上的每一门课好

像就是在给你一个人上课，而不是传统的视频课程

的模式，这一点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此外，MOOC

网站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天天更新。它设法保持学

习者的持续关注，内容时刻更新，服务随时到位。

这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信息平台来说，非常成功的三

个基本要素。

没有错误的技术，只有错误的选择。在互联网上，

在信息化时代，适者生存同样是一个法则。在这个

时代我们更要强调，教育和学习要重视思维模式和

方法。对今后的教育发展，个人认为这既是一个重

大的新课题，也是未来很有探索空间的理论方法和

技术的问题。

图 3  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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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1 日，第二届亚洲 CES 消费电子展在

上海拉开帷幕，在本届展会上，VR（虚拟现实，简称

VR）设备无疑是一大焦点。虚拟现实这个词大家在几

年前还一无所知，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都

投入到 VR 的事业中来，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产品路演，

为用户提供各式各样的虚拟现实体验，如今到处都是关

于这类产品的消息。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

已占总人口的 58%，其中，18-34 岁的年轻人是绝对主

力军。移动支付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GMIC

还向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智能手机快要过时了，

我们即将进入“后移动时代”。这个时代又会是一番什

么景象呢 ?“2016 年是 VR 元年，一场革命正在进行中。”

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内，高沉浸感、虚实融合的社交

网络将会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而人们也许将会像依赖

“网络视频”或“微信”一样无法离开虚拟现实技术构

建的世界。虚拟现实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更是

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服务的内容入口和文化创作的新平

台，对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浪潮，当前，各大互联网巨

头已完成了 VR 战略布局，在 VR 领域，资本的投入、

技术的进展、新产品的发布，以及 VR 大数据的一系列

应用及推进，都在爆发性增长的前沿。

虚拟现实产业竞争将日趋激烈，各国电子信息巨头

可能占据先发优势，后进入者的发展空间将日趋狭小。

这一场角逐，并不仅仅是企业的角逐。工信部在今年发

布了《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5.0》（以下简称《白

皮书》），用 14000 多字讲述了当前中国虚拟现实产业

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相关政策，从国家层面上充分肯

定了虚拟现实行业。

诚然，虚拟现实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瓶颈。综合

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来看，以我国为例，需解决一

些瓶颈，比如核心关键技术存在短板、虚拟现实内容

相对匮乏、产业“虚火”现象显现、应用生态体系仍

不完善等问题。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信心，今后虚拟现实带给

教育领域的变化将是前所未有的。HTC VR 中国区总经

理汪丛青说道，“许多人认为 VR 设备只是更加先进的

游戏机罢了，但事实上它们的用途可不止游戏那么单

一。”除了游戏，VR 还将改变从娱乐到教育的方方面

面。也许 20 年后，我们连参观的博物馆都会全面虚拟化，

而负责孩子教育的则变成了 AI。

对此，马克·扎克伯格在 2014 年 3 月宣布 Facebook 

成功收购 Oculus 时，曾说过：“想象一下，在观看比赛

中享受场边的座位 ; 和世界各地的学生、老师在同一个课

堂里学习 ; 与医生面对面咨询——仅仅只需要你在家里戴

上一副 VR 眼镜。”当他宣布 Facebook 加入 VR 浪潮时他

写下一句话。“虚拟现实曾是科幻小说的梦想。但是，

互联网曾经也是一个梦想，电脑也是，智能手机也是。”

虚拟现实，炫到你的不仅仅头盔那么简单

“目镜在他眼前涂上了一抹朦胧的淡色，映射着一幅弯曲的广角画面：一条灯火辉煌的大街，

伸向无尽的黑暗。但这大街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电脑绘出的一片虚拟的空间。”  

——《Snow Crash》，Neal Stephenson 1992 年

虚拟现实不仅是一

种新兴的信息技术，

更是一种重要的文

化生活服务的内容

入口和文化创作的

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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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从高傲的贵族到大众亲民路线

虚拟现实在 2016 年成为消费电子领域的热点，

2016 年普遍被业内认为是 VR 元年。实际上，这一条

探索之路已经历时近 60 年。早在 1956 年，人们便想

改变传统的二维屏幕体验，让电影、动画变得更加逼真、

更具临场感。但后来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力。

为什么近年来会突然热起来？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次虚拟现实的爆点。

这里不得不提到美国的 Oculus 公司，如同虚拟现实

带给我们的奇幻一样，它的老板 Palmer Luckey 是一

位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没错，14 岁，他进入社区

学院前，几乎完全在家自学，即便 20 岁学习的专业

仍然和科技无关，而是新闻记者。但是，这些都不

妨碍他最后站在游戏虚拟现实技术的时代前沿。因

为这位电子狂热分子，16 岁时凭着痴迷，从仓库里

开始 Oculus Rift 的设计，此后推出头戴式设备 ( 技术 )

Oculus Rift。

他的成果很快得到社会的认同。2012

年 8 月 Oculus 登 陆 Kickstarter 众 筹， 一

个 月 募 集 资 金 近 240 多 万 美 元，2013 年

完成 1600 万和 7500 万美元的两轮融资。

“简直难以置信”，Luckey 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谈及当初的融资仍兴奋不已。他认

为 Kickstarter 的做法已向世人证明，越来

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到虚拟现实技术，

将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一点，

Faec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也意识到了。

2014 年 3 月，Facebook 斥资 20 亿美元收购

虚拟现实设备公司 Oculus。所以，Oculus

从诞生到获得 20 亿美元的市值仅用了不到

两年的时间。

从 Oculus Rift 在 Kickstarter 上 众 筹 成 功， 到

Facebook 对 Oculus 的巨资收购，点燃了 VR 领域的战火。

全球各地都在兴起新的 VR 公司，科技公司也都在为他

们的 VR 设备而工作。它的成功引领了一大批企业开始

探索虚拟现实领域，不过它的成功也让人们对这个概

念产生了一些疑问，为什么现在可以让虚拟现实技术

运作起来？有媒体更为直接地提问，“在 1995 年，人

们并不想买 Virtual Boy 这款产品，但是在 2015 年他们

为什么要购买 Rift ？”

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结合相关业内人士

的说法，将它们汇集为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硬件技术的提高。

这一点，我们从《白皮书》里一窥究竟。据《白皮书》

介绍的国际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情况，VR+ 主要有两个

重要的经历。

第一阶段，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上已经有 

3D 游戏上市，虚拟现实在当时也引发了类似于当前的

关注度。例如，游戏方面有 Virtuality 的虚拟现实游戏

为什么会在今年爆发？话题1

Oculus 虚拟现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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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任天堂的 Vortual Boy 游戏机，电影方面有《异

度空间》(Lawnmower Man)、《时空悍将》(Virtuosity) 和《捍

卫机密》(Johnny Mnemonic)，书籍方面有《雪崩》(Snow 

Crash) 和《桃色机密》(Disclosure)。但是，3D 游戏画

质较差，价格高，时间延迟，设备计算能力不足等许

多因素的制约，最终，这些产品以失败告终，因为消

费者对这些技术并不满意，所以第一次虚拟现实热潮

就此消退。

第二阶段，为 2016 年起到助跑的作用。2014 年，

Facebook 以 20 亿美元收购 Oculus 后，类似的虚拟现实

热再次袭来。在过去的两年中，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领

域共进行了 225 笔风险投资，投资额达到了 35 亿美元。

同时，Digi-Capital 数据（2015 年 12 月）显示，

过去 12 个月各企业在增强 / 虚拟现实领域的投资，其

投资额已突破 10 亿美元。而根据 CBInsights 的统计，

2014 年全球虚拟现实公司的风险融资额高达 7.75 亿美

元，同比增长超过 100%，2015H1 实现融资额 2.48 亿

美元。

在这个作为铺垫的关键阶段，与 90 年代的失败相

比，当前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足够强大，足以用于渲染

虚拟现实世界。同时，手机的性能得到大幅提升。总之，

当前的技术已经解决了 90 年代的许多局限。也正因如

此，一些大型科技公司逐步参与其中。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技术部总监饶子宇

认为，这两年的关注度提高，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蓬

勃发展。“之前由于受到数据量处理、显示分辨率、

信息传输等诸多问题的限制，虚拟现实设备的体积大，

效果差，价格昂贵，沉浸感并不理想。”

对此，Oculus 首席科学家迈克尔· 阿布拉什(Michael 

Abrash) 表示，公司仍在继续研发触觉、视觉显示、音

频和追踪等方面的技术。这意味着 2016 年发布的虚拟

现实 / 增强现实产品将开始解决上述问题，并且在未来

三五年里还会持续改善。 

第二，价格降低后，消费者的认识和接受能力提高。

硅谷 VR/AR 投资人 Tipatat Chennavasin 曾经撰文

写到，“1980 或 1990 年代的虚拟现实并没有夭折，只

是那时候消费者 VR 还没有准备好。比如，当时 VR 在

世界各地的学术和军事研究实验室都表现良好。现在 

VR 的这股复兴有点类似于计算机走出实验室，从大型

主机瘦身到 PC 的情形，VR 已经降到合理的价格点，

而且体验也有着非常高的品质。现在随着全球的相关

开发者超过了 20 万，相关初创企业至少有 700，再加

上上述纷纷涉足的技术巨头，我们已经越过了 VR ‘行

不行’的阶段，正走在‘什么时候（可以行）’的路上。”

移动市场咨询公司 CCS Insight 分析师 Ben Wood 说：

“2016 年，消费者对虚拟现实的认识将达到比较高的

水平。”

关于价格带来的消费力影响，Tipatat Chennavasin

说，“因为智能手机、传感器、GoPro 相机和内容的丰

富，让 VR 的价格大幅下降。而 146 亿美金到 1260 亿

美金的市场规模，让 VR 市场大有可为。因为它一直是

非常昂贵的技术，但是到现在，一些软硬件条件的成熟，

让我们步入了消费级的 VR 时代。比如，原来的 VR 头

盔是很贵的，可能要 6 万美金，但是现在，因为有了

智能手机，我们有了高质量的屏幕，而且有非常棒的

传感器，都可以感知你的动作。”

换言之，这些技术让消费级的 VR 技术成为可能。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从内容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仿真系统，通过对三维世
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交互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
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三维动态视
景和实体行为系统仿真，并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

在 产 业 界， 将 虚 拟 现 实 定 义 为 三 类 技 术 应 用 方
式： 虚 拟 现 实（VR，Virtual Reality）、 增 强 现 实
（AR，Augmented Reality）和混合现实（MR，Mixed 
Reality）。实际上，在学术界的划分中，混合现实技术还
分为增强现实和增强虚拟环境（AVE，Augmented Virtual 
Environment）两类。

追本溯源，虚拟现实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
Facebook 投资的 Oculus 堪称 VR 的风向标，旗下首款产
品 Oculus Rift 今年正式开售，成为 VR 产业的里程碑事件。
接着HTC Vive和索尼 PlayStation VR的发布，“VR三巨头”
阵营正式形成。

虚拟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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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游戏的大量出现，以及后来 3D 游戏的流行，

让游戏创作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另外，虚拟现实

的视频必须要有大量的 GoPro 的相机，和内容相关的

GoPro 相机，如今价格也降低到比较便宜。

对此，KAT 虚现科技首席执行官庞晨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提到，“为什么这两年开始，大家好像一下子

听闻虚拟现实？因为很早以前需要几万美元的东西，

降到了两三千美元就可以买到，这是非常关键的，从

科研产品变成我们消费得起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

商业价值出现了。”

第三，市场前景预测的暖风微醺。

目前虚拟现实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业内人士认

为，尽管供应链及配套还不成熟，但是发展前景引

人想象，预计未来市场潜力巨大。按照 Digi-Capital 

预测，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硬件和软件市场潜力将达

到 1500 亿美元规模，预计未来 5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00%。而据游戏行业分析公司 Superdata 预测，到 

2017 年底将会卖出 7000 万台虚拟现实头显，带来

88 亿美元的虚拟现实硬件盈利和 61 亿美元的虚拟现

实软件盈利。

根据 TrendForce 的最新预测，2016 年虚拟现实的

市场总价值将会接近 67 亿美元。到 2020 年，如果苹

果加入，其价值可能会高达 700 亿元美金。从各咨询

研究机构预测数据来看，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未来 5 年

将实现超高速增长。

“全球各大知名分析机构都非常看好 VR 行业，

并纷纷做出相关的市场评估，国际知名市场分析机

构 IHS 认为，2016 年，将有 700 多万部 VR 设备投

入使用；而知名分析机构 ABI Research 则预测，VR

（虚拟现实）设备在未来五年将会快速增长，其间

年复合增长幅度为 106%，到 2020 年 VR 设备将达

到 4300 万件。”全球最著名的分析机构高盛也给出

了乐观的预测，到 2025 年，VR 和 AR 的市场规模

将达到 800 亿美元，并有可能像 PC 的出现一样成为

游戏规则的颠覆者。

第四，VR产业的各路资本集中布局。

移动市场咨询公司 CCS Insight 分析师 Ben Wood 说：

“随着智能手机销售放缓，科技界将目光投向虚拟现实，

期望它成为下一个新的营收增长热点，Facebook、谷歌、

微软、三星和索尼的大额投资说明了当前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的强大势头。”

果不其然，VR 产业的市场前景，引来各路资本加

速布局。VR 产业的卡位战已然全面爆发。国际巨头的

VR 生态布局 Facebook 巨资收购 Oculus 之后，又开始

着手收购与 VR 相关的科技公司，并着力打造应用平台，

形成了硬件（Oculus Rift）+ 内容（各大内容供应商，

Oculus Store）+ 社交（Facebook）为核心的生态闭环。

索尼、微软、谷歌、三星、HTC 等巨头公司也都通过

相类似的方式进行 VR 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布局。在国内，

虚拟现实装备的发展脚步相对缓慢，但是也在往这领

域跟进。腾讯、阿里巴巴等国内巨头公布战略，国内

互联网“独角兽”公司暴风科技、乐视、小米、360 等

公司也先后推出各自的 VR 产品或服务。

VR与 3D的区别：

VR 的视觉也是立体的，但 VR 本质上区别于
3D，在于 3 个字，“沉浸感”。

3D 是看电影，VR 是“进入”了电影。

VR与 AR的区别：

VR 会通过头盔让你身临其境地沉浸在一个数码
世界里。

AR 是把虚拟事物投射在你身边的真实世界中。

“VR始于硬件，终于生态”的理解：

VR 是一个完完整整全新的生态产业，相对手机
而言，VR 的生态链更长更广更深。包含系统平台、
显示设备、输入设备、内容制作工具、应用开发、游
戏开发、影视制作、传输技术、云服务、媒介、分发
等各个环节。总的来说系统平台、设备、内容是这个
生态产业的三个核心，而这三个核心目前问题颇多，
何时成熟，才是拐点的开始。

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足够强大，才能渲染虚拟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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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产品，虚拟现的特点在于它的沉浸性

和交互性。如何将这些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是业内

人士正考虑的问题。然而，虚拟现实的瓶颈却远远不

止这些。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

虚拟现实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周明全接受媒体采访

时提到：“从科研角度看，经过数十年发展的虚拟现

实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并相对成熟，但一项技术，

从实验室到消费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需要巨大

的投入和整个产业的推动。”

虚拟现实国内外都欠缺统一标准

从现阶段来讲，国内外需要共同面对的瓶颈——

标准的未统一和内容的稀缺。

《白皮书》指出，虚拟现实产业快速健康发展需

要标准和规范引导，目前标准严重缺失，整个产业链

发展就像带着锁链在跳舞，这个锁链就是不适合虚拟

现实的一些现有标准和规范，因为虚拟现实的一些技

术要求超出了原有的一些配套行业的技术要求。

对此，《白皮书》作出很好的诠释。“虽然国际

上虚拟现实的技术和产品呈一片如火如荼的繁荣景象，

但虚拟现实存在内容短板：虚拟现实内容稀缺、制作

成本过高，内容呈现方式多样，虚拟现实内容没有统

一标准，各类虚拟现实设备之间还无法实现互联互

通，成为制约虚拟现实大规模产业应用的关键因素；

同时虚拟现实内容数据量庞大，给实时网络传输带

来新挑战。”

其实，标准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各方的关注，目

前国际上已经开展相关标准化活动的有 ISO/IEC JTC1/

SC24（国际标准化组织 / 国际电工委员会第 1 联合技

瓶颈在哪里？话题2

在虚拟世界的感知

方面，有关视觉合

成研究多，听觉、

触觉（力觉）关注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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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第 24 分委会：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和环境

数据表示）以及 ISO/IEC JTC1/SC29（国际标准化组织 /

国际电工委员会第 1 联合技委员会第 29 分委会：音频、

图像、多媒体和超媒体信息），SC 24 和 SC 29 建立了

联合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增强现实连续统一体概念及

参考模型（ARC）的相关标准。

另外，也有一些非官方的组织在考虑虚拟现实的

标准化问题。据 Advanced Television 报道，英国数字

媒体技术革新合作中心 DTG(Digital TV Group) 的 CEO 

Rich 日前表示，该组织将考虑推进虚拟现实的标准化。

DTG 先前已发布了一份有关虚拟现实的白皮书，计划

在 2016 年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国内方面，根据《白皮书》的介绍，在虚拟现实

终端设备方面，我国不管是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或是

混合现实，虽然专注于此领域的公司有近百家，但多

数团队都是技术型的创业团队，对行业的商业模式和

应用方案并没有成型的思考，产品化能力捉襟见肘。

和国外比，在高性能的传感器领域还有很大的差

距，在 GPU 底层开发上的技术也比较薄弱，软件主要

是在图像拼接和播放器领域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些差

距需要大量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源才能追上。

同时，投机性过强也成为阻碍增强现实 / 虚拟现实

发展的主要原因，很多产品在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

就急于发布。在大厂都在明显炒作概念的环境下，很

难指望小厂能踏踏实实做研发。因此，国内的相关企

业呼吁应尽快启动虚拟现实标准化工作研究，建立虚

拟现实技术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对此，我国正

在征集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国家及行业

标准。

近期，AVS 标准工作组也已启动虚拟现实音视频

编解码技术研发，有望推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AVS 

虚拟现实标准。

硬件设备等方面的技术瓶颈

从虚拟现实系统的软硬件技术来看，与发达国家

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媒体普遍认为，一方面，国外，

除了三大头戴显示器外，虚拟现实相关设备还包括交

互设备、输入设备、动作识别设备，媒体等各个行业

的应用也都比较平均。但是在国内，头戴显示器输出

方案相对更集中一些。另一方面，国外以 PC 端为代表

的 Facebook 的 Oculus Rift 和以移动端为代表的三星 Gear 

VR 在产品迭代、提升用户体验方面比国内走得更远。

国内 VR 产品分辨率、刷新率不高等硬伤使用户在使用

时产生不适感，而这种不适感会给产品推广带来困难。

对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瓶颈，根据《白皮书》的介绍，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设备普遍存在使用不方便、效果不佳等

情况，难以达到虚拟现实系统的要求。如计算机的处

理速度还不能满足在虚拟世界中巨大数据量处理实时

性的需要。

二是硬件设备品种有待进一步扩展，在改进现有设

备的同时，应该加快新的设备的研制工作。同时，针对

不同的领域要开发能满足应用要求的特殊硬件设备。

三是虚拟现实系统应用的相关设备价格也比较昂贵

且局限性很大。如建设 CAVE（洞穴状自动虚拟系统，

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系统的投资达百万以

上，一个头盔式显示器加主机一般成本就需上万元等。

四是目前大多数虚拟现实软件普遍存在语言专业

性较强，通用性较差，易用性差等问题。同时，由于

硬件设备的诸多局限性，使得软件开发费用也十分巨

大，并且软件所能实现的效果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较大。很多算法及许多相关理论也不成熟，如在新型

传感和感知机理，几何与物理建模新方法，基于嗅觉、

味觉的相关理论与技术，高性能计算，特别是高速图

形图像处理，以及人工智能、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

都有许多挑战性的问题有待解决。

五是繁琐的三维建模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给予

图形的虚拟环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三维造型。当图

形渲染技术在向实现真实感大踏步的时候，生成精确

三维模型的过程还是相对困难，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

即使是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步提供了简化模型构建

过程，这些自动化模型获取方法也并不能满足我们的

全部需要，大部分模型仍需要高水平的专业人士人工

绘制，不仅延长了制作的周期，也使得费用成本急剧

攀升。

六是大数据融合处理有待进一步整合。虚拟现实

要想得到很大的发展，需要与互联网进一步结合，目

前虚拟现实应用的数据量非常巨大，而整体网络的速

度相对较慢，而且分布不均衡，使得效果大打折扣，

我们需要在虚拟现实系统中考虑数据压缩的问题。

此外，从效果来看，仍然缺乏逼真的物理、行为

模型。在虚拟世界的感知方面，有关视觉合成研究多，

听觉、触觉（力觉）关注较少。在与虚拟世界的交互中，

自然交互性不够，在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方面的效果

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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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2 月 份， 权 威 机 构 高 盛 集 团 发 布 了《VR/

AR：下一个通用计算平台》的详细报告，其中列举了

最有可能率先实现应用的九大领域，教育作为其中之

一，在结合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探索的道路上展现出了

巨大的潜力。目前关于 VR+ 教育的构想和实现，国内

外均有不少机构与企业正在尝试，VR 的介入做到了过

去很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虚拟现实在教育方面的应用究竟如何呢？结合国

内外的新闻，可以发现，教育方面的应用虽然已经陆

续得到关注了，但是相对虚拟现实在游戏等方面的应

用，教育方面的应用仍然太少了。

国际上虚拟现实的教育应用

首先，从国际上来看，科技公司盯上教育市场不

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Google 和苹果都在努力往学校

卖设备和软件，Google 推便宜的 Chromebook 笔记本，

苹果在卖硬件的同时曾经还想用 iBooks 取代教科书。

不仅如此，去年，Google 宣布了 Expeditions Pioneer 项目，

向老师们提供所需的全部设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带

领学生们展开各种各样的冒险之旅，例如进入海底或

外太空等；随后又与加州顶尖公立学校合作，免费推

广虚拟现实的教室系统。

日本某地小学则与三星合作，利用 Gear VR 免费

为学生提供礼仪教学，在日本国内引起虚拟现实教育

的热议。

当前，将电子游戏用于教育有很大的潜力。知名

模拟和教学游戏，例如《模拟城市》和 Math Blaster 已

被应用于美国的小学教育。又比如，近期，微软除了

给教师配置的教育工具类应用外，同时，增加了一项

新的玩具——沙盒游戏 Minecraft 的教育版本，希望让

学生们上课玩游戏。以 MindcraftEdu 为例，这款工具

通过三维环境帮助学生们探索吉萨大金字塔，以及理

解最基本的电子工程原理。

相对于以往的给教师的教育工具，对于微软来说，

用游戏来做教育是新的方法。在美国，人们对于能帮

助学生学习的游戏的观念正在改变，教育界也有不少

人看好 Minecraft 给学生补充知识的能力，而微软也想

借助这款游戏将订阅服务 Office 365 Edition 做起来。

此外，美国 zSpace 公司也是一家为 VR 教育提供

解决方案的典型公司。zSpace 由一台单独电脑和 VR 显

示器组成，并配备有触控笔，帮助学生操纵虚拟 3D 物

体，加强学习体验。

虚拟现实应用于教育的哪些领域？话题3

将电子游戏用于教育

有很大的潜力。知名模

拟和教学游戏，例如

《模拟城市》和 Math 

Blaster 已被应用于美

国的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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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教育 VR+ 的盛宴里，连“虚拟现实技术鼻

祖”也摩拳擦掌。比如，全球第一款 VR 显示设备的发

明者 Tom Furness，近日启动了事业新阶段——VR 教

育。Furness 目前正在借助 AR/VR 应用交流社区 Virtual 

World Society 建立 VR 内容创造者和金融支持联盟，把

大众的客厅变成教室。通过 Virtual World Society 订阅

用户的支持，Furness 希望建立基础设施，以支持教育

虚拟现实体验。

那么，我们用虚拟现实能带来怎样的感受呢？署

名为“IT 之家”的作者撰文写到，“通过某些 UGC( 用

户制作内容 ) 平台，我们可以初步看到，虚拟现实能带

来什么样的教育体验。这些平台支持除游戏以外，其

他能带来沉浸感的体验。在新平台上，内容制作者可

以帮助学生了解，小鸟如何在自己的生态环境中生存

(Bird Simulator)，以及管理一家餐厅有多么复杂 (Work 

at a Pizza Place)。数百家教学机构利用 Second Life 向学

生提供机会，在虚拟环境中参观大学、访问名胜古迹。”

有部分国外院校开始使用 VR 技术。比如，国外

一些高校利用 VR 技术吸引生源，推广校园文化。位于

美国佐治亚州的 Savannah 艺术设计院校成为第一个大

规模使用 VR 技术的高校，录制好校园介绍并寄给已被

录取但尚未入学的学生。

此外，位于加州圣何塞的科格斯韦尔大学（The 

Cogswell College）已经正式开办 VR 和 AR 专业，该学

校也成为全球首家创办 VR 和 AR 行业人才认证的高校。

高校的一些课程也加入虚拟现实技术。据近期的

新闻报道，一群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洛杉矶分

校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可以应用在教育领域的虚拟

现实技术，通过 3D 立体的方式展示地形图沙盘。而这

种基于“增大化现实”技术的沙盘甚至还可以让参观

者用双手来移动山丘。 

据悉，这套增强现实沙盘的想法来自于想要给本科

生进行时间学习科学的目的，然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的研究人员就开发出了这种基于“增大化现实”技术的

沙盘，随后洛杉矶分校负责建立模型和教育示范实验室，

将这项技术转化为了成品。而这种方法可以让学生们自

己塑造景观，团队希望可以利用这种沙盘让学生更好地

理解各种地形地貌，而不用亲自到户外去。

国内虚拟现实的教育运用

目前，我国形成了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浙江大学等

各大高校、研究院所和高科技公司联合研究开发制作，

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发展局面。

从国内的企业来看，目前国内提出把 VR 技术应

用在教育领域的公司包括：新东方、百度、安妮股份、

厦门创壹软件等。其中，新东方和乐视在 2015 年已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双方将在英语课堂实现 VR 教学；安

妮股份也启动了虚拟现实项目，以虚拟现实技术开发

儿童教育产品；百度则计划 2017 年在贫困山区的学校

构建一些 VR 教室。

同时，许多高校都在积极研究虚拟现实技术及其

应用，并相继建起了虚拟现实与系统仿真的研究室，

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实用技术，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分布式飞行模拟方面的应用；浙江大学在建筑方面

进行虚拟规划、虚拟设计的应用；清华大学对临场感

的研究等都颇具特色；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人机交互方

面的应用。

从虚拟现实的体验来看，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

以建立各种虚拟实验室，如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实验室等等，拥有传统实验室难以比拟的优势。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建立起来的虚拟实训基地，其“设备”

与“部件”多是虚拟的，可以根据随时生成新的设备。

教学内容可以不断更新，使实践训练及时跟上技术的

发展。同时，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生动、逼

真的学习环境，如建造人体模型、电脑太空旅行、化

合物分子结构显示等，在广泛的科目领域提供无限的

虚拟体验，从而加速和巩固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虚

拟现实的沉浸性和交互性，非常有利于学生的技能训

练。包括军事作战技能、外科手术技能、教学技能、

体育技能、汽车驾驶技能、果树栽培技能、电器维修

技能等各种职业技能的训练。

据媒体综合报道，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学府已在校内建立了虚拟现实技

VR 视 频 所 带 来 的

沉浸感能够让那里

的民众更好地观看

并感知视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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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验室，主要从事 VR 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清华

大学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还增加了虚拟现实相关的

内容。清华大学利用虚拟仪器构建了汽车发动机检测

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虚拟现实应用工程研究中

心就主要从事这项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医学上的应

用，先后开发了北京胡同虚拟现实游览交互系统、秦

兵马俑阵列运动模拟、虚拟内窥镜等程序；华中理工

大学机械学院工程检测实验室将其虚拟实验室成果在

网上公开展示，供远程教育使用；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广州暨南大学等一批高校也开发了一批新的

虚拟仪器系统用于教学和科研。由上可知，虚拟现实

技术虽然在国内外的教育教学中有所应用，但在我国

教育中的使用仅局限于高校的研究性和探索性教学当

中，而对广大普通大、中、小学生的普及则远远不够。

未来展望

高盛曾作出预测，截至 2025 年，VR 教育产值有

望达到 7 亿美元。并将覆盖 K-12 和教学软件领域。虚

拟现实（VR）技术正在向商品化迈进，围绕 VR 眼镜、

增强现实（AR）设备的商业潜能。专家认为，VR 技

术很快能让化学家们进入微观世界，浸没在分子世界

里。如此一来，从中学教学到药物设计各方面都会受

到影响。

进入 VR 眼镜时代，化学家不用再在电脑上对着

二维屏幕设想三维结构。虚拟现实设备，如 Oculus Rift

和 HTC Vive 的眼镜，能通过立体显示和头部跟踪技术，

带来直观的全景画面：由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分子随着

人们头部转动，自然地进入视野。在增强现实中能生

成半浸没式环境，将计算机图像重叠显示在用户未被

挡住的视域。

据技术咨询公司 CCS Insight 预测，虚拟现实眼镜

只是刚开始销售，预计到 2016 年底达到近 10 亿美元。

这是第一代眼镜，售价并不便宜：Oculus Rift 是 599 美

元，HTC Vive 要 799 美元。按预测的势头，到 2020 年

VR 眼镜和 AR 设备的出货量将达到 9600 万套。研究

人员认为，这是轮到 VR 眼镜出场的时代。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理论与计算生物物理学集团高

级研究程序员约翰·E. 斯通的团队正在开发分子可视

化程序，他预测这波即将来到消费市场的 VR 眼镜浪潮

是个转折点，就像第一批大量生产的汽车。

今后，化学家们在某个报告会上戴着 VR 眼镜查

看分子结构，这一场景不难想象。斯通说：“将要发

生的是，我们从最初只用它来看东西，发展到用它来

完成特定任务。”

对于今后虚拟现实的教育领域的应用，比尔·盖

茨在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称，“VR 视频所带来的沉浸

感能够让那里的民众更好地观看并感知视频内容”。

而这些“处于萌芽阶段的内容”让他发现，VR 很适合

教育领域。“学校能够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动力，”

盖茨称：“如果我们可以借助（VR）实现引人入胜，

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盖茨认为，VR 将在教学设计和内容研发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VR 可以让教学更具吸引力，”他说：“虚

拟现实可以增强带入感，VR 将在很多领域扮演重要角

色，并且能抓住很多人的眼球。”

尽管盖茨对 VR 的未来很乐观，但他也指出，并

非所有的科目都适合转化成 VR 内容。盖茨表示，数学

和科学课程的“教学法”不会因为人们把它放在一个

虚拟现实框架中而发生改变。如果教学内容的动画元

素过多，或者画质太过鲜艳，很可能会喧宾夺主，影

响教学效果。

盖茨相信，像谷歌 Cardboard 这样的“低端”VR

产品在普及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无需

漫长的等待就能够接触和感受 VR，”但他也强调，“像

学校这样的很多场所都需要共享的高端设备。”

Oculus

它在 2012 年的 8 月就登陆了众筹网站，开启了消
费级虚拟现实的先河。2014 年，Oculus 被美国社交网站
Facebook 收购，并借助着 Facebook 的资源支持，Oculus
所构建的 VR 游戏、外接设备、游戏手柄等已初具规模。

HTC Vive

这是一款基于 PC 平台的虚拟现实头戴显示器，其背
后大树则为游戏巨头 Valve，在游戏资源方面更具实力。
HTC Vive 突出更逼真的临场感，对于使用环境有一定要
求，至少需要 5 平方米的空间，需要在房屋墙壁上安装追
踪映射装置。

索尼 Playstation VR

索尼在几年前曾经
推出过一系列的 HMT
头戴显示器，之后索尼
停止了 HMT，开始了名
为PlayStation VR的项目，
更加明确了头戴设备会
作为 PlayStation 系列主机
的配件的位置。

虚拟现实的三大头戴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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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Mashable 报道，在虚拟现实

的热潮中，全世界第一个虚拟现实浸入时间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已经诞生，一位电影圈人士韦斯特曼 (Derek 

Westerman) 连续佩戴头盔，在虚拟现实世界中生活了

25 小时。

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如今虚拟现实技术还

存在不便穿戴，易眩晕等难题待解，配套的高质量内

容也比较缺乏，对于 PC 端的 VR 设备来说，能够支持

虚拟场景芯片的计算机也不多。有的业内人士甚至不

太乐观，认为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期间，有的名人也给虚拟现实的热闹泼了一盆水，

一盆冷静的水。这个人正是前面提到的带来虚拟现实

爆点的传奇人物——Oculus 创始人 Palmer Luckey。

2016 年初，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他认为可能

要再过 10 年，虚拟现实头盔才会变得足够低价、轻

便，取代智能手机成为主流的计算平台。“我认为，

只有到计算机拥有真正足够强劲的计算能力，体积变

得足够小，人们才愿意把虚拟现实设备天天戴在头

提高用户黏度的出路在哪里？话题4

虚拟现实的内容

将 是 全 新 的 方

式，区别于传统

的影视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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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Luckey 说道。“我们赢得几十亿名用户的唯一

途径就是让虚拟现实成为人人都愿意使用的东西。”

在被问到那需要多长时间时，Luckey 说：“可能需要

5 年——我觉得更有可能是 10 年。但我也认为不是把

虚拟现实设备做成轻薄眼镜就算成功了。”

想深刻理解这一段话，并不难。网上有这么一段

评论，“如何度量 VR 在 2016 年的表现应该另有标准，

那就是首批消费者以外的人群究竟对 VR 产生了多么强

烈的购买欲或是了解欲。VR 公司真正面临的课题是如

何说服全世界用户——VR 头显是一件他们应该在 2017

年入手的必备产品。”

这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增加用户数和

增加用户黏度，为何难，它难在哪里？因为 VR 的一切

都依赖实际体验。你很难用一段视频或是文字将这种

体验解释给其他人听，这是一种全新的 3D 世界感受方

式，几乎不可能将其完整地传达给第三者。现阶段我

们可以在很多场合体验 VR 产品，但客观来讲这完全不

够。VR 在 2016 年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不是能把设备卖

给几百万级的消费者，而是要让数千万人渴望它、深

深地渴望这项崭新科技。

对此，乐视的相关负责人李岱提到，想提高用户

黏度，得解决行业痛点。“第一个是内容，现在并没

有真正能够有一个系列性的 VR，不论是游戏、影视，

还是互动都是没有的。第二个是终端，不管国内还是

海外，非常好的终端已经出来了，但是终端确实有很

多自身的问题，佩戴时间问题、重量问题等等，所以

怎么样让用户佩戴 10 分钟、20 分钟中感受到内容的奥

秘。最后一点是用户的体验，相当于大家可能在媒体

里听过 VR 的内容，但是真正尝试过的很少。而要保证

人生第一次佩戴 VR 的头盔，让他喜欢 VR，产生购买，

这才是用户体验最重要的痛点。”

由此，增加黏度的话题越来越聚焦到一点——内

容。“虚拟现实的内容将是全新的方式，比如说一

个传统的影视拍摄，常规的是一个导演，一个二维

的摄像机进行影视拍摄。但是 VR 会是 360 度摄像机，

对于演员、剧情的发展要求极高。VR 虚拟世界里面

不仅仅是沉浸式 360 度的拍摄，更重要的是让用户

感觉我在那个世界里可以跟那个世界产生交互，发

生不同的剧情。VR 内容的背后会是由真正的应用产

生出若干新的功能出来，比如互动的功能。很有可

能是一个新的格式，以前播放一个单一的视频可以

解决，新的 VR 内容里面要做 VR 体验，要做多剧情

的视频才能真正满足用户的体验。所以真正意义上，

必须把播放器和应用反向功能的定义融入到内容制

作当中，才有可能真正产生让用户喜欢的高黏性的

VR 内容。”

除了内容来提高用户黏度，国外相关企业也在设

备上为之努力。许多初创企业都在研发眼球追踪技术，

其目的是说服虚拟现实设备（如 Oculus Rift 和 HTC 

Vive）制造商将其整合到下一代设备中。这些初创企业

包括 SMI、Percept、Eyematic、Fove 以及 Eyefluence 等。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对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领域来

说，“Next big thing”很可能是眼球追踪技术。虚拟或

增强现实头盔上附带的激光束可对准眼球，将你的眼

睛变成鼠标。

虚拟现实媒体公司 UploadVR 联合创始人威尔·梅

森（Will Mason）说：“可以确定，第二代虚拟现实设

备上肯定会使用眼球追踪技术，它将成为虚拟现实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Eyefluence 首 席 执 行 官 吉 姆· 马 格 拉 夫（Jim 

Marggraff）说：“这个创意的灵感源自：任何能够通过

手指在智能手机上做到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眼睛在虚

拟或增强现实中实现。我们希望再次改变与数据交互

的方式。”这听起来令人感到激动万分，但要想推动

眼球追踪技术成为主流依然任重道远。Eyefluence 多名

高管表示，尽管他们与各类虚拟现实头盔制造商正进

行讨论，但他们的技术可能要到 2017 年才能成为现实。

其他公司类似技术大多则处于研发阶段，只有 Fove 的

头盔开始在众筹网站上接受预订。

虚拟现实头盔变得足够低价、轻便，才会取代智能手机成为主流的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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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 +”是各个行业都可以应用的，包括

我们的教育。虚拟现实是二三十年以前就出现的一个

技术，最近一两年比较火，虚拟现实近两年火起来的

原因是由几个事件激发引起。一，2013 年美国政府和

欧盟相继宣布实施“脑计划”，欲构建人脑模型和虚

拟人脑，我国也在制定我们国家的脑计划；二，2014 年，

Facebook 公司宣布斥资 20 亿美元收购虚拟现实（VR）

设备公司 Oculus，随后 google、微软等大公司接连推

出自己的 VR 头盔显示器，高调宣布进入虚拟现实领

域。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政府和大公司从不同的两条战

线开始抢占 VR 制高点，再次引起了人们对 VR 技术

的关注。

“虚拟现实+”成为发展趋势

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到现在不是偶然，它是一个发

展的过程。一方面，计算技术进入人机物三元融合发

展期，VR 思维与方法成为人机物三元融合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VR 技术本身也开始进入 VR+ 发展期，方

便推动促进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另外， +X ，各行

业对 VR 系统新功能与新指标的需求，推动它产生一

些实用功能。VR+X 的交叉合作，即虚拟现实技术和

其它各行业的合作，也有利于推动它的发展，一些虚

拟现实和一些相关领域的新技术，比如体感交互、VR

交互设备、移动终端和网络新应用等，都对 VR 技术

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虚拟现实是通过一些设备、装备进行交互，来产

生的感受和体验，每一项都有它适合的领域，虚拟现

实平台主要适合前期的规划决策、设计评价、训练体验、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应用。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VR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实

现方法已初步形成，并在许多行业领域取得可喜的应

用成果，成为其发展的新的信息技术支撑平台。VR 与

+X（应用领域）的关系，类似于数学和物理， VR+

成为发展趋势。

对此，各个国家都很重视。比如，2006 年，中

国政府发布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虚拟现实技术

为信息领域优先支持的三大前沿技术之一。2007 年，

日本政府发布创新 2025 科技发展规划：虚拟现实技

术为十八个方向之一。2008 年，美国工程院公布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 14 个重大工程挑战问题，虚拟现实是

其中之一。2012 年，英国发布 2015—2020 年 8 个新

兴科学技术群战略报告中 6 个涉及建模、模拟和虚拟

的内容。

重要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虚拟现实 +”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呢？

赵沁平：“虚拟现实 +”进入发展期

赵沁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组长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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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技术都是在军事领域开始应用，虚拟现实

技术也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开始投入虚拟现

实技术的研发，首先应用于军方，用于虚拟战场环境。

之后应用于医学（虚拟手术）、制造业（虚拟样机）等。

虚拟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国内不少学校部署

了虚拟校园，另外，一些学校部署了虚拟教学平台，

虚拟课堂等。目前的重点主要在虚拟教学实验方面。

比如，化学虚拟实验、工程力学虚拟实验、几何光学

虚拟实验。具体来讲，在虚拟教学中，可以面向工科

学生进行读图训练；实现真实感教学演示，如晶体分

子结构演示、晶体管原理演示、计算机集成制造演示等，

能形象地展示它的效果。

然而，现有虚拟现实技术距离 VR+ 期望目标，尚

存在若干重大技术瓶颈，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多源数据或者说多源数据建立的模型，相

互之间的无缝融合困难，这是一个难题；

第二，对象模型不能自由交互与变拓扑实时逼真

响应；

第三，现在大多数模型都是几何的物理的，缺少

非几何物理的生理与智能模型；

第四，模型的复杂性、可建模性和可信性理论有

待突破；

第五，有限带宽和低计算资源下的图形图像处理

低效；

第六，真三维显示、人机体感交互与自然化人机

交互设备不如人意，这方面要有很长的路还要走。

另外，相关技术和一些应用，和虚拟现实发展形

成了互动，互相推动发展。比如，真三维的显示、可

穿戴设备、体感交互和移动终端的应用、新型网络应用、

大数据的应用，以及人体科学等领域的应用，都对虚

拟现实会有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相关技术和新型应用与虚拟现实发展形成互动，

对虚拟现实提出新需求，为虚拟现实提供新元素。比

如，新型虚拟现实交互设备，如全息、光塑显示；可

穿戴设备与体感交互；移动终端应用；新型网络应用；

大数据应用；人体科学等领域应用。

虚拟现实产业可望形成

上述技术的突破将导致 VR+ 新一代虚拟现实系统

的出现，并逐步形成如下新的 VR 产业。

第一，虚拟现实人机交互设备产业，比如网上实

验需要一定的交互设备，鼠标、三维鼠标都是其中的

一种类型，而且还会产生新的可以创新的领域，形成

人机交互的交互设备产业；

第二，行业应用模拟器、虚拟环境产业，比如飞

行模拟器、手术模拟器、军事训练，以及虚拟战场环境，

都是行业应用；

第三，虚拟现实领域和行业模型数据产业，比如

美国有专门的人体器官虚拟模型系统；

第四，网络、移动终端虚拟现实产业；

第五，虚拟现实平台软件与嵌入式系统产业

第六，虚拟现实服务产业。

相信今后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也会

形成它自己的一些产业。所以，虚拟现实技术目前

还是有很大发展前景的，是朝阳的技术领域。未来

在航空航天、军事应用、智慧城市、装备制造、医

疗健康、移动与网络应用等方面都将是 VR+ 重点发

展的领域。

（本文整理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专家组组长赵沁平关于“虚拟现实 +”的主题报告） 

VR 创建的战斗机

虚拟现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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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十大议题中有四个反映了

高等教育业界在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差异化

方面做出的努力，包括优化教育技术、学

生成就技术、商业智能和分析以及电子学

习（E-learning）与在线教育。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主管数字教

育与创新的副教务长 James Hilton 预测说：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多元化压力，在今后

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通过采取差异化

做法将会有所缓解。”信息技术已经开始

交付一些直接对应于高等教育最重要战略

的服务，包括学生成就、经济负担能力、

卓越的教学和科研、分析等。 这些差异

化活动都是创新，需要新的投入。

“差异化”所依赖的基础是“抛弃”

和“再投入”。通过提升 IT 组织运作的效率，

“抛弃”为“差异化”铺平了道路；IT 组

织能够实施所需的简化、集成和新流程，

并且能够通过在某些领域实现节约而将盈

余部署到其他领域以支持差异化。“再投

入”加强了组织和技术的基础，这正是成

功的创新所依赖的。

优化教育技术 

与教师和学术领导合作，理解和支持

教育创新，变革并优化教学中的信息技术

应用，包括认识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水平。

当前的大学教室和教学方法看起来

和十年前差别很大。几乎每所高校都支持

一系列核心教育技术（如学习管理系统

LMS，信息技术增强的空间，混合式教学

课程），并且大多数的教师都在采用这些

技术。

创新来自于对具体问题的回应。通过

考察那些利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最有用的教育技术创新才能被找到。 这

些教学和学习技术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技

术的影响需要进行评估和分享，以确保教

育技术不仅确实有效，而且会持续繁荣和

演进。优化教学技术这一议题实际上并不

是关于技术层面的，而是在于如何理解中

学后教育教学这一个复杂系统并在其中开

展工作。它关系到理解从宏观（学校、学

科）层次到微观（课程、模块、课时）层

次的学习目标，也关系到下列促进学习的

因素：强化和改善关系（教师、学生和辅

导员之间），传递适切和有吸引力的内容，

支持积极的学生学习，以及帮助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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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议题反映了如下三个类型：抛弃（Divest）、再投入（Reinvest）

和差异化（Differentiate）。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对“抛弃”

和“再投入”类型的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期将对“差异化”

类型的四个议题进行阐述，IT 组织必须区分“差别”和“差

异化”才能实现价值。

EDUCAUSE2016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三）

信息技术实现差异化需要不断创新

图 1  激励教师在课程教学中采用技术的因素

最感兴趣

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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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受益的清晰指标 /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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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士
授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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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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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已经开始交付一些直接对应于高等教育最重要战略的服务，包括学生成就、经济负担能力、

卓越的教学和科研、分析等。 这些差异化活动都是创新，需要新的投入。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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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聚焦于优先事项。

优化教学技术还在于理解在一个特定

具体的校园中，教师们所提供的卓越的教

学、服务、合作和支持是否得到了回报以

及获得了怎样的回报，还有他们这样做的

动力是什么。对教师而言，最重要的激励

因素是有明确的指标和证据说明学生受益

于信息技术。教师同样希望能帮助将信息

技术结合到课程中去（如图 1 所示）。

初次接触某项技术时，许多教师都会青

睐它，但很快就会失去兴趣。在学习环境中

尝试一项新技术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让教

师准确和简单地认识到所用技术方法的实际

效果，是否确实加强了学习，是否可以改进

方法以及如何改进让它更加有效。如果缺乏

证据证明存在有效影响，大多数教师不会有

在教学中应用新技术的动力。即使许多教师

有动力，在缺乏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也会陷于

挣扎奋斗的困境。对于教学设计的（技术）

支持是将技术优化到合理的应用水平的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最后，扩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改

进教学的最好方法。学生明确表示信息技

术强化的学习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以

完全在线课程形式体现的、信息技术主导

的学习，其效果却并非如此：61% 的学生

称在包含在线环节的课程中学习效果最好；

18% 的倾向于选择以在线为主的课程；只

有 9% 的学生在完全在线课程中学习效果

最好。不同的技术应用方式和水平适用于

不同的学校使命、教师个体和学生个体。

理想状态下，求学者应当寻找最适宜他们

的教师和学校，并且教师和学校会帮助学

生做出选择。在这种状态下，IT 领导者的

角色是推动对各种可能情况的认识，以及

在执行中达到卓越。学术领导者和教学人

员，而不是 IT 专业人员，应该决定教学上

的和使命驱动的优先事项。所有的相关者，

包括 IT 领导者、学者、辅导员、学生，在

解决方案上进行合作，才是最有效的做法。

建议

1. 采取能增进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

生、教师和教师之间相互关系的措施（不

要以技术为起点）。 取

得以下集体认同：增进关

系会引发学习；特定的实

践做法会增进关系；特定

的技术方法可以促进这些

措施发挥作用。

2. 考虑教师们如何组

织和创造适切的内容（以

及与图书馆合作进行这项

工作）。然后，通过开放教育资源（OERs）、

视频、模拟和其他资源的方式，为教师组织、

创造这些内容和开放获取提供便利。 取得

如下集体认同：适切的内容引发学习并支

持学习；组织和创建这种内容涉及到特定

的一些流程；特定的技术方法、服务和支

持能够为这些流程提供辅助。

3. 在教室内外增进学生的积极参与。

理解大脑如何工作（如在讲授中使用 10

分钟的时间块）以及如何鼓励学生深入思

考。 取得如下集体认同：学生的活跃参

与促进学习；特定的实践做法会增强学生

的活跃参与；特定的技术方法可以促使这

些实践方法发挥作用。

4. 保持学生专心、投入、热衷、坚持。 

取得如下集体认同：热衷和坚持的学生更

可能是用功学习（并完成课业）的；特定

的实践做法可以提高热衷和坚持程度；特

定的技术方法可以促使这些实践方法发挥

作用。

5. 与其他的服务单位、教师事务和行

政组织合作，以定义（学习目标）和清点

（在强化教学关系 / 社群，组织和创造适

切内容，促进活跃学习，提高学生热衷和

坚持学习程度等方面有效的实践做法）；

确定现有实践做法和当前及预期的工具、

服务、支持之间的关联；探查有关新的实

践做法的想法；引领和评估新的方法和服

务，对于不同学科或许有不同的方式。注

意不要过度（比如提供太多不同的解决方

案），这样才能达成提供一个（有望灵活

的）标准方案的用意。

6. 深入教师群体中并密切联系现有

的（信息技术应用）教学专业技能，并

通过有效的实践者作为示范者和推动者

加以利用。

7. 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教学设计的（技

术）支持，以最大化的利用技术带来的

机遇。

8. 开发多种渠道，让教师和学生能够

互相分享经验并向学校领导层和相关方展

示各种创新的应用。

学生成就技术

实施制度化的措施和战略性地广泛应

用信息技术，以提升学生的产出。

学生成就技术需要在每个层次应用

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以预测学生成就

和风险，向可以进行干预的人员发出预

警，并且评估这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学生成就技术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支持

咨询辅导和其他学生服务的工具；支持

教学的工具；为课程设计和学校优先事

项提供信息的工具。

在第一个领域，即咨询辅导和学生

支持服务中，过去几年间对咨询辅导流程

的重新设计以及包含早期预警技术是兴趣

所在。早期预警技术可以使教师和咨询辅

导人员有机会发送人工警示，或者触发发

送自动警示功能，警示的内容包括学生被

警示的原因、建议和下一步措施。学生学

术规划工具也在许多高校中得到应用。其

中一些高校要求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教育

规划。这样的规划可以促使学生与咨询辅

导人员进行深入的谈话并且为学校提供数

据，以制定能够和学生的规划相匹配的学

术教学日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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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规划和辅导系统校级部署情况

学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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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领域，即教学支持中，支持

学生参与和向教师和学生提供学习分析的

技术都得以应用，以提升学生产出。信息

技术的开发和增强确实支持了学生成就的

实现，然而对这方面进步的贡献上，学校

制度流程和技术应用方式的贡献更大。

在第三个领域，即设计课程和设置学

校优先事项方面，分析也起到了主要的作

用。此外，很多学生成就技术都支持学生

和学校之间的互动。

在学生成就技术的应用中，真正的影

响学生产出的挑战是学校拥抱变化的意愿

和能力。教师们看起来不会有大范围的抵

制。当问及一系列利用分析来促进学生成

就的技术时，教师们认为有兴趣和有用的

都有相当高的比例（如图 3 所示）。

有效的学生成就计划伴随有学校政策

的改进，重新设计的流程，组织和角色的

变革，新治理结构，以及工具的实施过程。

结合专家意见和研究成果，EDUCUASE

已经确定了构成学生成就计划完备性的六

项整体的因素（如图 4 所示）。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高校有合理的、强

有力的学生成就计划。剩下的还在努力中。

当然，学生成就方面的努力从来不是一蹴

而就的。新的技术将会提供新的机遇。居

于引领地位的高校将会不断地推高标准。

最成功的高校是那些采用持续改善实践方

法的高校，而且将 PDCA 循环（Plan-Do-

Check-Action）纳入持续的学校管理中，

学生成就完备性指数分布如图 5 所示。

建议

1. 在技术选型之前，联系其他已经部

署了类似工具的学校，以了解实施中的最

佳实践以及获得的成果。

2. 在启动新的学生成就计划前，设定

目标并确定如何衡量成就。

3. 选型、实施和测试中

引入所有的相关方（如教师、

学生、咨询辅导人员、学术

领袖、IT 经理）参与，以确

保解决方案是可行的、经济

上可负担的，以及有用的。

4. 不要在沟通和培训上

吝啬，这都是成功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

5. 采用持续改进的实践

方法：系统评估成就，根据

评估结果进行修订，然后再评估，并始终

保持以提升学生产出为目标。

6. 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重大的改革

方案往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收获成果。

测算一个符合实际的投资回报（ROI）时

间表，以帮助决定何时可以告一段落和何

时继续推进。

7. 确保学校拥有且可以修订的预警算

法。更重要的是要设计落实预警所需的业务

和支持流程：决定哪些干预措施将由哪些学

生服务和学术单位执行，这些干预措施和单

位如何沟通，以及如何判断其有效性。

8. 掌握从一系列学生事务单位和学术

单位的范围内集成数据源和管理隐私数据

的做法，确保教职员受到相应的培训，并

且制订沟通策略使得对这些数据的利用不

会被认为是侵犯和控制。

9. 完成 EDUCAUSE 学生成就完备性

指数来测量学校的完备性。

商业智能和分析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要向数据驱动的方

向变化，以有能力响应需求，变得更加有

效和灵活，符合使命目标和规制要求。商

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BI）和分析

是打开蕴藏在巨大的学校数据存储中的洞

察力的关键。

IT 组织已经开发和管理了从出现以

来就不停增长的关于学生、雇员、校友、

捐赠者的数据，以及来自于信息系统的其

他领域的数据。我们拥有丰富的数据、技

为学生提供新的和不同的学术资源的建议

对学生在某门课程中进度下滑发出警告

若学生进度低于标准则提出改进课程表现的建议

面向学位目标对学生的进度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信息

个性化仪表盘为学生展现自身进步过程的实时反馈

个性化仪表盘为教师展现学生在其课程中的实时反馈

对学生将来可能选的课程进行指导

根据学生的优劣点制订的个性化测验和练习题

答复者比例

图 3  教师对学生成就技术的评价

图 4  学生成就技术的完备性指数

综合 3.6

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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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成就完备性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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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都拥有自己的数据。当关注点在于确

保每个领域各自都有服务于其独特目的和

使命的最佳数据，并且限制对数据的访问

使用时，这个模式完全可以起作用。当每

部分数据都完全限制在分散的各个领域中

时，这个模式也是最好的。但是，当关注

点转移到学校整体的目标，或者人员、

经费和资源是流动的、有多个“家”时，

分散的数据所有权将会成为实现学生成

就、资源优化和更高透明度等成果的严

重阻碍。

如果缺乏合适的人才，学校的分析工

作就不可能取得进步。高等教育所需的专

业技能包括：数据的管理、分析和建模；

以创新和完全实用的方式展现分析中的发

现；成为连通决策者、数据和分析发现的

渠道，而不是守门员。核心的分析角色包

括分析和建模、数据管理和架构、数据可

视化以及用户体验。大多数高校都缺乏足

够的胜任这些角色的人才，有些甚至是完

全没有。对分析人员的需求如图 7 所示。

建议

1. 确定初始的学校目标。寻找有迫

切清晰需求且希望开展分析的领域，首

先与他们合作开展工作（学生成就常常

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始终询问：计划

将解决哪些问题，数据将如何使用，将

产生哪些行动和决定，以及采用哪些衡

量方式判断采取的行动是否确实产生了

效果（或者很重要）。

2. 商业智能是一个协作的努力付出，

没人能独力完成。为取得进展，应组建一

个由关键决策者组成的、有财务权的执行

指导小组，与跨部门的 BI 工作组能保持

一致，并作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工作组

至少应当包括 IT、政策研究和学生注册办

公室。

3. 确保计划方案有足够的经费和适合

的资源。这不是一个可以增加到现有岗位

职责上的兼职工作。应考虑专门指派或者

聘用一个分析主管，他的唯一责任就是使

BI 在校园内发挥实际作用。这样的角色可

以把各种关键数据的管理员和使用者粘合

图 6  当前和规划中的分析应用

 注册管理

本科生进度

 州 / 联邦 / 认证报告

 财务和预算

 学生学位规划

 完成学位的时间

 校级 IT

学生学习：学习产出

研究生进度

教师的教学表现

教学管理

晋升

人事

学校战略规划

教师晋级和终身教职

图书馆

完成学位的花费

 采购

 设施

学生学习：按需评估

教师的研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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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 零散应用 计划中

考虑中 考虑过但
不追求

不考虑

术和手段可供使用。工业界在应用数据

和分析方面不断前行，为高等教育展示

了广泛利用数据和信息的全新机遇。真

正的挑战和正确的起步是确定分析计划

方案的目标，然后为这些目标设计流程、

制订政策、形成文化、以及培养人员，

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形。另一种同样很常

见的情形是，很多高校从手里的数据出

发，采购使用黑盒测试的新系统，然后

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出现。

许多学院和大学起初关注在录取流

程中应用分析，现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投

向了学生参与分析、学生个人学习分析，

以及学生成就（如图 6 所示）。学生和

教师都相当有兴趣使用学生数据来产生

成果。学校都有丰富的 BI 报告仪表板

和学习分析系统，但对学生成就进行预

测的分析却很少。正如 NMC 在 2015 年

高等教育前景预测中所指出的，测量性

的学习分析将在未来三年内出现显著增

长。可以预期在促进个性化学习的分析应

用上，也在预测性的、提供可指导行动的

认识的分析上，高等教育分析中的信息可

视化将出现增长。

随 着 分 析 利 用 方 式 的 演 进， 高 校 需

要提升分析的完备性。这需要确保充足的

经费和资源；促进基于数据的决策文化的

形成，以实现明确的进步；为数据和分

析结果的安全及使用制定政策；确保数

据 是 准 确、 标 准 化、“ 干 净” 并 且 有 用

的；加强政策研究和 IT 组织的合作关系。

EDUCAUSE 提供了一个分析完备性指数，

高校可以用来评价其分析的完备性水平。

在过去的两年中，高等教育在分析的完备

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进步；不到

15% 的高校分析项目可以被称为是强大的

或者是卓越的。

现有的某些流程和政策需要改革。目

前的数据所有权和管理权遵循了我们高度

松散的领导模式：每个办公室、系、部处、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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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以取得关键进展，并使基层工作人

员与计划领导层保持一致。

4. 确保计划方案有准确的数据。建立、

记录和维护校级数据字典。制订数据管理

流程制度。

5. 明确了分析目标、所需数据和数据

治理模式后，再考虑所需的商业智能和数

据仓库技术。大多数高校将会发现初始集

成会从 ERP 数据开始。

6. 使用敏捷的“30 天冲刺”方法，

以集中注意力，并取得定期可衡量的结果。

7. 使用 EDUCAUSE 分析完备性指数

来评估学校当前的分析完备性状态。

8. 盘点学校当前的报表和分析，按照

报告、仪表板和分析进行分类。进一步将

分析分类为院校分析和学习分析。将这一

分类法与学校社群进行分享，以帮助充实

其他人的理解。

9. 预测性的分析可以提供深刻的洞

察，但对此的真正测试是依据这些洞察而

采取的行动。

电子学习与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正当性。

2015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学术领袖中认

为在线学习对于他们所在学校的长期战略

非常关键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48.8% 增长到 2014

年的 70.8%。这样的结

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

州和联邦的教育投资持

续减少，同时在线注册

就读的需求和增长率都

比高等教育学生整体的

增长率要高。随着在线

学习的正当性增加，参

与程度也提高了。82%

的高校提供至少若干在

线课程，53% 的高校则

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在线

课程。接近一半的学生

报告称在过去的一年中

曾经至少选过一门在线课程。学生选择在

线课程出于多种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是

灵活性。同时，学术领袖们愈发关心在线

学生的稳定情况，特别是少数群体和成年

学习者。

寻求高成本效益的方式支持学生并提

供通常在校园中提供的资源仍然是主要挑

战。教育的成本需要继续降低，并且剩余

的投资所拥有的价值依然对得起学生和家

长所付出的牺牲。虽然学生对于更多在线

课程的需求依然会继续提高，但是在线教

育的增长将受到每所高校的支撑能力水平

的影响，即对校园环境的所有其他方面支

撑在线学习的扩充和虚拟化，以及释放资

源提供给在线学习的能力。

对于许多高校而言，提供可扩充的、

有良好资源条件的服务、设施和人员，以

增加在线提供的课程访问量和扩大范围，

是一项持续的挑战。许多高校并不真正地

理解实现这些都需要什么。学校领导在考

虑扩大在线提供的课程时必须评估一下学

校资源的准备程度，而且应当准备好接受

一个复杂的答案。根据 EDUCAUSE 电子

学习完备性指数，有效的电子学习需要五

个主要要素：

一是参与。学校社群为师、学生、

职员，参与到电子学习并确保他们为有

效使用电子学习技术做好了准备，如图 8

所示。

二是运行有效性。电子学习服务和技

术是适应性的、可扩充的和可靠的，其管

理是中心化的和被视为是关键使命相关的。

三是治理、安全和易获取性。有适宜

的政策和指导、有效的决策、充分的安全

保障，并且为残障学生提供电子学习的使

用便利。

四是优先。为电子学习投资、战略、

领导和奖励提供优先权。

五是分析。应用学习分析来评估电子

学习课程，并利用分析来监控电子学习在

学校战略目标上的进展。

高校的电子学习的完备性差别很大。

22% 的高校的完备性可以被认为是强大

的或者卓越的，61% 的还在发展中，还有

17% 的是薄弱的或者刚起步的。

在线学习需要很大范围的技术，包括

学习管理系统、课程传送系统、课程拍摄、

电子档案、开放教育资源、社交网络、移

动应用、学习分析、电子辅导系统、适应

性学习技术、游戏、仿真，还有为了部署

和维护这些技术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和项目

管理。当然，事情都要由人来做。需求最

强的是教学 / 课程设计师、电子学习专业

开发人员、应用设计师 / 程序员、数据分

析师、摄像师、图像设计师 / 动画师，以

及企业 IT 系统的支持人员。60% 的高校

报告了对这些领域人才的需求，并补充说

相关职员的数量要加倍才能实现有效的电

子学习。

教学领导者必须要制订一项战略，确

保教师和职员所开发的课程适合与传统的

面对面教学不同的在线教学方法。超过四

分之三的高校报告称，让教师们知道在技

术层面如何行事是一项中等的或者主要的

关切。在线教育有其独特的需求和挑战，

必须有不同的管理方式。而且教育质量和

有效性必须要进行审核，以确保学习目标

准确地转换成了在线形式，并决定如何评

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此外，高校必须对在线教育在学校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需要这项职能的高校

已
有
这
项
职
能
的
高
校

数据分析

战略分析

分析基础设施 数据管理

领导力

数据组织
数据清洗

分析管理 数据架构

数据治理 报告撰写
数据可视化

分析建模 分析工具培训
用户体验

分析联络（厂商）
分析联络

预测建模

图 7  对分析人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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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 制订一个在线学习技术的计划和架

构。为标准技术（例如，学习管理系统和

Google Apps 或 Microsoft Office 365 等协作

工具）提供坚实的支持。为采用新技术和

移动应用提供指南和最佳实践。

2. 将在线提供课程、基础设施和人员

配置与学生的需求指标相对应，使得学校

可以按照计划的间隔无缝地扩大运行。

3. 为技术人员和教学社群提供实验和

创新的机会。紧跟新出现的技术并持续评

估对于推动学校提升的潜力。

4. 在学术领导层的投入和支持下，

制订与学校使命相关联的课程质量标准，

确保所有的课程都达到一个基本的质量水

平。通过应用经过同行互测过的质量保障

要点，如 Quality Matters，学校可以确保

所有的课程是以统一的方式评估过的。为

所有的课程建立设计标准，规范课程场所

的模板要求。

5. 使用 EDUCAUSE 电子学习完备性

指数来评估学校的电子学习的准备程度。

6. 收集影响数据，如教师和学习反馈

和期望，在整个学校社群中分享这些结果。

7. 在教师方面加强投入。招聘有在线

环境教学经验，且真正相信这种形式会成

功的教师。提供激励和资源以鼓励教师们

探索这种新的模态。建立全面的培训计划。

教师们必须学习在线教育和传统课堂教学

的区别以及如何将他们的知识以新的方式

加以应用。考虑提供一个类似于华盛顿大

学 Tacoma 校区的 iTech Feloows 的暑期项

目。教师可以参加强化的“预备”课程，

查看设计标准、最佳实践和教学法，并且

可以开始建设自己的课程网站。暑期稍晚

的时候，他们回到一起进行同行评审。成

功完成这一项目的教师可以成为校园同行

评审者和将来的教师的在线导师。

8. 为学生提供培训和支持。即使今天

的学生一般都具有技术能力，学校仍然应

当帮助他们在可能用在课业上的技术方面

跟上步伐。

（翻译： 清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陈强）

图 8  教育技术兴趣点和支持

打印机

学生在课上使用智能手机

无键盘或无鼠标的计算机界面

作为教学工具的社交媒体

学生电子档案

学生在课上使用笔记本电脑

学生在课上使用平板电脑

电子书或电子教科书

对课程讲授的录像 / 录音

仿真或教育游戏

学习管理系统

在线协作工具

基于 web 的免费内容

认为此因素非常重要的比例

称应用此项技术能更有效率的教师

希望教师更多使用此项技术的学生 提供了技术支持的学校

早期预警系统

使命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对于不提供在

线课程的高校，其最大原因是领导层缺

乏兴趣。学校在优先事项上取得一致才

能开发出全面且平衡的、提高学校声誉

的在线项目。基础设施和资源的设计应

面向长期的增长和演化。高等教育领袖

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管理设施维护和扩展，

但 尚 未 掌 握 管 理 IT 投 资 的 艺 术。 这 向

CIO 们提出了持续的挑战，因为他们发

现会有基础建设投资或初始投资的经费，

但在计划进入运行状态后无法获得足够

的后续经费。打算在在线学习领域维持

竞争力的高校必须要做好准备进行后续

的投资、运行和更新以保持最高发展水

平的在线学习环境。当学生和老师都期

望使用能最好适应教学目标的学习环境

时，高校也许会发现自己需要在物理的

和在线的学习环境中进行权衡。

这种学习基础设施也许会成为高校差

异化的不断增长的一份子。在吸引和保留

学生及普通教师方面信息技术将产生潜在

的影响，而许多高等教育领导者还没有为

此做好准备。基本的技术已经成为学校的

必备条件，还不是突出特征。但是当技术

在教学中变的更加可见、差异化和必要时，

这一点也许会改变。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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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将产生

大量的数据，远远超过今天的数据流。过

去，存储和计算能力的扩大基于积极的功

能扩展，表现在摩尔定律中。然而，这种

扩展将无法解决即将到来的、在信息通信

技术性能和能源利用方面的需求。因此，

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数据时，需要全新的能

效分析技术和海量数据存储技术。需要

新的数据处理器和基础技术来提供可行

的洞察力，并从数据中推断出新的结论，

而传统的存储和计算方法是无法完成这

些功能的。

大数据的基础设施技术

技术将带来大数据的一个例子是将在

2018~2030 年间建造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

望远镜（SKA），它用于研究星系演变、

暗能量和引力波等。SKA 将包含成千上万

个接收天线，它们分布于数千千米的范围

内，每天将生成 1020 比特的数据。

国防应用是大数据技术的另一个重要

驱动力，包括与情报、监视和侦察（ISR）

相关的数据。例如，目前“全球鹰”ISR

无人机系统可生成 500 Mbps，它 5 倍于

整个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带宽。另一

个例子是 ARGUS（自动实时地面普遍监

视）航空成像 ISR 系统，其输出为 1854 

Gbps，使用一个 274 Gbps 的通用数据链，

需求与能力比为 103，甚至还将采用 10:1

的压缩。最后，大数据的“典范”是物联

网，其中数十亿的在线传感器将生成和传

输前所未有的大量数据，从中将获得情报，

常常是实时的情报。

1. 数据中心

为了管理数据流和存储，数据中心

继续增长。每个包含 50000 个或更多个服

务器的数据中心建造成本在 5000 万美元

到 10 亿美元，耗电在 20~50 MW 级上。

云数据中心通常以标准的、自定义的或商

品的配置形式实现。输入数据速度在 100 

Tb/s 左右，通过专有纤维传输，还提供其

它的网络和设施来缓存和管理该数据的延

迟。在扩展上，云数据中心还必须提供弹

性，这通过故障检测和中心级管理过程来

实现。

2. 大数据对高性能计算

大数据和高性能计算（HPC）有许多

技术共性，并可能变得更加相似，但也还

存在差异。HPC 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主要

关注的是计算密集型任务。大数据处理各

种不同类型的海量数据，是当前在许多领

域和应用领域正在新兴的一个主题，如遗

传学和天文学。大数据使用大规模存储网

编者按

2015 年，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场关于重启信息技术革命的研讨会，对实现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问题进

行了探讨。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美国半导体研究公司（SRC）以及他们的成员公司和半导体技术专家

共同发布了一份倡议报告——《重启信息技术革命行动倡议》，在上期文章中主要对技术革命相关发展情况

进行阐述，本期将对大数据的基础设施技术、智能基础设施组成要素进行分析。

重启信息技术革命行动倡议（二）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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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而 HPC 使用本地存储；此外，它们

各自使用不同的软件开发工具，受不同的

文化和期望引导。HPC 还包括科学和工程

计算，主要基于模型和离线（尽管网络－

网络计算是一个显著的例外），而大数据

云服务器基于交易，它近实时地运作。在

软件世界中，抽象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还

有像操作 / 焦耳这样的指标驱动软件实现

专业化而非普遍化。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来解决有关 HPC 的基于模型的、

专业化的软件与有关大数据的实时计算

的、普遍化的软件之间存在的冲突压力。

3. 技术驱动因素和需求

对新兴的信息处理器，需要一个新的

概念抽象，但最常见的计算模型是图灵模

型，它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文化中根深蒂

固。若想背离当前的处理硬件是困难的。

可能的替代计算模型包括模拟“近似计算”

和量子计算。不同计算模型的并列或混合

可能推动类脑计算的发展，这可能是未来

混合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期，可以预期的是微服务器和云设

备将兴起并得到广泛应用。微处理器使用

非常小的芯片来制造规模较小、成本较低、

功率较低的服务器，它能够以可再生的能

源来工作。云设备在移至和移自云时对数

据进行缓存，以提高性能。应该注意的是，

使用这些系统需要明确跨管辖边界的数据

流动问题，这会引发许多法律或隐私问题，

需要解决好。

在许多情况下，数据采集相对容易，

而“冷数据”的维护更困难。越来越多的

数据存储在磁盘这样的介质中，其成本效

益高，但访问速度慢。未来的大数据系统

将受益于对以下领域进行的研究和开发，

如用于通信的纳米光子学以及用于解决数

据移动能量成本和访问延迟问题的、新的

存储设备（ReRAM、PCM、FeRAM 等）。

考虑到竞争性技术和商业因素驱动下

的生态系统冲突，对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需要在概念上有进一步的突破，例如，通

用的计算——加速器、专用的计算——全

新替代方案、面向销量的系统——面向高

利润和增值的系统。最大的机会在两极：

一端是云数据中心和百亿亿次级的 HPC；

另一端是移动和物联网的未来前景。进步

可能源自数据中心中的量子计算或超导设

备以及神经形态 / 模拟移动设备。

4. 新的体系结构

必须开发全新的处理器——存储器架

构来解决当前处理器速度与存储器访问时

间之间存在的不匹配问题。对未来 HPC 而

言，当前传输数据所需的高昂能源成本和

存储器是最困难的障碍之一。作为一个目

标，新的存储器管理技术可以提高程序员

的工作效率，其方法是通过使用编程方法

来推动实现数据的局部性、通过自动调整

以消除低层次优化方面的需求以及通过管

理软件层来确保可靠性。

当前计算面临的带宽——功率的困境

源于不同存储层的传输时间之间存在的不

匹配问题，如从 CPU 传至 RAM、从 RAM

传至磁盘、从磁盘传至磁带。管理传输时

间之间差距的一个方法是在 RAM 和磁盘

存储系统之间添加固态设备，从而增加

存储层次深度。未来，存储类存储器（如

STTRAM、PCRAM 和 RRAM 等）也将插入

到 RAM 与磁盘存储系统之间的存储器层次

结构中。最后，存储器结构方面的创新（如

混合存储体）可以增强 RAM 系统的性能。

存储器上的处理（PIM）可能为存储

带宽问题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该想法将

大大减少或消除数据移动，以便以一定的

而非可用的功率来释放存储器的原始带

宽。中央概念是定位每一条比特线上的

每一个比特元素，以承受大规模并行且

可伸缩的计算技术。PIM 体系结构与自

动机理论相关，将可扩展到其它新兴的

存储器技术。其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在

硬件和软件。

最后，在系统层面上，用于数据存储、

管理和分析的分层网络可以大大提高整

体能源效率以及速度和性能。通过分散

数据，一个更加分布的体系结构可具备

更高的安全性。

5. 脑启发计算

大数据的崛起正在创造巨大的机遇，

但数据容量、速度、种类和真实性等方

面对当前系统和架构提出了更加严峻的

挑战。需要全新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也

许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像大脑那样运作，

以便处理大量的数据，特别是处理非结

构化的数据。大脑皮层——大自然的认

知处理器，是一个工程奇迹，包括一张

折叠的 2D 平面六层结构。如果展开，

大脑拥有一个约 0.7 m2 的面积，厚度为

3~4 mm。它有约 1010 个神经元，每个神

经元约有 104 个连接。它需要约 25W 的

持续电力供应，并以相当于 25 PetaOp/

秒的速度开展“计算”。图 1 对大脑与

传统无机串行架构的电脑进行了比较。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类脑计算模型，可以

为之开发相应的技术。

串行体系结构

高功耗（25W）、大尺寸（40M 升）

同步（全球时钟）

数字计算和通信

存储和计算明确分开

智能来自编程算法 / 规则

由精确部件组成，工作速度非常快（GHz）

无主动性，除非予以引导

并行分布式体系结构

低功率（25W）、小尺寸（1 升）

异步（无全球时钟）

模拟计算、数字通信

集成存储和计算

智能来自学习、BBE 交互作用

由嘈杂部件组成，工作速度慢（<10Hz）

自发主动

图 1  今天的计算机为什么不能像大脑那样处理数据？

哺乳动物大脑 vs 计算机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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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应用需要新的方法。在许多情况

下，价值并不在于整个数据集的、高精度

的、对还是错这样的答案，而是在寻找有

趣的模式和连接，这种模式和连接将带来

新的解决方案和见解。差异在于多快可以

找到一个“更好的”主意，而不在于一个

非常精确的结论。

大脑提供有用的指导：它以低得多

的功率、快速决策和惊人的洞察力，对

原始速度、计算能力和精度进行权衡。

虽然模仿大脑结构完全可能是不必要的

（甚至自然界需要用 9 个月的时间来建

造人类的大脑以及需要用约 18 年的时间

来充分打造它，以使之可用），尝试速

度较慢、功率较低、密集互连以及与存

储器更紧密集成的计算架构是一种方法，

已显现美好的前景。

随着更高能效需求的提出，以及更

强大计算能力的增长，新的方法（如脑

启发计算）有可能改变系统的设计和制

造方式。一个集成了存储和逻辑的装置，

或者能够以较低的功率实现更高级功能

（可能牺牲精度）的装置，可能是一个

卓有成效的选择。需要对设备技术和电

路开展研究，以达成良好的权衡，从而

获得最佳的系统解决方案。最后，我们

不应试图取代现有系统的精度和计算性

能，而是应利用新的能力来为这些系统

提供新的动力，以便在一个电量日益有

限、充斥着数据的移动世界中，找到新

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智能基础设施的组成要素

最终的智能基础设施将由普遍接入的

和智能的传感器组成，它们彼此相连、连

接至本地网络以及连接至基于云的系统。

这种复杂的、分层互连的系统体系（SoS）

应具备分析能力，从而提供洞察力和可操

作的建议或控制。虽然在某些方面正在取

得进展，但仍存在必须应对的巨大挑战。

许多现有的技术不能充分得到扩展，例如，

为分析和存储而向云传送每一片段数据既

不可行也不实用。

1. 洞察计算系统

新的计算时代正在到来，正从可编

程系统时代迈入“洞察计算”系统时代。

洞察计算属性包括情境和学习、视觉分

析和交互、软件定义的环境、以数据为

中心的系统、纳米尺度和原子尺度的组

件。在这类系统中，传感器至关重要，

负责收集数据以生成见解。对某些实时

应用，感知数据的价值可能是短暂的，

也许只有几毫秒，但数据必须在该时间

框架内加以应用。

行业在对话、推理、图像识别先进技

术研究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在知识表示和

机器学习方面实现突破。通过全面深入的

研究，这些技术进步将在未来十年内带来

神经合成计算、量子计算和脑启发系统设

计等方面的进一步突破。

2. 网络－物理系统

网络－物理系统将成为即将到来的

信息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定义，

“网络－物理系统（CPS）指的是工程化

的系统，构建于并依赖于计算算法和物

理组件的无缝集成⋯⋯CPS 技术将改变

人们与工程化系统的交流方式”。一个

CPS 包含协作计算元素（用于控制物理

实体）的网络。它们完全不同于计算系

统和物理系统，需要新的工程模型（包

括时间动力学和算法计算）；的确，面

对高动态的、常常随机行动的物理系统，

一个 CPS 必须具有强劲的控制力。此外，

它们必须满足安全性方面的约束条件。

3. 芯片级安全

对信息系统的依赖将继续扩大，安全

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与此同时，一

系列趋势增加了系统在面对攻击时的脆弱

性，不论是受经济方面动机的驱动，还是

受政治方面动机的驱动。集成电路和系统

的设计、制造涉及许多企业的全球供应链

以及成百上千的工程师，在整个路径的许

多点上为恶意篡改提供了机会。高端处理

器的复杂性继续增长，设计人员正在使用

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设计或 IP，对其安全

性可能并未做审查，并且不如其所声称

的那样，假冒部分正在进入供应链。现

有产品的逆向工程利用了半导体制造商

的知识产权，结果是带来了假冒产品，

但这些假冒产品可能并不能按预期执行

功能。或许最大的风险来自设计，并因

此造成对数据的非预期访问。目前的验

证过程的主要目标只是确保设计按预期

执行功能。

随着互连设备数量的增加，安全问题

预计将成为未来的一个更大挑战。传感器

智能芯片将嵌入和集成到所有事物中，从

基础设施到人体，以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安

全，保证关键数据和信息可信。事实上，

物联网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构建的最大的

和最脆弱的网络攻击面”。除了对物联网

提出的低成本、简单和低功率等标准需求，

还必须解决多种安全需求，比如防篡改、

安全的通信和存储等。

在许多情况下，价

值并不在于整个数

据集的、高精度的、

对还是错这样的答

案，而是在寻找有

趣的模式和连接，

这种模式和连接将

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和见解。

（翻译：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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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高等教育版地平线报告》（下

称报告）的结构同往年保持一致 , 主要包

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速教育技术采

用的关键趋势；二是阻碍教育技术采用的

重要挑战；三是教育技术的主要进展。报

告提出了六大挑战，六大趋势和六大技术

（如图 1 所示）。

报告一如既往反映了近年来报告的

核心议题——教育变革。技术进步是教育

变革的驱动力和支撑力。报告反映了新技

术的出现和发展所带来的教育变革需求，

以及新技术支撑教育教学变革的途径和方

式。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竞争与

变革、创新文化与数字素养、深度学习与

个性化学习、学习方式的整合与平衡、学

习空间设计。

竞争与变革

这一部分主要从高等教育领导决策层

角度，介绍了新教育模式出现带来的教育

变革需求，以及如何看待、适应、应对这

种变化。

在线课程、能力本位教育、分类计价

产品服务等新教育模式的出现，给高等教

育领导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客观评

估各种教学模式，如何合理使用和评价新

出现的工具和服务，保证教育质量。高校

要能够“应对不同教育模式的挑战”。为此，

领导者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智囊团和召

开会议，了解新的教学商业模式。美国教

育委员会创办的校长创新实验室通过一系

列的白皮书探讨了各种趋势的内涵。2015

年举办了首届创新学术认证峰会，共同探

索技术如何扩展学历教育的范围和内涵。

重新思考高等院校运行模式是应对教

育变革，满足人才需求的必然途径。这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寻新型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二是建立新

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以“教育即

服务”的理念，为学生提供满足其需求的

教学服务和产品。

在运行方式变革过程中，面临的一个

严峻的挑战就是保持教育适切性。从本质

上来讲，是在探讨应以何种价值观引领教

学的发展。人才市场中技能短缺的现状与

并不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冲突让高

等教育质量备受质疑。2015 年，印度官

方宣布了一项国家政策：将职业培训与正

规教育相融合。英国推出了学位学徒计划，

提倡把“最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结

合起来。

创新文化与数字素养

在人才培养方面，借助教育技术的新

进展，如创客空间，培养“机敏的，适应

性强的，具有创造力的”毕业生，推动创

编者按

美国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旨在勾勒出影响全球教育领域的新兴技术。项目每年都会发布几类不同版本的地平线报

告，分别聚焦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等领域。从 2012 年开始，北京开放大学与新媒体联盟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地

平线报告》进行了编译，同时也将国内的教育信息化的一些案例推送给他们，加大中国教育信息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本

文从五个方面对 2016 高等教育版《地平线报告》进行了解读。

技术支撑面向未来的教育变革
——2016 高等教育版《地平线报告》解读

图 1  2016 高等教育版地平线报告内容框架

高等教育中
的趋势、挑
战和技术

挑战
可解决的挑战：
·整合正式学习和

非正式学习

·提高数字素养

困难的挑战：
·应对不同教育模

式的竞争

·个性化学习

严峻的挑战：
·平衡线上线

下生活

·保持教育适

切性

趋势
·日益注重学习测量

·混合式学习日益普及

·重新设计学习空间

·转向深度学习方法

·推动创新文化

·重新思考高等院校运行模式

近期
（1 年以内）

·自带设备

·学习分析和

自适应学习

中期
（2~3 年）

·增强现实和

虚拟现实

·创客空间

远期
（4~5 年）

·情感计算

·机器人

长期

中期

近期

1~2 年

3~4 年

5 年及以上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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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提高数字素养。

在“推动创新文化”这一长期影响趋

势中提到，为了培育创新并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不断调整自身

组织结构，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激励创新

和创业。为此，高校投入精力来建设创业

课程，鼓励教职员工参与创业，加强院校

与行业间的合作。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为有

志成为企业家的人提供了创业学士学位。

具有创新能力和数字素养的人才是高

等教育决策层的核心利益。“提高数字素

养”是人才培养必须讨论的一个概念。美

国图书馆学会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使用信

息通信技术去发现、理解、评估、创造、

沟通数字信息的能力，一项需要认知技能

和专业技术技能的综合能力”。通过设计

课程、提供工具、提供培训和训练等方式，

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反思能力。

在实现从“想法”变为“产品和服务”

的过程中，创客空间 (Makerspaces) 为其提

供了技术保障。创客空间是非正式的工作

坊环境，立足于社区设施或教育机构，是

技术爱好者经常聚集以协作或通过 DIY 的

方式创建系统原型或产品的地方。图 2 为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创客空间 think[box] 的内景。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克莱姆森

大学的研究人员已在利用 3D 打印技术开

发机器人和医疗设备。机器人技术指的是

机器人的设计和应用，机器人是可以胜任

一系列任务的自动化机器。多伦多瑞尔森

大学的研究人员将有趣的机器人用在儿童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语言训练中。

通过记录学习者与机器人之间的交互，研

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机器人因为具有低刺

激水平和可预测行为，能提高自闭症谱系

障碍（ASD）儿童的沟通能力。在高等教

育机构开展的机器人技术研究对 K-12 的

学习环境具有一定影响。在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GRASP 实验室的研究生和教师

正在为费城学区的中学数学和科学教师创

建课程模块。该计划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资助，旨在系统地为各学校培养新一代

STEM 领导人，以继续创建和支持机器人

活动。

深度学习与个性化学习

为 了 培 养 创 新 能 力

和数字素养的人才 , 报告

中 提 到 了 两 种 高 等 教 育

中可以采用的学习策略和

理 念 :“ 转 向 深 度 学 习 方

法”( 中期影响趋势 ) 和“个

性化学习”（困难的挑战），

并针对个性化学习的实现，介绍了“学习

分析与自适应学习技术”、“情感计算技术”

的应用。如何评价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的目标达成，“日益注重学习测量”（近

期影响趋势）这一部分进行了详细解释。

深度学习是学生通过批判性思考、问

题解决、合作和自主学习，掌握学习内容。

实现深度学习的方式很多，如基于项目的

学习、基于挑战的学习、基于探究的学习

等。在此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培养各种实现目标的能力和素质，

实现有质量的学习。目前，政府和高校都

在进一步理解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尝试转

向深度学习方法。例如，教育宣传组织“未

来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JFF)，敦促

政府鼓励对深度学习的广泛理解和使用。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工程学院采

用了 PBL 模式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个性化学习指的是针对个体学生特定

的学习经验、需要、兴趣、愿望或文化背

景来设计教育项目、教学方法以及学术支

持策略等。个性化的学习让学生有更多的

自主权，在个人学习目标之下，自定步调，

全身心投入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发展。

学习分析与自适应学习技术的发展

为开展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可能性。学习分

析是网站分析的教育应用，旨在进行学习

者分析，是收集和分析个体学生在网上学

习活动中互动细节的过程。在西班牙的拉

里奥哈国际大学的电子学习和社交网络的

硕士课程中，自适应学习系统 iLime 考虑

了学生在正式与非正式情境中的交互。

iLime 利用指导和评价的功能，成功实现

了针对每位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图 3 是

iLime 的框架结构。

情感计算是指通过编程控制机器对

一系列人类情绪进行识别、解释、处理和

模拟。在高等教育中，情感计算的一个潜

在应用是在线学习。在这种情境中，一位

计算机化的教师能够捕捉学生厌烦的面部

表情并可以通过努力激发或提高他们的兴

趣。同样，在个性化学习中，情感计算通

过理解和迎合学习者的态度和情绪，对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情绪信息进行分析评估，

针对性地克服其中一些困难。剑桥大学计

算机实验室的科学家和研究者们开发出了

可解释面部细微表情并推断心理状态的计

算机。图 4 为剑桥大学开发的对司机进行

情感监控的程序。

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评价与传统

教学评价不同，“日益注重学习评价”模

块介绍了评价领域的新视角。高等院校越

图 2  美国凯斯西

储 大 学 创 客 空 间

think[box]

图 3  iLime 框架结构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44 中国教育网络 2016.6

发重视学习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以此了解

学生个性化学习中的进展和具体的学习收

获，是否实现深度学习。学生利用数字化

工具提供的行为和表现数据，批判地思考

自己的进度和目标，实现自适应学习，体

验个性化学习过程。很多大学都在尝试提

供移动的、设备无关的学位和课程学习，

可以从各类情境中跟踪、存储和利用数据。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学习数据

信息类型及数据使用所涉及的隐私和伦理

问题。

学习方式的整合与平衡

新技术媒体为人们带来学习方式的多

样化和信息获取的便捷，人们在不同的环

境中可以获取知识。报告中探讨了“整合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可解决的挑战）、

“平衡线上线下生活”（严峻的挑战），

并且在技术层面讨论了自带设备如何支持

学生们参与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

整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时面临

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对非正式学习成果的

认证。这促使政府和正规院校深入思考非

正式学习经历如何与课程目标和评估相契

合，促使学生了解非正式学习对自己的影

响和作用。欧盟委员会在《高等教育中关

于先前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认定》的报

告中，描述了非正式学习的认证评估原则

与指南。很多院校利用社交媒体将外界学

习实践与正式学习活动连接起来。例如，

印第安纳大学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利用

Instagram 分享引人注目的营销创意。

自带设备支持学生们利用自选设备参

与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自带设备”

（BYOD）也称作“自带技术”（BYOT），

是指人们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带到学习或工作

场所的做法。同样，高等院校还需要帮助

学生策略性地使用数字工具，在线上线下

学习生活中寻找到平衡。我们在使用自带

技术的时候，也要探究以平衡的方式去深

度发挥技术的作用，实现深度学习，培养

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和数字素养。一些院

校在加强数字环境的构建过程中，也探寻

技术之外的实践。如在大西洋学院，人类

生态学专业的学生与有机农场和近海海岛

研究站内的人一起工作，参与实地学习。

常青州立学院开展了灵活的户外课堂，鼓

励学生深入到为学校食堂提供食物的社区

花园、校园农场。

学习空间设计

随着混合式学习日益

普及（近期影响趋势），

院校领导决策层在关注教

学方式创新变革的同时，

也在思考“重新设计学习

空间”（中期影响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增强现

实和虚拟现实”为在线学

习空间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思路。

目前混合式学习在高校日益流行 , 它

融合了在线和面对面两种学习路径，为学

习者提供了整合化的学习体验，并提供灵

活的学习支持，促进独立学习和合作学习，

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提供更多渠道，

为学生提供了更灵活的学习机会。

翻转课堂是混合式学习的一种形式，

鼓励学生通过问题解决来获得新知识。

这些新兴的教学方式和策略，需要新的教

学环境来适应主动学习。重新设计学习空

间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设计能

够实现协作学习和基于项目学习等学习方

式的环境，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体验。实

体和虚拟学习空间的整合，为混合式学习

引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目前的讨论仍

然集中在重塑实体学习空间，但探究有助

在线学习的空间设计的时机已经成熟。例

如，美国普渡大学创建了一个灵活的学习

区域，利用吸音板和顶棚麦克风来收集无

中断音频，灵活安排可移动的设备，为工

程专业的在校学生和远程学习的学生提供

了更好的体验。

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为设计学

习空间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增强现实

(AR)，通过在三维空间中的数据层叠产生对

世界的新体验，有时称作“混合现实”，

增强了信息的访问。增强现实技术还可帮

助学生将学习内容置于丰富的情境中进行

学习，更紧密地反映能够应用新知识的真

实世界状况。图 5 为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和

芝加哥艺术学院合作开发的免费 AR 应用程

序 Chicago “0,0”创建了基于历史的市区步

行游览体验。虚拟现实则带用户进入一个

身临其境的、计算机仿真的替代世界中，

获得感官体验。虚拟现实有着显著影响在

线教育传递和内容的潜力。斯坦福大学和

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将虚拟现实学习环境纳

入其执行教育计划，将模拟校园的经验提

供给来自不同地理位置的学生，以方便组

织小组项目、讨论和建立人际网络。

（作者单位：1 为北京开放大学城市管理学院 ，2 为

北京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学院）
图 5  Chicago “0,0”提供基于历史的市区步行游览体验

图 4  剑桥大学开发的对司机进行情感监控的程序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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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上帝是万能的，虽然人们

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怎么工作，但是人们

相信上帝从来不干坏事，也不会犯错误。

信仰者不会问为什么，只需要相信，这就

是“trust”。现代科学是质疑一切没有证

据的观点，然而，尽管互联网对抗各种攻

击增加了许多安全机制，但许多安全机制

并非依赖于完美的、可证明的理论，追根

究底仍然依赖于人们之间善意的合作与信

任，目前的互联网仍然依赖信任与合作才

能保持安全可靠运行。

继清华大学“网络空间安全论坛”关

于路由和域名的可信任讨论之后，我将继

续讨论公钥基础设施（PKI）中基本的信

任机制和攻击方式，并结合典型的案例分

析互联网基础服务存在的风险。

Web PKI 的信任机制

我们不信任路由、不信任 DNS，因为

攻击者可以利用他们实现重定向、劫持、

窃听等攻击；但是通常我们认为把流量加

密以后就可以抵御这些攻击，因为密码协

议的设计目标就是在不安全的网络中也能

实现安全的通信。现在，以密码技术为基

础的 TLS ／ SSL 已经成了无处不在的安全

应用的基石。

涉及到开放环境中的加密和认证，

目前主流的商业应用中很难脱离可信第三

方，在 Web 应用中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Web PKI，它是 SSL/TLS 的基石，X.509 证

书是 HTTPS 的关键要素。单独看每一个

CA，它所签发证书的这个信任链就像是

一棵树。因为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 CA，

所以整个互联网的信任模型是一个森林状

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我 们 现 在 所 说 的 Web PKI 是 IETF 

PKIX 工作组开发的标准——Internet PKI 

或 Web PKI，其工作原理是：Subscriber 

提交 CSR(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RA/

CA 验证 Subscriber 身份；CA 签发证书；

在 Web 服务器上部署证书。

当通过浏览器访问网站时：服务器在

TLS 握手过程中出具证书；浏览器验证证

书链的有效性；如果验证通过，则协商会

话秘钥，继续通信；如果不通过，弹出告警。

几乎所有商务应用都依赖 CA/HTTPS/

TLS，目前各种浏览器或操作系统预置了

上百个 Root CA，每个 CA 可以为无数个

中间的 CA 签发证书。这些 Root CA 和中

间 CA 所签发的证书都被视为合法。

然而，这些作为互联网安全基石的

CA 是怎样运行的，除了 CA 行业以外的

其他人很少了解，他们像上帝一样存在

着。实际上，这些 CA 的运行标准或规范

并没有一个类似政府或联合国一样的官方

机构来制定，而是来自于 CAB 论坛（CA/

Browser Forum）这样一个完全由商业公司

组成的志愿者组织。

Web PKI 的常见问题

Web PKI 从最初的设计到具体的实现

都有一些问题，常见的问题包括以下几种。

信任模型的问题

任何一个 CA 都可以为任何一个网站

签发证书，无需该网站的同意。拿到这种

非授权的证书，可以构造一个假

冒的网站，用户的浏览器在访问

这种服务器时不会产生告警。

CA 签发未经授权这种证书

服务器证书的事件曾经发生过多

起，其中包括：

2015 年 9 月，谷歌发现世界

最大的 CA 赛门铁克签发了几个

域名为 www.google.com 和 google.

com 的证书，后来赛门铁克开除

了几个违反公司操作程序的员工。

2001 年通过 CA 的审计发现

VeriSign 签发了自称来自微软申请

网络空间中的信任与冲突 : Web PKI
我们今天已经离不开的电子商务等应用的安全建立在基于可信第三方的公钥基础

（PKI）之上，而 PKI 的安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彼此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固若金汤

的安全防范措施。

数据隐私专题

清华大学教授段海新 :

图 1  CA 森林状的信任模型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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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码签名证书；

2015 年 3 月，谷歌威胁要从可信 CA

列表中删除 CNNIC CA 的根证书，原因是

CNNIC 为埃及公司 MCS Holding 签发的中级

CA 证书被部署到防火墙中，用于动态伪造

任何网站证书并劫持所有 HTTPS 通信。

2011 年荷兰 CA DigiNotar 被攻破，

伊朗用户在伊朗发现大量伪造的 *.google.

com 证书。这一事件导致 DigiNotar 公司的

根 CA 证书被主流浏览器或操作系统厂商

删除，并最终彻底破产。

证书申请过程中的验证问题

多数 CA 是商业公司，证书申请流程

自动化是他们能够赢利的必由之路。因此，

互联网上多数服务器证书只是只验证了域

名的 DV（Domain Validation）证书，CA 通

常只是验证申请者的电子邮件属于申请域

名的管理员。然而，这种验证也经常出问题。

Mike Zusman 在 2008 年的 DEFCON

上展示了他从 CA 厂商 Thawte 骗取的一个

Login.live.com 的证书，因为 Thawte 认为

邮箱 sslcertificate@live.com 应该属于 live.

com 的管理员，而实际上 live.com 是用户

可以自由申请的公用邮箱。

2015 年类似的事情再度重演，一个

芬兰人用 hostmaster@live.fi 信箱从 Comodo

骗取了一个签发给 live.fi 网站的证书。 

用户忽略告警

我们大家都在 12306 网站上购买火车

票，而 12306 网站在用户购票过程中，浏

览器会弹出一个告警，告知用户这是不受

信任的 CA 所签发的证书。

这种证书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个

环节中出现中间人，模仿 12306，用户访

问时同样也会弹出一个告警，这导致用户

无 从 区 分 这 个 网 站

究 竟 是 真 实 的 还 是

来自攻击者。PKI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有 一 个

可信的第三方之后，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是 否

弹 出 告 警 以 区 别 好

的网站和问题网站，

而 12306 将有问题变成了一个常态，用户

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却不知道实际上已

经被攻击了。

使用类似不可信证书的公共服务在中

国远不止 12306，有些银行也是。2013 年

的中美银行网站的测量表明，美国前一百

家银行网站 100% 都使用可信证书，但是

中国 300 多家银行网站中，32% 使用了不

可信的 CA 签发的证书。

公钥证书签名的弱密码算法问题

在公钥证书的签名算法中使用 MD5

或 SHA-1 早在 2005 年前后就已经被证

实为不安全的，但是仍有 CA 使用这两种

算法。2005 年王小云教授展示了可以产

生两个同样签名的、不同的证书，2006

年 Stevens 等人指出可以利用选择前缀碰

撞的方法构造了两个 ID 不同、密钥也不

同的证书。直到 2008 年，他们用这种方

法从一个商业 CA 真正获得了一个假冒的

CA 证书，证实了这种攻击在现实中是可

行的。

2012 年，在中东大规模传播的火焰

（Flame）病毒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构造了

一个微软的证书，用它对补丁更新文件进

行签名，从而入侵 Windows 系统。

CDN中间人引发的信任威胁

现在主流的网站大部分都是通过 CDN

提供用户服务，而通过 CDN 之后，互联

网原先端到端的模式，有了一个”中间

人”——CDN 本身。CDN 是以中间人的

方式工作。原始网站是如何授权给中间的 

CDN 厂商、如何完成浏览器 - CDN - 原

始网站之间的身份认证、秘钥交换和数据

保护，以及如何撤销这种授权，无论学术

界还是工业在以前都没有系统性的考虑。

我 们 在 世 界 上 首 先 对 CDN 中 的

HTTPS 部 署 进 行 了 系 统 性 的 研 究，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了 安 全 领 域 的 顶 级 学 术

会议 Security & Privacy 上。我们调研了 

Akamai、CloudFlare 等世界上主流的 20

个左右的 CDN 服务商，以及一万多个支

持 HTTPS 的热门网站（同时也是上述 20

个 CDN 厂商的客户），揭示出了当前 

HTTPS 在 CDN 部署中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 CDN 节点和后台源服务器之

间的通信很容易受到中间人攻击。我们测

试了 5 个 CDN 厂商的后台通信，发现尽

管浏览器到 CDN 节点的通信使用 HTTPS 

加密，有的厂商使用明文的 HTTP 与后台

服务器进行通信；有的厂商虽然使用了 

HTTPS，却不验证证书的有效性；有的厂

商虽然要求合法证书，但是却不验证证书

的持有者是谁。

其次是浏览器和 CDN 节点之间的授权

认证问题。我们发现很多 CDN 厂商要求源

网站提交自己的公钥证书和私钥，这严重

破坏了 PKI 安全信任的基本原则，即私钥

必须是严格保密、不能与第三方共享的。

另外，现有 CDN 厂商使用的方案——

共享证书 (shared certificate) 或者客户证书

（custom certificate）也存在管理复杂、无

法撤销等问题。我们针对 Alexa 网站上 Top 

1M 的网站，经过 7 个星期的测量，一共发

生了 67,290 次证书更换，其中有 983 个证

书被撤销，时间间隔在 0~5 天；有 251 个

证书被撤销却依然被使用。数据表明，约 

30% 的证书撤销与更换只更改了密钥，其

他信息不变；73% 的证书更换后没有被撤

销，绝大部分是 CDN 共享证书。

针对 CDN 的证书问题，国际互联网

工作组 IETF 也因为我们所指出的问题提

出了标准草案。当然，每一种方案时至今

日都并没有完美地解决现在的问题，到目

前为止，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是信赖它，为

了实现不可信环境下的可靠通信，我们还

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段海新教授在 2016 年 4月“网

络安全研究国际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

图 2  中间人通过伪造但有效的证书发起攻击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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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手机的出现，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有

趣和便利。人们常常会认为，自己是手机的主宰 , 可实际上，手机

却成为了我们的主宰，大家尤其容易忽视的是，手机上有很多与个

人信息安全密切相关的敏感数据，我们通常将其归纳为隐私。所谓

隐私，其实还缺乏严格界定，法律界人士也正为此争论不休，但大

致来讲，隐私数据包括“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做了什么？”这三

个大的范畴。

为什么隐私保护在移动互联时代变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智

能手机带有大量的传感器，它可以通过无处不在的移动链路接入

互联网，这就使得原来的实体空间通过这两个关键的要素，形成

了更多的投射，进而形成了与实体空间较为一致的平行空间，这

就是人们常常谈到的网络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移动终端的攻击就变得非常严重，主

要是通过恶意软件进行攻击，攻击者的目的从“好玩”演化为“逐

利”。智能终端安全问题严重，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类从上世

纪 80 年代进入了 PC 时代，当时大约有数千款恶意软件；从 90 年

代到 2010 年之间，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这时大约有数万款恶意软

件；2010 年以后，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短短几年间，恶意软件

数量达到数百万，这种增速远远大于过去多年的发展，造成很大

损失。相关数据表明，2013 年，美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 亿美元，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0 亿元 ,  地下产业链如图 1 所示。

2015 年 Science 出了一份专刊，大约有 13 篇论文，涵盖法律、

医学、金融、计算机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

探讨隐私保护的问题。然而，专刊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隐私是消亡的。这个悲观的结论其实也意味

着，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隐私是不是真的消亡了？有什么手

段去保护或者对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充满着创新空间的领域。

众所周知，隐私泄露有几大主要原因：应用程序的不安全实

现、系统漏洞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恶意软件等。从平台角度看过来，

目前隐私保护有两大类工作：一是程序分析检测方法，二是在操

作系统层面上的访问控制机制。

以谷歌公司的安卓系统和苹果公司的 iOS 系统为代表的移动

操作系统正逐渐取代桌面操作系统，成为公众接入互联网的主要

入口平台。客观而言，可以说它们是汲取了这么多年安全设计的

经验教训，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的两个操作系统平台，但从实践上

来看，它们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

图 2 是我们团队曾对国内七个应用商城中的 330 款热门下载软

件进行分析的数据泄露情况，这些软件都不是恶意软件，而是涉及

用户面最广的 330 款的正常软件。其中 60% 有不同程度的隐私泄露

行为，这种隐私泄露是在用户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这还

只是在针对 7 个隐私数据项，抽样范围非常窄的前提下的数据。

图 2 里面讲的隐私数据项在操作系统中对应着预定义的访问

接口，由相应的权限机制进行访问控制。但大家更没注意到的是，

在这些由系统权限保护的敏感数据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的高

度敏感数据，在Usenix Security 2015上，我们发表一篇文章“UIPicker: 

User-Input Privacy Identification in Mobile Applications”，这项工作把

隐私数据的范畴从与权限相关扩展到与权限没有直接关系、而是

973 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杨珉：

隐私消亡的移动互联时代

 图 2  数据泄露情况

图 1  地下产业链

数据隐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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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 973 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杨珉在 2016 年 4 月“网络安全研究

国际学术论坛”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由用户自己在 App 中输入的敏感数据的范畴上。

我们注意到从 2015 年开始，有不少恶意软件，尤其是钓鱼

软件针对这类敏感数据进行窃取。我们认为单纯检测系统定义的

API 是不足以覆盖所有的隐私泄露源的，其问题主要来源于由应

用程序管控的用户输入的隐私数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用户的个

人资料信息如账户密码，用户输入的地理位置信息，以及银行卡

等支付类信息。为此，我们希望能够寻找一种自动化的，在海量

软件背景下能够识别此类敏感数据的办法。

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为增强对用户隐私信息的

保护能力，还可以从两个角度开展研究工作：一是需要进一步加

强对用户隐私泄露的分析检测方法的研究；二是可以从操作系统

的新型安全机制角度开展。当然，技术不是唯一选项，更为重要

的是能否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重视，在大数据语境下，从国家安

全和个人信息安全角度，完善立法和监管，已经刻不容缓。

上世纪 60 年代，纽约地铁上人们更多还是在读着报纸，依

赖于传统媒体，如今，人们则更多依赖于手机。在手机普及的

同时，智能手机的性能越来越强大。2015 年，某低端手机的售

价仅为 399 人民币，却有 1GB 内存和 1.2GHz 处理器。而 1976

年美国的 Cray 1 超级计算机，它的售价当时为 880 万美元，却

只有 8MB 内存和 80MHz 处理器。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一台普通

的智能手机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超级计算机。

2015 年 IDC 公布的智能手机几大主流平台所占的份额。其中安

卓系统超过了80%的市场份额，这主要也是由于谷歌采取了开放策略。

目前，安卓呈现出碎片化的现状，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

的手机厂商都可以使用安卓系统，并且通过“机海”策略提高市

场占有率，目前市场上有超过两万款安卓机型；第二，版本的频

繁发布。从 2009 年开始发布 1.5 版本开始，到 2015 年 9 月发布的 6.0

版本，短短六年时间，发布了 30 多个版本；第三，厂商的定制

加剧了安卓系统碎片化，给安全也带来很多困惑。每个设备平均

有 19 ~ 20 个应用漏洞，约 70% 的漏洞是由于厂商定制化引入的。

谷歌的安全系统是基于 Linux 内核，如果 Linux 内核本身发

现安全漏洞，由于它的代码存在于每一个安卓手机上，那么它

很有可能影响每一台安卓手机。对于芯片厂家驱动里面存在漏

洞，就很可能影响所有采取同一芯片厂家的手机。

人们在使用手机浏览器时，甚至用微信点击相关链接访问

任意网站时，就会发生一些相关代码，这些代码可以利用手机

安全漏洞，特别是内核级漏洞，获得手机最终权限，在用户没

有感知的情况下，利用最高权限把用户信息放入云端。安全从

业人员需要了解手机定制程度到底的有多少，会引发多大程度

以及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我们通过对 3 个主流厂商的 9 款手机进行分析，在手机生

命周期之内可以观察其漏洞的存在情况及一些补丁的发布情况，

评测已知的 8 个内核漏洞。

研究发现，在漏洞补丁发布的时候，有 85% 还没有被修复，

甚至在补丁发布三个月之后，还有 48% 的设备没有被修复。这

也暴露出安卓采取开放策略后，引入的相关安全问题。从漏洞

公开时间，到厂家发布补丁时间，竟然长达 8 个月。另外，旧

机型（两年前出厂的机型）可能永远不会有补丁更新。

作为安全从业人员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有效机制并且

改善整个安卓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如何更早或者更及时地发布

补丁，在发现漏洞的情况下，有效负责地推送给各个手机厂商，

使他们尽快进行漏洞修补。

如今，不少人在家里都使用智能电视或者安装了电视盒子，

大部分使用了安卓系统。通过对 34 个智能电视或盒子进行评测

时发现，这些产品无一幸免，都可以进行 ROOT。

此外，在2016年3月底，通过对5500万联网手机采样分析发现，

超过 93.3% 的手机存在内核级的安全漏洞。这确实是目前国内安

卓设备的现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安全从业人员能

够做些什么？是否需要一套标准或者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

总之，安卓设备普遍存在内核级的安全漏洞，厂商的响应

还远算不上及时，设备自带的安全防护措施还有待提高。同时，

安卓手机安全需要生态链也需要各方的共同维护！

奇虎 360 无线安全研究院负责人蒋旭宪：

安卓设备的内核安全现状和分析

数据隐私专题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本文根据奇虎 360 无线安全研究院负责人蒋旭宪在 2016 年 4 月“网络安全研

究国际学术论坛”上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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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安卓设备的普及，针对

其系统的攻击也愈发频繁。作为支持安卓

系统的底层系统，Linux 内核备受黑客关

注，如何攻破内核获取其 root 权限也成为

黑客们争相尝试的目标。而且 Linux 内核

由于其代码量巨大，软件漏洞在所难免 [1]。

这些漏洞往往会被黑客利用，开发恶意软

件，盗取用户信息 [2]。

与此同时，移动安全也越来越为学术

界以及工业界所重视。为了保护 Linux 内

核，人们提出各种内核保护机制，开发出

多种内核安全工具，涵盖从最基本的越

界访问保护到复杂的实时内核保护系统

（RKP[3]）。这些内核安全工具不但要保

护内核的完整性（kernel integrity），而且

要在内核完整性被破坏后通知上层以及远

端系统。这就要求内核安全工具和 Linux

内核之间要有较强的隔离（isolation），

以保证内核里的漏洞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些

内核安全工具。

在以前的研究中，内核安全工具通常

被放置到拥有比内核更高权限的系统构件

中，例如 Hypervisor, 或者硬件安全组件中，

例如 ARM TrustZone，从而将安全工具和

内核中潜在的可攻击的漏洞隔离开来。但

是由于安全工具本身的代码量以及潜在的

软件漏洞，将安全工具放置到更高权限的

系统构件不但增加了运行维护的成本，而

且会增加所在高权限的系统构件的代码量

和可攻击点，反而使系统更易受到攻击。

NDSS2016 的一篇论文 :SKEE——针

对 ARM 架构的轻量级 Linux 内核安全执

行环境 [4]，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该论文

创新性地提出一个轻量级的内核安全执行

环境 SKEE（Secure Kernellevel Execution 

Environment）。这个安全执行环境拥有和

内核同等的权限级别，但却可以保证即使

内核被攻破，攻击者依然不能突破 SKEE

和内核之间的隔离，从而保证其内部所放

置的安全工具的安全。

SKEE 的 实 现 基 于 两 套 内 存 页 表

（kernel page table）：内核的内存页表以

及 SKEE 的内存页表。在内核的内存页表

中，内存页表本身，以及 SKEE 的代码和

数据页面没有被映射，这样内核便不能访

问 SKEE，也无法更新内核本身的内存页

表。而 SKEE 的内存页表包含所有内存的

映射。内核需要更新内存页表时，会陷入

（trap）到 SKEE 中，SKEE 会检查每一

个内存页表更新操作，确保其不会破坏

SKEE 和内核之间的隔离。SKEE 另一贡

献是针对 ARMv7 和 ARMv8 平台的内核和

参考文献
[1] Linux 内核漏洞统计 .http://www.cvedetails.com/

product/47/Linux-Linux-Kernel.html?vendor_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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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E—— 针对 ARM 架构的
轻量级 Linux 内核安全执行环境

学术专栏

申文博

现为 Samsung Research America,Knox Linux 内核组成员，研究方向

为 Linux 内核安全。2015 年于美国北卡州立大学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

师从 Dr.NingPeng 和 Dr.HuaiyuDai，从事无线网络安全以及操作系统安

全研究。本科 2010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师从张伟哲老师，曾代表

信息安全国家工程重点实验室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荣获一

等奖。

SKEE 切换逻辑的设计。该切换逻辑保证

切换的原子性，确定性以及唯一性。这些

的创新设计保证即使内核中存在漏洞导致

内核被攻破，攻击者依然不能突破 SKEE

和内核之间的隔离，无法访问 SKEE 内部

的代码和数据。

正是由于 SKEE 创新而且实用的系统

设计，该论文获得 NDSS2016 杰出论文奖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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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ker——
无需访问内存芯片的公钥密码算法实现

文 / 林璟锵

冷启动攻击（Cold-Boot Attack）是影

响范围极大的物理攻击。具基本原理是，

由于数据延迟消失效应，在断电之后，内

存芯片上的数据仍然会存在一段时间；在

低温下，甚至能够达到数小时。如果攻击

者可以接触到正在运行的受害设备（例如，

丢失的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就可以

插入含恶意代码的启动设备（如 U 盘）、

重启设备，就可以从内存中读取原有的数

据。甚至可以有更简单的方法：在低温环

境中（如电冰箱），拔下受害设备的内存

芯片，插到攻击者的机器上，就可以读取

原有的内存数据。冷启动攻击可以有效地

获取内存中的各种密钥数据。

对于计算机系统，内存和 CPU 是最

基本的组成部分。当敏感的密钥数据不能

出现在内存芯片时，我们只能考虑将密钥

运算限定在 CPU 内部。已有方案使用寄

存器来完成 AES 对称密码运算。但是，

基于寄存器的方案难以推广到公钥密码算

法，因为公钥密码算法（例如，RSA 算法）

需要的数据空间远远大于对称密码算法。

Copker (Computing with Private Keys without 

RAM) 利用 CPU 的片上 Cache 来执行公钥密

码运算。利用最基本的 WB 模式（即，CPU

会尽可能在 Cache 上执行操作、直至 Cache

不足才将数据交换到内存芯片），使得计

算时密钥保持在 Cache 中。同时，合理安排

密码运算的输入、输出和动态变量等数据，

使得计算过程中不会有 Cache 冲突。对于多

核 CPU，还需要设定不处于密码计算任务

的其它核的 Cache 访问模式，避免不同核之

间的 Cache 冲突。通过以上措施，能够有效

地将公钥密码运算过程中的数据访问限定

的 Cache 上、不会出现在内存芯片，从而能

够有效防范冷启动攻击。

Mimosa: Protecting Private Keys against Memory 
Disclosure Attacks using Hardware Transactional Memory

目前有各种攻击手段能从计算机内存

中窃取机密信息，包括各种利用软件漏洞

的攻击方法（例如 OpenSSL HeartBleed）

和物理攻击方法（例如 Cold-Boot 攻击和

DMA 攻击）。而且，此类攻击很多时候

并不需要破坏计算机系统的代码完整性，

更进一步增加了防御难度。

事务内存 Transactional Memory，是高

性能计算领域的技术概念，早在 1993 年

提出。其基本想法是由底层的软硬件跟踪

记录并行任务的内存访问，确保声明为事

务的代码片段的内存读写操作原子性。具

体为：对于声明为事务执行的代码片段，

如果在事务执行期间，有任何其它并行的

任务也访问了事务代码的数据、且其中

一方是写操作，则事务代码就会自动回

滚到事务的开始点、所有执行痕迹都被

自动清除。

利用 Intel 在 2013 年推出的硬件事务

内存特性（称为 TSX），可以构建安全的

密码计算环境：将密码计算定义为事务，

私钥作为事务执行的写操作结果，然后再

进行密码计算。能够获得如下的安全保障：

在密码计算期间，任何其它的（可能是非

法攻击）任务读取了私钥的内存地址，就

会触发事务回滚到开始点、私钥就被清除，

攻击者只能得到无效数据。

以上方法能够防范各种类型的、窃

取 密 钥 数 据 的 攻 击： 不 论 攻 击 所 利 用

漏洞是什么类型，攻击都会有最后的读

操作，都会触发事务回滚；包括软件攻

击和 DMA 攻击都是如此。而且，在现

有的硬件事务内存实现中，都是利用了

CPU Cache 来暂存事务的中间状态数据，

所以上述方案也能够有效防御 Cold-Boot

攻击。

林璟锵
博 士， 中 国 科 学 院 信 息

工 程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

2001 年 毕 业 于 中 国 科 学

技术大学，获得电子信息

工 程 学 士 学 位；2004 年

和 2009 年在中国科学院

研 究 生 院 分 别 获 得 硕 士

学位（通信与信息系统）和博士学位（信息安

全）。主要研究领域是系统安全和应用密码

学，研究成果发表在 IEEE S&P、NDSS、

E S O R I C S、C H E S、S R D S、A C N S、

ISC、SecureComm、ICICS 等国际会议和

TKDE、TIFS 等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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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出现了一

些利用非安全相关的硬件特性来增强系统

安全的机制。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介绍其

中的两个工作，它们都是基于硬件事务内

存特性，其中一个用于增强虚拟机自省技

术，另外一个用于防止私钥泄露。

事务内存（Transactional Memory），是

在程序并发控制领域提出的一套完整的解

决方案。传统的基于“锁”的程序并发控

制面临了包括低可扩展性、死锁、活锁在内

的一系列问题，而事务内存，作为乐观并

发控制（Optimistic Concurrency Control,OCC）

的一种解决方案，假设在大多情况下，并

发的事务不会相互影响，只有在实际发生

冲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事务的回滚。因此

在事务间数据冲突较少的场景中，基于事

务内存的程序并发控制能够获得更好的性

能。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事务内存都是

通过软件来实现的。2014 年，Intel 在其第

四代 Core 处理器（代号 Haswell）上装配

了硬件支持的事务同步扩展（Transactional 

Synchronization Extensions,TSX）机制，其中

一套软件接口 Restricted Transactiona lMemory

（RTM），成为市面上首个为程序员提供

的硬件事务内存指令集。RTM 在处理器缓

存中为事务维护了内存地址的读写集合，从

而在多核之间的缓存一致性协议中实现了一

套不同事务访问数据的冲突检测机制。和软

件事务内存相比，RTM 提供了更好的性能，

但是也由于硬件的局限性，造成了其功能上

的一些缺陷。比如某些系统事件（如中断，

系统调用等）会无条件中止（abort）执行中

的事务；另外，RTM 维护的读写集合也是有

限的，在我们的测试中，RTM 维护了 4M 的

读集合和 32K 的写集合，当事务中的数据超

过了读写结合的大小，事务同样会被中止。

TxIntro 是一个利用 RTM 来增强虚拟

机自省技术的机制。虚拟机自省，即在虚

拟机外部对虚拟机的状态进行分析，从而

达到更高的隔离性和安全性。但是当前的

虚拟机自省技术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没

有一套机制可以及时地触发虚拟机自省；

第二，在虚拟机自省过程中需要暂停虚拟

机，造成性能下降；第三，即使暂停了虚

拟机，仍然会发生数据读取不一致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TxIntro 将一些关键数据结

构（如系统调用表）放入 RTM 的读集合

中，任意对其的恶意修改都会及时触发虚

拟机自省。另外，它将自省过程置于事务

之中，这样即使不暂停虚拟机，也能防止

虚拟机自省过程中数据读取的不一致，因

为如果虚拟机在该过程中对相关数据进行

了修改，RTM 就会中止这个事务，使其

重新执行。除此之外，为了解决 RTM 的

局限性，TxIntro 提出了两个创新的优化技

术，从而大幅度减小了虚拟机自省过程中

事务内存的读写集合。TxIntro 被用于虚拟

机 Rootkit 的检测，它使得虚拟机自省技

术满足了及时性、同步性和一致性，并最

小化了对虚拟机的性能影响。

Mimosa 是一个利用 RTM 防止秘钥泄露

的系统。在传统的加解密过程中，秘钥会被

加载到内存中，任何系统中存在的内存泄

露的漏洞，或者其它类似于冷启动（cold-

boot）的攻击都可能窃取秘钥。Mimosa 借鉴

了含羞草一旦被触碰就会合上叶子保护自

己的这一特点，提出一套利用事务内存特

性保护秘钥的方法。具体的做法如下：最

初秘钥被加密存储在内存中，当需要利用

它加解密数据时，先创建一个事务，在该

事务中解密该秘钥，获得秘钥的明文，之后

的加解密操作都在这个事务中完成，并在事

务结束之前清除内存中秘钥的明文。如果在

事务执行过程中有其它进程（包括内核进程）

读取该秘钥的明文，则会中止该事务，由于

该事务尚未被提交，因此其它进程无法获得

秘钥的明文信息，从而防止了秘钥的泄露。

为了克服 RTM 的限制，Mimosa 系统做了大

量的性能调节的工作，使得整套机制能够顺

利完成。总的来说，Mimosa 的原理就是利用

事务内存的特性，在秘钥被无关进程访问时

清除它，从而防止其泄露。

计算机在发展过程中会引入越来越多

的硬件特性，其中的很多并非安全相关，

比如 RTM，其初衷在于提高程序并发控

制的性能。但是如果能有效地利用这些硬

件的特性，就能够在现有的硬件资源中进

一步提高系统的安全等级。

基于硬件事务内存的安全增强机制

学术专栏

陈海波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CCF 杰出会员、ACM/IEEE

高级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软件、系统结构与

系统安全。多次担任 SOSP、ISCA、Oakland、

EuroSys、FAST、PPoPP、Usenix ATC 等国

际著名学术会议 PC members，APSys 2014、

2014 年全国体系结构学术年会等 PC Co-Chairs，

APSys 2011、SOSP 2017 的大会共同主席，以及

ACM APSys 的 Steering Committee Co-Chair，

在 SOSP、OSDI、EuroSys、Usenix ATC、

FAST、PPoPP、ISCA、MICRO、HPCA、

Usenix Security、CCS 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获得

EuroSys 2015、APSys 2013 与 ICPP 2007 的最

佳论文奖、HPCA 2014 的最佳论文提名奖与 2011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以及 2015 年 CCF 青年科学家奖。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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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美国政府“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

划”（NITRD）公布了 2017 财年预算补充说明。

NITRD 计划 2017 财年的经费预算为 45.4 亿美元，

比 2016 财年的预估经费（44.9 亿美元）增加了

1.1%。

NITRD 计划囊括了美国政府资助的重大信

息技术项目，参与 NITRD 的各联邦机构通过

项目组成领域（PCA）协调其开展的 NITRD 活

动与规划。在 2017 财年预算中，PCA 的数量

从此前的 8 个增加至 10 个，其中新设立 4 个

PCA，包括旨在推动高容量计算系统发展的研

发（EHCS）、高容量计算系统基础设施与应用

（HCSIA）、大规模数据管理与分析（LSDMA）

以及机器人技术与智能系统（RIS），而人机交

互和信息管理（HCI&IM）、高可信软件与系统

（HCSS）、大型网络（LSN）这 3 个 PCA 在原

有基础上有所缩减，网络安全与信息保

障（CSIA）、IT 的社会、经济和劳动力

意义及 IT 劳动力发展（SEW）、软件设

计与生产（SDP）这 3 个保持不变。

下面简要介绍新设的 PCA 在 2017

年的战略优先领域：

（1）EHCS。2017 年优先研究领域包括：

极限规模计算；高容量计算系统软硬件、计算机

科学与系统架构的新方向；提高生产率；扩大影

响。

（2）HCSIA。2017 年 HCSIA 的优先研究领

域包括：领导级与生产级 HCS；改善 HCS 应用；

HCS 基础设施；提高生产率；扩大影响。其中，

国防部的计算研究工程采购工具与环境项目将

开发并演示先进的应用代码，帮助科学家与工程

师使用超级计算机设计和分析虚拟原型。

(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供稿） 

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地平线 2020（Horizon2020）高性能

计算（HPC）项目招标文件，三个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1. HPC 系统及应用程

序的联合设计。该项目属

于科研创新计划，经费预

算 4100 万 欧 元， 申 请 时

间 为 2016 年 4 月 14 日 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研究范

围：与各学科和利益相关方

开展紧密合作，开发大型应用程序广泛适用的极限规模、高能效

和高弹性 HPC 系统架构，研究极端数据处理要求，阐释和验证针

对特定应用程序的能效改善情况，解决极端规模 HPC 系统的可靠

性、运行时错误和操作稳定性问题等。

2. 迈向百亿亿次（E 级）计算。该项目属于科研创新计

划，经费预算为 4000 万欧元，申请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研究范围：（1）面向 E 级计算的高产出编

程环境；（2）面向 E 级计算的系统软件和管理；（3）面向 E

级计算的输入输出（I/O）及多层数据存储；（4）针对极端数

据的超级计算和新型 HPC 使用模式；（5）用于极端规模 HPC

系统和极端数据应用程序的数学和算法。

3. 构建 E 级高性能计算生态系统。该项目属于协调支撑

计划，项目经费 400 万欧元，申请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研究范围：（1）E 级 HPC 协同战略和国际

合作；（2）卓越的 E 级计算水平。

计算机商业评论网站发文介绍

了智慧安全城市所需的五大网络安

全工具，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1. 数 字 化 登 录 控 制 系 统

（DACS）。DACS 应限定仅相关人

士（官方权威人士、相关公司或供

应商）有权访问智慧城市数据和网

络，从而保证城市服务免受盗窃、

篡改、变更等网络威胁的影响。

2. 灾难恢复及备份服务。数据

中心是物联网的核心，灾难恢复则

是数据中心架构的核心。服务器宕

机时应尽快恢复系统，而适当程度

的备份能使之前的工作重新运行。

数据备份应定期、离场进行。

3. 软硬件错误监控。智能城市

均部署有大量软硬件，若遭遇入侵

将可能导致数据盗窃、编码变更等。因此，对智慧城市架构进行持续无休监控，保证

其不被攻击至关重要。

4. 虚拟专用网（VPNs）。VPNs 采用 IPsec 协议来对智慧城市网络各部分交换的

数据进行认证、授权和加密。

5.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NIDSs）。NIDSs 监测所有出入站的网络活动，从而鉴别

出能预示网络及系统攻击的可疑模式。

（3）LSDMA。2017 年优先研究领域包括：

下一代能力；数据的可信度；网络基础设施；数

据采集、保管、管理与获取；数据隐私、安全与

伦理；教育与培训；合作。

（4）RIS。RIS 的研究需要重视人与物理系

统的交互，尤其是涉及安全、信任和可预测性

等方面的问题。其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物理 IT 与

人的交互、物理 IT 与强大的自主性、物理 IT 与

传感、面向物理 IT 系统的硬件与软件抽象开发、

可信的物理 IT 系统等。

美政府公布 2017 财年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预算

针对智慧安全城市的五大网络安全工具
欧盟发布 Horizon2020 高性能计算

项目招标文件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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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4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66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25B； 其次是阿

尔及利亚，16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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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B； 其次是埃

及，80B。

4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 有 341 个， 其 中 欧 洲 171 个， 亚 太

76 个，拉美 59 个，北美 28 个，非洲 7 个，

分别来自 71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

多的是巴西，51 个；其次是美国，27 个。

4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4 月全球 IPv6 地址

分配数量为 1490*/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

最多的是荷兰，200*/32；其次是德国，

137*/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

4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41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4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4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05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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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0.04 1.58 7.23 2018-03-31

APNIC 51.58 0.22 0.55 52.35 2011-04-19

ARIN 100.44 0.38 0 100.81 2015-09-24

RIPENCC 47.96 0.05 0.9 48.91 2012-09-14

LACNIC 10.99 0.29 0.09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01 35.34 2011-02-03

TOTAL 216.56 36.31 3.13 256 /

个，IPv6 地址申请 20 个，EDU.CN 域名

注册 22 个。

址数量最多的是德国，1395*/32；其次是

中国，1301*/32。

4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7

4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262G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4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4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3 月有明显上升。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

量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减少了 2.25G，出流量增加了 0.79G；

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增加了 0.79G，

出流量减少了 3.79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减少了 0.72G，出流量减少了 2.42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

华中地区次之，华东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东北地区第

一，清华第二，华中地区第三位。

图 1~2 表示 2016 年 4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62.05G 出流量：273.44G

图 1  2016 年 4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89.12G  出流量：65.31G 

图 2  2016 年 4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4月

NOC2016 年 4月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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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5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

严重的安全事件。4 月底出现的 Apache 

struts2 S2-032 漏洞（CVE-2016-3081）正

在网络上被利用。根据上交大对教育网内

网站的抽样检测数据显示，其中 706 个采

用 Apache Struts 2 作为容器软件的网站中

有 29 个网站存在 S2-032 漏洞，占比 4.1%，

而存在 S2-016 及更低版本远程代码执行

漏洞（如：S2-005）的网站有 196 个，占

比 28%。这些数据说明教育网内网站的软

件版本更新速度非常的缓慢，大量网站对

安全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网站依然是当前学校面临的网络安全

工作重点。

5 月没有新增影响比较严重的木马蠕

虫病毒。值得关注的是 TeslaCrypt 家族勒

索病毒的开发者目前在网络上公开了该病

毒的通用解密秘钥，使用这个秘钥可以

解密之前被 TeslaCrypt 病毒加密的文档。

如果您之前曾被该病毒加密了文档，可

以到各安全厂商下载解密软件来还原文

档。需要提醒的是通用解密秘钥只对被

TeslaCrypt 家族病毒加密的文档有效，而

对其他勒索病毒无效，尤其是那些使用了

非对称秘钥算法的勒索病毒目前仍然没有

很好的解密办法。

5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发布了今年 5 月的例行安全公

告，本次公告共 16 个，其中 7 个为严重

等级，9 个为重要等级。这些公告共修补

了包括 Window 系统、IE 浏览器、Office 

办公软件、EDGE、.net framework 及 WEB 

APP 中的 36 个安全漏洞，其中有 8 个安

全漏洞可造成远程代码执行。漏洞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https://technet.microsoft.com/

zh-cn/library/security/ms16-may.aspx。

2. Adobe 公司 5 月发布了两个安全公

告，用于修补 Adobe Acrobat ／ Reader 中

的 92 个安全漏洞（https://helpx.adobe.com/

security/products/acrobat/apsb16-14.html），

Flash player 软件中的 25 个安全漏洞（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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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sb16-15.html），由于本次漏洞涉及 PDF

软 件， 对 于 那 些 使 用 破 解 版 Acrobat ／

Reader 软件的用户可能无法自动升级，建

议用户使用正版软件并升级到最新版。

3. Openssl 官方在 5 月上旬发布了一

个安全公告，用于修补 Openssl 软件中的

6 个安全漏洞，其中有 2 个属于高危漏洞，

其中密文填塞漏洞（CVE-2016-2107）可

能导致攻击者利用中间人攻击的方式来对

加密数据进行中途解密，例如获取用户通

过 https 协议加密后的登录密码。另一个

高危漏洞（CVE-2016-2108）则是由两个

低风险漏洞共同造成的 , 当所有条件都满

足的情况下，这两个漏洞可能导致攻击

者远程执行任意代码。目前 Openssl 的开

发团队已经在新版本中修补了这些漏洞，

使用 OPENSSL 1.0.1 及 1.0.2 版本的用户

应该尽快更新自己的 Openssl 到最新版本

（1.0.1t 及 1.0.2h），漏洞的详情请参见：

https://www.openssl.org/source/。

4. ImageMagick 是一款开源的创建、编

辑、合成图片的软件 , 可以读取、转换、

写入多种格式的图片，遵守 GPL 许可协议，

可运行于大多数的操作系统。ImageMagick

在实现过程中存在一个安全漏洞。攻击者

利用漏洞上传一个包含执行代码的恶意图

像到目标 Web 服务器上，可能获取务器控

制权限。由于 ImageMagick 属于基础组件，

被集成在很多CMS系统中（如Wordpress等）

用于图片处理，如果权限控制不当就可能

导致漏洞被利用，管理员应该检查自己的

网站系统中是否调用该图片处理组件，如

果有请及时修补漏洞，软件的升级信息请

参见：https://imagetragick.com/。

Apache Struts 2 安全漏洞频出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2016 年 4 月 ~5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安全提示

Struts2 漏洞一直是教育网内网站存

在比较突出的安全问题，主要的原因是

很多网站的管理人员自身并不知道自己

的网站使用了 Struts2 框架。目前我们正

在联合各方的力量推进对 Struts2 漏洞的

处置工作，如果管理员收到相关的安全

提示，请尽快落实漏洞的修补工作，以

避免漏洞被人非法利用，造成不良影响。

4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月峰值为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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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王继龙

4 月 CNGI-CERNET2 主 干 网 流 量

相比 3 月略有降低。4 月入流量均值为

26725.19Mbps，相比 3 月减少了 12.49%，

与 2015 年 同 期 相 比 减 少 了 21.27 ％；

4 月 CNGI-CERNET2 出 流 量 均 值 为

29595.58Mbps， 环 比 减 少 了 11.55%， 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4.20%。

4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与 3 月基本持平。4 月入流量月峰值为

9.460Gbps；出流量峰值 7.911Gbps。

从 4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来看，北

邮、北京和沈阳节点占据了流量统计的

前三位。北邮节点居于首位，占到总入

流量的 19.96%，平均值为 5335.04Mbps;

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5046.27Mbps

占 18.88%; 第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

流量的 9.38%。

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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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4.86Mbps，占到总出流量

的 17.86%；其次是北邮节点 , 占到

总出流量的 15.76%； 流量排名第

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

的 8.27%。

图 1  2016 年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6 年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3  2016 年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4  201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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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260 7854
2 北京师范大学 547075 1912
3 北京邮电大学 334058 3528
4 湖南大学 218923 11510
5 北京化工大学 132404 14868
6 华南师范大学 115560 5561
7 北京交通大学 110642 32377
8 合肥工业大学 81344 9483
9 西北工业大学 70442 10755

10 河海大学 69757 8012
11 东北大学 62083 8231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816 13629
13 中南大学 58256 22573
14 四川大学 56570 11536
15 南开大学 55529 9040
16 山东大学 55098 11716
17 电子科技大学 53548 13182
18 北京工业大学 51898 4666
19 上海大学 51591 16763
20 北京大学 50209 5770
21 北京林业大学 49006 12897
22 东北农业大学 48925 5519
23 重庆大学 48441 13412
24 北京科技大学 46929 3974
25 中央民族大学 46645 3365
26 华北电力大学 46215 8434
27 西安交通大学 43112 5035
28 长安大学 42051 10844
29 南京师范大学 41487 2676
30 大连海事大学 39874 2741

排名 学校 地址总数 注册数
1 北京交通大学 110642 32377
2 中山大学 31903 24928
3 中南大学 58256 22573
4 上海大学 51591 16763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7660 15099
6 北京化工大学 132404 14868
7 华中科技大学 30472 13888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816 13629
9 重庆大学 48441 13412

10 电子科技大学 53548 13182
11 北京林业大学 49006 12897
12 山东大学 55098 11716
13 四川大学 56570 11536
14 湖南大学 218923 11510
15 深圳大学 37711 10907
16 长安大学 42051 10844
17 西北工业大学 70442 10755
18 郑州大学 37140 9887
19 兰州大学 21221 9805
20 合肥工业大学 81344 9483
21 南开大学 55529 9040
22 东南大学 32807 8727
23 华北电力大学 46215 8434
24 东北大学 62083 8231
25 天津大学 38211 8152
26 河海大学 69757 8012
27 南京农业大学 929260 7854
28 武汉大学 38214 6975
2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8457 6869
30 西南交通大学 15292 5865

6NOC2016 年 4月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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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状况如何？（如无线网络状况、服务

器、存储、校园数据中心等。）

陆以勤：华南理工大学是以理工见长

的高校，对信息化基础设施需求较大。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较早，是 CERNET 华

南地区节点、广东省教育网的中心，也是

广东省粤教云的数据中心之一。校园网接

入互联网带宽为 9.5G（校园网用户）+2G

（电信“翼起来”增值业务），信息点约

8 万，校园网骨干带宽 10G，接入带宽为

100M/1G，2015 年开始尝试办公楼光纤到

户。2008 年开始完成 IPv6 的覆盖，目前

校园网内基本支持 IPv6, 公共区域已由学

校建设无线覆盖。校园数据中心原共有近

千台服务器，由于建设公共云平台，新建

业务系统和部分原有业务系统已迁往云

平台，运行在云平台的虚拟主机有 100 多

台。近几年学院投入较大资金建设基于云

平台的绿色数据中心，云平台总 CPU 核数

为 340 个，年内将扩展到 920 个，用于公

共服务的存储容量约 300T，年内将扩展到

800T。由于建设较早，规模较大，初期建

设缺乏规划，信息化的基础设施面临更新

换代的压力很大。 

中国教育网络：学校信息化的应用状

况如何？（如信息化覆盖业务流程的比例，

以及信息化应用在哪些关键业务流程上，

应用效果如何 ?）

陆以勤：华南理工大学是较早开始

数字化校园建设的，2000 年就开始实施

Portal、统一认证和 CMS，2012 年完成邮

件系统、CMS 的升级，办公自动化系统上

线运行，2013 年完成三大平台升级。目

前 Portal 集成了 40 余个应用系统，支持

个性化定制服务，CMS 管理了 250 个网站，

2000 多个栏目。今年，移动 OA 上线运行 ,

完成了移动门户 APP 升级。2014 年 4 月

利用微信平台开展了管理信息系统的移动

应用；2015 年 5 月开始，学校与腾讯公

司开展移动 QQ 客户端在有关校园信息化

应用的深度合作 , 于 2015 年 7 月上线全

国第一个高校 QQ 公众号。

总体说来，学校各个业务部门实现了信

息化，但由于建设较早，缺乏规划，各个业

务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数据共享的效果不理

想，业务系统建设水平不一，很多业务系统

存在技术落后、功能不健全等问题。

中国教育网络：在信息化与教学深入

融合这方面，学校有什么计划？关于科研

信息化，学校是如何应用如何管理以及评

价的？

陆以勤：在信息化与教学深入融合这

方面，我们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和广

东省、广州市的科技项目，研究利用信息

化技术进行用户兴趣挖掘，将教育资源进

行个性化推送，同时研究进行教学活动的

设计。另外，我们研究了学生的使用特征，

利用即时通信移动客户端（微信和 QQ 移

动客户端）作为业务系统的入口，同时进

行消息的个性化推送，今年将建设“华工

信使”APP，对教学、科研、行政信息进

行个性化推送。

关于科研信息化，我校曾经使用自主

开发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可以和学校的绩

效对接，但和财务系统不能进行数据交换。

去年完成了新一代的科研管理系统，可以

和学校的数据交换中心进行数据交换，并

通过数据中心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财务

系统等对接。鉴于目前科研数据成为核心

竞争力之一，为了支持学校科研活动，学

校正规划建设统一的科研大数据平台。

对教学、科研活动，我校实行“兴华

人才”计划，对教学、科研工作进行了量

化考核，2015 年，学校建设了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支持“兴华人才”计划量化考

核，但去年上线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 没

有和各业务系统（本科教务、研究生管理

系统、科研管理系统等）进行有效的数据

共享，今年我们正在对其进行改造升级。

中国教育网络：学校是如何评价信息

化的应用效果的？

陆以勤：我们学校于 2011 年完成了

干部考核系统的建设，利用该系统对学校

的部门和负责人进行评价，参与评价的有

学校领导、中层干部、部门员工、服务对

象等，作为信息化的主管部门，也要接受

来自各种层面和方面的评价，不过我们认

为这个评价是不够的，信息化应是服务全

校师生员工的，其应用效果最权威的评价

应该是服务对象。为此，我们建立的信息

化质量提升小组，对信息化服务进行回访、

调研，以评估信息化的应用效果。除此外，

去年我们成立了“华南理工大学校园网使

用与满意情况调研”专项，委托第三方专

业评估机构，以 ASCI 模型为基础，考虑

创新驱动信息化生态演变
——专访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陆以勤

创新驱动，这是需求驱动的延伸，

也源于互联网开放、创新的基因。

	 	 	 ——陆以勤

主任访谈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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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化的特点，最终形成感知质量、用

户期望、感知价值、用户满意、用户忠诚

五个维度，使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

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等进行了调研，并

形成了《2015 年华南理工大学校园网使

用与满足情况调研报告书》，用以获取比

较客观的信息化的应用效果的评价。

中国教育网络：“十三五”规划中，

学校建设的重点是什么？目前建设的状态

是什么？学校投入是否能满足建设需要？

您认为当前最应该解决的信息化建设关键

问题是哪些？

陆以勤：我们在 2015 年 5 月完成了

学校信息化“十三五”专项规划征求意见

稿，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和完善

信息化管理和服务体系 , 加强信息化办公

室的规划、统筹和协调责任和职能，加强

顶层设计，加强信息化标准和制度建设，

在制度、流程、资源管理上加强信息化办

公室对全校信息化的统筹协调能力；二是

结合目前虚拟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移动应用、未来网络、面向第三方业

务开发模式、智能控制等新技术，完成以

用户为中心、在教育活动中深度应用的高

水平大学信息化空间的建设，实现数字化

校园向智慧校园的纵深发展。

目前信息化建设的状态是完善信息化

管理和服务体系，进行基础设施和应用系

统的更新换代，完成数据层面的融合和共

享，并建设一个适合第三方包括学生创新

的开放的业务开发生态。

我认为信息化的关键问题是信息化管理

和服务体系。例如，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信

息孤岛问题，或者脱离业务部门需求等问题，

表面上是技术问题，但究其本源是体系和管

理问题。如果几年前出现这个问题，还可以

认为是认识问题，但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信息化组织内部结构不健

全，信息化主管部门地位低下，统筹能力弱，

调动资源能力弱，协调成本高。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当前高校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有哪些？他们会对未

来高校的教学、科研与服务带来哪些变化？

的基础设施并向第三方开放的发展趋势。

3. 信息化服务的模式将呈现多种趋

势，由于校园网开放程度的加强，社会力

量的届入，服务专业化程度增加，信息化

服务模式将呈现多样化，信息化管理部门

的角色也会有一定的转换，亲自参与信息

化建设的程度将降低，统筹、规划、管理

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4. 高校未来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生态

将发生变化，适合创新、开放的面向第三

方业务开发的模式将一步确立并加强，社

会创新和学生创新活动对高校信息化的影

响和融合将一步加强，即时通信客户端等

社交网络将成为高校信息化的另一个入口。

以上趋势是互相关联的，其源动力在

于互联网开放创新的基因。

中国教育网络：学校信息化人才队伍

建设状况是怎么样的？存在哪些问题？您

认为应如何解决？

陆以勤：我校信息化人才队伍规模算

是比较大的，这几年也比较稳定，特色是

以技术见长，承担国家、部委和地方的项

目比较多，也是地方信息化比较可靠的技

术支撑，在学科建设上也做了一定程度的

贡献，我们对新技术的跟踪也很密切，前

几年参与 CNGI-CERNTE2 的建设，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承担了教育部科技发展

中心主管的首届和第二届全国高校软件定

义网络 SDN 应用创新比赛，这两年举办了

近 20 场的培训研讨会，开发的 SDN 目前

还是赛项的制定平台，2015 年创办广东省

高等学校互联网 + 云创设计大赛。

但我校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也存在

很多问题，如上面说我们以技术见长，

但管理和协调能力偏弱。另外，学校信

息化人才队伍除了信息化的主管部门外，

还涉及信息化的专家团队、学校各二级

部门负责信息化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学

生的创新团队等，如何有效地发挥学校

所有从事信息化的人才队伍的力量，探

索一种开放的模式，并提供一个可以实

施的平台，我们做了一些尝试，有了一

些经验，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陆以勤：信息化建设初期，信息化发

展模式是技术驱动的，随着信息化效益的

逐步显现，信息化意识逐步增强，信息化

逐步转向业务驱动或者需求驱动，信息化

和教学、科研、管理等业务融合程度越来

越深。目前，大家逐步认识到，信息化不

仅是学校发展的引擎之一，也是推动改革

的重要力量，信息化建设将逐步提升到学

校战略的高度，高校信息化将逐步进入战

略驱动阶段。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创新驱动，

这是需求驱动的延伸，也源于互联网开

放、创新的基因。由于互联网 + 的出现，

学生的创新活动加强，这种创新活动贴

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需求，具有很强的

活力，而很多创新都离不开信息化，特

别是互联网 + 的创新，这些创新需要学

校的业务数据支持。届时，学生的创新

活动必然和学校信息化活动融合，反过

来推动学校信息化工作的发展。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高校未来信息

化建设和应用会呈现哪些趋势，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

陆以勤：我个人判断，高校未来信息

化建设和应用中，对信息化重要性的认识

程度和期望值越来越高，出现如下的趋势：

1. 信息化工作的管理和统筹能力进一

步加强，高校信息化的实体管理部门如信

息化办公室，将会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出现，

部分高校可能出现专门的 CIO 岗位，这里

专门的 CIO 岗位，是指区别于目前分管信

息化工作的学校领导的特设岗位，这个岗

位属于校领导层面的，可以协调学校的各

个部门，类似于总会计师。

2. 信息化的技术体系结构将发生演

变，除了目前云计算带来服务模式的变

化，大数据带来决策的科学性和服务的精

细化，物联网的兴起扩大了校园的智慧化

范围外，接下来未来网络的兴起将会带来

网络体系结构的变化。总的说来，纵观信

息化技术体系结构的演变，都具有开放、

虚拟化、集中控制与分布式控制的平衡、

弹性动态分配 IT 资源、业务独立于具体

主任访谈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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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情

况，重要的应用系统都已经有了，统一身

份认证已经于 2015 年整合了学校主要的

应用系统，对于数据的标准化以及深度整

合还在进行当中。

基础网络总的带宽加起来是 6.2G，包

括电信 600M，教育网 5G，网通 600M，

已基本实现所有楼宇网络接入，公共区域

无线网络基本覆盖，IPv6 的覆盖也达到

90%，校园网主干升级到了万兆。

Q&A主任答疑篇

兰州大学近期重要的信息化工程——

Q：今年开学初，您说相当忙，主要

忙的什么工程？

A：今年正在做的是一卡通的升级，

这个工程比较大，预计年底完成，任务艰巨。

升级实现后，从学校的层面来讲，数据的

整合能够达到基本的统一。

纵观一卡通的使用历史，虽然已经使

用十多年，但是，过去是和单一的银行合

作，服务、沟通机制都不是太灵活，合作

时的主动性也不强。2015 年加入多家银

行竞争，从门禁、节能校园、资产管理等

方面都将进行拓展。

Q：会为学生和老师带来什么变化？

A：服务师生的地方更多，比如进图

书馆、上网、进楼宇宿舍、缴纳学费都实

现一卡通。当然，一卡通的“魔力”仅限

于学校里。

Q：升级前后一致的地方？

A：方案都来自于学校，实现的途径

都是圈存。

Q：升级前后变化之处？

A：以前：磁条卡，功能相对弱，消

费需要到指定的银行圈存机去存，转入一

卡通电子钱包。

之后：网上便可以圈存，如同现在的

手机充话费一样简单便捷。

存储——

Q：目前的状况如何？

A：2015 年已经增加存储容量了，现

在基本能够满足需求。但是，这是一个变

化的过程，因为将来还将建设新的校区，

存储也会提出新的需求。

Q：随着信息化需求的变化，您觉得

哪一块的存储压力比较大？

A：基础数据量比较大，这几年来看，

最明显的变化是监控的量越来越大，几千

个监控点，都是视频，压力可想而知。

Q：保存期多久？

A：有的一星期，有的更长，公共区

域的相对短。根据需要安排，不一定。

Q：高清的视频往往带来的数据存储压

力会更大，兰州大学的监控里，高清的大概

多少比例？

A：今年逐步地换高清，投入非常大，

现在已经 80% 都是高清了。

服务器——

Q：服务器的购买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

吗？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之主任谈：

未来“全员信息化”的畅想

高校未来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会更加务实，会更加注重

最终用户的感受，差异化也会越来越小。差异化缩小是大

家互相学习以及国家标准的不断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张继革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兰州大学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话题
1

Q：中国教育网络

A：张继革（兰州大学通信网络中心主任）

主任访谈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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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般来讲，主要服务器的添

加数量会减少，但是容量却会越来越

大。从成本和有效使用等角度来考

虑，今后将考虑慢慢地归口，不要重

复购买。比如，过去可能有需求的部

门需要，打一报告就购买了，现在购

买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统一的

规划。

数据标准化——

Q：兰州大学有没有考虑如何利

用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等价值的利用？

A：数据标准化的内容，兰州大

学正在做。严格意义上来讲，真正的

数据还没有整合统一。想要达到数据

分析的这一步，数据整合的工作必不

可少，换言之，这是实现数据分析的

前提。

Q：数据整合的难度在哪里？

A：数据的准确度没有大的问题，

但是各部门提供的字段有限，因为各

部门的规矩和要求不一样，人事、财

务、制度等各方面的“地雷”也是难

免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够根据

有限的共享、交换，一步步地往前推

进。

Q：如何“排雷”呢？您觉得哪

一种方法相对实际，你们去“排雷”，

还是等着“雷”主动地拆除？

A：各部门对于信息化的需求逐

渐增强，他们有这需求，需要的时候，

主动推进，并改变，才能实现数据

真正意义上的整合。

Q：您觉得，这一天是可预期的？

遥远吗？

A：当然。用一个比喻，电商的

出现。电商出现的起初，存在各种“地

雷”，但是大家习惯以后，会越来越

适应电商的服务，并主动地“排雷”。

当大家都使用并都需要的时候，问题

自然游刃而解。

兰州大学在 80% 的关键业务流程中

都不同程度地应用了信息化的手段，特

别是在教务、科研等学校关键环节基本

实现了完全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提高了

工作效率，也使我们重新梳理了流程，

实现了流程再造及效率优化。所以，应

用良好，主要业务流程全部覆盖到了，

工作效率提升了。

对于学校来讲，已经离不开信息化，

教学、科研、后勤服务部都用到信息化。

然而，信息化的手段不可能永远完美，

随着信息化的技术的提高，覆盖率、深

度都将有一个上升的空间。简言之，对

于信息化而言，变化是无止境的。

Q&A 主任答疑篇

信息化应用的重点工作 国资清查系

统——

Q：以兰州大学正在做的信息化应

用为例，请阐述一下您前面提到的观点。

A：比如，我们正在做的国资系统，

要求上半年完成任务，紧迫吧！难度还

很高。所谓国资清查，就是所有的物、

人都得对上号。小到台灯、桌子、椅子

都得对上号。

Q：这工作实现后能够带来什么便

利呢？

A：这是相当于给物身份证，编号码。

以后就可以自动条码对接。

Q：您提到这工作的任务艰巨，相

信不仅仅指的时间吧？

A：对的，艰巨是因为围绕这方面，

各个学校都没有统一的模式，别的学校的

系统也不能够照搬。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Q：以前是如何实现国资清查的呢？

A：以前主要是卡片登记，然后 Excel

填写录入，手工的成分多。不仅慢，而且，

有时候，工作人员一换，对接又是一个问题。

信息化驱动力——

Q：这就呼应您此前提到的观点，各

部门用手工操作到一定的程度，自身就会

提出信息化的需求。其实，我本来想问的

是信息化的工作中涉及到许多部门，如何

协调各部门的问题，比如，您是如何挖掘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配合信息化的

工作进展。但是，这么看来，我的预想提

问，好像正好反了。您觉得呢？

A：对，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会发现

并不是我们要去想办法如何让他们来配合

我们的工作，这样事倍功半，而是在信息

化的发展中，他们尝到信息化带来的甜头

后，发现有的工作手工干不了，或者发现

手工太慢，效率太低，遇到阻力的时候，

他们会主动地产生信息化的需求，并提出

需求，这时候，事半功倍，信息化的工作

很容易推进。

Q：用一句话来概括如何？

A：将来的“全员信息化”，信息化

是所有人的事情，大家都去做才能做好，

推广的过程中，大家才更踊跃和有动力。

Q：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你们和其他部

门的关系吧。

话题
2

兰州大学信息化的应用状况

主任访谈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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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与教学深入融合这方面，

近年来兰州大学紧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

势，例如兰州大学积极参与复旦大学牵头

的 Sakai 教学平台建设，配合教务处加大

对微课、MOOC、精品课程的制作与推广；

鼓励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教

学效率。

Q&A 主任答疑篇

信息化与教学的融合——

Q：慕课需要投入的精力相对普通的

授课更多，学校如何实现对于慕课的鼓励？

A：对于利用慕课教学手段的老师有

一定的奖励。

Q：如何看待慕课与传统教学方式的

关系呢？

A：慕课对教学方式的冲击，是一个

好事情，具体如何运用慕课，需要去探索。

传统的教学方式也不可能抛弃，今后网络

的互动会和传统的教学结合。

科研信息化——

Q：近期的科研信息化的重点任务是

什么呢？

A：将在下一步考虑科研信息化中重

点支持科研协作共享领域，提高大型仪器

实验设备的利用率。

Q：如何理解这一句话？我可以理解

为，以前的大型仪器实验设备存在一定的

利用率浪费吗？

A：以前学校买很多大型的公用设备，

但没有用信息化管理起来，容易造成主观

原因带来的利用率低。比如，想用仪器得

预约，但是预约不是由信息化管理，而是

由人来决定的，人工的主观管理，相对信

息化而言，容易产生随意性，不科学。

Q：信息化会客观很多，有没有已经

实现的典型案例呢？

A：对，信息化的管理下，有没有预约，

从系统里就能够得到信息，而且如果预约

上了，手工也无法拒绝，这样的透明度很

高。目前我们建成了院级大型仪器网络共

享平台，有 13 个学院和研究所在此平台

上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Q：您如何评价兰州大学科研信息化

的现状？

A：兰州大学的项目申报、科研经费

管理都已经实现信息化，过去数据的重复

录入问题也基本解决。比如每人一个账户，

每年增加的项目、文章等信息，只要添加

就可以，然后由相关人员进行审核，相对

便捷了。

Q：您觉得什么是评价信息化应用效

果的标准？

A：信息化在默默地改变着我们的工

作、学习以及生活，目前的一些评价体系

也很难准确地量化信息化系统的效果，学

校对我们的评价主要是看应用效果。如何

看效果，主要还是让广大师生满意，配合

学校整体规划部署做好本职工作，以信息

化服务于学校各个方面的工作。所以，师

生的满意度才是标准。当然，需求的不断

提高，需求和变化也是无止境的，绝对的

满意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都在努力，

而且一直为之努力。

A：我们技术支撑部门是修高速路

的，路上跑什么车，由各部门去安排。

Q：所以，这是当前高校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驱动力，对吧？其他还有哪

些？

A：对，学校内部改革急需提高管

理水平和提高工作效率是高校信息化建

设的主要驱动力。当然国家要求、社会

需求都是很重要的驱动力，另外目前不

断地革命性变革的新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驱动力，例如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技术、

物联网等等。

Q：这样的驱动力会对未来高校的

教学、科研与服务带来哪些变化？

A：这些驱动力带来的变化那就多

了，例如教学方面，学生不再单一地从

老师那里获取指导，网络上各种途径的

教学模式可以更快更有效地获取知识，

这就是学生的需求推动的变革；科研方

面信息技术的作用就更大了，例如文献

检索、网络交流合作、科研项目申报、

校企合作等都改变着我们的传统工作方

式，尤其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学校，感受

最为明显。总之，信息化对于高校来说，

越来越重要了，今后无论是学生，还是

老师，管理人员，离开信息手段就不能

正常的学习、教学、科研和工作，这是

一个巨大的驱动力。

Q：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案例？

A：比如，我们的迎新系统，正是

师生们迫切要求改的。以前新生入学，

只有简单的手工录入到一个系统上。而

自从去年 9 月初重新上线系统后，反响

很好，因为太便利了。学生不用再排队，

所有的信息、缴费在系统上登记就行。

方便到学生完成网上报名后，宿舍管

理员就将配送的相关东西送到宿舍了。

迎新原本两三天，如今缩短到半天或

一天。这如同网上订票，到了以后上

车便可以了。

话题
3 兰州大学信息化与教学、与科研的融合

主任访谈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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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中，兰州大学主要是

围绕建设以物联网为支撑的智慧校园。目

前兰州大学已经实现了数字校园二期的建

设目标，实现了单击登录及部分职能部门

的系统整合，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云计算

存储平台，正在向智慧校园推进。

目前大家的共识是信息化建设是需要

大量资金投入的。这方面学校的投入还是

不小的，当然兰州大学也通过一些项目吸

引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Q&A主任答疑篇

智慧校园的解读——

Q：以校园卡为例，介绍一下移动终

端带来的好处。

A：数字时代，校园卡必须带卡，有

卡号，升级后，不需要带卡，只要带手机

就可以代替过去用卡的功能了。可以这么

说，预计一段时间以内，校园的信息化都

将和手机有关。

信息化建设关键问题——

Q：您觉得当前最应该解决的信息化

建设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A：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我觉得

最主要有三条：一是学校包括决策层要

提高对信息化理念的认识；二是学校要重

视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稳定能战斗的技

术队伍是信息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三是国

家和教育部对高校信息化的统筹能力要强

化。例如国家层面信息化的标准和要求统

一的问题，基础教育信息化比高校整齐，

有统一的规范。而高校的现状是各高校摸

索，各有各的特点，希望国家能够统一高

校信息化标准的规范。社会整体网络水平

提高了，学校的带宽、设施等的保障能力

也自然就提升了，信息化建设的公司软件

成熟了，我们的应用自然也就容易了。

Q：您提到人才队伍的稳定两字，这

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A：信息化人才队伍的稳定并不容易。

这工作是拴人的工作，网络设备出问题，

都得随时去处理，加班是常态。

Q：你们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状况是怎

么样的？能不能满足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呢？

A：兰州大学在信息化人才方面走两

条路，一个是依托我们中心的技术团队，

目前技术人员有正式编制 6 人，其他编制

6 人。另外一个是学校很多部门都配备了

专业人才，这个数量不小，但是他们还要

兼做其他工作。目前的队伍是不够的，满

足不了信息化建设需求的。

Q：您觉得这样的人才队伍，存在哪

些问题？

A：这两年没有进年轻人。原因是多

方面的尴尬。一方面，想进来的门槛达

不到，因为进人的门槛高，比如硕士、

985、211等；另一方面，好的学生留不下，

因为作为后勤技术服务部门，个人发展的

空间小。聘用的相对待遇差，也不稳定。

总的来说，我校信息化人才不足，队

伍断层，学术梯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没

有学术梯队，服务没有和学术结合，那么，

信息化人才队伍的成员只是技术人员，成

长空间相对受制约。

Q：您觉得突破口在哪里呢？

A：我认为首先学校要顶层设计，把

信息化建设队伍和信息学科建设结合，让

这支队伍在专业上有发展空间；积极争取

学校增设相应的技术高级岗位；有计划地

采取多种渠道选聘技术人员加入团队，补

充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建议学校统筹信

息化建设，避免学校内部信息化建设和人

员的重复投入，提高资金和人员的使用率。

目前多数高校这方面的问题都差不多，高

校信息化人才流失的问题依然严重，我们

这里更为明显一些。我们要通过以上方法

尽最大努力，稳住现有队伍，逐步加强这

支队伍的建设。

话题
4 兰州大学 "十三五 "规划中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对于高校未来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会呈

现哪些趋势，我认为是高校未来信息化建

设和应用会更加务实，会更加注重最终用

户的感受，差异化也会越来越小。差异化

缩小是大家互相学习以及国家标准的不断

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话题
5

兰州大学信息化建设之
主任展望

主任访谈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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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身处五年前的校园，你是否曾

想到能够享受无处不在的无线网络？是否

曾想到可以用手机进行书籍借阅和网络支

付？是否曾想到可以体验生动形象的网络

慕课课程？如今，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

慧校园”颠覆了我们对校园学习、工作和

生活的想象，我们将体验到连续的、无处

不在的网络。而有线、无线融合一体的网

络环境是“智慧校园”必备的一个基础设

施平台，也成为了现阶段衡量高校信息化、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标。山西中北大学与

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展开战略合作，共

同建设智慧校园典范，取得了信息化建设

的重大进展。

中北大学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并在朔

州市设有校区，是一所由山西省人民政府

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山西省人民

政府管理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

总占地 2501 亩，建筑面积近 101 万平方

米。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3 万余人。2015 年，

经过与全校师生的讨论和投票表决，中北

大学正式携手卓智，开展校园网络建设的

战略合作，对校园基础网络进行了全面升

级改造，累计部署了 AP 数近 9000 台，成

为了山西第一所 Wi-Fi 全覆盖的高校。全

校核心骨干网升级到 40G，汇聚区域万兆

互联，千兆到桌面的先进网络基础架构。

中北大学携手卓智

加快“智慧校园”建设步伐

图 1  网络拓扑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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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校园网开户数量达到约 2.5 万人，

高峰在线人数近 2 万人。给全校师生带来

了高品质的网络体验。全校 Wi-Fi 全覆盖

办公区、宿舍区、教学区、实训区、食堂、

图书馆等区域，根据不同的区域采用定制

化的产品以及解决方案，保证了 Wi-Fi 信

号的质量。无处不在的 Wi-Fi，为中北大

学未来 MOOC 系统、在线考试系统、监

考系统等下一阶段“智慧校园”的建设项

目创造了良好的网络环境。

在校园网管理与维护方面，中北大学

拥有校园网的管理权，借助卓智的管理平

台，将学校无线网络以及原有办公网络和

新建的学生宿舍有线网统一认证管理，整

合运营，打通了信息孤岛，增强校园网络

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全校统一的服务平台、

校服远程 APP、卓智机器人、日志审计系

统、自动化的巡检软件等卓智先进的网络

管理系统，实现了网络运维与服务的自动

化、数字化、智慧化。此外，卓智还配备

了 3 名专业运维人员驻校，解决师生上网

遇到的问题，使网络中心管理人员从繁杂

的维护工作中解脱出来，大幅提高了网络

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在资费方面，卓智整

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运

营商进入校园，出台了合理的收费标准和

不同类型的套餐，为师生提供多种网络产

品及服务。

作为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中

北大学曾经备受网络建设相对落后的困

扰，阻碍了学校的信息化发展道路。自

2002 年以来，学校逐步建设校园网，到

2007 年中北大学建设完成了学校办公区

有线网络。然而，发展到目前该有线网

络大部分设备比较陈旧，故障频频发生。

校内各家运营商铺设的无线 Wi-Fi，互相

干扰，可用性差。学校整体的网络融合

度低，信息化建设的步伐相对缓慢。面

对日益增长的网络需求，中北大学选择

一次性完成校园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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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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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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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信息化的浪潮中，中北大学积

极探索校企合作的创新模式，加快学校信

息化建设的步伐。作为教育网络运营服务

商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卓智始终致力于高

校智慧校园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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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在校师生的网络体验，

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移动互联需求。统筹

规划的校园网络建设方案，免费动态地

持续更新服务，保证了项目实施的可行

性和适应性。在智慧管理层面，卓智研

发团队结合多年学校教学和教务管理经

验，研发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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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智充分发挥

资金、技术与人才优势，专注校园网络

建设及运营超过 10 年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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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多高校形成

长期战略合作。

立足未来，卓智将继续携手中北大学，

博学广知，实践创新，践行校企合作新模

式，使中北大学等各大高校在信息技术革

命的浪潮中经受挑战，快速发展，助力我

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智慧化、信息化

的发展道路。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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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5 月 25 日，2016 中

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

商务创新发展峰会在贵阳召开。

戴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

尔·戴尔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发

表主题演讲。

峰 会 期 间，“2016 戴 尔 高

层客户暨合作伙伴峰会”召开，

来自戴尔中国的高层、业界专

家、企业 CIO 和渠道合作伙伴

等 1000 余人参与了本次峰会，与会嘉宾就

如何充分发掘未来就绪 IT 潜能、优化企业

IT、应对互联网 + 时代企业业务挑战，完

成企业 IT 转型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

分享。同时，未来就绪企业云联盟成立，

并将共同推进混合云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作为戴尔中国 4.0 战略中的一项重要

进程，戴尔公司在本届数博会期间宣布了

云计算战略的四大新措施。一是正式启动

戴尔未来就绪的中国“任意云”战略 ; 二

是携手云计算产业的提供商成立未来就绪

企业云联盟 ; 三是戴尔公司与京东集团携

手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云计算及服

务领域建立全面业务合作伙伴关系，以更

好地支持中国客户在云转型领域的需求，

助力物联网的发展及构建智慧园区 ; 四是

戴尔公司宣布与贵州优特云科技有限公司

积极展开合作，为其混合云平台提供硬件

和软件支持，为贵州乃至西部发展大数据

及云计算产业提供有力支持，助力中国云

计算产业的发展。

继戴尔与中科院在 2015 年共同成立

“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联合实验室”之后，

双方继续深化合作，此次又宣布正式启动

“企业级深度学习计算与服务平台”的研

发与建设，开拓戴尔智能科技研发新领域，

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科技创新。中科院自

动化所所长徐波表示：“人工智能的技术

和理论在不断成熟，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

大，已经成为 IT 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作为国家级科研单位，中科院构建了人工

智能的生态系统，包含了理论创新、核心

科技、以及技术到应用的转化，并且在近

年取得一系列突破。戴尔作为专业的端到

端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为中科院的研

发提供了先进计算平台。 ”

在戴尔中国 4.0 的时代背景下，信息

技术广泛渗透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教

育信息化是“互联网 +”在教育领域的具

体体现并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从校园

基础设施到校园的业务应用，戴尔专业的

解决方案帮助教育机构在教育管理、科研、

教学等方面提升生产力并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第一，戴尔拥有超过 30 年的教育

行业 IT 服务经验；第二，戴尔互联基础

架构助力国家级教育“三通两平台”的部

署实施；第三，戴尔与多所高校建立了云

计算及高性能计算实验室；第四，戴尔供

应链研究院于 2012 年设立，与上海交通

大学、天津大学开展课程合作，培养高端

打造创新“新引擎”戴尔加速推进 4.0 战略

供应链管理人才。第五，回馈社

会是戴尔“在中国，为中国”的

核心战略之一。2016 年，戴尔公

司继续向中国教育和信息化事业

捐赠约 1,300 万人民币的现金与

物资，用于支持发展中社区青少

年的科技学习活动。在贵阳，戴

尔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为当地三所以少数民族与留守儿

童为主的小学捐赠了“戴尔学习

中心”，并组织师生开展科技学习，积极

配合教育部门提升学生科技素养。截至目

前，戴尔公益项目已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

自治区，用于捐赠的现金和物资累计逾 1.2

亿元人民币，受益学生超过 30 万名。此外，

2015 年，77% 的戴尔大中华区员工贡献

了超过 58,000 小时的志愿服务。

近期戴尔公司与 IDC 共同发布了白皮

书。IDC 认为，戴尔作为国际知名的IT企业，

近二十年来不但积极参与中国 IT 市场的建

设，而且还与中国分享全球业务的进展，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戴尔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博士表示：

“自 2015 年 9 月以来，戴尔公司正在扎

实地履行 ‘在中国，为中国’戴尔中国

4.0 战略，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该战略

的核心是，在未来五年，在中国市场投入

1250 亿美元，戴尔在中国的产业链每年

直接或间接支持 100 万个工作机会，并加

大本地研发、更好地融入本地 IT 生态系统，

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未来就绪的云、大数据、

移动和安全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在数据经

济时代抓住发展机遇，赢跑未来，进而带

动中国 IT 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蓬

勃发展做出贡献。”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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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5月 10日，以“连接·分享·全球化”

为主题的 LINK2016 在线教育论坛暨教育部在线

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奖励基金（全通教育）

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举行。教育部领导、地方

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国内外高校校长、高校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院

长、开放大学校长、企业大学校长、高职中职

校长、中小学校长、优秀教育企业家、媒体主

编等近 500 人出席论坛。此次会议由教育部在

线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由全通教育、学堂在线、

《现代教育技术》协办、中教全媒体承办。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代表

清华大学致辞。施一公提到，MOOC 为清华大

学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现在，清

华大学正在基于 MOOC 对多门课程开展了混合式教学，希望以

此来带动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同时清华正在通过 MOOC 把清

华大学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全球。

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视员张爱龙代表教育部做了致辞，他在致辞

中表示，2015 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这为高等院校开展 MOOC 课程提供了指导。

他同时表示，MOOC 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

全球知名在线教育平台 edX 总裁 Anant Agarwal 教授做了

《MOOC2.0：Innovation and Accountability（MOOC2.0：创新与责任）》

的报告，他认为，未来 MOOC 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第一，

在课程质量上的创新上。第二，对学校的影响上，如学校是否要

重新设计课堂格局等。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诚信问题。他

表示，诚信是 MOOC 教育的瓶颈，MOOC 有责任突破它。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袁

驷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MOOC 平台）学堂在线的发展情况。学堂

在线从上线至今已有 287 门课程，到现在注册人数达到 274 万，遍

布全球 137 个国家和地区。“这相当于 200 倍的清华校园学生。”

袁驷说。他提到未来学堂在线的规划是智能化、社群化、国际化、

混合化、积成化（也就是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学习模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从管理

机制的角度上对 MOOC 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大会设有四个圆桌论坛，主题分别是“连接世界，改变未来”、

“互联网 + 时代重构教育模式”、“互联网 + 对教师职业的冲击”、

以及“教育与资本、科技与人性的融合与博弈”。

会上还举行了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奖励基金颁

奖典礼”，国防大学校长杨学军、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清华大学

附中校长王殿军、江苏省泰州中学校长董健、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局长王浩等 5 人获得教育信息化突出贡献奖，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

梁福成等 44 人荣获“教育信息化优秀个人奖”、《翻转课堂教学法》

等 40 个项目荣获“优秀项目奖”。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会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未院士，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

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张钹院士等为优秀个人及项目颁奖。

清华大学副秘书长、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聂风华主持了

开幕式及颁奖典礼。

据了解，“在线教育发展基金 ( 全通教育 )”是在 2015 年 6

月 11 日，由全通教育董事长陈炽昌出资 1 亿元设立。陈炽昌董

事长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希望全通教育以此为一个新起点，借助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国家平台，让在线教育工作者在此领

域发光、发热，并通过进一步完善奖励机制，产生在线变革的放

大效应，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学者探讨 MOOC 带来的挑战
清华大学举办在线教育论坛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LINK2016在线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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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 现在有 700 万的学习者，分布在

全球超过 160 个国家中。它是一个平台，

拥有免费的资源库，面向全世界开放。

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课程放到网上，对

教育来说不存在任何的边际成本。对于一

部分课程，有时候为了拿到证书，是要付

费的，不过费用很低。随着逐渐发展，我

们的模式逐渐成熟，现在，拿到认证结业

证书的学生超过 60%。不光是单个项目，

我们也对各种不同的科目进行了组合，变

成了一个个小的项目。这就是我们提出的

“微硕士”的概念。这在教育领域是一个

新的概念。最早是由 MIT 在 edX 这个平

台上推出的。

对于“微硕士”来说，其边际成本也

几乎为“0”。如果正常读硕士的话，学

费还是很昂贵的，但是如果是“微硕士”

的话，成本将会降低很多，而且它的学习

时长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一些学校也承认

“微硕士”。用“微硕士”来申请 MIT 是

有帮助的，取得“微硕士”的学位只需要

半年的时间。

那么，在 MOOC 的新时代，我们需

要注重什么？课程的质量和诚信是我们面

对的责任。在质量方面，我们要关注适应

性问题。在和伯克利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

等高校合作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如果学

生回答了一个错误的答案，网络平台会给

出一个类似的提示告诉他这个错误。我们

鼓励学生成立一个几人的学习小组，他们

可以一起合作，进行讨论，然后教师可以

给整个团队下达小组作业。

还有是视频分析，通过观察学生上课

的视频，教师可以发现学生们是在什么地

方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发现视频的哪一段

回放率是最高的。

清华大学一部分课程已经开始了翻转课

堂，学生们在正式上课之前，已经了解了相

关的概念或知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清华

大学重新设计了它的教室。以前的教室，讲

台在前面，学生们在底下坐着，而现在这种

翻转课堂是学生们围绕圆桌讨论，教授和助

教则在教室里来回走动。

未来 MOOC 的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

是诚信问题。取得学分的过程需要很大的

动力。MOOC 所面临的很大挑战就是它如

何保证人们在上这门课的时候，能够同时

保持诚信。edX 现在也十分注意这个问题，

尤其在“微硕士”这个项目当中学生们的

诚信问题。

edX 现在采取的是同学互评的形式。

但是针对同学互评出来的结果，很多老师

不太愿意承认，所以现在我们的形式是：

在学生交费报名了“微硕士”的课程之后，

他们会被分成几个小组，小组之间进行互

评。在“微硕士”的课程当中，考试也是

限时的，比如说限定两个小时，就只能是

两个小时之内交卷。另外，如果是统一进

行考试的话，很有可能一个人考完了之后告

诉别人所有的试题，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方

式是每个人拿到的考卷都是不一样的，考题

是随机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虚拟监考的

系统，确保学生在考试当中没有作弊。

那么，高等教育的未来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想，那应该是不受限制的，无所谓

时间、无所谓证书、也无所谓内容。 “微

硕士”就是一个例子。它解放了学生的时

间，同时也让学生不再受到结业证书的限

制，同时以后教育的内容也不再受限制。

未来，如果有人想上清华大学的课程，

就可以花六个月的时间，在网上得到一个

“微硕士”的学位，也可以通过“微硕士”

来申请美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学位，这也是

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 

MOOC2.0 时代的创新和责任
Anant Agarwal：

（本文根据 edX CEO Anant Agarwal 教授 （美国）

在“LINK2016 在线教育论坛”上发言整理而成，未

经本人审阅。）

MOOC 所面临的很大挑战

就是如何保证人们在上这门课的

时候，能够同时保持诚信。

edX CEO Anant Agarwal 教授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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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我们对清华大学学生做了

关于 MOOC 的调研，大约有 60% 的学生

表示，不了解 MOOC 也不了解学堂在线。

2015 年，我们又做了一次调研，这一次

变化很大，超过 50% 的学生已经体验过

MOOC 了。

学堂在线现在有 274 万的注册者，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清华大学每年

招 3000 多本科生，四年累计起来一共是

13000 到 14000 的在校学生。274 万相当

于是清华大学校园本科生的 200 倍。

我们是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不

仅针对高校，也针对全社会，所以我们推

出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 CAP 课程，这在

美国是非常热门的，学堂在线上推出中国

CAP 课程，我们叫它 MOOCAP，目前有

接近十门的基础课程。在这个平台上，微

积分、物理等已经上线，有几十万名全国

的中学生已经开始上线学习。

依托 MOOC，清华大学在校内试点混

合式教学。2013 年，仅有两门课程做翻

转课堂试点， 2014 年一下子翻转课堂实

施到 7~8 门，2016 年，正有 77 门课程开

始踏入混合式教学之旅。

我们还做了“雨课堂”的探索，我们

叫它“重新定义混合式教学”，雨课堂的

特点是“课前、课中、课后全程连接师生”，

实现全周期的数据采集。而且它仅仅利用

现有设备实现智慧教室，非常便利。

雨课堂的突出特点，一是全天候，二

是个性化，三是零投入，四是大数据。

全天候就是课堂互动永不下线，任何

时候都可以连接，没有时间限制。

个性化，就是每个人的学习过程都是

定制的，比如说有内容不懂，马上给课堂

一个反馈，教师就会知道哪个学生有哪个

问题。

零投入，就是部署很快，只用 PPT 和微

信，没有用其他的设备。

大数据，这也是这个项目立项考虑

的因素。现在 MOOC 的课程不足以把学

生的学习行为全部记录下来，如果想把

实体课堂的学习行为和翻转课堂的学习

行为学习状态记录下来的话，雨课堂更

容易实现。

雨课堂的意义，我们还在探索之中，

目前能够看到几个意义：

第一，积云化雨。我们在网上布置了

很多云，云通过雨下到地上，要滋润课堂

教学。

第二，收雨成云。雨不能白下，我们

把课堂的数据收集起来再返回到云上，全

过程收集数据分析学习行为，这样大数据

分析才更有意义，更可靠，也更科学，将

来能够因材施教。

第三，人人受益。这样的混合教学无

痕迹，把线上线下完全连通起来，而且量

身订做，每个人的个性化都得到体现。

 学堂在线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平台，

有五个方面，是我们所追求的：

第一，智能化。第二，社群化，就是

去中心化。第三，国际化，我们一直遵

循优质的资源全球共享，我们也要做领

跑者。第四，混合化，线上学习和线下

学习相结合。第五，积成化，现在网络

学习的特点就是碎片化——视频碎片，

知识碎片，学习也是碎片化，但是碎片

化能不能变成体系化，这是值得我们研

究的。我们说积微成著，积微小能成为

显著；积零为整，积珍珠能成项链。能

不能把珍珠积成项链穿起来，仅靠学习

者不行，我们平台要给予指导和帮助。

积小溪成大海，最后实现积碎片得大

成。只有 MOOC 平台才能够实现这样一

个学习模式。

袁驷：“雨课堂”要收雨成云

（本文根据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袁驷在“LINK2016 在

线教育论坛”上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把课堂的数据收集起来再返回到云上，全过程收集数据分析学习行为，

这样大数据分析才更有意义，更可靠，也更科学，将来能够因材施教。

“雨课堂”的探索，我们叫

它“重新定义混合式教学”。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袁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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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教学对传统教育提出了严峻挑

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它对传统教育教学观念提出挑

战。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观。借用互联网

对教育的影响，我们应当突破目前传统的

“万人一面”“千校一面”的桎梏，对人

才进行多样化、个性化培养。

第二，对传统学习过程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课不能再以教师

的讲授为主，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进行探究

式讨论，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进行知识

的内化。

第三，对教师职业生涯和师资队伍建

设的挑战。

教师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从过去知

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与学生形成互动，互

相学习。那么，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如何

探索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如何让教师引

导师生的互动，学生之间的合作，来实现

教学目标？我们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让教师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涯规划，引导教

钟秉林：借用互联网 + 改革传统课堂

师积极参与线上教学？我们如何完善师资

队伍建设的规划，改革教学评价标准与方

式，重视教师和培训者的培养培训，以及

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学评价制度？

第四，对传统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

式的挑战。

我们应当积极探索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

的结合方式，改革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注重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

意识、批判精神、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

第五，对传统教育教学管理体制的挑战。

为了适应基于互联网教学发展趋势对

学校的冲击，我们必须要探索教育教学管

理体制和学习制度的创新，包括教学管理

体制、学生事务管理体制、教学组织形式，

乃至传统的教室布局都应该进行创新。

第六，如何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要适应这样一个挑战，教师的聘任和考试

的标准都要进行调整，评教标准要进行调

整，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完

善，学生学习效果跟踪和评价机制要进一

步加强，同时注重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

设，以及如何把常态的监测和动态的监测

很好地结合。

要有的行动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学模式要不断完

善，以下问题需要关注：

第一，加强“连结”与“互动”。

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是 “连

结”和“互动”，我们在研发在线课程，

使用互联网教学资源和技术时，要注意如

何能够进一步加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以

及人机互动？我们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使

互动进一步加强。另外，要进一步优化和

改革课程组织方式，使更多教师和学生参

与到互联网教学中，以便充分发挥在线教

育的大规模特性。

第二，完善学习监督和效果评价机制。

要探索互联网教学的评价标准、评价

体系和评价方式。能够保证互联网教学的

质量，探索大数据技术应用，加强对学生

个性化的服务，能够及时地评价和反馈学

生的学习效果。加强教学平台及教学管理

平台的数据交换和共享，促进优质教学资

源和课程资源的共享和应用。在此方面，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

第三，探索和完善互联网教学的运行

机制。

我认为，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是互联网

教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厘

清线上教学的公益性和营利性之间的关系。

另外，我们要不断优化 MOOC、微课

程等联盟和协作组织的运营模式：它们怎

么运行，相互之间怎么合作；如何筹集线

上教学的经费，并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积极研究互联网课程的课程标

准与认证方法，同时要积极探索学分转换、

学分互认、学分银行等重要问题。

第四，跳出互联网教学发展误区。

课程教学不等于学校教育，互联网教

学不可能完全取代学校教育，我们要避免

炒作概念，片面夸大有关作用，要倡导严

谨求实的态度，应该把我们的关注重点、

研究重点、实践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在线课

程的质量上，教学环境的优化上，线上与

线下教学的有机融合上。

（本文根据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钟秉林教授在“LINK2016 在线教育论坛”上发言整

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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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秉林：借用互联网 + 改革传统课堂

们通过翻转课堂合作交流。第二，

互联网+教育对学生个性特长，

兴趣发展培养模式的变革。第

三，更主要的是，给教育特别

是基础教育带来了教师的教育学

观念和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变革。不管

教师愿意还是不愿意，互联网时代，它推

动着师生们的思想变化。

李小鲁：

对于教育的重

构，我持保留态度。

因为教育是最讲究传

承，积淀和逐步孕育的一

个领域。我们应该利用互联网来对教育进

行创新和完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

互联网技术手段的使用，有效地改造了我

们的交互，学习和管理。

互联网+教育有四大功能：

第一，使得我们的终身学习有了新

的渠道手段和途径。

第二，使我们的泛在学习有了新的

手段和渠道和平台。

第三，使得我们教育公平有了新的

手段方式和平台，从而予以更有效的实现。

第四，它使得教育在解决区域性的

失衡，专业性的失衡等方面，有更有效

的方法。

但是，我认为，当前对互联网与教育

的结合不要做过多、过分的估计，我们对

互联网+教育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汤敏：

在我看来，如

果教育要重构，首

先，要重构终身教

育。在新技术革命迅

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反思：过去的教育

中最缺的是什么？是终身教育。实际上，

20 年前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

到今天，终身教育也就局限在 MBA、

EMBA 小小的范围。真正广大的终身教

育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原因有几个：

第一，我们现在的终身教育体系，仍然

依靠现有的大学，这是不够的，实际上

终身教育需要的并不是学历式的教育。

第二，终身教育体系仍然是到学校集中

学习的模式。其实终身教育体系完全可

以通过互联网重构。

其次，在互联网 + 时代，我们需

要重构的，还有学生的创新能力。从国

家角度以及社会需求角度来看，如何加

强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三，教育公平的重构。按目前的

模式，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很难能够得到

解决，用传统方式解决不了教育公平问

题，互联网 + 却可以对它进行重构。

互联网作为工具，我们也许不能高

估其作用，但是也不应该低估其对产业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所有的产业中，

教育是最应该超前的，我们要为未来培

养人才，不是为了明天，而是为了更远

的 20、30 年，甚至 50 年培养人才，所

以要有前瞻性。

互联网 + 时代如何重构教育模式

沈传标：

互联网 + 大力的推进，为学校

教育带来了三个变革。从基础教育

的角度来说，第一，课堂结构的变

革。互联网特别是线上教育，让老师

不得不改变传统单向性的输入模式，变

为现在多向性的，互动性的，探究合作性

的一种模式，在这样的课堂模式之下，我

黄荣怀： 

互联网时代，一

个核心问题是个性化

学习。在这样的环境

下，我们每个人的学习

路径，方法方法，学习内容，学习进度

都不一样。

现代教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却没

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什么？一是因为

教育制度是封闭的。二是教育的技能，过

程与方法，价值观等问题没有根本性变化。

社会结构不变的话，教育体制的变化是非

常有限的。

互联网像风暴一样来了，它影响着每

一个人。对国家来说，应当关心这件事，

对教师来说，必须关注学生的变化。

那么，对于重构这个话题来说，我们

需要关注：第一，环境的变革。互联网环

境和学校实体的环境如何做平衡。第二，

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到底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第三，教学方式的变

革，这个过程会是漫长的。

互联网 + 会怎么重构教育？在 LINK2016 在线教育论坛中，嘉宾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圆桌讨论。

经济学者、国务院参事汤敏，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黄荣怀，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参事室特聘参事、教育督学顾问李小鲁，东莞市东华初级中学校长沈传标参与了这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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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OC 的 背 景 下， 一

些教师会成为“超级明星”，

而一些教师则可能变成助教，

MOOC 对教师本身会有很大的

冲击。那么，互联网 + 教育对

教师角色有何挑战？北京大学

歌剧研究院教授、著名男高音

歌唱家戴玉强，北京大学企业

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峰，大

连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

惠晓丽，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李艳梅，北京 35 中校长朱建

民参与了“互联网 + 对教师的

职业冲击”的圆桌论坛。

朱 建 民 校 长 介 绍 说， 在

35 中正在实行走班制，选课制，

学生在网上自由选择上哪个老师的课，这

样一来，有的教师很受欢迎，许多学生选

他的课程，而有的教师的课程可能只有

10 多个学生选。“这对教师的冲击确实

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严峻的甚

至残酷的挑战。”他认为，在互联网 + 时

代，教师、课本和课堂不再是学生学习知

识的唯一来源，师生之间的角色差距越来

越小，教师将会变成课堂的设计者、组织

者、陪伴者、评价者，角色变化很大。“过

去教书，现在育人更重要。”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在 2015 年

开始把自己的教学课堂放到网上，一首歌

一个学生一节课。他放了 180 节课程到网

上，目前点击率有 3 亿。 “不同曲目的风格，

技术怎么表现，腔调该怎么拿捏全在里

面。”现实中一对一的视频教学放到网上

变成了对成千上万学生有指导意义的在线

课程。他自己也开始了大型声乐与 MOOC

结合教学，“建立一个互联网的音乐课堂，

把好的学生拎出来培养，给一般人关于音

乐的常识教育。”戴玉强的“戴你唱歌”

现在正在用 MOOC 的方式做。

吴峰认为，互联网教育模糊了教师的

边界，最近有新闻报道教师以非常高的收

入上一天的课程，这是“教师价值在市场

上的体现。互联网 + 时代，这种体现将会

越来越明显。” 此外，他认为，互联网

教育促进了教学相长，教师也从学生那里

得到知识，“学生的问题，经验知识，不

断地冲击着教师，挑战着教师重新思考自

己。”他总结认为，“在互联网 + 时代，

互联网 + 对教师的冲击和挑战

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优质教师的价

值得到了充足体现。互联网 + 教育能促进

终身学习。”

李艳梅教授表示，互联网 + 正在成为

一个试金石，它能判断出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好老师。能被机器和网络所替代的教师

不是一个好教师。在 MOOC 的背景下，

教师更加应该回归本质，更要培养具有不

可替代性的学生。“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学生、培养学生、形成良性的互动，更加

关注学生本身。” 

惠晓丽认为，在目前互联网 + 的时代 ,

必须考虑到它对教师的冲击，教师首先应

该考虑的是，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互

联网 + 教育一定会带来高校教师教学相长

的生态变化。”

互联网 + 教育带来了高校教师教学相长的生态变化，教师将变成课堂的设计者、

组织者、陪伴者、评价者。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LINK2016 在线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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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宋晓辉

近些年，互联网视频应用得到了长足发展。网络视频已经成

为最热门互联网应用之一。

目前大多数校园网已经可以满足师生的基本上网需求，也已

实现了信息化基础支撑功能，未来将更关注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随着 MOOC、视频公开课和各种开放课程的兴起，校园网将拥有

越来越多视频类媒体资源。这些视频媒体资源具备较高教学科研

价值，是高校优化教学、发挥社会职责的关键资源，如何将这些

视频管好用好是一个问题。

不少校园网已经拥有了视频应用服务，甚至拥有多个视频系

统；但因建设较早已经难以满足现在的需求。以我校为例，既有

以 MMS 为主要技术的精品课程网站，也有使用开源软件 VLC 构

建的视频直播系统。分散的应用系统管理维护成本较高，硬件资

源利用率较低；视频标准较低，标清为主，已经难以满足高清时

代需求；功能单一，没有涵盖媒体资源完整生命流程；兼容性较

差，需要安装客户端软件或浏览器插件，对移动终端支持不足；

依托校园网内部高带宽对校内服务效果较好，但因出口带宽制约

难以对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这些问题既有特定时期技术瓶

颈因素也有互联互通等非技术因素，但都影响了视频应用的最终

效果。

为了充分发挥校园网教学服务职责，我校在录播教室建设项

目中规划并建设了统一视频管理和发布平台。平台能够支持视频

媒体生产、加工和发布各环节，可以为校园网用户和互联网用户

提供服务。

设计原则

在系统架构上，我们坚持了如下的设计原则：

统一平台

涵盖媒体资源完整生命流程，包括素材采集、加工处理、发

布。支持视频资源点播和直播。不论是活动现场即时流媒体直播、

录播教室课程录播还是专业拍摄所得到的原始素材，都可以便捷

地进入平台，非编工作站可以通过共享 SAN 存储网络对素材进

行加工处理，成品在平台上进行发布。除了高清点播以外，还应

当支持高清直播，以便开展各类大型活动直播和大型体育赛事直

播。

兼容性良好

特别注重客户端兼容性，支持 PC 和移动客户端，包括主

流的 iOS 和 Android 平台。支持浏览器播放，不再需要用户安装

客户端和插件，以尽量降低技术支持成本。支持 Flash 播放器和

HTML5 播放器，兼顾未来发展趋势和现存老版本浏览器。

可扩展性强

因平台面对校内大量活跃用户和互联网众多潜在用户，因此

应具有平滑扩展能力；能够与 CDN 和商业云服务无缝对接，以

便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管理运行成本低

各组件选型应优先考虑通用性强、易于维护的知名软件，关

键节点应适当冗余，尽可能将组件设计成为“无状态”模式，以

尽可能降低运行维护工作量和技术难度。

相关技术标准

H.264/MPEG-4 

H.264/MPEG-4  Part 10（MPEG-4 Part 10 称 为 AVC， 即

Advanced Video Coding）是一种视频压缩标准，一种被广泛使

构建统一视频管理发布平台

图 1  系统架构与描述

西南财经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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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高精度视频的录制、压缩和发布格式。H.264 因其是蓝光

盘的一种编解码标准而著名，所有蓝光盘播放器都必须能解码

H.264。它也被广泛用于网络流媒体数据如 Vimeo、YouTube、

以及 iTunes Store，网络软件如 Adobe Flash Player 和 Microsoft 

Silverlight，以及各种高清晰度电视陆地广播（ATSC，ISDB-T，

DVB-T 或 DVB-T2），线缆（DVB-C）以及卫星（DVB-S 和

DVB-S2）。与旧标准相比，它能够在更低带宽下提供优质视频

（换言之，只有 MPEG-2，H.263 或 MPEG-4 第 2 部分的一半带

宽或更少），也不增加太多设计复杂度使得无法实现或实现成本

过高。另一目的是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以在各种应用、网络及系统

中使用，包括高、低带宽，高、低视频分辨率，广播，DVD 存储，

RTP/IP 网络，以及 ITU-T 多媒体电话系统。目前是网络高清视

频事实上的标准。

RTMP

Real Time Messaging Protocol (RTMP) 最初是由 Macromedia 开

发的专有协议，用于 Flash 播放器和服务器之间通过互联网传输

流媒体，包括音频、视频和数据。 Macromedia 已经被 Adobe 收

购 , 并发布了一个不完整的 RTMP 版本规范供公众使用。RTMP

具有较好的商业支持，有大量硬件编码器，包括 IP 摄像头支持

RTMP 协议，也有不少商业录播软件支持 RTMP。但移动终端对

RTMP 的支持状况并不理想。

HLS

HTTP Live Streaming（HLS）是一个由苹果公司提出的基

于 HTTP 的流媒体网络传输协议，是苹果公司 QuickTime X 和

iPhone 软件系统的一部分。它的工作原理是把整个流分成一个个

小的基于 HTTP 的文件来下载，每次只下载一些。当媒体流正在

播放时，客户端可以选择从许多不同的备用源中以不同的速率下

载同样的资源，允许流媒体会话适应不同的数据速率。在开始一

个流媒体会话时，客户端会下载一个包含元数据的 extended M3U 

(m3u8) playlist 文件，用于定位可用的媒体流。HLS 只请求基本

的 HTTP 报文，与实时传输协议（RTP) 不同，HLS 可以穿过任

何允许 HTTP 数据通过的防火墙或者代理服务器，很容易使用

CDN 来传输媒体流。目前除了 iOS 以外，Android 主流版本也支

持 HLS，甚至 HTML5 浏览器大多也支持 HLS。虽然使用工作模

式决定了 HLS 具有良好的网络兼容性，但也决定了 HLS 并不是

一种实时发布方式，有不可避免的延时，在观看实况直播时只能

够尽量缩短延时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Multicast 和 Unicast

多播（multicast）也称为组播，是指把信息同时传递给一组

目的地址，通常指代 IP 多播。IP 多播是一种通过使用一个多播

地址将数据在同一时间以高效的方式发往处于 TCP/IP 网络上的

多个接收者的协议。单播（Unicast）是数据在计算机网络的传输

中，目的地址为单一目标的一种传输方式。通常认为在直播体系

中使用组播可以节约网络带宽降低网络设备压力。但在校园网实

践中，往往效果不是非常理想，主要原因为校园网设备繁多，对

组播支持程度不一，更关键的是，用户软件环境千差万别往往最

终影响了组播应用效果，并带来巨大的用户支持压力。此外，视

频类应用重心也已经从实况直播转向了用户自主点播、自由拖动，

传统组播发挥功效的机会更少了。基于我校现状：网络架构为大

二层、视频以点播为主直播为辅，我们在此项目中并未部署组播

技术，未来有大量实况直播需求时再行考虑。

分布式

考虑到视频发布平台为 I/O 密集型应用，除了 SSD 以外，尚

无硬件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单台服务器 I/O 能力，但目前 SSD 仍处

于容量小价格贵的阶段，无法在视频大容量存储方面实际运用。

因此我们考虑用多台普通配置服务器分担 I/O 负载，配备尽可能

多的本地直连硬盘，作为热门视频的高速缓存，传统的统一存储

作为视频采集、加工处理的平台和低访问频率“冷门”视频的存放。

云服务

统一视频管理发布平台可以满足校内用户高速稳定访问，并

也可以通过横向扩展满足不断增长的访问需求，但在对校外公众

提供服务时，除了服务器运算能力和 I/O 能力以外，更重要的决

定性因素是带宽资源。借助商业云服务平台，可以解决互联互通

带宽资源，因此平台应该能够方便地与商业云平台对接。

图 2   视频素材上传

图 3  视频加工处理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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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与描述

视频素材上传

通过 FTP 和 samba 提供文件级上传入口，与录播教室录播

软件、非编上传工作站对接，将录制好的视频文件上传进入统一

存储。通过 iSCSI 提供块设备级别上传途径，与 IP 摄像头等设

备对接，将视频存储到统一存储设备。通过 RTMP 协议，提供实

时流媒体接收途径，与现场实况 H.264 编码器、电视转播设备对

接，接收实时流用于发布，并按需进行同步录制归档。

视频加工处理

将统一存储通过 FC 网络与 StorNext 服务器对接，形成共享

SAN 环境，为我校媒体资源中心提供非编网络支持。MAC Pro 工

图 4  视频发布

作站通过 StorNext 网络访问媒体资源文件并进行加工处理，成品

写入存储归档或发布。

视频发布

以开源软件 Nginx 为主，加载 nginx-rtmp-module 组件，形

成 HTTP 方式静态视频文件发布和流媒体直播 RTMP+HLS 功能。

之所以选用 Nginx，一方面是效率高、功能全面、扩展方便，另

外很重要的是 Nginx 是很流行的 Web 服务器软件，技术人员比

较熟悉，可以降低运行维护成本。nginx-rtmp-module 能够接收

RTMP 实时流发布给用户，同时可以完成 RTMP-HLS 实时转换，

为移动终端用户提供服务。客户端软件可以选用常见 Flash 播放

器或使用 HTML5 内嵌播放功能。此外，还可以将 RTMP 实时流

推送到商业云服务，以便为外网公众用户提供服务。基于 HTTP

的点播和 HLS 也非常容易与 CDN 和商业云服务对接。

目前此平台已经在我校部署并应用，成功与 3 间录播教室、

3 间互动教室、1 套电视设备（TriCaste 虚拟演播平台）对接，

也完成与乐视云和 Microsoft Azure 云服务对接测试。目前平台已

存储各类视频文件 148527 个，容量 86T；对外发布视频 964 个，

容量 3T，点播数万次。直播方面，承担了数场校内大型活动直播，

取得了较好的使用效果。经过实际使用检验，此平台为多个校内

平台和网站提供了统一的视频发布服务，提高了视频利用率，有

效降低了管理成本，达到了预期设计目标。

（作者单位为西南财经大学）

本刊讯  近日，锐捷网络发布 RIIL IT 综合业务管理平台系列产品。

“RIIL 不仅仅是一个网管，为什么说它不仅仅是网管？因为它管理的对

象不仅仅是传统的 IT 设备。”锐捷网络 RIIL 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冯晋

阳为 RIIL 定义：“RIIL 统一管理信息化的人、财、物。它把信息化中

的人财物整合为面向管理者、基于业务、高度可视化的运营管理平台。”

冯晋阳认为，当前形势下，学校的各项业务并不能通过简单的监

控运维就可以进行成功的管理。一个好的运维产品不仅仅需要解决当

前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客户信息化投资的保质、增效和增值问题。

在发布会上，冯晋阳认为，IT 运维是一个即将井喷的业务。这是

源于传统的信息部门和 IT 部门职责和定位的转变。“IT 部门从原来

一个服务于内部的部门变得开始服务于外部，从原来注重效率规范变

为开始注重体验，从原来是一个支撑的方式，变成了一个运维的方式。”

他认为，“在传统的 IT 运维中，关键词往往是监控、运维、告警。

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功能都不足以去解决客户的问题，客户的

问题是场景化的。”

在“互联网 +”的时代中，许多传统企业都在通过信息化手段大

量提升业务的效率。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的兴起，

使得网络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今天的信息架构跟传统的信息架构相比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共同特点是：异构、融合、分散。

也就是说，信息源从数据中心机房走向现场。”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支撑模式需要转变，需要一个大脑来统

筹这些事，光靠传统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 RIIL 存在的意义。”

冯晋阳介绍说，RIIL 事业部在 2010 年年底成立，从网管开始做。

“这几年我们做了三件事情：强调抬头看用户，低头看自己，向前看趋

势的力量和能力。通过五年的迭代，今天的 RIIL 不再是传统的网管，

它已经是以数据为驱动来解决客户新形势下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据介绍，这五年，RIIL 达到每年平均 58% 的复合增长率。其中

在政府行业有 65% 的客户。

此次发布的 RIIL 系列产品包括智能物联机房管理平台， Emotion 

V1.0 自动化管理平台以及 Insight 大数据管理平台。RIIL Emotion 自动

化运维平台通过自动化技术解决用户在 IT 管理过程中对 IT 资产的健

康检查、批量快速部署、智能配置、故障自动处理、业务恢复等日常

运维问题。RIIL Insight 则是对 IT 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大规模数据进行

收集、存储、挖掘、计算和管理的一套系统平台，旨在以辅助者的角

色帮助 IT 管理者进行决策分析。

“IT 管理依赖于 IT 技术，IT 技术在不断扩充、不断发展。我们说

一定要扎根场景，做用户体验。真正 IT 管理做得好，一定是把这个技

术转化为为客户提供不同场景，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获得

用户的认可。我们的理念就是扎根场景，体验为王，做不一样的 IT 管理。”

冯晋阳表示。

锐捷RIIL——源于网管，不仅是网管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74 中国教育网络 2016.6

文 / 汤荷月 1   刘兹恒 2

移动互联网环境催生了多样化的手机

应用服务，也为各种信息服务提供了全新

的机会。当前，移动信息服务已经广泛应

用于各个领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越来

越多地依靠移动平台获取信息。在大学校

园中，手机等移动终端和无线网络的使用

极为普遍。高校图书馆如何建设好移动服

务平台，也已经成为图书情报学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

图书馆移动服务通常包括以下一些类型：

1. 检索及阅读。

2. 通知资讯。

3. 个人信息服务。

4. 互动反馈。

21所世界名校的移动图书馆应用概况

2013 年有学者针对 21 所世界名校的图

书馆移动服务模式和服务内容进行了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同时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

大学排名（THE）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ARWU）中的 14 所高校，以及

历届国际移动图书馆会议的主办高校，即

英国开放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南昆

士兰大学，最早开始研究移动图书馆之一的

日本东京大学和韩国西江大学，以及在远程

教育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南非大学和全美

大学校园无线网建设第一的波尔州立大学。

服务模式

国外的高校图书馆主要是以 WAP 和

智能手机 APP 模式为核心来提供移动信

息服务。除个别高校如斯坦福大学仅提供

APP 下载外，受调查的 21 所高校图书馆

都建设了其移动网页。其中提供 APP 下载

的有 14 所，占总数的 66. 7%。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提供了 iPhone /iTouch、

Android 和其他手机型号三种类型移动

图书馆 APP 的下载，普林斯顿大学提供

iPhone、iPodtouch、安卓、黑莓及其他多种

手机的移动大学 APP 下载，其图书馆的移

动服务作为移动大学服务中的一部分结合

在一起。

服务内容

第一，信息通报。图书馆基本信息，

包括图书馆开放时间及其部门设置和联系

方式等相关信息，是高校图书馆移动信息

服务的基本内容，所调研的 21 所世界高

校图书馆均提供了此项服务。图书馆动

态也是信息通报的一部分，即图书馆新闻

和图书馆讲座、展览、培训等通知公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活动通知

分为今天、明天、周

末和检索四种选项供

读者方便查阅，英国

开放大学提供图书馆

新闻和图书馆活动，

其内容包括了数据库

培训、在线图书馆培

训等信息。另外，有

12 所大学提供到馆地

图，有动态地图（如

耶鲁大学）和静态地

图（如麻省理工学院）之分。

第二，业务与查询。业务与查询功

能块包括了网络资源引用、馆藏资源检

索、馆内硬件资源查询，其中网络资源引

用包含网络数据库链接、相关学术资源链

接和传统网站链接等。馆藏资源检索也是

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基本服务之一。例

如东京大学采用 I-Mode 无线通信模式开

发了移动 OPAC 查询系统。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提供了本校 OskiCat 检索目录和加

州大学 Melvyl 检索目录，哥伦比亚大学

可通过其移动版的 CLIO 目录查询信息，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目录是 HOLLIS，还提

供了谷歌图书搜索、谷歌学术搜索，以及

EBSCO 相关链接、PubMed 及 WorldCat。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可通

过关键词、标题和作者进行检索，通过关

联性、内容格式和语言筛选，还可以选择

本校图书馆或全世界图书馆来进行搜索。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还能根据导师、课

程、部门来搜索图书馆课程。牛津大学、

图书馆移动服务在国外大学的状况

编者按

移动图书馆已有多年历史，移动图书馆的最大特点与优势就是可以方便地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本期我们

介绍移动图书馆在世界名校的使用状况，下期将呈现移动图书馆如何“跨界”。

国内外图书馆热点问题之四：移动服务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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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南昆士兰大学等可以

选择 ISBN 查询图书书目。耶鲁大学提供

了 EBSCOhost、医学图书馆、RefMobile、

SciFinder Mobile、JSTORMobile、WorldCat 

Mobile 等多种数据库资源检索。

第三，阅读与服务。在所调研的 21 

所大学中有 7 所提供了二维码服务，东京

大学、剑桥大学、西江大学等图书馆提供

用户通过手机识别二维码进入其移动页

面，东京大学可以扫描宣传页上的二维码

来预定图书馆讲座，西江大学通过扫描馆

藏书籍的二维码可以获得书籍的详细信

息，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可以通过扫描二

维码收听手机音乐。在移动阅读方面，耶

鲁大学图书馆 84% 的电子图书可以通过

移动设备进行正常阅读；哈佛大学可以通

过请求、扫描或传送等方式来获取阅读资

源；波尔州立大学、开放大学等高校提供

登录后全文阅读服务。

第四，个性化定制。大多数高校图书

馆的移动信息服务都开展了个性化定制服

务，包括：我的图书馆、参考咨询、APP

下载等。通过我的图书馆，用户可以实现

图书到期提醒、催还、预约、续借、查询

个人阅读信息、查询馆藏目录、电子资源

检索及查询检索记录、E-Mail 信息推送、

新闻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在提供参考咨询

的 15 所大学图书馆中，普林斯顿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等提供了实时参考咨询服务，哈佛

大学的参考咨询承诺 24 小时内回复，FAQ

中答案按人气排序，同时可查看相关评论。

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手机应用程序 APP 

下载成为推广、实现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有

效途径，共有14家图书馆提供APP下载服务，

不少高校还提供了移动大学终端，如芝加哥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 。

美国高校手机图书馆案例

美国高校的手机图书馆，主要以 WAP( 

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无线应用协议 ) 

和 APP( Application Program，第三方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 ) 模式为核心来建

立手机上网服务平台，同时整

合 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

手机短信服务 ) 服务。

美国高校的手机图书馆在

SMS服务模式上的投入并不大，

开展的服务项目主要以实时参

考咨询为主，如普林斯顿大学

与哥伦比亚大学。一些大学虽

然未建立手机图书馆服务平台，

但提供了一些与手机相关的服务。如塔夫茨

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在图书馆

的网站中提供了手机资源导航服务，可以

通过手机相关技术获取学科信息资源。另

有五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和里海大

学）的图书馆针对现有的数字服务界面与

手机的兼容性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张调整手机的显示

方式来适应图书馆的服务界面，另外四所

大学则在现有主页上提供了将界面转化为

手机兼容模式的按钮 。

在苹果软件商店和基于 Android 系统

的软件商店中，用户能够免费下载到一些

高校图书馆的移动客户端。例如波尔州立

大学图书馆的 Ball State UniversityLibraries

这款软件，几乎覆盖了图书馆服务的所有

功能，主界面包含了十个功能模块，分别为：

1. 搜索图书馆资源像使用网页版的搜

索功能一样，搜索波尔州立大学的各种资

源。2. 搜索 CardCat 平台通过 CardCat 平

台搜索资源。3. 我的 CardCat 账户管理自

己的波尔州立大学 CardCat 账户。4. 馆内

计算机状态通过手机应用查找满足用户

要求和可使用的计算机。5. 联系我们提供

图书馆各部门的联系方式。6. 图书馆运营

时间。7. 预约房间提供手机图书馆房间预

约服务。8. 询问图书馆员提供手机在线交

流，短信，电话，电子邮件和预约交流五

种咨询方式。9. 与我们在 Facebook 交流

与 FacebookApps 连接，可直接登录交流。

10. 你的反馈用户给高校图书馆及手机应

用平台提出反馈和建议的模块 。

英国阿伯丁大学移动阅读案例

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为用户提供大

量医学方面数字资源及相关的移动阅读服

务项目。其 Mobile Library 项目最早于 2006

年提出，包括数字化医学文献阅览室、医

学数码课程预约、医学问题数字咨询、数

字化的医学论文、医学项目阅览室、医学

文献阅读帮助中心、医学杂志数据库、医

学移动图书馆目录检索体系、移动医学网

站的图书馆服务。为充分保障移动医学图

书馆网站上的所有内容能有效适应移动

设备的小屏幕需求，Mobile Library 体系

设置了自动识别用户移动设备的功能和

迅速提供最适合用户移动设备的网站版

本。用户还能在该校移动医学网站运用

移动工具检索医学文献的目录、核实文

献书籍借阅时限、借阅相关书籍及浏览

自身文献阅读历史。

阿伯丁大学医学图书馆网站能以最

佳模式将网页内容在普通计算机和移动工

具上显示出来。该校的医学网站都是运用

PHP 进行编写，能够有效识别不同版本的

网页浏览器。通过分析 http_ user_agent，

网站服务器即可确定用户使用移动设备的

操作系统，医学图书馆移动阅读体系会遴

选出合适的网页显示版本，适应用户移动

设备的个性化需求。用户可通过移动通信

设备或计算机等终端请求网页页面，网页

服务器在接受请求后会合理处理用户终端设

备发出的请求，并根据用户的请求调节网页

的显示模式，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

（作者单位:1为国家统计局；2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数字图书馆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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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综合网上舆论的评价：一，周期短，数据采集的完整性略不够，

存在相对的偶然性，容易造成误判。二，电话费高低只是体现消

费水平的一个方面而已，不能代表经济水平高低，大学不应该干

涉贫困学生的消费支出。三，相对于传统的资格认定方法是一种

创新，江苏大学采取话费调查的方式，本身是为了做到“精准扶贫”，

这个出发点没错。

支持论：数据便于综合评估

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今天，正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大数据

认定贫困生资格，确实是一种创新。它一方面使得学生信息更加

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其操作的隐秘性维护了学生的尊严。江苏

大学选择的电话费流水账相对其他生活开支，能真实反映学生的

生活状态，其数据的易取得性也更便于实现监督。

在未来，将大数据引入高校贫困生鉴定工作，还需借鉴更多

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则能更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经济状况，获得

众人信服。

质疑论：话费测评不能一刀切

目前正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对贫困生而言，不管是兼职找工作，

还是网上开店赚外快补贴生活等，很多时候都离不开手机打电话等

消费，而且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致使其花费确实将高于其他

同学。此时，如果不综合考虑其他因素，而简单推理出部分学生是

在装贫困，直至取消其补助，则显得过于武断。仅靠话费“精准识

贫”，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片面境地。而要避免这种尴尬，

还需要摆脱纯粹的技术依赖，多深入学生生活了解实际情况，利用

信息联网，从生源地获得更多可靠数据，并配合其他信息综合研判

分析，才能真正做到精准扶贫。

大数据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在数据的应用上牵涉到社会经济问题，它的深度应用牵涉社会很多部分的彼此协调，

以及对于改变的认同度，所以这个过程也许非常漫长。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 =or ≠精准认定贫困生？
随着大数据与教育的结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大数据”几乎成为人们都在谈论的一

个热门词汇，大数据的应用已广泛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探索如何让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有效

应用，也是革命技术创新所需要经历的过程。比如，大数据在高校帮助贫困学生中的使用，可以视

为一种新的探索，但是作为一种创新，争议也是难免的。

“日前，江苏大学学生工作处正式公布了对 4463 名贫困生话

费调查的大数据处理结果，对月平均消费 100-150 元的同学，学

校建议采取降级处理；对月平均消费超过 150 元的同学，则建议取

消贫困生资格。此次行动共有 21 人被取消了贫困生资格，还有 32

人从家庭经济特殊困难降级为一般困难。”

（5 月 8 日《扬子晚报》）

通常，为了申请贫困补助，高校会要求申请贫困生的同学提供家

庭贫困证明表，在这张表上，需要有贫困生的家庭情况陈述，还要有

地方政府的盖章。当学生备好了贫困资料后，学校就会将其纳入困难

学生档案，通过深入了解，比较后对其中特别困难家庭的学生进行补助。

以上的弊端是程序相对简单，并且质疑声颇多，比如关于贫困证明弄

虚作假、“伪贫困生”偷食的新闻。为此，多所高校引入大数据对学

生的补助申请进行评估，然而媒体砸出一个新的话题，利用大数据对

于贫困学生补助的评估，公平吗？

一起来看两组近期很热的新闻。

近期 5 月的案例——用大数据筛选贫困生

（来源：关育兵）

（来源：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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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贫困学生补助，大数据真的公平吗？

大数据只适用于调查学生在特定时间

内的花销，并不能辨别出学生家庭是富裕

还是贫困。将评估体系转变为使用大数据

的高校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小心损害了学

生的合法权利，或者收集到的学生信息带

有偏向性。作为大数据系统的补充，有些

学校利用自己的校友网络和地方政府信息

更准确地获得学生的经济背景。为了进一

步杜绝虚假申请，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国家信用调查体系。

（来源：21 英语网）

贫困生再认定看话费，不必急着反对

在贫困生认定与再认定问题上，不妨

借助大数据提高精准度，以发挥贫困生扶

助机制的最大作用。比如通过对学生各类

消费情况的综合分析，或可更加充分地掌

握贫困生的总体情况。真正的贫困生，其

消费水平会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而滥

竽充数者，也很难长期掩饰下去。学校既

要给贫困生真正的人文关怀，也要避免扶

助资金被浪费和滥用，这就不能采取偷懒

的办法，而应扎扎实实地做好动态管理。

（来源：京华时报）

高校使用大数据需注意的内容

大数据在高校帮助贫困学生中的使

用，可以视为一种探索。以前，高校为甄

别贫困学生，想了很多招数，包括竞选贫

困生，评议贫困生，这些做法无不遭遇不

尊重学生隐私的质疑。大数据的使用，使

识别贫困生的过程变得“温和”一些，但

【声音】

综合网上舆论的评价：一，大数据之下

的“精准”，对贫困生的隐私进行了相对的

保护。二，帮助贫困大学生，尊重隐私不能

影响公平，仅凭食堂消费来判断帮困对象，

可能有不公平隐患。

点赞论：“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彰显大

数据思维

南京理工大学启动的“暖心饭卡”项目，

和其他捐助方式不同，既不伤害贫困生自尊

心，又可以实现“精准扶贫”。在资助贫困

生上，没有一种方式是完美无缺的，但总有

一种是相对最优的。在大数据的支撑下，“偷

偷”给贫困生充饭卡即是最优选择。

如何才能在公平和尊严之间找到一个平

衡点？必须承认，大数据具有无可争辩的说

服力，通过分析就餐次数和消费金额，基本

可以得出这个学生的消费水平。大数据也是

“活”的，圈定初步名单后，学校再加以审核，

最后评出资助名单，误差进一步缩小。这样，

“偷偷”给饭卡充钱，既确保公平又兼顾尊

严，还降低管理成本，一举多得。

（来源：南方都市报）

质疑论：担忧学生故意刷数据的状况

网友认为会不会出现漏洞。比如前期调

查工作泄密、后期监督缺位易滋生腐败以及

部分学生故意刷数据，担忧“有的学生为了

多拿补贴款可能会刷数据，甚至将一餐分两

餐买。”

（来源：网友们）

为了“精准助贫”，各高校的方法很多。“近日，南京理工大学启动‘暖

心饭卡’项目，和其他捐助方式不同的是，该校教育基金会通过对全校在校本

科生的饭卡刷卡记录的数据分析，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 60 顿、一个月总消费

不足420元的，被列为受资助对象。该校采取直接将补贴款打入学生饭卡的方式，

学生无需填表申请，不用审核，甚至在收到补贴前，没有任何学生知情。”

(3 月 25 日《新华日报》)　　

近期 3 月的案例——用大数据精准助贫 总评

【 对 于 大 数 据 利 用 的 建 议】    
帮助贫困大学生，该怎样使用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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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美国的教育研究者们在 1968 年就在教育部成立了全美教育数据统

计中心。通过 34 年的长期摸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数据处理方法的方法论，

并在 2002 年通过了《教育科学改革法》，明确了数据在教育决策中的决定性地位：

所有教育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由实证数据进行支持。  

2012 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参与了一项耗资 2 亿美元的公共教育中的大数

据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来改善教育。联邦教育部从财政预算中

支出 2500 万美元，用于理解学生在个性化层面是怎样学习的。

美国的高校如何利用大数据呢？据报道，比如在印第安纳的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监测学生是否用他们的校园卡刷卡参加星期六晚上在学生中心

举办的校园晚会 / 聚会。当一名学生的校园卡刷卡识别机制显示他停止参加俱乐部

或其他社交活动时，一名学生服务专家就会跟进，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去了解这名

学生在做什么。这所高校还用校园卡刷卡监测学生去就业中心和参加学生领导力项

目的情况。

该校甚至为今年 2015 级有资格申请联邦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的 1200 名

低收入大一新生设计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这款程序将基于大学检测器获得的学生

活动信息，给予学生积分点的奖励。这些学生能用这些积分点在校园书店里买书

和其他用品。美国 11 所大型公立大学组成的新联盟“大学创新联盟”（University 

Innovation Alliance）正在寻求帮助这些学生。这一联盟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改善

经济上最需要帮助的大学生的毕业率。

曾经，署名为胡乐乐的作者撰文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国外大数据的使用，“美国

堪萨斯州卫奇塔州立大学（Wichita State University）的招生人员都能判定，学校新

一届本科生有多少比例能获得学业成功，有多少学生辍学或面临学业挣扎。这个准

确性令人惊奇——这个软件确定学生会成功的准确率高达 96%，远远高于顾问人工

预测的 82%。该软件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很简单——运用大数据——包括一

名学生的论文成绩、学习时间以及来自家庭的财务投入，等等。卫奇塔州立大学仅

仅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大数据预测学生学业成功与失败的众多美国高校之一。这些高

校将大数据科学应用于包括招生录取在内的各种各样管理实践之中。”

其他还能实现什么呢？胡乐乐介绍以下的几类利用途径。

“学生获得。高校使用现有学生和已毕业学生的历史学业成绩和人口统计学数

据，创建最有可能入学的申请者的个人档案；然后与社交媒体的数据整合在一起，

算出这些学生对本校的感情分数；最后，用统计分析现在的学生和可能入学的学生

的社交网络，确定出哪些可能是潜在新生的申请者。

学生课程专业选择。基于学生的高中学业成绩、来自调查和社交媒体的学生的

兴趣领域，以及学生的天资 / 倾向考试结果，高校创建学生的详细档案。然后把这

些档案与已经毕业的学生以及在校的高一届或几届的在读学生的档案比较，依据他

们选择了的课程专业，得出这些学生应该选择哪些课程专业的建议。另外，整合关

于未来劳动力技能需要和工资的外部数据，帮助学生在主修和辅修专业选择上有丰

富的信息。

学生学业有效性。持续监控学生的考试成绩，并与单个学生以及相似学生群体

之前的考试成绩进行比较，整合学生的社交媒体和教师的记录，创建学生行为和倾

向 / 偏好的更详细档案。得出学生和课程的具体建议，比如个别或小组辅导、追加

问题课程领域的学习材料，或者甚至改变课程与专业。这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学生保留率。在学生学业有效性、财务和社会等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得

出学生消耗的可能性分数，并给高校提出是否允许保留这个学生的建议。对那些面

临辍学和退学危险的学生提出具体的帮助建议。与此同时，授权教师对这些学生做

出他们自己的建议。

教学有效性。用大数据测量教师的表现。教师的教学表现数据可以通过学科、

学生人数、学生人口统计学、学生行为分类、学生的愿望高低和其他变量来测量获

得，让教师与适合他们的学生和班级相匹配，确保学生和教师都能互相喜欢。这有

利于教师的表现。”  整理 / 陶春

很显然，这种探索也有些无奈，是基于对学生消费行

为的大数据搜集，而非对学生真实家庭经济情况的掌

握。如果我国有健全、畅通的渠道了解学生的真实家

庭经济情况，那并不需要所谓的大数据帮困。

高校在帮困时，可以使用大数据，但必须注意两

方面，一是使用大数据不能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大

学可通过大数据“悄然”帮助贫困的同学，这可体现

帮困的人文化，而不宜去监控学生的日常消费行为，

这会让贫困学生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二是在使用学

生消费大数据时，还要构建学校调查学生家庭情况的

体系，使用消费大数据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大学可以

通过和校友、中学、地方政府的合作，来了解本校贫

困学生的家庭情况，要建立另外的大数据平台，即借

用现在的学生学籍信息管理平台，把学生的家庭经济

情况也进行如实记录，包括今后针对贫困学生的招生

计划，都应该根据家庭经济情况来实施，而不是只看

学生的农村生身份，因为即便是农村生，也有学生家

庭很富裕。当然，我国还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

立完善每个居民的纳税证明体系，以及征信系统。

（来源：熊丙奇）

国外教育大数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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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食堂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挖掘、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与高校饮食行

业深度融合，推动学生饮食消费领域向食堂

食品加工、食料供应链领域拓展，加速提升

高校饮食行业发展水平，增强高校饮食行业

创新能力，构筑饮食行业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和新动能。智慧食堂系统以学生选餐做为需

求驱动力结合食堂、采购部门、供应商、监

管方等各方的用户使用体验以及饮食行业特

点做到管理精准化、实现实时追踪移动化；

强调非关键流程给予更灵活的授权，尤其是

给予基层一线员工更多的微型决策权，让最

了解问题的人来决策。

智慧食堂是一个大型的系统集成工程，

每个功能其成本控制、可靠性、实时性、安

全性要求各不相同，各功能服务对象分布在

各个公共区域。根据功能的不同，我们将项

目设计分成各类不同的子系统分别进行分类

控制。通过采取系统的功能分类、分层次逐

级集成的思路，精心设计和规划，从整个校

区餐饮特点和实际需要出发，从技术、经济、

经营与服务等多角度去设计系统集成的内容，

提高校区的监控管理效率，以达到获得管理

数据，改善和提高师生就餐环境等方面。

智慧食堂总体设计

食堂采购计划

采购供应部在此模块下“配货发单”，

向供应商提交配送单；采购供应部可以及时

了解配送单配送状态，在移动终端使用此模

块下的“配送单查询”进行实时查看，根据

不同用户权限进行发货、验收、入库等数据

确认，数据采集时可以采用一维条码、二维

条码、射频卡等技术，便于准确快速录入和

查询的效果。

原料管理

为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效控

制运营成本，对食堂原料进行进货验收、食

堂食品采购索证及建立台帐制度、食堂食品

原料电子信息化管理，实现原料可追溯。

菜品管理

对食堂每餐菜品进行数字化、信息化认

证识别管理，利用一菜一码一标识制。采用

带芯片的碗碟，进行菜品 ID多次写入初始化。

智慧结算管理

智慧结算模块主要由智能餐盘和智慧

自助结算台两部分组成。与普通密胺餐具不

同的是，智盘配套的每一个餐具底部都植入

了 RFID 射频芯片，尽管如此，它的日常使

用、清洗和消毒，仍与普通密胺餐具无异，

并且已经通过了高温、清洗和碰撞的耐力测

试。智慧结算台采用一体化设计，平面集成

了射频读写装置、读卡器、显示屏等多个设

备，可实现对进入结算区餐具的批量快速识

别（最多 15 个），顾客自助完成核对、刷

校园卡进行认证及支付，结算速度可达 2 秒

1 单，完全无需人工干预，极大地提升了结

算效率，缓解了结算排队拥堵的问题。

校园卡自动结算

采用校园卡拍卡结算模式，实现无人看

守自动校园卡结算功能。

微信端数据推送

对每位师生每餐的饭菜进行科学的营养

分析，并通过微信进行营养分析数据推送且

给出饮食和运动建议。

成本核算

从输入端原料到输出端菜品进行成本核

算，并输入相应统计分析结果，为管理人员

提供量化的决策指导。

智慧食堂项目成果与展示 

通过就餐数据的采集，可以及时得到就

餐人员的就餐内容及营养成分，根据师生手

机微信客户端个性化的设置，实现营养数据

推送及建议服务。如图 1 所示，我们可以得

到总摄入能源，是否超标，下一步能量补充

或消耗建议，以及膳食营养建议等服务。

本文提出基于校园卡智慧食堂的应用及

数据推送服务，基于校园卡、原料菜品数据

中心，微信、营养分析数据推送，采用智慧

餐盘，依托校园卡介质的通用性、稳定性和

可靠性，有效地解决人力成本高、效率低、

营养零数据等一系统问题，并具有效率高、

数据集中管理，将营养数据、原料数据、菜

品数据有效管理，并基于该数据挖掘，提高

有效的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智慧校园建设打

下扎实基础。但具体影响及实现应用有待实

践检验。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智慧食堂畅想  文 / 徐锋 许萌 许彩娥等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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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1. 建立信息安全协调（领导）机构。中山大

学校园网络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是校园网信息和

网络安全的领导机构，秘书单位由学校党委办公

室、保卫处、宣传部、学生处、网络与信息技术

中心组成。学校党委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各部

门工作，保卫部门负责信息内容监控，宣传部、

学生处负责网络舆情引导，信息与网络中心负责

技术保障。

2. 落实信息安全责任制。中山大学网络与信

息技术中心负责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维、信息

系统和网站安全保护、用户终端安全保护、应急

响应及事件处置、信息安全教育、学校保密工作

技术支持、制定信息安全相关规章制度等信息安

全工作职责。学校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负责业务

数据维护、信息发布、使用授权等用户授权等系

统日常运行工作。

3. 做好信息安全规划、策略制定和贯彻落实。

高校信息网络安全建设概况
法》、《中大论坛管理办法》、《中山大学逸仙

时空 BBS 站规总则》、《中山大学校务管理系统

运行安全管理规定》、《中山大学电子公文处理

试行规定》、《高性能与网格计算平台用户守则》、

《中山大学高性能与网格计算平台运行维护管理

办法》、《中山大学电子邮件管理制度》等。

4. 设置从事信息安全的专职人员，注意人员

技能培训。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设置

“信息与网络安全规划和设计岗”、“信息与

网络安全管理岗”、“信息与网络安全审计岗”

等 3 个信息安全专职岗位，目前副高、中级和

初级工程师各 1 名。中心所有 3 名信息安全专职

人员都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信息安全专业培训，

并持有教育部管理信息中心颁发的教育信息安

全等级保护专业培训管理类和技术类双证书。除

了专职人员外，中心其他网络管理员和系统管理

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信息安全保密工作，并接受相

应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培训。

2008 年，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参考 ISO 17799 等

国际标准完成了校园网安全保护体系的顶层设

计，颁布了《ISMS（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发展白

皮书——概念与框架》。目前，已颁布执行的信

息安全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中山大学信

息与网络安全保密管理办法（暂行）》、《中山

大学计算机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中山大

学计算机信息安全与病毒防治管理办法 》、《中

山大学信息网络管理规定》、《主干网络设备管

理制度》、《数据中心机房管理制度》、《托管

主机机房管理制度》、《网络机房（含各校区）

管理制度》、《服务器管理制度》、《数据中心

防火墙端口管理规定》、《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

服务器及相关设备托管管理暂行规定》、《教育

部《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实施办法（试行）》、

《中山大学信息系统授权管理暂行办法》、《中

山大学信息系统数据管理暂行办法》、《中山大

学校园网主页信息与服务内容建设与管理暂行办

第四军医大学：
1. 建立包括防火墙、信息升级、入侵检测、

日志检测、上网行为管理、防病毒系统、系统补

丁升级系统、漏洞扫描系统等比较完备的安全系

统；

2. 定期对应用系统，主机，服务器进行安全

扫描，发现问题并及时加固；

3. 预上线系统在上线前先进行安全扫描，符

合要求才能上线；

4. 根据业务涉密情况进行网络隔离。

湖北工程学院： 
加强用户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合理采用相

关信息安全设备；二级网站管理责任到人，谁主

办，谁负责；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单点登录。

宜春学院：
一是部署了用户接入认证系统，实现了有线

无线的一体化认证和用户实名上网。二是部署了

用户上网行为管理系统，所有上网行为均有日志

留存。三是部署了存储虚拟化和备份机制，确保

数据安全。四是网站发布采用站群系统，避免各

部门采用各类未知风险的程序容易被黑客攻击。

甘肃农业大学：
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校园网安全领导小组，相

应部门承担相关的网络和信息安全保护责任。网

络技术部主要负责校园主干网络的运行管理、核

心服务器的安全漏洞检测和系统升级维护工作、

备份保存校园网用户的上网行为日志、全校各个

楼宇内网络交换设备的日常维护与维修。相关部

门对所属本单位的信息系统承担安全保护责任，

主要包括系统的日常维护、操作权限管理、用户

名和密码的管理，相关技术工作由网络技术部配

合实施。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建立了组织机构，具体处置网络信息安

全事件。学院成立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类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由学院副院长担任组长，

组织宣传部和网络信息中心负责人担任副组长，

各个机构分管领导作为成员。

石河子大学：
1．实行实名制认证上网；2. 建立上网行为

审计系统；3. 对主页发布信息进行审核；4. 在校

园网上搭建防火墙，重要服务器单独建立防火墙。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本校对接入网络（有线、无线）用户上网实

施实名认证管理，部署上网实名认证系统，用户

需要上网时需要输入上网账号认证才能访问互

联网，可以有效地对用户进行管理。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 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制度和规范；

2. 创建学院信息安全知识库；

3. 对内外网和不信任区域利用防火墙进行隔

离，并做好日志；

4. 对 Web 应用进行监管；

5. 定期进行网络安全风险评测和检验。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全校采用全网认证上网模式 ;

2. 划分 DMZ 区域服务器区域，进行安全集

中管理 ;

3. 对服务区域在网络设备上进行 ACI 控制 ;

4. 外网防火墙以及上网认证日志审计行为管

理日志等方面访问控制；

5. 校外采用 SSLVPN 方式访问内网。

编者按：

上期介绍了高校信息网络安全状况分析及信息化安全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每个高校的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各有千秋。

本期继续介绍一些高校的信息网络安全建设的工作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