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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开辟高校信息化队伍发展通道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提升大学创新人

才培养能力”，这对中国高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的是高校教学、

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领域的协同发力，而信息化无疑是将这些领域连点

成线，形成合力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来，国内高等教育界逐渐有了一种说法，即高校不必有一支高

水平的信息化人才队伍，信息化建设只需通过购买企业服务即可。对于信

息化领域的购买服务笔者向来赞同，但对于前一种论调笔者却不能苟同。

相对于中小学而言，高校内部管理各个业务更具个性，采购而来的各种“成

熟产品”固然能“止渴”，但是否真是“对症药”，是否真正契合高校的个性，

则未必。

就笔者所知，与国内这种采买“成熟产品”的方式不同，国外一些知

名高校在近几年似乎又回到了自主研发平台、系统的“老路”，但与以往

不同的是，他们的“自主研发”是有了清晰的目标之后（即发现企业产品

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学校与企业协作发力的产物；在其中高校信息化队

伍扮演了重要角色。

创新是当下中国高校的热词，真正的创新深植于每一所高校独特的文

化基因，但笔者实在无法想见那些不掌控本校信息化建设核心业务的高校

能在多大程度上创新信息化应用；而在推进量体裁衣、体现个性的信息化

建设过程中，我们可以继续购买服务，但要解决购买什么、怎么购买、怎

么衔接、怎么运维等问题，一支既知教育、又懂技术，素质高、能力强的

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与国外高校动辄几百人的信息化队伍相较，我国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

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质量来说都捉襟见肘，这固然有理念、编制等方面的原

因，但在笔者看来更为关键的是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的选录、发展机制的

市场化程度问题：从选录来看高校“一刀切”式的待遇水平与市场差距太

大，无法吸引高水平的信息化人才加入；从发展来看低水平的维护工作无

法使人才在其中得到可持续发展，这种局面下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起不来、

留不住也就可以理解了。

日前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再次强调了学校信息化专

业队伍的重要性。笔者以为，要做强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一是待遇要倾斜，

二是发展有通道：所谓“待遇要倾斜”指的是要对高校信息化专业队伍给

予待遇倾斜，使其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与市场接轨。所谓“发展有通道”

指的是一方面全面提升高校信息化专业队伍的工作能级，让人才真正有用

武之地；另一方面，要建立能够反映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工作实绩的考评

体系，使他们在专业工作中的价值和贡献能够得到真实体现。

高校信息化队伍是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的聘用管理、福利薪酬、评

价考核应当有别于高校其他人员，这或许也是需要在高校中推进 CIO 制度

的另一重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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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发布量子计算研究      
重大进展

一些顶尖研究团队根据最新研

究发现，认为量子计算机的实现可

以比我们想象的更早。近日，谷歌

和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公

布了一项研究成果，根据该成果，

人类有望以较之前简便得多的方法

构建一台能充分发挥量子计算能力

的验证样机。

研究人员将之前投入了巨量人

力财力却进展缓慢的研究路线下的

量子计算机称为“数字量子计算机”。

谷歌、IBM 和包括一家创业企

业在内的财团已改变策略，正在加

速研发“模拟量子计算机”。构建

一台量子计算验证机将更加容易。

谷歌量子计算硬件项目负责人，

高级研究员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inis）在去年的采访中表示，在

几年之内，模拟量子计算芯片就有

望问世。

谷歌团队用模拟量子计算机制

构建了一个超导量子芯片来模拟 9

个相互之间存在磁力作用的原子。

这种设计方法使得之前为数字量子

计算机开发的纠错技术可以被采用。

谷歌认为，模拟量子计算机应该能

较数字量子计算机更快达到 1000 量

子比特的体量，并且业内其他专家

也基本认可这个预期。

DeepTech

mail onlin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Education News

NIKKEI

（来自：美国教育新闻网站）

（来自：英国《每日邮报》）

（来自：日本经济新闻） （来自：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美国一高校机器人助教 授课 5 个月无人发现

近期，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研制出一款新型机器人代替

助教为学生们授课。这款名为吉尔·沃特森 ((Jill Watson) 的

机器人连续工作了 5 个月，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发现，足

见这款机器人的智能程度。

沃特森是 IBM 超级电脑沃特森的分析系统，从今年 1 月

份以来，它就开始帮助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们解决毕业

论文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沃特森任教期间，学生们在论坛

上发布了上万条信息，沃特森都给予了积极回应。在被告知

之后，学生们才意识到他们的助教是机器人，并对此表示非

常惊讶。

日本拟于 2019 年开设“专门职业大学”

近期，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日本文部科学相驰浩报告

称，将针对实践性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制定“专门职业

大学”（暂称）的相关制度。学生必须到企业进行长时间的

实习活动，将为旅游、IT 及农业等增长领域培养“即战力”

人才。力争在 2019 年度开设。

据提交的报告称，日本自 1964 年创设短期大学以来，这

是日本时隔半个世纪再次设立新的大学类型。文科省力争在

2017 年的例行国会上完成必要的法律修订。新的大学类型可

能由专门学校转型，或者对现有大学的院系专业进行改编。

美国青少年热衷移动学习

近期一项对 1300 名 13 岁至 18 岁美国中学生开展的调

查发现，青少年普遍希望在学习过程中运用科技手段，期待

大学教学融入移动学习 (mobile-learning) 模式，使教学过程

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让学生有机会掌控个人学习计划。

调查结果显示，美国青少年对几乎所有的技术工具都持

积极态度。其中，84% 的青少年认为智能平板电脑对学习的

帮助最大，其次是电子教材和与学习内容相关的网页等。最

受学生欢迎的学习网站是可汗学院、技术分享技能网站和慕

课网络平台。另一项网络调查也发现，在美国中小学生的家

长中，大部分认为教育技术对孩子的学习能力有积极影响。



2016.7 中国教育网络 5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互联网教育+大数据 =新型大学？

近期，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书记任友

群在谈到“十三五”高校信息化治理的新

思路时，直言“建校不满五年的 Minerva

大学是全球浸润式大学。这个大学成立时

间很短，现在正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

段。”

“该校提供的是一个浸润式的全球

化的体验环境。该校学习时间一共四年，

八个学期，其中两个学期在旧金山，其他

六个学期分别在各大洲的有关城市。学校

没有传统意义上固定的校园。学校大部分

的课程都是线上的，课程全部被重新安

排。我不认为我们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像目

前 Minerva 这样的大学来学习，但确实也

有一些专业是可以按照 Minerva 的方式来

办。”任友群将 Minerva 大学特点总结为

以下几点，（1）浸润式的全球化体验（Global 

Immersion）；（2）现代化的课程（Modern 

Curriculum）；（3）终身的成就支持（Future 

Success）；（4）真正无地域限制、歧视

的招生（Admission）。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也正因为

才起步，2014 年夏天，关于 Minerva 是野

鸡大学的事简直闹翻了出国党热衷的留学

论坛。一时，关于它的质疑声音甚嚣尘上。

比如，“Minerva 靠谱吗？”“能考上全美

Top 50 的大学何必去 Minerva，Mineva 肯定

是骗外国人钱的。”“Minerva 的教授少”，

“Minerva将削减大量传统大学所需的开支，

比如没有学校的运动队，没有终身教职员

工，没有固定校园。”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等教育专家

Robert Zemsky 相信技术的发展足以成熟到

将大部分学科教学转移到网络上，但不是

所有的教育。他举例，对 Minerva 来说要

建立一个成熟的科学院有很大的难度，因

为学校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学生进行实验

时会遇到各种问题。

是否真正能够防止出现对教育质量的

把控不严格以及为了盈利导致的短视规划，

这样一场互联网大学的实验结果，大家都

在耐心观察。确切地说，是观望。

诚然，争议的喧嚣褪去，即使欣赏

这样的教育理念，逻辑上被说服，多数

家长仍然选择安静地观望。网友“隐身 

在不存在的角落俯视着世界”讲出许多

实话——听蓝图描述的确很好，但是如

果我有孩子的话，肯定不会让他去参加

我们使用大数据是为了实现更精准的分析，因为

进行靠谱的预测需要大数据，业内专家指出，下一阶

段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也应该是“一切为了数据”，让

数据成就我们的一切。目前来看，对大数据的使用，

比较弱的领域有两个：一个是生物领域，另一个就是

教育领域。我们来看看大数据在国外的高等教育领域

如何应用。

前几期。好比一款理论上很成功的药，

你敢不敢让子女去参加开头一期的临床

试验呢？

然而，毕竟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冒

出来了。比如 19 岁的李一格是创新型

大学 Minerva 的首届学生，作为被录取

的 2.8% 的其中一位，她在分享会上谈到

Minerva 的上课体验：“我们称它为‘Deep 

Interactive Learning’，深入的交互式学习。

当然没有赛道没有跑车，但是一年前，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时觉得特别激

动。很多人说 Minerva 的创建是源于速度

与激情：科技发展的速度和人们追求优

质教育的激情。”

 对于许多人都会问的问题，“Why 

Minerva”，李一格觉得 Minerva 是真的

在关心未来的人该怎么样生活，他们的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用一种什么样

的学习模式可以去对接未来人生活的状

态和模式。具体地说，比如它把科技引

用到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学习

变得更加高效，还有教学的过程，让整

个学习和教授者能够更加具备反馈、统

计、管理的功能等等。同时，它会根据

学生的喜好、对未来的规划，去帮学生

更好地成长。

文 / 本刊编辑  陶春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大学，在批判和质疑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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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书记任友群：

据一位中国籍的 Minerva 大学学生说，

他们“课堂上”镜头前的每一个行为都被

记录，每一份作业都被记录，每一次发言

都被记录，学校有专门的数据分析师和学

情分析师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分析，他们的

学习真正做到了科学高效。

上课过程中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持

不同颜色观点的孩子，会在这个圆环上被

标注出来，讨论问题时候的立场分布就会

显示出来。所有学生都是在各自的场所，

只要保证网络通畅，课程就可以进行。正

在发言的同学，视频会比较大，其他人都

在小窗里。据说他们还有一个观测的技术，

如果你的脑袋太长时间移出这个镜头，会

被认为你在开小差。

凡是接触过信息化的人都知道，虽然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教学平台，但

是背后的支撑网络是庞大的，尤其是当学

生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时这样的支撑

难度就更大。从这点来说，其信息化工作

是超过一般的大学的。Minerva 大学教学的

流程对我们传统的大学来说，我个人感觉

至少是一个挑战，对中国大学教学的挑战

尤其大。至少目前为止，全世界其他大学

还没做到把在线授课作为主要教学方式。

从信息化的角度来看，Minerva 大学

的特点：

（1） 以“数据技术”为核心，形成“互

联网 + 校园”新数据形态；

（2） 以“云网端”为核心，形成“互

联网 + 校园”新技术形态；

（3）以“实时协同分工网络”为核心，

形成“互联网 + 校园”新组织。

Minerva 大学，让我们看到了“互联

网 + 高等教育”。这是用互联网再造教学

流程的教育，我们讨论教育信息化、大学

信息化，可能还是更多的用信息化手段来

优化我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这是互联网

+ 高等教育非常前瞻的一个模式，当然我

们还需要对它有一个观察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余胜泉教授：

Minerva 大学是一个互联网思维的大

学，这个大学的校区设置在全球多个地方，

学校主体在美国，在孟买、里约热内卢、

悉尼、伦敦和开普敦等地设置有分校区。

Minerva 的学生也会和传统大学的学生一

样，聚集生活在一起，一起上课，只是老

师未必在现场，而是采用网络直播互动去

教学。Minerva 用互联网解放了师资资源，

老师可以在英国给中国校区的学生上课，

只要他能够联网就能完成授课。而学生也

不会因为地域不同的关系断了学习进程，

因为他的数据是放置于 Minerva 平台的，

学校能一直追踪学生，学生也能随时找到

自己要上的课，想请假的老师，还能四处

游学，当地也有校区，对他们进行管理，

维持日常的校园生活。

用数据甄别学生、根据个性特征设

置个性课程、衔接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

Minerva 大学的特征。这个学校的校长是

哈佛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他推行的是一

种真正精英化的教育，着重培养当今全球

市场高需求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创新性

思维以及多元模式沟通能力。

大数据时代的新型教育，方向在哪里

今天，我们探讨的不仅仅只局限于

信息化、大数据时代的大学，而是更为

广泛的学习和教育话题。知乎上一位网

友的一段话，为我们带来进一步的思考。

网友“Harry Mao ，图个乐罢了别当真”

的评论：“今年申请，班里有人被录取。

发的 offer 是装在一个 iPad mini 里的！整

个过程需要激活的还有一段校长为你录

制的欢迎视频！（会提到你名字的所以

肯定不是标准化产品）激活看到 offer 后

校长会第一时间 facetime 你！那个礼包

做得真是很精致，最重要的是每一张卡

片每一个程序都会有你的名字让你感到

自己被重视，而不是收到了一封来自流

水线上的 offer。”

从这里很容易体会到用户个性化的服

以Minerva 为例，业内人士带你解构数据信息时代的新型大学

Minerva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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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Altschool  

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提到，有了大数据的支持，
或许未来学校可以更精确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
结构、情感结构以及其认知特征。在大数据的支持下，
未来学校的形态是一种自组织的。目前这种学校已有
了一些原型，例如由谷歌前高管创办了 Altschool，教
师为学生设计了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老师可以通过后
台数据看到所有学生的学习进展遇到的问题和障碍，
在这个过程及时给学生干预，实现个性化的反馈。

在能力训练方面 Altschool 采用项目训练的方式，
强调学生去做综合性的实践项目，去做探究性和学科
交叉的学习，每周外出考察学习一次，实地探访博物馆，通过这种综合性
实践的学习来促进知识的情境化、社会化应用，并促进学习者灵活知识结
构的形成。　

Altschool 和 Minerva 是互联网时代学校组织形态的两个代表案例，他
们的成功与否还有待进一步考验，但是他们至少展现出一些未来学校变革
的趋势，探索了一些未来学校变革的可能性。

多邻国（Duolingo）

牛津大学迈尔·舍恩伯格提到，在美国，有一
个著名的外语学习网站——多邻国（Duolingo），每
天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通过它来学习外语。网站
的设计者从平台所收集的大量学习者所犯的错误信息
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他们发现大多数
西班牙语使用者在学习英语的初级阶段，会对代词“it”
很困惑，原因是“it”很难翻译成西班牙语。于是，
多邻国针对这类学习者调整了学习安排，先教他们其
他代词，等到数周后再开始教“it”。

多邻国通过大数据发现，语言教学手段有效与否，
取决于学习者的母语以及他们将要学习的语言。另外，多邻国还发现了所
谓“数据尾气”（data exhaust）现象，即由人们与网站之间的互动中衍生
的副产品：如熟练掌握一门语言的某一方面需要多长时间、最合适的习题
量是多少、落下几天课程进度的后果是什么，等等。

实现因材施教是人类教育的理想。大数据时代，学习者将可以获得
一种定制的适合自身的学习安排。比如，在纽约地区有一个“个人的学校”
数学项目，每个学生都拥有个人的“播放列表”，通过相关算法分析个人
需求，学生可以获得为其定制的每日习题集。

“神秘的通话”

据美国教育新闻网的报道，“神秘的通话”项目可以让世界上任意
两个地方的班级实现视频通话。视频通话是一种对批判思维的挑战，旨在
拓宽学生的地理、世界历史和文化知识。“神秘的通话”项目由教师开发，
适应所有年龄阶段的学生。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创新，打破了传统 K-12
教育的教室围墙，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了新的体验。

教师只需要在推特 (Twitter) 上发送一条信息，便可以快速联系到有
兴趣的伙伴。一旦确定好通话伙伴，教师便要开始为“神秘的通话”做前
期准备。一位有经验的教师建议，教师可以创建一份谷歌文档或者一个专
用网页，罗列出学生在呼叫通话前所需要的链接。随后，教师可以为每名
学生分配不同的角色，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主动性，如分享
者、迎宾员、摄影师、数据输入员、研究人员等。在实际通话之前，教师
还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模拟演练。

大数据时代的新型教育务，当然并不仅限于这么一个优点。“大

数据改善学习的三大核心要素是：反馈、

个性化和概率预测。在此基础上，将带

来学习的三大改变：能够随时收集学习

中的双向反馈数据；可以真正满足每个

学生的个体需求，而不是为了一组类似

的学生定制的个性化学习；可以通过概

率预测优化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在这

一过程中，学校和教师的功能将发生

彻底改变，学校将转变成为学生交流

和沟通的社会化场所。教师则不再需

要照本宣科地讲课，而是作为学生和

学习系统的重要连接者，倾听学生的

教育和学习需求，组织学生进行各种

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以上这段话出自于迈尔·舍恩伯

格，他是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

授，也是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

的数据科学家之一。他在接受中国教育

新闻网采访时，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

幅蓝图——

“未来的教师所做的工作，将不

再讲授，而是通过对话、沟通和互动，

帮助学习者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和思

考。在大数据时代，这种双向的沟通和

交流将可以更成规模。同时，也要求教

师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和使用这

些新技术。

所有人都会认为，大数据的应用对

那些顶尖级学校最有帮助。但是，让我

们看看事实如何。那些世界名校挑走了

最好的学生，教起来当然既容易又简单。

如果只教最好的学生，我们又何必对这

样的名校趋之若鹜呢？”

所以，他更看重学校会给孩子带来

何等提升。“我会选择能给孩子带来最

大变化的学校，从入学到毕业，孩子能

经历最大的变化与提升，这才是最好的

学习过程。”

哪所学校可以给孩子带来最大的

提升呢？随着大数据的应用，我们终究

会发现这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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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一教授推行弹幕教学

看视频时出现弹幕并不稀奇，但你听说过用弹幕上课的吗？近日，在重

庆大学新闻学院“网络与新媒体”课上，教授张小强就别出心裁地采取了这

种有趣的教学方式。学生只须通过手机关注名为“微弹幕”的公众号，便可

在课堂上发送弹幕，并通过教师的多媒体屏幕呈现出来。

此举引发了学生的热议，大家反响都还不错。“效果不错，学生在课堂

上的积极性提升很多。”张小强说，这样的新型教学举措其实也与他所教的

课程紧密相扣，自己每次提问后，学生都通过弹幕的形式给予各种回答，积

极性很高，“不过，由于还处在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控制学生发弹幕的尺

度和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此选修课《网络与新媒体》放弃传统

课前点名方式，通过微信对学生进行定位签到。课程通过微信记录下的定位

签到记录和课堂测验记录都将在期末折算成平时成绩。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北工大一教师研发手机软件玩转思政课堂

在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沈震的“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以下简称“思修课”) 课堂上，手机

竟然成了课堂教学和互动的必要工具。这一切，源于沈震

带领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智慧课堂教学软件平台。

今年，这款智慧课堂教学软件平台在北工大“思修课”

上推出，随后在校内多个课堂得到推广应用。一套辅助高

校思政课课堂教学的智慧教学软件平台，从去年暑假开始，

沈震筹集资金，带领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目前，教学软件平台最强大

的功能体现在课堂上，其中‘智能考勤’‘随堂测验’‘时问时答’等

功能最受学生追捧。”沈震说，学生无需移动、软件可任意组建线上虚

拟讨论小组。这款软件平台能够对学生自主学习行为进行实时记录，通

过大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定性总结，进而科学地反馈。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创建校园 O2O 电商平台

近日，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商务管理系创建的校园 O2O 电商平台，借助移

动互联网 + 商务的方式，满足用户的需求。

此平台如何操作的呢？打开手机，进入 U 创工场购物平台，选择喜爱的

商品，购买付款。完成上述步骤后便可以到 A7-103 取货点取货，这时，U

创工场的库管同学已经将你购买的物品按订单打包好了，你只需报上定单尾

号通过验证，货即刻到手。这种“移动互联网 + 校园超市”的购物模式是大

连东软信息学院商务管理系三个专业团队并肩合作的成果。

教育部颁布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近日，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信

息化“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对我国教育信息化未来五年的

发展提出了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计算等新技术逐步广泛应用，经济

社会各行业信息化步伐不断加快，社会

整体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信息技术对

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日趋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在《规划》里提

到主要任务中，提到“融合发展”的概

念，即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

发展，从服务教育教学拓展为服务育人

全过程。

融合发展包括，要依托信息技术营

造信息化教学环境，促进教学理念、教

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改革，推进信息技术

在日常教学中的深入、广泛应用。有条

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众创

空间”、跨学科学习（STEAM 教育）、

创客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着

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等。

对于教师能力也提出相应的要求。

比如，建立健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标准，将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纳入师范

生培养课程体系，列入高校和中小学办

学水平评估、校长考评的指标体系，将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纳入教师培训必

修学时（学分），将能力提升与学科教

学培训紧密结合，有针对性地开展以深

度融合信息技术为特点的课例和教学法

的培训，培养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学

情分析与个性化教学的能力，增强教师

在信息化环境下创新教育教学的能力，

使信息化教学真正成为教师教学活动的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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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市县至少 40% 教师要晒课

近期，海南省启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要求每个市县“晒课”

数不少于教师数的 40%，实现全省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晒课”3.5

万堂以上，征集省级优课 350 堂。

海南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区）、学校要组织所有具备网络和多媒体教学

条件学校的中小学校（包括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和普通高中

等）各年级各学科的教师，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登录报名，并在规定

的时间内利用国家平台提供的“晒课”功能进行实名制网上“晒课”。

江苏：
“河南高考”APP 上线 考生可查询分数及录取结果

高考前夕，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开发的手机客户端——“河南高

考”正式上线运行。这款APP 囊括最新的高招动态、招生政策，还可

以快速查询分数和录取结果。

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由河南省招生办公室主管、河南招生考试信

息宣传中心主办，是发布招生考试信息、宣传招生考试政策的权威网

络平台。“河南高考”APP 设有 3 个栏目，“看政策”可及时获取河

南省招办发布的高招资讯、招生政策 ;“查热点”聚焦高招相关的焦

点热点问题 ;“享服务”可查询高考分数、录取结果、高校招生计划，

以及河南省招办咨询电话和各市服务大厅的联系方式。

河南：

福建：

海南：

南京启动试点“智慧校园安全
管理平台”

近日，南京市部分学校启动试

点“智慧校园安全管理平台”，利

用这一平台，可有效应对校园安全

工作中管理、应急处置等问题。

据了解，启用“智慧校园安全

管理平台”的学校，校长能利用手

机下达演练指令，学校相关人员的

手机实时收到预案流程、自己的岗

位和任务等提示信息，演练时分工

明确。事后，针对演练中发现的不足，

学校可以不断优化应急预案。不仅

如此，该平台还综合了校园门禁、

视频监控、一键报警等设备，实现

多种安全手段联动。

目前该系统已在南京市栖霞区

西岗街道的 4 所中小学、幼儿园进

行试点，结合正在进行的校园监控

达标建设工作，该市将在未来把所

有校园纳入“智慧校园安全管理平

台”管理。

3 年建设 300 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近期，福建省高校在线教育联盟（FOOC) 成立大会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厦门大学等

37 所院校和 10 家在线教育企业共 80 多名代表参加大会。据了解，从 2016 年起，福建省将

采取“政府推动、高校为主、社会参与”的方式，3 年建设 300 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力争达到100门左右，建立高校内部或高校之间课程共享、在线学习认证、

学分认定和学分互认机制。

另从厦门市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从 2016 年到 2018 年，厦门将推出教育信

息化三年行动计划，到 2018 年，厦门市将建成百所智慧校园，其中有 20 所示范校将推进

大数据、云计算等在教学、科研中的全面应用。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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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CNNIC 发布的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

互联网不仅正在改变着工业、农业、能源、环保、交通、

旅游、教育、医疗、金融、零售乃至生活服务等各行各业，

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互联网会改

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

资源共享时代已经来临，知识共享时代必然到来。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出 行 用 车 公 司 Uber 没 有 一 辆 自 己 的 出

租车 ; 最大的旅行住店公司 Airbnb 没有一间自己的旅

馆 ;Al ib aba 没有自己的售货大楼或店面 ;PayPa l 没有自

己的分行和网点 ;MOOC 将会取消所有单一功能的教

室。MOOC 对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首先，MOOC 倒逼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MOOC

本身具有规模化、个性化、群体化的特性。对学习者来

说，这些特性满足了学习者随时随地、个性化学习的需

求。对教师来说，MOOC 要求教师对现有课程结构进

行调整重建，改进教学方式，适应时代要求。对高校而

言，MOOC 虚化了大学的地理界限，大学校园从纯粹

的实体校园转为虚实结合的共同体。同时，MOOC 改

变大学课程的师资队伍结构，MOOC 课程的师资队伍

具有“主讲教师 + 教辅人员 + 技术人员”的多元化特征。

MOOC 开放共享的理念也可以显著提升高校的社会服

务能力，促进高校职能由服务在校学生转为服务社会，

有助于学习型社会的形成。

其次，MOOC 的开放性和高覆盖率降低了教育成

本。MOOC 的开放使其轻易地辐射到那些原本无法享

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一大群用户，学习者不需缴纳学

费或只需缴纳少量费用就能参与到 MOOC 上的名师开

设的课程当中。尽管 MOOC 课件的一次性制作成本高，

但学习者众多，可多次利用，MOOC 大发展后，生均

教育成本会明显下降。

第三，MOOC 对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现

阶段，我国教育面临优质教学资源匮乏、区域发展不均

衡的问题，与国际上的教育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MOOC 的推广，能够集聚各所高校的学科优势，为整

个社会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

资源的使用效率与规模效益，在拓展高等教育边界的同

时，助力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

的构建。因此，MOOC 有机会改变人类历史上长期难

以解决的教育不公问题，有希望缩小不同国家、地区间

的教育鸿沟。

第四，以 MOOC 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有利于国家软

实力输出。国家软实力即国家的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MOOC 意味着校园围墙正

在被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职能将会发生颠覆性的变

化，教育会超出现有教育范畴，成为国家文化和软实力

输出的重要载体。当然，如果我们不重视和利用这样的

机会，我们也可能成为别国文化侵略的受害国。

第五，MOOC 的发展为我国高校参与国际竞争带

来了机遇和挑战。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一直不强，在

众多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大陆高校进入世界前列的

大学数量并不多。我国高校在参与国际 MOOC 的发展

中，利用国际知名 MOOC 平台，在共享自身优质教育

资源、推广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借鉴和学习国际知

名高校的课程设计和内容，优胜劣汰，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大学声誉。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互联网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并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各个领域的发展，形成崭新的领域格局，同时网络

和信息化也上升至影响国家乃至世界格局的重要地位。

MOOC 对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
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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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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万

6 月 13 日， 在“ 互 联 网 + 教 育”

创新周闭幕式上，教育部信息管理中心

副主任曾德华透露，国家教育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正在进行中，已为全国 34 万

所中小学校的 1.78 亿学生建立电子学

籍档案。

 

95%

工信部 6 月 1 日表示，各基础电信企

业确保在今年年底前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

实名率达到 95% 以上，2017 年 6 月 30 号

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下一步将

重点治理实名制推广“重灾区”虚拟运营

商环节。

50微米

经过麻省理工大学 MediaLab 研究

人员们的努力，又一次刷新了 3D 打印

精度上的挑战记录——他们最近成功开

发出一种方法，能够编程和 3D 打印出

厚度仅为 50 微米的毛丝结构。

17秒

近期，NEC 推出了基于生物识

别技术的全自动快速通关系统——

BioFAST，该系统大大缩短了通关时

间，通过对面部及指纹的识别，将

出入境时边防检查的时间缩短到 17

秒，登机审查也只需 3 秒。

“当前的中国教育体制下，学生比以前努力，老师也比以前好，各方

面条件也都比以前好，但学生到了 18 岁还是就学那么点儿东西，实际上

是一个时间上的浪费。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很多东西是不用学的，网上可

查得到。我认为现在的教育体系不一定抹杀了创新，但学知识的时间太长。”

——国内知名的人口学者，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 CEO 梁

建章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在互联网时代下，“缩短教育时长”存

在可行性和必要性。

“适应个性发展的教育是我们未来社会的基本趋势。数据将成为

学校最重要的资产，将来教育的核心生产资料将会是数据。学校的内

容供给、智慧学习环境、教与学方式以及管理与评价都会进行重构。

重构的方向有几个关键词，选择性、适应性、个性化和精准性，这是

未来学校变革的基本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余胜泉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如上

的观点。

 “很多人以为创客教育一定要跟 3D 打印、机器人、各种‘高大上’

的设备挂钩，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创客教育应该回归育人的本质。创

客教育要有教育内涵，要和课程挂钩，而不仅仅是创客教室和设备而已。”

——近日，“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巡展 ( 郑州 ) 暨科技素养与创客教

育高峰论坛”上，围绕中小学创客教育存在的误区，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提出如上的观点。

95%

据腾讯公司 6 月发布的《儿童安全

上网指引报告》，90% 的中国儿童（指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接

触互联网，其中城市儿童触网率几近

95%。

“教育的信息化包含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提高学生的信息素

养，包括信息认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以及警惕互联网使用可能

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学生成为互联网服务和数字媒体的批判消费者；

另一方面是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

个性化学习、合作化学习、虚拟现实和智能平台的建设，当然还可能

包括对未来学校的研究。”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名誉主席陶西平在 6 月 22 日青岛举行的国际教

育信息化会议开幕式致辞上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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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完善。德国工业界希望能够和互联网进行结合，加强德国制造

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从业务流程的改造，业务流程设计角度去看，

如何使用互联网进一步改进业务流程的设计非常重要。

德国和中国出口都非常强劲，都来自于传统行业。德国企业

资源管理做得非常好，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两者可以优势互补进

行结合，德中两国可以共同建设一些项目，比如建设试点的厂房等。

Kilnam Chon：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可以说非常快，而

韩国互联网渗透率方面则非常快。即使在世界范围看，能做好一

个项目就很了不得，但中国已经提出了两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未

来，中国的互联网将会迸发出更大活力和潜力。如何为潜在的互

联网用户提供服务是值得去思索的，哪怕只有 50% 的覆盖率，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潜在用户可以去挖掘。

全球互联网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Kilnam Chon：第一个挑战是在未来 15 或者 20 年中，大约

会增加 35 亿用户，如何加强互联网的管理，如何应对新增用户的

融入非常关键。中国目前已经达到了 50% 的覆盖率，大约有 6、7

亿的网民，这个数字也将会持续增长，我们可以汲取中国的经验。

第二个挑战，我们的家庭、孩子、父母好几代人共同使用互

联网，但是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的安全问题。

胡启恒：现在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助手，而且

随着“互联网 +”的提出，使得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经济、服务

等都离不开互联网。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互联网更加

可信。

互联网是不会欺骗人的，但是想要欺骗你的人隐藏在互联网

 过去近二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造

了让世界惊叹的发展速度，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去年，中国先后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和《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在 2016（第十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荣誉会员胡启恒院士，韩国互

联网之父 Kilnam Chon 教授，德国互联网之父 Werner Zorn 教授，

进行“巨匠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担任主持人。四位

嘉宾共同围绕中外互联网发展、网络空间安全、互联网与经济

社会融合创新、国际合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韩德三国互联网发展情况

胡启恒：韩国的网速是世界冠军，网络的普及率也是世界

冠军，这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主要源于他们互联网从业人员

与政府协同合作，政府的支持加上互联网企业和人员的努力，

才能使韩国保持双冠军的荣誉。

德国的互联网给人感觉很深沉，含而不露，已经到了一种炉

火纯青的地步。实际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德国的产业、人民的生

活、政府的服务等多个方面。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达、互联网高

度发达，并且两者融合非常深刻的国家，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而中国的互联网像一个年轻的、充满梦想的、勇敢又朝气

蓬勃的少年，并不断前进。

Werner Zorn：中国的互联网的战略实际上已经超越了 4.0

概念的范畴。互联网 4.0 的范畴应该从其在生产线的角度来看，

要实现实时生产等，但是中国战略不仅限于此，是非常广阔的

战略。德国的工业生产也是经过了多年的优化，生产线已经日

巨匠对话 共商中外互联网发展之道 

这是一张具有历史意

义的照片。2007 年 9

月，德国互联网之父

Werner Zorn 教授在

波茨坦举办座谈会，

纪念中国第一封邮件

通过德国的服务器发

向世界。图为胡启恒

院士代表中国互联网

群体赠送一个水晶牌

给 Z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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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让人上当。如何能够使每一个普通人信任互联网，如何让在网

络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互相信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跟

网络和谐在一起，走向人类社会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问

题想要得到解决，则需要增加互动，加强监管。

Werner Zorn：第一，如何提高互联网内部的竞争。我们需

要有一些全球化的竞争者，这样一来可以选择不同的服务提供商。

有些产品实际上通过国际化渗透到每一个国家，做得非常成功，

从一个地区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企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

的竞争，所以我们要促进竞争，而不是促进垄断。

第二，在互联网 4.0 时代中，也需要考虑其他一些物理上的

机制。需要有良好的物流和交通，还有环境方面的影响等。同时

需要考虑应对的一些策略，如果只是看到服务本身的话，可能会

忽略一些物理机制上的因素。

吴建平：如今全球的互联网发展，首先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率

很低，尽管韩国很高，美国、欧洲也很高，但是从全球来看还是

很低的。如何使互联网更加普及是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大问题，还

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更是面临互联网发展困难的问题。

互联网最大的好处是开放，连接的规模越大越有价值，开放

是价值的源泉，没有开放，互联网就没有今天的价值。但同时开

放以后也带来安全问题，所以互联网的安全和其他安全问题最大

的矛盾就是既要开放又要保障安全。如何保持平衡，让互联网既

开放又可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建议

Kilnam Chon：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互联网其实还是欠

发达的，与 20 年前相比，现在的互联网已经有很大变化。谁来

发展下一代互联网，不是我们，而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才是

创造下一代互联网的人。我们在 60 年代、70 年代开发互联网，

当时都还是学生。因此，如果你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应该是

下一代互联网的开发者和创造者。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需

要使用互联网，年轻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将互联网建设得更好。

Werner Zorn：必须要指出在开发互联网时，有哪些障碍需

要克服，然后再把这些障碍都剔除掉。

胡启恒：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我们会出现比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华为更伟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创造者可能现在就

在学校里，或者在创业的路上奔跑着。

吴建平：互联网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创举，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在互联网发展

过程中，大家都能够克服互联网的不足，弘扬互联网的优势，把

互联网好的传统发展下去，逐步克服互联网不足和挑战，使得互

联网更加能造福于人类，为人类进步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6( 第十五届 ) 中国互联网大会于 6 月 21~23 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互联网大会是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年度盛

会，至今已成功举办 14 届。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向参

会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企业代表、研究机构专家以及媒体界朋友

表示热烈欢迎，向给予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互联网大会大力支持

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作主旨报告。他表示，我国互联

网从蹒跚起步到阔步前行，从根植本土到走向世界，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创新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基础建设扎实推进，

网络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大数据产业势头强劲，推动传统经济转型

升级；融合创新走向深入，发展成果惠及百姓民生；行业资源整合

加速，国际化拓展取得新成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为大会致辞。他表示，“互

联网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正日渐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企业和广大创新创业者正以

无限的热情和激情投入到“互联网 +”事业中，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

力下，“互联网 +”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高歌前行，对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

力支撑；二是为加快发展新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为深入推进

创新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四是为创新政务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

重点从提升“基础能力、创新能力、融合能力、辐射能力”发力，将“互

联网 +”行动引向深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作主旨报告。他表示，全

面推动网信事业发展，加快网络强国建设，是所有网信人的共同使

命和光荣任务。他提出五点要求：一是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

步，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共同维护网络空间清

朗，建设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空间；三是集中全行业力量，

推动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四是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引导全社会

维护网络安全；五是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据了解，本次大会以“繁荣网络经济 建设网络强国”为主题，

聚焦“分享、融创、协同、生态”4 个关键词，呈现经济发展的“新

业态、新动能、新体验”。

2016（第十五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京召开

（本文根据 2016 中国互联网大会“巨匠对话”环节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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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6 月 22~24 日，国际教育信

息化会议在青岛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 38 届大会主席希玛塔，国家教育咨

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总督学顾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

席陶西平，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程凯，山东省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李群，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

书长杜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

处主任 MarielzaOliveira，教育部教育管

理信息中心主任展涛，山东省教育厅巡

视员徐曙光，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王

广正出席开幕式。

本次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教育部教

育管理信息中心、山东省教育厅主办，青

岛市教育局、《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社、

伟东云教育集团承办。来自全球 50 多个

国家、地区的教育机构、教育信息化领域

的教育官员、专家学者、校长和教师及信

息通信技术行业、非政府组织代表共 58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以“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与教

育 2030 年议程”为主题，共同探讨落实《青

岛宣言》的路线图，分享交流 ICT 技术与

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探索建立有效

的国际合作平台与长效机制，致力于实现

“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

享有终身学习机会”的教育宏伟目标。本

次大会还围绕开放教育资源、教育公平与

质量保障、ICT 与特殊教育、ICT 与职业

教育、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结构性变革、

信息化领导力与教育变革等议题分平行论

坛进行深入研讨。另外，“国际教育信息

化创新产品及应用成果展”于 23 日在青

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展，展会以“合作创新，

构建教育信息化应用新生态”为主题，展

示前沿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产

品与新技术，深化国际间的教育信息化合

作与交流，展示全球高端信息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应用创新。

本次国际教育信息化会议呈现两大亮

聚焦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
——2016 国际教育信息化会议在青岛召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大会主席希玛塔 参会人员

点：一是着眼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全民终身

学习，会议讨论的内容涉及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涵盖人发展的各个阶段；二是参加会议代

表来自多个行业，包括政府教育官员、高

校校长、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残障人士、

中小学校长、教师、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

士、非政府组织代表等多个领域。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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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一股离职潮似乎已经涌来。或者是去企业，或者

是转向高校其他部门，国内高校信息化部门中的骨干

力量正在流失。

优秀员工的离职将会折射到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上。

“系统会因为一个员工的离职而运转不灵。挽留员工

成为 IT 领导者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连 IT 队伍规

模壮大的美国高校也如此发声。

当一个领域无法吸引住行业的明日之星时，必然暗

示着一种危机已经长期存在。现在，IT 部门正在体验着 :

一方面，不断上升的骨干离职，更有冲击力的人才争夺，

望市场薪酬于项背。另一方面，而受限于高校整体的招

聘机制，招到一个合适的 IT 技术人才显得尤其困难。

这源于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外部原因。“最怕跟

IT 公司比薪酬。”在高等教育信息化校长高峰论坛上，

有老师这么说。这句话基本道出了信息化队伍建设中

的“痛点”。IT 部门骨干是公司、猎头争抢的对象。

EDUCAUSE 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这种逐渐升温的

人才争夺战。并且它说，以后的人才争夺会更有冲击力。

当然，薪酬仅仅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但

绝对不是全部。发展空间是否广阔，员工是否对自己

的职业前途充满信心是更重要的原因。

在内部，信息化部门员工的发展途径一直是磕磕碰

碰。与院系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同，信息化部门上升

空间比较有限。所以，即便是和教学科研岗有着相同的

优势：更多的假期时间、更多机会以创造性地应用技术、

与教师和学生一同在校园工作的吸引力，也无法抵消 IT

人员对于未来前途的担忧。再加上，与教学科研岗位相

比，其薪酬、晋升机制等都显得后劲不足。信息化部门

的领导正在努力让学校做出与其自身特点相匹配的绩效

评价、薪资体系、职称评价体系，然而这很难。

在内部团队机制体制没有太大改变的时候，外部

环境却在不断变化。许多挑战迎面而来：1. 从学校层

面上看，对信息化服务的要求不断升级；2. 智慧校园

的发展使得对部门业务融合能力的要求更高；3. 信息

技术与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使得信息化部门需要强

大的协调力；4. 社会网络不断延伸到校园中，限制已

然不可能，选择题摆在跟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还是

将它整合到整个大学的系统中？

因此，充满挑战的问题也就摆在了跟前：传统上

大学 IT 部门的职能似乎正在改变，而传统模式下的团

队建设是否可以充分应对这种改变？

信息化发展到现在，经历了比较漫长的阶段，得到

较为广泛的认知。但信息化仍然是一把手工程。有句话

是：“基本重视是给钱，比较重视是给人，最为重视是

给时间给精力给机制。”在这个层面上来看，信息化部

门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认识，但是仍然远远不够。

无疑，信息化正在渗入到学校的各项神经当中，

正在融入科研、教学等主战场中，提供给校园内师生

一种学习、研究、生活的新环境，信息化也关系到高

校未来愿景的实现，成为高校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也因此，信息化工作中与此相关的“人”的建设也就

越来越显得迫在眉睫。

离职潮背后，
信息化团队的挑战与重构

传统上大学 IT 部门要面对的职能正在发生改变，而传

统上的团队建设是否可以充分应对这种改变？



2016.7 中国教育网络 17

政策与焦点

CIO 由谁来当？话题1
刚刚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里，CIO 机制被明确写到规划中。“要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建

立由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CIO）的制度，全面统筹本单位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

CIO 概念来源于国外。在国外大学，哪些人当 CIO ？ EDUCAUSE 早年间发布的调查表明：独立设置 CIO 职位（参

加学校决策，具有副校级别的权利和责任）的比例为 39.3%，副校长具有 CIO 头衔的比例为 16.18%，教务长、校长等

具有 CIO 头衔的比例为 6.93%，技术部门主任具有 CIO 头衔的比例为 28.9%。

在国内大学来说，目前各校的信息化机制体制差异很大，此次伴随“十三五规划”指导意见的提出，相信

CIO 的热度将会重新升级，那么，谁来做 CIO ？ CIO 要做什么？

蒋东兴：

呼唤 CIO 机制，CIO 是学校信息化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特别建议 CIO 由常务副校长或

有综合协调职责的校领导担任，以利

于综合协调；主要领导亲任 CIO 是鼓

励的，条件是必须有精力真抓实干。

CIO 是 CIO 体系的关键岗位，负责将

学校的事业发展战略和信息化战略相

结合，是学校信息化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而不仅仅是信息

化部门的分管领导。其主要岗位职责如下：

1. 组织建立学校信息化远景规划；2. 负责提出学校全

局范围的信息化策略（如信息安全策略）、拟定学校信息

化机构与岗位设置、信息化经费预算等；3. 负责学校信息

化应用与服务日常运行中重要问题的决策；4. 领导学校信

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5. 协调学校内部跨业务领域、跨部

门的信息化建设；6. 领导与其他关联机构的信息化合作。

蒋东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

育信息化分会理事长

李建民：

CIO 要让信息化融入教学科研中

让信息化在大学中取得像教学科研

那样的地位，我认为是做不到的。信息

化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信息化和学校最重

要的工作融合。只有把它融入到教学和

科研这两大战略中，信息化才有生命力。

我们做信息化的，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用

武之地，这样信息化的工作才会顺利开展。

一个学校做 CIO，如果你没有兼顾到科研，没有兼顾到

教学，仅仅是做网络本身的事情，是很难真正把它“化”起

来的。

信息化不是浮于表面的，而是深入内核的。我们说，要

把信息化融入到管理，融入到教学。管理一定会牵涉到流程

再造。通过管理信息化，改变管理流程，才是信息化的内核。

要变革流程，实现流程再造，相当于整个学校利益再分配，

利益格局重新打破，是一件动别人奶酪的事，难度可想而知。

李建民

南昌大学副校长

得人才，得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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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更重要的是 CIO 是否真抓实管

在信息化建设工作中，我

有三点体会：

第一，主管信息化工作的

校领导，一定要把信息化当成重要的工作来做。在推

进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阻力和压力非常

大，压力一部分来源于管理层面，一部分来源于业务

涉及的用户层面，在面对阻力的时候，CIO 的支持尤

为关键，他必须把信息化当作其分管范围的重要工作

来抓。这几年大家一直呼吁 CIO 体制的建立，一个

名称、一个定位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 CIO

是否真抓实管；

第二，在工作过程中，办法要比困难多。我们一

定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韧劲。在实际建设过程中，

成果总是在后面的，所以要耐得住前面发酵过程中的

痛苦，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披荆斩棘才能不断前进；

第三，信息化建设团队怎样发展是必须要考虑到

的。我们的团队面临着薪酬和职称等问题，这些问题

关系到团队的能动性，如果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将会影

响到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新挑战下，IT 队伍怎么建？话题2
队伍建设是国内大学信息化界的热点：面临规模小，薪酬较市场差距大，人员晋升和上升渠道不明朗等问题。

与此同时，信息化工作正在面临新的挑战：智慧校园的建设，信息化与教学、科研、管理的融合正在逐渐深入

⋯⋯种种挑战正在影响着队伍的建设和人员的构成乃至职能的改变。对于信息化部门未来的队伍建设，几乎存

在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信息化部门价值反映在规划与协调上，技术应当逐渐外包，而另一种

意见认为，具有开发能力的队伍是信息化部门的核心竞争力，必不可少。

顾一众：

信息化部门要有独立的考评机制

信息化部门作为学校的服务和支撑部门，对其员工

的考评机制有着特殊的要求，需要注重其实践性、服务

性、工程性，用教学、科研甚至行政管理岗位的要求来

考核信息化队伍，是不合理的，这制约着信息化部门的

人员良性发展，成为信息化队伍发展的一个障碍。

从学校层面来说，应当强化分类的考评机制，要

给信息化部门独立的考评机制。对于信息化部门内部

来说，所开展的科研性质的工作，也需要强调从研究

到实践和应用的落地，强调衡量标准是实用性，这点

与学术研究具有较大的不同。因此，做工程的人应该

有符合自身特点的晋升和职称评定通道。

顾一众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主任

林南晖：

CIO 应当是跨界思维的

学校应当设立行政职能相当于副校长的

CIO。CIO 与分管信息化工作的副校长是不

同的。对于分管副校长来说，信息化只是他

分管的众多工作当中的一项，不可能全身心

投入信息化工作；另外，分管信息化工作的

校领导不一定具备信息化工作相关的专业背

景，对信息化的理解存在不足。而 CIO 应当是信息化专业领域人士，

CIO 应当了解甚至参与学校的各项工作（包括参加校长办公会议），

从全局的角度出发，以信息化的视野帮助学校达成发展目标，为学

校重大事项提供信息化的解决方案或建议。

网络中心主任与 CIO 主任的职能是有区别的，网络中心主任不

具备了解、参与学校全局工作的机会，主任的工作更多是具体任务

的执行与落实层面，基本没机会参与学校重大决策。举个例子，现

在很多大学都在建节能平台，这到底属于后勤的工作还是信息化的

工作？其实从信息化的角度上看，节能平台的建设属于信息化范畴，

以信息化手段来实现节能工作。但很多学校把它当作后勤工作看待，

由后勤部门建设，最后项目收效不理想，不能使投资效益最大化。

类似的还有保卫部门的视频监控项目。

对于网络中心主任来说，几乎没有机会做这类项目的决策，即

使有机会了解到这项工作，也很少会主动提出异议，因为提了就是

越界。但是如果学校有 CIO，就可以用信息化的观点去统筹协调学

校各方面的工作，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全校相关工作。

王磊

黑龙江大学信息办主任
林南晖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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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晖：

要给信息化部门自我造血的机制

纵观国内高校信息化建设情况，信息化做得较为成功的学校，很

多都具有一定规模的自主开发团队。一点开发力量没有的学校，肯定

不会成功。没有跨系统整合的能力，没有自主把握重要基础平台的能

力，一时可能很光鲜，持续发展就不行。没有自主开发能力，学校应

用系统建设的投入是不可能产生应有效益的，甚至会出现很大浪费。

就软件开发人员来说，其在市场上有很优越的工资待遇，但就

目前学校的薪酬体系来说，IT 岗位不可能高过教学科研岗。可是

不给合适的待遇，我们就招不到合适的人，开发就没法做，甚至自

己培养起来的开发人员也流失，给信息化发展带来很大的风险。

其实，学校是个很大的市场，应该给信息化部门自我造血的机制。

沈富可：

二次开发团队是必要的

从数量上来看，各校已

经积累了不少的应用系统，

然而这些系统中真正得到用

户好的评价的并不多。

造 成 这 一 问 题 的 主 要

原因是大多应用不能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用户的

具 体 使 用 需 求 是 什 么 呢？ 如 何 能 够 满 足 用 户 的 需

求呢？

事实上，之前的仅由合作伙伴完成项目的这种形

式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软件设计

需要先有明确的、具体的、详细的、确定的业务需求，

但由于高校教育教学、管理随着高校业务的创新不断

变化，使得上述的“确定的业务需求”往往很难成立，

因此造成的结果往往是：项目迟迟无法验收、验收后

因为业务流程的变化而用不起来、勉强用起来，但用

户的体验很差、合作伙伴的人员变动使得后续的修改

无法进行等等。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务实地面

对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自己的二次开发队伍是必须

的，否则因为上述原因造成已上线的系统用不起来，

也是学校投入的一种浪费。这一队伍必须由一批高素

质、能独立从事工程系统研发的人员组成，要对他们

有相应的绩效考核要求，有相关的体制机制相配套保

障，如：在体制机制的指导思想上贯彻“同城同行同

绩效同待遇”等等。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办主任

蒋东兴：

传统思路建信息化团队难以为继

高校信息化当前面临着多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学校

信息化任务越来越重，但是信息化人员补充远远不够，并且正在不断

流失优秀的骨干，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引起担忧。

从过去多年来看，信息化做得好的学校，都有比较强有力的信息化

团队，特别是有一定的研发能力的队伍。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按照

传统的思路来建设学校信息化任务所需要的支撑队伍，我认为将越来越

难以为继。

原因是我国高校当前主流的用人机制非常不利于信息化队伍建设，

高校信息化队伍的事业发展空间、职称评定和薪酬待遇都遇到了瓶颈，

并且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发展让社会信息化队伍的薪酬待遇与高校信息化

队伍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因此，高校信息化队伍建设必须有新的

思路和模式。在这种新挑战下，高校 IT 队伍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里？

我认为不是技术，而是要做外包公司、IT 公司做不了的事情。

在新的形势下，高校信息化部门的主要职能必须进行重心转移，

要做的主要事情转向三个方面：1. 面向规划与管理；2. 面向业务；3. 面

向协调、组织。而原来承担的技术方面的工作，将逐步通过外购服务

或人力资源的方式解决。信息化部门要思考信息化如何为学校的未来

发展提供能动力，这将是未来信息化部门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整个教育信息化的生态需要重构：广泛应用云服务、建

设采用外包和众筹模式、运维逐步采用混合模式，高校信息化部门、

云服务提供商、软件提供商、运维服务提供商乃至师生形成一个新的

教育信息化生态。这需要有一个能够支持高校 IT 新模式的良好的技

术架构，如果做得好，甚至可以催生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信息化

产业。

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许可信息化部门有偿承接一些校内的开发项

目，从而实现软件人员的薪酬与市场接轨。但是现有的机制体制框

架让我们很难实施这种良好的愿望。

我们现在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

跨部门、跨业务系统、具有强烈个性化色彩的开发需求，公司不愿

意做，因为成不了产品，而且这类开发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这

部分工作又必须得做，否则学校一些工作就没办法推进、没办法提

高。这样的开发需求，学校是不是可以以内部委托的形式转到信息

化部门来有偿开发？通过把这类开发工作交给信息化部门，形成一

种有偿服务机制，在学校的监督下进行，形成支持信息化部门的自

我造血机制，从而也保障学校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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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完善信息化队伍人员结构

控制编制人员规模，壮大预聘制和非编制人员队

伍，持续完善队伍的年龄结构、功能结构与技术结构。

近年来，我校成立了软件开发运营中心，由编制内优

秀人才负责技术的整体设计把关，大量服务性、策划

性和开发性工作主要由非事业编制人员完成，非编制

人员已经成为学校信息化队伍的重要力量。

       推动人员薪酬与市场接轨

我校目前正探索年薪制加绩效的薪酬制度，把信

息化高端人才纳入学校高水平人才引进计划，允许开

发人员承接本校软件开发任务获得报酬，逐步拉近校

园与企业间的信息化人才待遇差距，消除信息化人才

由企业向校园流动的障碍。

       挖掘高校学生资源

我校在信息化工作中积极调动学生资源，不少学

生毕业后也加入到学校信息化队伍。我校在校园综合

维修服务中创新 O2O 模式，采用线上保修和服务抢单

模式。目前校园网用户服务主要由学生网络助理抢单

完成，有效地提升了网络服务效率 ; 软件开发实习生参

与了多项信息化创新创业项目的研发，在广东省移动

互联网和计算机程序设计中屡屡获奖，取得多项软件

著作权 ; 建立学校网络安全学生团队，参与网络空间攻

防实践，多次在网络安全大赛中获奖。

       推进校企人员合作，发挥企业的人力优势

企业在信息化项目实施和软件开发中有丰富的人

员、技术和经验积累。学校以项目委托开发或合作研发

的方式，吸引企业派遣人员长期驻校进行软件开发和技

术服务，既加快了学校的信息化项目实施进度，也为企

业提供了产品孵化和应用试验的基地，促进校企共赢。

       鼓励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人员创业

许多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中开发了具有创新性、可

复制推广的信息化应用，但受现有机制限制，这些应

用很难在其他高校进行产品化推广。近期，国家出台

了鼓励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利好政策，高校应把

握时机，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尽快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文／胡钦太

“互联网 + 时代”，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构，

可以遵循文中路线图来建设。我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队伍的规划和建设的内容。从咨询专家、工程师、管

理规划人员等方面全面规划整个信息化人员的队伍建

设，在华南师范大学，我们基本参照这个模型来建设

自己的队伍。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提出七步建设路径。

       设立高校 CIO 机制

借鉴国外高校的 CIO( 首席信息官 ) 体系，围绕信

息化领军人才为核心构建信息化人才队伍。CIO 应该

能够深度参与学校的各项重大事项的讨论与决策，从

信息化的角度提供政策参考，进而实现全校战略发展

与信息化发展的全面融合，加强全局规划与协调力度，

提高学校信息化发展的整体效益。

       建立导向正确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目前，信息化工作人员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够清晰，

影响其积极性。信息化人员在高校主要从事服务支撑性

工作，应建立较为特殊的工作评价和激励机制。在华南

师范大学，我们在新一轮的人事岗位与薪酬改革中，考

虑了信息化队伍中的各类在编人员，要以个体工作在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校园服务质量和现代化治理水平等领

域发挥的作用为导向，探索适合信息化人才发展的评价

和激励机制，配套相应的职称评审、岗位聘任制度，政

策上向关键岗位、核心人才作适当倾斜。

七步路径激发高校 IT 团队工作潜力
胡钦太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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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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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构路线

行政管理
发展规划
项目统筹
工作协调
人力资源
工作考核
⋯⋯

教学资源服务
教学环境服务
教学工具服务
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数据服务
业务流程服务
⋯⋯

构架设计
安全设计
数据对接
认证对接
消息对接
服务开发
⋯⋯

校园网维护
机房巡检
设备维护
数据库维护
安全巡检
基础设施建设
⋯⋯

需求调研
产品造型
流程规划
系统开发
系统测试
应用培训
⋯⋯

理论咨询
技术咨询
创新指导
创业指导
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
⋯⋯

项目推广
活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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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宣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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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
技术架构师
安全架构师

咨询专家
创新研究人员

管理规划人员
统筹协调人员

策划人员
文案人员

需求调研员
应用系统开发人员

基础平台维护人员
公共服务开发人员

基础设施的运
行维护人员 信息化服务团队

观察者

执行者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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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在 IT 人员规模上，不能做简单的比较。如果站在

全校的角度上，有两种 IT 模式供你选择，一种是得到高

质量的、个性化的、灵活的 IT 服务，但是需要高投入的

模式，另外一种是得到质量可以的，精细化程度比前者

差一些，但是投入不那么高的模式，你来做选择，你选

择哪种？”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沈富可说。

他认为，信息化团队要有工匠精神，满足“技术

背景 + 管理教学专家”的角色，把每个系统当做自己

的一个艺术作品不断雕琢，精益求精。

Q=《中国教育网络》

A= 沈富可

信息化团队要满足技术背景 + 管理教学专家

Q：国外大学的信息化团队很庞大，但是在国内

同等规模的高校 IT 团队要小得多，这种局面您觉得未

来几年会突破吗？您提出要打造一支具有工匠精神的

团队，那么，信息化部门内部和外部需要做哪些工作，

要有哪些机制体制的创新？

A：国内高校在短时间内达到国外大学的信息化团

队的规模很困难的，这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虽然我

国已将教育信息化提高到“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的

高度，教育信息化被寄予厚望，但由于这种推动作用

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推动作用的效果也难以做到

“立竿见影”，因此在真正组织实施过程中往往被理

解为一个技术部门实施的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仅仅

可以通过项目外包的形式由合作伙伴完成的“经费投

入”问题，不需要太大规模、高质量的自己团队，这

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教育信息化真正要发挥“主战场”、“大规模”、

“常态化”的作用，必须有一个了解教育教学、高校

管理并能伴随教学模式以及高校治理模式的变革进行

实时的信息化支持、保证数据安全的信息化团队，这

个团队的要求一般的 IT 公司很难胜任；随着国内高校

信息化建设目的、建设意义等认识的进一步成熟，关

键是大家认识到高校自己的信息化团队在教育信息化

生态系统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后，这个团队的规模会

进一步扩大，人员素质要求会进一步提高。

当然，要胜任教育信息化上述重任，信息化团队

需要满足“技术背景 + 管理教学专家”的要求之外，

更需要的是自己摆正“位置”，在学校中充当好支撑

教学、科研、管理以及服务师生的“教辅”角色，工

作中必须强调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过程中的

精耕细作精神，不断开展创新探索，在“战略”上进

行专业化“经营”，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的一份事业

来“经营”，在“战术”上不断提升个性化管理服务水平，

把每个系统当作自己一个“艺术作品”来不断雕琢、

精益求精。从而保证无论是技术平台，还是业务系统，

抑或是服务团队，都是可扩展的、可持续的，使得信

信息化团队建设要有工匠精神
——专访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沈富可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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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系统越来越接近理想目标。

Q：我们一直提“价值”，在当前的形态下，您

觉得高校信息化部门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A：站在促进高校教学、管理整体水平的高度来定

位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将学校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

与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衔接合一，使信息化观

念深入到高校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心中，逐步实现“顶

天立地”，对学校规划形成有效支撑、发挥“顶天”

作用的同时，满足师生用户的使用需求、为用户解决

问题提供便利、发挥“立地”作用。

要实现上述要求，需要将高校信息化主管部门从

“单一条线部门”改变为“综合基础部门”，这就是

为什么这个团队需要满足“技术背景 + 管理教学专家”

要求的根本原因。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当前急切需要

探索首席信息官（CIO）的运行模式，负责学校的信息

化规划、业务协调、系统建设与应用推广等。在各个

二级院系、部门、单位设有专门的信息技术岗位和人员，

使信息化体制嵌入高校的每一个单位元素，从平台上、

机制上、安全上推进两级建设（信息员制度、学院试

点制），完善的“IT 治理体系”。

Q：华东师大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有哪些心得？

A：华东师大的工作刚起步。有这几项：1. 坚持以

服务师生为根本；2. 基于 ITIL 的一站式平台建设，并逐

步扩大到机关的其他业务；3. 对教学的紧耦合支撑；4. 院

系二级单位试点；5. 以作为求地位，努力争取学校支持。

信息化与核心业务的融合本身就是创新

Q：您说过，信息化问题是人的问题 + 机制的问

题 + 技术的问题，怎么理解它？

A：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显然技术问题已经不

是信息化的首要问题。

首先，信息化建设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就

是面向管理职能部门服务？还是面向师生服务？指

导思想不同，建设效果就会大相径庭，只有面向师

生的使用需求，为他们解决教学、生活中碰到的问题、

提供便利，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其次，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和维护等各个环节

都需要一个信息化的团队进行持续的努力，贯彻上述

指导思想，并随着学校教学及管理模式的变革进行持

续的、实时的信息化支撑服务。这个团队要具有服务

师生的意识，熟悉信息技术，同时也要有对管理和教

学业务的熟悉和理解，通过他们的持续付出，才能保

证信息化业务的不断完善并满足师生的服务需要。

当然，由于这一团队的投入、专注情况直接影响

到项目的质量和效果，而这一工作业绩很难通过简单

的评价方法来体现他们的工作绩效，因此，需要有特

殊的绩效评价、薪酬及激励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发挥

它们的潜能，从而保证学校信息化的稳定、可持续。

Q：您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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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教育信息化在教育领域中逐步发挥“主战场、

大规模、常态化”的作用，不过，这是一个趋势也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趋势及过程对教育信息化建设

者而言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我始终

认为信息化与高校的核心业务（教育教学、科研、管

理、社会服务等）深度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创

新，创新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互联网 + 时

代将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任交给我们，我们这些建设

者们应该勇敢承担起历史责任，积极探索，以争当“信

息化建设工匠”为己任，为这一创新增光，为学校的

内涵建设积极出力。

Q：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信息化部门的工作有什

么新的挑战？怎么解决它？

A：移动互联网时代，学校信息化部门的最大挑战：

基于用户服务的思维，以信息化为抓手推进学校管理

模式、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模式

真正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从而将信息化部门转变为

推进学校变革、内涵提升的推动力。这是很大的挑战，

会面临一个艰苦的过程。解决的办法是：1. 改变理念；

2. 多主体参与；3. 将这一工作作为团队的一项长久事业，

持续趋近目标，螺旋式上升；4. 体制机制创新。

Q：您觉得在您的工作中，最难的地方是哪里？

A：人员规模小，不充足以及各部门的配合上。

Q：您觉得贵校的信息化团队最出彩的地方是什么？

A：服务意识强，团队氛围融洽。

Q：最不足的呢？

A：薪酬机制不完善，人员结构有待优化。

Q：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目前学校缺乏与这支队伍相匹配的绩效评价、薪资体系、

职称评价体系，时间久了很难可持续。

Q：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您有哪些期待？

A：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的同时，积极争取探索人才队伍在

薪资、职称序列中的适当倾斜政策。

一句话问答



2016.7 中国教育网络 23

政策与焦点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交大”）的信息化

建设给人的感觉是各方面蓬勃发展。它不仅在校园网

建设、管理信息化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而且

建设了很专业的高性能计算中心，组建了国内很前沿

的网络安全队伍。他们队伍并不大，但是很精练。

上海交大网络信息中心不到 50 人，分属服务与推广、

网络运行、数据与系统、应用开发、高性能计算和综合

办公室等 6 个部（室）。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网

络信息安全工作组，全面规划和实施网络信息安全工作，

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室，但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0 位员工负责整个校园 4~5 万人的网络和信息服

务，工作量巨大，这样的比例是国内同等规模院校的

常态。从学校来说，并不会因为信息化部门员工比较

少而降低对网络信息服务的期待：在上交大，学校对

信息化部门的要求是：“学校主要信息化指标基本实

现与世界一流高校接轨，信息化总体建设水平达到国

际高校前列，支撑和引领学校建设世界一流。”

在上交大网络信息中心，比例不小的一部分工作人

员属于人事代理性质，他们跟人才代理公司签订协议，

领取报酬。“从员工的心理感受来说，这样做并不好，

会导致缺乏对学校的认同感，不容易将自己当作学校的

一份子。所以我一直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哪怕做不到同

工同酬，也要从形式上做出改变。学校开展的综合改革

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各方的制约使得改变进展比较

慢。”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顾一众说。

在上交大，人才流失的现象也存在，但总体来说，

还在合理的范围，在交大信息网络中心，有一些精兵

强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往往会

成为“猎头”的对象，一旦优秀员工离职，对中心来

说确实是不小的损失。另一方面，中心人才队伍的补

充也是有难度的，“我们招人的要求又非常严格，对

个人能力和素质要求都比较高，能得到在这里工作的

机会并不容易。”顾一众说。

当有足够优秀的人才时，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样

的舞台和发展空间则成为一个挑战。顾一众说，“我

们在招人时很注重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但反过来，他

需要什么样的就职环境？如何才能发挥他们的才华，

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的

发展空间是否足够广阔？薪酬待遇是否可以更接近市

场？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因此，顾一众

提到，信息化部门应当有单独的考评体系。

上交大信息化部门有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对学科

公共服务的支撑。比如，为了建好高性能计算中心，

中心对其的定位是“不仅要建好、管好设备，开好账

号，更要具有提供用好机器，优化算法，支撑应用的

服务能力”。在顾一众的理念中，帮助师生们用好计算、

网络和信息资源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网络信息中心

的价值有一部分体现在引导上，要引导师生使用最新

的信息技术做科研，做教学，进而使他们不仅会用，

而且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也是公共服务的一种体现。”

二是特别注重对学生各方面活动的支持。比如，

他们提供开放的平台支持学生进行科技创新活动，指

导学生建立了网络信息安全、高性能计算、开源软件

等科技社团和“新蜂”创新工作室，激发学生创新、

创业的兴趣，同时也积极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学生参加

各种信息安全、高性能计算比赛等。中心也因此获益

良多，比如，他们吸收学生参加学校的信息安全工作，

甚至从学生中找到了很优秀的人才成为他们的员工。

“信息化部门在学校确立应有的地位，需要我们

不断地创新，不断有作为，有贡献，只有这样，网络

信息中心也才会有更好的发展。”顾一众认为。

顾一众：有作为才有发展
“网络信息中心的价值有一部分体现在引导上，要引导师生使用最新

的信息技术做科研，做教学，进而使他们不仅会用，而且会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也是公共服务的一种体现。”
顾一众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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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美国大学的 IT 部门正在面临着紧迫的人手问题。

是的，你没看错，“八分之一的 CIO，六分之一的项

目经理，以及五分之一的 IT 专业人员都准备离开他们

当前所在的学校。”

这种离职潮来源于与市场的竞争。大学 IT 岗位的

薪水无法抗衡持续上升的市场薪酬水平，也因此，他

们面临一种“更有冲击力的人才争夺”。

但是，薪酬是全部吗？当然不是。根据调查，“灵

活的工作日程安排、职业发展机会、新的任务和项目

同样可以激励职员留在岗位上。”那么，对于大部分

员工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这项调查给出的结论

是：“人和生活质量。”

对于 IT 部门的领导者而言，如何打造一支富有战

斗力的 IT 团队 ?EDUCAUSE 给出了一些建议。

他们提出，第一，工作团队的多元化是必要并且

有益的。“IT 部门的领导者要改进单一的结构和文化

EDUCAUSE：
打造多元化工作团队

面临更有冲击力的人才争夺

美国高校的 IT 组织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一直被视为

一种典范，他们规模庞大。“一般在 200~500 人左右。

对于规模较大的综合型大学，信息化部门的规模远高

于平均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在哈佛大学，IT 人

员甚至能达到 600 人的规模。

除 此 以 外， 他 们 薪 酬 诱 人。2013 年 ECAR(The 

EDUCAUSE Center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对高校信

息化部门队伍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美国高校

IT 从业人员的平均年薪为 84000 美元。就算将 CIO 排

除在外，平均年薪也达到 80000 美元。根据“2013 年

信息化行业技能和薪酬报告”，美国其他行业的信息

化从业人员的平均年薪为 77500 美元。

这确实令人羡慕。但变幻不定的 IT 业是最不按常

理出牌的那个。就在最近，EDUCAUSE 做的一项调查

规模宏大、薪水比市场还高，这是美国高校 IT 团队留给我们的印象。但变幻不定的

IT 业是最不按常理出牌的那个。就在最近，EDUCAUSE 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大学的

IT 部门正在面临着紧迫的人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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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所有人都能受益。”总之，要通过有效的招聘、

保留和晋升，构建和保持一个多元化的工作团队。

第二，确保员工看到在高校和 IT 部门工作的益处，

也要让最好的员工明白他们的利益始终被牢记在心。

第三，设定组织和个人目标，并且衡量成就，使

得职员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且了解他们所做的贡献。

在招人方面，他们提出的首要建议是：不要将就。

“在聘用之前，确保你选中的人一是适合岗位；二是

对于高等教育的使命有热情；三是认同组织的价值观。”

由于 IT 团队在学校的特殊性，他们认为领导者要

经常保持与学校其他领导的沟通。与校长、教务长、

首席财务官和董事会讨论 IT 部门面临的人才挑战。讨

论的内容当然是与学校目的和战略目标的实现相关联

的，这样，领导层将可能更容易接受观点。

在给员工发展的机会方面，它特别提到培训，“在

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要确保所有的培训都有特定的目标。

将职员的职业发展作为每个人的目标和每个管理者和

主管的绩效审核的一部分。 ”

值得一提的是职称与晋升。在国内高校比较头疼

的职称晋升方面，美国高校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它

采用了与高校其他部门员工相独立的职称评审制度以

及对员工的多元职称评定制度。60% 以上的高校采用

与本校其他员工不同的职称评定制度。而且在研究型

大学与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里采用独立评审制度

的比例更高。

警惕 IT 组织内部的孤岛

队伍的发展与建设与 IT 组织的职能密切相关。IT

组织的职能和结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无论是技术的

变化、还是经费的变化、战略的调整等等都会导致 IT

部门职能被动的改变。当然也可能是 IT 部门为实现学

校的愿景而进行的主动改变。

那么，IT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在当前状态下应该如何？

EDUCAUSE 认为，IT 组织成长中最需要关注的三

个层面是：学校的 IT 职能是如何组织和以什么结构组

织的？员工如何管理他们的职业和技能？学校如何支

持这些活动？

进而，他们指出，基于学校的战略发展，IT 组织

应当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学校和 IT 领导者可以

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实现 IT 服务和职能，以指导各种决

定，包括外包、中心化还是分布式 IT 结构、共享服务，

以及停止哪些服务等。通过这种做法，IT 组织得到进步，

给大学更好的服务。 

因此，他们给出如下建议：

1. 在建立 IT 组织模型时应当是以“服务”为基础

而不是以“系统”为基础。

2. 为这些事项制订战略和流程：职位和团队，包

括角色、技能、来源、接任计划、职业晋升等；组织管理，

包括经费、补助 / 奖励、政策 / 程序、沟通等。

3. 组织文化和参与，包括团队建设、激励、期望

行为、目标一致、价值等。

4. 制订所有员工的职位描述和明确责任，并进行

年度审核。面向变化中的需求和条件，建立对岗位和

组织持续进行调适的文化。

5. 为所有的员工（包括兼职在内）创建职业能力

培养和成长计划。不要将计划限定为“培训”：要结

合个人的职业技能成长需求。为所有的员工制订一组

职业发展需求的基线。

6. 探索人事和 IT 组织如何可以更加有效地共同工

作。CIO 和管理者应开发和培养与 HR 的关系。HR 的

支持在 IT 人才队伍招聘、稳定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们提出了一个警告：IT 组织内部的孤岛。这对

国内大学来说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孤岛”会在 IT

组织内部发展。如果缺乏 IT 领导团队之间持续的协作，

“IT 组织很可能会变成一组分别由相互独立的团队支

持的系统和技术（或学校成员）为中心的重复的服务，

而不是一个围绕变化中的服务需求而组织的团队、活

动和角色构成的凝聚的、持续调适的集体。”

图  首席信息官、主管、职员留在岗位上的主要原因

第 1 位

第 2 位

第 3 位

第 4 位

第 5 位

首席信息官 主管 职员

我的员工 福利待遇

生活质量

发展领导能力的机会 工作时间

我的同事 我的员工 我的同事

我的领导 我的同事 地理位置

（整理：王左利）



26 中国教育网络 2016.7

一次历史性转折的全球互联网大会

开 幕 式 上，ICANN 非 洲 利 益 相 关

方 合 作 副 总 裁 皮 埃 尔· 丹 吉 努（Pierre 

Dandjinou）致开幕词，ICANN 董事会主席

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总裁

兼 CEO 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e）、

ICANN 的下一任总裁兼 CEO 马跃然、摩

洛哥工业、贸易、投资和数字经济部部长

穆雷·哈菲德·艾尔拉米 （Moulay Hafid 

Elalamy）及大会主办方摩洛哥国家电信

管理局局长阿兹丁纳·埃尔·蒙塔瑟·比

拉（Azdine El Mountassir Billah）等分别致

辞。中国参会代表有来自网信办、工信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

互联网协会（ISC）、北龙中网 (Knet) 等

多家机构。

ICANN 董 事 会 表

决通过了 IANA 管理权

移交方案，将提交美国

政 府 审 核，ICANN 脱

离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成为独立国际组织的进

程迈进了重要一步。

与会期间，中国互

联网社群的代表广泛参

与了加强 ICANN 问责

制、 下 一 代 WHOIS、

新 gTLD 项目评估、新

gTLD 第二轮申请、多

55 届 ICANN 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机会

文 / 沈阳 1   张建川 2    胡顗譞 3

2016 年 3 月 5~10 日召开的互联网名

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第 55

届公共会议在非洲摩洛哥召开。来自全球

互联网国际组织、技术社群、业界、学术

界、政府部门以及互联网企业代表千余人

出席。

此次大会是互联网历史上极具里程

碑意义的一次大会，ICANN 各支持组织

（GNSO、ccNSO 、ASO） 及 咨 询 委 员 会

（GAC 、SSAC、ALAC）最终就 IANA 职能

监管权移交方案，及加强 ICANN 问责制方

案达成共识，两份方案由 ICANN 理事会正

式递交给美国商务部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

局（NTIA），至此 ICANN 社群就 IANA 职

能监管权移交完成了实质性的一步。

ICANN 第 55 届会议 2016 年 3 月 5 日在摩洛哥开幕

语种域名（IDN）普遍适用性、注册管理

机构与注册服务机构合规运营等会议，此

外，还与 ICANN 总裁法迪、ICANN 下一

任总裁兼 CEO 马跃然（Gran Marby）、

ICANN 副总裁兼亚太区运营部负责人罗嘉

荣（Jia-Rong Low）及其他 ICANN 和各机

构参会代表进行了广泛交流。ICANN 公共

会议每年召开三次，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多

利益相关方互联网社群，包括：个人用户、

企业用户、公民社会、政府部门、研究机

构、非政府组织等，旨在共同讨论影响域

名系统（DNS）的各项事务并制定政策。

本次会议的举办正逢该组织发展史上的一

次重要时刻，即 IANA 管理权移交事务即

将完成。来自全球的利益相关方齐聚马拉

喀什，针对用于最终移交 IANA 职能管理

权、互联网域名系统（DNS）的关键元素

的提案进行定稿，将该管理权从美国政府

移交至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

2016 年 6 月 9 日，IANA 管理权移交的过渡方案正式宣布，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性的计划，在全球互联网“多利益

攸关方”的社群中引发热议。此前在摩洛哥召开的第 55 届 ICANN 会议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机会？这个转型计划是如何产生的？

各方如何看待这一全球互联网的划时代转型？本期我们整理及翻译了相关的内容，以供关注这一话题的读者全面了解这一重要

的历史转折举措。

全球互联网转型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2016.7 中国教育网络 27

3 月 14 日 ,ICANN 北京合作中心向

媒体发布一份材料介绍，ICANN 董事会

在摩洛哥召开的第 55 届公共会议上接受

了来自社群的一揽子提案，并于 3 月 10

日由 ICANN 董事会主席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博士将这些提案提交美

国政府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

一旦计划通过，部分互联网关键技术职能

将由全球共同管理。

“本方案展示了全球互联网社群的辛

勤工作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卓越能力，”

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指出。“本

方案现已提交给美国政府供其审核。如果

本计划符合了必要标准，我们将进入互联

网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材 料 介 绍 说：2014 年 3 月 14 日，

NTIA 宣布有意将其对 IANA 职能的管理

权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这套一

揽子提案则是来自全球的政府、各类企业、

技术专家、民间团体、研究人员、学术界

人士和终端用户的代表们通过一系列兼容

并蓄的全球性讨论最终取得的成果。本方

案为美国政府移交 IANA（互联网号码分

配机构）技术职能管理权提供了一套全面

的一揽子提案，这对互联网的平稳运营至

关重要。本方案还拟定了 ICANN 作为一

个独立组织加强问责制的各种方案。移交

工作意味着人们长期期待的互联网域名系

统（DNS）私营化进度进入最后一个步骤，

这也是 ICANN 在 1998 年创建时的初衷。

“互联网社群对 IANA 管理权移交展

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我们知道实现移

交是多么重要”，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

小组（ ICG）主席爱丽莎·库伯（Alissa 

Cooper）指出。该小组负责协调移交提案

的编制过程。“一旦提案生效，来自全球

的互联网用户都将从互联网治理的稳定、

安全和问责制强化中获益。”

全球互联网社群不遗余力地编制了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
构（ICANN）是什么机构

ICANN 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在美

国加州注册、属于非营利（NPO）公益型

企业，其社群成员遍布全球各地。ICANN 

的使命在于确保全球互联网的稳定、安全

与统一。

ICANN 负责协调并支持这些分布在

全球各地的唯一标识符。 ICANN 及其社

群致力于确保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

互用性。它还负责促进互联网域名系统顶

级域之间的竞争，制定相关政策，并促进

其他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的使用。

全 球 只 有 约 不 足 3000 人 在 参 与

ICANN 的事务，其中中国人（包括来自台

湾地区）不足 300 人，作为互联网基础的

全球管理机构，它每天都产生大量的政策、

文档、技术标准，确保全球互联网的安全

性、稳定性和互用性。而这些信息是用英

文书写的。近年来，ICANN 网站也逐渐推

出不同语言的文件，而有了中文的 ICANN

文字材料，可以让更多认识中文又对其他

文字表达不太熟悉的人可以更为方便、准

确地了解 ICANN 的事务。

据历史消息报道，美国政府机构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宣布，将放弃对国际互

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ICANN）的管

理权，不过不会把这一权力移交给联合国，

而是移交给“全球利益攸关体”。美国商

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当天发表声

明，作为移交管理权的第一步，美方已要

求 ICANN 召集全球利益攸关者提出移交

方案，这一方案必须获得“广泛国际支持”，

并遵循保持互联网开放性的原则，但声明

强调不会接受“由政府或政府间机构主导

的解决方案”。

该声明说，ICANN 在 1998 年成立时，

美国官方曾提出，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

的管理者角色是过渡性的，并承诺将来让

私有部门在“域名系统管理”中担负领导

作用。

关于互联网关键职能管理权移交方案已提交美国政府

一套符合 NTIA 所提标准的计划，在此期

间召开了 600 多场会议和电话会议，进行

了 40000 多次电子邮件交流，工作时长超

过 800 小时。

一揽子提案中包括：IANA 管理权移

交协调小组（ICG）协调编制的技术要求

移交提案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

作组（“CCWG——问责制”）确定的强

化 ICANN 问责制的方案。这两个小组由

一批志愿者构成，代表着广大互联网多利

益相关方社群的利益。

“本计划获得了来自多样化社群最为

广泛的支持，我相信它将满足美国商务部

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所提的

要求”，CCWG 问责制联合主席托马斯·

里克特（Thomas Rickert）指出，他认为：

“本小组的工作展示了兼容并蓄的多利益

相关方是十分奏效的。”

美国政府将开始审核这一揽子提案，

确保它们满足 NTIA 所提的标准。一旦通

过，美国商务部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

（NTIA）和 ICANN 签署本计划的合同，

预计将在 2016 年 9 月底到期之前完成，

接着生效执行。

方案全文也公开发布在 ICANN 的官

方网站 , 中文版的《IANA 管理权移交计

划更新（第 1 卷）》已经公布，任何网民

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去网上下载或者在线浏

览，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反馈给 ICANN。

ICANN 各支持组织（GNSO、ccNSO 、ASO）及
咨询委员会（GAC 、SSAC、ALAC）最终就 IANA
职能监管权移交方案，及加强 ICANN 问责制方案达
成共识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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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电信研究院 (CAICT) 和

ICANN 北京合作中心共同举办了第 55 次

ICANN 会议中国社群交流会暨 ICANN 中

国日活动在电信研究院举行。中央网信

办专家委秘书处单立坡副秘书长、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张延川副院长、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互联网处裴玮

处长等领导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

来自外交部网络事务办公室、中央网信

办国际局的代表。

ICANN 副总裁兼亚太运营中心总经理

罗嘉荣率领九名 ICANN 职员参会，来自

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域名

从业机构、研究机构共计 120 余名代表参

会。这是自 2014 年 ICANN 举办首次中国

社群交流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

电信研究院张延川副院长在致辞中

回顾了研究院在域名领域开展的工作，提

出以社群交流会为基础，打造思想更为活

跃、合作更为务实、影响更为广泛的交流

平台。裴玮处长介绍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

加第 55 次 ICANN 会议及第三届高级别政

府间会议的情况，并就当前国内域名行

业管理工作发表了看法。与会人员围绕

第 55 次 ICANN 会议从各自角度介绍了情

况，ICANN 北京合作中心主任宋崝介绍了

ICANN 第 55 届会议情况，包括 IANA 管

理权移交方案、移交后续工作计划、中国

社群参会情况、ICANN CEO 工作交接、

未来会议时间地点安排及值得关注的重大

会议的意义

在第 55 届 ICANN 会议召开期间及结

束后不久，《中国域名经济》丛书主编沈

阳就第 55 届 ICANN 会议信息及此次会议

的意义向多位参会专家做了专访。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互

联网处裴玮处长是第 55 届 ICANN（摩洛

哥）会议的中国政府官方代表参加了政

府咨询委员会（GAC）讨论，她在回答

《中国域名经济》丛书主编沈阳关于这

次 55 次会议的意义时认为 :“此次会议

被赋予历史意义，ICANN 各社群经过两

年的热烈讨论，终于将 IANA 移交方案和

ICANN 问责方案提交给美国政府，进入

美方审批流程。

“这是ICANN国际化的重大阶段性成果。

“此次会议上，各社群均表达出对推

动移交的积极态度，期待移交如期完成。

其中，政府咨询委员会（GAC）的讨论备

受关注，来自各国家和地区政府代表的磋

商直至凌晨。最终 GAC 对问责方案中部

分问题的分歧未能达成一致，但表示不反

对将方案提交美国政府，使得移交工作向

前迈出重要一步。

“各界对接下来的美方审批流程充满

期待，今年美国政坛的动向以及对移交可

能产生的影响仍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让我

们拭目以待。”

在问到将 IANA 移交方案是否还有最

后一关（法律流程）才能真正通过的问题时，

裴玮处长认为是涉及到美国国会需要修法、

即美国要修改对 ICANN 管理的法律。

北龙中网高级研究员张建川博士在回

答沈阳关于这次 55 次会议的意义时认为：

本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历时两年多讨论形成

的 IANA 移交方案和 ICANN 问责制方案，

正如 ICANN 董事会主席 Steve Croker 所说，

政策制定流程等情况。

最后环节是域名行业的业内沟通，

由部分 ICANN 社群成员及员工与来自中

国政府和智库的专家学者举行了座谈会，

探讨了 IANA 管理权移交、ICANN 国际

化及中国社群参与 ICANN 治理工作等热

点议题。

本次社群交流会还特别举办了“域

名注册管理机构和服务机构培训”，邀请

了亚太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和 ICANN 合规

部的职员为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域名注册

服务机构就 ICANN 政策、合规问题等进

行了培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崔新民就域名争议解决做了专题讲

座，他介绍了域名争议解决相关规则和流

程，特别是办理案件过程中注册局注册商

联络沟通的注意事项。

ICANN 负责注册商和合同合规工作

的员工为到会注册局、注册商举办了讲

座，介绍了注册商需要了解的最新政策

及合同合规方面的注意事项，并现场进

行了答疑。

第 55 次 ICANN 会议中国社群交流会

暨中国日活动作为 ICANN 第 55 次大会的

延伸，是中国互联网社群和机构向世界

互联网管理机构发声的重要机会，也是

ICANN 将视角放在中国市场的一次重要的

研讨交流会议，不仅证明了中国互联网企

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表

明中国的互联网技术水平正在不断向国际

靠拢。

中国社群交流会暨中国日北京站活动

3 月 21 日 ICANN 副总裁兼亚太运营中心

总经理罗嘉荣先生在发言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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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机会

第 55 届 ICANN 会议给中国带来了什

么机会？

第 一， 如 果 IANA 移 交 方 案 和

ICANN 问责制方案最后获得美国商务部

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批准，

全球互联网的最高管理、决策机构将真

正形成了国际化。我们需要彻底转变一

直认为的互联网是由 13 台根服务器，中

国没有决策权的不准确表述。我们需要

有自己的人才，积极投身于 ICANN 的活

动中，遵循 ICANN 的“自下而上”决策

机制，参与国际互联网的政策、技术、

标准化决策过程。

第二，ICANN 在过去 18 年来一直在

变革，很多政策和变革都是根据全球互

联网发展趋势而展开。例如：IPv4 地址

使用 40 年就分配完了，推出 IPv6 地址，

即我们的网络访问报头对话版本要用新

版本，这就是下一代互联网的概念，电

脑上网必须有硬件、软件支持，内容提

供商放在服务器上的版本必须找到转换

格式，否则会在 IPv6 网上全部看不到。

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手机用户群，我们上

网访问还是要走 ICANN 的 DNS（域名系

统）体系，无论手机用 3G/4G/5G 网络

上网，都必须用 DNS，凡此种种，都

这是可以载入历史史册的重大成果。

其次，主办国摩洛哥政府做出了巨

大努力保证会议安全顺利举行，值得称

赞。会前，国际地缘政治和宗教种族冲

突的阴云密布给会议能否如期举行蒙上

了一层阴影。

事实证明，会议不仅顺利举行，还召

开了各国政府的高官会。另外，中国互联

网社群表现更加活跃和积极，举办了两次

“中国之夜”的活动，提升了能见度和影

响力。

虽然方案已经提交给美国政府，后续

美国国内政治的态势演变不可避免地将对

方案产生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尤其是美

国正值大选年，各种议题泛政治化倾向严

重，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对奥巴马政府移

交 IANA 监管权一直抱有偏见，一定会利

用各种机会对移交进程施加影响。

此外，方案通过后的执行也将是一

个挑战。就在本次会议期间，ICANN 职

员主导的一个会议进程讨论其拟定的执

行计划（Implementation Plan），遭到社

群尤其是 CWG 的批评。可以预计，在审

批阶段，美国国内各方势力的博弈将进一

步加剧，而在审批通过之后，ICANN 与

社群就如何落实各项机制和流程的博弈

也将开始。 

是影响到国家级网络部署、系统安全、

产业投入方向问题，必须有一大批人去

跟踪研究。

第三，在 ICANN 发展过程，它的自

下而上决策体系、全球化、互联互通和

公开标准化规则，是用开放、分享、确

保安全和稳定为基础，而防止不正当竞

争造成垄断和资源浪费的举措都是很准

确的。例如，在近 10 年来放开域名体系

（从 24 个传统通用类别域名 gTLD、迅

速扩张到近 1000 个新通用类别域名 new 

gTLD，而且启用国际化域名、即多语种

域名 IDN）而有力打击屯积域名的问题，

让公众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易

记的域名。

第四，现在 ICANN 的标准制订是由

支持组织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来

完成，支撑全球互联网的标准文档（RFC）

已经约 8000 个，由中国大陆工程师和政

策专家提供的标准文档仅仅约 50 份，足

见我们的网络创新能力与全球水平还是

存在很大的距离，我们的国家一直强调

的 网 信 安 全、 网 络 强 国 之 路 还 需 要 更

多 的 人 去 努 力。 只 有 国 际 化 才 能 建 网

络强国。

第五，站在 ICANN，看 APNIC（亚

太互联网信息中心）看中国，现在公网 IP

地址在开始做安全认证（BGP 路由安全：

rPKI 及网络层安全 :  IPSec )、确保用户少

受伤害，域名也在加安全认证（DNSSEC），

防止域名被不当使用，这都是这三年在全

球网络上由 ICANN 主导的技术部署，而

国内网络这方面的匹配还是有差距，所

以，中国互联网的未来之路，是需要我

们有国际化视野、有自己的技术核心，

才能不落伍。

ICANN成员有约250个ISO经济体,

讲英语就有 200 多种口音

ICANN 开会每个人发言都必须按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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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管理权移交进展

IANA管理权移交，听他们怎么说

Luna Madi : 请问你对于 IANA 管

理权移交方案的提交有什么看法？

Steve Crocker: 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过去两年全球互联网社群的辛勤工

作，展现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式 。

Luna Madi : 接下来的阶段是非常

群成员对我很是熟悉。我在 ICANN 大约

5 年了。正如史蒂芬所说，我们必须要为

IANA 管理权移交方案的实施做准备，希望

方案能够通过。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确

保 ICANN 的其他项目运作能够正常运作。

 Luna Madi : ICANN 55 是个重要

的会议，也办的很成功。

Steve Crocker: 是的。非洲的社

群成员、包括部长级别的官员们给了我们

很大的支持。我们也举办了高级别政府官

员的会议，之前只有办过两次类似的会议。

这次参会人数众多，ICANN 的一个重要工

作目标是提高参与度，我们很高兴看到众

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会。

 Luna Madi : 你认为我们从这次的

IANA 管理权移交方案中学习到了什么？

 Akram Atallah : IANA 管理权移

交让我们与社群成员的距离拉近，包括一

些不常参与 ICANN 活动的社群成员。社

群成员会发现如果同心协力，社群是能有

一番作为的。

Steve Crocker: 我同意阿克拉

姆 . 阿塔拉 ( Akram Atallah) 的观点。另外

一点是，事情往往需要时间。当我们在

2014 年 3 月 14 日开始进行 IANA 管理权

移交方案，我们预期移交只需 1 年半的时

间。现在已进入第 2 年，比预期的时间要

长。回首这段时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或

能够改变任何事情。社群成员人数众多，

利益多元，我们学习到的是如何把每人的

意见结合在一起。

史蒂夫·克罗克和阿

克拉姆·阿塔拉的

ICANN55 会议总结

访问

重要的。接下来的阶段是什么，以确保能

顺利完成 IANA 管理权移交？

Steve Crocker: IANA 管理权移交

方案后，美国政府将会审核方案，过程大

约 90 天。 我们也会准备方案实施，探讨

修订 ICANN 章程。

Luna Madi : 你认为前方会有什么

挑战？

Steve Crocker: 其中一个挑战是

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关注我们的工作，确保

细节不出问题。另外，在过去的时间大家

都非常忙碌和劳累，但是前方还有很多工

作需要完成，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Luna Madi : 阿克拉姆 . 阿塔拉 ( 

Akram Atallah) ，在马跃然先生加入之前，

您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成为 ICANN 临

时总裁兼 CEO。社群成员可以在这几个

月里看到什么？

Akram Atallah : 和以往一样，社ICANN的组织方式

第 55 次 ICANN 会议过后，ICANN 媒体部做了一次访谈 , 主持人露娜· 马蒂（ 

Luna Madi ）对董事会主席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博士与临时总裁兼 CEO

阿克拉姆 . 阿塔拉 ( Akram Atallah) 做了一次专访，以下是专访内容。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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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会

成员们：

非常感谢有机会在国会发表我对

IANA 转 型 问 题 的 看 法。 我 是 Andrew 

Sullivan，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IAB）

的主席。IAB 由 13 名选举产生的成员

组成，无偿服务，其职责是为全球互联

网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建议。在 IAB 之

外，我还是 Dyn 公司的一名雇员。Dyn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全

球互联网性能管理公司。我在 IAB 和

Dyn 的两份职务，使我每天的工作都和

IANA 息息相关。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我认为 IANA 转型计划是一个完善而必

要的计划：

一是 IANA 的存在为全球互联网带

来了大量益处，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

家通信和信息委员会（NTIA）的介入拖

慢了 IANA 的运转效率；

二是转型不会影响 IANA 的正常运作；

三是转型计划策划完整、准备充分，

也受到了全球互联网社区的广泛支持。

因此，我认为该计划需要马上实施。

首先，请允许我简短介绍互联网的体

系结构。互联网的正常

运转取决于组成它的所

有独立网络在没有中央

集权控制的状态下合作

运行。这样的设计结构

使得任何一个人完全控

制互联网成为不可能，

也 解 释 了 为 什 么 IANA

的存在 —— 尽管不是必

须的 —— 使得网络间的

合作更加方便，互联网的运转更加高效。

在此，我需要指出，IANA 并不“控制”

互联网的运转。它只负责管理全球的地址和

域名。它的任务非常具体、有限，并且技术

性强。这种有限性和具体性也正是 IANA 在

过去 15 年中保持高效和稳定的原因。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那

就是美国商务部通过 NTIA 在 IANA 中的

介入。这种介入与互联网的运转原则很不

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管理权移交进展

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IAB）主席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1

编者按

互联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互联网资源（域名、地址和协议参

数）的管理是由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具体操作的，但其授权是基于与美国商务部的合同。2014 年

3 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互联网技术职能的关键管理权移交至全球互联网社群；2016 年 3 月 10 日，互联网

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董事会主席史蒂夫·D·克罗克（Steve D Crocker）博士把全球互联网社

群制定的一套方案提交给了美国政府。2016 年 6 月 9 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通信和信息委员会（NTIA）

宣布 IANA 过渡方案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四项原则的声明。根据时间表，预计 NTIA 和 ICANN 签署的合同将于

2016 年9 月之前完成。本专栏是几篇重要文章的译稿，供读者了解相关的概念和进展，并不代表本刊的立场。

译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IAB）主席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解释互联网

号码分配机构 IANA 管理权移交的原因；第二部分为国家通信和信息委员会（NTIA）的声明、全球互联网协

会（ISOC）主席的声明和互联网工程技术委员会（IETF）主席 / 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IAB）主席的联合

声明。

全球互联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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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ANA 功能

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功能

协议参数管理
地址管理

域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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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一， 因 为 和 IANA 完 全 不 同 的 NTIA

既不是互联网结构的运营者，也不能给

互联网提供任何运营组织无法提供的技

术服务。相反，NTIA 的参与带来了两个

问题。

第一，NTIA 在 IANA 的责任分工中

是多余的，有了它的存在，IANA 的分工

和运转就不能完全透明，更糟糕的是：美

国政府的介入成为了互联网自然发展的障

碍。在这样的机制下，所有互联网的变革

都要经过美国政府的官僚机构的批准才能

生效。这种结构迫使 IANA 以政府的办事

速度运转，而这显然比互联网的自然发展

速度慢很多。

第二，因为 IANA 的行为需经过美国

政府批准，很多其他国家认为是美国政府

控制 IANA —— 一个本不应受任何政府控

制互联网机构。这种

印象，即使并不完全

正确，也使得很多国

家提出 IANA 应该由

多国政府联合控制，

然而，更多国家政府

的介入，只会使已经

运转较慢的 IANA，变

得更加缓慢。对这个

问题有一个显而易见

的解决方案，就是让

真正需要 IANA 服务

的人，也就是全球互联网社区来自己管理

自己。他们已经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并

提出了转型计划，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

一致，所以，现在是实施转型的大好时机。

有人反对说，变化太大，但是在我看

来，这个计划已经实现了改动的最小化。

因为转型计划书中每一个变化都可以由一

个已有的组织机构来实施 —— 这些机构

是负责协议参数的互联网工程技术委员会

（IETF）、负责地址的地区互联网资源注

册中心（RIR）和负责域名的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又有人反对说，转型发生得太快了，

但我认为，目前的变化速度已经非常缓慢

了。从 1998 年开始，多方机构就已经开

始制定让美国政府退出 IANA 的计划。全

球互联网社区最感兴趣的是确保这个计划

图 3  过渡时间表

切实有效，因为一旦出错，我们将是直接

责任人。今天，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那

么就没有理由再耽搁了。如果像有人提议

的那样，放慢速度，分阶段实施转型，我

们将会错过经历千辛万苦达成的共识，也

会让这个社区更加失望，更加难以忍耐目

前的状态。

对于想要一手控制互联网的政府，任

何拖延将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美国政

府不相信互联网天生就具有抵制集权控制

的特质和能力”，对于广大的全球互联网

社区来讲，任何拖延将意味着这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全球性的计划是一张废纸，我

们引以为豪的“多利益攸关方”体系也只

是一句空话。

诚然，要使该转型计划成功实现，各

方人士还需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如果我

们犹豫不决，只会将过程变得更慢。如果

我们投入更多的信心和执行力，将加速计

划的成功。我相信，在全球互联网社区各

方合作努力下，离梦想的实现并不遥远。

50 年前，美国政府发起了最终演变

为今天互联网的项目。从一开始，美国政

府就信任技术人员有能力将不可靠的、零

散的部分组成一个高效率、低成本和可靠

的大规模系统。相应的，技术人员不负众

望，交出的奇迹般答卷 —— 互联网，一

个天生包含着“抵制中央集权”基因的技

术 —— 仍是当今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

济的重要发动机。今天，这个社区希望

消除不必要的政府介入，令 IANA 的运

行遵守互联网最基本的运行原则：由私

营机构领导的合作。今天，美利坚合众

国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明白互联

网是天生不可能被独裁者控制的 —— 即

使其他政府要想控制它，或改变它，也

是不可能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呼吁一起携手向

世界展现我们政府的诚意，展现政府这一

举措将带给互联网怎样广阔的发展天地，

展现全球互联网社区的齐心努力会在这个

广阔的新天地中结出怎样的硕果。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图 2  IANA 过渡

IANA 过渡

合同
美国政府 全球“多利益

攸关方”社区

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功能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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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 NTIA 宣布：由全球互

联网社区制定的关于 IANA 转型计划符合其在 2014 年 3

月制定的四条原则。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再次表明了 IANA 系统的

强大和“多利益攸关方”机制的成功，向保证一个自由、

开放的长期健康发展的互联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该转型计划是由全球互联网社区设计提出的，其中

关于协议参数的部分是由互联网工程技术委员会（IETF）

和它的 IANAPLAN 工作组设计的。

该项工作的最终实现，需要在“多利益攸关方”机

制下，全球互联网社区的持续关注和进一步努力。

（翻译：朱迪）

互联网工程技术委员会（IETF）主席 /
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IAB）主席的联
合声明（节选）

     全球互联网协会（ISOC）主席的声明（节选）

6 月 9 日，全球互联网社区达到了一个里程碑，美国商务部下

属的国家通信和信息委员会（NTIA）宣布：由我们的全球互联网社

区制定的关于 IANA 转型计划符合其在 2014 年 3 月制定的四条标准。

这个决定经历了为期 90 天的深思熟虑，它再一次肯定了“多利

益攸关方”的协同、从下至上机制的价值及力量。重要的是它坚持了

IANA不能被任何一个利益方 —— 个人组织或政府 —— 独裁的承诺。

6 月 9 日的宣告还证明了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解决现实问

题，“多利益攸关方”机制有能力共同制定出一套强健具体的解决

方案。IANA 转型计划的形成经历了开放、包容和基于“共识”的过程。

全球互联网社区通过一致努力作出了一个确保互联网开放性、安全

性和可靠性的计划。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全球互联网社区也证明了

自己有能力将该计划变为现实。

我相信，该计划保护了全球互联网用户的利益。在此过程中，

大家的奉献精神鼓励了我，我也将继续努力支持大家的工作，共同

建设互联网美好的明天！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通信和信息委

员会（NTIA）6 月 9 日宣布：全球互联网

“多利益攸关方”提出的提案符合 NTIA

在 2014 年 3 月提出的关于美国政府在互

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中转型的原则。

这个决定是美国政府在努力实现域名

系统（DNS）等的移交以及确保互联网的

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和言论自由方面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

在过去的 18 年间，美国的众多企业

代表、技术专家、政府机构和社会活动组

织一直想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由“多利益攸

关方”和私营组织领导下的系统来实现

DNS 在全球的协调工作。早在 1998 年，

NTIA 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一家位于加州的非营利组织）

就开始联手来实现 DNS 技术协调及管理机

制向私营组织转移。2014 年，NTIA 开始

了转型的最后一步，即：通过 ICANN 召集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通信和信息委员会（NTIA）2016 年 6 月
9 日宣布 IANA 过渡方案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四项原则的声明

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一起制定

一个帮助NTIA彻底退出IANA系统的计划。

“互联网的‘多利益攸关方’社区积

极面对了这个挑战，他们提出的转型计划

使 DNS 系统在未来也可以像现在一样、

无缝地运转。”NTIA 负责人劳伦斯说，“这

个计划将不仅能够巩固帮助互联网繁荣昌

盛的‘多利益攸关方’思路，还保障了现

在全球互联网用户都依赖的互联网运行的

稳定性、安全性和开放性”。

NTIA 规定，新的计划必须被多方广

泛接受，而且：

1. 支持并巩固“多利益攸关方”模型；

2. 保持互联网域名系统（DNS）的开

放性、稳定性和鲁棒性；

3. 满足全球客户和合作者对 IANA 服

务的需求和期望；

4. 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

另 外，NTIA 规 定 在 新 的 计 划 中，

NTIA 的角色不能由政府领导的机构或多

国政府组成的机构来担任。

2016 年 3 月，ICANN 上交了一个既

能确保 IANA 正常运转，又能巩固 ICANN

责任制的计划。该计划将用 IANA 和客户

的直接协议取代 NTIA 在 IANA 中的作用。

经与多方协同评审，NTIA 确定该计

划符合其在 2014 年 3 月提出的原则，也

符合美国政府内部责任制的管理条例。

在新的机制中，ICANN 作为一个非

政府、非营利机构会在 IANA 中扮演领导

者的角色，专家团认为这是合理可行的。

互联网是一个基于自愿、优化、合作

与信任基础上建立的网络，在过去的 20

年间，一直由“多利益攸关方”社区领导。

“多利益攸关方”社区是由参与解决互联

网政策及技术难题的所有人士组成，包括

了技术专家、学者代表、商业人士、政府

官员及公众人物。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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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研究面临的挑战 

未来的信息技术和系统正面临重大

的现实挑战，若不解决好，可能会限制

其增长。

1. 高能效传感和计算

提高能源效率是强制性要求，以便充

分实现未来的信息技术功能。如果没有进

步，那么在晶体管、芯片和系统层面的电

力需求其成本将变得过高。在所有层面，

能源效率都是至关重要的 , 从最小的传感

器，到超高性能的处理器和系统。

行业遵循摩尔定律的能力带来了更小

的晶体管，但也带来了更大的功率密度和

相关的热管理问题。每个芯片上更多的晶

体管数量意味着更多的互联——最先进的

微处理器其总的互连长度可达数千米。但

随着互连缩小，它们变得更加低效。如今，

处理器使用的一大半能源经互连用于传输

数据，例如在存储单元与逻辑单元之间。

传统的方法是“跑到”物理极限。降低芯

片上数据管理“能源成本”需要协调研究

新材料、设备和体系结构。而在过去，对

这些主题需要单独进行解决，若想取得有

意义的进展，研究需要采取一种多学科的

和协调的方法。

高能效的传感器对物联网而言是必不

可少的。具有强大现场“智能”和通信能

力的分布式传感器，允许在本地进行决策

和执行，将减少管理预期海量数据所需的

能量。校准和验证检查工作应能访问远程

的传感器，如果它们长时间单独存在，那

么必须具备高效的能源收集和利用机制。

此外，还可以将智能传感器设备联结成网，

以执行集体性任务，根据需要创建分布式

信息计算和存储容量，进一步降低能耗。

从根本上说，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概念

模型和新的支持架构，使得处理庞大的互

联网数据流成为可能，并能够及时提取和

提出见解。若想能耗不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则这种新技术和新架构的能效需要比当前

对主流数字半导体技术所做的最好估计还

要高若干个数量级。

此外，对具备智能功率管理的微型能

源（电池和能源收集设备），还有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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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主要对技术革命相关发展情况、大数据的基础设施技术、智能基础设施组成要素等内

容进行分析，本期将对关键技术研究面临的挑战及如何采取行动进行阐述。

重启信息技术革命（三）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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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性的需求。为了尽可能减少传输的数据

量，在传感器节点上需要充足的本地非易

失性存储密度。

如果要建造能力更强的系统（如超过

百亿亿次计算能力的系统），那么高性能

计算机和大型数据中心中的核心技术的能

效还需更高。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将

是一种可以在高性能、移动和嵌入式传感

器系统中实施的单一技术。然而，在这些

不同应用中的最优解决方案可能采取不同

的方法。因此，对多种技术应做进一步的

探讨。

研究的焦点领域应包括有关传感器和

先进处理器的极低功率设备、新颖的能量

收集装置、可减少数据传输的新颖电路架

构、探索突破因没有显著的功率均衡而引

起的噪声波动所造成的物理极限，以及纳

米光子学和片上光子学集成。需要下一代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包括经过

改进的传感器、处理器和系统模型，以及

用于度量能源降低效能的验证技术。在系

统层面，需要研究如何在所有层面为物联

网植入智能以及提高能效。

2. 网络－物理系统

在未来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中，网

络－物理系统是一个特殊和重要的问题。

为实现成功的 CPS，必须研究解决一系

列重要的设计问题：

一是设计健壮、高效、有效的网络算

法，以应对物理系统中可能发生的意料之

外的事件；

二是在富有成本效益地利用现有的网

络资源（如云计算）与构思一个独立于网

络资源的独立系统之间做好权衡；

三是以最低的能耗实现高的性能；

四是异步操作能力以及协同应对系统

控制；

五是在一个制造环境中，当面对意想

不到的系统动态行为时 , 维持过程的可重

复性。

六是在保证连接性的同时，保证安

全性；

七是在开放的 CPS 架构（利用诸多

因素的有利条件）与数据和知识产权保护

之间做好权衡。

3. 智能存储

需要新的存储技术和管理系统来存储

和归档预期的、爆炸性增长的数据。为取

得数据存储技术的进步，需要开展从设备

层面到系统层面的研究工作。这些新的存

储系统需要提供对数据的访问，以便进行

处理并能够完成归档操作，此外，必须以

这样一种方式对其进行管理，即可以实施

智能数据清洗，以减少存储容量。

新的存储架构，如处理器在存储器上，

将是颠覆性的创新和进步，需要在硬件系

统层面和软件系统层面开展深入研究，以

便优化对存储的管理。

未来的智能芯片将为实现数十亿分布

式、网络化系统信息计算和存储能力的结

合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提高对可扩

展性问题的基本认识，以及设计和操作这

样的大规模、分布式系统。应对好该领域

的挑战将开创“非常大系统科学”领域的

一个新篇章。

4. 实时通信生态系统

在通信网络架构和技术方面需要研究

和创新，这样才有可能快速传送和接收关

键数据，以便进行分析，并防止因大规模

数据传输而出现的网络通信堵塞。除了快，

通信网络还必须尽可能降低所有层面上的

能耗和传输错误，从网络边缘到集中处理

系统。

数据的价值将严重依赖交付时间，一

些数据可能在几毫秒钟后即失去其价值。

因此，需要对实时数据流和数据分析学领

域开展研究。无论通信变得多快，预计数

据量将出现颠覆性增长，并将淹没整个信

息技术行业，除非发明新的存储、通信和

处理技术。

5. 多层次和可扩展的安全

对未来系统而言，安全性和私密性是

两个最大的挑战。当前信息技术的薄弱环

节使它们易遭受攻击，这可能导致数据丢

失、隐私泄露以及可能被恶意利用。需要

在基础层面开展研究，这远远超出了链路

和存储的密码协议范畴。

物联网带来的密集连接带来了额外的

挑战。为使用户接受和保护财产甚至生命，

物联网将需要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免受攻击

能力。否则，全球分布式通信智能芯片系

统可能成为最大的和最易遭受恶意行为攻

击的目标。适当水平的安全性必须嵌入在

每一个硬件和网络中；安全性必须在设计

之初就要考虑到，而不是固定为一个事后

的想法。需要基于基础物理学和信息科学

来理解关于安全性的限制。

物联网研究人员和设计人员应探索以

下关于物联网安全性问题的答案：如何定

义和度量安全性？硬件可以提供软件水平

的、更大的安全性吗？必须连接总是意味

着脆弱性吗？在多大程度上物联网数据保

留机制应包括数据擦除功能？有类似应用

于物联网设计的社会信用吗？安全应被看

作是一种分级服务并相应地根据最终用户

的情况来定价吗？为了实现一个值得信赖

的物联网，需要更多的标准吗？

对未来系统而言，安全性和私密

性是两个最大的挑战。当前信息

技术的薄弱环节使它们易遭受攻

击，这可能导致数据丢失、隐私

泄露以及可能被恶意利用。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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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一代制造范式

现有的主流半导体制造技术不支持未

来智能芯片所需的异构 3D 系统制造。需

要在材料、制造、装配和封装领域开展基

础研究，以便实现新的信息技术硬件从最

小的传感器节点，到超高性能的处理器。

展示未来技术前景的例子包括最终可获得

100 nm 打印性能的半导体喷墨打印、可达

分子尺度的原子级处理反应器、灵活和可

重构的 3D 结构以及生物启发技术。

当前的半导体制造需要大量生产才能

实现经济上可行。硬件模块化原理（即分

布式制造单元网络，当中可以下载并生成

新的设计），可以促成速度快得多的、应

用特定的新硬件组成部件开发。可以用新

兴的或传统的方式组合的硬件模块制造技

术将支持各种各样的创新，包括小尺寸产

品的开发，并可能为当前系统制造安全“补

丁”。模块化制造，结合新的设计和测试

工具，将使各种规模的企业能开发最初专

用的或小规模的应用，而后快速实现迭代

设计。

从长远来看，半导体制造需要一个新

的范式，因为现有的主流平面技术并不能

很好地适应 1 mm 和更小尺寸的异构系统。

在这些尺寸上，空间是关键资产，最紧凑

的设计是三维设计。离散的组成部件在这

样严苛的空间限制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生成测量数据或对执行命令做出响应

的传感器 / 执行器系统制造，将构成特殊

的挑战。今天，制造过程和传感器封装通

常依赖于特定的传感器，这是低效且昂贵

的，需要对制造和封装传感器 / 执行器系

统的新方法开展研究。

关于传感器的另一个重大制造挑战是

健壮的和经济的多模组合制造。今天，利

用单独的过程来制造不同的智能传感器节

点基本组件，如 CMOS 电路、MEMS 传感器、

闪存以及储能器 / 集能器。没有一个普遍

存在的、类似数字系统 CMOS 的过程。此

外，需要新的封装技术来应对小尺寸设备

和传感器。

最后，有关最终紧凑硬件（如智能传

感器节点）的材料基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

战。如果部署多达万亿个的传感器节点，

那么今天使用的硅可能不再继续可用，特

别是如果许多这样的传感器节点是“短命

的”和一次性的。我们需要更加持续可用

的材料，例如，如同自然界中的可回收或

重用的碳基系统。对替代材料（如聚合物

和纸）在集成系统制造中的潜在作用需做

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7. 洞察计算

未来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将从

根本上创造基于来自数据之洞察力的新功

能。洞察计算需要一个范式转变，即从比

特生成到洞察力生成，以及从原始的数据

到可执行的智能。洞察计算系统将发挥并

大幅提高网络－物理系统和物联网的能力。

洞察计算需要对机器学习、数据分析

和神经形态计算开展深入研究。需要用于

解决复杂问题的新算法以及用于用户－机

器接口的新方法。最终，洞察计算需要在

本报告所述的所有领域取得进步，从高能

效传感到通信和新颖制造。此外，还需要

研究人员之间的协调，例如，在材料、设

备和体系结构、或者软件和硬件领域的研

究人员。这些领域的进步将主要取决于与

其他领域之间的协调，过去，它们之间尚

未实现很好的协调和集成。

8. 物联网测试平台

由于物联网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

非常需要一个基础设施来测试新的技术。

如今，没有任何富有代表性的测试平台或

演示系统可用来支撑未来预期的物联网。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没有这样一个测试平台，解决方案验证和

基准测试将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演示系

统的定义和支持将需要快速的和富有意义

的进展。这样一个平台应该可供来自学术

界，行业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使用。

需要采取的行动

1. 一个新的、协调一致的研究倡议

为重启信息技术革命并确保国家在对

经济活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技术

和信息管理领域不容置疑的、长期的领导，

需要一个新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倡议——

国家计算和洞察技术生态系统（N-CITE）

倡议。

倡议的目标应是协调在本报告所述之

领域中的研究工作：高能效计算和传感；

网络－物理系统；智能存储；实时通信系

统；多层次和可扩展的安全；下一代制造

模式；洞察计算等。

必须勇敢应对技术的挑战，以便完全

实现物联网和大数据的益处，这预计需要

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支持下付出巨大

努力。为加快关键科学与工程的进步并将

成果有效转换为实际使用，倡议应包括政

府、行业、学术界的合作伙伴关系。

倡议必须桥接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

它们通常没有协作。为取得进步，需要在

材料、电路和系统方面开展反复和协调研

究。硬件和软件需要协同设计。需要在多

个层面考虑安全问题，从芯片到应用层。

设计时应考虑到制造问题。

现有的主流半导体制造技术不支持未来

智能芯片所需的异构 3D 系统制造。需

要在材料、制造、装配和封装领域开展

基础研究，以便实现新的信息技术硬件

从最小的传感器节点，到超高性能的处

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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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下一代研究焦点 / 才能

DOC：美国在感知经济中的竞争力

NIST：度量与标准

DOD：数据驱动的国家安全

DOE：智能能源中的全球领导力

DOT：零事故智能基础设施

USDA：确信的全球食品安全

NIH：个性化医疗

图 1  对应所选机构的任务

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未来展望

通过实现自动化制表以及发挥计算

处理和编程作用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生产

力，今天的计算机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未来新的洞察计算系统

将永远改变人们与计算机系统的交互方

式，帮助其扩展知识，并做出涉及极其巨

大、快速变化之数据的复杂决策。这些未

来的系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来改善我们的

社会和日常生活。不过，需要开展许多研

究，以应对数据日益丰富之世界带来的

失控挑战。美国需要采纳和资助一个创

新议程，创建一个新的引擎来驱动下一

代人类经验、经济和社会进步、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

（翻译：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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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学术界和行业下一步要做的

是基于本报告中所述的建议，确定一系列

更详细的研究优先级。这样一个计划或路

线图可以用来评估当前研究计划尚未妥善

解决的差距，可以用来指导未来的计划。

N-CITE 倡议将为跨机构的以及公私之间

的协作和协调提供一个框架。

2. 发挥、保持和增强现有计划的作用

N-CITE 倡议应建立在行业和政府支

持的现有计划基础之上，这些计划主要关

注于信息技术、半导体和纳米技术的长期

研究。

2015 年 7 月，通过行政命令，提出

了国家战略计算倡议（NSCI），旨在实

现高性能计算（HPC）的最大益处。NSCI

奠定了百亿亿次计算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框

架，它将提供百倍于当前系统的性能。此

外，再进一步，NSCI 将创建一条通向未

来 HPC 系统的道路，其能力将超越当前

半导体技术的极限。这些目标与提议之

N-CITE 倡议的目标是一致的。

联邦政府的国家纳米技术倡议（NNI）

包括在纳米电子学和纳米制造研究方面的

重大投资。2010 年，NNI 建立了一系列签

名倡议，专注于“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技

术领域（通过加强跨部门的协调和协作，

将取得更快进展）”的研究，包括 2020

年及以后的纳米电子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

纳米制造业。NNI 正在提出“重大挑战”，

以引导更大的公私合作和参与，实现“大

胆的但可实现的”、纳米技术激发的目标。

正在考虑的“重大挑战”包括：创建不大

于一粒米的设备，它可传感、计算和通信，

它没有电线，且在 10 年内无需维护，它

将启动一场“物联网”革命；创建速度快

百倍而能耗更小的计算机芯片。这些重大

挑战也将直接支持提议之 N-CITE 倡议。

其他的国家工作针对的是生物学和技

术的聚合。主管部门的 BRAIN（通过推进

创新技术发展实现对大脑的深入研究）倡

议，主要专注于更好地了解人类的大脑，

将有助于开发脑启发计算。此外，半导体

行业正在领导制定一个技术路线图，以实

现电子学和先进生物学的交叉。路线图的

五个主题是：基于 DNA 的大规模信息存

储；高能效的、细胞启发的、基于细胞的

物理和计算系统；智能传感器系统；生物

系统设计自动化；以及有关半导体制造和

集成的生物通路。

提议之 N-CITE 倡议与这些跨部门和

行业引导的活动相辅相成。进一步地，直

接刺激开发下一代洞察计算系统将提供支

持诸多美国政府机构的能力，以完成其各

自的任务，如图 1 所示。

3.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

实现真正的洞察计算系统将能满足政

府的需求，通过政府－行业之间的协作，

商业应用也将得到大大加快。半导体行业

有着悠久的与政府合作历史，以确定和支

持关键的平台技术研究，这些已帮助美国

半导体行业保持竞争力和世界领袖地位。

半导体研究公司（SRC）成立于 1982 年，

在业界支持下，代表业界来管理这种类型

的研究工作。如今，SRC 涵盖众多的研究

项目，其中许多通过与联邦研究机构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来支持。半导体行业协会成

立于 1977 年，负责提出公共政策方面的

问题、提供教育、提出倡议，以通过研究

和技术，来推动半导体行业的进步。

例 如，DARPA 和 MARCO（SRC 的

一个附属机构）共同资助了半导体技术

高 级 研 究 网 络（STARnet） 计 划， 包 括

TerraSwarm 研究中心，它主要专注于智能、

联网传感器和执行器普遍集成的研究。纳

米电子学研究倡议（NRI）是一个由 SRC

成员公司组成的联盟，它与国家标准和技

术研究院（NIST）、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合作，主要专注于超越当前之计

算技术的研究。此外，SRC 和 NSF 还共

同资助了不同领域众多有针对性的研究工

作，如安全、可信、有保证、弹性的半导

体和系统、耐故障系统以及多核芯片设计

和架构。最后，在 NIST 先进制造技术联

盟（AMTech）计划的支持下，SRC 正在

领导组建一个联盟以及制定一个旨在聚合

半导体技术和先进生物学的路线图。

N-CITE 倡议需要政府与行业合作伙

伴之间的强有力协调，以便应对此处所述

的研究挑战。半导体行业模式不仅提供了

有利于整个行业的研究资金，而且增强了

大学研究和学生教育，有利于联邦研究计

划的通报，得到了公众对研究工作的支持，

并消除了技术“从实验室到制造厂”的转

化障碍。

除了建立在现有研究项目基础之上，

N-CITE 倡议还将发挥相关活动的作用，

如 IEEE 关于重启计算的、企业范围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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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机遇和网络安全挑战

大数据是近年来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目前 IT 科学问题基本三年为一个周期，

但是大数据据预计会有 6~9 年的话题周

期，因为云计算话题从成熟到应用，已经

走过约八九年的历程。

大数据分析挖掘的价值

从大数据本身来看，存在有很多观点。

比如 2010 年 Science 上刊文指出，能够根

据个体之前的行为轨迹预测他 / 她未来行

踪的可能性，即 93% 的人类行为可预测。

大数定理告诉我们，在试验不变的条件下，

重复试验多次，随机事件的频率近似于它

的概率。“有规律的随机事件”在大量重

复出现的条件下，往往呈现几乎必然的统

计特性。从“数据”到“大数据”，不仅

仅是数量上的差别，更是数据质量上的提

升，即从量变到质变。

随着计算机的处理能力的日益强大，

人们能获得的数据量越大，能挖掘到的价

值就越多。实验的不断反复、大数据的日

渐积累让人类发现规律，预测未来不再是

科幻电影里的读心术，这也是大数据分析

可见的价值之一。

从大数据分析挖掘的价值角度来看，

大数据分析挖掘和数据融合的异同在于：

大数据分析挖掘因为有极其丰富的数据作

为基础，可以让“有规律的随机事件”在

大量重复出现的条件下，呈现几乎必然的

统计特性。而数据融合其实是在一定的数

据量条件下，通过多源传感器的协同，改

进测量和预测的结果，在发现规律、预测

未来的准确性方面和大数据分析挖掘不在

一个数量级上。我们认为，从数据融合到

大数据分析挖掘，其实是从小智能到大智

慧，这也是大数据分析挖掘的核心价值。

大数据国家发展战略机遇

无论是从个人、行业、国家可能已

都把数据看成一种有效的资源，大数据的

开放和开发如今已经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战

略。2015 年是中国大数据发展高峰期，

我国政府部门颁布了大数据开放行动的战

略。2015 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通过并提出了发展“互联网 +”、分

享经济和大数据等创新战略，更是将大数

据开放、开发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大数

据作为社会的又一个基础性资源，将给社

会进步、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驱动力。大

数据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方向，已经成为不

可阻挡的趋势。

大数据安全现状

从斯诺登事件曝光美国全球监控计划

来看，实际它曝光的不仅是一个所谓的监

控，很大程度说明网络安全中攻防的行为，

包括个人上网的行为、习性、轨迹，很多

数据都可以精确的定位并找到数据源。大

数据的安全问题表现在：

一是网络攻击成愈演愈烈之势。如今的

网络攻击，往往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政府、

企业或者个人的私密数据。因此在大数据时

代，数据的收集与保护成为竞争的着力点。

从隐私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时代把网络大众

带入到了一种开放透明的“裸奔”时代。

二是 DT（数据技术）时代是开放与

安全的二元挑战。在大数据获得开放的同

时，也带来了对数据安全的隐忧。大数据

安全是“互联网 +”时代的核心挑战，安

全问题具有线上和线下融合在一起的特

征。传统解决网络安全的基本思想是划分

边界，在每个边界设立网关设备和网络流

量设备，用守住边界的办法来解决安全问

题。但随着移动互联网、云服务的出现，

网络边界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信息安全的

危险正在进一步升级，在 APT、DDos、异

常风险、网络漏洞等威胁下，传统防御型、

检测型的安全防护措施已经力不从心，无

法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

三是难以用有效的方式向用户申请权

限，实现角色预设；难以检测、控制开发

者的访问行为，防止过度的大数据分析、

预测和连接。在大数据时代，很多数据在

收集时并不知道其用途是什么，往往是二

次开发创造了价值，公司无法事先告诉用

户尚未想到的用途，而个人也无法同意这

种尚是未知的用途。所以这样一种威胁状

态是值得我们去面对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大数据带来的网络安全和用户
隐私问题

一是大数据依托的 NoSQL（非关系

型数据库）缺乏数据安全机制。从基础技

术角度来看，大数据依托的基础技术是

NoSQL。当前广泛应用的 SQL（关系型数

据库）技术，经过长期改进和完善，在维

护数据安全方面已经设置严格的访问控制

和隐私管理工具。而在 NoSQL 技术中，

大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建华：

研究与发展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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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大数据数据来源和承

载方式多种多样，如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PC 以及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传感器，数

据分散存在的状态，使企业很难定位和保

护所有这些机密数据。NoSQL 允许不断对

数据记录添加属性，其前瞻安全性变得非

常重要，对数据库管理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社会工程学攻击带来的安全问

题。社会工程学的特点是 : 无技术性、成

本低、效率高。该攻击与其他攻击的最大

不同是其攻击手段不是利用高超的攻击技

术，而是利用受害者的心理弱点进行攻击。

因为不管大数据多么庞大总也少不了人的

管理，如果人的信息安全意识淡薄，那么

即使技术防护手段已做到无懈可击，也无

法有效保障数据安全。由于大数据的海量

性、混杂性，攻击目标不明确，因此攻击

者为了提高效率，经常采用社会工程学攻

击。该类攻击的案例很多，如黑客先攻击

某论坛的网站，使用户无法正常登录。然

后再假冒管理员，以维护网站名义向用户

发送提醒信息，索要用户的账号和密码，

一般用户此时会将密码和账号发送给黑客。

此外，还有采用冒充中奖、假冒社交好友、

信用卡挂失等欺诈手段获得合法用户信息。

三是软件后门，也会成为大数据安全

的软肋。在软件定义世界的时代，云计算、

大数据的基础，软件是 IT 系统的核心，也

就是大数据的核心，所有的后门可能都是

开放在软件上面的。据了解，IBM、EMC 等

各大巨头生产制造的存储、服务器、运算

设备等硬件产品，几乎都是全球代工的，

在信息安全的监听方面是很难做手脚的。

换句话说，软件才是信息安全的软助所在。

软件供应方只要在主板上加入特殊的芯片，

或是在软件上设计了特殊的路径处理，检

测人员只按照协议上的功能进行测试，根

本就无法察觉软件预留的监听后门。换言

之，如果没有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检测方案，

各种安全机制和加密措施，就都是形同虚设。

所以近期代码审计会是安全领域一个非常重

要的领域。对于现代信息安全而言，最危险

的行为是将自主控制的权力交给“他人”。

这就好比将自家的钥匙全部交到了外人手

里，安全问题又从何谈起呢 ?

四是文件安全面临极大挑战。文件是

整个数据和运行些核心。大多数的用户文

件都是在第三方的运行平台中存储的和处

理的，这些文件往往包含了很多部门和个

人的敏感信息，在安全性和隐私性自然成

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文件的保护提供

了对文件的访问控制和授权，例如 Linux 

自带的文件访问控制机制，通过文件访问控

制列表来限制程序对文件的操作。然而大部分

文件保护机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问题，它

们通常使用操作系统的功能来实现完整性验证

机制，因此只依赖于操作系统本身的安全性。

但是作为网络攻击，操作系统才是最大的

一个攻击点。 

五是大数据存储安全问题。大数据会

使数据量呈非线性增长，而复杂多样的数

据集中存储在一起，多种应用的并发运行

以及频繁无序的使用状况，有可能会出现

数据类别存放错位的情况，造成数据存储

管理混乱或导致信息安全管理不合规范。

现有的存储和安全控制措施无法满足大数

据安全需求，安全防护手段如果不能与大

数据存储和应用安全需求同步升级更新，

就会出现大数据存储安全防护的漏洞。

六是大数据安全搜索挑战和问题。我

们需要更高效更智慧的分割数据，搜索、

过滤和整理信息的理论与技术，以应对大

数据越来越庞大的处理量，特别是实时性

数据变化加快，以及非结构化数据品种增

多。大数据安全搜索服务将上述浩瀚数据

整理分类，可以帮助人们更快更高效地从

中找到所需要的内容和信息。大数据安全

搜索挑战涉及通信网络的安全、用户兴趣

模型的使用安全和私有数据的访问控制安

全，包括传统搜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网络安

全威胁，比如相关信息在网络传输时被窃听

以及恶意木马、钓鱼网站等，也包括服务器

端利用通信网络获取用户隐私的危险。  

七是基于大数据的威胁发现技术挑战。

借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冯登国

的观点，“棱镜”计划可被理解为应用大

数据方法进行安全分析的成功故事。通过

收集各个国家各种类型的数据，利用该技

术发现潜在危险局势，在攻击发生之前识

别威胁。基于大数据的威胁发现技术虽然

具有上述的优点，但它目前存在一些挑战：

一方面，大数据的收集很难做到全面，它的

片面性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为了分析企

业信息资产面临的威胁，不但要全面收集企

业内部的数据，还要对一些企业外的数据进

行收集;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不足，

影响分析的准确性。

八是大数据带来的高级可持续攻击挑

战。传统的检测是基于单个时间点进行的

基于威胁特征的实时匹配检测，而高级可

持续攻击（APT）是一个实施过程，无法

被实时检测。此外，大数据的价值低密度

性，使得安全分析工具很难聚焦在价值点

研究与发展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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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黑客可以将攻击隐藏在大数据中，给

安全服务提供商的分析制造很大困难。黑

客设置的任何一个会误导安全厂商目标信

息提取和检索的攻击，都会导致安全监测

偏离应有方向。

前文中提到的 APT，也就是基于大数

据这样一种高级可持续的威胁攻击，比如

量子网攻。 美国《纽约时报》2014 年 1 月

15 日曝光了美国网络战新技术量子项目，

可入侵未联网的电脑、iPhone 和大型网络

服务器 ，从 2008 年开始，已操控全球 10

万台计算机，主要窃密中俄核心军方网络。

“量子”计划的诞生，意味着个人隐私的

终结，全球信息安全陷入危机。量子网攻

可能是近几年全球最完美的一个攻击技术，

它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一系列经典攻击的杰

作。总体来讲量子网攻是近年来高级可持

续威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世界各国

的网军包括黑客非常关注的一个主流攻击。   

九是大数据支撑平台——云计算安

全。 云计算的核心安全问题是用户不再对

数据和环境拥有完全控制权 , 云计算的出

现彻底打破了地域的概念，数据不再存放

于某个确定的物理节点，而是由服务商动

态提供存储空间，这些空间有可能是现实

的，也可能是虚拟的，还可能分布在不同

国家及区域。用户对存放在云中的数据不

能像从前那样具有完全的管理权，相比传

统的数据存储和处理方式，云计算时代的

数据存储和处理，对于用户而言，变得非

常不可控。云环境中用户数据安全与隐私

保护难以实现。

十是大数据用户隐私保护考验问题。

大数据分析预测带来的用户隐私挑战。从

核心价值角度来看，大数据关键在于数据

分析和利用，但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对

用户隐私产生极大的威胁。在大数据时代，

想屏蔽外部数据商挖掘个人信息是不可能

的。目前，各社交网站均不同程度地开放其

用户所产生的实时数据，被一些数据提供商

收集，还出现了一些监测数据的市场分析机

构。通过人们在社交网站中写入的信息、智

能手机显示的位置信息等多种数据组合，已

经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锁定个人，挖掘出个

人信息体系，用户隐私安全问题堪忧。   

十一，大数据共享安全性问题。我们不

知道该如何分享私人数据，才能既保证数据

隐私不被泄漏，又保证数据的正常使用。真

实数据不是静态的，而是越变越大，并且随

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没有一种技术能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任何有用的结果。

许多在线服务要求人们共享私人信

息，但是，在记录级的访问控制之外，人

们根本不知道共享数据会意味着什么，不

知道共享后的数据会怎样被连接起来，更

不知道如何让用户对共享后的数据仍能进

行细粒度控制。  

十二，大数据访问控制难题。访问控

制是实现数据受控共享的有效手段 , 由于

大数据可能被用于多种不同场景，其访问

控制需求十分突出。难以预设角色，实现

角色划分．由于大数据应用范围广泛，它

通常要为来自不同组织或部门、不同身份

与目的的用户所访问，实施访问控制是基

本需求。然而，在大数据的场景下，有大

量的用户需要实施权限管理，且用户具体

的权限要求未知。面对未知的大量数据和

用户，预先设置角色十分困难。

同时，难以预知每个角色的实际权限。

面对大数据，安全管理员可能无法准确为

用户指定其可以访问的数据范围，而且这

样做效率不高。

不同类型的大数据存在多样化的访问

控制需求。例如，在 Web 2.0 个人用户数

据中，存在基于历史记录的访问控制；在

地理地图数据中，存在基于尺度以及数据

精度的访问控制需求；在流数据处理中，

存在数据时间区间的访问控制需求等。如

何统一地描述与表达访问控制需求是一个

挑战。

十三，大数据的可信性难以保障。网

络的数据并非都可信，这主要反映在伪造

的数据和失真的数据两个方面。有人可能

通过伪造数据来制造假象，进而对数据分

析人员进行诱导；或者数据在传播中逐步

失真。这可让大数据分析和预测得出无意

义或错误的结果。冯登国认为，用信息安

全技术手段鉴别所有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是

不可能的。过去往往认为“有图有真相”，

事实上图片可以移花接木、时空错乱，或

者照片是对的，可是文字解释是捏造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传感器

收集的数据并非都是可信的，特别是历史

上该传感器的数据与同类的其他传感器报

出的数据差异很大时，该数据就应弃用。

密码学中的数字签名、消息鉴别码等技术

可用于验证数据的完整性，但应用于大数

据的真实性时面临很大困难，主要根源在

于数据粒度的差异。大数据溯源技术的安

全应用挑战。数据溯源技术旨在帮助使用

者确定数据的来源，进而检验分析结果是

否正确，或对数据进行更新。2009 年，数

据溯源技术被相关报告列为三大确保国家

安全的重要技术之一，其在未来数据信息

安全领域中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数据

溯源技术应用于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中

还面临如下挑战：

1. 大数据溯源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

衡。一方面，基于数据溯源对大数据进行

安全保护首先要通过分析技术获得大数据

的来源，然后才能更好地支持安全策略和

安全机制的工作；另一方面，数据来源往

往本身就是隐私敏感数据。用户不希望这

研究与发展 大数据

大数据的日渐积累让人类发现规律，

预测未来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读心术，

这也是大数据分析可见的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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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数据被分析者获得。因此，如何平

衡这两者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

2. 大数据溯源技术自身的安全性保

护。当前数据溯源技术并没有充分考虑安

全问题，例如标记自身是否正确、标记信

息与数据内容之间是否安全绑定等等。而

在大数据环境下，其大规模、高速性、多

样性等特点使该问题更加突出。

大数据带来的网络安全和用户
隐私问题对策

第一，是基于大数据的威胁发现技

术。利用该技术，企业可以超越以往的“保

护－检测－响应－恢复”（PDRR）模式，

更主动地发现潜在的安全威胁。相比于传

统技术，基于大数据的威胁发现技术有以

下优点：分析内容的范围更大。企业信息

资产包括数据资产、软件资产、实物资产、

人员资产、服务资产和其他为业务提供支

持的无形资产。由于传统威胁检测技术并

不能覆盖这六类信息资产，因此所能发现

的威胁有限。而通过在威胁检测方面引入大

数据分析技术，能全面发现针对这些信息资

产的攻击。分析内容的时间跨度更长。现有

威胁分析技术具有内存关联性，即实时收集

数据，采用分析技术发现攻击。分析窗口通

常受限于内存大小，无法应对持续性和潜伏

性攻击。而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后，威胁分

析窗口可以横跨若干年的数据，因此威胁发

现能力更强，可以有效应对 APT 类攻击。

相比于传统技术，基于大数据的威胁

发现技术还有以下优点：攻击威胁的预测

性。传统安全防护技术大多是在攻击发生

后对攻击行为进行分析和归类，并做出响

应。而基于大数据的威胁分析，可进行超

前的预判，对未发生的攻击行为进行预防。

对未知威胁的检测。传统的威胁分析常由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根据企业需求和实际

情况展开，威胁分析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个人经验，分析所发现的威胁是已知的。

而大数据分析的特点是侧重于普通的关联

分析，而不侧重因果分析，因此通过采用

恰当的分析模型，可发现未知威胁。

第二，基于大数据的认证技术。基

于大数据的认证技术指的是收集用户行

为和设备行为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

分析，获得用户行为和设备行为的特征，

进而通过鉴别操作者行为及其设备行为

来确定其身份．这与传统认证技术利用

用户所知秘密，所持有凭证，或具有的

生物特征来确认其身份有很大不同。该

技术具有如下优点：

攻击者很难模拟用户行为特征来通过

认证，因此更加安全。利用大数据技术所

能收集的用户行为和设备行为数据是多样

的，可以包括用户使用系统的时间、经常

采用的设备、设备所处物理位置，甚至是

用户的操作习惯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分

析能够为用户勾画一个行为特征的轮廓。

而攻击者很难在方方面面都模仿到用户行

为，因此其与真正用户的行为特征轮廓必

然存在一个较大偏差，无法通过认证。

该技术还具有如下优点： 减小了用户

负担。用户行为和设备行为特征数据的采

集、存储和分析都由认证系统完成。相比

于传统认证技术，极大地减轻了用户负担。

如，用户无需记忆复杂的口令，或随身携

带硬件 USBKey。可以更好地支持各系统认

证机制的统一。基于大数据的认证技术可

以让用户在整个网络空间采用相同的行为

特征进行身份认证，而避免传统不同系统

采用不同认证方式，且用户所知秘密或所

持凭证各不相同而带来的种种不便。

第三，基于大数据的数据真实性分

析。目前，基于大数据的数据真实性分析

被广泛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方法。许多企业

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 Yahoo 和

Thinkmail 等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过滤垃

圾邮件；Yelp 等社交点评网络用大数据分

析来识别虚假评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

利用大数据分析来鉴别各类垃圾信息等。 

基于大数据的数据真实性分析技术

能够提高垃圾信息的鉴别能力：一方面，

引入大数据分析可以获得更高的识别准确

率。例如，对于点评网站的虚假评论，可

以通过收集评论者的大量位置信息、评论

内容、评论时间等进行分析，鉴别其评论

的可靠性。如果某评论者为某品牌多个同

类产品都发表了恶意评论，则其评论的真

实性就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在进行大数

据分析时，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发现

更多具有新特征的垃圾信息。然而该技术

仍然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是虚假信息的定

义、分析模型的构建等。

构建大数据安全策略

研究大数据基础设施安全能力的评估

以及加强大数据框架下的安全技术，如数

据标签法、Hadoop、NoSQL 等，这些基础

设施、基本技术，都将直接影响大数据下

的信息安全。推动信息安全的自主可控，

提倡“可信计算”。所谓的“可信计算”

就是，软件不再做功能上的黑名单，而是

换以白名单来进行控制。围绕大数据突出

的安全和隐私问题，构建数据全生命周期

的安全管理体系，结合大数据处理体系的

特点，尤其关注分布式环境下的并行计算

隔离；分布式集群的数据访问控制；以及

对敏感、重要数据的分级管控、加密处理

和审计追踪等安全保障措施。风险自适应

的访问控制。在大数据场景中，安全管理

员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无法准确地

为用户指定其可以访问的数据。风险自适

应的访问控制是针对这种场景讨论较多的

一种访问控制方法。在大数据环境下，发

展基于密码认证、攻防、风险控制、安全

集成电路设计等信息安全技术。

立法保障大数据安全

为了防止数据泄露，邬贺铨认为首先

要从法律上约束制裁。 “大数据时代，

开放数据和保护数据安全都需要通过立法

来保证，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我们很难

判断哪些数据应该共享，哪些数据不应泄

露，谁可以用，谁不可以用，出了问题很

难找出谁是幕后黑手，目前我们国家没有

信息安全法，未来需要从法律上约束。”

（本文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常务副院

长李建华在“2016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上部

分演讲内容整理）

研究与发展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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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大数据市

场规模达到 115.9 亿元人民币，增速达

38%，预计 2016 至 2018 年中国大数据市

场规模将维持 40% 左右的高速增长。如

今，大数据逐渐成为人们管理和决策的依

据。大数据时代悄然来临，过去无法收集

与分析的数据都被新的技术手段赋予了可

能性。谁能对大数据的挖掘更为深刻，谁

就会在行业发展中抢占先机，教育领域也

是如此。不久前，第二届中国大数据产业

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在贵阳

召开。峰会期间，记者采访了戴尔公司全

球副总裁李国庆，请他为我们阐述了大数

据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及戴尔公司在教育领

域的发展情况。

大数据资源需合理利用

《中国教育网络》：如今，教育信息

化发展越来越快。目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

现状如何？

李国庆：教育信息化建设走过两个历

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校管理系统由纸

面化、手写化到电脑化、电子化；第二个

阶段是“+ 互联网”，各部门利用互联网

实现了初步互联互通。现在我们正处于信

息化建设的第三个阶段——“互联网 +”。

纵观当前教育信息化行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信息化建设市场投

入巨大，稳步推进和增长。“互联网 +”

及两创一就的战略部署，将促进加大对

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投入。此外，学校采

购服务器和平板电脑市场增速加快，而

应用系统整体投入不足，外包已经越来

越重要。

《中国教育网络》：在第二届中国

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

峰会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将大数据比作

21 世纪的“钻石矿”，提出要种“智慧树”，

挖“钻石矿”。大数据已经成功应用于各

个领域，您如何看待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

李国庆：大数据这个名词不是这几年

才出现的，而是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如今，

大数据成功应用于各个领域，可以帮助人

们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通过数据

分析，可以了解偏远地区农村学校学生的

受教育程度，教师的教学水平如何，是否

需要调配其他学校的教师来这些地方进行

远程教学。教育领域大数据的未来，不只

是一个云平台或者学习平台，它能够帮助

我们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深教育内容。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在“互联网 +”

的大背景下，合理利用大数据， 能够帮

助人们进行决策分析。 通过信息技术不

会让一个学生变得更聪明，但是大数据可

以帮助学生学得更快、学得更好。

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在教育领域

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学校拥有可用的、

高质量的海量数据逐渐成为现实。大数据

大数据让教育灵动起来

——专访戴尔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国庆

李国庆  

戴尔公司全球副总裁

研究与发展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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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将是传统思维

的颠覆、教学效率的提升和教育科研的有

效性，甚至会带来教育的终身个性化匹配。

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其中的支

撑作用，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校务管

理等方面广泛收集过程数据，并进行科学、

持续的数据治理，结合大数据、数据可视

化技术等充分挖掘蕴含在数据之中的丰富

价值。同时也需要在学校内倡导和建设数

据文化，将数据分析用于各项事务辅助决

策，推动数据公开，推进学校治理水平提

升，以达到新时代对教育的要求，真正发

挥数据在学校发展中的价值。

+ 速智慧教育 

《中国教育网络》：大数据时代，高

等教育信息化也在发生深刻变革 , 很多高

校正在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解决遇到的实

际问题。戴尔公司在教育领域有什么成功

的案例可以与我们分享 ?

李国庆：中国 IT 产业发展的 20 年，

也是戴尔公司在华不断进取发展的20年。

在这 20 年中，戴尔公司与时俱进，不断

进行自身策略的调整，从 1995 年进入中

国开始，就分别经历了四个战略阶段。

2014 年开始，正式进入戴尔的中国 4.0 战

略阶段，即“在中国，为中国”。在教

育领域，戴尔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国外，

戴尔与 ASU（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杜

兰大学以及肯塔基大学等学校有良好的

合作关系。

为解答科学和其他学科中日益复杂的

问题，ASU 研究人员需要一种更快速简单

的方式来分析任何模式的任何类型的大数

据。ASU 创建了整体第一代数据科学研究

工具，使用 Dell 和 Intel® 技术支持高性能

计算、大数据、并行处理和分层存储。杜

兰大学与 Dell 合作构建新的 HPC 群集，

支持新的科学探索、加速获得研究成果并

吸引新教职员。

在肯塔基大学，

通过使用 SAP 的 

HANA 能够快速

准确地识别可能

离 开 大 学 的 学

生，更快、更早

的干预将有助于

让美国学生保持

在正轨上。  

在国内，戴尔也为清华蛋白质技术中

心打造生物高性能计算平台，对分辨率为

3.6 个埃米的蛋白质结构体进行深入分析

与计算。 清华蛋白质技术中心引入了戴

尔 PowerEdge FX2 FC430 融合架构方案，

构建了一个拥有 250 个物理计算节点，

5000 个计算核心、存储总容量为 1.92PB、

理论计算能力为 208Tflops、融合了英特尔 

Lustre 技术的 HPC 平台。戴尔为 HPC 平

台提供了端到端的配置安装服务。通过该

平台，能够提升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高了计算能力：HPC 平台为

分辨率高达 3.6 埃米（1 埃米等于 100 亿

分之一米）的剪接体三维结构研究提供计

算支持，赢得国际一流研究团队的普遍好

评，反响巨大； 

第二，提升了支撑水平：HPC 平台为

全国众多生命科学项目提供计算服务，很

多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最著名的《科学》、

《自然》杂志发表，影响巨大； 

第三，提升了服务品质：计算数据

量可以达到 TB 级别，比一般平台高出数

倍有余，计算效率也大为提升，可以在 1

天内完成以往 4~5 天才可以完成的计算

任务。

《中国教育网络》：一直以来，戴尔

都倡导 + 速智慧教育，具体体现在哪些

方面？

李国庆：信息技术广泛渗透经济和社

会的各个方面，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以及学习方式

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全民教育、

优质教育、个性

化学习和终身学

习已成为信息时

代教育发展的重

要特征。教育信

息化是“互联网

+” 在 教 育 领 域

的具体体现，教育信息化将进入加速发展

的新阶段。

从校园基础设施到校园的业务应用，

戴尔解决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在教

育管理信息化、教学信息化、科研信息化

三个方面的专业解决方案帮助教育机构提

升生产力。

在高校数字校园建设与完善的基础

上，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在学校的教学、科研、校务管理、学

生学习、校园生活、社会服务等方面全面

且深度应用和融合，构建现实校园与网络

空间环境一体化和良性互动的校园信息化

环境，开展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创新，探

索泛在教育与泛在学习，推动普通高校信

息化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的跨越。

目前，戴尔已经与超过 110 所 211 高

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与多所 985 高校建

立了联合实验室。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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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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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李国庆表示，大数据未来的发

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何更加深入地

拓展，培养大数据方面的人才和专家，如

何挖掘有价值的数据，如何利用数据来实

现创新，需要政府、学校和企业多方联合，

共同努力。

大数据未来的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如何更加深入地拓展，培养大数据方

面的人才和专家，如何挖掘有价值的数据，

如何利用数据来实现创新，需要政府、学

校和企业多方联合，共同努力。

研究与发展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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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栏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文／ Nick Sullivan1    翻译／ Tao Wan2 

Web 是一个协作的生态系统。 Web 标准的存在，保证了网

络的参与者以可预见的方式行事。如果网络参与者偏离了既定标

准，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本文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想不

到的结果。

最近一组研究人员发表在 NDSS 2016 的一篇论文 “Forwarding 

Loop Attacks in the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 （针对内容分发网

络的转发环路攻击）[1] 中，描述了 Web 服务如果以不兼容的方式

进行交互时会发生什么。他们描述的攻击，恶意用户可以让多个

服务提供商相互发送其请求，从而导致无休止的循环。这样的请

求循环可以导致服务供应商的资源枯竭和服务拒绝。该论文还展

示了，转发环路攻击对大批的 CDN 是可行的。

针对上述论文提到的攻击，我们已经对 CloudFlare 的服务做

了相应的修改，使之符合于 HTTP 代理的相关标准。然而要彻底

避免上述攻击，所有的代理服务必须都遵循相关标准。如果有一

个服务供应商不遵循标准，其他所有遵循标准的服务商，仍然可

以被攻击。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这种新型的攻击，并说明一个

供应商如何从问题的一部分，变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反向代理

CloudFlare 是使用反向代理来工作的。当 HTTP（S）请求进入

CloudFlare 的网络，会发生下面的两种情况之一：一是 CloudFlare

返回缓存的响应；二是 CloudFlare 向原始网站发出请求，并转发原

始网站返回的相应。CloudFlare 可以检查和修改通过其网络的请求，

该能力使得许多强大的功能成为可能，如高速缓存、WAF(Web 应

用防火墙 )、RocketLoader 等。

另外，在一个网站的前面使用多个反向代理也并不少见。这

种做法称为堆叠代理 (Stacking proxies)，通常被用来提供多个不同

的服务特性。例如，可以使用 CloudFlare 进行缓存，但使用另外

一个服务商的 WAF。虽然我们更希望客户使用 CloudFlare 提供的

先进的 WAF，但使用其他的 WAF 也是合理的，并且很多客户也

是这么做的。多个代理可以在原始服务器的前面被堆叠，但是，

如果最后一个代理指向了第一个代理会发生什么？这将得到一个

代理循环。

两个代理形成的循环很容易理解。配置第一个反向代理使用

第二反向代理作为源网站，同时配置第二个反向代理使用第一个

作为它的源网站，如图 1 所示。

从理论上说，发给该网站的任何请求最终会在两个代理之间

被来回发送。每次循环都将导致一个请求被发送，并消耗资源。

幸运的是，大多数反向代理都有保护，可以避免这样的简单攻击。

防止简单的循环

HTTP 1.1 的作者意识到请求循环的可能性，并在制定标准时，

定义了相应的保护。这个环路保护是通过 “Via” 报头来实现的。

下面的段落来自 RFC 7230 的 5.7.1 部分：

“Via”头字段，表示在用户代理和服务器之间（请求方向），

或者在原始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响应方向），存在中间协议和

接收者。这类似于电子邮件的“Received”头字段（RFC5322 的

3.6.7）。“Via”头字段可以用来向前追踪消息，从而避免请求循环，

并发现请求 / 响应链中发件者的协议功能。

一个“Via”头字段的多个域值可以被用来表示单个代理或

网关。每一个中间人都追加自己的信息，来表述如何接收到该消

息，最终结果是，所有转发代理形成了一个排序。一个代理在转

发每个消息时， 必须按照以下要求，添加相应的“Via”头字段。

一个 HTTP 到 HTTP 的网关必须在每个入站请求消息中添加 “Via”

头字段，可以在转发的响应消息中添加“Via”头字段。

例如，一个请求消息可以从 HTTP / 1.0 的用户代理被发送

到一个叫“fred”的内部代理，该内部代理使用 HTTP / 1.1 把请

求转发到一个公共代理 p.example.net，该公开代理则将请求转发

防止恶意请求循环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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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始服务器 www.example.com， 从而完成了该次请求。www.

example.com 接收到的请求将有以下的 Via 头字段：

Via: 1.0 fred, 1.1 p.example.net

一个发送者，不应该合并“Via” 的多个条目，除非它们属

于同一个组织，并且主机信息已经被匿名化了。如果“Via”的

多个条目包含了不同的协议值，则绝对不可以被合并。

CloudFlare 目前使用了这一机制，以防止请求循环。当一个

请求通过 CloudFlare 的网络时，并且不在缓存中，CloudFlare 将

创建一个新的请求，发给原始网站。CloudFlare 发出请求的“Via” 

头字段中， 包含从上一个节点收到请求的 HTTP 协议版本，和

一个 CloudFlare 专用值：

Via：1.1　CloudFlare

如果一个请求进入“CloudFlare”网络时，其 Via 头字段

里包含了“cloudflare”这个值，则会返回错误。这可以避免在

CloudFlare 网络中形成请求循环，如图 2 所示。

然而，实施这种保护手段，就可以保证 CloudFlare 不会受到

HTTP 请求循环的攻击吗？对此不要过快下结论。

坏消息

并不是所有的反向代理服务都遵循 RFC 7230 标准。一些

代理服务给客户提供过滤或修改 HTTP 头的能力，包括“Via”

头。这其实是 RFC 不允许的：代理有义务保留其他代理添加的

“Via”头字段里的标签。代理只允许修改其自身组织添加的头

部分。允许代理修改其他代理添加的“Via”头字段，会导致坏

事的发生。

我们用上面的两个代理回路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两个代理

服务器在发送请求时，都会添加自己的的 Via 头，并在收到带有

自己“Via”头的请求时，返回错误。假设第二个代理会把接收

到的请求里的“Via”头过滤掉。当请求从第二代理返回时，第

一个代理已经无法确认它已经转发过该请求。然后，该请求会

被当正常请求一样处理，被发送给第二个代理。第二个代理如

果不做回路检查，则会继续将该请求发送回给第一个代理，如

参考文献：
[1] Jianjun Chen, Jian Jiang, Xiaofeng Zheng, Haixin Duan, Jinjin Liang, Tao Wan, Kang Li, Vern 

Paxson, Forwarding-Loop Attacks i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 accepted by NDSS 2016 。NDSS 是国际

网络安全四大会议之一，本文获 NDSS 2016 年杰出论文（Distinguished Paper）。

[2] 论文下载：http://netsec.ccert.edu.cn/duanhx/files/2010/12/cdn_loop-final-camera-

ready.pdf

[3] 原文地址： https://blog.cloudflare.com/preventing-malicious-request-loops/

图 2 图 3

此循环往复，如图 3 所示。

这种攻击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耗尽两个服务提供商的资

源。它还可能导致自动攻击防御系统的意外行为，从而进一步

导致一个服务提供商被另外一个封锁。

对于 CloudFlare 的客户

有一些 Web 服务器，如果收到的请求包含“Via”头字段，

在缺省情况下，不会压缩返回的响应。这可以导致你的服务器

在给 CloudFlare 发送数据时，浪费不必要的带宽。这时可以咨询

CloudFlare 的知识库，来学习如何测试所在服务器是否有此行为，

以及如何将其禁用。如果不知该如何修改服务器的配置，可以

联系 CloudFlare 的技术支持。

呼吁采取行动

上述 NDSS 论文的作者们在论文发布之前，联系了受影响的

CDN 厂家，但可能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已经修复了。如果所在组

织向公众提供反向代理服务，我们建议实现以下逻辑：一是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客户删除或修改到达他们网站的请求里

的“Via”头字段。二是进行代理时，追加符合 RFC 7230 标准的 

“Via”头字段。三是如果一个请求包含你自己的“Via”头字段，

请返回相应的错误。

一个不符合标准的反向代理服务可能会给大家导致不良后

果，让我们一起努力，以避免请求循环。

（作者单位：1 为 CloudFlare；2 为 Huawei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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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5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9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中国，4B；其次是印度

和美国，均为 3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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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B； 

其次是埃及，80B。

5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 有 425 个， 其 中 亚 太 173 个， 欧 洲

148 个，拉美 78 个，北美 17 个，非洲 9 个，

分别来自 63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

的是中国，129 个；其次是巴西，63 个。5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5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

配数量为 1381*/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

多的是荷兰，144*/32，这已经荷兰是今年

以来连续第三个月 IPv6 地址分配数量全球

全球 IPv6 地址分配荷兰连续三月居首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5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5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06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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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11

APNIC 51.62 0.22 0.52 52.36 2011-04-19

ARIN 100.43 0.38 0 100.8 2015-09-24

RIPENCC 47.97 0.05 0.89 48.91 2012-09-14

LACNIC 11 0.29 0.08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01 35.34 2011-02-03

TOTAL 216.61 36.31 3.08 256 /

5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6

个，IPv6 地址申请 10 个，EDU.CN 域名

注册 14 个。

居首；其次是中国，133*/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

1428*/32；其次是德国，1379*/32。

5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明显上升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5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5 月 CERNET 主

干网流量相比于 4 月有明显上升，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来看，

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增加了 1.83G，出流量增加了 8.24G；从国内互

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增加了 1.46G，出流量减少

了 3.47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增

加了 1.13G，出流量减少了 0.25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

来看，全国 10 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次之，华东

北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东北第二，华东南第三位。

图 1~2 表示 2016 年 5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63.88G 出流量：281.68G

图 1  2016 年 5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90.58G 出流量：61.84G

图 2  2016 年 5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5月

NOC2016 年 5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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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6 月教育网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现影

响严重的安全事件。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

高招季，这期间是高校网站安全问题高发

的时间段。容易被攻击的网站包括学校

的主页以及学校的招生网站，因为这些网

站在此期间的访问量会剧增，不管是用来

挂马还是暗链都能给攻击者带来不错的收

益，当然也不能忽视了学校院系的二级网

站，这些二级网站虽然访问量没有前面那

两个网站大，但是如果在这些二级网站中

发布一些虚假的招生信息，对用户的欺骗

性还是很高的。因此近期学校的安全管理

部门要加强对各类学校网站的安全监控，

以保障高招工作顺利进行。

网站安全事件的数量还是居高不下，

说明仍有大量的网站存在各种安全问题。

6 月没有新增传播范围较广影响较大

的木马病毒，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

6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 6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共 16 项，

其中 5 项为严重等级，11 项为重要等级。

这些公告共修补了 Windows 系统、IE 浏览

器、Office 办公软件、Edge 和·Web App

产 品 中 的 31 个 安 全 漏 洞。 其 中 MS16-

077 公告中涉及的 BadTunnel 漏洞（CVE-

2016-3213）需要特别关注。该漏洞存在

的原因是因为 Windows 系统中有一个叫网

络代理自发现（WPAD）的协议在实现过

程中出现了差错，存在一个权限提升漏洞。

攻击者只需想办法与被攻击目标建立一个

NetBIOS 链接，就可以利用该漏洞来重定

向目标主机的网络流量。虽然这个漏洞不

能直接用来进行远程代码执行，但是它可

以与其他应用组合来达到类似的效果。目

前漏洞的攻击验证代码已经在网络上被发

布，建议用户尽快更新安装相应的补丁程

序，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漏洞要结合 MS16-

063 的补丁才能完全修补。相关公告及漏

洞的详情请参见：https://technet.microsoft.

com/zh-cn/library/security/mt733206.aspx。

2. 6 月 Apache 官 方 针 对 Struts2 框

架发布了多个安全公告（S2-033 到 S2-

037），用于修补 Struts2 框架中的多个安

全 漏 洞。 其 中 S2-033 和 S2-037 中 的 漏

洞可以远程执行任意代码。这两个漏洞的

成因与 4 月的 S2-032 的漏洞成因相同，

区别在于后两个漏洞执行的前提条件是

系统部署 REST 插件功能。而 S2-033 与

S2-037 的区别则在于前者需要系统启用

了动态的调用方式，而后者不需要。这

两个漏洞带来的风险很大，建议使用了

Struts2 框架的 Web 管理员尽快升级相应

的 Struts2 版本来防范风险。漏洞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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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WW/S2-033 及 https://cwiki.apache.

org/confluence/display/WW/S2-037。

高招季警惕招生网站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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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安全提示

BadTunnel 漏 洞 影 响 几 乎 所 有 的

Windows 版本，包括那些微软已经停止

技术支持的 Windows 系统版本如 XP，对

于这些没有补丁可安装的系统，只能使用

一些临时办法来降低风险，例如：

禁用 WINS/NetBT 名称解析，方法

如下： 

1. 打开网络连接。

2. 单击要静态配置的“本地连接”，

然后从“文件”菜单中，单击“属性”。

3. 在组件列表中，单击“Internet 协

议 (TCP/IP)”，然后单击“属性”。

4. 单 击“ 高 级”， 单 击“WINS”

选项卡，然后单击“禁用 TCP/IP 上的 

NetBIOS”。

5. 如果您正在使用 DHCP 服务器

（它可以在所有 DHCP 选项类型中有

选择地启用和禁用 NetBIOS 配置），您

也可以在 DHCP 服务器上选择“使用 

NetBIOS”设置。

停止使用主机文件条目的 WPAD，

方法如下：

1.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位于以下位置

的主机文件：%systemdrive%\Windows\

System32\Drivers\etc\hosts；

2. 在主机文件中为 WPAD 创建下列

条目：wpad 255.255.255.255。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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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达 9.5G

文 / 王继龙

5 月 CNGI-CERNET2 主 干 网 流 量

相比 4 月略有增长。5 月入流量均值为

27953.5241 Mbps，相比 4 月增加了 4.60%，

与 2015 年 同 期 相 比 减 少 了 19.41 ％；

5 月 CNGI-CERNET2 出 流 量 均 值 为

30608.9212 Mbps，环比增加了 3.42%，

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2.85%。

5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与 4 月相差不大。5 月入流量月峰值为

9.525Gbps；出流量峰值 7.919Gbps。

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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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 平 均 值 为 5805.056Mbps；

其 次 是 北 京 节 点， 其 均 值 为 5327.872 

Mbps，占 19.06%；第三位是沈阳节点，

占到总入流量的 11.35%。

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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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432 Mbps，占到总出流

量 的 18.88%； 其 次 是 北 邮 节 点 ,

占到总出流量的 15.38%；流量排

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

流量的 8.83%。

图 1  2016 年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6 年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3  2016 年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4  2016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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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267 7855
2 北京师范大学 547075 1912
3 北京邮电大学 334089 3536
4 湖南大学 219063 11517
5 北京化工大学 132436 14870
6 华南师范大学 115560 5561
7 北京交通大学 110644 32377
8 合肥工业大学 81715 9498
9 西北工业大学 70457 10759

10 河海大学 69761 8013
11 东北大学 62095 8234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819 13629
13 中南大学 58257 22573
14 四川大学 56585 11536
15 南开大学 55540 9044
16 山东大学 55108 11718
17 电子科技大学 53549 13182
18 北京工业大学 51902 4667
19 上海大学 51597 16765
20 北京大学 50243 5786
21 北京林业大学 49016 12899
22 东北农业大学 48927 5519
23 重庆大学 48449 13413
24 北京科技大学 46952 3977
25 中央民族大学 46645 3365
26 华北电力大学 46217 8434
27 西安交通大学 43114 5036
28 长安大学 42056 10845
29 南京师范大学 41489 2677
30 大连海事大学 39885 2742

排名 学校 地址总数 注册数
1 北京交通大学 110644 32377
2 中山大学 31910 24930
3 中南大学 58257 22573
4 上海大学 51597 16765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7665 15099
6 北京化工大学 132436 14870
7 华中科技大学 30519 13904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819 13629
9 重庆大学 48449 13413

10 电子科技大学 53549 13182
11 北京林业大学 49016 12899
12 山东大学 55108 11718
13 四川大学 56585 11536
14 湖南大学 219063 11517
15 深圳大学 37731 10911
16 长安大学 42056 10845
17 西北工业大学 70457 10759
18 郑州大学 37148 9891
19 兰州大学 21222 9805
20 合肥工业大学 81715 9498
21 南开大学 55540 9044
22 东南大学 32834 8735
23 华北电力大学 46217 8434
24 东北大学 62095 8234
25 天津大学 38211 8152
26 河海大学 69761 8013
27 南京农业大学 929267 7855
28 武汉大学 38247 6984
2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8474 6876
30 西南交通大学 15298 5866

6NOC2016 年 5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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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CNGI-CERNET2主干网入流量峰值达9.5G

文 / 刘卫红   

2016 年 5 月 26 日 ~28 日，来自华南

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高校领导、信息化主

管、专家，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企事业

研发人员近 400 人汇聚海口市，参加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华南地区

2016 年学术年会。会议由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华南地区网络中心主办，海南

师范大学承办，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协办。

大会以“协同分享，共创未来”为主题，

探讨了未来网络、下一代互联网、大数据、

教育信息化等技术问题。

海 南 师 范 大 学 党 委 副 书 记 梁 谋 致

欢迎辞，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网络

信息处刘义副处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中

国 工 程 院 刘 韵 洁 院 士、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星教授等专

家做主题报告。

国家教育信息化现状和下一步
工作重点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网络信息处

刘义副处长在讲话中介绍了国家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基本情况、下一步工作重点和思

路。刘义指出，经过 5 年多建设，国家教

育管理信息化已建设了 19 个信息系统以

及基本数据库。对于国家教育管理信息化

的下一步工作方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核心系统国家建，通用系统地方建，

特色系统学校建； 

要在整个教育行业加强宣传示范引领

来网络发展与应用》的专题报告。在报告

中刘院士对未来网络的发展与应用进行了

探讨，指出当前环境下互联网技术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但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有

三方面：一是传统网络结构不灵活，不能

适应涌现的新业务需求，服务质量难以保

证，产业价值链难以为继。 二是互联网

流量飞速增长，信息冗余传输严重，难以

适应未来信息海量增长的需求。三是信息

CERNET华南 2016 年学术年会召开

图 2 华南地区和全国各地信息化专家近 400 人出席会议

图 1  全国各地嘉宾参与大数据论坛互动环节

协同共享  共创未来

作用；

在核心系统建设完成

后，目前数据主要由教育

部和省各部署。对于学校

预计区域一级的信息化建

设，教育部将出版数据标

准和规范，按照所属关系，

建立开放的共享平台免费

供给大家；

整个教育行业的数据

采集、数据安全和数据使

用问题；教育部将对数据

的采集，大规模的数据使

用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十三五”期间，信

息化建设按照三纵三横原

则，计划将现有的十九个

系统合并成六个大系统。

高校信息化建设方面，

刘义提出整个高校信息化

建设应该要重视以下四方

面工作：首先要强化顶层

设计，强化标准规范建设

工作；其次重视数据的使

用，加强对历史数据的整理以及数据的清

洗工作；第三要重视数据的安全工作；最

后要重视在数据使用基础上的数据分析工

作，为学校的决策管理提供服务。

未来网络与下一代互联网
CERNET专家主题报告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刘韵洁院士做《未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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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传统行业深度融合，但现有网络在

实时性、安全性、灵活性等方面难以满足

应用需求。

对于未来网络的发展趋势，刘院士

指出由于现代互联网面临的重大挑战，

目前互联网安全、超大规模、云服务、

5G、数据分析和 IOT 等方面的需求驱使

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为适应未来网络

发展趋势，提出服务定制网络 SCN——

Service Customized Network。SCN 具有

简单、开放、可扩展；安全可靠；融合

以及高效、灵活调控网络及信息资源的

特点。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星教授

做《下一代互联网，新的十年》的专题

报告。在报告中李星对互联网的发展历

史重大事件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分析了

当前互联网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李星

重点对“CNGI-CERNET2”项目进行了

介绍，该项目以 IPv6 技术为核心，以八

个 坚 持 为 原 则， 通 过 过 渡 技 术 使 IPv4/

IPv6 互联互通。

他还介绍了“互联网 +”重大工程。“互

联网 +”计划是国家 2016 年的重大策略，

李星教授在专题报告中分享了清华大学的

大规模纯 IPv6 示范网络及过渡与安全关

键技术试验工程。

赛尔网络公司副总经理付晓东做了

《深化应用，融合创新》专题报告。在专

题报告中付晓东副总经理提出“顺应国家

形势，发挥生力军作用，四大举措支持教

育信息化”。

华南地区经验交流

会上，华南三省的专家还分享了信息

化建设分别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取得的经

验和成果。海南省电化教育馆馆长牛新文

介绍了海南省教育信息化情况，广东省教

育技术中心主任唐连章做了《十三五的粤

教云规划与建设》专题报告，广西高等教

育学会现代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广西大学梁京章教授做了《广西高校信息

化进展》专题报告。

海南师范大学刘家宁教授做《海南师

范大学大数据在信息化中的应用》专题报

告。与会人员还前往海南师范大学，参观

了海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中心机房以及

大数据、桌面云的实施现场，并在海南师

范大学展开了热烈的现场研讨。

高校大数据应用研讨会

5 月 28 日，参会人员参加了高校大

数据应用研讨会， CERNET 华南地区网

络中心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陆以勤在

研讨会指出，大数据的产生是技术驱动而

不是需求驱动的，几年前，高校信息化对

大数据的到来还没有做好准备，经过几年

的发展，大数据开始在高校信息化中落地，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发展仍是很不平衡，

如何在教育信息化中落地仍是大家关心的

问题。同时，他在研讨会上提出了以下几

个问题：

第一，在大数据应用环境下如何保护

用户的隐私；

第二，大数据的来源和质量问题；

第三，大数据如何推动数字化校园向

智慧校园纵深发展；第四，如何解决大数

据实施过程中的协调问题。

研讨会上，硅谷大数据专家、美国

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和 NASA 高级研究员蒋

志予博士分享了他在大数据方面的经验。

CERNET 华南地区网络中心主任陆以勤、

广东省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唐连章、湖南教

育厅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樊志良、湖南

农业大学信息中心主任沈岳、海南师范大

学网络中心主任刘家宁、郑州轻工业学院

网络中心主任李霞、长沙学院网络中心主

任许向阳、武汉科技大学网络中心主任万

维新等专家在大数据应用论坛互动环节上

和与会人员讨论了高校大数据应用的热点

问题。

本次年会，探讨前沿技术，聚焦热点

应用，著名专家会聚一堂，交流气氛热烈，

不仅聚集了华南地区教育信息化的近 300

同行，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 100

多位教育管理部门、高校、企事业单位的

信息化主管和技术人员。 

图 3  CERNET 华南地区各主节点主任出席会议 图 4  与会代表参观海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机房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摄影：黎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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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十三五”规划基本已

经完成，包括三个子规划：人才队伍规划、

学科建设规划以及信息化规划。

规划的背景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以下简称《十年规划》）

对高校信息化提出了要求，其中第六章是

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 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包括加强高校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促

进高校科研水平提升，增强高校社会服务

与文化传承能力。

在第八章中，提出整合信息资源，提

高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包括提升教育服

务与监管能力，提高教育管理公共服务质

量与水平，加快学校管理信息化进程。需

要注意的是，各级各类学校信息化管理与

服务广泛应用，主要维度是：学校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与应用情况；

信息化对学校管理决策的支持情况；

师生对学校管理与服务信息化的满意度。

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正处于初

步应用整合阶段，力争通过十年时间进入

全面融合创新阶段。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 +”的

时代，尽管在制定规划中还没有考虑得更

为全面，但是对于教育领域来说也是更多

的机遇。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国际教育信息

化大会上的贺信也指出：“因应信息技术

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

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以上内容都是学校在制定“十三五”信

息化规划时的背景。关于信息化规划的具体

内容，我们除了要达到《十年规划》提出的

要求之外，还设计了一些想法和思路。

规划的内容

学校在“十三五”期间，信息化重点

工作就是建设智慧校园。智慧校园的特征，

蒋东兴老师曾对此有过总结，主要包括：

互联网络高速泛在、智能终端广泛应用、

团队协作便利充分、集体知识共生共荣、

业务应用智能融合、外部智慧融会贯通。

在内容方面，学校的建设目标是：到

2020 年，完成学校“十三五”规划所提

出的校园信息化目标，在数字校园建设与

完善的基础上，推动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移动应用等信息技术在教学、科研、

管理、学生学习、校园生活、社会服务等

方面的深度融合，构建起现实校园与网络

空间一体化的，具有良性互动的信息化环

境，推进信息化教学和保障支撑条件建设，

推进校园管理智能化，建立各种数据分析

应用系统，发挥检测、评价、决策、预测、

预警功能，实现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的跨

越，形成与学校教育人才发展目标相适应

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

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同时，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学校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构建现实校

园与网络空间一体化和良性互动的信息化

环境。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助力“三三三”（三型、三化、三性）

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科研信息化

公共服务能力。

此外，在信息建设方面，还需加强智

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信息系

统与信息资源的整合与管理。多措并举提

升师生信息化素养，构建自主学习环境和

研究型学习环境，构建科研交流协作平台，

为师生提供一站式的网络综合服务平台。

构建校情分析系统，提升学校大数据决策

支持水平，强化面向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

的能力，加强智慧校园整体安全性，保护

用户安全与隐私。

最后，关于信息化规划的思考。首先

是顶层设计问题，各个学校也基本都是按

照这种思路来设计的；其次是理顺机制体

制。在制定信息化规划时，希望能够增加

一项对信息化的考核机制，并将其纳入学

校年终二级单位考核中去。

构建良性互动的信息化环境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陈勇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 +”的时代，尽管在制

定规划中还没有考虑得更为全面，但是对于教育领域来说

也是更多的机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陈勇

（本文根据陈勇在“2016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

上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主任访谈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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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国高校都在热议“智慧校园”，

互联网 + 席卷中国，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智慧城市、移动互联五驾马车齐驱，

在此背景下谋划高校“十三五”信息化发

展规划，仍须保持清醒头脑，思考清楚几

个问题：第一，信息化过去的十年，到底

还存在哪些问题？第二，大学发展到底需

要什么样的信息化？第三，智慧校园能

Smart 起来吗？第四，一把手重视 ; 给政策

给资金给支持，信息化就能搞好吗？第五，

一个地方性普通高校，该如何提升信息化

水平？

当学校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制定“信息

化发展规划”，并作为一个子规划纳入到

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时，对于信息

中心（IT 人）来说，则是迎来春风，是历

史机遇。信息化发展规划应等同于信息化

行动纲要，要突出“实”字。在规划起草

过程中，需要聚焦问题，抓住关键，打造

亮点。规划中的任务要分解落地，全校各

单位各部门协同推进。

学校的办学战略是实施“信息助校”

战略 ，就是用信息化来助推学校发展。大

家都在谈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信息

化必须要有“一把手”支持。我校党委书

记提出：不重视信息化，就没有未来；学

校所有单位和部门要具备互联网思维，工

作出发点就是师生体验为王；我们要实现

传统型大学向信息化大学转型；校长提出：

信息化就是重组资源和模块，要彻底打破

壁垒，互联互通；信息化不能走老路子，

必须要创新。应该说学校领导从战略高度

充分地论述了信息化对学校事业发展的重

要意义和信息化的痛点。

学校制定信息化规划的发展目标是：

大力建设“智慧建大”，创造“易用、便捷、

智能”的信息化环境，实现在线学习资源

丰富、网络文化丰富多彩、大数据分析决

策支持、校务管理卓越高效、服务便捷周

到的“智慧建大”，努力进入全国高校教

育信息化发展先进行列。

我们理解的信息化大学应具有以下几

个特征：信息化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成长、

人才培养；无处不在、随时可得的信息化

学习环境； 一流的课程中心、在线学习资

源丰富； 面向师生的贴心、便捷、卓越的

管理与服务；基于大数据分析支撑的学校

各项决策；信息化能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创

新；信息化平台对外展示学校、扩大美誉、

国际化。

学校“十三五”信息化规划任务，共

分成了六个域，三十六项子任务。

一是教育教学信息化，主责单位为教

务处。主要负责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智

慧教室、智能研讨室、翻转课堂（200 间

标准化智慧教室）） ；在线课程中心建设：

“绿色建筑 + 智慧城市”在线开放课程中

心（30 门特色精品课程）；以 BIM 技术为

核心的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室。

二是科研创新信息化，主责单位为科

技处。与住建部合作，打造建筑类科研信息、

科研仪器及实验设备共享与开放服务平台，

建成一流的建筑类科研资讯平台；建筑与

城市规划专题的特色资源库；按需建设的

高算中心、科研大数据分析平台。

三是学生成长服务信息化，主责单位

为学工部。主要围绕学生的网上办事、学

生事务、服务、数字迎新、自助打印毕业

证等方面，如何提升学生的体验。

四是管理服务信息化，主责单位为学

校办公室、网信中心。其两大抓手为“流

程中心 + 数据中心”，目标是建设北建大

协同流程中心（CPC），模式为核心级流

程与碎片化流程混合模式，打造人、财、

物三大核心级业务流程与网上办事大厅。

五是 IT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包括高

性能校园网、无线全覆盖，一流的云数据

中心，智慧图书馆，校园一卡通等。

六是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主责单位为

网络信息中心。打造整体性网络信息安全

监控防御体系，建立信息安全的常态化监

测机制。与知名信息安全企业进行战略合

作，购买信息安全监测服务，确保网络信

息安全。

北京建筑大学魏楚元

信息化发展规划要突出“实”字

北京建筑大学党委提出实施“信息助校”战略 ，

就是用信息化来引领和推动学校事业发展。信息化在

“十三五”时期发展任务艰巨，但信息化人迎来发展机遇，

必将不辱使命，迎难而上。

——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魏楚元

（本文根据魏楚元在“2016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

坛”上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主任访谈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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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志亮

对一个机构的网络来说，Wi-Fi 密

码被猜解往往会成为一个突破内网的入

口，而在实际过程中暴力破解 Wi-Fi 密码

的成功率并不高。如果对目标人群常用的

密码长度和规则进行研究，可以得到一个

相对完善的密码组成习惯，然后再对其进

行针对性而不是暴力破解则事半功倍。不

同类型的密码往往其要求或者规则有显著

差异，比如银行卡的查询密码往往是 6 位

数字，邮箱的密码一般为 6~16 位的字母

和数字的组合，网站后台的密码往往包含

root、admin、system 等，因此在对密码进

行研究时需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本文主

要对国内 Wi-Fi 密码进行了局部统计，分

析出习惯规律和高概率的组合，给公众未

来配置 Wi-Fi 密码提供参考，从而避开这

些陷阱，提升安全性。

本文研究分析了一份国内真实有效，

包含 SSID 和 Wi-Fi 连接密码的样本集，

共计 48330 个。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

这些无线热点分散在国内的数十个一、二

线城市，可以反映出一些规律。本文主要

从常用 Wi-Fi 密码、密码长度、常用密码

的组成部分、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常用特

殊字符统计及出现的位置、比较特殊的

SSID 和密码等六部分进行统计分析，得

出尽可能多的组合规律。下面将对这六部

分进行逐一介绍。

常用 Wi-Fi 密码 Top10

前文已经提过在不同的环境下密码往

往存在较大差异，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各

样的弱口令字典，但这些字典往往具有很

大的不同，其破解效率低下，并不能用于

快速成功匹配 Wi-Fi 密码。造成这种结果

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 数据源不同，2. 密

码规则不同。数据源不同是指不同的环境

下人的密码习惯往往不一样，比如若用网

站普通用户的弱口令去撞库攻击网站后台

的密码成功率往往较低；密码规则不同是

指不同场合下密码规则不同，比如不能用

银行卡的查询密码的弱口令去撞 Wi-Fi 密

码，因为银行卡的查询密码为六位数字，

而 Wi-Fi 密码长度往往大于八位，成功的

机率微乎其微。

这就要求形成一份真正属于 Wi-Fi 密

码的弱口令字典来进行安全测试，于是笔

者对样本中的密码进行了统计，获取了前

十位排名见表 1。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所谓的弱口令全

部加起来不过 10% 左右。如果是为了在一

个高楼林立的公共场所内蹭网，可以轻易

实现，毕竟无线热点数量比较多，但若是

针对特定用户来进行 Wi-Fi 密码破解来评

估安全性并不理想。因此需要对密码规律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常用 Wi-Fi 密码的长度

众所周知，Wi-Fi 密码中不安全的

WEP 加密方式对长度没有什么限制，但

是 目 前 常 用 的 加 密 强 度 较 强 的 WPA、

WPA2 要求用户将密码设置在 8~64 位之间。

这也是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取到的弱口令直

接碰撞 Wi-Fi 密码的原因，长度的要求往

往会改变一些人的习惯。如图 1 是按照密

码的长度进行的占比统计分析。

通过饼状图可以看出，密码长度为

8~11 位的密码所占比例加起来已达 76%，

其中比较高的前两位是 8 位和 11 位。这

与常见的网站密码、邮箱密码有很大的不

同，笔者曾对某大型门户网站泄露的用

户数据随机取出 1 亿条进行统计，发现

8 位和 6 位的密码占据了前两位，分别为

18.2% 和 16.3%。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大

Wi-Fi 密码规律性探究
密码破解是黑客入侵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漏洞利用相组合就可以无往而不利。针对某大型门户网

站泄露的密码随机抽取 1 亿条进行分析，密码反映国人自我意识和爱的责任特征明显。

图 1  Wi-Fi 密码的常用长度

排名 密码 占比

1 12345678 3.1%

2 123456789 2.4%

3 88888888 1.4%

4 1234567890 0.6%

5 空 0.5%

6 66668888 0.3%

7 87654321 0.3%

8 987654321 0.27%

9 11111111 0.26%

10 147258369 0.22%

表 1  常用 Wi-Fi 密码 TOP10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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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路由器要求用户设置的密码不低

于 8 位，而网站往往要求用户设置的密码

长度为 6~16 位，加之国人对于 8“发”、

6“顺”赋予的特殊含义，结合中国人的

手机号码为 11 位，考虑到人的惰性或者

说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就导致这样的结果。

既然知道了密码长度占比高的密码就需要

对密码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只对占据排

行榜首席和次席的 8 位和 11 位密码来进

行统计分析，看一下国内这些 Wi-Fi 密码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成，有什么样的习惯。

密码的组成

不同长度的密码组成往往存在较大的

差距，这就需要分析人员研究不同长度密

码的组成部分，进而分析密码的习惯。占

据密码长度排行榜前两位的密码长度分别

为 8 位和 11 位，本文就对这两位长度的

密码来分别进行统计。

统计之前需要先对密码有一个初步的

分类，比如纯数字的密码、纯字母的密码、

字母加数字的密码、含有特殊字符的密码

等等。而不同长度的密码往往具有特定的

组成部分，比如 11 位的密码中手机号码

可能会占据比较大比例，而八位的密码中

往往会含有如 19370707 这类的日期，因

此需要把这类常用的特定字符串拿出来进

行单独统计分析。如图 2 是长度为 11 位

的密码的组成比例。

通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占据 11 位密

码排行榜首位的是手机号码，这与预估是

相同的，包含手机号在内的纯数字的密码

已经占据了 11 位密码的 71%，占全部密

码的 13.9%，甚至比 TOP10 的弱口令还要

高出 4 个百分点，因此对于特定 SSID 进

行信息搜集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分析 8 位数的

密码可以看出占据排行

榜首位的并不是本文前

面提到的年月日格式的

密码，其只占据了 8 位

密码中的 11%，但是这

并不影响纯数字密码在

8 位密码中占据的比例，

通过图 3 我们可以看出

纯数字的密码甚至高达

73%，占总密码比例的

21.7%。

经 过 对 8 位 和 11

位长度的密码进行统计可以看出仅这两种

长度的纯数字密码就超过 35.6%。这是一

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而抓包后对 WPA2

密码进行 8 位数字的密码破解仅需要几分

钟的时间。笔者对样本中的 8903 个八位

数字的密码进行了统计分析，将占据排行

榜前 20 的密码作为弱口令统计得到 3377

个，有 4845 个非年月日的密码仅出现过一

次，而常见的电话号码和很多的 IM 号码

如 QQ 号等都有大量的八位数字，两者加

起来超过 90%，占总密码的 16.9%，这再

一次证明了信息收集的重要性。

分析完纯数字的密码接下来我们需

要分析占据排行榜第二位的字母加数字的

组合。统计发现，样本中共有 17371 个密

码采用了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占总样本的

35.9%，也是非常普遍。

字母加数字的组合方式

虽然这种类型的密码占据了很高的比

例，但是这类密码分析起来比较困难，文

中笔者仅对密码样本中占比高的长度为 11

位的密码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虽然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但不能覆盖全部的密码。

首先按照排列顺序将密码进行归类，

初步分为：字母 + 数字，数字 + 字母，字

母和数字嵌套三种方式。先对样本中 1846

个 11 位的字母和数字的密码进行统计发

现字母 + 数共有 1423 个，数字 + 字母组

合共有 232 个，字母和数字互相嵌套 201

个。然后对字母 + 数字的组合进行了统计，

发现三位字母加 8 位数字出现了 574 次如

图 4 所示，占长度为 11 的字母和数字组

合密码的 31%，由此也可见国人对 8 位数

字的钟爱程度。

那这三位字母和八位数字分别是什么

呢？笔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发现排名前三的组合字母为“abc、aaa、

asd”但是这三个加起来甚至不超过 20%，

深入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是姓如（liu、lin、

gao）或名字的首字母，这一类可以达到

70% 左右。

那后面的八位数字是什么呢？经分析

发现弱口令为 92 个，年月日 230 个，非

年月日不重复密码 199 个，这三项加起来

已经达到了 90.8%，这与常规的纯八位数

字的密码有一些不同。从心理学角度来分图 2 长度为 11 位的 Wi-Fi 密码组成比例

图 3  长度为 8 的 Wi-Fi 密码的组成比例

图 4  长度为 11 的密码中字母 + 数字组合的字母位数统计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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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种称之为自我意识或者爱的责任：

人们在想自己名字的同时想到数字首先想

到的是自己的生日，想到家庭成员的名字

时同时想到数字关联到他们的生日。

国人密码中常用特殊字符的位置

长度为 8 位和 11 位的密码中含有特

殊字符的密码分别占据 3% 和 10%。接下

来我们就将讨论这些含有特殊字符的密码

的常见规律。

哪些长度的密码中含有特殊字符的概

率较高？

哪些字符出现的概率较高？

这些特殊字符在密码的哪个位置？

通过图 5 可以看出，含有特殊字符的

密码的长度基本成正态分布，其中 11 位

的密码中含有特殊字符的比率最高，下面

将以 11 位长度的密码为例来分析含有特

殊字符的密码的组成方式。

通过图 6 我们可以看出“.”和“@”

1 连接失败，请确认后再试！！！

2 别再问密码了，路由器已坏

3 刮开得密码██████

4 别连了网速好慢啦！！ !

5 未搜索到可用网络。。

6 你的破万能钥匙别解了

7 想用吗？交钱了吗 ?

8 想知道密码就告诉房号

表 2  那些特殊的 SSID

1 0d8b7b7f5db46945297e639513ff7a9354b363f60b652d83037c4cf84b3d321f

2 001018qwerty080241uiopas314257dfghjk441284lzxcvb192408nmqwervvv

3 zzzzzzzzzzxxxxxxxxxxccccccccccvvvvvvvvvvbbbbbbbbbbnnnnnnnnnn10

4 gdyhduihHUGYs53675828365vytgGFguysdjbdwhfbdeuhcsggvswysd

5 QWERTYUIOPASDFGHJKLZXCVBNMqwertyuiopasdfghjklzxcvbnm123

6 baijianfengbaimaodan@13702969191@huahuahaozi@baierzi@

7 jilinbaixingtangaiwobizhigaozhuzhangzhongguomeng168

8 yyw+lsh:ycl(44.77.2001)%b401@p80290;3183263!

表 3  那些特殊的密码

字符占据了特殊字符的前两位，远超其他

的特殊字符。经统计发现含有特殊字符的

11 位密码中概率最高的密码组合为两位字

母加八位数字再加“.”，这与前面提到

的 11 位字符加数字的组合方式十分相似，

经分析发现字母主要为姓氏或者名字首字

母，不同之处是这个长度为 2 比如 li、wu 等。

比较特殊的 SSID 和密码

分析完密码的组合，再来看一些比较

特殊的 Wi-Fi 的 SSID 和密码。

那些特殊的 SSID，见表 2。

通过这些 SSID 我们可以看出，很多

人的路由器的密码被破解了，可是用户并

不知道，其实是他的路由器本身存在漏洞

才被人破解的。

表 3 这些密码看起去很长，可是实际

图 5  含有特殊字符的密码长度与数量 图 6  11 位密码中含特殊字符出现的次数

上并不是随意输入的一串字符，比如第一

位密码实际上是一个密码的 MD5 值，第

三个密码是键盘上连续的几个字母 zxcvbn

各 10 遍然后加了一个数字 10，第四个密

码看上去很复杂，其实是键盘一个顺序表，

相同的还有九宫格、小键盘等输入顺序。

密码破解是黑客入侵中一个重要的环

节，和漏洞利用相组合就可以无往不利。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大多数密码都有其

规律性，如果掌握了不同环境下多数人的

密码使用习惯，再根据这些习惯建模生成

相应的密码字典并进行破解，将显著提高

破解成功率。但随着用户网络安全意识的

提高以及加密手段的进步，密码破解难度

也将逐步加大。只有不断总结和探索新的

攻防技术，知已知彼，才能在不断升级的

高等级攻防对抗中占据主动。

（作者单位为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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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倩

数据平台与智慧校园

数据是智慧校园建设中的重要资产，

校园中需要管理的数据非常多，包括人事

数据、学生数据、教务数据、科研数据、

资产资源数据、财务数据等等。由于历史

原因，学校的 IT 支撑系统往往由各部门

独立建设、独立部署，缺乏总体规划和建

设标准，导致系统管理的数据分散，往往

会形成数据孤岛，从而导致教职工和学生

办事需在学校多个部门来回奔波，业务办

理效率低，用户体验差，更无法为智慧校

园建设提供数据支持。

智慧校园要求“以人为本”、“面

向服务”，做好数据管理和服务是迈向智

慧校园的必经之路。智慧校园面向的服务

应该是能够体现互联网 + 时代特点的，依

托于智能化终端和云平台技术的一站式服

务。一站式服务必然要求将学校多个二级

业务部门的业务数据进行共享，业务流程

进行整合。我们应该利用好当前校园 IT

建设中已经积累下来的大量数据资源，使

其成为智慧校园建设中的重要基础资源。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具有无关平台，

无关应用，无关空间逻辑的一种数据集成

和分配的系统，来管理现有的数据调用需

求，实现数据共享。

数据总线（DataBus）是集成各个原始

数据库并对外提供一种有规则的，可控的

数据链接存储服务。IBM 和 Oracle 都提供

了较为成熟的基于 SOA 架构的数据总线解

决方案，包括 IBM 的 WebSphere Message 

Broker/MQ 产品线、Oracle 的 Oracle Service 

Bus 企业级服务总线、Oracle Data Integrator

数据集成平台等产品。

数据集成平台可以看作是数据总线的

扩展，具有自己的数据库和数据缓存机制，

从各个数据源系统获取数据副本后，供数

据消费方系统进行查询和使用。数据集成

平台还能提供配置、监控的管理界面，提

供数据安全保障等。

数据集成平台能为智慧校园服务和决

策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智慧校园是数据

集成平台建设的最根本的业务驱动力。

系统定位及总体方案

数据集成平台是独立于业务系统的平

台，不含任何业务逻辑，它负责接收来自

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并根据业务系统的合

法的数据请求返回相应的数据。业务系统

之间不进行数据交互，业务数据由数据生

产者写入数据集成平台，数据消费者从数

据集成平台读取相应的数据。目前数据平

台建设的数据流向如图 1 所示。

数据集成平台的数据共享遵循以下原

则：

1. 统一数据标准，数据分域管理

数据集成平台需要制订统一数据标

准，凡是共享到该平台的数据均需要遵循

数据标准；数据分成人事数据、学生数据、

教务数据、科研数据、资产资源数据等。

2. 共享数据只能由数据生产者修改

业务系统将数据共享到数据集成平

台，记录数据源系统，非数据源系统只能

读取数据，所有的数据变更操作必须由生

产者即数据源系统进行操作。当数据使用

方发现数据错误时，只能向数据源系统返

回异常，由数据源系统进行数据修改。

3. 数据集成平台不参与数据加密解密

和数字签名

如果存在消息传输过程的机密性需

求，由业务系统对业务数据进行加密和解

密，加密方式由数据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协

商确定，数据生产者对数据加密后写入数

据集成平台，数据使用者从数据集成平台

获取密文后自行进行解密。

系统架构

基础功能

包括系统管理、数据安全、

配置管理、运行监控等功能模块。

1. 系统管理，指用户、角色、

权限、菜单等基础的管理功能。

2. 容灾备份，包括数据备份

和灾难恢复机制。

3. 配置管理，主要包括接入

系统配置、数据源配置、数据块

配置、数据对象配置、数据规则

面向智慧校园的数据集成平台设计

图 1  数据流向图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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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拆分组合规则配置等。可根据

数据处理平台的特殊性，实现针对数据交

换处理的灵活的配置功能。

4. 运行监控，提供数据服务从接收请

求到最后返回的全过程监控，包括请求鉴

权、任务调度、数据处理等方面的详细情

况和日志需要能够在界面上面查询，并提

供必要的维护手段。

展示层

展示层主要用于提供配置管理界面和

运行监控界面。

为提供良好用户体验的 UI 可以使用

JSP 为基础，用 jQuery 与 AJAX 技术实现

异步局部刷新的交互能力。

数据服务接口层

数据服务接口层负责接收业务系统的

服务调用请求及返回调用结果和相应数据。

数据服务以 HTTP 方式提供，HTTP

请求的内容可以是 XML 或者 JSON。

数据访问层对底层数据存储层进行

访问封装，提供易于编码的 API。数据访

问层使用技术包括 JDBC、Apache Thrift、

Spring Data、RPC。 

访问控制层

1. 任务调度

对数据请求生成任务管理，进行任务

调度，通过优先等级控制、并行任务处理、

定时处理等机制使数据服务请求的处理有

序进行。

2. 请求鉴权

服务消费者在通过数据集成平台访问

数据时，数据集成平台要先对请求服务进

行访问鉴权控制，数据集成平台只会对通

过访问鉴权的请求进行处理。

请求鉴权包括身份认证、系统级服务

鉴权两部分内容。

通过服务消费者的 IP 地址或认证码

的比对等进行认证来证实服务消费者的身

份，对于不满足身份认证的请求予以拒绝。

系统级服务鉴权，是指对通过认证

的服务消费者进行访问数据对象授权的过

程，通过鉴权确定服务消费者可以对哪些

数据对象做相应的操作。

系统级鉴权的前提是数据集成平台通

过服务鉴权配置的功能配置并保存了服务

商与数据集成平台定义的数据对象的访问

关系，见表 1。

系统级鉴权根据访问数据对象的范围

来鉴权，找到对应的 ROWKEY 记录则可

判定系统级鉴权即通过。譬如，科研系统

请求访问读取人事数据域数据，数据集成

平台拿配置数据 1 进行鉴权，科研系统对

人事数据域数据有读访问权限，因此鉴权

通过；若人事系统请求修改资产资源域数

据，在鉴权表中找不到对应的鉴权配置，

则请求鉴权失败，该次访问请求被拒绝。

数据处理层

1. 数据校验

数据集成平台访问 URI 识别请求类型，

当请求为数据对象建立或者数据新增、修

改的时候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必须对

请求所携带的数据内容进行校验。数据校

验是通过校验规则配置在数据对象和数据

块上，当服务请求的目标是配置了校验规则

的数据对象或者数据块时，数据集成平台就

需要按照配置的校验规则执行校验，在校验

失败时停止数据操作并返回错误信息。

2. 数据适配

数据集成平台支持对数据内容的适配

能力，数据适配包括：数据丰富、数据裁

剪、数据映射、数据变换。

（1） 数据丰富：数据丰富是指数据集

成平台通过配置的规则，将业务需要的附加

信息添加到已有的报文或者数据块实例中。

（2） 数据裁剪：在实际数据处理过

程中时常需要把一个大的报文或者数据块

实例进行裁剪，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信息。

以减少存储量和数据处理量。

（3） 数据映射：数据映射是指将数

据编码按照映射规则从一个集合映射到另

外一个集合中。比如性别字段从“m”映

射到“男”，从“f”映射到“女”。

（4） 数据变换：数据变换是指通过

配置的运算得出数据的值。运算可以包含

四则运算、逻辑运算、脚本运算等。

3. 数据组包

数据集成平台可根据接口要求，将多

个数据块或数据项按接口包文的格式要求

进行组合。

数据访问层

数据访问层实现对数据的安全、高效、

准确地访问。

数据访问层对底层数据存储层进行访

问封装，提供易于编码的 API。数据访问

层技术包括 JDBC、Apache Thrift、Spring 

Data、RPC。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是数据平台的基础设施

层。数据存储分为一级缓存、二级缓存和

数据库，分别实现高速存储、快速存储和

数据持久，平台中的数据根据访问时效要

求和访问频率以及系统内存使用情况进行

存储。一级缓存采用 Redis，二级缓存采

用 HBase。

数据集成平台根据各种数据的特点

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的特性以达到最优的

存储效果和读取效果。实时性要求高的，

可以进行离散的数据尽量放在 Redis 或在

HBase 中，对于关系型、非离散的数据，

尽量放在 HBase 或者关系型数据库中。

数据集成平台对于需要快速开通且对

数据依赖较大的业务流程能起到较好的效

果，在智慧校园建设中已经开始了各项实

践。通过建设面向智慧校园大数据业务的

数据集成平台，基于云平台技术，着力于

校园业务办理所需的数据共享管理，可打

通相关 IT 系统的数据，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缩短服务时限，提升服务质量。

实际上，此平台由于与业务逻辑无关，

因此它可快速扩展到其他企业级行业应用。

另一方面，数据集成平台还可应用于统计分

析，并向大数据应用的方向进行扩展。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序号 服务消费者 数据域 访问权限

1 科研系统 人事数据域 读

2 人事系统
科研数据域项目数

据
读

3 人事系统 人事数据域 写

4 教务系统 人事数据域 读

表 1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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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3 年，锐捷网络发布了“极简”

战略理念，从这以后“极简”不但成为了

锐捷在教育行业的代名词，而且锐捷每年

都会发布“极简校园网”解决方案的全新

版本，以此来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谈到“极

简”战略的演进时，锐捷网络高教职教行

业部总监王玉林提到，2016 年“极简”

已经演进到了 3.0 版本，锐捷网络希望凭

借它来助力中国高校在教育信息化领域迈

入“智慧”的时代。

重新梳理极简内涵：                 
从场景体验向业务体验升华

王玉林表示，锐捷在今年对极简的

内涵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介绍说，锐捷

从 2012 年提出“简网络”到 2013 年升级

成为“极简网络”，再到 2014 年开始提

出“极简校园网”，一直都围绕着“极致

和简单”进行演进，演进的核心目标在于

让信息化服务从可用可管可控变成好用好

管好控。但是“极简”的内涵一直跟随着

高校的需求和行业的发展在进行演进，最

开始提“极简”，是因为高校在传统的三

层认证结构下，运营维护的资源投入非常

大，而且技术不开放，2013 年的“简网

络”主要就是帮助客户做运营的扁平化改

造，通过认证上收缓解高校信息部门在校

园网方面的运营维护压力；而到了 2014

年，随着移动互联浪潮在高校的影响逐步

深入，无线校园网建设除了对无线信号的

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给用户认证的

性能、出口带宽和 IT 运维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因此 2014 年的“极简网络”将“极

简”的内涵从简单的运营扩展到了无线、

运营、出口、运维四个方面，帮助高校进

一步兼顾用户体验和管理体验，降低管理

成本；而在 2015 年，随着互联网 + 思想

的提出，高校对体验和服务质量的关注变

得更加全面、具体，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信

息化建设的核心要点，因此 2015 年锐捷

提出了“极简校园网”，除了在无线、运

营、出口、运维四个方面做深入的精进之

外，还将极简的内涵扩展到了云多媒体教

学管理、云数据中心和校园移动应用等多

个方面，极简已经超脱了基础网络互连的

范畴。而 2016 年随着智慧校园理念在各

高校快速落地，信息化部门的需求又发

生了转变，已经不单单是做单个领域的

建设，更多的学校开始站在业务的层面，

站在全局的层面上去考虑信息化的发展，

所以 2016 年，锐捷对极简校园网的内涵

做了一次重新梳理，他们希望从业务的

视角给高校带来整体解决方案。 

锐捷认为，从移动互联、互联网 + 再

到智慧校园，信息服务面临两方面的转变。

“一个是服务对象从群体趋向个人，我们

希望进一步满足每个服务个体的差异化需

求；另外就是服务的视角从局部趋向整体，

我们希望在每一个信息服务业务中，使用

锐捷网络：用“极简”迎接智慧校园

——访锐捷网络高教职教行业部总监王玉林

王玉林

锐捷网络高教职教行业部总监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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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和管理者在业务的各个环节中都能够感

受到良好的服务质量。”王玉林表示，正

是有了这两个转变的趋势，高校信息化建

设就需要在关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

上，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整个业务流程，不

再局限于提升场景的体验，而去追求更高

的业务体验。锐捷网络今年推出的极简 3.0

战略就是以此为切入点，打造以业务体验

为核心的校园网解决方案，帮助高校完成

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的迈进。

极简的新方案：极简校园网 3.0

极简 3.0 战略落地在具体的方案上，

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包括无线、教学支

撑、运营、运维和信息安全，这也是当前

高校信息部门最主流的五项核心业务。

在无线领域，锐捷网络一直拥有着

大规模的用户。包括智分系列、灵动室内

AP 系列等在内的场景化部署方案已经帮

助中山大学、中南大学、暨南大学在内的

1200 多所高校实现了高质量的校园无线

接入。而今年锐捷除了将基础设施相关的

产品全部切换到 802.11ac 平台之外，还推

出了基于 WiFi 定位的移动应用和业界领

先的无线网优系统，同时使用微哨产品作

为校园移动应用的统一管理平台。“极简

无线也是业界唯一一个集应用、平台、基

础设施和无线运维于四位一体的校园无线

业务解决方案。”

除了无线之外，还有一个业务也是当

前备受高校关注的，那就是教学支撑业务。

作为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核心内

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已经

成为这个时代下的主命题。“锐捷基于极

简 3.0 理念推出的云多媒体教学与管理解

决方案，既深入了场景提供了强有力的教

学支撑，同时也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使其

融入到了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去，从场景和

过程两个切入点来打造多媒体教学业务的

极致业务体验。”

据王玉林介绍，

这套方案在湖南

工业大学等高校

大规模应用后，

不但缓解了信息

化部门教学维护

资源的不足，同

时还提供了强有

力的、可靠的教学环境支撑，实现了“零

维护、零教学事故”。

作为高校信息化部门的传统业务，

校园网运营在智慧校园时代也面临新的

业务挑战。锐捷表示，从体验上讲，这

些挑战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无线用户

激增之后给运营平台带来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是外部企业特别是运营商合作

所带来的用户管理、异构系统对接等方

面的问题。锐捷的极简运营解决方案就

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旨在帮助高校信

息化部门实现极致的校园网运营业务体

验。这个方案在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南开大学、宁夏大学等近千所高校都有

广泛的应用。

除此之外，传统的 IT 运维系统和安

全防护系统一般是基于事件或设备来设计

的，要取得预期的效果需要管理人员有较

高的技术水平、丰富的维护和管理经验、

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又恰恰是当前

高校信息化部门的稀缺资源。因此锐捷今

年还推出了“极简”运维和“极简”安全

解决方案，从业务的视角来帮助高校建立

专属的管理流程，降低技术门槛、节省时

间和精力，沉淀知识和经验，提升运维和

安全管理的业务体验。

极简下的新技术应用：             
技术首先是为业务服务

王玉林表示，在锐捷最新的极简校

园网各个子方案

中，当前主流的

新技术都得到了

落地和应用。就

拿当前非常热门

的大数据来说，

高校由于其用户

高密集和服务多

样化的特点，具

有良好的大数据应用先天环境；但是从另

一方面看，高校当前的各项数据并不是全

部都有深度挖掘、分析的价值。因此锐捷

网络认为高校的大数据技术需要和信息业

务紧密结合。例如：“极简”无线方案中

的 WIS 无线网优系统就是基于大数据分

析技术而开发的。使用 WIS 可以收集当

前校园内无线 AP 的各项业务数据，并且

通过统计、挖掘、分析从多个维度智能

地将技术参数与用户体验关联起来，最

终提供一键网优甚至是自动网优的服务，

使得高校的无线校园网在不增加任何无

线设备、不经过任何线路改造就能获得

3~5 倍以上的体验提升。而这也仅仅是“极

简”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的一个示例，像

在 互 联 网 运 营 业 务 中 应 用 SDN 技 术、

在多媒体教学业务中应用云计算技术、

在 IT 运维业务中应用物联网技术等，

这样的示例还有很多很多。这也是锐捷

网络在新技术应用上一贯坚持的理念：

用技术提升业务质量，用业务来承载技

术应用。

“如果说移动互联时代，改变的是

高校信息业务的服务方式，互联网 + 时代

是推动高校信息业务的人性化进程，那么

在智慧的时代对高校信息业务的诉求已经

变成个性化服务和全业务流程服务。锐捷

希望帮助高校提升信息业务的整体服务质

量，通过业务体验来衡量信息化工作的真

实价值，让高校的信息服务从量变走向质

变。”王玉林说。

如果说移动互联时代，改变的是高校

信息业务的服务方式，互联网 + 时代是推

动高校信息业务的人性化进程，那么在智

慧的时代对高校信息业务的诉求已经变成

个性化服务和全业务流程服务。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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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6 月 2 日，由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主办，天津大学承办，新华三集团

旗下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三通信”）及《中国教育网络》联

合协办的“2016 年高校信息技术融合应

用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开幕。

本次论坛以“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为主

题，来自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CERNET

及各大高校信息化专家领导及相关负责人

等 100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共同探讨

“十三五”期间信息技术如何与教育应用

深度融合，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实现教育

强国梦。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韩金玉、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星教授、新华

三集团副总裁王景颇、赛尔网络副总经理

付晓东及王祖伟出席了本次大会。天津大

学校长李家俊在开场致辞中表示，在新 IT

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天津大学新校区从

设计之初，就致力于建立成为一个绿色校

园、人文校园、智慧校园；其中智慧校园

是建设的基础和保证，智慧校园也的确给

天大的教学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韩金玉在

致辞中对天津市高校十二五期间的数字

化校园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指出在

“十三五”期间，天津市将持续以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为基础，建设

云网端一体化的智慧校园服务体系，融合

高校各级各类数据资源等措施，推动科技

校园、人文校园、和谐校园、生态校园和

创新校园的建设。

本次论坛还邀请到紫光集团董事长赵

伟国出席并致辞，他在致辞中表示，紫光

集团作为由清华大学创建和控股的校企，

始终不忘初心，专注于将企业发展与国家

战略相结合。近年来，紫光聚焦芯片和云，

制定了从芯到云的战略蓝图，而落实云战

略的核心企业就是新华三集团。赵伟国指

出，未来新华三集团将一如继往地凭借创

新科技之力推动教育信息业的持续变革，

让教育真正发挥强国强民的重大功能。

科技的创新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的变

革，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推

进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实现教育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主任李志民在以《信息技术发展与高等教

育变革》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互联网时

代，教育将成为互为师生的时代，传统教

室将会逐渐变成学习的场地；讲课的教室

将在云端，老师在云端，学校在云端，老

师将成为辅导员；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

生将互为师生，网上可以找到适合学习、

希望学到的任何课程。”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星在以

《下一代互联网和教育信息化》为题的主

题报告中，对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历

程与 CNGI-CERNET2 项目进行了介绍和

总结。他指出，当前阶段教育和网络都存

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把这些挑战与下

一代互联网相结合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从

国家战略来看，互联网 + 是个机遇，未来

的互联网，是连接人的互联网，也是连接

信息的互联网，对于教育来讲，要把握两

个重点，一是数据的互联网，二是思想的

互联网。要利用好下一代互联网的机遇，

在中国高校打造一个创新环境，争取引领

世界潮流。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孙德和在主旨演讲

中说到，“新新人类”需要新的教育方式，

2016 年高校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召开

加速中国高校信息化应用融合

利用新 IT 技术，实现互联网与教育行业

的跨界和整合，促进教育教学的创新与变

革，进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已成为未来

教育信息化发展与建设的必由之路。

作为系统集成商及运维服务商，赛

尔网络有限公司在会上介绍了天津大学与

南开大学新校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在《助力校

园信息化与智慧校园》的报告中，还介绍

了赛尔网络为下一代互联网应用所推出

的 IVI 协议翻译系统产品（能够使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的无状态翻译技术和双重翻

译技术的协议翻译器）。据了解，赛尔网

络即将上线基于网站安全与校园网内网安

全的云安全服务，未来，将通过网络、技

术、信息、产业四大业务线全方位助力高

校信息化与智慧校园。

在这次千人盛会上，天津大学、南开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6

所高校信息中心主任分享了各校的经验心

得，同时对包括云计算、校园安全、SDN

技术等 7 个不同领域的技术专题进行了交

流，令每一个校园信息化建设者畅谈新

IT、乐享新 IT，共同烹制了一场技术与应

用融合的教育信息化盛宴。

同时，华三通信发布了业界首款高

校机房虚拟化智能解决方案——校园云学

苑解决方案，为高校实现大量机房终端集

中、简单、智能的管理运维带来更为先

进的手段。此外，华三通信还展示了一

系列教育创新应用，其中包括基于 SDN

的开放、可编程的新一代校园网络架构

ADCampus、全面场景化的 H3C802.11ac 

WAVE2 无线校园方案以及 H3C 大数据平

台等，得到千余名与会者的关注。

新华三以新 IT 驱动校园管理与教育新变革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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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在日前召开的“2016 年高校信息技

术融合应用研讨会”上，新华三集团与天

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双方共

同推进产学研协作，重点在高校云计算实

验平台应用实践与示范推广、标准规范研

究、云计算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面的战

略合作，共同推进教育信息化及高校云计

算的全面发展。会议期间，天津大学信息

与网络中心主任刘峰、天津大学信息与网

络中心副主任孟少卿、新华三集团旗下杭

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三通

信）教育系统部总监徐继恒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天津大学教育信

息化的发展情况及合作情况。

《中国教育网络》：从数字校园到智

慧校园，天津大学信息化发展取得了长足

进展。您是如何看待“互联网 + 教育”的？

刘峰：一直以来，天津大学信息与网

络中心都是学校信息化的支撑部门。随着

信息科技的发展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心

的工作性质也在发生不断变化。如今我们

提出了四个理念，即和谐校园、人文校园、

绿色校园和智慧校园。在新校区建设过程

中，基础设施建设就完全按照智慧校园的

顶层设计思路来建设，为后期精细化管理

奠定了基础。

目前新校区的建设，已经成为国内高

校“智慧校园样板间”，目前已经建成了

1 张网络、7 个中心、14 个系统，以及云

端一体化全方位应用服务。

“互联网 +”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在

教育行业，“互联网 +”该如何体现是需

要思考的问题。目前已经推出网络课堂等

许多新兴教育模式，推动教育信息化的改

革创新。“互联网 +”一定要由互联网来

引领，改变现有的理念和

教学模式，给全社会教育

带来一种新的变革。

《中国教育网络》：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学

校经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

问题。在您看来，信息化

建设的关键点是什么？

孟少卿：我国高校的

信息化模式都比较相似，大家的认识也是

共通的。近几年来，国家对信息化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正如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李志民主任所讲，重点就是要有顶层

设计理念。

对于学校而言，不管是从教学、科研、

办公，还是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信息化都

有涉及。在国外的大学里，通常会有一个

CIO 来统管信息化问题。实际上信息化是“一

把手”工程，它不能仅仅依靠底下的业务部

门来推动，需要学校领导层的重视。

同时，如何保障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

度也是非常关键的，国内高校信息化投入

所占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在国外的高校，

比如像哈佛这样的学校，他们在信息化投

入上可以达到上亿美金，这样的投入在国

内是无法想象的。

此外，如何确保人力投入也很重要。国

内的高校中，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信

息中心人员能够达到上百人，而其他高校在

信息化人员规模上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

《中国教育网络》：请您从企业的角

度谈谈如何与天津大学展开合作，在创新

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徐继恒：新华三伴随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一路同行，推出用户管理及控制、IPv6

校园网、教育城域网、校园数据中心、无

线校园、教育云等整体解决方案，为全部

为师生提供全方位的应用服务 

“211”高校和“985”高校提供校园网、

数据中心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服务。

新 华 三 与 天 津 大 学 已 经 有 10 年 的

深入合作，近期先后为学校信息与网络

中 心 及 计 算 教 学 实 验 室 部 署 了 5600 台

802.11ac AP 及云平台、云学苑解决方案。

全自动、无边界、智能感知的新 IT“未来

校园”蓝图已经日渐展开。除了高校，公

司还与中科院也展开合作，将科研成果转

化为实际应用，实现产品化，这是校企合

作的重要目的。

在人才培养方面，结合当下高校 IT

人才培养难题，新华三联合各大合作院校

所推出的“互联网 + 时代云计算人才培养

与实训室解决方案”，采取“校企研”三

方合力的创新模式培养 IT 人才。

培训内容及方式向云网融合的新 IT 架

构、职业化培训、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向演进，

提供的全方位人才培养服务方案包括实训

室建设、实训室教学、师资培养、就业服务，

为学生掌握云计算技能提供课程和实训环

境，也为高校师资力量建设、学生就业提

供有力支撑。此外，我们基于在云计算技

术及应用上的优势，推出云计算认证培训

体系，设置初、中、高三级的专业认证，

并设置线上课程，支持移动学习。目前，

与合作院校建立的“网络学院”已达 420 所，

“云学院”也有 10 家左右。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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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随着 Wi-Fi 技术的不断演进和普及，

移动化已经成为新一代高校学生生活方

式。未来的校园网络，是移动互联的网络，

移动校园网络最大的特征是校园的无线网

络部署。作为世界排名 Top50 的著名高校，

清华大学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学生和教师。

越来越多的教学应用、教学理念在移动化

的前提下围绕学生成功的教学目的，在极

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的同时也丰富

了学生的生活空间。因此，能否让来自世

界各地的师生在同一个校园内，自主学习、

灵活互动、随时随地安全的接入网络畅享，

是学校网络信息化建设是否成功的关键。

无缝漫游  实现校园网络全覆盖

学校无线覆盖的场景，总体来说，

分为：教室、学生宿舍、图书馆、体育场

（馆）、办公楼等。清华大学学宿舍区现

有 43 栋楼，14000+ 房间需部署无线覆盖，

各楼结构不同，房间布局也不同。宿舍楼

中除了之前运营商部署的无线接入点、还

存在学生自建热点以及宿舍中蓝牙、微波

炉等各种干扰信号。

目前，终端并发数量庞大，需要服务

近 5 万名学生，在高峰时段更是超过 10

万台在线终端。考虑到后续实现全无线校

园网络，当前网络架构需要足以支撑校园

网络其他区域的全无线覆盖需求。由于无

线接入转发平面和数据平面均为集中式部

署，因此对核心网络的可靠性提出了相当

高的要求。同时，学生在宿舍的互联网接

入以及应用完全依赖于无线网络。大量分

散的网元设备无论是开通、升级还是故障

替换，对现有的运维人员的人力及技术能

践行敏捷网络 构建无线清华

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华为创新型的敏捷校园网络解决方

案，能够打造全无线校园，从而提高师生

学习和互动体验。针对清华大学学生宿舍

区目前的现状，华为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

整体网络方案：以 Fit AP+AC 模式组网，

对 7000+ 颗 AP 实现统一管理。通过核心

四台 S12700，两两双机 CSS2 集群，主控

1+N 备份，确保网络不间断通信及核心交

换能力的扩展。对于 40 余栋宿舍，每栋

单独部署 SVF 纵向虚拟化（S5700-HI + 

S5700LI），极大地简化了接入交换机的

部署复杂度。考虑到无线网络管控与转发

的大集中，部署多块 ACU2 板卡，机框内

实现 N+1 热备，实现用户无感知的故障

切换，从而达到无缝漫游的目的。

策略随行 提供高品质网络

信息化时代用户体验为本，利用敏捷

网络，把整个校园网进行统一管理，使用

户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使用任何

终端实现统一的使用体验。

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区全网无线采用

802.11ac 标准，使得无线校园接入进入了

千兆时代。面对复杂的接入场景，华为无

线网络提供了从空口到协议层全面的智

能优化的无线网络技术特性，确保在各

种复杂的干扰及高密度环境下终端的接

入体验。

通过 EasyOperation 及 SVF，实现汇

聚及接入层网元可以通过 eSight 网管实现

即插即用及零配置替换，极大地降低了网

络部署和运维的复杂性，使得有限的技术

运维团队资源可以从繁琐的配置管理中解

放出来，更多在信息化业务层面进行技术

构建与支撑。

在业务层面，以人为中心实现精细

化管理。利用敏捷控制器，当带宽达到

4Mbps 时，语音和视频优先；当带宽达到

8Mbps 时，文件上传优先。在服务质量上，

随时感知用户体验。在项目交付阶段，利

用华为专业规划工具，结合客户需求澄清、

现场工勘、背景干扰测试等手段，提高无

线网络设计的准确性，降低潜在因素对网

络的影响，确保 WLAN 网络拥有稳定的

信号覆盖和优异的性能，保证网络高效。

安全可靠的网络保障

高校网络用户的管理，不同于其他行

业网络用户管理。由于高校师生数量往往

达到数万人，且用户的终端使用量远远不

止一台，因此校园网络的潜在接入设备数

量往往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台。如此庞大

的终端群，必然给学校的网络接入用户终

端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复杂度，同时也给

校园网络安全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面对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区复杂的接

入场景，通过技术手段保障在各种复杂

的干扰及高密度环境下终端的接入体验。

基于 SDN 理念的敏捷网络方案，通过高

效以及智能的数据转发，业务控制平面

和转发平面分离，以及对 OPENFLOW 协

议演进的支持，充分保障网络的稳定、

可靠以及向前兼容性，新业务上线时间

缩短 50%。使得网络扩展、业务创新性

得到极大提高，有力支撑清华大学的技

术创新，全无线校园网建设发展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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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冠西  赵春  张瑾  龚磊  沈富可

本文从高校信息系统建设角度入手，将工作流引入高校信

息系统建设中。通过重新梳理设计多个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利

用流程优化中的工作流技术，使高校各部门间的信息系统实现无

缝集成。加强部门间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提高高校各部门的业

务执行效率。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申请系统为例，

剖析基于工作流的高校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技术实现思路，以及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新动向：数据流与工作流

1. 高校信息化的困境

当前，大多数高校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论证及规划。各管

以数据流视角打造工作流

图  工作流管理系统一般结构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将工作流引入信息系统建设中，通过“流程再造”，重新梳理各管理

部门间的业务流程，这是高校信息系统建设的一种新视角。

目前，关于工作流（Workflow）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
的标准。1993 年成立的工作流技术的标准化组织——工作流管
理联盟（WFMC : 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标志着工
作流技术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中有了自己一席之地。WFMC 给出
的工作流定义是：工作流是一类能够完全或者部分自动执行的经
营过程，根据一系列过程规则，文档、信息或任务能够在不同的
执行者之间传递、执行。

控制流和数据流是工作流管理系统中存在的两种流程。控
制流（即工作流），是调度和控制业务活动的自动化执行；数据
流则是为底层业务活动提供数据服务，保证控制流的畅通。数
据流是随着控制流的推进而产生的，工作流是数据流产生的根源，
而数据流是工作流正确执行的保证。一般工作流管理系统应具备
以下三个主要功能 : 工作流定义功能，运行控制功能，运行交互
接口。工作流定义功能实现业务处理过程的计算机语言定义，提
供分析、建模、系统定义的技术，将现实世界中的业务处理过程
转换成计算机可处理的定义。最终的定义可以表现为文本、图形
或者自然语言符号。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一般结构图如图所示。

理部门为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无纸化办公，建立了相对独立的信

息管理系统。但这些部门在建设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时，往往没

有经过学校的统筹规划，所采用的软件系统、数据标准都不统一。

在全校范围内人为地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这些孤立的信息

系统所产生的数据只能提供给管理部门内部使用，无法实现数

据流的共享。比如，财务系统和教务系统中的教师个人信息都

应该由人事系统中提供，而人事系统中教师工资信息又应该由

财务系统来提供。因此，打通管理部门间信息系统的壁垒，让

数据流在各个管理部门间畅通流转是实现更高层次的高校信息

化的重要步骤。

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逐步扩大，高校的管理部门日渐增多。

针对学生、老师日常管理的业务往往并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内就能

完成，一件事可能需要跑几个业务部门才能办下来。传统的以业

务部门为主导的信息系统管理此类业务显得不够灵活，同时给前

工作流与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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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办理业务的学生、老师带来

诸多不便，需要登录多个不同

系统登记信息、等待审批等等。

传统的高校信息系统，在

运维升级时，也面临着诸多问

题。业务部门的相关业务随着

时间推移，会渐渐增多，老的

业务办理流程也可能会发生变

化。旧系统若不及时升级，必

然影响新的业务办理效率。但

若一次性上线新的系统，老系

统中仍然活动的，尚未处理完的业务将会遇到问题。许多时候，

不得不采取折中措施，新老系统同时运行。但这对业务部门中的

系统用户以及信息化部门的运维人员都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为了跳出前述的数据困境与流程困境，有必要在高校信息化

建设中引入数据流与工作流的理念，打造基于数据流的工作流信

息系统开发模式，从而推动高校信息化建设步入新的阶段。

2．已有研究述评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信息化工作都已经完成硬件建设，实现

无纸化办公。条件较好的高校，信息化工作走在前列，进行了一

系列探索。在数据整理、系统整合、工作流的引入等方面做了许

多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已有文献大多从实践出发，梳理了高校内部管理部门的日常

业务流程，将工作流模型引入信息系统建设中。体现出工作流的

主要特点，涉及到申请、审核、审批等环节。但在应对一些涉及

跨部门间协同完成的业务流程显得力不从心。少有文献对数据流

进行规范，创建一个数据标准。让这些标准数据伴随工作流的各

环节流转而传递，这样所有业务部门使用到的数据都是符合一

定标准的数据。本文针对校内各类数据进行梳理，制定一系列

数据标准，提出一个基于 WebService 的数据交换框架，解决跨

平台间的数据交互。并对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进行再造，提出

以工作流为核心来构建信息系统，真正将工作流引入高校信息

化建设当中。

3. 基于数据流的工作流信息系统概念模型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塑造不同类

型人员之间基于事务的互动服务。互动的内容则是一个个的数据

标准，互动的媒介则是一支支流程。以流程的方式，将高校中不

同类型人员的数据标准进行流转。如图 1 所示，这个模型的特质有：

（1）高校信息系统建设是服务所有用户，破除唯管理者中心

从用户参与的角度，信息系统更应该注重普通用户的使用体

验。信息系统的建设要以用户使用体验为参考点。为用户划分角

色，不同角色进入系统内显示相应的操作权限。这样，可以打造

一个公共平台，让所有用户从同一个入口进入系统完成自己所希

望完成的业务。但通过不同角色，显示相应角色能够办理的业务

功能。

（2）高校信息建设是基于事务的，破除以单一职能部门为

界限

信息系统建设要围绕事务，而不是围绕管理部门的职能设置

要求。高校内的信息系统建设不再是仅仅为了提高管理部门工作

效率，实现无纸化办公的手段。更多地强调不同类型人员间的互

动，提高各类用户之间标准数据的交换。提高跨职能部门之间的

工作效率。

（3）事务过程中数据流动

这里的事务就是指流程，每一支流程都包含多个环节，不同

环节之间数据基于标准而流动。这些基于一定标准的数据在流程

不同环节间的流动，让各职能部门能够共享数据，破除部门之间

数据壁垒，避免信息孤岛的出现。

基于数据流的工作流信息系统建设方案

数据标准与数据交换

1. 核心数据集

高校信息系统的数据主要体现在对人、财、物上的管理，绝

大多数的信息管理系统也都是针对这些数据进行维护和管理。对

这些核心数据集的收集和整理，结合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梳理。

为业务流程提供标准的数据，使得各职能部门间能够更方便地共

享数据。针对我校信息化系统数据进行整理，对主要数据的结构、

内容和关系进行分析，整理了如表 1 的核心数据集。

2. 数据交换框架模型

有了标准数据集，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就能够使用这些标

准数据集了。通过流程引擎，将这些标准数据在流程的不同环节

上进行传递。但这些标准数据集所在的信息库通常是由某一职能

核心数据集 主要内容 关联库

学生数据
个人信息、课程信息、成绩信息、
生活信息等

公共数据库、教务信息库

教师数据
个人信息、课程信息、生活信息、
财务信息等

公共数据库、教务信息库、
财务信息库

项目数据 单位科研项目、个人科研项目等
公共数据库、财务信息库、

一卡通信息库

收费数据 学费、住宿费、餐费等
公共数据库、财务信息库、

一卡通信息库

工资数据 工资信息、酬金信息、房贴信息等
公共数据库、财务信息库、

一卡通信息库

合同数据
设备处信息、供应商信息、一卡
通信息、财务信息等

公共数据库、财务信息库、
一卡通信息库

仓库数据
设备处信息、合同信息、库存信
息、一卡通信息、财务信息等

公共数据库、财务信息库、
一卡通信息库

表 1  核心数据集

图 1  基于数据流的工作流信息系统概

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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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掌握，其他业务系统想使用这些数据则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

进行获取。

WebService 是一个平台独立的，低耦合的基于 Web 的应用

程序，使用开放的 X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标准来描述、发布、

发现、协调和配置这些应用程序。使用 WebService 技术，可以

使得运行在不同机器上的不同应用无需借助附加的、专门的第三

方软件或硬件，就可以互相交换数据，无论它们所使用的语言、

平台或内部协议。图 2 是针对核心数据集设计的数据交换框架，

通过该框架实现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

业务梳理与业务再造

以职能部门为核心来建设信息化系统，将导致信息系统形成

一个个信息孤岛。通过对职能部门的业务梳理，制定标准的办事

流程。以流程为核心去打造适应职能部门的信息系统，业务流程

产生的数据流随着流程实例的流转而流转。无论该流程是只涉及

单一职能部门，或是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协同处理，数据流都随着

工作流而流转。避免应用系统之间数据无法共享，各职能部门的

应用系统形成信息孤岛。

从以职能部门为核心向以流程为核心打造高校信息化系统，

要求对各业务部门的业务进行梳理。将原有的繁杂且冗余的业务

办理重新梳理、再造，制定出标准的流程。

实践工作的技术方案

1. 技术框架

选用商用工作流引擎产品 K2 Blackpearl 作为流程后台支撑，

该产品是基于微软 .NET 技术平台研发的 BPM 产品，是基于微软

WWF（Windows Workflow Foundation）技术构建的遵循 WFMC 标

准的 .NET 平台 BPM 产品。基于流程引擎与 .NET 平台的高度集

成性，业务系统采用微软 ASP.NET 平台开发，Web 表单使用当

前较为流行的 ExtJs 前端技术，Web 服务器采用微软的 IIS 服务，

数据库为 MS SQLSERVER 2008。构建一个流程平台，将工作流

应用系统中通用的“待办理事项”， “我发起的事项”，“我

处理过的事项”，“发起新流程”等构建成平台菜单项。业务系

统数据库和流程引擎数据库分开，保证在遇到流程引擎需要升级

或业务系统需要升级时，互不影响各自的使用。业务相关的数据，

通过提出的数据交换框架，以 WebService 的方式从其他相关数

据库内获取。这样，保证获取到的数据是在标准数据集内的数据。

不仅有利于流程节点间的数据传递，也能够很好地为将来系统扩

展做准备，如图 3 所示。

2. 关键技术

采用 K2 Blackpearl 作为流程后台，管理所有流程实例的流

转。同时，利用 K2 与 .NET 技术的高度集成，应用程序不局限

于 K2SmartForm 产品。利用 ExtJs 框架作为前段渲染技术，充分

发挥框架对于异步交互的封装。后台采用 C# 编程语言，将常用

的功能封装成 dll。有新的应用程序需要开发时，仅需要制作相

应的 Web 页面和 ExtJs 脚本，再针对页面所需要存、取的数据开

发相应的后台代码。而与 K2 交互的相关程序均以 dll 封装好，

以组件的模式加载进入。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开发效率，提高系

统的可复用性。同时，对系统的维护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只关

注出现问题的模块（组件）而不会影响其他模块的正常使用。

Web 前端采用 ExtJs 框架，该框架拥有丰富的客户端组件模

块，用于数据展示、文本输入、附件上传等。同时允许开发者进

行再次开发。该框架同时对 Ajax 进行封装，开发者可以快速开

发和配置前段与后台之间的数据交互。前端采用用户、角色、权

限的管理技术，在系统内设置不同角色（如管理员、教师、本科生、

研究生），不同角色开放的系统权限就不一样。对具体某一用户，

将该用户设置成相应的角色（当角色细化后，同一个用户可以拥

有多个不同角色）。对不同的角色开放相应的系统权限，通过这

样的角色、权限管理，方便批量用户授权及系统的运维管理。

高校信息化中的相关实践

实践的背景

为提升我校职能部门整体服务质量，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去协

调各个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并且引导、协助师生办事的过程。

由机关党工委牵头，建设的华东师范大学办事指南平台作为这种

图 2  数据交换框架

图 3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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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将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梳理，制作成流程图发布至平台中，

引导并协助师生完成相应的业务办理。将相对成熟的业务流程进

行细化，将整个办事流程由线下转到线上。让师生真正能够“足

不出户”就能够将某一业务办下来，则需要打造一个网上办事平台，

让这些流程图不仅仅提供指导作用，而是实实在在能够在线办理。

学生及教师的基本信息，在华东师范大学已有公共数据库系

统进行统一管理。但涉及研究生培养相关的数据，则由研究生系

统进行维护。在学生申请出国（境）时，同步公共数据库中的学

生及教师个人基本信息，以及研究生系统中学生学籍状态和导师

等信息，重新构建学生个人信息作为申请表单中的个人基本信息。

再结合学生申请出国（境）所需的信息，包括出国（境）原因、

资助方式、目的国家或地区、出国（境）时间、所需附件材料等，

作为该工作流控制及流转过程中的数据流。

我校研究生系统已上线运行多年，但老的研究生系统没有学

生出国（境）申请模块。随着我校研究生规模扩大及办学质量的

提高，研究生出国（境）参加学术会议，或申请出国交流访学的

越来越多。而办理出国（境）手续又涉及到诸多部门，学生需要

在研究生院开具在学证明，保卫处开具户籍证明办理护照及签证，

国际交流处需要掌握校内学生出国情况。同时又需要学籍管理部

门确认是否需要修改学生学籍状态（如出国交流访学时，需要将

学生学籍状态改为“出国”），部分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学生还

需要财务处申请会议资助。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学生申请下来需

要耗费大量时间，并在多个部门间来回奔波盖章。

实践的具体情况

学生填写申请表单时，系统会依据学生填写信息判断是否为

公派出国。不同的出国方式，所需要经过的审批流程有所不同。

每一个审批环节，审批人可以选择“通过”或“拒绝”，申请单

被拒绝后，回到申请人申请节点，申请人可根据审批人拒绝的理

由对申请单进行修改再提交，或直接将申请单进行作废处理。

应用效果分析

在我校研究生出国（境）申请项目上线前，学生办理出国（境）

申请走线下流程。学生需向院系申请，由院系负责人签报

至研究生院及其他相关部门（国际交流处、保卫处等）。

在此过程中，学生无法实时了解申请进度，且难以掌握各

部门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办理该项业务需要前往多个部

门，经过漫长等待才能完成。新系统上线后，学生在网上

提交申请，及时跟踪审批进度，并提供各审批部门所需要

的材料，无需再拿着纸质材料去一个个部门盖章审批。研

究生院也能方便掌握各院系学生出国（境）情况。

系统上线后，所涉及的各个审批节点的工作人员回

馈的结果较好。相比于原有的签报加纸质材料递交的方

式，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也为学生提供了方便。当申请

停留在某一节点上一段时间尚未被处理时，学生可通过

系统中显示的审批节点负责人进行联系咨询。相比于原有方式，

学生无法直接参与整个申请过程来说，也大大提高了效率。表 2

列出系统上线后，处理的申请单相关数据。

心得与体会

研究生出国（境）系统的上线，给我校在校硕、博士研究

生出国（境）参加国际会议，交流访学等提供了方便的办理途径。

学生仅需在网上填写申请单，相关的部门会在收到申请后进行

处理，完成后进入下一审批单位。学生在此过程中可以亲身参

与申请过程，了解自己的申请当前状态，同时对各业务办理部

门的执行效率也是一种监督。新系统采用统一身份认证技术，

与我校公共数据库对接。学生和老师不需要登录不同系统进行

相关操作。后台的流程引擎能够为业务系统提供数据自动流转，

同时能够保存每一步骤中产生的业务数据。开发运维人员无需

过多关注后台数据的流转及存储，将更多精力放在流程优化及

设计上。

将工作流引入高校信息化建设中，通过“流程再造”，重新

梳理高校各管理部门间的业务流程。构建能够跨业务部门的新型

高校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部门之间数据互通共享，提高各业务部

门业务执行效率。利用工作流系统帮助完成业务系统数据流转，

让业务系统关注业务需求，不需要再去实现业务数据从流程的一

个节点流转至另一个节点。高校信息化系统引入工作流带来的优

势：规范工作流程，与管理实现统一；加强流程控制力度，提高

工作灵活度；提高服务质量，真正做到服务以师生为本；加强部

门间协作，实现资源共享。

在系统建设初期，我们将业务数据流采用 xml 格式存储，去

除了数据交换对平台的要求。即无论采用哪种技术方案来构建新

的系统，都可以利用已有的数据。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对

已有数据进行一定的挖掘及处理，期望整理出一些有用信息供决

策者参考。真正将工作流产生的数据流应用起来，而不仅仅作为

工作流的附加产物。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总申请数 1167 审批结束数 793 作废数 124

各审批节点审批耗时

审核节点
单位

时间内
完成审批数

项目
审核 院系审核 培养处审核

学籍管
理部门
审核

国际交流
处审核

校领导
审核

当日完成 340 1150 788 682 456 788

次日完成 91 183 28 64 147 2

1 周内完成 158 236 33 85 209 3

其他 119 105 0 1 14 0

表 2   研究生出国（境）申请项目运行数据统计

说明：
1）数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上线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1 日。
2）院系审核为二级审核，其余均为一级审核。部分项目走留学基金委，需要等待审批通过后，学校内才能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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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葛泓  刘萍  朱斌

中国人民大学 2004 年 9 月首建一卡

通系统。系统定位为两大功能： 校园身

份信息认证功能和校园金融消费功能。

系统采用“一网／一库／一卡”的

一体化系统设计，建立校园卡专网、校园

卡管理平台和校园卡应用平台作为支撑平

台。采用开放兼容的技术路线，立足支撑

平台，开放应用接口，兼容多家产品。

卡片采用 TYPE B 型 CPU 卡，并结合

部分第二代身份证的防伪印刷技术和指纹

载入技术。卡片内设计采用目录管理，多

钱包管理。

主要应用包括：餐饮、水控、缴费、

小额消费、门禁、电子注册、会议签到、

图书借阅以及看病挂号等。

同时，学校为一卡通管理运行提供了

机构和职能的配套。信息技术中心，财务

处和一卡通授权点。信息技术中心负责一

卡通系统的规划建设，管理服务。财务处

设立一卡通财务结算中心，负责结算、对

账以及金融规范。一卡通授权点分别设在

学生处，人事处，财务处，图书馆，后勤

集团，校医院，保卫处，负责相关应用的

管理运维，身份权限管理和信息管理。

一卡通系统现状

近三年我校每年的发卡总量接近 2.3

万张，包括新办卡约 1.2 万余张，补办卡

约 1.0 万余张。

我校一卡通系统拥有独立的加密系统

对卡片进行初始化，一卡一密。

1. 结构

卡片采用的是符合《ISO/IEC14443-

TYPE B 国际标准》及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的

CPU TYPE B 卡，卡片操作系统（COS）

具有多重认证方式。允许多重密钥管理模

式，具有严密的密匙算法保护，读取时通

过非接触式感应 , 传至读写器。

一卡通系统采用金融数据与非金融数

据严格划分的结构设计。非金融数据包括

身份认证信息、人员和部门机构信息等统

一来自数据共享交换中心，金融数据来自

一卡通应用平台。

一卡通网络结构采用专网和校园网两

层结构。

在校园卡系统网络结构设计上，建立

金融消费类校园卡专网。校园卡系统信息

查询则使用校园网。在校园卡系统终端设

备接入网络设备的结构设计上，划分为支

付交易专用网络设备、身份认证专用网络

设备两个层次，使校园卡支付交易功能子

系统严格遵循银行业务系统规范，具有高

安全性、可靠性和实时性。

在校园卡系统业务运作的结构设计

上，采用三级平台的业务运作结构，即银

行一级平台、校园卡管理结算中心二级平

台和各分管理中心三级平台，充分保证系

统的实时性和对业务扩展的支持能力。

在校园卡系统的运行模式设计上，设

计实时通信和非实时通信两种方式。联网

时，系统以联机通信方式进行，各种数据

自动交换，网络一旦出现故障，卡片及具

有联网 / 脱网自适应能力的终端设备仍可

以脱网正常使用，保证联网 / 脱网模式的

两用性和兼容性。

一卡通升级改造再定位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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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

餐饮消费：使用一卡通大钱包，终端

设备同时支持 CPU 卡与光电卡。

水控消费：使用一卡通水控小钱包，

遗 失 金 额 不 补 回， 同 时 支 持 CPU 卡 与

M1 卡。

门禁：除学生宿舍的门禁系统外，校

内不同的办公楼宇、不同单位都安装有各

自的门禁，所有这些门禁系统都是采用一

卡通信息管理系统的第三方标准接口进行

对接。

图书借阅：自助借阅系统采用的是

3MTMRFID 标签（SelfCheckTM）技术，

刷卡借还书。

机位管理：在“机位管理系统”机上

刷卡，登录计算机认证后，可以免费使用

计算机。

座位管理：使用一卡通在图书馆的触

摸屏一体机上刷卡选座、取号，即可使用

与号码对应的座位。

自助打印、复印、扫描：使用一卡通

刷卡打印、复印或扫描，结束后扣除所需

金额。

看病挂号和缴费：在校医院的自助

挂 号 机 上 刷 卡 交 费 挂 号， 刷 卡 缴 纳 医

药费。

电子注册：学生通过自助终端读卡自

主完成注册操作。

报名缴费：四六级报名缴费、交网费、

公交卡办理缴费。

会议签到：通过读卡实现与会人员的

签到，签退，请假等考勤情况。

班车：校内班车的车载 POS 消费机

上刷卡，支付乘坐班车的费用。

商户的收费：校内超市等商户刷卡收费。

升级改造重点解决的问题

我校一卡通系统在2004年建立之初，

设计的思路为提供统一接口，开放兼容不

同厂商的不同设备和应用，不被一家厂商

绑定。这是一个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非常

好的设计思路。随着技术以及外围设备的

发展，接口机制和设备兼容机制需要及时

升级改造，否则就会出现兼而不容的问题。

以下问题就是典型代表：

新旧批次卡的读卡问题

典型现象：

1. 一张卡在 A 处可读，在 B 处不可读；

2. 同一个设备可以读卡 1，但读不了

卡 2。

举例 : 明德楼办公室门禁只能读旧卡

（2004~2007 年发出的双界面 CPU 卡），

校医院自助挂号机只能读新卡（2007 年

后发出的单界面 CPU 卡）。 

脱机运行和黑白名单同步问题

设备脱机运行管理过于松散（48 小

时或更长），黑白名单同步延迟时间较长，

运行不稳定。

典型现象：

1. 已在主系统挂失的卡，有时在子系

统中依然有效，可以消费；

举例 : 食堂餐饮系统有时脱机时间长，

不能及时接收名单信息；名单传输运行不

稳定，不能保证名单准确到达或生效；

2. 在主系统中新开或补办的卡片，在

子系统中较长时间内不能识别；

举例：明德楼通道闸机有时不识别

补办卡，名单信息交互不能同步；图书馆

24 小时候才能识别卡信息。

自助设备问题

典型现象：

1. 只有自助圈存机一种自助设备，且

支持绑定中国银行或工行银行银行卡；

2. 使用陈旧的 XP 系统，漏洞很多；

3. 电源及网线暴露，用户可以自己插

拔； 

4. 配件损坏率高，维修周期长；

5. 配件（触摸屏、读卡设备）使用体

验差；

6. 自助挂号看病设备不能兼容新旧卡

片的读卡。

发卡流程复杂，制约性较大

典型现象：

1.只能全部通过现场打印形式制作卡片；

2. 只能绑定银行卡后才能发卡；

3. 只能使用几款特定的证卡打印机进

行制卡发卡；

4. 不能使用卡片替换方式进行换卡；

5. 有些权限的更改必须现场写卡；

6. 挂失卡 48 小时后才能补办。

升级改造的重点内容

1. 支持即时补卡（立等可取），卡内

余额可以在圈存机或 POS 机上领取；

2. 支持自助补办卡，通过灵活的方式

缴纳补办卡手续费；

3. 支持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进行校园

卡圈存，圈存金额能在圈存机或 POS 机

上直接领取；

4. 支持从校园卡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

缴纳各类费用（上网费、报名费，学生宿

舍电费等）；

5. 结合手机 APP 应用，改良原有的

电子注册功能；

6. 提升对自助打印、挂号、存取包等

功能的支持；

7. 圈存机支持相关卡业务的信息查

询，并同步实现相关的 APP 应用；

8. 改造会议签到系统，支持多种身份

识别形式，实现移动签到；

9. 增加场馆管理和体育测试管理；

10. 建立门禁统一管理平台；

11. 支持 NFC 手机一卡通；

12. 兼容系统，必须保持数据传输的

实时性和一致性；

13. 建立数据统计分析中心；

14. 重点开发移动端应用，增强用户

体验。

当前校园一卡通的餐饮收费、门禁、

图书管理等传统功能的应用已经非常普

及，相关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随着移动终

端应用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校园卡应

用的模式也正在经受挑战。身份认证、无

卡支付以及手机 NFC 功能，将会冲击校

园卡的传统应用模式。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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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晓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

从 2011 年正式启动数字化校园的建设，

前期花了大量的时间将原始的数据搬到系

统中，也做了一些流程改造。2014 年，

学校启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对人事制度、

流程进行重新梳理，在梳理的过程发现，

之前“为了管理而上信息化”的理念是错

误的。信息化到最后还是为了服务于师生、

服务于教学科研和学校的决策。因此我们

也开始进行新的调整，先借助科室内部的

流程梳理，然后了解需要怎么为教师服务，

再根据这个理念完善信息化。

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推进情况

南航于 2014 年 9 月正式启动人事制

度改革，经过多次的梳理总结，明确了

人事制度改革有五项任务：一是传统的

人事管理向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改变；

二是创新人才引进培养机制；三是改革

岗位聘用制度；四是完善教职工考核评

价机制；五是改革薪酬分配制度。

具体的改革举措是围绕“重视人才、

强化岗位、激发活力、学院主体”的思

路。重视人才就是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为重点，健全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引培

体系。现在每个学校都非常重视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南航从 2014 年 9 月开始，

在高层次人才引培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实施“3135

人才计划”、设立人才发展基金、实施

“长空学者”计划、实行预聘制和先上

岗后评审制度、加强外籍教师引进力度

等。强化岗位就是建立学术导向的岗位聘

用制度，分类管理，评聘分离。南航目前

已经进行了两轮的岗位评聘，2017 年将

进行下一轮聘岗将实现上岗条件有基线，

任期考核有目标，“真刀真枪”地进行考

核、签合同，聘期考核不合格的将降聘或

转聘。激发活力是要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开

发模式，采用多种用工方式，人员能进能

出，岗位能上能下，在分配过程中重点发

挥绩效工资的激励效应，构建以岗位绩效

工资制为主体，年薪制、项目工资制等多

元并存的收入分配体系，激发全体教职工

的活力。学院主体就是要树立“院办校”

理念，在学校规划牵引和绩效评价约束的

前提下，给学院更多的权利，释放自主改

革动力，包括教师聘用、评价和分配等，

以学院为主体开展人事制度改革。

人事处自身的改革

为了做好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本着“转

变观念作风、优化组织结构、夯实传统服

务、拓展资源开发”的原则，人事处功能

进行自身调整，将目前工作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综合计划管理。主要加强计

划管理和政策研究。以前科室里有些政策

研讨或者出台文件的时候，一般都是各科

科长负责。现在将政策研究等工作全部划

归到综合计划管理板块统筹。

第二类：人力资源开发。主要负责加

强高水平师资的引培。这个板块专门负责

人才的引培，特别是负责高层次人才的引

进、培养和日常服务，不会处理其他的政

策和事务型工作。

第三类：公共基础服务。主要负责提

高人事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包括传统的服

信息化助力人事制度改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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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开证明、报到等日常基础工作。

为了适应人事处新的板块功能调整，

学校必须重新整合资源、梳理流程、减少

重复性的耗时工作，减少工作量、提高效

率，所以更需要借助信息化来完成工作。

信息化如何助力人事制度改革

目前高校传统的人事工作面临转型压

力，如果现在还是按照传统的人事工作做，

就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进行转

型。转型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在业务模

式方面，要让人事工作者“腾出手”。从

传统手工作坊向现代化机器时代转变，这

样，人事相关管理者就不用天天核对材料，

教职工更方便，不用重复填信息。在业务

协同方面，要把人事工作者从大量统计工

作中解放出来。院校之间、科室之间协同

关系需要转变，数据要共享、信息要对称、

职责要清晰。每个相关科室必须自己去维

护信息，不同的业务权限也要开放给相关

科室和院系。在科学决策方面，要告别“拍

脑袋”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信息化的

建设为教师服务是一个层次，为教育科研

服务是另外一个层次，最终还要为校领导

的决策做服务。

现阶段我们对信息化的要求分为三个

方面：第一方面是人的管理，要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人事工作向现代人力资

源开发转型；第二方面是业务的管理，要

加快推进信息互联互通和业务优化重组；

第三方面是机制的管理，要建立与现代人

力资源相匹配的人才发现机制、薪酬激励

机制、成本核算机制以及效益分析机制。

人事信息化需做好顶层设计。南航

的信息化顶层设计现阶段也有了基本的模

型，拟建立三个基本信息库，分别为业绩

库、人员库、薪酬库，目前已经建立了人

员库。业绩库还需要科研部门和教学部门

一起配合来完成，教学部门有现成的系统，

系统打通就可以完成，科研部门目前还在

进行系统建设，后面很快就能完成业绩库

的建设。薪酬库还主要依托于劳资科。建

立三个数据库之后，再搭建三个平台：网

上服务平台、评估评价平台、网上人员招

聘平台。这三个平台做好之后就需要考虑

为决策做好支撑作用。决策又分为四个模

型：人才评估模型、薪资核算模型、成本

控制模型、效益分析模型。

做好信息化工作有一些必备条件。想

要做好信息化实际上很难，会有各种各样

的压力或者阻力。从“Excel 表格”变成

系统，很多人会反对，他们觉得增加了工

作量，也觉得被定了规矩。这个过程中的

心得是：首先这一定是个“一把手”工程，

如果分管领导不支持，那么整个过程做起

来非常痛苦。其次，要组建精干的队伍。

至少有几个科的科长跟进这件事情，因为

学校个性化的需求和技术的发展问题，我

们想做的内容和实际的建设效果会有差

异，所以必须要有人来进行跟踪和及时修

正，否则后面使用会不顺手。最后，可以

适当寻求外包技术服务。我们毕竟不是技

术人员，不了解技术发展情况。

南航人事处建立了人员库，建立时本

着“大而全”的理念，只要能够查到的纸

质的内容全部电子化，我们先录入数据，

再进行核对，最后再往数据库里导入，这

样数据库里的基本数据非常完整。到目前

为止，包括个人职称经历、学习经历、工

作经历、校内调动经历、党政职务任免信

息等数据都实行了电子化。我们一直坚持

的是一些信息要提供照片支持，一方面可

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可以省去

老师重复提供证明材料。

未来，学校将从两个方面继续做好人

事信息化工作，首先是要基于服务化理

念，构建校级统一的大的人事服务平台，

实现全校流程整合；其次是对现有数据

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为决策支持提供依

据。

（作者单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文由 2 个基金项目支持：2013 年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基金项目资助，

No.NHDJ2013B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资助，No. NR2015057）

日前，锐捷发布了 DDI 产品。DDI

产品管理 DNS、DHCP 和 IPAM。

锐捷网络网关产品事业部产品经

理尚家川介绍说，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虚拟化、物联网带来 IP 爆发式增长，

DNA/DHCP 的可靠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IP

地址管理需要可视与自动化，而不再是

人工维护 Excel。

在这之前，管理员往往是通过路由

表修改来实现相似功能，但过程比较繁

琐。“我们认为，专业的事情应该由专

业的设备来做。这也是我们研发 DDI 的

初衷。” 

对于高教来说，DDI 可以用于很多

应用场景。第一，DNS 智能管理。由于

互联互通的问题，师生们访问网络时不

能智能地判断网络的归属运营商，所以

总是存在着网络访问慢的问题，而锐捷

DDI 能够智能地判断用户是从哪个网络

发起的并把用户带到最快的那条网络，

使得网络访问速度大为增加。第二，与

计费系统 SAM 联动，DDI 会基于 SAM

所存储的用户信息来做智能的 DNS 调度。

第三，基于 URL 的 DNS 调度，使得网

络的负载均衡能很好地进行。第四，热

点网站加速，二八定律同样适用于网络

访问。“如果把 20% 的热点网站访问体

验提升的话，那整体的校园网访问速度

就会提升上来。锐捷 DDI 会定期生成一

个热点网站列表，然后智能地去探测这

些网站路径，让上网体验提升。”尚家

川说。

总体来看，锐捷 DDI 的优势是：第一，

软硬一体，即买即用，省去麻烦的安装

工作；第二，统一直观的 GUI 管理界面，

便于集中维护管理；第三，双机热备机

制，宕机切换；第四，服务不中断，设

备自身防攻击，服务更安全可靠；第五，

可视化 IP 地址管理，提高运维效率。

尚家川介绍说，锐捷的 DDI 产品

特点综合起来是两点，第一，极致智能

的 DNS；第二，极简的 IP 运维管理。“目

标是要创造最快的网络访问体验，以及

最佳的链路负载均衡效果。”

锐捷DDI：让网络访问更智能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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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高校各业务管理系统经过多年的运行和使

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包括大学生在校期间

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详细数据，其中部分

因素对就业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可以利

用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处理得到海量数据里

面蕴含的有价值的数据。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针对大学生就业

过程中亟需提高就业服务质量，提升就业

数据的信息价值问题，以及大学生就业之

前的求学过程中有利于就业的个性化发展

问题，建立影响因素的数学模型，并用于

就业工作的改进，包括就业时根据个人情

况的就业方向和就业单位的个性化建议以

及求学过程中根据个人就业意愿对个人发

展的建议等。

数据收集

1. 数据的收集范围

本文以大学生就业为研究对象，最

终要根据建立的数学模型对学校就业政策

提出建议，对大学生就业和就业前的发展

提出建议，所有与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在

收集的范围之内。收集的数据经过处理之

后，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因素作为主要研究

对象。另外，在此过程长期的运行中，各

因素的影响程度会有所变化，建议也要随

着实际情况而动态变化。

各相关数据存在于学校不同部门的业

务系统中。其中招聘信息和学生就业信息

在学生就业系统中，学生基本信息、成绩

等信息在学工和教务系统中，校园卡消费

信息在财务系统中，图书借阅信息在图书

馆系统中，学生日常上网信息在网络计费

系统中，学生科研信息在科研信息系统中。

2. 数据的收集和存储

由于各个业务系统都是相对独立的，

所以数据不仅是分散的，其记录方式和格

式也都各不相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

建立数据中心，再将数据中心的数据库与

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库对接，实现数据的

同步，将分散的数据复制到数据中心统一

存储，并在同步的过程中建立好对应关系，

在数据中心的数据库中按照便于处理的形

式进行存储，例如：同一字段在不同的业

务系统中其存储格式是不同的，那么数据

中心会指定一种标准的存储格式，并在数

据库同步的过程中将不符合标准的数据进

行对应的格式转换。

数据处理

搜集的数据将作为数学模型的输入和

输出进行运算，数据的质量好坏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数学模型能够优化到的程度的

高低，所以在进行计算之前，要对数据进

行质量的优化即数据清洗和数据规范化。

1.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就是把“脏”的部分数据“洗

掉”，发现并纠正数据文件中可识别的错

误的最后一道程序，包括检查数据一致性，

处理无效值和缺失值等。数据仓库中的数

据是面向某一主题的数据的集合，这些数

据从多个业务系统中抽取而来并包含历史

数据，有的数据是错误数据、有的数据相

互之间有冲突，此类错误的或有冲突的数

据称为“脏数据”。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

把“脏数据”“洗掉”，这就是数据清洗。

不符合要求的数据主要是有不完整的数据、

错误的数据、重复的数据三大类。

2. 数据规范化

数据规范化包括数据数值化和标准化

两步，先对非数值部分的数据进行数值化

处理，然后再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的数据作为数学模型的数据基础。

3. 数据数值化

数据数值化顾名思义是针对那些不是

以数值来存储的数据，要将其以一定的规

则转换成数值，方可作为数学模型的数据

基础，便于进行计算。例如就业结果数据

的数值化过程见表 1，对于不同的指标分

别将其非数值的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一一

对应成为数值，数值并不代表何种实际意

义，只是为了便于运算。

4. 数据标准化

在多指标评价体系中，由于各评价指

标的性质不同，通常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

量级。当各指标间的水平相差很大时，如

果直接用原始指标值进行分析，就会突出

数值较高的指标在综合分析中的作用，相

对削弱数值水平较低指标的作用。因此，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原始指标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例如某门课程的成绩 t1 取值范围是从

0 至 100，另外一门课程成绩 t2 的取值范

围是从 0 至 150，在直接使用数据进行运

什么影响学生就业：大数据模型告诉你 

单位所在城市 单位类型 ……

原始数据 数值化 原始数据 数值化 ……

北京 1 高校 1 ……

上海 2 互联网公司 2

广州 3 公务员 3 ……

…… …… …… …… ……

表 1  数据数值化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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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时会造成权重的不均衡，所以按公式 1

进行处理得到 t1' 和 t2'，其取值范围都是 0

至 1 且代表某成绩样本在取值范围中所处

位置高低的百分比。

应用公式： t'=t/(tmax-tmin) 

就业影响因素数学模型

1.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使计

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径，它研究了计算

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

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

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在本文中，

机器学习利用了计算机的高性能和大数据

处理的优势，模拟人类对指标的评判，经

过不断的优化和迭代从而建立指标体系，

并据此进行智能推荐。

2. 遗传算法优化的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是对人类大脑的一种物

理结构上的模拟，即以计算机仿真的方法，

从物理结构上模拟人脑，以使系统具有人

脑的某些智能。

遗传算法以生物进化过程为背景，模

拟生物进化的步骤，将繁殖、杂交、变异、

竞争和选择等概念引入到算法中，通过维

持一组可行解，并通过对可行解的重新组

合，改进可行解在多维空间内的移动轨迹

或趋向，最终走向最优解。它克服了传统

优化方法的缺点，是一种全局优化算法。

基于遗传算法的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

原理是用遗传算法对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值

进行优化学习，利用遗传算法的寻优能力

来获取最佳权值。由于遗传算法具有鲁棒

性强、随机性、全局性以及适于并行处理

的优点，所以被广泛应用于神经网络中。

对于本文研究的大学生就业影响因

素的指标体系，为基于遗传算法的神经网

络模型准备数据基础，首先要明确政策可

控类数据和个人可控类数据以及学生就业

结果数据。其中，政策可控类数据是指政

策的制定和管理者可以进行调控的数据类

别，个人可控类数据是指个人在发展和规

划中可以进行改进和控制的数据类别，学

生就业结果数据是指不可直接进行改变

的学生就业结果类数据。本文建立数学模

型并研究大学生就业因素，最终目的在于

利用对可控类数据的调控和改进，对不可

直接改变的就业结果类数据进行间接的影

响，帮助广大学生实现更好的就业目标。

3. 数据模型的建立和优化

数学模型的建立如图 1 所示，对政策

可控类数据、个人可控类数据以及学生就

业结果数据分别进行数据清洗和数据规范

化处理，得到的结果数据分别作为核心算

法的输入和输出，其中数据清洗的目的是

为了将异常数据过滤掉以提高整个系统的

运算准确率；数据规范化则包括非数值数据

数值化、数据标准化等过程，规范化得到的

数据作为核心算法的输入，规范化做得越好

则核心算法的效率和准确度也会更高；核心

算法是由遗传算法优化的神经网络模型。

核心算法数学模型的建立和优化是以

这三类大数据为基础的，利用大量的数据

样本作为输入和输出来进行训练得到相对

比较成熟的数学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在

输入新样本时得到非常接近实际数据的输

出结果。为了保证核心算法数据模型的高

准确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大量新数据的

获取，需要不断地用新样本数据去继续训

练以得到更加优化的数据模型并达到更高

的准确率。

其次，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根

据学生就业方向和个人要求的不同，确立

学生就业结果数据中的若干种标杆数据，

标杆数据的确定并不是选取某个样本，而

是综合考虑每项数据指标得到的理想的学生

就业结果数据，同样经过数据清洗和数据规

范化得到核心算法的若干标杆输出数据。

再次，对于某个样本，在将其各项

指标数据输入核心算法后得到的输出数据

一般是偏离标杆输出数据的，通过对样本

输入的多个数据进行变化试验，得到如何

改变输入才能更加接近目标的标杆输出数

据，在此过程中，通过单个指标数据变化

而保持其他指标数据不变的试验可以用来

判定哪些指标更能影响输出结果，以此为

依据选取用于向用户建议的指标项。

最后，通过数据规范化的逆运算得到

输入数据所对应的两类可控数据的变化建

议，再提供给被建议者。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模型在不断的迭

代和优化，在其中某一时间被选取的个人

可控类数据可能包括：每月图书借阅数、

每周到食堂早餐次数、每月逃课次数、每

学期各科成绩以及参加课外活动的次数及

类型等数据，选取的政策可控类数据可能

包括每年举办就业创业培训讲座的次数、

对逃课行为的处理严重程度、对成绩提高

的学生设置奖励的情况等数据。为了更好

地利用机器学习运算客观准确的优势，将

人为主观判断造成的不准确影响降到最低，

在选取影响因素的过程中也要先考虑尽量

多的因素，然后根据机器学习的运算结果来

筛选，而不是按个人的印象来决定选取哪些

不选取哪些，如此整个系统就能更加高效准

确地运行起来并不断地自我优化，同时提供

越来越符合实际且效果好的建议。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图 1  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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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图书馆移动服务应用现状

自从 2003 年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率

先开通手机短信服务后，国内高校图书馆

在移动信息服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

2007 年以来，开通移动服务的国内高校

图书馆越来越多。特别是 2011 年以来，

国内高校开通移动图书馆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期，服务内容和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

变化。

根据 2013 年进行的一项针对 110 家

“211 工程”高校的调查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共有 62 家“211”高校图书馆开通

了移动服务，所占比例为 56.4%。其中 59 家

开通了“移动图书馆”服务（专指 WAP 或

客户端方式），51 家开通了短信服务（其中

3 家图书馆只开通了短信服务）。WAP 服务

方式是图书馆提供移动服务最主流的方式，

有 57 家。提供 Android 客户端服务的图书馆

有 41 家，提供 iOS 客户端的有 38 家。

截至 2015 年 4 月，在 39 所“985 工程”

高校中，提供移动客户端服务的已有 38

所。部分高校图书馆对于移动图书馆建设

非常重视，与某些软件公司合作建设了以

学校名命名的专用图书馆 APP，并且都分

别有相应的安卓客户端和苹果系统客户端

的下载。

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展与普及，

许多高校图书馆也纷纷开通了微信服务。

2015 年 4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14 所“211 

工程”高校中，涉及 25 个省级行政区的

78 所高校图书馆已开通了图书馆微信平

台服务，开通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3~2014

年间。其中 18 所高校图书馆微信只有消

息推送，其余 60 所高校除了推送消息外，

还有其他模块服务功能。

在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的移动服务

中，有以下几家较有代表性：

1. 清华大学移动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从 2006 年起开始移

动图书馆方面的研究，2007 年推出第一

个移动服务——流通通知短信服务。而后

又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1 年承担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无线广域网的

移动数字图书馆实现和服务机制的若干关

键问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用户

体验的移动数字图书馆服务整合与系统集

成”，全面开展了清华大学移动数字图书

馆系统（Tsinghua University Wireless and 

Mobile Digital Library System，TWIMS）的

建设。

几年来，一系列支持学术资源检索和

全文阅读、馆藏书目查询和预约、培训讲

座通知等功能的移动服务相继上线，供师

生随时随地地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目前清华大学移动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有：

（1）短信服务。读者在无法通过电

脑上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查询

个人的借阅信息，并进行图书的查询、预

约 / 取消预约和续借等，还可以通过短信

接收图书馆主动发布的各类信息。

（2）彩信服务。电子期刊最新信息

彩信推送服务提供《清华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Nature》等 132 种电子期刊

的最新文章信息。读者经由移动图书馆系

统 (TWIMS) 的 Web 平台完成期刊订阅后，

可定时接收到包含最新文章信息的彩信。

（3）手机网站。手机网站兼容多种

移动设备浏览器，提供本馆资讯、馆藏目

录查询、个人借阅信息查询、馆藏预约及

续借、馆藏地图、电子资源检索和全文阅

读等多个模块。

国内高校移动图书馆现状及发展趋势

编者按

现在，国内移动图书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服务内容和方式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同时，许多图书馆正在积极

地寻求合作，它们与网络服务商、数据库提供商、专业信息服务公司进行跨界合作，让用户使用多种不同来源的资源与服务

时有一致的用户体验。

国内高校开通移动图书

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期，服务内容和方式也

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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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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 户 端 应 用。 伴 随 iPhone、

Android 等智能移动设备在读者中的普及，

图书馆客户端应用陆续推出。目前提供

iPad、iPhone 和 Android 三种版本的客户端，

使用客户端应用可以检索、阅读到图书馆

各类资源，并可查询到个人借阅信息、图

书馆热点报导，实现预约等功能。此外还

有学生开发版本的 Android 客户端，支持馆

藏目录查询，SCI、中国期刊网等 10 个电子

资源数据库检索，个人借阅记录查询等。

（5）音视频服务。为了给读者提供

丰富多彩的应用和资源内容，图书馆以手

机等移动设备为平台，推出“图书馆原创

视觉空间”。这是一个基于“智能适应流

技术”和“元数据技术”实现的数字资源

共享管理系统。它将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

进行统一定义和管理，为移动用户提供检

索和在线播放等服务。

（6）移动服务新体验。智能聊天机

器人（小图）、图书馆微信（Thu-lib）等

移动服务陆续上线。智能聊天机器人“小

图”可以与用户聊天，提供图书馆知识问

答、查询馆藏图书、查询百度百科的服务，

并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微信平台 Thu-lib

可以定期发送“清图微报”（内容包括“水

木华章”、“清图快讯”、“新书放送”、

“特藏组曲”等），并支持指令式互动查

询图书馆 FAQ，书展、讲座等热点消息，

馆藏、个人借阅情况，热门期刊最新文章，

以及文科馆座位实况。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WAP 网站

2005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了“短

信提醒”服务，包括图书催还和预约到书

提醒。2009~2010 年开始对移动终端服务

进行评估与调查，并根据调研结果进行移

动服务平台的开发。2011 年，北京大学图

书馆移动 WAP 网站正式上线，其功能如下：

在即时性服务方面，提供了资源 / 书

目查询、借阅历史、借阅状态、续借 / 预约、

索书号发送到手机、查看全文、短信提醒

（最新公告、预约到书、催还）等功能。

在与读者交互式服务方面，提供了云

笔记、读者建议、微博、文献评论、文献

批注、书签、文献下载、文献共享、电子

刊、热门推荐、期刊导航、论文导航、电

子书导航、图书购荐功能；个性化服务方

面，提供了借阅管理、个人收藏、显示设

置、订阅管理、手机绑定、检索历史、最

近浏览等功能。

在界面和功能方面，目前正在运行的

北大移动图书馆系统平台基本满足北大图

书馆的设计目标：信息资源与移动服务的

高度集成、读者与馆员及信息资源的高度

交互、通过多种移动终端享用图书馆资源

与服务以及访问资源品种涵盖图书馆的绝

大多数数字资源。

北京大学图书馆移动版网站自 2011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截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北大移动图书馆平台注册用户数达

17729 人，流通通知等各类信息推送累计

发送短信 256395 条，书目查询等交互短信

服务共计 218272 人次，移动平台总访问量

1477504 人次。从收到的反馈信息来看，

服务效果理想。

3. 上海交通大学微信平台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 2011 年推出的手

机即时通信软件，具有功能丰富的公共服

务平台接口。图书馆利用微信开展移动服

务有利于将图书馆的各类资源与服务推广

至用户的移动环境中。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在国内较早应用微信公共服务号向师生

提供移动图书馆服务。

上海交大图书馆官方微信服务栏目定

制分为“我”、“思源探索”和“思源速

递”三个一级菜单，从个性化、资源获取、

服务推广 3 个方面进行建设，整合了用户

通过手机等移动端希望获得的图书馆相关

资源与服务：

（1）我：通过身份绑定，集成 ILS、

讲座系统、馆员信息、荐购系统、预约系

统等多个系统的数据对接，随时随地了解

个人信息动态，使得用户能在微信获取一

系列个性化服务。

（2）思源探索：以图书馆资源获取

为主，为用户提供方便移动端获取的学术

资源。此外，利用即时通信软件的实时交

流特点，提供图书馆常见问题以及百科问

答功能。

（3）思源速递：以图书馆服务推广

为主，将用户较为感兴趣的信息资源以简

单的查询和浏览方式展示，体现手机获取

的便利性。

当用户身份信息绑定后，图书馆微信

可以为用户提供各式各样的个性化信息服

务，当获取用户除学工号之外的其他信息，

尤其是用户所在院系、身份（学生或教师）

等深层次信息后，微信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优势则更明显。例如“我的馆员助手”的

作用是：当用户需要得到图书馆帮助时，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图

书馆在国内较早

应用微信公共服

务号向师生提供

移动图书馆服务。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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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时通过微信联系到图书馆为其提供服

务的学科馆员。技术实现上分为两个步

骤：首先将图书馆所有服务于用户的馆

员（例如学科馆员）进行院系分配，甚

至可以细分至服务于教师还是学生；当

用户登录之后即可依据其个人信息提供

相关的馆员信息。

基于手机的微信是一种移动端即时通

信工具，上海交大图书馆官方微信推出了

百科问答机器人，集成各类知识库的实时

应答服务，例如图书馆 FAQ、知识百科等。

机器人具有自主学习功能，馆员可通过与

图书馆微信交互补充图书馆的百科知识，

例如开放时间、借阅规则等各种用户关心

的信息。同样，用户也可以与图书馆微信

交互，提供更多有趣的学习和生活资讯。

上海交大图书馆官方微信自从 2013

年 12 月正式对外服务以来，经过各网站

的宣传和图书馆服务的推广，截至 2014

年 2 月已有 1500 余用户关注。以 2013 年

12 月微信平台的互动交流数据分析，用

户与上海交大图书馆官方微信的互动次数

平均约为 115 次／日；约 19% 的信息交

互来源于学术资源查询，约 9% 的信息交

互来源于个性化信息查询，约 63% 的信

息交互来源于用户的问题咨询，其中 90%

以上是向百科问答机器人提问。

图书馆移动服务的发展趋势

跨界合作化发展

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发展速度非常

快，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需要积极跟踪研

究、及时应用新的移动信息技术。纵观移

动通信技术的大环境，伴随着 CDMA 技

术为主的 3G 技术发展，以 OFDM 为技术

核心的 4G 的通信技术也正在迅速发展，

与通信技术发展相对应，移动终端设备的

发展也非常迅速。

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应加强

与网络服务商、数据库商、专业信息服务

公司的跨界合作，创造出新的复合内容服

务，让用户使用多种不同来源的资源与服

务时有一致的用户体验。这种跨界合作可

以是与搜索引擎、社交网站和其他信息服

务站点的合作，从内容、功能出发；也可

以是与专业信息技术公司合作，从平台、

系统出发。

由于移动终端种类较多，操作系统比

较复杂，再加上图书馆能够提供的数字资

源通常来自于不同的数据库，资源格式并

不统一，所以开发设计一套完整的移动图

书馆系统是有很大难度的。特别是中小图

书馆，仅仅依靠图书馆技术人员参与开发，

困难更大。对于服务平台开发，可以考虑

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特别是一些有数据

资源的数据库商合作。通过与数据库生产

商合作，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移动服务的

同时，还可以借助数据提供商提供的移动

信息资源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

情景敏感的服务模式

在移动环境下，用户所处“情景”

（Context，也称情境）的动态变化特性使

得用户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位置、面临

不同的任务都会有特定的需求。高校用户

与其他用户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信息行

为引发的信息需求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教

学、科研和学习需要。由于这些信息行为

发生在移动网络环境下，更加复杂、多样、

动态，因此在服务过程中融合有关用户的

情景信息，提供情景敏感的信息服务就成

为当前高校图书馆移动服务创新的方向。

情景敏感的信息服务模式是以用户为

中心，将图书馆的信息空间与用户的物理

空间相融合，将图书馆服务嵌入到用户的

活动任务过程中，通过系统自动感知实时

情景知识，结合用户知识管理系统与技术

智能判断用户活动行为及目的，并自适应

地调整系统的服务行为，以满足用户动态

需求的新型服务模式。

图书馆的情景敏感服务可以根据用户

当前所处的情景，提供相应的信息资源，

方便读者在移动环境中快速获取所需资

源。用户持有的手机等移动终端，多是个

人使用，因此便于更加准确地定位和记录

信息使用习惯。利用 GPS 定位等技术，情

景敏感服务可以是位置敏感、时间敏感或

设备敏感。基于正确的情景信息识别，图

书馆系统可以获得用户的信息行为情景，

结合已有的用户知识库，推导出用户的信

息需求。因此，如何挖掘、管理与利用用

户信息，为高校图书馆用户的科研、学习

提供灵活多变的动态信息服务，是高校图

书馆移动服务未来需要解决的课题之一。

根据用户需求，加强个性化服务

当前图书馆移动服务的发展是以用户

需求为中心形成的用户驱动的模式。图书

馆移动服务推出前，对用户需求的调查分

析就是图书馆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图

书馆的移动服务更应该加强用户需求调查

和使用反馈的征集，根据用户需求和反馈，

有针对性地进行移动图书馆建设，以提供

给用户最适合的服务内容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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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个性化信息推送之外，图书馆可以为用

户建立个性化网页，由用户决定添加哪些

常用数据库链接。移动图书馆还应该加强

个性化搜索功能，并能智能保存与收藏检

索结果，方便再次检索。为了防止移动终

端的数据丢失，还可以考虑云存储方式。

如何从用户的需求出发，按照用户

的个性化需要来组合移动图书馆的界面元

素，逐步提升和完善个性化服务，是今后

移动图书馆“应需而变”的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1为国家统计局；2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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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全国各大高校都已建

设了自己的校园网络。随着校园网络应用规

模的不断扩大，网络管理工作任务也越来越

繁重，仅仅依靠高校的网络管理部门已无法

满足校园网用户的需求。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做法是设立校园助

管员的职位，招募学生加入到校园网络管理

工作中。但是部分高校仍存在助管员的分工

不明确、培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网络

故障处理的工作效率不高。针对上述问题，

作者以在云南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任职学生

助管员近一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例，将个

人心得总结成文，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高校网络运维管理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我们通过对云南大学信息技术中心的工

作梳理后发现，需承担的工作主要包括做好

校园网络硬件环境的运行和维护，负责所有

应用系统的使用支持，同时，包括全校多媒

体教室、公共计算机机房、学校办公区域以

及学生宿舍中心区域等重要现代化网络运行

环境的技术管理。

其中，根据用户报告网络故障的描述，

对校园网络运行和维护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

析判断，发现可以将问题分为以下几类：

（1）网络硬件层面：接入层交换机故

障、网络模块和面板老化、路由器配置、网

络线路的更新与维护等问题；

（2）应用系统层面：邮件系统、网络

认证登录系统、E-learning 系统、VPN 系统、

DNS 设置、平台软件的更新与维护、学校各

个院系及部门的网站管理等问题；

（3）用户电脑层面：用户不会新建宽

带链接或者不知道如何进行登录认证、要

求进行小路由器配置、用户未选择自动获

取 IP、或用户的电脑硬件损坏，以及用户

操作不当把电脑网卡驱动卸载或者中病毒

等问题；

（4）用户软件系统层面：用户电脑的

浏览器兼容问题、插件问题、对软件操作不

熟悉、软件设置不当等问题；

（5）教室设备层面：教室的多媒体设

备故障、设备的电源连接有问题、教师没有

按照操作流程使用多媒体设备，以及设备系

统的更新与修复、设备的防盗等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信息技术中心需要

承担的运维管理范围非常广泛，需要解决的

问题多种多样，当有用户报告使用故障时，

有的故障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等远程手段告

知用户操作方法即可解决，有的故障必须到

现场才能解决，而有的故障需要协调多个部

门才能解决。

学生助管员的岗位设定和工作流程

为了解决如上所述的各种问题，做好网

络服务工作，也为了给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勤

工俭学的锻炼岗位，高校校园网络运维中心

对在校的学生提供助管的职位。但由于学生

的专业性、学生自身特性、工作内容的复杂

度、多层次性等因素，高校的网络实施和维

护需要根据工作内容设定不同岗位、并且制

定相关培养计划。这样有助于学生们在网络

运维中心各司其职，可以更好地服务学校并

提高自己，而且对学生们在毕业后步入社会

寻找工作提供了一份更加宝贵而有竞争力的

实习经历。

岗位设定

信息技术中心原来仅设置了网络外勤助

管员一种岗位，通过外勤助管员直接接听移

动电话和记录简要信息。

如果初步判断能通过电话处理，就通过

电话指导用户进行一些简单操作；如果通话指

导行不通，值班老师则根据以往出勤情况，或

者学生的作息时间，派出空闲且出勤次数较少

的学生处理，学生处理完后，外勤学生口头说

明什么情况，并由值班学生做简单的故障原因

和处理人记录。以上方法管理起来盲目且混乱，

而且不便于后期的文档编写和记录查询。

为改进以上情况，提高处理效率，保障

用户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处理和反馈，信息

技术中心设定了以下三个助管员岗位：

（1）现代教育技术工勤岗位：其主要

工作职责是协助岗位教师对多媒体教室、公

共机房设备进行维护；以及配合信息技术中

心教师定期对所管辖的多媒体教学环境、设

备进行巡查；

（2）网络外勤维护岗位：其主要工作

职责是参加信息技术中心服务值班，负责校

园网络使用的日常咨询和问题解答；协助用

户诊断、解决电脑故障；并根据校园网用户

需要，上门解决用户上网问题；以及负责相

应区域网络设备间的保洁工作；

（3）网络运维呼叫中心岗位：其主要

职责是针对用户来电反馈，对用户的校园网

使用日常咨询和问题进行解答；根据用户来

电报修的问题，在通话中协助用户诊断并解

决电脑故障；记录用户报修的网络故障，并

报送于外勤人员、将故障处理信息进行反馈

和登记；实时监控校园网网络设备及运行情

况；并将报修问题记录、整理、归档。

设立呼叫中心助管员的岗位之后，通过

高校网络运维管理中
对学生助管的岗位设定及培养

文 / 姜琪   张月芬  李晋芳  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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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合理的工作流程，能够明确地、快速地

解决每位校园网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对上网帐号管理、VPN 设置、服务器等

各个方面问题分工明确，并制定对应的处理

方式，使得运维流程更为规范；最重要的是

将报修电话转交给呼叫中心，工单处理记录

统计管理记录，从运维工作中直接剥离，减

轻外勤工作人员的负担，能够让外勤人员更

加专注于网络故障的处理，服务流程更为专

一、简洁；并且将故障信息整理在案，更有

助于未来在工作中的数据统计。

工作流程

由此三个岗位的确定，就更加清楚的划

定每位助管员的工作任务，并且在运维中逐

渐形成一定的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①报修：首先当校园网用户在使用网络

出现问题时，拨打呼叫中心的指定电话，呼

叫中心助管员将问题记录在案；

②派单：在校园网运维中心的公共服务

微信群中，呼叫中心助管员将进行故障单据

的派发，并将故障信息录入单据系统；

③处理故障：当外勤助管员在公共服务

微信群中收到派发单据后，外勤维护岗位的

助管员将依据自己的工作范围进行就近选择

接单，然后回电给用户，确认时间和地点，

最后在适当的时间上门查看并维修；

④反馈：当用户的网络维修完毕，外勤

助管员需要反馈呼叫中心助管员处理结果以

及故障解决方式；

⑤回访：呼叫中心的助管员将根据外勤

助管员的反馈，将故障处理结果进行记录、

整理、归档，并适时回访用户即表示完成该

单据的处理。

规范的流程让工作中的每个环节紧紧相

扣，使助管员各守其职，充分发挥各自工作

能力，合理分配资源，从而使得工作更加安

全、准确、高效，达到省力省时的目的。

学生助管员的培养工作

在岗位设定之后，助管员们的工作内

容包括电话沟通、派单、上门检查并维修、

统计归档、分析数据、上报等，这些直接考

验助管员的专业能力，以及助管员之间的互

动和协作。此外，校园网络维护确实需要学

生助管员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网络管理专业知

识。因此，如果不经过上岗前对网络故障处

理做针对性的培训，新聘用的学生网管员很

难在短时间做好各岗位所要求的工作。

培训内容

为了使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加专业，

对即将上岗的助管员分别安排岗位，并对其

工作进行职责培训，内容如下：

（1）在入职之前，所有助管人员将通

过两个小时的网络管理与维护基础知识培

训：包括网络故障的原因、交换机配置、使

用测试仪对网络线缆进行检测的方法、常见

网络命令的掌握、校园网常见故障讲解等；

（2）所有外勤助管员在职期间，将由

有经验的网管员担任小组组长，通过“以一

带多”的方式进行实践培训；

（3）在呼叫中心工作的助管员将通过

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主要包括专业的话术培

训、服务内容培训、沟通能力的培训、电话

录音总结培训、以及简单网络故障处理方法

的基础技术培训等。

培训注意事项

要使高校校园网络更好的建设和发展，

一定要考虑长远，建立完善的体制，使助管员

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都有更广阔的提高空

间。因此，培养方面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在值班时间的安排和接单派单的

任务安排上，要以学生在校内所修课程为主，

一定要将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排在助管员工作

之前；

（2）助管员每次出外勤修理网络故障

将给予相应的奖励，考虑福利待

遇的提升，要充分调动起学生们

的积极性；若出现原则性的问题，

则进行批评和指正，使得助管员

更懂得责任和担当。 

培训的优势和意义

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内容的培训，

上述培养方案或计划的实施体现出如下优势

和意义：

（1）基础知识的培训可以使助管员了

解不同区域校园网的接入方式等，并且在遇

到各种网络故障时快速进行排查并找到解决

办法；

（2）通过实践培训可以使新人在实践

中学习到除理论知识以外的内容，并且通过

动手能力的培养可以更高效地处理问题；

（3）呼叫中心的专业培训，能够帮助

每一位助管员以专业的态度和规范的流程进

行学习和工作；

（4）部分助管员并非来自于信息学院

或者软件学院的学生，因此在担任助管员时

期，保证每位助管员在校期间不仅可以学到

本专业的知识内容，还可以更好地学会网络

与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更加有利于学生丰

富自己的知识框架。

综上所述，通过合适的培养方法、工作

制度可以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提升工作者

的工作能力，合理的岗位分配可以使得整体

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有所提高。

通过在云南大学信息技术中心近八个月

的助管工作，明显体会到岗位设定和培训模

式给信息技术中心带来的增益和效果。经统

计分析得出：校园网用户的满意率已经逐渐

提高。上述的岗位设定和培养方式具有非常

好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该模式不仅可以为学

校建立一支优秀的学生助管队伍，对校园网

络的建设、维护，校园网络文化的宣扬，更

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通常，各大院校的校园网络面对的问

题与上文描述可能相同或相似，因此，为

解决这些问题而列举的岗位设定和培养方

法也许具有综合性、普遍性，适用于各大

院校。当然，各大高校也需要结合自身的

环境、文化、资源等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

扩展更符合自身特性的岗位或培养方式，

如此才能建立、维护好校园网络，并使之

更有效地服务于用户。

（作者单位为云南大学）

校园网用户

①报修

⑤回访

②派单

④反馈

③处理故障

呼叫中心 外勤助管员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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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教育逐渐被认

为是大数据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有人大胆地预测大数据将给教

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大数据技术允许中小学和大学分析从学生的学习行为、

考试分数到职业规划等所有重要的信息。许多这样的数据已经被诸如美国国家

教育统计中心之类的政府机构储存起来用于统计和分析。新的一届毕业季到来

的时候，哪些大数据值得我们关注和合理地利用呢？

毕业季，看“行家们”如何玩转大数据

华中科技大学《光阴的故事》

全国首推大数据个性化的毕业礼物

点评：当前，高校大数据研究主要是利

用数据进行学业预警、贫困生鉴别、失联预

警等，主要是面向管理者，为管理服务，学

生们很少有直观的感受。华中科技大学近两

年个性化大数据的实践，通过数据理出学生

在校期间生活和学习的主线，并放在一个故

事化的场景里来叙述，引起了众多毕业生的

共鸣。

6 月 8 日，一封名叫《光阴的故事——

致某某》的电子信件和截图在华中科技大学

毕业生的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每一位即将

离校的学子只要打开链接，输入自己的校园

账号就能获取在校期间的学习，读书，餐饮

等各方面数据和收获。

“四年期间，65 门必修课，7 门公选

课，70 位任课老师……”“四年里，你偏爱

集锦园食堂，消费金额位居榜首 1014.75 元

……”看到这些在华中科技大学留下的痕迹，

毕业生纷纷表示感动和温暖。

此套针对学生个性化服务的大数据系

统，由华中科技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推出，

并已成功上线，作为送给 2016 届毕业生的

一份特别礼物，为学子勾勒出校期间生活的

立体图景。自 6 月 8 日下午 17 时开放至 9

日上午 8 时，仅通过系统推送通知统计，阅

读 23288 次，10622 人阅读。

该校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王士贤

介绍，《毕业生大数据——光阴的故事》由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在 2015 年

第一次推出，今年在教务类数据的基础上还

增加了毕业生的借书、进出图书馆，党员

组织发展，校园卡刷卡，计算机等考等相

关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学生日常登录 HUB 系统

或者使用校园卡时留下的，临近毕业之际，

HUB 系统将数据整合，以毕业礼的形式献给

毕业生。从学生入学开始，到毕业离校，用

数据描述了他们在校期间的经历。包括生源

地、在校班级、转专业、学期注册、所修课程、

授课教师、加权平均成绩、四六级英语成绩、

奖助学金、科研成果、荣誉称号、访问华中

科技大学教学信息服务平台、计算机等级考

试、校园卡消费、食堂、校内超市、校车、

图书馆借书和门禁、党员发展历程等情况，

用数据和场景故事逐页展示出来。

该系统还根据学生注册积极程度，对部

分学生授予了注册神人、注册牛人和注册达

人的称号；根据成绩在专业的排名，授予了

学圣、学神和学霸的称号；根据在图书馆的

借书数量排名，授予读书达人称号。一些同

学将自己荣誉称号晒到朋友圈，引得大家纷

纷点赞。

厦门大学“圕·时光”

大学四年你是吃货还是学霸 厦大晒出毕

业生大数据

点评：这份充满了关怀的礼物激起了不

少学生的情怀。有趣的是，不少人将“圕·

时光”的“圕”误认作“图”，实际上它念

“tuān”，这一个字概括了图书馆的特征，

即书和藏书的馆舍，因此这个字就可代表“图

书馆”。

每到毕业的时候，厦大毕业生都会收到

文 / 陶春

礼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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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2015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

基本稳定。这是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创业和

深造比例上升，减少了需就业的基数。此外，

信息、教育、医疗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近年

来增长较快，大学毕业生在经济结构变化

中的就业适应性更好，从而就业受传统经

济的影响较其他人群小。

创业资金主要靠父母亲友或个人积

蓄，而不是政府资金或商业投资。除了大

学生创业需要提高项目质量，政府资助政

策也需要落实。商业投资对大学生创业项

目还需要更好对接，并控制投资风险。大

学毕业生就业重心变化，民企、中小微企业、

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等成为主要就业去向。

《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发布就业重心发生什么变化 ?

6 月 12 日，由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

《201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发布。报

告显示，大学毕业生就业重心发生变化，

民企、中小微企业、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等

成为大学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

报告指出，虽然近两年经济下行，但

创业与深造确保了 2015 届大学生就业率

一份特殊的礼物 : 由厦大图书馆设计的一个

名为“圕·时光”的网站，收集整理了毕业

生大学时代的阅读记录、进馆次数等，被毕

业生视为大学生涯的图书馆记忆。今年，这

个网站还特别增加了毕业生在食堂的消费记

录，如打了多少份免费米饭。也就是说，这

是一份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双重记忆。

由于今年的“圕·时光”，新增了学生

们在食堂的消费记录，毕业生登录后，不仅

能看到自己最爱去的餐厅、超市、消费的金

额，还能看到自己在大学期间，打了多少份

米饭。厦大图书馆表示，这是根据学生一卡

通的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只提供给学生本人。

此外，另一个来自“民间”的网页“你

在厦大吃了多少米”也获得了不少学生的青

睐。在这里，米饭用“两”来计算，只要是

在校生就可以填写。接下来，朋友圈里掀起

了一场米饭“攀比”吐槽大赛 :“朋友圈的

朋友四年在厦大吃的免费米饭均值都在 2000

两多一点，为什么我……”一名吃了 3626

两的林姓女同学有点尴尬。3 年才吃了 1697

两的于同学开玩笑，“我要怀疑自己是不是

真的在厦大读了 3 年了。

吐槽五花八门，但“圕·时光”网页上

的一句话，却引起了受访者的共鸣:“每一粒，

都能咀嚼出母校的爱。”

除了免费米饭，还有精神食粮:登录“圕

·时光”网页后，还可以看到自己大学期间

的图书馆印记。包括第一次到访图书馆的时

间，借阅的第一本书，最喜欢的座位，最常

阅读的图书类别，一份书单。也就是说，看

了这份礼物，就能知道自己距离“吃货”和“学

霸”还有多远了。

就业篇

总体稳定；连续三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向知识

密集型产业转移；大学毕业生薪资涨幅超社

会平均水平；超 20 万 2015 届大学生选择创

业，自主创业比例呈上升趋势。

报告还发布了大学生就业“绿牌专业”

（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

综合较高的专业）和“红牌专业”（失业量

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

的专业），软件工程、网络工程、通信工程、

车辆工程专业连续两届成为本科就业“绿牌

专业”，而本科的美术学、高职高专的法律

事务、语文教育专业连续三届被亮“红牌”。

报告显示，2015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

的就业率为 91.7%，与 2014 届的 92.1% 和

2013 届的 91.4% 基本持平。其中，本科院

校 2015 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 92.2%，

高职高专为 91.2%。

数据显示，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从

2013届的2.3%上升到2015届的3.0%。此外，

信息、教育、医疗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近年来

增长较快，大学毕业生在经济结构变化中的

就业适应性更好，从而就业受传统经济的影

响较其他人群小。

在就业选择上，国企和外企已不再是

毕业生的首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

毕业生选择中小微企业和

地级市以下地区就业。

2013 届至 2015 届大学

毕业生在 3000 人以上大

型用人单位就业的比例

从 23% 降到 21%，在 300

人以下的中小微用人单

位就业的比例从 51% 上

升为 55%。毕业生在地

级市及以下地区就业比

例从 2013 届的 52% 上升

为 2015 届的 55%。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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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校纷纷借助大数据              
提升学生毕业率

现在，教学人员可以通过数字手段了

解哪些学生有可能会陷入学业麻烦。有研究

称比较积极参与校园活动的学生更有可能成

功毕业，因而该大学对这方面很重视。当学

生刷身份证的数据显示他停止参加社团活动

时，学校会委派专员给他打电话或者发邮件

来询问他的情况。

在美国的一些高校，大数据的使用正

带来了不少切实的效果。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是数据分析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它使用

eAdvisor 系统已有许多年。它利用该系统来

给予学生（和他们的导师）提醒警告，让他

们能够保持在正确的学业轨道上。该学校的

贫困生毕业率仍然低于学生整体的毕业率，

跟全美的情况一样。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贫困生的 4 年毕业率从 26%

攀升到了 41%。eAdvisor 系统还连通注册办

公室，因此该大学能够确保所提供的课程符

合学生的需要。

与此同时，乔治亚州立大学采用预测

性分析技术，根据学生过往的学科成绩提供

专业选择建议，以提升他们的成功概率。它

的“专业匹配器”基于涵盖过去 10 年乔治

亚州立大学学生 250 万项成绩的数据库。

高校们并不需要特地去大量挖掘这类

数据。因为它们已经有海量的相关数据，只

不过它们往往以电子形式存储于不同的、互

不相连的地方——财务处、学生事务处和注

册办公室。随着企业和高校内部开发出各种

新工具，这种情况正发生改变。

来源 : 网易科技报道

多地大学生“毕业季消费”超
城市平均工资

从中华英才网针对“毕业季消费”开

展的一项调研了解到，数据显示，在过万

名受访的应届毕业生中，平均消费在6000

元以上。其中，超过45%的毕业生毕业季

开支达到 6000 元以上，超过 10000 元者

高达 26.71%，而毕业开支能控制在 3000

元以下的仅为 17.77%。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数据已赶超当地城市公布的平均月工

资。资料显示，2015 年度北京全市职工

平均工资为7086元 /月，广州 2015年平

均工资为6913元，二线城市来看，重庆、

南昌分别为5045元、4777元。

从消费结构来看，调研数据显示，找

工作、租房及交通费等“刚需消耗”占据

毕业季整体开支的44.2%；其次是毕业季

的各种纪念活动，如毕业聚餐、毕业旅行

以及毕业写真等，达到总开支的35.15%。 

                     来源：大洋网

消费篇 预警篇

点评：针对“毕业季消费”背景下大学生还未就业就成“负翁”的现象，

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相臣认为，毕业生应当量力而为。中华英才网人力资

源专家、英才研究院院长李威表示，当下的就业形势可能使得一些大学毕业生

对未来充满焦虑。旅行、写真、散伙饭等超前消费是他们焦虑心态的一种体现。

大数据显示：超 4 成高校毕业生
旅行预算在 5000 元内

近日，驴妈妈旅游网基于问卷调研结果

和平台整体数据，发布《2016 届毕业生毕业

旅行意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表明，截至目前在该网站报名参加毕业旅

行的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 6 成。从整体趋势

上看，预订高峰出现在五月中下旬，六月中旬

开始迎来游玩高峰。毕业旅行愿望清单上排在

前三名的国内目的地依次是北京、上海、杭州；

境外目的地依次是泰国、长滩岛、韩国。

《报告》调研结果显示，73% 的毕业生已

确定自己的毕业旅行行程，22% 的毕业生还在

筹划中，5% 的毕业生不打算去毕业旅行。现

今毕业生的旅游消费观念更注重旅程的“高

性价比”。数据显示，在毕业旅行的订单中

3001~5000 元之间的占比 44%，1001~3000

元占比 28%，而 1000 元以下的“穷游”和万

元以上的“富游”各占比 7% 和 2%。

来源：新华网

点评：由于针对数字足迹

的数据挖掘技术的合理利用，部

分美国高校现在对学生的了解简

直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有点令人

毛骨悚然。学生的出勤率下降了

吗？他们是否不再登录浏览课程

笔记或者不再交作业了吗？他们

是否刚刚翘掉了一节专业课？对

于这些，学校都一清二楚。

5 月 31 日，联想集团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为北京市昌平职业

学校进行“联想工程师学院”授牌仪式。来自教育部、工信部、北京市等政府主管部门领

导及全国各省市的 107 所职业院校，研究机构的领导和专家 300 余人共同见证联想职业教

育集团的成立。

朱之文副部长代表教育部对联想职业教育集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在会上发言：“联

想职业教育集团有联想集团作为坚强的后盾，有 110 余所职业院校、多家行业学会和科学

院所、30多家相关行业知名企业作为重要的支撑，在开展集团化办学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政策文件，鼓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成立职教集团。联想经过慎

重考虑，决定成立职业教育集团。据了解，联想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后，将携手院校、ICT

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进一步深入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依托平台资源，共创专业建设、

创新育人、合作就业等方面的新模式，将 ICT 产业的人才培养培训标准和培养方案引入到

院校，进一步提升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在校期间职业素养、

行业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打造阳光自信、规范严谨、技术过硬的 ICT 技能人才，有效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力支撑我国 ICT 行业发展和“中国制造 2025”等重大战

略实施。

联想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朱之文副部长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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