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响应“网络强国”和“创新驱动”

的战略部署，推动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国教育和科研

计算机网（CERNET）在互联网创新和

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教育部科技发展

中心定于 2016 年 7 月至 12 月举办“第

二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

一、大赛主题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是

面向 CERNET 会员高校开展的竞赛活

动，旨在激励 CERNET 各会员高校学

生积极开展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

应用创新研究，培养互联网创新人才，

促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

展。

二、大赛要求

1. 参赛对象

参赛项目申报人须为CERNET会员

高校的在校学生，经 CERNET 会员高校

推荐后在线报名，个人或团队参赛均可，

须有导师对参赛作品进行辅导。

2. 作品类型

赛事分创意组和实践组，创意组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吴   腾   010-62603399  wuteng@cernet.com

孙妍妍  010-62603894  sunyy@cernet.com

品须有可行创意，实践组作品须有原型系

统。所有参赛作品要求能够与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紧密结合，培育产生基于下一代互

联网特点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

应用，具体类型包括：

（1）IPv6 网络支撑技术类：结合

IPv6 特点进行的下一代互联网网络支撑技

术创新；

（2）IPv6 网络应用服务类：各类基

于 IPv6 技术或可在 IPv6 网络环境中部署

运行的应用服务。

三、大赛安排

1. 报名方式：由CERNET会员高校遴

选、推荐本单位参赛队伍，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之前通过官方网站www.cerpark.

com报名并提交参赛作品。创意组参赛者

需上传标准格式的项目计划书与项目演示

文件，实践组参赛者需上传标准格式的项

目计划书、项目演示文件与产品展示视频。

2.地区初赛：报名完成后，参赛者（仅

创意组）须参加由主办方组织的 IPv6 知

识机考，未通过机考的作品将无法参加初

赛评审。组委会在对报名材料与机考成绩

进行审核后，将具有参赛资格的作品按跨

区评审原则随机均分至八个初赛地区，由

各赛区评审负责人组织本地区专家进行会

议评审，产生地区初赛获奖作品，各组一

等奖进入全国决赛。

3. 全国决赛：2016 年 12 月，由主办

方组织现场评审，决赛评委会在听取项目

展示并质询后进行打分，根据综合成绩排

名产生全国决赛获奖作品。实践组作品须

参加现场评审前的产品测试，测试结果计

入决赛成绩。

四、奖项设置

1. 地区初赛各赛区设创意组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设实践组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

2.全国决赛设创意组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设实践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设最佳人气奖。

具体奖励数量由大赛组委会根据竞赛

组别的特点及各赛区参赛作品的实际数量

与质量确定，详情请关注大赛官方网站。

大 赛 概 要 及 组 织 委 员 会 名 单 请 从 大 赛 官 网

(www.cerpark.com) 和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

站 (www.cutech.edu.cn) 下载。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络信息处：

张杰  010-62514689    zhangjie@cutech.edu.cn

主管单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主办单位：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CERNET 网络中心   《中国教育网络》杂志

大赛官方网站 大赛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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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天下英才  建网安强国

人才是网络安全第一资源。

2016 年 7 月，中央网信办联合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颁布

《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旨在创

新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机制，推动高校与企业合作育人，

完善人才培养配套措施。该意见明确提出了网络安全人才的

实战需求，要求“创新网络安全人才评价机制，以实际能力

为衡量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不唯资历，突出专业性、

创新性、实用性”。

网络安全的最大特点是实战性和对抗性，即网络进攻

与防御能力的比拼。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确立，将实

战型人才纳入规范化专业化的培养体系，实现了草根向学

院的蜕变。

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的网络安全赛事正在成为更具观赏

性和参与性的人才选拔形式。其中以中国高校于民间发起的

CTF 对抗赛最为引人注目。今年的 XCTF 国际联赛聚集了来

自全球 8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 支国际战队和全国 1700 多支

队伍，共计三万八千多人次参与。

本期我们全方位介绍该次活动，将国内外活跃在网络安

全领域的人才展现出来，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民间形式，作为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的补充。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是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发

展的必然需求。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2006

－ 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出，要强化网络安全基础

性工作，实施网络安全人才工程。我国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较大数量的人才缺口，我们需要动

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创新网络安全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推

动学院和草根更好结合，让学术生态活跃起来，为网络安全

人才培养和选拔营造更好的环境，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

为建设网络强国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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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安全技术什么样？     
眼睛、语音、思维将取代密码

过 去 3 年 来，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BioSENSE 实 验 室 联

席 主 任 约 翰· 庄 (JohnChuang)

及其指导的研究生，一直在开

发通过脑波识别人的技术——

“passthought”，它可能成为终

极的个人身份保护技术。

“Passthought”走出实验室

还需要一些时间，但约翰·庄的

研究工作意味着，计算机、手机

和平板电脑将根据身体特征识别

用户，其中包括皮肤上的毛孔、

语音的声波、耳朵的褶皱或脸的

对称性。一系列广为人知的网络

攻击事件突显密码的不足之处后，

这些生物识别技术将成为主流。

当 然 没 有 一 种 生 物 识 别 技

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它们

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区别真人

和 假 人。 目 前 的 指 纹 传 感 器，

甚至眼睛扫描仪能被高分辨率

照片骗过。即便是前面提到的

“passthought”技术，如果有人

盗取了能够代表你思想的数学公

式，它同样会被破解。

联合国主页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DeepTech

日本新华侨报网

（来自：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来自：un.org）

（来自：jnocnews.jp） （来自：CNET.com）

世界经济论坛：新加坡荣登网络就绪全球排名第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7 月 6 日在日内瓦发布的《2016 年全球

信息技术报告》，新加坡在全球网络就绪指数排名上位列第一，

而且与另外六个国家成为从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的投资中获得

巨大经济效益的国家。 

根据2016年的网络就绪指数排名，亚洲的新加坡排名第一， 

2014 年夺冠的芬兰今年位居第二。接下来是瑞典、挪威、美国、

荷兰、瑞士、英国、卢森堡和日本。其中，美国今年的排名前

进了两位。在排名靠前的国家中，有七个从在信息和通信技术

方面的投资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些国家包括芬兰、瑞士、

瑞典、以色列、新加坡、荷兰和美国。

17 岁少年黑客攻破日本考试信息系统

近日，日本警方以涉嫌违反《禁止非法入侵计算机法》为

由，逮捕了佐贺县一名 17 岁无业少年。号称“铜墙铁壁”的

教育信息系统，竟被 17 岁无业少年破解，日本政府网络信息

安全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据日本警方透露，该少年曾入侵佐贺县教育委员会花费

13 亿日元（约 8400 万元人民币）重金打造的“SEI-NET”系

统，盗取了约 21 万份资料，修改了大量成绩数据。据日本佐

贺县教委称，无业少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盗窃信息。一种是

利用其它学生的 ID，登录“SEI-NET”系统后，再用自己制

作的程序盗取资料。而另一种方式是在学校附近搜索校园无

线网络，通过无线网进入校园内网盗取资料。

科学家最新发明通用量子门，可用作光量子电脑 CPU

近期，德国马克思·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们成功实现了两个光子之间的信息交换，并发明了一款可用

于全光量子信息运算的“通用量子门”（unviersal quantum 

gate）。解决了光子间的信息交换这一核心难题，他们发明的

可应用于光子的量子门能够完成诸多的相关运算。

“有了这个通用量子门，我们就拥有了未来光量子计算

机的基石。”加尔辛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所长杰哈德·蓝

珀说道。欧洲委员会打算为这项预期进行 10 年的科研项目投

入 10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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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影响
1

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工作不免首当其冲。

这一结果是在分析了美国成千上万的工

种后确定出来的。

麦 肯 锡 的 报 告 称， 对 于 那 些 涉 及

执行“可预测身体活动”的工作，研究

人员表示它们自动化的可行性大约是

78%。这是因为制造、食品服务和住宿

等行业的可预见性，单从技术方面考虑

其更易于自动化。目前所有职业中，教

育和医疗保健的自动化程度最低。

虽然这些发现结果令人担忧，但研

究人员解释，使用机器人成为主流并不

意味着人们的失业。

            越来越多白领从事的职业正变得

          “自动化”和“机器化”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商业新闻台 (CNBC)  

7 月 7 日的报道提到相关的话题，专家

推测，机器人技术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意

味着越来越多白领从事的职业正在变得

“自动化”和“机器化”，而这种变化

或将解决生产力差距问题。

Forrester 公司市场研究根据发布的

一份报告预测，截止到 2025 年， 美国将

有 1200 万工作实现自动化。最可能被自

动化取代的工作是服务员，办公室职员

和机关部门办事人员。但同时，报告还

指出，认知时代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如机器人监控人员，数据专家、自动化

专家和内容策展人。

              未来战争将是

              机器人和无人机作战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报道，俄

罗斯前景研究基金会总经理安德烈·格

里戈里耶夫向“卫星”新闻通讯社表示，

文 / 陶春

智能时代带来的，一半是“火焰”

近期，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在接受美国王牌脱口

秀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的采访

时称，披着数字助手和无人驾驶汽车外衣

的人工智能（AI）已经开始站稳脚跟，终

究会带来人类的末日。他还表示，机器人

的进化速度可能比人类更快，且它们的终

极目标将不可预测。

他说：“我不认为人工智能的进化必

然是良性的。一旦机器人达到能够自我进

化的关键阶段，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目标

是否与人类相同。人工智能可能比人类进

化速度更快，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设

计符合道德伦理规范，保障措施到位。”

事实上，霍金并非唯一担心人工智能

的科技界名人，比如特斯拉和 SpaceX 创始

人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

也许，霍金担忧的未来，并不是一点

即着的“火焰”，而是慢慢地燃烧，慢慢

地改变人类。但是，一些机构也看到了这

样的“火焰”蔓延。

          “机器人时代来袭将致 60%

           行业受波折”

英国《每日邮报》介绍了麦肯锡公司

最近的一份报告。报告称，随着自动化的

进程，机器人在劳动力中大放异彩，食品

为何“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智能时代的未来，

影响
2

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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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争中，作战的将是集侦察和攻击系

统于一身的机器人和无人机，士兵则将转

变为操作员。

格里戈里耶夫说：“我觉得机器人化

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将是操作员和机器的

战争，而不是士兵在战场上相互交战。军

事任务将以最小的人员损失来完成。士兵

将逐渐转变为操作员并远离战场。”

他认为，多功能、适应多种环境的无

人机系统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格里戈里耶

夫补充说：“这将是强大的机器人化部队，

在地面、空中、水上、水下和太空都能作

战。而且所有这些都整合到大型的兼侦察

攻击为一身的系统中。”

智能时代带来的，一半是“海水”

但霍金也承认人工智能带来的其他好

处显而易见，可以帮助消除战争、疾病以

及贫困。他认为人类面临的两大威胁是我

们自身的贪婪和愚蠢。

换言之，人工智能并不是最大的“威

胁”。其实，人工智能的确给我们带来许

多不一样的改变，如海水一般慢慢地流淌

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以七月的报道为例，

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无人机都

有哪些进展。

无人机的新型飞行技术

印度《政治家报》介绍，研究人员目

前正在研发一种用于无人机的新型飞行技

术。该项技术或将使无人机像鸟类和飞行

昆虫一样依靠视觉辅助飞行和导航。

昆士兰大学研究小组称，无人机或将

在不依赖于人工输入、雷达，甚至不依赖

于 GPS 卫星导航的情况下完成工作。研

究领导者斯里尼瓦桑 (Mandyam Srinivasan)

教授解释道，实现视觉导航的无人飞行器

对于侦察、救援、防御以及行星探测等，

将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作用。

此外，美军方研制新型无人机技术，

可实现脑电波控制。据英国《每日邮报》

7 月 19 日消息，美国一个研究小组已经

研发出一种新技术，可以通过人脑电波控

制多架无人机。这种技术很快将为美国军

方所服务。目前该小组正在试验大批无人

机，它们可以胜任多种任务。

在这个为期两年的项目中，阿特米迪

亚斯教授也与空军飞行员保持合作。他目

前研究的下一步就是尝试让多人控制多个

机器人。在未来，他设想无人机将能够执

行多种复杂的任务，其中包括搜查救援行

动。他还希望打造出一支囊括海、陆、空

的综合型队伍。

无人机快递

连锁便利公司 7-11 与无人机初创公

司弗利尔蒂（Flirtey）合作，近日在美国

内华达州里诺市首次使用无人机将货物送

到订购者家中。据悉，这份装有一个鸡肉

三明治、热咖啡和甜甜圈的航空快递，是

美国首单官方认可的商用无人机快递，开

创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新篇章。

《日本经济新闻》7 月 22 日报道称，

20 日，有黑猫快递之称的日本物流企业

雅玛多运输 (Yamato) 和互联网企业 DeNA

宣布，将于 2017 年开始在快递配送中使

用自动驾驶技术的实验。

无人机的新条例

《今日美国报》7 月 20 日文章提到，

日前，电商巨头亚马逊取得了大面积无人

机送货服务的专利，该送货服务运行机制

与 19 世纪的小马快递极为相似，区别在

于——亚马逊采用的是无人机空运。此项

专利于 7 月 12 日定档通过，专利权内容

为“多用途无人机系泊系统”。

然而，无人机派送服务成为现实还为

时太早。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最新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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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禁止无人机派送包裹。商用无人机只限

用于摄影，公用设施检查等，并且大多数小

型商用无人机只被允许人为操作下在白天飞

行，且飞行人每两年需重新获取认证。

无人驾驶的新进展和新条例

DeepTech 深科技曾撰文称，自今年

5 月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发生车祸后，无

人驾驶汽车及自动驾驶系统等产品被推

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一项创新科

技，人们在追捧其便利性的同时也在思

考其安全性。

7 月 15 日，无人驾驶领域冒出的一

匹黑马 Oxbotica 开发了一套无人驾驶系统

Selenium，能够将任意一台普通车变成无

人驾驶汽车，并且不依赖于 GPS。牛津大

学教授兼 Oxbotica 的联合创始人保罗·纽

曼（Paul Newman）表示：“Selenium 就

像万金油，有了它，任何汽车都能变成无

人驾驶汽车。”

Oxbotica 并不是唯一一家开发自主驾

驶系统的公司，比如日产（Nissan）公司

发布了新的行驶监视软件 Propilot。

自主驾驶系统这个香饽饽的争夺战，

才刚刚开始。据说中国版“无人驾驶”规

范要来了？

近日，有媒体援引工信部官员的表态

称，“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技术路线图”研

究已基本完成，准备于 8 月对外发布。该

路线图描绘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所需的关

键核心技术及发展路径。

该消息释放以后被业界解读为国家

“无人驾驶”标准顶层设计即将完成的信号。

互动机器人

来自外媒的消息，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 (MIT) 研究人员日前研发出最新互动机

器人，可为医护人员提供建议，帮助他

们在复杂情况下做决定。研究人员称，

测试结果表明机器人在未来可能被有效

用于护理病人。但是，目前这还不能实现，

因为还要做许多工作，以确保机器人系

统的安全性。

利用“机器人顾问”提供理财服务

美国彭博社 7 月 13 日称，日本有投

资企业开始用“机器人顾问”，为客户建

议投资理财方式。据悉，真守谷屋 (Mamoru 

Taniya ) 曾创立对冲基金、开办国际寄宿学

校。如今，他又进军机器人顾问服务行业。

通过机器人顾问来操作的自动投资技

术最初是由新创企业研发的，但现深受传

统资金管理公司的青睐。自二月份以来，

已有5500人通过该公司的网站注册账号。

跟踪和抓捕的机器人

据俄罗斯“消息岛”新闻网 7 月 10

日消息，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科学家发明了

一款可以跟踪和抓捕目标的机器人。研究

人员相信，在未来这款机器人会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项目的负责人 Tobi Delbruck 说道：

“想象一下在机场跟着你走的行李车。当

然，该程序应该由最初的‘野兽——猎物’

关系升级为‘母亲——孩子’

关系，但基本原理不会改变。”

这款机器人还安装了高像素

摄像头，可以监测亮度变化，

实时传回画面。

机器人送外卖

英国《每日邮报》7 月 6

日新闻介绍，未来几个月，

英国伦敦街道尝试用机器人

来送外卖。Just Eat 外卖公司

与英国 Starship 科技公司合

作开发了一款外卖机器人，

并决定在英国伦敦进行测试。这种机器

人配备了摄像头、感应器和其他技术，

它可以自动行驶，曾被称作地面无人机；

但是现在，它只能为距离饭店非常近的

消费者送餐。

与其恐惧未来，倒不如多看科幻书

对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

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欣然？恐惧？

还是淡然呢？用下面的文字来结束本文吧。

在 社 交 新 闻 网 站 Reddit 的 问 答 平

台 AMA 上， 一 名 教 师 向 未 来 学 家、

《过于复杂：超出我们理解力的科技》

（Overcomplicated: Technology at the Limits 

of Comprehension）一书的作者萨姆·阿贝

斯曼（Sam Arbesman）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是一名高中老师。我注意到我的

学生们对于‘未来’这个概念经常会感到

紧张。你对他们有何建议吗？或者对于身

为他们老师的我有何建议？”

阿贝斯曼给出这样的回答：“你要确

保你的学生们逐步适应和喜欢变化。这样

一来，无论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都能

够适应。引入最先进的科技肯定会有帮助。

你要培养他们的计算机思维和基本的编程

技巧。但是，你还要让他们多阅读新的科

学发现。或让他们阅读讨论最新科学技术

发展趋势的文章。

而且，别忘了科幻小说！让你的学

生多阅读描述未来的故事，包括人们预

测的未来科技以及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

的，从而让他们开始想象具体的未来情

境，而不只是模糊的可怕未来。你甚至

可以与他们分享一些古老的科幻小说，

让他们了解一下古代人是如何想象未来

的以及他们的哪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你的学生们觉得无论未来是什么样

子的，他们都能够适应，那么他们就准

备好了迎接未来。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

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就没有必要

觉得自己非要搞清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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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暑假推出“新生养成教育”慕课课程

浙江大学在暑假期间面向 6000 多名大一新生推出“新生养成教

育”慕课（MOOC）课程。浙大希望这一课程能帮助新生缩短高中到

大学的适应期，引导新生为大学生活打下基础。

据了解，浙大“新生养成教育”慕课课程从校史校情、学业支持、

心理健康、生涯发展、系统保障五大维度切入，包含八大章内容，33

小节，每小节以 15 分钟内的短视频辅以测试题或选读材料呈现。新

生可在暑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学习，在完成所有章节和测试后可获得

0．5 个学分。“通过系统的新生养成教育，学生们将对学校的历史、

办学理念、专业类别有一定了解，对大学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卫

生问题也能心中有数。”浙江大学求是学院院长吴敏表示，“新生养

成教育”课程基于此前对多届新生的调研形成设计思路，重在帮助大

一新生了解大学生活和学习环境，对未来形成初步规划。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慕课发布会举行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慕课发布会近期在北京举行。会上宣

布中国大学先修课慕课官方网站在“爱课程”网正式开通，首批 30

门课程率先上线并免费向全社会开放。

据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介绍，目前已有 100 多所国内优质高

中加入中国大学先修课试点，近千名中学教师接受了相关培训，1 万

余名学生学习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六部门支持高校开设网络安全少年班特长班

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联合教育部等

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意见》。文件称，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可通过整

合、新建等方式建立网络安全学院，支持高等院校

开设网络安全相关专业“少年班”、“特长班”。

根据文件，六部门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根

据需求和自身特色，拓展网络安全专业方向，合理

确定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建设跨理学、工学、法学、管理

学等门类的网络安全人才综合培养平台。鼓励高校开设网络安

全基础公共课程，提倡非网络安全专业学生学习掌握网络安全

知识和技能。

教育部：鼓励中小学无线网络全覆盖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做

好普通中小学装备工作的意见》( 简称《意见》)。

《意见》针对当前存在的装备标准体系不健全，

区域、城乡、校际之间发展不平衡，不适应教育

教学的需要等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着力构建配备、管理、应用、创新、保障为一体

的教育装备工作体系和政府部门、社会、学校共

同参与的教育装备工作新格局。

《意见》强调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建立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相适

应，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育相协调，与国家课

程标准相匹配的国家装备配备和质量标准体系。

推动实现装备配备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和使用常

态化。重点抓好四项主要任务：

一是做好配备工作。加快形成规范完整的

国家装备标准体系，鼓励各省 ( 区、市 ) 结合实

际健全本地装备标准体系。按照标准建设装备

和场所，支持探索建设综合实验室等教育环境。

实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鼓励探索建设智慧校

园。鼓励教师学生自制教具，鼓励结合本地文化

等配备装备。

二是提升管理水平。要严格执行《招投标法》，

确保采购达标合规，满足质量要求。采购装备时

要将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写入招标文件和采购合

同。建立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学校的科学实

验和论证机制，对进入校园的产品进行质量抽查。

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定期开展风险排查。

三是推动全面应用。强化实验教学，推行

实验室、专用教室全天向学生开放。创新图书

馆等各类资源使用方式，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

提高教师应用水平，推动实验管理、实验教学与

课程教学融为一体。健全考评机制，将装备和实

验教学工作、教师装备应用能力纳入评估考核。

四是增强创新能力。加强科研工作。探索

社会联动，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推动开放合作，加强行业自律。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装备事业发展，推动装备对外开放合作。

（来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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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与中国人民大学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为提升创新创业教育师资水平，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近期，云南省教育厅与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共同组织了

首期云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端培训。云南省各高校分管教学校

长、教务处长，以及遴选出的优秀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指导教师参

加培训。

培训特邀中国人民大学相关专家学者，面向云南省高校开展 4 期

创新创业教育高端培训工作。培训项目由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创新与创业能力的整合培育、高校创新创业课程设置、大学生创业全

程精细规划、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辅助体系等多个模块所构成。

云南：

浙江：

北京：

未来 5 年将释放大数据红利

7 月 12 日，福建省发改委向社会公

布了数字福建重点领域首批大数据应用

服务需求，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

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政府数据的采集、存

储、管理和分析应用的各个环节。过去

长期分散在政府部门的各个“数据孤岛”

将被打破，数据红利将充分释放。

近 期， 福 建 省 政 府 印 发《 福 建

省人民政府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方案

（2016-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

计划在政务工作、公共事业等重点领域

基本建成大数据应用。

据悉，首批政府大数据应用服务范

围广泛，多为智慧民生服务，涵盖环保、

医疗、交通、旅游、教育等十五个领域。

在教育领域，依托线上线下教学平台，

收集海量教学数据，可分析学生学习行

为模式和教学效果，实现根据学生个性

化特点，优化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成本，提供更智

能化的教学方式。

宁波智慧教育今年暑期推网络公益服务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们解答各类疑难困惑，宁波智慧教育在今年暑期推出“在线答疑”

和“网络返校”公益服务，让 66 万名小学和初中学生在假期也能随时与老师在线交流互动。

同时，宁波智慧教育公益开放 90 余万个可供下载的教育资源和数千节视频课程，让百万学生、

市民畅享优质网络教育资源。

“在线答疑”活动主要面向小学和初中学生，7 月 5 日 ~8 月 25 日每天 9 点至 21 点都

有老师在线为学生们解答疑问。目前，宁波市 66 万名小学和初中学生在宁波智慧教育学习

平台上的账号密码都已默认开通。宁波智慧教育利用网络，在今年暑假首次推出“网络返校”

直播辅导活动。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北大研究生院研发自助服务系统

北京大学在校研究生两万余人，每年的应届毕业研究生约 7000 人，

毕业后来学校办理相关证明的上千人。为了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便捷的服务，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与北京大学计算中心运用云计算技术和新科技技术，历

时两年时间，联合设计开发了北京大学研究生自助服务系统。

据了解，该系统 2015 年 7 月开始向北大毕业研究生服务，2016 年 7 月

1 日开始向全校研究生服务。目前在校生和毕业生通过该系统可以自助办理

在学证明、成绩单、奖学金证明、答辩通过证明、学历证明、学位证明等六

大类 15 种证明文件。该系统提供 7×24 小时服务，学生可随时办理、自助操作、

立等可取，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了“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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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哲学问题之原因与结果

原因与结果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因果

关系是揭示客观世界中普遍联系着的事物具有先后相继、

彼此制约的一对范畴。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表现为其特定性，事物是

客观的，存在着普遍联系，在分析科学实验现象时，只能

从实验结果发生以前的过程行为中去查找原因。因果关系

还表现为条件性和具体性，因果关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在科学研究中，具体实验过程行为能得到什么样的实验结

果，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因此，在分析实验结果并给出

结论时，一定要从实施实验行为的样本、温度、湿度、时间、

边界条件等具体情况出发作具体分析。

在人文社科领域，原因和结果的不对称关系常常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学科研究结论正确性的难度。一

种社会现象的变化引起了另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表明这

两种社会现象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能

是引起、导致和直接产生，还有可能存在相关性，但相关

性不等于因果关系。

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哲学问题之偶然与必然

偶然性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向。必然性

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一定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正确认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对于科学研究和

人们的实践活动都有重要的意义。必然性是规律性的主要

特征，只有认识必然性才能把握规律性。在科学活动中不

能抛开偶然性去追究必然性，也不能只停留于考察个别对

象的偶然细节。科学探索的任务是要透过大量的偶然性揭

示其中的必然性，使认识运动实现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

到一般、由经验到理论的过渡。

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经常会碰到人们未曾料到的偶然

机遇，认真分析机遇现象，可以从中取得新的知识。偶然

性能够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必然进程，要善于抓住有利

的偶然性机遇，使它成为促进事物发展的契机，分析总结

出必然性的机理。认清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关系的原理，

对指导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有重大意义。

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哲学问题之宏观、微观和介观

哲学上涉及的“宏观”是与“微观”相对。宏观泛指

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宏观不涉及分子、原子、电子等

内部结构或机制。一般认为，肉眼能见到的物体均为宏观

物体 ; 宏观现象一般指宏观物体和隐藏在宏观的空间范围内

的各种现象 ; 宏观物体和宏观现象总称宏观世界。

微观与“宏观”相对。自然科学中的微观包括分子、原子、

原子核、基本粒子及与之相应的场。基本粒子也有其内部

结构。微观世界的各层次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服从量子力

学规律。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通常把从小的方面观察、

局部细节去研究把握的科学，叫做微观科学，其研究方法，

叫做微观方法。微观研究是与宏观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

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一个概念称之为“介观”，介观

尺度就是指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尺度 ; 一般认为它的

尺度在纳米和毫米之间。介观体系一方面有微观属性，

表现出量子力学的特征 ; 可另一方面，它的尺寸又是可

计量的。

介观物理是一个介于宏观的经典物理和微观的量子物

理之间的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物体的尺寸具有

宏观大小，但具有在微观世界中才能计量到的许多物理现

象。从应用的角度看，介观物理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给出现

有器件尺寸的减小的下限，这时候原来的理论分析方法如

欧姆定律已经不再适用 ; 另一方面，新发现的现象为制作新

的量子器件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将会成为下一代集成电

路的理论基础。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表现为其特定性，事物是客观的，

存在着普遍联系，在分析科学实验现象时，只能从实验结果发

生以前的过程行为中去查找原因。

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哲学问题

（作者单位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2016.8 中国教育网络 11



12 中国教育网络 2016.8

“政府将从三个方面加快推进：一是加强数据资源的管理，优先开放相

关领域数据，加快建立政府数据资源目录清单，按照“增量先行”的方式，

加强对各部门数据的统筹管理，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管理。推动制定政府数

据开放计划，建立安全责任机制等。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实现最大程

度的开放。三是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标准体系，实现统一开放。要在 2018

年以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门户，推进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数据资源统

一汇集和集中向社会开放，提供面向社会的政府数据资源一站式开放服务。”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

展战略纲要》，7 月 2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发展改

革委秘书长李朴民围绕数据开放程度做出如上解读。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全美国的学校都有宽带，但是只有 30% 的

学校的带宽足够用来支持数字化的学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联邦通

讯委员会开展了各类项目，实现学校和图书馆联网，并在手机上开发支持

此功能的平台，让所有学生随时随地使用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美国教

育信息化的革新将创建开放空间；发展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等。因此，评价方式必须多样化，评价内容也将更加丰富。”

——近期，“教育信息化国家战略、政策和领导力”高层对话上，

针对教育信息化的新动向等议题，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主任约瑟

夫·南（Joseph South）如是说。

“今后一个时期，教育会被更多的技术手段和技术装备所冲击，但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过去技术的应用是有成熟期和沉淀期的，而如

今的技术应用几乎是同步的。不要因为技术炫酷，为了追赶所谓的潮流，

就盲目地把它们引入到课堂中来，而是要认真、科学地判断这些技术是

否与提升教育教学有必然关系。”

——在近期举行的2016上海国际教育装备博览会“技术创新———改

变未来学习”高峰论坛上，专家提醒“如今，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技术

化趋势。”对此，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曹志祥表示“有些担心”。

“搞科研，并不是不需要

重视论文，只是不要唯论文而

论文。那些凑数的论文，实际

上是科研资源与科研时间的浪

费。所以，在追求论文数量的

同时，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要把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

际问题放在第一位。今后的人

才评价工作，特别是评职称的

时候，应把代表作和现实贡献结合起来评价，不能只看论文篇数。”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中南大学科研与人才工作研讨会上

的发言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81.2%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和天洋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2016 国际传媒创新

创业教育论坛，正式发布《国际传媒创新

创业白皮书》。白皮书显示，网络新媒体

是目前大学生选择创业领域的首要目标，

占 81.2%。

 

9700万

据 CNET 报道，思科公司的研究人员

发现，除了苹果发布的最新版本操作系统，

此前的所有版本的 iOS 或 OS X 都存在共

同的安全漏洞，这意味着至少 9700 万部

运行苹果移动操作系统的设备容易受到黑

客袭击。

124

7 月 11 日，北京大学官网主页、北

京大学官方微博相继曝光 124 个未经该校

授权招生的网站。北京大学相关负责部门

与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协

调督促处理进展，并相继关停网站。

915亿

中 国 互 联 网 协 会 近 期 发 布 的

《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显示，从 2015 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

年的一年间，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

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

经济损失高达 915 亿元。

12.56 万亿

近期，在法兰克福召开的 ISC16 国

际超算大会举行的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

赛上，华中科技大学代表队在 3000 瓦功

耗下实现每秒 12.56 万亿次浮点运算速

度，刷新世界纪录，获“最高计算性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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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一张图读懂《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

信息化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引领作用日趋凸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7 月 27 日印

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旨在指导未来 1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建设网络强国。

来源：新华网数据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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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纲要》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

创新日新月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没有信

息化就没有现代化。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增强发展新动力，需要将信息化

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加快释放信息

化发展的巨大潜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建设网络强国，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

然选择。

《纲要》多处强调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体系的构建，要求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大规

模部署和商用。如下：

第 1 条“构建先进技术体系”中要求，

制定国家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

略纲要，以体系化思维弥补单点弱势，

打造国际先进、安全可控的核心技术体

系，带动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元

器件等薄弱环节实现根本性突破。积极

争取并巩固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

联网等领域全球领先地位，着力构筑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领域比较优势。

第 8 条“优化升级宽带网络”中提出，

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高业务承载能力

和应用服务水平，实现多制式网络和业

务协调发展。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

部署和商用，推进公众通信网、广播电

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融合发展。加强未

来网络长期演进的战略布局和技术储备，

构建国家统一试验平台。积极开展第五

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

产业化布局。

第 18 条“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强调，

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规则制定。

巩固和发展区域标准化合作机制，积极

争取国际标准化组织重要职位。在移动

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

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

智慧城市、网络安全等关键技术和重要

领域，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鼓励企业、

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融入国

际开源社区。 

《纲要》指出，当前网络安全面临

严峻的挑战，在六大“基本方针”之一

中，强调要“确保安全”。提出，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

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

统一实施，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

切实防范、控制和化解信息化进程中可

能产生的风险，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

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纲要》独立一个部分，要求“不断优

化信息化发展环境”，强调在网络空间

安全工作上的重要部署。

一是推进信息化法治建设。依法推进

信息化、维护网络安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重要内容。要以网络空间法治化为重点，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执法能

力建设，提高全社会自觉守法意识，营造

良好的信息化法治环境。

二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网络空间是

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

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坚持正

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创新改

进网上正面宣传，加强全网全程管理，建

设为民、文明、诚信、法治、安全、创新

的网络空间，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三是维护网络空间安全。树立正确

的网络安全观，坚持积极防御、有效应

对，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

切实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

《纲要》：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部署和商用 

《纲要》：确保网络安全，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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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师生共同参与才是智慧校园

本刊讯  7 月 8 日，由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主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承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教育网络》杂

志协办的“2016 智慧校园规划与建设暨

高校信息治理创新实践研讨会”在深圳开

幕。此次大会以“引领全联接 携手众教育”

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高校

校长、副校长、信息中心主任、教育管理

机构信息化主管等相关业务部门的主要负

责人以及华为合作伙伴等 700 余人参加了

大会，共同探讨交流智慧校园规划与信息

治理实践。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作

《高校信息化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的

主题报告，他分析认为，学科特色是双一

流建设的重要特点，而信息技术将在这个

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表示，

目前信息技术已经对教学模式、评估模式

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观念转

变、机制转变等各个环节对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的融合给予更多实际的支持。

华为企业 BG 中国区副总裁刘超表示，

在十三五“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的核心目标指引下，教育信息化也迎来跨

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华为公司秉承“引

领全联接，携手众教育”的理念，致力于

打造泛在学习空间，创新互动教育模式，

服务创新型人才培养。通过依托云化融合

创新，深化高校科研与管理的业务融合升

级，华为致力于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业务

流与信息流的深度融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阮健骢

为大会做开幕致辞。阮健骢在致辞中表示，

智慧校园规划与建设暨高校信息治理创新

实践研讨会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大家一起碰撞先进思想，研讨创新实践，

体验全场景的智慧校园解决方案。阮健骢

还分享了以智能决策、充分互联、全面感

知为特点的智慧校园建设经验，未来新型

的学术模式以及特色的行政管理带来的信

息化挑战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罗智泉

作了主题为《高等教育信息治理思考与实

践》的报告。他表示，智慧校园建设应当

“2016 智慧校园规划与建设暨高校信息治理创新实践研讨会”在深圳召开，专家表示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 华为企业 BG 中国区副总裁 刘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阮健骢

《纲要》：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部署和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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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罗智泉 澳门大学副校长倪明选 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宓詠

以人为中心，对学生的全生命周期进行记

录，他分享了现代教育的泛在学习空间建

设，信息系统建设对教学科研管理的创新

实践，探讨了如何借力信息技术来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改进教学范式以及大数据对

促进现代教育发展的思考。

澳门大学副校长倪明选作了《智慧校

园需要“大智慧”》的主题报告。他表示，

在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信息技术应作为

手段，服务于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及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他分析认为，智慧校园

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信息化为目

的，第二个阶段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

第三个阶段则要建立生态系统，让师生共

同参与建设智慧校园。他同时分享了澳门

大学的社群学习模式。

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宓詠为大

会带来了《流程优化与一站式服务实践》

的主题演讲，他对高校当前的流程再造所

遇到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且介绍了复旦

大学网上一站式服务的探索情况。他表示，

“一站式”服务目的并非简单建大厅、将

部门或应用系统简单集中又各自为政，而

是要将管理与服务、监督与协调、规范与

引导有效结合，利用先进管理方法和 IT 技

术手段，建立标准、规范行为、优化环境、

完善手段，改造和优化现有的服务管理模式。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资讯科

技服务处经理曾祥容、北京建筑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主任魏楚元、重庆邮电大学信息

化办公室主任田航、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

教育信息中心主任陈晓冬也为大会带来了

相关主题演讲。

华为教育行业解决方案总工宗新宇等

专家代表也分别以全联接助力高校业务信

息化生态构建、智慧课堂等为主题，做了

精彩讲解。

会议开幕式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网络信息处处长万猛主持。会议中还举

行了“华为智慧课堂”方案全球首次发

布仪式。

 此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会议期间，

代表们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会议中，华为公司展示

了全场景体验式智慧校园解决方

案，以“引领全联接，携手众教育”

诠释了泛在学习空间构建与创新

人才培养的紧密关系。

敏捷校园网解决方案提供全

方位解决方案，为校园师生智享

生活提供信息化基础设施，面向

校园多场景无线覆盖助力师生享

受高品质生活，打造无处不在高

速、无缝、便捷校园网络环境；

敏捷物联校园网实体展示如何将

物联网与校园业务相结合，实现智

慧物联绿色校园。华为敏捷校园网基于独有的自研 ENP 芯片实

现体验随身，独特的 IPCA 技术使整个高校的敏捷网络具备自我

感知业务质量和精确定位问题的能力，并且提供了详细的质量记

录，帮助管理员快速确定问题，做到极简运维。

华为全场景体验式智慧校园解决方案

华为平安校园方案进行了场

景化演示，凭借三维 GIS 可视化

调度平台，可以快速定位调阅各

类视频设备，告警设备，快速联

动响应；在智慧课堂区域， 嘉宾

们在不同视频区域进行教学互通

体验。

一站式 IT 服务平台简化区

域的华为 - 金智 Campusphere 

平台是基于华为 FusionCube 超

融合架构的私有云解决方案，简

单易用一体交付，搭建可持续发

展的软件技术架构和运行环境；

华为桌面云解决方案是针对高校多媒体教室、科研办公、三维图

形设计和中小学机房的典型场景推出的；能源基建的模型展示和

VR 浸入式体验则让嘉宾体验到了校园数据中心智能微模块实现

快速搭建上线的建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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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陶春  傅宇凡  诸葛建伟

7 月 16 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XCTF 国际联赛总

决赛在此火热上演。大赛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发展

基金（筹）联合主办，南京赛宁总体承办，蓝莲花战

队命题组织。

此次国际联赛历时半年多，从 2015 年 11 月开始，

经过五站国际选拔赛、三站国内赛 PK，来自全球 84 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 支国际战队和全国 1700 多支队

伍同场竞技。这些队伍大多来自国内外的高校、网络

科研机构以及企业，最终，2015 年世界排名前 10 的五

大 CTF 战队，以及中国大陆排名前 10 的十支战队进入

总决赛，争夺首个国际联赛的总冠军头衔。

7 月 17 日下午，XCTF 2016 国际联赛总决赛在经

过两天的激烈交战后落下帷幕。来自韩国的 CyKor 战

队拿下本届联赛的总冠军，并赢取 20000 美元奖金。

来自俄罗斯的 LC ↯ BC 战队取得总决赛亚军，上海交

通大学的 0ops 团队获得季军。此外，台湾大学 217 战队、

台湾科技大学 Forx、FlappyPig、复旦大学六星、Nu1L

分别位列四至八名。

“以赛促建，以赛促学，XCTF 比赛，是希望发现

更多民间的网络安全攻防高手，让更多的网络安全人

才有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 XCTF 联赛共同发起人

与执行组织者诸葛建伟说。

赛事阵容强大，汇聚国际明星

星光闪耀的 XCTF 总决赛，对于选手们来说，这

一天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在这个巅峰对决的现场，

他们可以近距离与高手过招。“武林大会”的高规格

出场“配置”究竟有多高？让我们一起来围观。

本届 XCTF 总决赛的国际顶级战队阵容可谓空前

XCTF 国际联赛总决赛在京举办，

此次 XCTF 联赛历时半年多，吸

引了来自全球 84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2000 支国际战队和全国 1700

多支队伍同台竞技。

发掘藏于民间的
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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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世界排名前 10 的五大 CTF 战队，以及中国大陆

最强的十支战队集体亮相。排名前 10 的五大 CTF 战队

在国际上过关斩将，可谓战功赫赫，来自韩国大学的

CyKor 战队，俄罗斯的 LC ↯ BC 战队、中国上海交大的

0ops 战队、中国台湾大学的 217 战队……每一支队参

与的国际比赛不下五十场。

越来越多网络安全爱好者跃跃欲试，而对于“老

一辈”的江湖们来说，眼界不再是局限于切磋和观看

比赛输赢时的愉悦，而是期待着在这赛事结束后，又

能够“挖掘”出更多网络安全新生后辈力量。

对于“手艺的传承”紧迫感，并不是杞人忧天，

人才是网络安全第一资源，当下我国网络安全形势不

容乐观。据统计，2015 年网页仿冒、拒绝服务攻击等

呈现增长态势，党政机关、科研机构和重要行业单位

网站成为攻击的重点目标。“互联网 +”安全不仅仅是

计算机网络安全，而是大众生存空间线上线下综合安

全问题，培养更多网络安全人才已经上升成为国家意

志。所以，XCTF 联赛模式，并不仅仅是一场切磋手艺

的比赛，而是承载着人才培养的重任——未来将为中

国网络安全人才提供输出平台，促进国际先进网络安

全技术、人才引进，协助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建立

更加科学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

展示才华，选手找到自己的归属

能 吸 引 高 手 云 集，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首 先，

收 益 不 错。 以 近 几 年 崛 起 的 明 星 战 队 PPP(PLAID 

PARLIAMENT OF PWNING) 为例，这支队伍来自美国

CMU( 卡内基梅隆大学 )，队内有 Geohot 神奇小子和

Ricky 两位国际最高水平黑客作为双子领军 , 被 XCTF

联赛共同发起人与执行组织者诸葛建伟称为超强战队。

作为最杰出的 CTF 参与团队之一，PPP 每年能够拿下

5000 到 65000 美元不等的奖金收入。

其次，CTF 竞赛帮助学生们扩展了自己的非正统技

能储备。比如，他们能够通过 CTF 竞赛了解并掌握多

达 20 种漏洞利用技能。学校不会指导学生如何攻击计

时信息、错误信息或者在加密类中填充指示标记，但在

竞赛中掌握的这些知识将最终帮助这群年轻人击败未接

受过类似训练的软件开发者。而这些技能在市场上拥有

旺盛的需求。“我们的团队会从各国防承包商、苹果、

Facebook、谷歌以及领英等厂商处收到群组邮件。”PPP

前队长、现任队员 Tyler Nighswander 在采访中指出。

而且，CTF 竞赛让参与者们迎来了远超课堂的广

泛施展才华的平台。作为一位新生，该团队队长 Ned 

Williamson 的一项家庭作业要求其编写一套模拟其他计

算机系统的仿真器。“在接触 CTF 竞赛之前，我一直

觉得为了解决某项问题编写一套完整的仿真器简直就

是天方夜谭，”他指出，“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已经习

惯了这种原本看似极为困难的解决方案。”

一将难求，企业发现人才的最佳场所

当前网络安全行业的火热，与实用人才的供给不

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网络安全顶尖人才一将难求的

第二届 XCTF 国际联赛从 2015 年 11 月一直持续到 2016 年 7 月，共设
置了福州站 RCTF、西安站 SSCTF、北京站 BCTF、上海站 0CTF 和杭州站
ALICTF 五站国际选拔赛，以及郑州站 ZCTF、成都站 CTF 和武汉站 WHCTF
三站国内选拔赛。

去年的首届XCTF联赛，已经有超过1万人次参与，最终在南京的总决赛上，
台湾大学 217 战队夺冠，上海交通大学 0ops 和福州大学 ROIS 分获亚军和季军。

今年在 XCTF 官网注册的中国大陆的参赛队伍多达 1758 支，此外五站
国际选拔赛也吸引了其他 84 个国家与地区的近两千支国际战队参与，共计
一万六千多队次、三万八千多人次参与第二届 XCTF 国际联赛的八站选拔赛。

XC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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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已成为行业常态。虽然国家在学科建设上已经进

行了针对性的改革，但落实到多年的教育培养体制，

还有待各高校结合自身特色进一步发展创新。

那么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无疑是对自身实

战能力的一个最好证明，最能满足行业对人才的迫切

需求。网络安全企业对比赛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不

仅积极赞助大型赛事，自身也举办各种类型的选拔赛

和特训营。此次 XCTF 联赛就得到了包括“BAT3”在

内的众多互联网企业的赞助。

比赛不仅成为企业发现精英好手的一个途径，众

多参与团队在此也开阔了眼界，得到了难得的实战历

练。更进一步来看，整个安全行业通过大大小小的比

赛，高校、企业、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

比赛成为了当前安全人才发现和培养的一个有效途径，

而且带动了更多人群对网络安全的兴趣。

同时，比赛期间，来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360、启明星辰、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知名企业和高校

的安全行业专家还出席了 XCTF 联赛网络安全高峰论

坛、InforSec 学术论坛等活动，掀起一场有关网络安全

行业状况及人才培养的讨论新浪潮。

在 XCTF 联赛网络安全高峰论坛上，教育部高等

学校信息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封化民认

为，通过 XCTF 联赛和 CTF 赛制，有效普及了网络安

全知识，建立了一个高手竞技和展示技能的平台，也

希望未来更多企业能深度参与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

构建一个校企沟通的平台。

阿里安全副总裁杜跃进则提出，XCTF 联赛未来要

更贴近真实对抗环境，能从事件响应变为威胁应对，

从业务安全变为风险控制，在贴紧业务、复杂场景、

对抗演练方面进一步提升。360 副总裁谭晓生更关注

CTF 赛事选手的未来职业规划，他认为面对安全人才

缺口问题，需要网络空间所有企业和从业者联手来解

决。腾讯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刘勇表示，腾讯通过赞助

XCTF 联赛，正是为了加大基础人才培养力度，为更多

年轻安全人才提供实战、高校合作、工作的机会，加

强网络安全人才与互联网企业的连接。

通过 XCTF 联赛涌现出来的优秀选手是互联网企

业亟需的网络安全人才，XCTF 联赛正在成为连接网络

安全人才与企业的“桥梁”。

但诸葛建伟也表示，我们需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赛事组织和队伍培养机制。目前，政府部门、教育机

构对 CTF 对抗竞技赛的重视与支持力度还不够，仅靠

民间力量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赛事机制非常困难，

急需国家力量加入，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人才选拔

与培养体系建设。

强手如云，培养高手中的高手

第二届 XCTF 联赛在首届成功举办基础上，进一

步升级为“一带一路”国际联赛，将中国网络安全竞

赛国际化，吸引国际强队参与其中，促进国内外网络

安全技术交流，提高我国网络安全人员实战水平。

美国传统强队 Shellphish 实力自不用说，而韩国大

赛事不是以纯粹的比分数字形式呈献给观众，而是通
过更炫更直观的星球大战3D动画效果全程模拟比赛过程。
同时，主办方设立了丰富多彩的展区互动环节，智能安全
黑客破解大赛 GeekPwn 的现场破解秀、VR 体验区、现场
CTF 模拟比赛体验等等。

在展区互动环节，观众可以参与破解雷达映趣百万奖
金，“全球首款情感机器人” Pepper 的隆重亮相，全球首
个关注智能生活安全的黑客大赛 GeekPwn 则带来最新澳门
站比赛项目的现场破解秀。到场观众近距离观看了安全极
客演示汽车的入侵和破解过程，在神秘网络安全体验屋感
受手机中各种安全隐患，破解不同难度的漏洞可以免费从
提货机领取饮料。顶级极客现场展示网站安全漏洞的问题，
短期内将某电商网站爆款产品价格修改为 1 元钱。多样而
有趣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网络安全爱好者参与其中。

网络安全嘉年华：看你如何玩转黑科技



2016.8 中国教育网络 21

政策与焦点

学的 CyKor 战队也是引人注目的强队，去年全球总决

赛上击败美国队伍夺冠的是来自韩国的 DEFKOR 战队，

而本次来京参赛的 CyKor 正是 DEFKOR 中由韩国大学

学生组成的最强分组，也是韩国“天才神童”Lokihardt

最早加入的团队。

第 二 届 XCTF 联 赛 上 海 站 0CTF 上 杀 出 的 一 匹

黑马——俄罗斯顶尖战队 LC ↯ BC，击败美国 PPP、

Shellphish 战队夺冠。

乌 克 兰 Dcua 战 队 目 前 在 CTFTIME 排 行 榜 位

列世界第一，获得了 ASIS CTF、Volga CTF、Sharif 

University CTF 等多个线上 CTF 赛冠军。

此次参赛的多支“劲旅”均与 XCTF 联赛联系密切，

中国台湾大学 217 战队是首届 XCTF 联赛的卫冕冠军，

俄罗斯 LC ↯ BC 战队曾夺得 XCTF 联赛上海站的冠军，

并由此获得直通的资格，乌克兰 Dcua 和美国 Shellphish

在选拔赛阶段也曾不远万里来到比赛现场。

强手如云在前，对所有参与的人来说，都将是难

能可贵的经历。上海交通大学 0ops 战队作为 XCTF 联

赛传统强队，世界排名曾高居第三，成功举办中国大

陆首次入围直通选拔赛的比赛——上海站 0CTF。新秀

战队不断涌现，众多优秀战队取得突破性进步，这是

一次网络安全技术水平的巅峰较量。

其实，对于组织者而言，“一带一路”、吸引国

外强队参与其中，这一步的努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冲动或迎合潮流，而是考虑到人才培养的方向，深思

熟虑后决定主动迎接的挑战。

作为大赛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清华大学副研究

员诸葛建伟博士介绍了将 CTF 赛制引入中国的缘由，

2010 年清华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组建了蓝莲花

（Blue-Lotus）战队，征战国际赛场，在 2013 年以全球

第四名的成绩，成为（网络安全领域“世界杯”）中国

首支入围队伍，2014 年、2015 年又连续入围并取得世

界第五名的优秀成绩。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大陆

的从业人员在攻防竞赛经验和临场应变能力上还存在差

距。为此，蓝莲花创始团队选择南京作为首次大赛举办

地，将国际流行的现场攻防模式夺旗赛引入中国，让国

内更多网络安全技术爱好者能够体验这种赛制，并从中

得到学习网络安全实战技能的经验和能力。近几年来，

包括上海交通大学 0ops 团队、复旦大学六星战队等多家

团队活跃于国际赛场，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以赛促学、以赛促建，是近几年网络安全人才培

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网络空间安全已经上升为

国家的战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5 年，国家批

准成立了“网络空间安全”一级

学科，并且批准了首批 29 所大

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博士点，一级学科的成立对于

安全行业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事互联网技术

及相关研究，了解网络空间安全的特征很重要，攻击

与防范的对抗渗透在网络安全各个研究课题之中，系

统化的学术研究方法及扎实的防范能力，也是网络安

全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

2016 年 7 月中央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

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旨在创新我国网

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推动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育人、

协同创新，完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配套措施。《意见》

提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要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大对网安人才的支持。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从总体上

看，我国网络安全人才还存在较大数量缺口。“全球信

息化及网络化快速发展，未来网络安全问题将不再局限

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这将对我国网络安全人才建设不断

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国家 973 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

复旦大学杨珉教授在 InforSec 学术专场上表示。 

中国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刚刚起步，人才数量、能

力素质、人才结构等方面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与维

护国家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强国的要求不相适应。中

国网络安全学科建设，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完备

网络安全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杨珉教授认为，XCTF 国际联赛是目前网络安全科

研机构、一流高校学府及最前沿互联网公司合作育人、

协同创新，完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一个成功尝试，

他同时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平台诞生，共同为培养比肩

国际水平的网络安全人才贡献力量。

2016XCTF全球

总决赛实时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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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傅宇凡

2016 年 7 月 17 日下午，XCTF 国际网络安全技术

对抗联赛总决赛现场。离比赛结束还有三个小时，许

文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全神贯注逐一攻破经过一天一

夜找到的漏洞。他的身后是 2015 年世界排名前 10 的

另外四支 CTF 战队，以及中国大陆排名前十的十支战

队。目前的积分榜上，0ops 战队落后于中国台湾的 217

战队，排在第四名。但许文并不着急，头天晚上他和

0ops 战队的其他队员已经尽可能地找到其他队伍的弱

点，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地反超对手。最后，上海交

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0ops 战队以 9670 分

的成绩排名第三，获季军。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别是韩

国的 CyKor 战队、俄罗斯联队 LC ↯ BC。

接受采访时，作为上海交大 0ops 战队的副队长，

许文觉得有些许遗憾：“如果速度能快一些，可能就

不是现在的这个分数，比赛得分和排名还能再升高些。

进入状态慢了些，失了先机。”

0ops战队最为擅长的是二进制漏洞的发现与利用，

四个队员中，两个队员擅长二进制漏洞的挖掘利用，

另外两个，一个擅长网络攻击，一个擅长攻击流量的

分析。进入状态慢的原因还与此次战队的构成有关，

两个老队员，两个新队员，新队员从未有过国际比赛

的经验，在第一天的比赛中，由于在 Web 题服务器配

置上的疏忽，导致 Web 服务长期处于没有正常工作的

状态，因此被迅速扣分，后来虽然找到了二进制的漏

洞并加以利用，但是，差距已经拉开了。回顾 0ops 战

队的战况，可以看到，此次 XCTF 大赛中，他们在二

进制漏洞的利用上，数量与第一名相同。

0ops 发展缘于兴趣

上海交大 0ops 战队成立于 2013 年，在 2015 年韩

国的 CODE GATE CTF 比赛中获得冠军，这是国内首个

国际 CTF 大赛获第一名，去年进入 Defcon CTF 总决赛。

2015 年 CTFTIME 年度排名，上海交大 0ops 在世界排

名是第三，第一名是美国的 PPP 战队，第二名是波兰

的战队。

从成立之初在国际比赛中排名 100 开外，短短两

年间，一跃进入世界排名前十，甚至前三的战队，0ops

战队的成绩得益于他们的专注。“十多个队员，来自

不同的实验室不同专业，大学四年间，各种干扰因素

太多了，但我们都能坚持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纯粹

就是兴趣，当然也有感情和友谊。”许文说。

2013 年时，班上有一个同学跟许文提到有 CTF 网

络安全攻防对抗这样的比赛活动，加上网络信息中心

姜开达、章思宇等老师的支持，于是许文与这位同学

就约定，共同组建起一个队伍，参与 CTF 攻防对抗赛。

而这位同学就是 0ops 战队的第一任队长——冯思稷。

取战队的名字时，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定 0ops

这个名称，是有特殊的技术含义的，Linux 内核被漏洞

攻击导致其运行崩溃的时候会跳出这样一个信息，象

征着一种攻击发生时的惊叹。”许文说。

经过两年的时间，0ops 战队活跃主力队员达到了

15 个，也接纳和培训新的成员，建立比较全面的队伍。

在成立之初，许文和冯思稷寻找联合的实验室，找到

了上海交大密码与计算机安全实验室，这是一个进行

安全各领域学术研究的实验室，队伍一下子庞大起来，

密码与计算机安全实验室的参与队员虽然此前比赛经

许文和 0ops 战队的那些事儿
“两三年前，我们常常感觉‘求告无门’，找不到一个地方

能帮助我们答疑解惑的，但现在的环境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 XCTF 国际联赛参赛的队伍达到了 3700 多支，而且战队的

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国际的 CTF 比赛及其他

顶级的赛事时，将会看到越来越多国人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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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不足，但是他们的计算机基础很好，进入比赛后很

快就体现出了优势。

目前的团队包含各方面的人才：二进制漏洞挖掘

与利用；网络攻击与防御；密码学、取证分析，以及

移动网络攻防等。

许文一直担任副队长，一方面参加比赛，自己负

责二进制的漏洞发现与利用；另一方面，也要组织领导，

安排出国行程，任务分配、角色安排、确定比赛策略，

进行团队的运营等。

对手越强，越能发挥实力

“在比赛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落后的

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心态，专注解决现有的问题。在队

员们没有信心的时候，要调整心态，顶住一口气，相

信自己一定能发挥最好的水平。我们利用了第一天晚

上的时间，终于在第二天实现翻盘反超。”富有国际

比赛经验的许文，在第一天晚上仍然处于不利局势的

情况，还安排队员们睡了三四小时。

“先做题会建立优势，分数看上去差距很大，但

可能就一道题，就会取得更大的优势，攻防拉分数还

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此次虽然取得季军的名次，但

在实力和水平上，还是能够 PK 前两个队的。”许文说。

此次参加 XCTF 国际联赛的各个战队，许文多多

少少都有接触过，尤其是获得冠军和亚军的韩国队与

俄罗斯队。“对手越强，其实越是对我们的一种磨砺，

也更能发挥自己的实力。”

韩国队在 6 月的“WCTF 世界黑客大师赛”中，素

有“韩国神童”之称、在黑客界名扬四海的 Lokihardt 

带领的韩美联合战队—— KeyResolve 一骑绝尘，碾压

其他战队登顶，而该次大师赛的赛题可以称得上“史

上最难”。

与这样的对手交锋，对许文来说，不仅是挑战，

更是一种荣耀。在历次国际大赛上，许文常常能遇

到 Lokihardt ，“他对安全的问题感觉非常好，能够

敏感地捕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问题，往往能打破常

人的思维定势，这是我们在打比赛时最为强劲的对

手。Lokihardt 非常有天分，还特别刻苦用功，他每

天都只专注在信息网络安全对抗这件事上。”高手对

决，惺惺相惜的感觉油然而生。在 2015 年的韩国的

CODEGATE CTF 比赛中，许文和他的 0ops 四人战队，

击败了单人组队的 Lokihardt，获得第一，在欣喜之余，

许文不能不敬佩 Lokihardt 的超强水平。

在许文的记忆中，韩国队和欧美队的特点比较鲜

明，因而也印象深刻。对于美国的 PPP 战队这个对手，

他更多的是折服。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

典范，具有一流的学术成果，还有很强的实战经验和

实战水平。

“世界第一是实至名归，PPP 战队已经成为很多

队的学习榜样。”许文提到自己与 PPP 战队的交流时，

最大的感觉是他们有很扎实的基本功，而且兴趣广泛，

在研究中有独到的见解。韩国队伍很有凝聚力，有冲

劲，他们经过高强度的选拔和培训，因此能在各种大

赛中保持很好的状态。而欧美的战队不一样，他们平

时有自己的事，只有打比赛的时候集中训练，组成团队，

但他们有浓厚的氛围，美国是网络安全攻防的发源地，

美国的战队能取得好的成绩，也得益于此。

与 0ops 相爱相杀的战队要数清华大学的“蓝莲花”了，

0ops 战队与蓝莲花战队，国内安全攻防对抗赛的翘楚，可

以说是共同成长，共同竞争的伙伴。“国内刚刚参与国际

的 CTF 比赛时，在国际强手林立的舞台上，就我们两支来

自中国大陆的战队，那时候觉得孤立无援，又觉得有点踏

实，因为身边还有一个战友。”今年 8 月初，两支队伍又

将共同组队，blue-lotus + 0ops = b1o0p，组成 20 人的战队，

携手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Defcon CTF 大赛。

反观国内的战队，许文认为国内战队虽然这两年

发展迅速，但仍然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尽快培养和

发现攻防的人才，与国际强队同台竞技。“比赛只是

一种演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水平和实力，从综合素

质上看，还是北美的团队领先。当然，我们也需要通

过比赛，发现人才，挖掘人才，迅速吸引到顶尖的人才，

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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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习是基本功，不能缺失

网络安全攻防对抗，是一个体系的问题，涉及到

软件、硬件、系统、网络等诸多方向，不是只精通了

某一领域就能解决所有安全的问题。决定水平上升的

速度与本身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与学校的基础课程

是密不可分的。许文对于高校课堂上的基础课程非常

认同，认为 0ops 战队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学校的计算机体系基础教学。“我们能

取得在国际比赛中的好成绩，一方面是自己在训练上

投入精力，努力提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上海交大的

专业培养。”包括上海交大、清华大学、美国 CMU 等

组建的赛队，都能成为世界强队，可以说，无一不是

得益于本校高水准的计算机培养体系。

在 CTF 的比赛战队成长中，有很多例子表明，此

前从未接触过信息安全的其他领域的学生，在接触到

网络对抗赛之后，其发挥的水平，可能比很多年都在

安全研究领域的人提升得更快，也表现更好。

“一句话，底子要好，计算机基础知识很重要。

新进的学生不要被表面的一些现象混淆了自己的目

标。”许文并不赞成社会上批评计算机课程教学与实

践脱节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教与学双方都不能忽视

了纯计算机课程教学这一环节。

在两年多的时间中，许文参加过的国内国际比赛

不下六十场，对国内与国际的 CTF 比赛，多少有些自

己的体会。“过去国外的赛题明显难度大，但近两年

由于国内整体水平在提升，包括与国际的交流增加，

国内的赛题难度也逐渐加大。目前与国外的攻防比赛

相比，国内的赛题目的性略强，与组织方的目的有很

大关系，企业的参与，使得赛题带上了企业业务需求

的目标，业务性更强，但可能对很多拥有 CTF 背景的‘赛

棍’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而国际上对解决复杂问题

能力的要求更多些，赛题的面更宽些。” 

整个行业正在向良性生态发展

CTF 竞赛的过程靠的是思路，打破常规的思维模

式才能另辟蹊径，获得成功。参与者不仅需要考虑已

知攻击途径，同时需要凭借创意找到新的突破口。这

些技能目前越来越得到各大企业的认可，在市场上拥

有旺盛的需求。徐文说，“我们的团队今年大半都毕

业了，均就业于国内知名企业，腾讯、阿里、安恒等，

另外腾讯科恩实验室从 2014 年开始每年都赞助支持我

们的队员参与各种竞赛。”正如美国 PPP 战队的队长

接受采访时指出的：“他们（各大公司）的意见基本

一致——如果你在 CTF 竞赛中拥有良好的表现，那么

肯定也拥有足以为其效力的精湛技术。”

目前，国内参与 CTF 竞赛的，或者推动国内 CTF

竞赛的，主要力量是来自高校，而这些学生毕业之后，

又主要进入国内外安全企业及学术领域。0ops 团队中

今年毕业的学生，或继续深造，或到大公司就职，都

仍然进行安全行业的研究，无一转行。许文认为这预

示着整个行业正在向良性的生态发展。

“两三年前，我们常常感觉‘求告无门’，找不

到一个地方能帮助我们答疑解惑的，但现在的环境已

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今年 XCTF 的国际联赛参赛

的队伍达到了 3700 多支，而且战队的水平都在不断提

升，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国际高水平的 CTF 比赛上，

将会看到越来越多国人的面孔。”

八月，许文将踏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博

士学位。回顾自己在上海交大的这段与 CTF 结缘的经

历，他最为难忘的还是 2015 年在韩国的 CODE GATE 

CTF 比赛中夺冠。“这当时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因为，

我们刚刚开始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

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我们能在世界性的重要舞台上力

压群雄，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组建 0ops 战队并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投身于

CTF 比赛的经历是我大学四年最为宝贵的财富，这其

中包含了艰辛的努力，也有团队的齐心协力。”大学

四年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追求，而 0ops 整个团队

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能坚持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起努

力，一起成长，“无利益的诉求，保持一种纯粹性，

是很重要的因素。才能走得长远。”许文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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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XCTF 总决赛冠军——韩国 CyKor
作为 Defcon CTF 全球总决赛新科冠军的韩国 DEFKOR 队伍

的分队，韩国 CyKor 战队在此次 2016 XCTF 总决赛中以超出季军

一万分的绝对优势夺冠。这支来自韩国大学网络安全实验室的战

队，不仅是“韩国黑客神童”Lokihardt 最早加入的 CTF 战队，还

曾获得 Trend Micro CTF 冠军，更在多个亚太地区顶级竞赛中获得

过冠军。韩国 CyKor 战队全队成员均为大学生，他们在攻防技术、

分析解题能力、耐力与团队精神方面表现优异。

点评：

韩国 CyKor 战队在 2016 XCTF 总决赛第一天开始陷入苦战，

一度位列倒数第一名，7 月 16 日下午开始凭借 PWN 二进制题目

richman 的一血，攻击全场，分数增长迅速，一路超车至全场第一。

然而 LC ↯ BC 战队在还没有被拉开差距的时也解出了 richman 开始

反击，并凭借Web1当中积累的优势再次反超。7月17日比赛第二日，

CyKor 大爆发（可以看出晚上离线分析阶段准备十分充分 )，一波

流带走所有战队，以超出第二名一万多分的绝对优势拿下冠军。

2016 XCTF 16 强战队阵容盘点
7 月 17 日，2016 XCTF 总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16 支国内外顶尖网络安全团队展开巅峰对决，

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安全对抗赛。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赛季，从八站分站赛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的这 16 支战队 , 可以说汇集了当前国

内外高校网络安全领域的顶尖高手，包括多支世界排名前 10 的国际顶级 CTF 战队、Defcon CTF 世界

杯冠军队伍等等，这 16 支战队究竟来自何方呢？让我们为你揭开他们的真容！

2016 XCTF 总决赛亚军——俄罗斯联队 LC ↯ BC
LC ↯ BC，来自俄罗斯一支的超级联队，最近两年迅速

崛起，2015 年打进 Defcon CTF 总决赛并获得了第十名的成

绩，当年的最佳成绩是 HITCONCTF 获得季军。俄罗斯联队

LC ↯ BC 的成员均已毕业，战队综合实力极强，Boston Key 

Party CTF 2016 获得第四名，CODE GATE CTF 2016 初赛排名

第三，本届 XCTF 联赛上海站 0CTF 资格赛位居榜首，并在

决赛中力克美国 PPP 等强队夺冠，目前其 CTFTIME 全球排

名迅速上升到第七位。

点评：

LC ↯ BC 是 2016 XCTF 总决赛首日表现最佳的战队，

拿下首日第一名，7 月 16 日上午在 FlappyPig 战队拿下 Web1

一血、WildWolf 率先攻击全场的情况下，LC ↯ BC 后来居上，

完成超越，这支战队各方面能力十分全面，下午紧随 CyKor

解出 richman 之后，首日位列第一。第二日无力抵挡 CyKor

的强大攻势，最终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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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猪先飞”——多高校联合的 FlappyPig 战队
FlappyPig 战队是一支多校联合战队，队名的由来：出于猪和

飞这一矛盾的现象，象征着勤能补拙之意，以笨猪先飞的姿态诠释

FlappyPig 的含义。

最早源于参与 XCTF 联赛前身 BCTF2014 的“无名战队”，勤勤

恳恳地几乎参加了 XCTF 联赛所有分站的比赛，首届 XCTF 联赛积分

排名第 7 位，今年排名已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 217，获得 RCTF 福州

站国际赛冠军。2016 XCTF 总决赛排名第六。

台湾科技大学新秀战队——Forx
2016 XCTF 总决赛第五名。Forx 成员均来自

台湾科技大学，由 HITCON 队长 Orange 率领，

包含 Inndy,Tasi,keniver。获得本届 XCTF 国际联

赛西安站 SSCTF 冠军，以及上海站 0CTF 决赛第

七名、XCTF 国际联赛福州站 RCTF 线下决赛亚

军等成绩。

首届 XCTF 联赛总决赛卫冕冠军

——台湾大学 217
2016 XCTF 总决赛第四名。217 是由台湾大

学的学生组成的战队，大多数成员并不是安全专

业的学生但热衷于 CTF 比赛。据悉 217 战队的

名字源自于他们所在实验室的房间号码，目前

参加 CTF 比赛已有 2 年。2014 年他们是曾获得

Defcon CTF 总决赛亚军 HITCON 的主力，目前

CTFTIME 全球排名第四位，也是首届 XCTF 联

赛总决赛卫冕冠军，曾在 2015 年 BCTF 中击败

过美国强队 PPP。

2016 XCTF 总决赛季军——上海交通大学 0ops 战队
0ops 团队组建于 2013 年，大部分成员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目前活

跃主力队员达到了 15 个，建立了比较全面的队伍。近年来频繁参与国

内外信息安全领域竞赛，成绩十分出色，是首届 XCTF 联赛总决赛亚

军获得者，2015 年度权威 CTFTIME 世界战队积分榜排名全球第三位。

0ops 战队最为擅长的是二进制漏洞的发现与利用，此次参赛的四人各

有所长，发挥出色。据悉，今年 8 月，他们将与蓝莲花战队共赴 2016

世界黑客大赛 Defcon CTF。

点评：

0ops 战队是前五名中唯一的一支中国大陆队伍，在两日的比赛中

表现发挥越来越出色，上演了一出后来居上的好戏。比赛一开始，0ops

战队仅仅居于中游，随着比赛的进行，在队长许文的带领下，0ops 战

队逐步发力，第一天末尾进入前六，经过一晚上的精心准备。在第二

天的 7 小时争夺中，0ops 超越 Forx、217、FlappyPig 等战队，最终收

获季军。

随着 XCTF 联赛共同成长的复旦大

学六星战队
六星战队成立于 2014 年，主要由复旦大学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在过去 3 年的比赛中迅

速成长。2015 年曾获得首届 XCTF 联赛浙大站

ACTF 冠军，在本届 XCTF 联赛福州站 RCTF、

上海站 0CTF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以上海站

0CTF 在 XCTF 联赛注册队伍排名第三获得总决

赛入场券。目前战队的 XCTFTIME2015~2016 年

度排名第四位，2016 XCTF 总决赛排名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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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强队——Shellphish
Shellphish——来自美国 UCSB 大学 (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

拉分校 ) 的传统强队，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全球高校 CTF 夺旗

赛 iCTF 的组织者。曾于 2005 年在总决赛中夺冠。CTFTIME

全球排名 2015 年第四位，2016 年截止 6 月排名第八名。

在本届 XCTF 国际联赛中获得北京站 BCTF 季军，上海站

0CTF 资格赛第三名、决赛第四名。2016 XCTF 总决赛排名

第 11 位。

后起之秀NeSE 战队
NeSE 队伍创建于 2015 年，主要人员为中科院信息工

程研究所的研究生及本科生。NeSE 的全称为“Never Stop 

Exploiting”，参加了 XCTF 联赛及 CTFTIME 中的一些比赛，

并获得了 RCTF、ZCTF、0CTF、BCTF 的第十一名、第五名、

第十五名、第十七名。2016 XCTF 总决赛排名第十位。

XCTF 联赛最年轻的实力战队——Nu1L
战队队名源于“NULL”，战队的小伙伴们来自于全国各地，都热爱

CTF，热爱信息安全。Nu1L 战队在 XCTF 联赛成都站 SCTF 中夺冠，获得总

决赛入场券，目前该战队在 XCTFTIME2015~2016 年度排名中位居第三位。

曾获得 SCTF 2016 冠军， BCTF 2016XCTF 队伍第二的好成绩。成员包括

Veneno 、Marche147、Albertchang、Misty，其中 Misty 是一位爱好逆向、内核

安全的高二学生。2016 XCTF 总决赛排名第八。

狼之队WildWolf 战队
WildWolf 团队是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丁丽萍老师发起创建，团队成员由来

自各个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团队

内部注重团队协作，正如队名所述一样，

是一支“狼”的团队。2016 XCTF 总决赛

排名第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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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最亮的星——“天枢”战队
“天枢”战队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一群爱好信息安全的小

伙伴们。“天枢”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它代表了聪慧和才能。

“天枢”战队的技术方向比较平均，技能相当，学习氛围

活跃积极，各个方向都有专门的组别。战队核心成员主要来自北

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信安 2 组（移动互联网安全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同时创建有北邮人自己的安全技术

社团——天枢信息安全协会，旨在学习、研究和交流安全技术营

造安全技术交流氛围，并成功举办了第一、二届北京邮电大学信

息网络安全技术挑战赛（TSCTF2015、TSCTF2016）。

信息安全爱好者的汇聚——NSIS 战队
没有一个系统是安全的（简称 NSIS），成员来自五湖四

海，成立于 2015 年 5 月左右，有着同一个爱好——网络安全，

喜欢渗透，爱钻研二进制。队伍成立之后一直在坚持参加各

大网络安全类比赛，参加过 XDCTF、HCTF 和华山杯等 CTF

的决赛，取得了 ZCTF2016 决赛季军的好成绩。

强势回归的浙江大学 AAA 战队
在首届 XCTF 联赛，浙江大学 AAA 战队曾组织杭州站 ACTF

选拔赛，并获得 HCTF 初赛第五名。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强势

回归的浙江大学 AAA 战队在郑州站 ZCTF 中夺冠。

“来自乌克兰的世界第一战队”——Dcua 战队
Dcua 战队成立于 2012 年，以 Defcon-UA DC02139（国际黑

客会议组织成员之一）为原型和基础组建。战队成员主要是来

自于乌克兰基辅工学院的大学生。Dcua 战队作为一支非常知名

的国际强队，近几年活跃于国际各大 CTF 赛事，曾获得过包括

VolgaCTF 在内的多个国际 CTF 比赛的冠军，今年上半年就囊获

了五场国际赛冠军。目前以 806.376 分占据 CTFTIME 国际排行

榜的第一名。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ROIS 战队
ROIS 团队是由福州大学信息安全专业研究生带领，信息

安全专业本科生组成，网络系统信息安全福建省高校重点实

验室老师指导的学生安全竞赛团队。

团队分为核心小组和兴趣小组，旨在为信息安全专业

学习有兴趣的同学提供技术交流和学习平台，主要参加各类

CTF 比赛以及为校园网络做安全测试。2016 XCTF 总决赛排

名第 12 位。

（本文资料来源：XCTF，点评：孙魁林）



2016.8 中国教育网络 29

政策与焦点

2016 年
1 月

23~24 日

XCTF 国际联赛福州站线上初赛

作为 XCTF 2015~2016 年度联赛的揭幕赛 ,XCTF

国际联赛福州站 RCTF 分为线上解题模式初赛及

线下对抗模式的决赛。RCTF 线上初赛由福州大学

ROIS 战队命题组织。经过连续 36 小时的赛事，台

湾大学 217 战队凭借最后一分钟的绝杀，获得福州

站国际赛线上初赛的第一名，复旦大学六星战队和

上海交通大学 0ops 战队分列第二、三名。

XCTF 国际联赛福州站线下决赛

参赛的 11 支队伍经过激烈对抗，最终由多高校

学生组成的联合战队 FlappyPig 一路领先夺得冠军，

同时获得 2 万元奖金及第一张直通 XCTF 总决赛的

门票；台湾科技大学 Forx 战队及上海交通大学 0ops

战队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

XCTF 国际联赛郑州站线上初赛

历时 36 个小时，多高校联合的 Nu1L

战队以出色的表现获得第一名，FlappyPig

战队则以微弱差距获得第二名，第三名被

浙大 AAA 战队获得。

XCTF 国际联赛西安站国际赛线上赛

超过 2400 支国内外战队报名参加此次

赛事，经过 48 个小时鏖战，多校联合战队

FlappyPig 凭借最后一晚的强势爆发夺得第

一 ; 台湾大学 217 战队后程发力，获得第二 ;

一度领跑的 Nu1L 战队最后一晚被逆袭，遗

憾获得第三名。

2016XCTF 赛事历程
在“一带一路”国际战略背景下，第二届 XCTF 联赛由全国联赛成功升级为国际联赛。第二届 XCTF 联赛首

站于 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州正式开启，经过长达 8 个月、共 14 场竞赛，

2016XCTF 国际联赛总决赛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在北京完美收官。赛事期间，XCTF 官网注册的国内参赛队伍超

过 1700 支，五站国际选拔赛吸引了超过 84 个国家与地区的近 2000 支国际战队参与，打造了一场“一带一路”的

国际联赛，上演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

2015 年
12 月

12~13 日

2016 年
2 月

27~28 日

2015 年
11 月

14~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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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4~6 日

2016 年
6 月

11~12 日

第二届 XCTF 联赛上海站国际赛线上资格赛

全世界 2000 多支顶级网络安全攻防团队线上

竞技，经过持续 48 小时征战，LC ↯ BC（俄罗斯）、

Eat Sleep Pwn Repeat（德国）、Shellphish（美国）战

队分列前三名，三支中国战队四川无声 -PKAV、复

旦六星及 217 杀入前十，成功入围线下决赛。

第二届 XCTF 联赛北京站国际赛

比赛共吸引了来自近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0

多支战队，超过 5300 人参加。

最终，217 战队奋力追赶未果，美国 PPP 战队

还是凭借先前积累的优势拿下第一，将万元奖金收

入囊中，217 获得第二，并以战绩最好的中国战队

身份获得一张直通 XCTF 联赛总决赛的门票；另一

支美国战队 Shellphish 夺得第三。

 XCTF 国际联赛郑州站线下决赛

经 过 两 天 15 个 小 时 的 激 烈 争 夺， 浙 江 大 学

AAA 逆转 FlappyPig 战队，夺取冠军，河南本土战队

FlapPypig 收获第二名，另一支河南战队没有一个系

统是安全的（NSIS）战队险胜上海交大 0ops 获得第三。

XCTF 国际联赛西安站国际赛

12 支战队齐聚西安都市之门，展开激烈竞争。

最终，由世界强队 Hitcon 队长 Orange 领衔的台湾科

技大学 Forx 战队拿下了 SSCTF 冠军，一举收获三万

元奖金以及 XCTF 国际联赛上海站决赛和 XCTF 联

赛总决赛资格，FlappyPig 遗憾位列第二，首日在沙

盒模式中表现出色的网络尖刀 107 战队拿下季军。

XCTF 国际联赛上海站国际赛

俄罗斯 LC ↯ BC 力斩群雄，夺得冠军并成功获

得参加八月拉斯维加斯的资格，美国明星战队 PPP

和 老 牌 劲 旅

波 兰 Dragon 

Sector 分 列

二三位，复旦

大学六星战队

成功获得一张

直 通 XCTF 联

赛总决赛的入

场券。

 XCTF 国际联赛成都站 SCTF

本场比赛堪称今年联赛以来比分排名变化

最为频繁，争夺最为激烈的一场比赛，先后有

8 支不同战队登上榜首，经过 36 个小时的高强

度竞争，多校联合战队 Nu1L 战队夺得第一名，

如愿取得一张宝贵的总决赛入场券，福州大学

ROIS 战队和武汉大学 Dawn 分列二三位。

XCTF 国际联赛武汉站线上初赛

WildWolf 战队展示出良好的状态，在比赛

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并一直

将他们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最终，经过两天

的激烈争夺，WildWolf 如愿获得第一名，首届

XCTF 联赛总决赛季军，来自福州大学的 ROIS

战队以 2 分优势力压武汉大学 Dawn 战队拿下第

二，Dawn 收获第三。

XCTF 国际联赛杭州站 ALICTF

在焦点对决中，PPP 微弱劣势不敌神秘国

际战队 40thieves（四十大盗），遗憾获得第二，

40thieves 战队一鸣惊人，夺得冠军和两万元奖金，

西班牙 int3pids 压哨反超 NeSE 收获第三。

 XCTF 国际联赛武汉站 WHCTF

本站比赛是第二届“一带一路“XCTF 国际

网络安全技术对抗联赛的最后一站选拔赛，在焦

点对决中，实力强劲的 FlappyPig 战队险胜线上

资格赛第一名 WildWolf 战队，拿下冠军，这也是

继 XCTF 福州站比赛后，FlappyPig 战队收获的又

一个冠军，WildWolf 战队虽然收获第二，但成功

收获最后一张直通 XCTF 联赛总决赛的入场券，

北邮天枢战队获得第三名。

2016 年
3 月

12~14 日

2016 年
3 月

19~21 日

2016 年
3 月

26~27 日

2016 年
4 月

23~24 日

2016 年
5 月

7~8 日

2016 年
5 月

14~15 日

2016 年
4 月

9~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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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祁琳青 陆以勤

“互联网 +”业务的发展，对网络的

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诞生

的网络体系主要特点是设备之间的“互

联”，是一种对等式的通信方式，没有主

从概念，也没有全网调控的概念，但随着

“互联网 +”的发展，互联网与实体经济

结合，业务运行大大超越了其诞生年代的

背景，传统的架构不能适应业务的发展，

成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瓶颈。鉴于目前的

网络架构已不适合互联网产业发展，一种

根据业务需求可动态弹性分配资源、根据

网络运行和安全状态快速更新策略、并向

第三方开放的新网络体系结构在近两三年

得到快速的发展，如同云架构改变了计算

资源和存储资源的建设、运行和业务模式

一样，这种新型的网络体系结构也将对网

络的建设、运维和业务提供模式带来革命

性影响，这种新型的网络体系结构称为未

来网络架构。

未来网络架构有多种，一般目前普

遍 被 业 界 认 可 的 有 软 件 定 义 网

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和网络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两者

是相辅相成的，SDN 侧重于网络

架构的定义，而 NFV 则注重对网

络设备结构的定义，两者结合起

来可以将网络业务从特定的硬件

紧耦合关系中分离开来，因此，

也 有 人 把 SDN 和 NFV 合 并 为

SDNFV，例如一年一度的“全球

SDN 技术大会”在 2016 年改称“全

球 SDNFV 技术大会”。

经过十年的发展，未来网络架构开始

进入了商用部署时期，国内外几乎所有的

主流网络设备生产商都有 SDN 的产品，

芯片生产商、网络运营商、云计算服务商、

互联网应用企业等都在进行 SDN 和 NFV

的研究、试验和部署，据 Infonetics 的调

研报告显示，到 2018 年全球运营商 SDN/

NFV 市场规模将达到 110 亿美元。近两三

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网络正在走

向现实，并且将会成为互联网产业的关键

技术，对互联网产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未来网络的发展

为了解决互联网传统架构的资源分配

弹性差、感知度颗粒度低、缺乏集中控制

等问题，计算机网络专家一直在研究新的

网络架构。

2005 年，CMU( 卡 内 基 梅 隆 大 学 ) 

Albert Greenberg 等 在 CCR 期刊发表的论

文 《A Clean slate 4D approach to network 

control and management》中提出：网络的关

键是协同，这是控制和管理平面的事，重

新构建网络的机遇和重点在控制平面。十

年后的 2015 年，ACM SIGCOMM 把 Test of 

Time Paper Award 颁给了这篇文章，理由

是：This paper led to a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the topic of separated data and control planes 

to better manage networks that developed into 

Software Defined。

2007 年 开 始， 斯 坦 福 大 学 研 究 生

Martin Casado 联合 Nick McKeown、Scott 

Shenker 等人共同创建了一个网络虚拟化

技术创新的公司——Nicira，并最早提出了

SDN 的概念。2011 年 Google、Facebook、

Yahoo 等成立了开放网络基金会（ONF），

负责制定 OpenFlow 的规范。2013 年 4 月，

Cisco 和 IBM 发起成立了 OpenDaylight 计划，

其范围包括一个 SDN 控制器，北向和南向

API( 包括 OpenFlow) 专有扩展，东西向协

议用于控制器之间的互通。

2011 年 11 月 11 日，南京市政府联

合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计算所、清华大

学共同成立中国（南京）未来网络产业创

新中心，并于 2012 年 5 月正式运

营。2013 年 9 月，中心升级更名

为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

2012 年 10 月 AT&T、BT 和

中国移动等 13 家运营商联合发起

了网络功能虚拟化（NFV）ETSI

组织 NFV-ISG。

2014 年首届、2015 年第二届

全国高校 SDN 应用创新开发大赛

在华南理工大学举办，吸引了来

自美国 Internet2 以及包括耶鲁大

学教授在内的 SDN 领域的国际会

议主席或委员等专家参加，自主

“互联网 +”时代未来网络架构的发展与应用

2014 年 8月，第一届全国高校SDN应用创新开发大赛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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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 SDN 平台被指定为比赛的测试和

演示平台，并与 2014 中国未来网络产业

高峰论坛提出的基于 SCNSDN 架构的未来

网络试验网连接，两年来在全国举办了近

20 场关于 SDN 比赛的研讨培训会，为各

高校培养了未来网络领域大批急缺人才。

华南理工大学自主开发的 SDN 试验平台

如图 1 所示。

未来网络从基础架构上突破互
联网产业发展瓶颈

SDN 是一个新的网络结构，通过将传

统网络设备紧耦合的架构分解为应用、控

制、转发独立的三层，并实现可编程控制。

传统网络每个路由或者交换设备都是一个

控制和数据的合体，数据包由分布式设备

自行决定操作方式，最后通过各个设备的

合作达到目的。在 SDN 网络架构中，控

制层和数据层分离，数据层设备只管数据

的转发操作，控制功能被集中转移到称为

控制器的服务器，高层的应用、底层的转

发设备被抽象为多个逻辑实体。控制器负

责收集全网信息，进行决策，并向数据层

设备下发策略，每个数据层设备按照这些

策略对不同数据包执行操作，未来网络架

构如图 2 所示。

为了便于第三方通过编程方式对网络

资源进行动态分配，需要对网络进行抽象

以屏蔽底层复杂度，为上层提供简单的、

标准化的、高效的网络资源逻辑或者虚拟

实体：第一，使第三方编程可以独立于复

杂的物理网络结构；第二，提高网络资源

在整网角度的利用率；第三，实现网络资

源的快速和动态部署，提高网络的弹性，

降低网络调度的颗粒度。因此，在未来网

络架构中，采用类似于云架构将计算和存

储资源虚拟化的方式，应用 NFV 技术实

现网络资源的虚拟化。

由此可见，未来网络架构增强了网络

的可控性，降低了网络资源管理的颗粒度，

增强了网络的弹性，提高了网络资源的利

用率，第三方可以根据不同业务需求对网

络资源进行动态和实时的调配，网络资源

实现了虚拟化和切片化（类似于虚拟专用

网），总的来说，这种架构让客户拥有更

多的控制能力 , 继承了互联网开放创新的

基因，可望突破互联网产业发展瓶颈。

SDNFV的典型应用

SDN 和 NFV 作为未来网络新的架构，

符合互联网产业（包括通信产业）的需求，

继承了互联网开放创新的基因，具有巨大

的商业应用潜力。实际上，语音通信网络

架构由程控交换向智能网、NGN( 下一代

网络）、IMS 的演变过程，就是逐步实现

这种将业务、控制、承载分离的网络架构

的过程。未来网络在短短几年内得到快速

发展，已从未来快步走向现实，下面简述

未来网络目前成功的或可以预见的应用。

1. 数据中心网络

数据中心网络具有高度密集、动态

性强、带宽要求高等特点，目前，数据

中心的流量模型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

网络流量由南北向转移为东西向。由于

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IT 应用已经成为信

息化发展的趋势，为了满足快速部署、

动态迁移等业务扩展需求，需要数据中

心网络架构快速适配虚拟机的扩展以及

业务的快速变更。另外，数据中心采用

在多链路互联，当其中一链路出线拥塞

时，传统的网络不能快速感知和自动调

整流量的分配策略，导致链路的利用率

不 高。 通 过 SDNFV 网 络 架 构， 并 结 合

Overlay 等网络技术，可以实现传统网络

向网络虚拟化的深度延伸，从而构建新

架构下的数据中心网络，通过集中控制

的方案简化网络架构、简化运维、实现

对网络、对应用的感知，最终实现面向

应用的网络自动化运维。

2013 年 8 月 谷 歌 在 SIGCOMM 会 议

发 表 论 文《Experience with a Globally-

Deployed Software Defined WAN》中，提出

利用 SDN 技术解决数据中心之间流量问

题的方案，即谷歌数据中心的 B4 网络，

通过 SDN 将链路使用率从平均 30% 提升

至接近 95% ，被视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

SDN 案例，获得了 SIGCOMM 2013 的最佳

图 1  华南理工大学自主开发的 SDN 试验平台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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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奖。

目前，我国运营商新建的数据中心网

络方案中，均采用未来网络的架构。

2. 云平台

云平台需要支持超大规模用户群、多

租户、动态工作负载和虚机迁移等，采用

SDN 开放的架构，利用 NFV 对网络资源进

行虚拟化，用户自助开通数据中心内虚拟

网络，网络资源像申请虚机和存储一样容

易，可以极大减少硬件投入和运维成本。

2015 年中国移动公众服务云商用部

署 SDN 解决方案，提供虚拟私有云（VPC）

服务及业务链。中国联通基于自主研发云

平台——沃云平台，积极开展 VPC、控

制器及业务链管理系统、数据中心互联

(DCI)、基于沃云的网络功能虚拟化和虚拟

网络加速、虚拟企业用户驻地设备 (vCPE)

等研发和试验工作。例如中国联通基于

SDN 的虚拟私有网络 VPC，基于虚拟化网

络平台，实现数据中心物理网络与租户虚

拟网络的解耦，租户间的网络相互隔离、

设置不相冲突，租户在自己的虚拟网络内，

可自主进行网络和计算资源的规划和使

用。中国电信提出基于 OpenStack 研发面

向混合云的 SDN 解决方案，开展云网协

同实践，实现 IDC 网络自动化部署，同时

建设 IDC 承载专网，推进互联网化转型，

以 IDC 为中心组网，一

期将全国最大的 15 个

IDC 互联。中国电信与

2014 年 完 成 全 球 首 个

虚拟企业用户驻地设备

vCPE 现网试验。

3. 全网运行状态和

安全状态监控

 利用未来网络架

构实现网络拓扑结构和

流量可视化，实时感知

网络流量变化，并进行

拥塞链路判断。传统的

网 络 监 控 设 备 和 安 全

设备一般放于网络的边

界，网络状态的数据收

集颗粒度较粗，不能感知网络内部运行和

安全状态，而未来网络可采用分布式的流

量样本信息采集方法，实时获取可定义的

高细粒度流量统计信息，从网络全局的角

度监控网络流量。同时，通过 SDN 控制

器可以灵活进行流量复制、流量过滤和

流量汇集，结合 DPI 和 IPS 现有各种网

络应用分析工具提高网络安全和监控管

理水平。

4. 广域网优化

利用未来网络架构全网运行状态和安

全状态监控，进一步通过智能计算调整流

量转发路径、优化网络利用率，全局集中

调度流量，实现局部或者全网流量调优，

提升 IP 网络带宽利用率，保证关键业务

质量。

实际上，数据中心互联也属于广域网

优化的例子。除了 Google 和中国运营商的

应用案例外，很多企业如 F5、Radware 和

Citrix NetScaler 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5. 网络空间安全新架构

利用未来网络架构可以增加安全检测

的感知能力以及防御的协同性，SDN 集中

控制的方式可以使网络内部流量数据采集

的颗粒度变细，使安全数据分析的相关度

增加，提高检测算法的有效性，网络功能

虚拟化使安全防御的体系可以深入网络虚

拟空间内部，利用集中控制的架构形成全

网协同防御的机制。

6. 第五代移动网络（5G）

5G 移动通信系统是对现有通信技术

的融合及演进，国内外很多相关组织出

于战略考虑，已开展了关于 5G 的研究，

如我国的 IMT-2020 推进组、欧盟的 5G 

PPP(5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等。

由于移动网络采用 NGN 和 IMS 的架

构，在 2G 向 3G 过渡时已逐步实现控制

和承载的分离，但到了 4G 阶段还没有对

网元进行虚拟化。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在未来的 5G 移动网络架构中，将采用类

似于 SDN 的应用、控制和转发分离的架

构，采用 NFV 技术将网络设备部件化、

标准化、虚拟化，并通过集中控制实现

全网资源动态调整，向应用层开放标准

的编程接口。5G 移动通信网络为了更好

满足用户的业务需要，提升移动网络的

传输效率，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对虚拟化

的网络功能部件进行编排、灵活组合、

弹性调配、故障隔离等。

在“互联网 +”时代，互联网与实体

经济的结合，互联网承载的业务种类和数

量快速增长，对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提出了

新的要求，原有的网络架构已不能适应互

联网业务的新的发展，以 SDN 和 NFV 为主

流的未来网络架构继承了互联网开放、创

新的基因，适合了产业发展需求，不仅具

有巨大的产业潜力和前景，也为我国掌握

互联网核心技术，在网络空间争取话语权

提供了机会，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

界的高度关注，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

洁在 2016 年全球 SDNFV 技术大会上强调的

那样，互联网面临严重挑战，互联网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发展必然趋势，未来网

络迎来发展机遇，成为全球的竞争热点。未

来网络近两三年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迹象表明，它已从未来走向现实，我国的

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应紧跟互联网技术发展

的步伐，在未来网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

实现网络强国做好战略和战术部署。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图 2  未来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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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傅宇凡

2016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网络安全

研究国际学术论坛（InForSec）在北京举办“网

络空间安全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夏令营

通过招生导师及实验室介绍、导师面谈交

流、参观实验室与知名企业等形式促进中

国高校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大学生的互动交

流，从而增强学生科研兴趣，拓展学术视野，

明确研究和工作方向。活动中，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及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网络安全专家分

析并介绍了当前安全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

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大学生近 200 人参与了

活动，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等全国三十多所高校近 50 名学生

与导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973 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软件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杨珉在会上做了题为“big4，

离你不远”的报告，他介绍了代表信息安

全研究最高水准的四大国际学术会议，并

结合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的体会，探讨如何

实现登上国际最高学术讲坛。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

教授段海新在会上做了“在游戏中改变世界

@ 清华”的报告，介绍了清华大学网络与

信息安全实验室的发展历程以及通过攻防

竞赛培养人才的情况，并通过实例 “HTTPS

的 Cookie 注入”介绍了网络协议安全方向

的研究特点，以及如何与产业界密切联系，

为互联网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韩心

慧教授在会上介绍了该所在信息网络安全

的一些研究方向，包括信息安全、数字版

2016“网络空间安全
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在京举办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网络安全

专家分析安全学术研究方向

杨珉

973 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软件

学院教授

段海新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

院教授

韩心慧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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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技术、网络音视频信息处理、图像

视频理解与检索等领域的研究，目前在国

内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李智博

士在会上做了“北航计算机学院信息安全

系的研究方向”的报告，他从安全协议形

式化分析与验证、密码学相关研究、移动

安全、工控系统安全等四个方向介绍了信

息安全系的工作，并提出研究更复杂场景

（例如考虑密钥之外的其它随机因素等）

下的隐私问题的不可能性结果、构造基于

新型的非完美随机源的差分隐私机制等等

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信息安全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陈恺博士做了“大数

据时代下的软件安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

指出，潜在威胁的 APP 程序（PHAs）在移

动设备上运行造成用户信息资产的潜在损失

（例如，泄漏用户的隐私信息，利用已知的

漏洞，安装后门，等）。然而，面对新威胁，

目前的审查机制显得缓慢和不可捕捉，他介

绍了其实验室通过针对超过一百万的 Android

应用程序的有效分析，以前未知的 PHAs 可

以在几秒钟内得到检测，而无需采用传统的

防病毒手段。同时，采用有效机制解决移动

平台上各种潜在的程序威胁。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体

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成岗博士做题为

“内构安全支撑技术研究”的报告。他指出，

“过去十年中美国包括国家信息技术基础

建设工作是失败的，短期弥补修复不解决

根本问题。内构安全（designed-in security）

是彻底改变网络安全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

主题。”内构安全的实质即“在程序或系

统的设计阶段，将安全机制直接设计其中”，

通过设计某种机制，使得在软件设计和开

陈恺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成岗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

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苏璞睿

中国科学院软件所可信计算与信

息保障实验室

李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发过程中就极大地减少软件中可利用的缺

陷，来抵御攻击。他介绍了内构安全的支

撑技术架构及工作原理，以及其实现主动

防御的机制。 

中国科学院软件所可信计算与信息保

障实验室研究员苏璞睿做了题为“如何构

建漏洞分析‘流水线’？”的报告，他指出，

当前，软件漏洞挖掘高手在圈子里象“神”

一般的存在，他们有对漏洞有独特的敏感

性，对软件内部的各种机制有独特的理解，

然而，他们的软件漏洞分析过程更象一门

艺术，而非一门技术。但当前软件越来越

复杂，规模也越来越大，软件漏洞机理也

越来越复杂，而软件漏洞挖掘高手数量显

得捉襟见肘，当前软件漏洞发掘的能力与

现实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如何构建软件漏

洞分析“流水线”，提高漏洞发掘、分析

的自动化水平，是现实的需求，也是技术

发展的方向。但当前软件漏洞分析技术离

自动化分析仍有很大差距，他围绕目前有

哪些难题有待解决，有哪些研究思路，已

取得什么样的进展等问题做简单的分析，

并提出当下的一些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

18日，百度资深移动安全专家包沉浮、

奇虎 360 信息安全高级技术经理高雪峰，

以及启明星辰副总裁毕学尧在清华大学做

了相关技术演讲，并与参与夏令营活动的

全国各高校同学交流企业在人才引进及项

目管理中的关键点。参与夏令营的各高校

学生还参观了实验室，并与导师进行了面

对面交流。学生与导师进行面对面交流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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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Yue CHEN

Address Space Layout Randomization 

(ASLR) 是什么 ? 一些攻击，比如 return-

oriented programming (ROP) 之类的代码复

用攻击，会试图得到被攻击者的内存布局

信息。这样就可以知道代码或者数据放在

哪里，来定位并进行攻击。比如可以找到

ROP 里面的 gadget。而 ASLR 让这些内存

区域随机分布，来提高攻击者成功难度，

让他们只能通过猜测来进行不断试错的攻

击 ( 理想状况下 )，图 1 为 ASLR 示例。

ASLR 的问题

在出现了某些漏洞，比如内存信息泄

露的情况下，攻击者会得到部分内存信息，

比如某些代码指针。传统的 ASLR 只能随

机化整个 segment，比如栈、堆、或者代

码区。这时攻击者可以通过泄露的地址信

息来推导别的信息，如另外一个函数的地

址等。这样整个 segment 的地址都可以推

导出来，进而得到更多信息，如图 2 所示，

大大增加了攻击利用的成功率。在 32 位

系统中，由于随机的熵值不高，攻击者也

容易通过穷举法猜出地址。

如何改进 ?

主要的改进方法有两种：一是防止内

存信息泄露，二是增强 ASLR 本身。本文

主要讨论后者。

1. 随机化的粒度可以改进。粒度小了，

熵值增加，就很难猜出 ROP gadget 之类的

内存块在哪里。ASLP[1] 在函数级

进行随机化，binary stirring[2] 在

basic block 级进行随机化，ILR[3]

和 IPR[4] 在指令级。[3] 将指令地

址进行随机化；而 [4] 把指令串

进行重写，来替换成同样长度，

并且相同语义的指令串。

2. 随机化的方式可以改进。

Oxymoron[5] 解决了库函数随机化

的重复问题 : 原先假如每个进程

的 library 都进行 fine-grained 的

ASLR，会导致 memory 开销很大。

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ASLR) 增强研究综述

该文用了 X86 的 segmentation 巧妙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其分段特性，JIT-

ROP[6] 之类的攻击也很难有效读取足够多

的 memory。Isomeron[7] 利用两份 differently 

structured but semantically identical 的程

序 copy，在 ret 的时候来随机化 execution 

path，随机决定跳到哪个程序 copy，有极

大的概率可以让 JIT-ROP 攻击无效。

3. 随机化的时间 (timing) 可以改进。

假如程序中存在能泄露内存的漏洞，那这

种传统的、一次性的随机化就白费了。所

以需要运行时动态 ASLR。[8] 解决了 fork

出来的子进程内存布局和父进程一样的缺

陷。其思路是在每次 fork 时都进行一次随

机化。方法是用 Pin 进行 taint 跟踪，找到

ASLR 之后要修复的指针并进行修复。为

了降低把数据当成指针的 false positive，

一个 daemon 进程会跑多次来提取出重合

的部分。

Remix[9] 提出了一种在运行时细粒度

随机化的方法。该方法以 basic block 为

单位，经过一个随机的时间对进程 ( 或

kernel module) 本身进行一次随机化 , 如图

图 1  ASLR 示例

图 2  目前 ASLR 的问题

图 3   Remix: 一种 ASLR 增强的方向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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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示。由于函数指针很难完全确认 ( 比

如被转换成数据，或者是 union 类型 )，

该方法只能打乱函数内部的 basic blocks。

该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保留了代码块的局

部性 (locality)，因为被打乱的 basic blocks

位置都靠得很近。打乱后，需要 update 指

令，以及指向 basic block 的指针，来让程

序继续正确运行。假如需要增加更多的熵

值，可以在 basic blocks 之间插入更多的

NOP 指令 ( 或者别的 garbage data)。

另一种方法 [10] 是用编译器来帮助定

位要 migrate 的内存位置 ( 指针 )，并且在

每次有输出时进行动态随机化。该方法

对于网络应用比如服务器，由于其是 I/

O-intensive 的应用，可能会导致随机化间

隔极短而性能开销巨大。

（作者单位为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以下三个作用：

一是纠正应用层对 SSL 实现层的错

误调用，例如通过改变应用函数调用的

参数来确定最基本的安全检查被开启而

不是被关闭。

二是提供其他安全认证策略和方案。

例如，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来设置

不同的安全策略和方案。CertShim 既支持

Covergence[2]，也支持 DANE[3]。

三是支持库函数的动态补丁。例如，

用户可以添加自定义的主机名验证来增强

原函数功能。

目前版本的 CertShim 主要实现了以下

库函数调用的 hook：

除了 C/C++ 常用的 libssl、libgnutls，

CertShim 也提供对 JDK6/7 的支持。从 SSL

库函数实现看，CertShim 涵盖了 OpenSSL，

GnuTLS 和 JSSE。从数据传输库函数实现

看，CertShim 也涵盖了对其他语言的支持，

其中包括 cURL、urllib、urllib2、httplib 和

python ssl 等。从应用程序看，CertShim 支

持 Ubuntu 常用软件中的的 95%。后续版本

除了会涵盖其他 SSL 库函数实现，也会添

加对 JDK8 的支持。

( 作者单位为 University of Florida)

文 /Jing Tian 

最近发现的一系列 SSL 软件栈 (OpenSSL/

GnuTLS) 的漏洞严重威胁到互联网通信的安

全。其中最为显著的漏洞是客户端无法正确

地验证服务器端的 SSL 证书。这些漏洞或者

是库函数实现本身的问题，或者是由软件工

程师的错误应用而造成的 [1]。虽然各种安全

补丁和方案被提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

的安装和应用却差强人意。用户或者需要

彻底替换现有的库函数实现，或者需要等

待第三方的软件提供商来增强现有的应用

版本来应对潜在的攻击。

本 文 提 出 一 种 新 的 解 决 方 案 ——

CertShim，来针对如何正确的验证服务器端

的 SSL 证书。CertShim 的优势在于用户不

需要替换现有的库函数实现，或者升级现

有的应用, 即可随时纠正现有软件栈漏洞。

CertShim 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软件库的动

态链接来随时改变核心函数的行为，从而

实现根据最新的安全分析来随时更新本地

实现而不需要改变上层应用。如图 1 所示，

CertShim 位于 SSL 库函数和 SSL 应用中间，

相当于一个中间层。所有 SSL 应用对 SSL

库函数的实现都会先经过 CertShim。

作为一个中间层，CertShim 主要起到

CertShim: 
利用动态链接巩固 SSL 证书验证

参考文献 
[1] Georgiev, M., Iyengar, S., Jana, S., Anubhai, R., 

Boneh, D., and Shmatikov, V. The Most Dangerous Code in the 

World: Validating SSL Certificates in Non-Browser Softwar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2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Raleigh, NC, USA, 2012), CCS ’12, 

ACM, pp. 38-49

[2] http://convergence.io/

[3] 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dane/documents/

[4] 详 细 实 现 和 论 证， 请 参 阅 发 表 论 文：https://

github.com/daveti/daveti/raw/master/paper/ccs14/ccs14a.pdf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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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资助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欧洲数

字化研究与创新的关键组成部分，满足了

欧洲研究人员与创新者对跨国通信网络、

高性能与高通量计算、多学科数据管理、

协作型科学软件的需求。2014-2020 年，

欧盟将通过“地平线 2020 计划”为数字

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超过 8.5 亿欧元的资

助。下面将以气候变化研究为例，展示欧

盟的信息化基础设施项目是如何帮助研究

人员解决具体挑战的。   

无 缝 连 接。通过欧洲科研教育网

GÉANT，科研人员能使用所在大学的网络

连接全球的数据设施，并利用 GÉANT 提供

的虚拟私有网服务和各国国家科研教育网

安全传输超大文件。GÉANT 的 eduGAIN 服

务让科研人员能使用已有的校园身份和安

全密码访问数据与服务，更轻松地进行国

际合作。此外，根据 2016 年 2 月 GÉANT

与欧空局签署的协议，科研人员能通过欧

盟对地观测和监控项目 Copernicus 访问

全球的卫星数据并进行实时长距离的超大

文件传输。

2016 年 7 月 4 日，“创新英国”组

织宣布将投资 1500 万英镑支持商业化基

础设施系统创新解决方案的开发，包括技

术可行性研究、行业研究或实验开发。

能源系统。相关创新应能满足能源供

需要求，大幅改进价值主张、能源可负担

性、安全与环境可持续性。

核裂变。相关创新应针对当前和未来

的英国及全球民用核能市场包括停运的部

分，实现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资产完整性

的提升及供应链的发展。

近海风电。相关创新应实现近海风力

发电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互联交通。通过创新性系统设计与

在安全和可信的环境中存储数据。协

作型数据基础设施 EUDAT 将欧洲 35 个数

据与高性能计算（HPC）中心连接在一起，

为科研人员提供一系列可信的集成科研数

据管理服务。科研人员需要在研究项目生

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获得规划与管理支持，

LEARN 项目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用于科研

数据管理的政策模型。

计算资源。科研人员可以通过 EGI-

ENGAGE 项目提供的高通量数据分析服务

运行成千上万的计算密集型任务，以产生

和分析大型数据集。PRACE 项目提供泛欧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而在开源数据与计算

平台上开发的 INDIGO-DataCloud 平台将

来自 GÉANT、EGI、EUDAT、PRACE 以及商

业云提供商的资源组合在一起，以更有效

地利用计算、数据和网络技术。此外，

SESAME Net 为中小企业创建了一个 HPC

能力中心网络。

虚拟研究环境。研究数据联盟（RDA）

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关注基础设施开发、

团体活动与建议提供，旨在减少数据共

享与交换的障碍并促进全球数据驱动型创

新。OpenMinTeD 平台将科研成果开放用

于文本和数据挖掘，以促进知识发现并推

动开放科学生态系统内的研究与创新。虚

拟研究环境对于解决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

的问题而言，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对科研成果的访问控制。科研与合作

认证项目（AARC）提供的单一身份服务能

帮助科研人员将存储在自身机构的部分研

究成果直接提供给其他机构的合作者。

开放存取。当科研人员最终通过开放

存取期刊与外界分享科研成果时，在提交

文章时，他们可以提供唯一永久的身份识

别符 ORCID ID，该记录随时更新。科研人

员若想确保科研成果能被永久和正确的存

储、引用与连接，方便他人重复和验证其

研究，需要完成几个必要的步骤：首先应

在机构知识库中存储出版物，便于欧洲开

放存储仓库网络 OpenAIRE 检索；其次是

通过 OpenAIRE 和 re3data.org 的识别；最

后是提供其他补充数据或快照到 Zenodo

数据库。

欧盟信息化基础设施帮助科研人员解决具体挑战

英国投 1500 万英镑支持基础设施系统创新

集成平衡交通基础设施的峰值需

求。通过联运连接人员和货物，

同时提高网络容量与效率并降低

运营成本。

城市生活。开发以市民为中

心的解决方案，整合不同的城市

基础设施系统，满足城市不断变化的需

求，大幅降低成本并改善用户体验。相

关的基础设施系统包括：能源、交通、

废物、水与通信等“硬”系统；数据、

安全、传感器等“软”系统；司法、卫生、

社会服务与教育等“社会”系统；以及“环

境”系统。

智能、有弹性、可持续的集成基础设

施。相关创新应能改进能源、交通和城市

系统彼此间以及与其他基础设施系统的集

成，提供更好的智能、功能、生产率、安

全、灵活性、能力，以及更长的生命周期，

降低失败的风险，同时降低成本并减少辐

射。此外，发展英国的供应链以实现跨领

域创新，应在基础设施系统中纳入数字系

统、传感器或自动化系统。

欧盟启动网络安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计划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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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 )

2016 年 7 月 1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NSF）公开一封致同事信，提出计

算机与信息科学 / 工程部门（CISE）和社

会 / 行为 / 经济科学部门（SBE）将探索新

的模型，以有效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2016 年 7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启动

网络安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计划，

通过“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研究

和创新计划”投资 4.5 亿，预期至 2020

年将触发 18 亿欧元投资。

欧盟委员会引用了近期一份调查，

其结果显示，至少 80% 的欧洲公司在过

去一年遭遇过至少一次网络安全事件，

而全球网络安全事件的数量在 2015 年

增加了 38%。作为“数字化单一市场战

略”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期望借助此

次网络安全 PPP 的跨界与通力合作，促

进欧盟创新与安全技术、产品和服务的

开发。

欧盟委员会还将制定多项措施，解决

欧盟网络安全市场的碎片化问题。目前，

一家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公司在欧盟

美 NSF 探索利用 ICT 提升经济与社会效益

实现最大的社会影响和行为影响，尤其为

低收入和弱势个体、家庭及团体创造福利。 

NSF 指出，ICT 的发展能帮助人们应

对各种经济与社会挑战。例如：人工智能

可确定信号和噪音模式，从而更好地预测

物理和心理状态与

行为，并提出医疗

干预请求；快速 /

低成本 / 大规模的

实验、数据分析法

和机器学习等，能

持续地改善数字化

服务；移动设备使

人们能随时随地获

取到数字化服务；

计算机支撑的合作

网络系统使人们的

能力更加强大，在

新的工作环境中能

更好地协同工作，共同完成目标；学习系

统使个体能通过参与科研项目来获取宝贵

的科学与工程知识。

CISE 和 SBE 邀请研究人员递交“团

体研讨会”和“针对探索性研究的早期概

念资助（EAGER）”项目申请书，探索新

方法来促进 ICT 使能解决方案的制定、评

估和部署，从而应对社会挑战。针对“团

体研讨会”项目，NSF 希望激发研究人员

提出各种新的想法和方法，并构建新的解

决方案模型。通过研讨会，跨领域的专家

将汇聚一堂，共同探讨社会转变、行为科

学政策以及心理状态与行为作用。针对

“EAGER”项目，NSF 将重点资助“高风

险 / 高回报”的计划项目，激励研究人员

制定和部署具有积极社会影响的ICT方案。

项目申请文件应阐明项目社会目标、ICT

潜在效用、项目评估机制、促进 ICT 效用

的创新方法等内容。

欧盟启动网络安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计划

多国出售其产品和服

务时，需要历经不同

的认证过程。欧盟委

员会将考虑针对 ICT

安全产品打造统一的

欧洲认证框架。

在新兴市场（如

密码学）或新商业模

式（如杀毒软件）中，

欧盟大量的创新中小

企不断创立，但他们

通常缺乏资金，难以

做大做强。欧盟委员会将降低网络安全领

域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并通过欧洲投资

计划探索不同的融资方法。

欧洲议会将通过《网络与信息安全指

令》，创建欧洲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小组

网络，以快速响应网络安全威胁和事件。

同时，成员国之间将创建“合作小组”，

支持并促进战略合作和信息交流，提升信

任和信心。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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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6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3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中国，8B；其次是美国，

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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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B；其次是埃及，80B。

6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 有 316 个， 其 中 欧 洲 143 个， 拉 美

78 个， 亚 太 67 个， 北 美 19 个， 非 洲 9

个，分别来自 63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

数最多的是巴西，62 个；其次是中国，

22 个。6 月较大的申请，有 1 个 /24 来自

阿根廷。6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512*/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阿

根廷，265*/32；其次是德国，120*/32。

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

6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阿根廷第一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6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6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07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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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0.04 1.57 7.23 2018-05-12

APNIC 51.72 0.21 0.49 52.42 2011-04-19

ARIN 100.35 0.38 0 100.72 2015-09-24

RIPENCC 47.99 0.05 0.87 48.92 2012-09-14

LACNIC 11.01 0.29 0.07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01 35.34 2011-02-03

TOTAL 216.68 36.31 3.01 256 /

个，IPv6 地址申请 10 个，EDU.CN 域名

注册 12 个。

最多的是中国，1443*/32；其次是德国，

1351*/32。

6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5

6 月 CERNET 主干入流量 259G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6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6 月 CERNET 主

干网出流量相比于 5 月有明显上升。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

来看，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减少了 4.02G，出流量增加了 4.77G；从

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减少了 1.09G，出流

量减少了 3.06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5 月入

流量减少了 0.77G，出流量减少了 2.5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

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的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地区

次之，华东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东北地区第二，

华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所示为 2016 年 6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59.86G   出流量：286.45G

图 1  2016 年 6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89.49G  出流量：64.9G

图 2  2016 年 6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6月

NOC2016 年 6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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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7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

进入暑期，网络安全事件的数量呈下

降趋势，众测平台向我们推送的有问题的

网站数量也呈下降趋势，这从侧面也可以

说明在安全平台上对学校网站进行测试的

很多可能是学校的在校生。

7 月没有新增影响比较严重的木马蠕

虫病毒。

7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发布了 7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

本次公告共 11 个，其中 6 个为严重等级，5

个为重要等级。这些公告共修补了 Windows

系 统、IE 浏 览 器、Office 软 件、EDGE、.

NET Framework、Web App 及 Flash Player 软

件中的 40 个安全漏洞。建议用户尽快使

用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更新相关的系统

及程序。公告的详细信息：https://technet.

microsoft.com/zh-cn/library/security/ms16-jul.

aspx。

2. Adobe 公司发布了今年 7 月的例行

安全公告，用于更新 Flash Player 软件中

存在的 52 个安全漏洞，这些漏洞可能导

致远程任意代码执行，用户应该尽快更新

自己 Flash Player 的版本。相关公告的信

息请参见；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

products/flash-player/apsb16-25.html。

3. Oracle 公司发布了今年 3 季度的例

行安全公告，本次公告共修补了 Oracle 公

司各类产品中的 276 个安全漏洞，包括

Oracle 数据库（9 个）、中间件产品 Fusion 

Middleware（40 个）；企业管理器网格控

制产品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Grid Control

（10 个）、电子商务套装软件 OracleE-

Business Suite（23 个）、供应链套装软件

Oracle Supply Chain Products Suite（25 个）、

OracleSiebel 托管型 CRM 软件（16 个）；

Hyperion（1 个）、PeopleSoft 产品（7 个）、

JD Edwards产品（1个）、Policy Automation（4个）

等；Java SE（13 个）、Oracle Sun 系统产品

（34 个）和 MySQL 数据库（22 个）。用户

应该尽快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升级相关产

品的版本。漏洞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

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curity-advisory/

cpujul2016-2881720.html。

4. Apache Struts2 的漏洞最近频繁出

现，7 月初 Apache 开发组发布了 Struts2

的最新版本 2.3.29 及 2.5.1，用于解决之

前版本中存在的多个安全漏洞，包括跨站

脚本、拒绝服务和远程代码执行漏洞。相

关的公告 涉及（s2-037 到 s2-041），详

细信息请参见 https://struts.apache.org/docs/

security-bulletins.html。

近期 Struts2 的漏洞频繁

出现，源于安全研究者

对 Struts2 的漏洞不断研

究，很多安全漏洞在官

方提供修补补丁后仍然

可以利用一些方式绕过

补丁限制继续执行漏洞，

因 此 使 用 Struts2 作 为

Web 容器的网站开发人员这段时间要密切

注意官方的公告，并关闭 Struts2 所有使

用不到的模块及功能。

5. Juniper 公司的 Juniper Pulse Secure 

网 关 设 备 是 国 内 很 多 高 校 的 VPN 解 决

方 案， 它 允 许 用 户 使 用 VPN 通 道 从 校

外访问的校内资源，提供网页和客户端

两种认证模式，如果使用客户端访问需

要用户在自己的系统上安装 Pulse Secure 

Desktop Client 插 件。 最 近 国 内 的 安 全

研究室研究发现这个客户端插件存在严

重的安全漏洞，可能导致本地权限提升

及 执 行 任 意 代 码。 漏 洞 产 生 的 原 因 是

Pulse Secure Desktop Client 安装的系统服

务 dsAccessService.exe 会创建一个名为

NeoterisSetupService 的命名管道。该命名

管道的访问控制列表被设置为 Everyone 完

全控制，所有用户均具有读写权限。管道

服务端使用了自定义的加密算法，该管道

用于安装新的系统服务，可以作为自动升

级机制的一部分。当有新数据写入管道

时，这段数据会被当作文件路径解密，

指向的文件会被复制到 C:\Windows\Temp\

并执行。服务安装逻辑在 dsInstallService.

dll 中实现，它首先读入路径并从路径中

切出文件名。这个实现逻辑存在一个漏

洞：只切出了路径中“\”字符之后的部

分，但忽略了“/”字符。攻击者可以传

入一个恶意构造的路径，再通过 DLL 劫

持的方式即可实现权限提升和任意代码执

行。目前厂商已经在最新版的客户端程序

中修正了这个漏洞，相关管理员需要尽快

到官网下载最新的版本推送用户，下载地

址：https://kb.pulsesecure.net/articles/Pulse_

Security_Advisories/SA40241。

暑期安全事件呈现下降趋势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2016 年 6 月 ~7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32.7%

47.3%

18.4%

1%

50%

5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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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较
5 月增加 4%

文 / 郑志延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相比 5 月略有增长，6

月入流量均值为 29195.216Mbps，相比 5 月增加了 4.44%，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7.40％；6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

均值为 31762.323 Mbps，环比增加了 3.77%，与 2015 年同期

相比减少了 13.97%。

6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 5 月相比略有降低。6 月

入流量月峰值为 9.256Gbps；出流量峰值 7.936Gbps。

从 6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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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平均值为 6436.864Mbps；其次是北京节点，其均值

为 6074.368Mbps，占 20.81%；第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

流量的 10.88%。

从 6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4 来看，北京节点出流量最高 , 其

流量为 6383.616M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20.10%；其次是北邮

节点 , 占到总出流量的 17.23%；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

其占总出流量的 8.86%。

图 3  2016 年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6 年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1  2016 年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6 年 6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汇总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6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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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IPv4 地址分配

2016 上半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45B。2016 上半年获

得 IPv4 地址数量列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美国 58B，摩洛哥

48B，中国和肯尼亚均 16B。近年来 IPv4 地址分配情况见表 1、2、3。

IPv6 地址分配

2016 上半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8765*/32。近年 IPv6 地址

分配情况对比 (/32) 见表 4。2016 上半年获得 IPv6 地址分配数量前三

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荷兰 731*/32, 德国 713*/32，美国 674*/32。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总计

28829 个，分配地址总数为 188927*/32, 地址数总计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上的国家 / 地区见表 5。

IPv4 地址转让

2016 上半年，亚太地区有 391 条 IPv4 地址转让记录，其中跨

地区的转让交易有 33 条记录，358 条是在亚太地区内部转让，其

   2016 年上半年全球 IP 地址分配回顾

中国家 / 地区内部转让的有 317 条，如日本有 211 条，印度 24 条，

澳大利亚 15 条，巴基斯坦 13 条，中国境内 11 条等等，其中有 6

个从境外转让到中国境内的地址块。

CERNIC 地址分配注册

2016 年上半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39 个，IPv6

地址申请 54 个，EDU.CN 域名新注册 101 个。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总数 ( 个 ) 折合 (A+B+C)
1 美国（US） 1614254080 96A+55B+144C
2 中国（CN） 337953792 20A+36B+196C
3 日本（JP） 203352832 12A+30B+235C
4 英国（GB） 122430232 7A+76B+35C
5 德国（DE） 118794880 7A+20B+170C
6 韩国（KR） 112417280 6A+179B+90C
7 巴西（BR） 82467840 4A+234B+92C
8 法国（FR） 79992880 4A+196B+152C
9 加拿大（CA） 70123520 4A+46B+0C

10 意大利（IT） 53914432 3A+54B+171C

表 2  IPv4 地址分配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

2014 2015 2016 上半年

1 976 983 245
2 US 374 US 568 US 58
3 BR 167 EG 113 MA 48
4 MA  40 SC  32 CN 16
5 CO  33 ZA  31 KE 16
6 ZA  26 TN  28 DZ 16
7 EG  24 BR  22 BR 13
8 CN  23 CN  20 IN 11
9 CA  23 IN  19 CA  4

10 KE  22 CA  17 ZA  4
… MU  18 GH   9 MW  4

总计 … … …

表 1  近年来的 IPv4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16)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数 申请数（个）
1 美国 (US) 42411 4513
2 中国 (CN) 20779 805
3 德国 (DE) 15171 1504
4 法国 (FR) 10963 794
5 日本 (JP) 9373 501
6 澳大利亚 (AU) 8813 896
7 意大利 (IT) 6795 575
8 欧盟 (EU) 6327 65
9 英国 (GB) 6072 1393

10 韩国 (KR) 5235 145
11 阿根廷 (AR) 4746 430
12 南非 (ZA) 4622 156
13 荷兰 (NL) 4246 1009
14 埃及 (EG) 41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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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2014 2015 2016 上半年

1 17,912 20,230 8,765

2 US 4,930 ZA 4,441 NL 731
3 CN 2,128 CN 1,797 DE 713
4 GB 1,125 GB 1,277 US 674
5 BR   865 DE 1,269 GB 611
6 RU   754 NL 1,010 FR 503
7 DE   746 RU   864 RU 463
8 NL   738 BR   755 IT 381
9 FR   454 ES   716 BR 360

10 IT   412 IT   707 ES 346
… CH   393 US   660 CZ 306

总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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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NIC  2011 年 4 月 19 日  0.49

RIPENCC  2012 年 9 月 14 日  0.87

LACNIC  2014 年 6 月 10 日  0.07

ARIN  2015 年 9 月 24 日  0

AFRINIC  预计 2018 年 5 月 12 日 1.57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NIC2016 年上半年报

上半年全球获 IPv6 地址分配数前三的为荷兰、德国与美国，亚太地区有 391 条 IPv4 地址转让记录。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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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锁刚

2016 年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络运行情况基本正常，主干

网通信质量保持稳定，在 CERNET 国家网络中心和各节点老师的

共同努力下，主干网网络平均可用率 99.997%。2016 年 CERNET

主干网带宽大幅度提升，网络冗余备份的能力得到改善。

2016 年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流量、国内互联流量、国际

互联流量与 2015 年同期相比都得到大幅度提高，入流量分别提

升了 62.08G、22.79G 和 2.91G，出流量分别提升了 61.33G、5.88G

和 6.99G。

由图 4 可知 2016 年全年十大地区网入流量以清华居首，华

中地区次之，第三是华东北地区；由图 5 可知出流量第一是清华，

第二是华东北地区，第三是东北地区。

CERNOC 顺利完成教育网重点应用和保障工作。2016 年重

大网络应用的保障包括高招保障、“两会”信息安全保障、教

育部视频会议保障、ETS 托福考试和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保障等。

CERNOC 为教育部视频会议增加了冗余备份线路，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冗余线路的自动切换，并派专人负责教育部视频会议的保障

工作；ETS 和国际数据库的保障工作也基本完成。

2016 年 上 半 年 CERNOC 配 合 国 家 网 络 中 心， 运 营 维 护

CERNET主干网，半年来在领导的关怀下，大家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完成了骨干网、国内和国际互联进一步的扩容和运维工作。

2016 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同比提升 62G

入流量：260.15G 出流量：276.4G

图 1  2016 年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88.89G  出流量：67.59G

图 2  2016 年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入流量：23.34G   出流量：24.41G

图 3  2016 年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图 5  CERNET 主干网 2016 年上半年十大地区中心出流量占比

图 4  CERNET 主干网 2016 年上半年十大地区中心入流量占比

NOC2016 年上半年报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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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上半年 CNGI-CERNET2
入流量峰值 9.6G

文 / 王继龙

图 1 为 2016 年 1 月至 6 月 CNGI-CERNET2 各节点边界流量

总汇图。从整体来看，2016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流量走势

趋于平稳，从图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 2 月寒假期间流量有明显下

降，3 月开学后恢复持续平稳。

2016 年 1~6 月，CNGI-CERNET2 边界入流量平均值约为

26146.17Mbps，环比减少了 7.15％。通过入流量对比图 2 也可以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6 年上半年报

图 1 边界入／出流量总汇

图 3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总汇

图 4  入流量对比

图 2  出流量对比

明显看到，2016 年月

均流量数值相比 2015

年同期有所降低。

而出流量与入流

量的情况基本相同，

出 流 量 相 比 2015 年

亦有降低，如图 3 所

示。2016 年 1~6 月，

CNGI-CERNET2 网

络出流量平均值约为

28486.25Mbps， 相 比

2015 年 同 期 下 降 了

8.70％。

2016 年 上 半

年，CNGI-CERNET2

出口入流量峰值为

9.628Gbps，而出流量

峰值约为 9.457Gbps，

如图 4 所示。

从 2016 年 上 半

年的入流量平均值分

布图 5 来看，占据前

三位的节点分别为北

邮、北京和沈阳节点。

其中北邮节点所占

比重最大，其入流量平均值为 5095.42Mbps，占总入流量的

18.98％；北京节点平均入流量为 5094.44Mbps，约占到总入

流量的 18.98％；沈阳节点紧随其后，所占比重约为 9.22％。

而出流量分布情况与入流量分布略有差别，占据前三位

的为北京、北邮、北大节点。其中北京节点约占总出流量的

17.44％，北邮节点约占总出流量的 15.27％，而北大节点占

8.36％，如图 6 所示。

图 5  2016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流量分布

图 6  2016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

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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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彤

在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电子科

大”）信息中心主任左志宏教授眼里，电

子科大是一所低调，但实力非同寻常的高校。

电子科大在信息科技领域实力雄厚，

自身的信息化建设自然备受重视。因此本

刊采访了多年主持电子科大网络信息中心

工作的左志宏主任，请他介绍电子科大发

展信息化工作的经验。

总体规划，深度参与

《中国教育网络》：电子科大“十二五”

期间信息化建设的经验是什么？

左志宏：电子科大信息化建设和众多

高校一样都经历过从分散建设到集中规划

的过程，总结这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我

们认为，从学校层面做好信息化的总体规

划和设计是十分重要的。

2005 年，在建设电子科大清水河校区

时，学校就前瞻性地提出要建设“绿色校

园 ,生态校园 ,数字校园”的理念。在做校

区基础设计时，学校将清水河校区主楼A2

区近千余平米的办公空间全部划归信息中

心，当时的“校区建设办公室”下设专门

的“数字化部”,信息化部门从“设计图”

开始，就全面且深入地参与到了新校区的

建设之中。网络中心整栋建筑的承重、安全、

消防、布线等完全按照机房标准进行规划

建设。目前中心已经建成了 1200 平米的数

据中心 ,建成以小型机、300余台服务器、

数据存储磁盘阵列、备份磁带机构成的校

园基础网络 ,承载全校信息化支撑平台及

关键业务应用 ,实现关键数据的容灾和应

用系统的热备,为各应用系统、数字图书馆、

邮件系统、虚拟主机等提供管理、维护与

技术支持，是名副其实的校园信息枢纽。

应用方面，学校建成了统一身份认证

平台、共享数据库平台、中间件平台、统

一门户平台四大支撑平台。构建了学校的

OA 系统、教务系统、研究生系统、人事

系统、学工系统、迎新系统、教师个人主

页等 20 余个业务系统 , 为全校的教学、

科研和生活学习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个好的、具有前瞻性的信息化规划，

能够为后面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便利，避

免重复建设的麻烦，更为学校节省了大量

不必要的投入和时间。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高校信息

化建设的难点是什么？

左志宏：从现实的工作角度看，高校

信息化的难点，应该说是定位的准确和适

当的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高校CIO

论坛”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也曾经提

到过同样的问题。《国家教育信息化中长

期发展规划》对高校信息化的定位非常高，

要求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当前，

高校对信息化工作普遍高度重视，但信息

化部门在学校整体工作中到底处于一个怎

样的位置，这一定位直接影响到信息化工

作的效果。如何实现相应体制机制的配套，

如何确立信息化部门的话语权，如何明确

信息化在国家各级各类学科、教育工作考

核和评比中所占的比例等是很实际的问题。

对于高校而言，教学和科研是主业。信息

化不能成为凌驾于业务和教学之上的超级

部门，大家的工作是平等的，是互动的，

归根结底，信息化工作要“接地气”，要

与学校的发展进程相互适应，彼此协同。

信息化部门在学校推动信息化应用不

能全靠行政命令。相反，应该从方便师生

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角度入手 , 站在用户

角度思考问题，构建服务系统 , 改善用户

体验 , 要让老师和学生们乐于使用信息化

系统，这是基本原则。基于这样的考量 ,

电子科大在构建信息系统的初期 , 信息化

部门就广泛和职能部门合作 , 深入调研了

解使用者的需求和习惯 , 以此作为构建信

息系统的出发点。例如电子科大的 OA 管

理系统，就不是一次性全部更替的，而是

管理流程固化一个，就推动一个，系统成

熟了，业务部门在应用上就有了需求，用

户也就愿意配合，推动起来就没有阻碍。

电子科大近年来在信息化工作中投入力

度大，发展速度快，效果也是有目共睹。其中

一个关键就是做到了积极主动地“配合”学校

各个部门，帮助他们了解信息化，用好信息化，

使信息化在他们各自的工作中产生实效。

智慧校园，服务到人

《中国教育网络》：“十三五”期间

信息化，从面向系统到面向人的转变
——专访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左志宏

一个好的，具有前瞻性的信息化规划，能够为

后面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便利，避免重复建设的麻

烦，更为学校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投入和时间。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左志宏

主任访谈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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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大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左志宏：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有“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建设智慧校

园，为师生提供无处不在的网络环境、智

能、高效的应用系统和随时随地在线学习。

在教育、科研、管理和服务四个层面，智

慧校园需要从面向人的角度去重新规划功

能布局与信息整合，从以功能为主的业务

系统建设，转变成以人为主的信息、资源

的整合以及工作流程的优化，跨部门的业

务流程整合和资源集成是这个阶段的主要

特征。

电子科大数字化校园基本完成了学校各

个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智慧校园则要实现业

务流程和服务的一体化，对应用系统内部的

信息、资源进行详细的分析，实现业务系统

之间的“有机”联系，针对参与者的角色进

行服务。因此，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是

从“面向系统”到“面向人”的转变。

与之相适应，学校的信息系统需要从

传统的单点式向一体化转型，从 2013 年

开始，电子科大逐步完成了统一的综合信

息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全校跨部门，跨业

务的协同办公，以学生出国留学为例，通

过本科生出国留学计划，学生可以在网上

提出申请，然后按照流程，在网上逐个通

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如果没有不符合规定

的项目，这一申请就可以获得通过，学生

不需要亲自跑到各个部门填表、盖章了，

真正实现了跨部门的工作协同。

“十三五”期间，电子科大智慧校园

建设会更好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

终端等新技术和新应用，真正实现“互联

网 + 教育”和“以人为本”的服务。例如

电子科大校园一卡通的跨校区应用可以覆

盖所有食堂、学生宿舍每层楼以及教学楼、

图书馆、商业街、体育馆等。功能不仅涵

盖传统的消费 , 以及水控和电控 , 而且与

其他众多应用系统接口 , 实现图书借阅、

通道管理、门禁、停车场管理、寄存、复

印、机房上机、校内交通车、考勤、会议

签到、数字迎新等功能。

《中国教育网络》：电子科大在数据

中心基础建设方面有哪些经验？

左志宏：电子科技大学“十三五”计

划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新型的数据中心，对

现有数据中心进行全面的虚拟化改造，彻

底解决学校信息孤岛和计算存储资源瓶颈

的问题。

电子科大由信息化部门牵头先后制定

完成了学校的数据标准、机构代码标准、

应用软件开发规范等一系列标准化技术规

范，使得业务系统之间数据交互与共享得

以实现。

数据的规范化和共享使师生的数字化

应用程度越来越高，也对数据中心数据存

储和数据处理的要求提出了挑战。虚拟化

技术在数据中心处理能力的提升方面有比

较好的效果，部署相对灵活，比较适合学

校的应用环境和应用特点。同时，虚拟化

对硬件要求低，学校可以采用低配置的服

务器，实现对更多业务的支撑和动态迁移。

电子科技大学早在 2009 年就实现部

分部门网站等 Web 服务及部分业务系统

往虚拟机上迁移，利用虚拟化统一存储管

理及高可用性，在降低能耗、提高物理硬

件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服务质量。

“十三五”期间按照学校的规划部署，

信息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更多采用虚拟

化技术，优化数据中心架构。

《中国教育网络》：云计算在下一步

高校信息化建设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左志宏：高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因此，

大部分高校将资源投入到应用层面，这是

必然的发展趋势。云计算是近几年高校关

注的信息化重点，电子科大云计算建设和

应用起步较早。学校利用此前参与中国教

育科研网格项目的基础，建设完成了高性

能的计算和存储环境，以此为基础，三年

前电子科大已经开始向老师们提供云储存

服务。电子科技大学云存储平台，是信息

中心面向全校师生提供的信息存储空间的

服务平台，为教师用户提供数据存储、同

步、管理和分享等在线服务。云存储平台

具有文件上传、下载、共享、在线预览、

在线编辑等功能。学校给每位老师免费提

供 1T 的云储存空间，同时，开放云计算

中心给一些学院使用。

“十三五”期间，云计算将是信息化

建设的重点，学校提出不但要完成存储资源

的云化，还要实现计算资源的云化。做到老

师学生可以通过云平台自主申请计算资源使

用。针对教学和科研团队，可以随时按照需

要，通过在线申请的方式获取云资源。

《中国教育网络》：电子科大的业务

系统是自主研发还是对外采购为主？

左志宏：电子科技大学作为专门培

养电子类信息化高级人才的“985”高校 ,

在人才培养和储备上具有优势。但我们也

发现学校资助研发的系统，一旦开发者毕

业或者工作有所调整，系统后期的维护升

级就成了问题。因此，学校对专业性要求

较高的业务系统 , 基本上以采购专业、成

熟的商业系统为主。

比如服务器负载均衡我们采用了 A10 

Networks 公司的 ADC 产品，用于选课、

迎新等容易出现服务器峰值拥堵的应用环

境中，利用其虚拟化分区功能，实现一机

多用，将数据流量动态地智能分配至最佳

链路和服务器上，在“波峰”出现时，保

障在不增加物理服务器数量的情况下，网

络仍能够正常工作。

同时，学校非常注重培养学校自身的

研发能力。特别是针对电子科大个性化需

求的信息系统，我们基本上是采用自主研

发的方式，既满足学校的需要，又培养了

人才，锻炼了队伍。例如“电子科技大学

节约型校园建筑节能监管平台”的开发就

是学校自主完成的，四川省教育厅还将电

子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节能监管平台作为

示范项目在川内高校进行推广。

务实、融合与创新是电子科大“十三五”

期间信息化建设的关键词，电子科大未来

智慧校园将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

等先进信息技术应用为核心，实现学校业

务系统和管理流程的重组与优化。为教师

和学生带来更加贴近的移动化、智慧化、

个性化和一体化的应用服务体验。

主任访谈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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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北理工”）

网络服务中心是学校开展现代教育技术与

网络信息工作的专门机构。日前，记者采

访了北京理工大学网络服务中心副主任李

志强，请他就北理工的信息化建设情况进

行阐述。

《中国教育网络》：贵校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如何？请简单介绍一下学校

无线网、数据中心等相关情况。  

李志强：网络服务中心承担了校园计

算机网的规划、建设、管理、维护等工作，

并承担对多媒体教室和常规电化教室的管

理与维护等工作。

北理工教学方式先进，学生较多，

大规模建设始于 2002~2003 年的北理工网

络，已经不能满足学校当前办公、上网、

教学科研的需求。学校根据未来几年的发

展规划，希望能够实现师生随时随地的上

网需求，缓解目前有线网的压力，提高学

校的网络服务品质，满足教学科研的发展，

建设一套可运营、可管理的网络支撑平台。

因此北理工将网络重新改造的目标定为：

打造为一个智能的数字化校园。

理工科院校最为明显的特征表现为

要进行科研研究，对于网络的需求也就

更大一些。很多学校的无线网和有线网

实施“一张网”管理，北理工则将两者

分开，实现互补。在无线网建设方面，

目前教学区和办公区基本已经实现全覆

盖。学校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办公、科研

需求，同时还要保障学生、教师在学习

和教学过程中需要的网络环境。因此，

学校首先在教学和办公区布设无线网，

目前大约有 1700 个的 AP，覆盖整个教

学办公区。今年，将进行良乡校区学生

宿舍无线网的部署工作，明年进行中关

村校区的学生无线网部署，预计到 2017

年，就能实现全校无线网覆盖。

学校数据中心主要以中关村校区为

主，大部分基础设施在该校区的主机房，

目前在服务器上搭建虚拟化平台，基本上

所有的应用和其他传统的一些系统正在慢

慢迁移到虚拟化平台上。

《中国教育网络》：学校信息化的应

用情况如何？

李志强：2015 年各个高校都在集中

讨论制定“十三五”规划，我们发现，

凡是公办类高校，信息化发展阶段基本

是类似的。早期都是建设网络及小的系

统，后期各个部门都开始建立自己的信

息系统，如今则是进入到整合阶段。目

前，北理工的信息化系统基本上能覆盖

所有的业务需求，包括教学、人事、财务、

设备等。

在进行数据整合时，各个高校的思路

基本都接近，找一些跨部门的应用或者需

求，建设相应的系统的服务，比如网上迎

新、一表通等。北理工还做了一个微信的

企业号，以此为门户，把各个系统整合好

的数据通过服务的方式展现出来，通过这

个企业号，提高了学生的黏性，使用比较

方便。过去也建设 App，但是 App 可以卸

载，而微信是只要关注了，加之一些辅助

的推广手段，如积分送流量这样比较实惠

的活动，就能增加用户数量。

《中国教育网络》：在信息化与教学

融合方面，学校采取了什么措施？

李志强：过去教学信息化就是建立一

个网站，然后建立教师展示平台进行课程

展示，学生可以下载课件。目前部分高校

信息化教学还是停留在过去 PPT 的阶段，

而国外的主流还是采用网络教学的方式。

几年前，学校开始开展网络化教学，

使用 Moodle 作为教学平台，最开始是在

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进行尝试，把教

学过程按照教学周的方式，将所有内容

都布置在这个平台上。目前，有越来越

多其他学院的教师也开始使用这一平台，

当然，要想大规模地推广，还需要学校

信息化建设效果要实现最大化
——专访北京理工大学网络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志强

信息化对于高校而言是抓手、是工具，科学、

高效的管理理念可以通过信息化这个抓手来落实。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志强

主任访谈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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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去推动。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各个高校

的“十三五”规划都陆续发布，北理工

“十三五”信息化规划的重点是什么？

李志强：学校在制订“十三五”信息

化规划时进行了一些调整。

首先，从全校宏观层面来看，在制订

学校“十三五”信息化规划时强调信息化

在“化”字上做文章。目前，各高校一个

统一的共识是，要从学校整体需求出发，

以信息化为抓手，对符合现代高校的管理

方式进行流程再造。学校主要从信息化

对教学、科研、管理、服务这四个方面

的支撑定位入手，进行顶层设计，制订

规划。

另一个层面，就是从信息技术角度

出发，过去高校都更加注重建设，花费

大量的人、财、物投入，然而这些系统

和硬件资源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发挥了

多大的效能都很难量化。本次学校在制

订规划时，把重点向后调整，强调建设

与运维并重，注重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让建设的效果最大化。

《中国教育网络》：学校在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高校信息化建

设最重要的驱动力是什么？它会对未来学

校包括科研和教学带来哪些变化？

李志强：高校信息化建设工作实际

上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是人的观念；

二是财力和人力的投入。先说观念问题，

目前很多高校对信息化不是不重视，而

是由于观念问题不知道该如何重视，以

为信息化就是建设校园网络、开发几个

软件系统就可以了，其实这并没有把握

住信息化的本质，信息化对于高校而言

是抓手、是工具，科学、高效的管理理

念可以通过信息化这个抓手来落实，方

便、快捷的创新服务手段课题通过信息

化这个工具来实现，信息化关键就在这

个“化”字上。再说财力和人力投入问

题，信息化建设是比较“烧钱”的，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由于信息化的技术特

征决定了人才投入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目前国内高校普遍的现象就是，

在校用户和技术支撑人员比例较低。国

外大部分达到了 100:1 以下，北理工则是

1000 多比 1，学校信息化专业技术团队

人员不超过 20 人，但却负责全校 3 万多

人的信息化技术支撑和服务。学校信息

化从业人员相对社会上同行业从业人员

待遇较低，在现有的人事管理体制和待

遇条件下，很难招到好用、管用的人才。

若想真正在信息化方面取得理想效果，

还需向社会信息行业看齐，提升信息化

从业人员待遇，扩大人员规模。   

目前高校信息化建设主要由目标和需

求驱动。在“十三五”规划中，很多高校

都把智慧校园作为建设目标，在“双一流”

高校建设过程中，也必然会对学校的教学、

科研、管理、服务等诸多方面提出新的设

想和规划，必然会产生大量新的需求。高

校信息化是服务于学校总体建设目标的，

必然会以实际的需求为导向。

信息化以它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可以对

各个行业起到促进作用，在“互联网 +”

的浪潮中我们看到信息化手段已经促成了

很多传统行业的变革，当然教育行业也不

会例外。信息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便捷

和高效，未来在对教学的主要作用就是促

进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变革，这一点在

国外通过 MOOC 等形式已有所体现，对

于国内很多高校存在多校区的特点也更具

借鉴意义；对科研的促进主要体现在提升

基础研究能力和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因为

信息化可以提供更高的计算能力和更大规

模的数据管理能力。

《中国教育网络》：未来高校信息化

建设，会呈现怎样一种趋势？

李志强：数据集中化和服务个性化

将是未来高校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其中

数据集中化是基础，只有有效消除信息

孤岛，将数据充分整合后，才能发挥信

息的更大优势和作用，为丰富和多样的

个性化服务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高校

自身的发展决定了无论教学、科研、管

理还是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需求是日益多

样化的，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个能快速

响应的个性化服务体系。

目前大家都在谈的智慧校园或者大数

据应用的技术，各个高校都开始重视起来，

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些大数据挖掘，或者机

器学习的技术，去提升管理和服务的一些

水平。

很多学校的无线网和有线网实施“一张网”管理，北理工则将两者分开，实现互补。

主任访谈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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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学校要求各相关单位编制

“十三五”专项规划。在规划的编制过

程中，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西安交

通大学“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

编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规划编制

的整体安排；二是规划纲要框架及主要

考虑；三是做好规划编制与实施的下一

步工作。

规划编制的整体安排

关于规划编制的背景，还需要追溯到

1994 年，即 1.0 时代，这时期主要是基础服

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局域网、单机系统、

电子邮件、学校主页、校园 BBS、FTP 等；

2000 年为 2.0 时代，主要为应用系统和公共

服务，包括图书资源、OA、教务、财务、

科研等；2006 年为 3.0 时代，意味着教育信

息化的精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

在此期间主要进行数字校园建设，包括统

一用户管理、认证，公共数据库、数据交换，

校园一卡通，信息门户等；2014 年则全面

进入 4.0 时代，主要是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及智慧校园建设。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

代化的决定性阶段，也是西安交通大学（以

下简称“西交大”）全面实施综合改革的

攻坚期和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关

键期。因此，需要制定相关规划。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

是加强目标导向，凝聚全校智慧，突出核

心指标，共谋未来发展。任何一个学校的

“十三五”规划，都有一个体系，西交大

的规划体系如图 1 所示。

关于规划编制的工作安排，2015 年 7

月，召开学校“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动

员会；7~9 月，进行信息化工作调研、现

状摸排；10 月，讨论修订纲要框架、起

草纲要草案；11 月，就规划纲要草案征

求意见、修改完善；12 月，校领导听取

“十三五”信息化规划汇报；2016 年 1 月，

进一步修改完善纲要；2 月提交学校，待

统一审定颁布实施 。

规划纲要框架及考虑因素

西交大信息化规划分为七章二十节，

前面为序言部分。

第一章，现状分析。总结历史经验，

总结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形成的优势和特

色，特别是近十年来学校的发展成效，巩

固发展的基础，分析面临的形势和差距。

十年来，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主

线，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积极推进中心

工作，学校发展稳步向前，办学实力得

到增强，开创了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信息化建设成果主要体现在：网络基础

设施及服务普遍使用、 公共数据库与数

字校园平台基本建成、 应用系统建设全

面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 信息化制度建

设有序推进。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信息化基础设施陈旧亏欠；二是业务应

用系统碎片化；三是重形式、轻应用，重

开发、轻运维，20% 以上的网站或系统日

均访问不足 200 人次；四是数据资源共享

程度和利用率不高；五是信息化投入和应

用机制比较单一；六是信息化运维模式单

一；七是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服务体系需

进一步完善。

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蓬

勃兴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激烈的国际

竞争，建设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都必

须加快科技创新。今天的创新驱动已成

为国家命运所系、前途所在的第一动力。

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

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引领支撑和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发挥重要的

积极的作用。

第二章，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五大发

展理念：一是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将创新

作为信息化建设的第一动力；二是坚持协

西安交通大学锁志海

如何编制校级“十三五”信息化规划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加强目标导

向，凝聚全校智慧，突出核心指标，共谋未来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数据与信息中心主任锁志海

主任访谈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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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理念，利用信息化手段增强学校发

展的协调性；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构

建有利于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四

是坚持开放发展理念，这是互联网的先天

基因；五是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使师生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章，战略目标。面向学校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总目标，从基本校情和实际

需求出发，采用云计算服务等先进技术，

夯实大数据时代校园信息化基础设施，全

面深化电子校务应用，着力建设以数据关

联分析为目标的各类综合数据集成平台，

着力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授与获取知识

的新途径，统筹校内外资源进行体制机

制创新。

构建集高速通畅、便捷智慧、安全可

信、灵活适配、资源丰富为一体的智慧云

校园体系。在信息化设施方面总体上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努力在智能教室、教育教

学大数据分析、教师与学生综合信息管理

与服务、仪器设备共享等系统建设方面形

成特色鲜明的应用成果，有力支撑学校的

综合改革和创新发展。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到 2018 年，完成 IaaS、PaaS、DaaS

和 SaaS 平台的建设，完善学校基础网络

设施与服务建设和校园云服务平台建设，

建立跨业务部门的公共信息系统，提供可

定制的个性化服务。

到 2020 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综合性的信息化服务体系，辐射全省，为

地方教育信息化建设贡献力量。

利用创新港“政产学研用”方面的

政策优势，在西部科技创新港内建成丝

路知识中心、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

心、陕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陕西省

MOOC 中心、中国西部医疗大数据联合

实验室 ，“多位一体”发挥学校在陕西

高等教育领域的示范带头作用，服务于

陕西乃至国家。

第四章 ，主要任务。一是升级智慧

云校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速；

二是建设智慧云校园公共服务平台——统

一管理，便捷可靠；三是完善智慧云校园

数据基础——数据融合，深度挖掘；四是

加快智慧云校园应用系统建设——面向师

生，智能服务；五是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

障防范体系建设——制度加技术，防范成

体系；六是统筹建设创新港信息化基础设

施——规划适度超前，按需推动；七是加

强队伍建设、拓宽用人模式。

第五章，推进计划。将七项主要任务

分解为 50 个子项，并给出了具体的时间

执行表。

第六章，保障措施。就是统一规划、

统筹建设、避免碎片化；建立分层、分级

与网格化相结合的运维保障体系；拓展经

费渠道、落实资金保障；创新用人体制，

提高服务质量。

第七章，经费预算及来源。

下一步工作的实施

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工作，首先要充分

征求各方面意见，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

性，提高师生员工对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关

注度、参与度。

其次，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要注

重信息公开，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沟通

和交流使大家了解和认同，并接受监督。

最后，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动

态监控和年度监测，及时分析任务完成率

和差距，确保各项建设取得实效。

对于“十三五”信息化规划编制，

我们也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以五大发

展理念引领“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以

创新指导建设任务执行；以总体架构方

法加强资源整合、技术整合；以新技术

更新信息化框架；以数据分析应用提升

应用层次；以治理机制完善优化管理水

平；以“政产学研用”结合探索协同创

新模式；创新自我造血机制。

（本文根据西安交通大学数据与信息中心主任锁志海在

“2016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上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图 1  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化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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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楼建晴  方伟杰   洪波  云霞

浙江大学智慧校园服务建设现状

智慧校园服务正处于一个“三期交

叠”的状态：智慧应用与服务理念的换档

期，综合改革实施和政策执行的衔接即消

化期，学校管理服务的模式（线上线下）

和体制机制的阵痛期。因为涉及模式转变，

其工作方式和方法都要随之改变，在推进

这项工作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和挑战。近年来，浙江大学每年都会通过

网络对机关各部门和服务型单位进行测

评，往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

情况得到很大改观，因为可以通过网上办

事。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的信息系统和办

事窗口个性化比较强，服务整合、系统集

成和优化不够，导致学生和老师需要办理

事务时比较难找，而且提供的功能和服务

不够丰富，形式也不统一，与当前移动互

联网的主流操作习惯比较，也不够方便，

出现了“互联网 +”时代“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的新现象。虽然这些服务都在咫

尺之间，但是要真正克服困难还需要时间

和努力。

对于智慧校园服务，主要包含三个要素：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为智慧校园服务

提供技术解决的方案，是提供智慧服务的

推动力量；

师生员工：光有技术解决方案不够，

还需要有师生员工的参与才能实现智慧服

务，师生员工是智慧服务的需求侧；

机制模式：学校要对机制和模式进行

运行和重组，是智慧服务的供给侧。

这三个建设要素组成一起，在推进智慧

校园服务建设中显得更加复杂，所以，智慧

服务供给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更重要的

是要从机制模式上、理念上去想办法。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智慧
校园服务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是 当 前 社 会 的

热词，是相对于需求

侧而言的，是一枚硬

币的两个侧面。我国

现 阶 段 的 经 济 发 展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主 要 是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和 调 整 经 济

结 构， 今 年 的 重 点

任务就是“去产能、

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长

期看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秉承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实现

资源的再配置，要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的

适应性和灵活性。

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主

要特征来审视对智慧校园服务建设的借鉴

和启示。比如：增长经济活力，对智慧校

园服务建设而言，就是要激发校园服务效

能；提高质量和效率，相对而言要提供更

多优质、规范、透明、高效的校园服务；

优化资源配置，相对而言要集成校园服务、

进行组织重构和优化业务流程；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相对而言也要对校园服务进行

体制机制创新和模式改进。

众所周知，“互联网 +”本质上是新

的经济发展模式。2014 年“双十一”天猫、

淘宝交易额突破了 571 亿元，这是没有人

能预测新经济模式带来的巨大改变。可以

说，“互联网 +”以我们始料未及的速度、

广度和深度迅速发展，也以始料未及的

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

而借助“互联网 +”的理念如何去“转型

升级”我们的校园服务，还需要做很多

事情，譬如：

创新体制、机制：如何创新更多更好

的服务供给；

构建清单和一张网：如何推进简政放

权，让基层单位的活力充分迸发；

开放公共数据：如何把一些有效资源

进行再配置，也就是补短板，提高木桶总

供给侧改革创新智慧校园服务
浙江大学

图 1  智慧校园服务三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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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

构建跨部门综合性的应用系统：如何

建一个大后勤的信息化支撑系统，既是集

成服务，也可以节约成本、减少重复投入。

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信息化最重

要的一个职能就是降低信息成本。所以，

“互联网 +”与经济有关系，也与社会、

教育等也是息息相关。

教育信息化是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力和引擎。它具有基础

性和全局性的功能。现在多数高校和一些

行政单位还存在信息孤岛和壁垒的问题。

但信息化还有先导性的特征，假如我们先

有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再有管理部门，是否

还会有先前说的信息孤岛和壁垒？当然这

里指的先导性还具有引领的一面。

智慧校园服务是信息化的产物。浙大

一直把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作为推进学校

综合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个“牛鼻

子”：一个是以管理为主的现代协同办公

系统，另一个是以服务为主的网上校务服

务大厅，即校务服务网。我们做的这些工

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师生，让师生感受到

好的服务供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

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也为他们养成良好

的网络素养和很好的办事素质创造环境，

这也是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内容。所以，

开展这些工作非常有意义，它们是供给侧

的供给侧。

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大力推进校务服务

模式，基本目标是发展服务型的电子校务

服务。如：搭建“一门式”、“一窗式”

的办事环境，为师生提供无缝对接的全流

程服务，从前台优化和后台管理入手，进

一步创新服务的技术供给，完善制度和体

系，进一步创新服务动作机制。

智慧校园服务建设实践

浙江大学的智慧校园服务建设仍在持

续推进，主要成果有 3 项，分别是“三张

清单”、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和线上的校务

服务网建设。

“三张清单”编制工作

2014 年 12 月，浙江大学启动的“三

张清单”编制工作主要内容：

责任清单：主要工作职责，具体工作

事项以及落实、督促、检查各项工作职责

的制度措施；

审批清单：对申报材料同时进行形式

审查与实质审查的事项，经裁量衡量后，

可能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事项；

服务清单：只需要对于申报材料进行

形式审查，若裁量数量齐全、形式合规，

则必须予以确认或提供有关服务的事项

“三张清单”是这么界定的，其编制

原则是按照“简政放权、规范用权、提升

服务、明晰职责”的思路。编制的指导原

则是：法制原则、放权原则、便民原则、

公开原则。编制工作从 2014 年底开始启

动，包括材料报送、初审完毕、汇总完成。

时间是非常紧的，但学校一直把清单编制

作为重点项目来抓。最终编制出来的清单

涵盖学校 49 个部门和有服务事项的直属

单位，汇总出 197 项审批事项、294 项服

务事项。通过编制工作也合并了一些事项，

取消了一些事项。

清单编制完成后，每个事项都有“一

事一表”，起到很好的导航作用。师生如

果需要办事情，可以直接在这个表上查看

到哪里办、怎么办、要带什么材料，非常

方便。

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对于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相信很多高

校并不陌生。浙江大学现在的物理办事大

厅是从 2013 年底开始启用，共有 15 个部

门参与，30 个窗口提供 300 多项服务。

支持这个大厅运作的有 3 大信息化系统，

一个是取号排队系统；一个是服务网站，

每天都在更新办结的和没有办结的数据，

展示办事效能；还有一个是受理系统，除

了业务办理外，还有类似银行背靠背的服

务评价功能。

目前，浙大的管理和服务相对分离。

师生要办事情，可以先到行政服务办事大

厅，同时，服务产生的大量数据可以为管

理提供参考。到现在为止，办事大厅已经

有 30 余万件受理数和办结数，师生的参

评率达到 95% 以上，满意率达 99.99%。

下一步，将希望有更多的自助式服务终端

能够出现在校园人员相对集中的角落，更

加方便学生办事，减少跨校区跑腿时间，

提升办事效率。

校务服务网建设

建设的总体思路是把“三张清单”成

果展示出来，通过网站这个窗口展示和公

布 49 个部门的“三张清单”。另外，就

是与物理办理大厅结合起来，形成线下线

上的有机结合，形成信息公开的窗口。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校务服务有 700 多项。

校务服务网体现五大功能，即：校务公开、

服务导航、在线办理、互动交流、效能监察。

门户网站主要分“办事大厅”、“阳

图 2   智慧校园服务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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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校务”、“服务快线”、“部门窗口”、

“用户中心”5 大板块。其中，“阳光校务”

板块中的“回复平台”主要是针对师生关

切的热点问题的公开回复，也是学校推进

信息公开的重要举措。“部门窗口”板块

中的“部门黄页”，其内容包括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电子邮箱等信息，都是以标准

化、规范化的页面呈现，方便查询办公黄

页和及时维护更新，也解决了以往通讯录

编制周期过长的问题。

在网站建设的过程中，还充分考虑门

户的交互设计。传播学有个“KISS”理论，

即尽量把事物保持简单甚至直接，有助于

事物的传播。一旦复杂了，师生办事情就

比较难了。所以，对服务事项的分类像淘

宝购物一样，用户要找什么服务，只要输

入关键词查询即一目了然，为了方便查询，

还设计了多入口办理。

通过工作实践，基本确立了有浙大特

色的 3 种在线办理模式。尤其针对模式 C，

设计了一个“校区申请、网上流转、校区

取件”的模式，像舟山校区的师生要办理

出 国， 如 果 跑 到 杭 州

办 理 那 成 本 是 非 常 高

的， 将 来 可 以 在 舟 山

校区设立一个代办点，

老 师 可 以 在 网 上 预 申

请， 审 核 通 过 后 直 接

到代办点取件。

总结体会

校务服务从线下搬到线上面临的挑战

首先，在推进过程中各种因素交集

工作变得复杂，比如：职能部门需要重

新划分工作职责，打破部门信息的隔阂，

尤其把服务职能剥离出来时，阻力较大；

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线下的办事模式，

如果让他们转变工作方式，变现代化的

办事方式，在观念和业务水平上的转变

还有阻力；中层领导的习惯不一样，院

系的一些个性化管理还是非常明显的；

异地办学，等等。

互联网 + 校务服务：重塑与变革管理服

务模式

重塑和变革管理模式主要是要构建一

个良好的校务管理服务生态，体现五大发

展理念之“绿色”理念。建立这样一个平

台，既要共享数据，把部门院系、服务厂

商、师生和信息中心等这些主体都包容进

来，实行一些资源的再配置。只要建立这

样一个服务的生态，也可以倒逼那些没有

上线的服务事项尽快上线。

互联网 + 校务服务：互联网思维的应用

线上服务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而线下

服务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有些工作人员

也提出服务搬到线上后，不是天天要服务

了吗？是的，把他们要办理的事情碎片化

了，但也更加规范化了，而且，线上服务

的理念主要是方便用户，即把方便留给用

户，把困难留给自己。

流程再造目标

在推进业务流程再造的时候，我们要

坚持若干目标。首先是便捷化，降低办事

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不光是对部门内部某

项业务的变革，关键要实现部门间的联动，

现在如果是跨部门的事项，师生在办理时

就需要跑来跑去，因此要打破部门间原有

的模式。其次是规范化，既保证业务流程

的科学和系统、可行性，也要求制订业务

流程时体现标准化，同时要追求工作上的

法制化、制度化、程序化。再次是人性化，

这个目标是双面的，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以需求为导向，快速回

应、周到服务；二是注意管理过程的人性

化，促进形成自治化、网络化的工作，形

成相互了解的工作机制，进而推动管理人

员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最后是标准化，我

们要提供高品质无差异的服务，兼顾公平

和效率。

措施与途径

校务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供给是

“双轮驱动”，相互协调、持续发力。要

从简单的流程入手，采取清除、简化和集

成等办法使服务便捷；以师生需求为导向，

倒逼更多服务流程再造，实现供需“零距

离”接触；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向服务

型机关转变；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克服统

筹不足、分散建设、低水平重复、投入浪

费等现象。

以上仅为笔者对持续推进智慧校园服

务建设的一些粗浅认识和思考。随着“互

联网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必然对教育

领域的服务供给提出更高的挑战和更高的

期望。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图 3  编制成果

图 4  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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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新华三杯”2016 年全

国大学生 IT 技术大赛决赛在杭州圆满落

幕。90 名参赛选手，通过 4 天的激烈角逐，

最终来自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的张津同学

和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学生马金涛同

学，分别夺得本次大赛本科组和高职组特

等奖。

“新华三杯”全国大学生 IT 技术大

赛是新华三集团成立后，由“H3C 杯”全

国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更名而来，迄今已

连续举办六届。据新华三集团副总裁王景

颇透露，本次大赛在规模和水平上开创了

赛事历史新高，共有 500 余所院校，4198

名学生参加，与第一届大赛的 420 人相比，

参赛者规模扩大了十倍。比赛范围也从最

初的路由交换，扩展到覆盖计算、存储、

网络、模拟器、安全、虚拟化等整个信息

化技术领域。

“国家提出‘互联网 +’战略，和‘中

国制造 2025’战略，其实质就是以信息

化推动国家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而战

略的实施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信息化方面

的人才。新华三从成立之初，在培训认

证、网络学院、网络技术大赛等方面持

续投入，目的就是希望为 IT 产业培养和

输送创新人才，实践自己的企业社会责

任。”新华三集团副总裁王景颇在闭幕

式上表示。

同时，从大赛在高校师生中不断扩大

的影响来看，王景颇认为，大赛展现出校

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强大优势，填

补了高校标准课程更新周期长的新技术缺

口，加强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用人对接，

校企合作共同开展“互联网 +”时代 IT 人

才教育，将成为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的“新

时尚”。

王景颇介绍说，新华三成立以来，

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每年将增长 20%，并

确立了“以芯带云”的新研发战略，研

发方向包括云计算、大数据、SDN、NFV

等多个新的领域。为此，新华三已经与

420 余所院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培训课程

从网络基础、路由、交换培训拓展到安

全、无线、数据中心、云计算、SDN、大

数据、IT 运维管理等领域的 300 多门课程，

积累了 1000 多套配套的多媒体课件。建

立了权威的技术认证体系和完善的教师

培养机制。截至 2015 年底，累积 25 万

人参加了新华三的认证培训；13 万人获

得认证证书；新华三人才联盟成员达到

4000 余家，遍布全国所有省份，近 6 万

 “新华三”推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互联网 +”战略，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其实质就是以

信息化推动国家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而战略的实施归根结底还是

要靠信息化方面的人才。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 王景颇

2015 年，服务器虚拟化市场持续增长，

国内厂商接连发力，大幅改变了原有的市

场格局。近日计世资讯发布的《2015~2016

年中国服务器虚拟化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新华三凭借 13.8% 的市场份额，以国内厂

商第一、整体份额第二的身份，在市场版

图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报告指出，当前服务器虚拟化已被视

为数据中心向云转型的第一步，成为各行

业用户 IT 基础架构的“标配”。与此同时，

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推动下，中国

服务器虚拟化市场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余名学生进入新华三体系工作。

据悉，在闭幕式后进行的招聘会中，

多位决赛队员还与新华三及到场的 30 多

家华三人才联盟企业达成了就业或实习意

向。通过大赛提升参赛学生的就业质量，

实现以大赛促教学的目标，获得了参赛院

校领导、老师及同学的一致好评。为进一

步发酵人才培养的成果，新华三将“推动

IT 人才智库建设”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之

一，通过网络学院及云学院教育计划、校

园科技竞赛体系，加强校企深度合作，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王景颇表示，新华三将

持续创新，不断完善人才知识管理体系和

教育培训平台，为中国新 IT 基础架构培

养和输送人才。

新华三定义服务器虚拟化市场新格局

（来源：CTI 论坛）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计世资讯研究表明，2015 年中国服

务器虚拟化市场规模达到 18.2 亿元，比

2014 年增长 19.0%。其中，新华三占据了

13.8% 的市场份额，仅次于 VMware 排名

第二位。预计到 2020 年，中国服务器虚

拟化市场规模将达到 44.1 亿元。

作为新 IT 解决方案领导厂商，新华

三在服务器虚拟化领域不逞多让。2016 年

3 月， CAS 服务器虚拟化 3.0 版本正式发

布，融合 SDN、Overlay、NFV、分布式

存储等新产品及新技术，构建全融合的虚

拟化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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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领域专业的系统集成公司，赛尔网络通过多年实践

积累，形成了大型骨干网络及应用系统规划、建设及运维的专业

实力，整体业务更加面向应用、面向服务，逐步向以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技术核心的、新型的信息化业务服

务商转变。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在天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中赛尔网络承接了基础支撑网

络和数据中心两大支撑层模块，以及十四个基础子系统中的“计

算机通信网络”、“无线校园网”、“桌面云系统”、“融合通

讯及协同办公”和“视频会议”五个子系统的建设工作。

该项目的特点是技术水平高，施工难度大，项目管理复杂。

可谓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为此公司按任务将整个

项目划分为基础网、数据中心和融合通信三个子项目组。

在技术上，涉及光传输、路由交换、云计算、虚拟化、存储、

计费认证、视讯、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等方面。在横向协调

管理工作上包含基建总包单位、弱电集成单位、机房建设单位、

光缆敷设单位等各相关单位的交叉施工与合作。通过建立有效协

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克服不利因素，团结协作，保证项目的顺利进

行。在纵向协调管理工作上，承载网共涉及十余个智能业务。本

着对学校负责任的态度，助力所有智能系统提供商完成各业务系

统建设工作，义务为各业务制定承载网接入方案及 IP 地址规划，

缩短了智慧校园的建设周期。 

实现运维外包价值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新需求的不断涌现。IT 项目的生

命周期会在规划期、建设期和运维期之间循环往复，在上述三个

阶段里运维期持续时间最长。根据政府导向及业界趋势，越来越

多的用户选择了运维外包服务。赛尔网络具备通过提供运维服务

支撑智慧校园整体运行的能力。

IT 运维外包的价值体现在将运维工作交由专业的运维公司

操作，降低管理与运营成本；引入专业运维服务流程，建立标准

ITSM 规范，降低风险；同时，解决了用户单位人员紧缺问题，

使用户单位可以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掌握新技术，摆脱琐碎事务

专注于规划管理与应用交付。

选择了合适的 IT 运维服务商就可以实现运维外包的价值。

赛尔网络为用户提供了全面的服务目录，并且从服务级别管理、

服务报告、配置管理、安全管理、事件管理、发布管理、问题管

理和变更管理八个方面进行过程控制。通过采用 PDCA 的工作方

法，使我们的服务交付能力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客户满意度一直

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加速向 IPv6 过渡

互联网应用及教育信息化发展至今，面临新时代的挑战。赛

尔网络公司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服务于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国家

战略。为支持高校全程参与国家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积极参与下

一代互联网核心技术百校部署与应用。公司提供了覆盖 20 个城

市 25 个核心节点之间的 2.5G 和 10G IPv6 传输线路，目前我们

又开通了 CERNETv6 网络。配合 CERNET 建立下一代互联网核

心网国家工程实验室，提高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核心网的运行和管

理技术水平。

加速向 IPv6 网络过渡，已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

对几种主要过渡技术进行了比较。其中 IVI 技术在网络运维性、

用户体验、安全性等方面均能提供良好的表现，可见 IVI 技术是

赛尔网络助力高校信息化与智慧校园建设

图 1  解决方案示意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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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适合的过渡技术。

随着无状态翻译技术和双重翻译技术（IVI/MAP）的成熟，

我们推荐建设纯 IPv6 网络，实施“以翻译技术为主，辅之以封装，

在没有其他选择时用双栈”的过渡策略。

具体方案：新建纯 IPv6 网络，当通信的对端也为 IPv6 时，

采用 IPv6 通信；当通信的对端为 IPv4 时，优先采用一次无状态

IPv4/IPv6 翻译技术进行通信；应用程序不支持 IPv6，或应用程

序嵌入 IPv4 地址时，采用无状态双重 IPv4/IPv6 翻译技术进行通

信；需要保持 IPv4 报文所有的信息，或处理传输层加密的报文时，

采用封装技术进行通信；在过渡的中后期，双重翻译将无缝地退

化成一次翻译，最终关闭一次翻译器，进入纯 IPv6 时代 。

赛尔网络通过将清华大学李星教授及其团队的科研成果转

化，推出了 IVI 协议翻译系统。可以归纳为图 1 所示的几种解

决方案。如：利用现有 IPv4 校园网或新建纯 IPv6 校园网以及

双栈接入等四种形式。从中可以看到其中有三种方案都会使用

到 IVI 翻译器，当然他们具体使用形式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具

体介绍上述几种方案：

新建网络可以采用纯 IPv6 接入。校园网采用双栈部署，需

要注意的是双栈校园网网，并不是双栈接入，只是校园网内部双

栈。在网络出口无需部署 NAT 设备，也没有必要部署。在网络

出口旁路部署 IVI 翻译器作为二级翻译器，主干网上的翻译器作

为一级翻译器。在与 IPv4 互联网互通时 ,DIVI 能够高效率地复用

IPv4 地址 , 其复用率可达 4096, 可以有效地解决 IPv4 地址短缺的

问题。此时翻译工作在 64 模式。用户直接访问 v6 资源，通过翻

译器访问 v4 资源，如图 2 所示。

为保护投资、充分利用现有 IPv4 校园网，仅将校园网出口

升级为双栈接入，内部继续使用 v4 单栈网络。双栈接入，但校

园网内部仍旧是 v4 单栈网络。在网络出口旁路部署 IVI 翻译器，

用户直接访问 v4 资源，通过翻译器访问访问 v6 资源。此时翻译

器工作在 46 模式。

校园网内新建纯 v6 的数据中心，比双栈部署具有更高的安

全性和更好的性价比。v6 网上的用户可以直接访问数据中心。

在数据中心出口旁路部署翻译器，通过翻译器向 v4 网发布资源。

同样，也能够高效率地复用 IPv4 地址 , 有效地解决 IPv4 地址短

缺的问题。图 3 为新建纯 v6 数据中心的示意图。已有的 IPv4 数

据中心如何快速实现向 v6 网上发布资源？数据中心 IPv6 升级工

作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应用层的升级，网络和操作系统支持 v6 相

对容易，但是应用就不一定了，甚至需要重建整个业务系统，升

级的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技术力量。

通过使用 IVI 翻译器就可以快速的实现向 v6 网发布资源，使 v6

网的用户也可以使用到现有的业务系统。概括地讲，IPv6 云使用

IVI64 对 v4 用户提供服务，IPv4 云使用 IVI46 向 v6 用户提供服务。

提供安全保障

在助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赛尔网络非常注重信息安

全的重要性。目前教育行业常见的信息安全事件主要包括 : 作弊、

制假、挂马、钓鱼、泄密、高级持续性威胁等。严重威胁了校园

网信息安全，给我们的用户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大网防护上有

CCERT 给予保障，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对于具体的每一个用户有

哪些措施？

针对目前网络中存在的种种安全问题，赛尔网络着手建立一

套智慧的安全防护体系。实现 7×24 小时可持续的安全。这种防

护体系强调的是两个闭环，即设备的闭环和人的闭环。云代表着

数据分析能力，设备代表远端的执行引擎。人代表着专家、专业

领域知识。在云端的安全专家以及客户侧的运营专家，双方配合

以实现面向安全架构设计、决策、取证、威胁根源分析等工作内容，

并且有效的使用安全设备，赋予设备更“智能”。通过“人”、“设备”

与“云”端的配合、信息共享、威胁情报交换，并以此转化为“设备”

自动化的检测和防护手段，可有效的实现安全事件从预警、响应、

检测到防护的闭环，快速提升安全应急响应的能力。

赛尔网络将提供 SaaS 模式的安全云服务，逐步推出威胁感

知、风险预警、主动防御、流量清洗和人才培训五大类十项服务。

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面向教育用户提供云端安全服务，实现智

慧安全。

图 3  新建纯 v6 数据中心示意

图 2  利用翻译技术解决 IPv4 和 IPv6 网络的互联互通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利用翻译技术解决 IPv4 和 IPv6 网络的互联互通问题，使 IPv4 用户访问 IPv6 服务器 。

基于 IPv6 单栈网络接入 , 具有比双栈网络更好的建设和运行性能价格比和更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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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析平台的国内外现状

2012 年，国外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兴起，2013 年中国开始引入，

给教学的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传统教

学中，学生的学习数据都在试卷、作业等

纸上，或是教师课堂上的捕获，或是数据

人为地录入电脑（如成绩的统计，学分的

计算等）。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教学

开始从课堂搬到网上，数据日趋丰富。教

育也逐渐趋于量化，包括学习场景与过程

的数据化，教育大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

智能化与个性化等等。由此，以大数据技

术为基础的学习分析平台也相应而生。以

下就国内外发展的现状做相关介绍。

国外现状

通过查阅多篇文献，可以发现，国外

对学习分析平台的研究较多，在“学习行

为分析”概念出现之前，与之相关的技术、

工具及其应用研究已经开展起来。《学习

分析工具比较研究》一文中总结了多种学

习分析工具，所列出学习分析工具的发起

者都来自于国外，文中提及的学习分析工

具都需要人为提取数据到相关的工具或平

台中使用。随着技术的发展与 MOOC 平

台广泛的使用，真正结合教学平台的学习

分析平台也开始出现。

2014 年 2 月，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

学院推出了 edX Insights 交互式数据可视

化工具。edX Insights 平台从学习者类型、

学习者特征和学习者学习行为等多个角

度对教育数据进行挖掘并统计分析，并

于同年 5 月开放数据供全球研究者使用，

2014 年 8 月，平台组织者在 github( 社交

编程及代码托管网站 ) 上对代码进行开

源，供全球的开发者使用并提交代码。这

是目前全球最知名的开源学习分析平台。

2014 年 5 月，Coursera 发展团队中

国区业务负责人伊莱在《MOOCs 如何改

变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出，以数据为基

础的教育能有效地帮助教学，Coursera

平台记录学生的所有行为，行为数据可

以直接通过平台展现出来，并且该数据

对 不 同 的 教 育 问 题 都 有 一 定 的 研 究 意

义。另一篇文献《Engaging with Massive 

Online Courses》从 Coursera 平台中的开

课数据记录分析不同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表现出的差异，并对如何提升课程论坛活

跃度作出建议。

文 献《 慕 课 中 的 学 习 评 价 —— 以

Coursera 和 Udacity 为 例》 中 , 也 提 到

Udacity 做好学习分析平台。Udacity 较早

于 Coursera 平台建立个人电子档案，并不

断完善学习者的数据搜集与智能统计分析

功能，这种电子档案的形式能够呈现出学

习者在该教学平台上的经验，有助于学习

者理清属于自己的学习发展脉络。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几大著名 MOOC

平台包括 edX、Coursera 和 Udacity 都很关

注数据对于教育的影响，也分别根据自身

的平台特点设计与开发出学习分析平台。

国内现状

在学习分析平台的研究上，国内起步

较晚，利用 MOOC 平台的数据研究较少。

受惠于国外学习分析平台的研究基础，近

些年国内分析平台发展很快，《MOOC 学习

者行为分析研究》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国内

MOOC 平台“爱课程”如何对学习者进行行

为研究，目前“爱课程”平台主要对学习

学生如何参与网上课程
学习分析平台告诉你：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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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选课、退课、课程参与、成绩等几个

方面进行统计分析；香港教育大学也建立

为期三年、名为“开发及评估学习分析平台”

的项目；国内另一发展较好的MOOC平台“学

堂在线”的技术负责人在 2016 年由教育部

组织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培训

班”上也探讨了学堂在线学习分析平台的现

状，该分析平台是基于开源的 edX Insight 的

二次开发，在原有的基础上丰富了很多分析

点，增加了国内地理分析、学生观看视频行

为等更多的详细信息分析，加入了作业测试

分析等等。此外，《基于“学习分析” 技术

的学习平台开发与应用研究》和《基于大数

据技术的学习分析系统架构》等论文中，也

都谈到了学习分析平台的架构与应用。

国内学习分析平台的发展日趋完善，

多个 MOOC 教学平台基于国内教学背景，

根据自身平台所面向客户的需求，开发出

适合国人的学习分析平台。

综上所述，国外的对学习分析平台

的研究早于国内，国内的多种技术由国

外引进。由于国内外的教学背景不一样，

所以分析的重点和数据的意义都不同、

每个平台各自的侧重点与评价也不同，

导致每个分析平台的分析模型略有差异。

例如，国外对证书和论坛活跃度等数据

较为关注，国内对退课和学生课堂中的

行为等数据较为关注。本课题主要研究

国外的开源 edX Insights 平台的相关技术

来搭建定制化的分析平台，以满足校内

教师和研究者来做相关研究的需要，并

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撑。

功能设计

学习分析平台总体功能

学习分析平台是在 MOOC 发展火热化

及普遍使用的背景下开始提出的，MOOC

产生的海量数据为学习分析提供了基础。

提出学习分析平台的目的是在现有的学习

资源的基础上，为教师提供在线的第二课

堂及观摩平台，以适应教师与学生在信息

社会下的学习行为特性，帮助教师提高教

学效率及效果，帮助学生查找学科弱点提

高学习成绩。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研究

者还是开发者，他们对于数据都是特别感

兴趣的，教师关注学生在这门课程中的学

习状态，课程内容是否可以改进；学生关

注自己学习的成果与反馈数据；研究者希

望这些数据能给他们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支

持，以期有新的发现；而开发者则对数据

挖掘和可视化展示等感兴趣。

学习分析平台与教学平台相连，获取

教学平台数据，分析教学平台上学习者类

型、学习者特征以及学习者学习行为，并

将这些数据可视化呈现。

在分析平台中，使用数据分析方法，

主要从学习者类型分析、学习者特征分析、

学习者行为分析三个方面对教学平台的使

用者进行了研究，多维度展现学习者学习

的实际情况。将这些数据能够以直观的形

象呈现给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以便提高

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

学习者类型分析

学习者分为四个类别：注册学习者、

一般学习者、积极学习者、获得证书者等。

仅注册者：仅注册课程，但没有其他

学习行为。

一般学习者：注册课程并访问了课程

课件。

积极学习者：注册课程并访问了大于

1/2 的课件章节内容。

获取证书者：获得课程证书的学习者。

如图 1 所示。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平台真正使用的用户，可以看出哪些课程

是真正被学习者所接受的等等。

学习者特征分析

学习者特征包含学习者的学历、年龄、

性别以及学习者所在地。研究这些学习者

的基本数据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如：

学习平台使用者主要集中的年龄段，使用

者的学历水平，学习平台受欢迎的国家或

地区，选择某一门课程的男生和女生的比

例等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学习者学习行为分析

学习者行为分析则是教师真正关心

的数据，它包含了学生在一门课程中的所

有行为，登录时长、视频播放次数、学习

章节数以及论坛发帖数，这些数据能直接

地反映出学习者的个性以及教学内容的安

排，教学管理人员可以将这些结果用于预

测教学并指导和调整教学，使课程更加个

性化，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技术架构与关键技术

学习分析平台技术架构

官 方 的 edX insights 从 教 学 平 台 的

tracking log 中挖掘信息，读取教学平台

的数据库，将这些信息统计分析后以可

视化的效果呈现。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

平台，edX  insights 包含三个部分：edx-

analytics-pipeline，edx-analytics-data-

api，edx-analytics-dashboard。

其中，Pipeline 主要运用 Hadoop 和

MapReduce 技 术， 连 接 数 据 库， 通 过

Mapper 和 Reducer 导出数据；Data-api 将

数据导出，转换成 JSON 格式，并存入分

析数据库；Dashboard 连接数据，以图表

的形式呈现统计结果。

学习分析平台关键技术

1.Hadoop MapReduce

edX 平台大规模课程应用将产生海量

数据，为学习分析与教育数据挖掘研究提

供了基础。这些数据由于数据量大，数

据种类丰富，且数据的产生是实时的，因

此这些数据可称得上大数据。解决大数

图 1  学习者类型

注册学习者

一般学习者

获得证书者

积极学习者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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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年龄的统计

据最好的技术是 Hadoop 技术，Hadoop 生

态系统是大数据的基础。MapReduce 是

Hadoop 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件，

Hadoop MapReduce 也是解决大数据的一

个重要技术，根据 Apache Founction 上对

MapReduce 的介绍，Hadoop MapReduce

是一个软件框架，该框架能够编写应用程

序，使这些应用程序能够运行在由上千个

商用机器组成的大集群上，并以一种可

靠的，具有容错能力的方式并行地处理

上 TB 级别的海量数据集。它包含 Map 函

数和 Reduce 函数，Map 函数主要负责从

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相应的信息，并生成

键—值对的新的表，Reduce 函数获取 Map

函数的输出，最终生成开发者想要的表。

在 edX Insights 中，edx-analytics-

pipeline 主要运行于 Hadoop MapReduce 之

上，负责日志的读取，并根据想要的形式

输出正确的格式，是以 task 的形式运行。

Pipeline 已经成功的运行在 Hadoop1.X 和

Hadoop2.X 版本上（配置稍有不同）。

2.Hive

Hive 是一个面向批处理的数据仓库

层，它构建在 Hadoop 的核心元素 HDFS

和 MapReduce 之上，提供了一套轻量级

SQL 实现——HiveQL，可以通过 SQL 语

句访问结构化数据，不同于绝大多数数据

仓库，Hive 的设计目的并不是快速响应

查询。Hive 更适合用来进行数据挖掘和

深入分析等对实时性没有要求的，依赖于

Hadoop 基础，具有可扩展性、可伸缩性

和弹性。

由于 edX 平台中产生的数据有很多为

非结构化，Hive 可以集成 MapReduce 脚

本将这些数据提取转化加载为用户熟悉的

格式，并可以通过 SQL 查询，同时也允许

熟悉 MapReduce 的开发者自定义 mapper

函数和 reducer 函数来处理一些无法完成

的复杂的分析工作。

3.Sqoop

edX 教学平台与分析平台是两个独立

的平台，两者使用的数据库不一样，edX 

Insights 运行在 Hadoop 上，而 edX 教学

平台不是，所以在统计分析 edX 平台上

的数据时，需要将 edX 中的数据转移到

Hadoop 上，Sqoop（SQL-to-Hadoop）就

是这样一种能够从非 Hadoop 数据存储中

提取数据，然后将数据转化为 Hadoop 可

用的数据，并将其装载到 HDFS 中的工具。

将数据转入 Hadoop 是使用 MapReduce 处

理数据的重要步骤，在 edX Insights 中，

是将数据从 edX 平台中转入 Insights 中，

并用 Hive 对数据进行读取分析。Sqoop 对

MapReduce 和 HDFS 等都有较高的依赖性。

综 上 所 述，Insights 分 析 平 台 通 过

一定的配置连接到 edX 教学平台，使用

Oauth2.0 协议通过认证登录，与教学平台

使用相同的用户数据库认证登录，认证成

功之后，显示用户登录信息和用户相关的

课程信息。Pipeline 是运行在 Hadoop 集群

之上，通过一定的配置，读取教学平台的

用户信息、课程信息和事件日志，根据数

据报表需求，运用 MapReduce 等技术导出

数据，最后得到分析之后的数据库；Data-

API 通过 API 接口查看统计好的数据；

Dashboard 主要从 3 个方面以图表的形式呈

现学生的整体分布和学生的学习情况。

教学平台上数据库中的数据能实时读

取且正确地显示在分析平台中，分析日志

数据是分析平台的重要任务，Pipeline 起

到了关键的角色，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

从 LMS 端读取当天的日志信息，然后在

Hadoop 上运行 task 对日志进行分析统计，

得到分析好之后的最新数据，写入数据库。

学习分析平台的应用

edX Insights平台是一个较独立的平台，

虽然是为 edX 平台开发，也可以用于其他

教学平台。用于其他教学平台还需要在认

证登录和日志上做一定的修改与匹配。

本案例中分析平台是连接了校内定制

化后的 edX 教学平台。由于校内 edX 教学

平台上数据的限制，目前只统计分析了学

习者特征和学习者行为的一部分。

学习分析平台与学习平台的对接

在 edX Insight 平台点击登录之后，会

跳转到 edX 教学平台的登录界面，用 edX 

CMS 的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成功以后，会

跳转到 edX Insight 平台，并显示用户对应

的课程的相关信息。所列出的课程为登录

账号的教师所教的课程的列表，课程列表

的信息格式为：课程组织 / 课程代码 / 开

课时间。

学习者特征分析的应用

学习者特征包括学习者年龄、教育程

度、性别和地理位置。

基于年龄的统计如图 2 所示，横坐

标表示课程中学习者的年龄，纵坐标表

示年龄的人数，图中可以看出，这门课

的学习者年龄主要分布在 25 周岁以下，

且选修这门课的人数较少。因此可以得

出这门课的主要面向对象以及开设的范

围和必要性。

基于教育程度的统计如图 3 所示，横

坐标表示教育的程度，如无教育程度、小

学、初中、高中、准学士、学士、硕士、

博士和其他等等，纵坐标表示所占的比例。图 3  基于教育程度的统计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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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些数据的统

计和分析为教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

资源。这些数据的统计存在的问题包括：

1. 缺少对学习者的选课和退课情况的统

计，缺少对学习者完成课程的情况进行统

计，这样难以统计出学习者在一门课程中

的学习类型；2. 统计了详细的学生信息，

但仍缺少投入的时间、点击量、作业测试

等详细的数据，因此还无法对学生的学习

进度、学习交互等进行深入分析；3.edX 

Insights 来自国外，但是国内开发使用，

基本的面向对象为国内，其地理信息的统

计缺少国内城市的统计，不能对地理信息

进行分析；4. 分析模型来自国外，缺少国

内教育背景下的分析模型。

未来，我们会增加这些详细信息的统

计，为学习分析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并

对学习分析作出一定的调研，研究出适合

的分析模型。而在教育技术不断发展的时

代，我们在技术的算法和分析上还需更深

入的研究。

通过学习分析平台在 edX 教学平台上

的应用，可以看到分析平台运行时相应的

数据流方向如下：学习者与教学平台交互

产生各种数据；这些数据依照特定的规则

进行必要的记录；根据数据挖掘和分析模

型提炼出需要分析的数据；可视化地展现

出分析好的数据；最后，得出分析的结论

给需要的用户。平台上，教师可以根据事

先定制好的模型对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

操作简单方便，结论更加直观。

本文的应用只使用了简单的分析模

型进行统计分析，展示了分析平台的架

构以及未来可扩展的可能性。未来的分

析平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多的扩展：

首先，完善分析模型；其次，增加学生

使用的界面；最后，总结分析结果得出

反馈信息，尽可能地实现更多的智能化，

如给学生推荐学习路径，提醒教师教学

重点和难点。

（作者单位：1 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2 为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图中，选修这门课的学习者中，50% 学历

为高中，50% 学历为准学士。由这些数据，

可以得出这门课程的面向对象为大学生或

准备就读大学的高中生。如果教师预先设

定的教学对象仅仅为在读的大学生，通过

这个统计结果发现还会有高中生选修，那

么教师可以在预备知识中增加基础知识，

更多地照顾到高中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

学习体验。

基于性别的统计如图 4 所示，横坐标

表示男生、女生或者其他，纵坐标表示所

占的比例。图中，选修这门课女生的比例

明显多于男生比例，可以考虑此门课程为

艺术类课程或者此门课程开设范围为师范

类学校，而师范类学校的特征是女生比例

高于男生。教师在研究男女的比例后可以

根据他们的特性适当地调整课程，以达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研究者可以从这些数据

中得出男女使用在线教学平台的爱好。

基于地理位置的统计如图 5 所示，从

地图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选修这门课的学

习者来自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使用者较

活跃，哪些地区使用的人更多等等。教师

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并依据不同的国情来

微调课程，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分

析每个国家在线教学的发展程度等等。

学习者行为分析的应用

学习者行为包括学习者的注册情况、

学生参与度与活跃度、学习者在一门课程

中回答问题的统计分析等。

每门课中每日学生选课数如图 6 所

示，横坐标表示日期，纵坐标表示选课学

生的数量。图中，3 月 31 日选课的学生

为 5 人，且过去一周选课数无变化。此数

据可能跟课程截止日期有关，也可评价出

课程对选修者的吸引程度等，或者更多的

意义等待研究。

学生每周对课程的投入程度如图 7 所

示，图中横坐标表示日期，纵坐标表示人

数。一共有三条线，紫色线表示这门课程

中每天活跃的学生，绿色线表示每天观看

的视频数，橙色线表示每天回答的问题。

这三条线详细地记录了一门课中学生的活

动信息。例如在 5 月 13 日到 6 月 5 日这

一周中，活跃的学生有 642 人，一共观看

了 441 个视频，尝试回答了 590 个问题。

教师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判断学生的活跃程

度和学习进度，并根据学习进度来调整学

习内容，如果一周中观看视频很少，学生

活跃数也很少，那么教师可以推断，这一

周学生是否过于繁忙，适时地将课程延期。

行为分析应用的研究展望

基于数据的教育对提高教学效率和教

图 6  每日学生选课数量

图 4  基于性别的统计

图 5  基于地理位置的统计

图 7  学习者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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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ai 是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密西

根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于

2004 年共同开发的开源课程管理系统；

目前，Sakai 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在国内外一流高校中的应用尤为普遍，已

日益成为高校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Sakai 系 统 以 J2EE 中 的 Spring + 

Hibernate 框架作为其基本框架，为用户

提供基本表示层和交互服务；具体的教学

功能主要以工具插件的形式给用户提供服

务，如通知、日程、课程大纲、论坛、作业、

在线测试等工具，为用户提供课程内容组

织、课程资源管理、在线交流等服务。

近年来，随着视频公开课和 MOOC

的发展，教学视频逐渐成为各类教学平台

的核心内容。以教学和视频为关键字搜索

近十年的研究文献，先以“视频”和“教

学”同时为关键字搜索的文献数量，再单

独以“教学”为关键字搜索到的文献情况，

结果如表 1：

表 1 中各列第二行与第三行的比例，

可以视作教学研究中对视频研究的热度，

如图 1 所示。

从 图 1 中 不 难 发

现，近十年对教学视频

的研究呈迅速增长的态

势， 尤 其 是 从 2012 年

开 始， 随 着 MOOC 的

兴起，在教学平台中引

入教学视频迅速成为近

年教学研究的热点。然

而， 这 一 波 研 究 浪 潮

与 Sakai 教学平台关联

甚少。以 Sakai 和视频

为关键字进行搜索，仅

搜到两篇文献。《视频播放控件在 Sakai

中的兼容性实践》从本地化的角度，针

对 Sakai 自带视频插件的编码问题，分析

了不能正常播放教学视频的原因，并提

如何让Sakai 里的视频“活”起来

图 1  近十年视频在教学研究中的比例趋势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视频 50 76 84 113 152 165 188 245 318 492

教学 73682 102519 124226 147798 172203 195281 212828 228570 235022 242981

表 1  近十年视频在教学研究中的比例趋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源教学平台，Sakai 系统对视频功能的支持却相对简单，

难以满足高校日常化教学的需要，这也是目前很多高校在使用 Sakai 来建设教学平

台过程中面对的共同问题。

让在线教学更灵活，你还需知道：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2016.8 中国教育网络 63

出了解决方法；《开源视频系统在 Sakai

中的集成与应用》引入了开源视频系统

Kaltura，使用插件开发的方式拓展 Sakai

系统对视频的支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源教学平台，

Sakai系统对视频功能的支持却相对简单，

难以满足高校日常化教学的需要，这也是

目前很多高校在使用 Sakai 来建设教学平

台过程中面对的共同问题；而目前已有研

究仅仅局限对本地化问题的解决和独立插

件与开源系统对接，没有考虑到视频资源

与其他教学资源以及知识单元的关联性，

难以实现在教学平台中将教学内容与视频

的深入整合，因此有必要对 Sakai 与视频

的契合展开研究，这也是本文的研究起点。

系统架构设计

针对 Sakai 平台对视频支持薄弱这一

现状，笔者从 Sakai 视频支持框架着手，

分析该框架存在的缺陷，并对 Sakai 教学

平台视频支持实施重新设计，将视频服务

从 Sakai 平台的耦合中独立出来，同时对

Sakai 的教学资源整合工具 Lessonbuilder

进行二次开发，并与视频平台进行对接，

从而优化视频资源的管理与提高访问视频

服务的用户体验。

Sakai 原生框架分析

Sakai 对视频的支持零散而单一，其

视频支持框架如图 2 所示。

从 图 2 中 可 以 看 出，Sakai 系 统 自

身 对 视 频 的 支 持 主 要

通 过 Lessonbuilder 和

Content 组件进行集成。

Lessonbuilder 组件主要

集成了视频上传和播放

的入口，用户可以通过

上传模块上传本地 PC 上的视频、引用视

频链接以及获取已经上传的视频并将请求

提交给 Content 组件进行后续处理，上传

成功之后通过调用自带 Flash 视频播放器

进行视频播放；Content 组件是 Sakai 的资

源统一管理组件，接收来自 Lessonbuilder

组件的上传请求后，将文件名进行编码

并存储到 Sakai 自身服务器存储上，并生

成文件访问映射写入数据库记录中，当

接收到来自 Lessonbuilder 的访问视频请

求时，通过数据库的映射记录来访问视

频文件。

尽管原有的视频框架能够满足最基本

的视频资源需求，但同时也伴随着无法忽

视的缺陷：

1. 视频播放存在性能瓶颈。

相对于教学平台的其他功能模块，

视频上传、存储及播放有其特殊性，随着

视频资源及的用户数增加，对服务器的

CPU、内存、I/O、带宽、存储空间的要求

会急剧增加，从而影响教学平台其他基本

功能的响应，造成系统等待超时甚至宕机，

这是非常大的故障风险点。

2. 视频播放器的兼容性较差。

Sakai 系统自带视频播放器对视频文

件的兼容性及用户终端对视频播放器的

兼容性都有一定的问题。在 Lessonbuilder

组件中上传视频资源后，系统自动调用

Flash 播放器进行视频播放，而 Flash 视频

播放器本身支持的视频格式较少。同时，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与校园无线网络的全

覆盖，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各种移动终端来

访问系统，而 Sakai 自带 Flash 播放器在

移动设备上的兼容性较差，在这些终端上

往往无法正常播放。

3. 视频管理缺乏统一标准。

在 Sakai 教学平台中，系统本身对上

传视频的格式没有任何过滤和限制，也没

有提供统一转换视频编码的功能支持，用

户可以上传任意格式的视频甚至非视频文

件，而实际上由于其自带播放器在兼容性

上的缺陷，从而导致了并不是每个上传的

视频都能够正常播放，同时也造成了资源

管理上的混乱。

Sakai 新框架设计

针对原有视频支持框架的弊端，对视

频框架进行重新设计，如图 3 所示。

在新的视频框架中，将视频服务独立

出来，以接口服务的形式对 Sakai 系统中

的组件提供支持。同时，对 Lessonbuilder

图 2  Sakai 原生视频框架

图 3  重新设计的视频框架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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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中的用户层进行二次开发，调用视频

平台上传接口进行视频资源上传，并将返

回的视频访问信息存入数据库，实现本地

仅仅存放引用，而不存放文件本身。另外，

替换 Lessonbuilder 组件自带视频播放器，

结合视频平台转码服务，实现视频编码格

式的统一与播放的稳定性。

视频上传流程设计

独立的视频平台能够避免多用户并发

访问给教学平台本身带来额外的压力 , 同

时新增的视频转码服务对视频的编码格式

进行统一处理，增加了视频的可播放性，

系统主要逻辑如图 4 所示。

视频服务器接收到上传请求时，将视

频文件保存在视频服务器的存储上。目前，

由于 MP4 几乎能够被所有移动设备、操

作系统原生支持，有着非常良好的兼容性，

因此采用 MP4 作为系统中的统一编码格

式。视频服务器对用户上传的视频编码进

行判断，如果不是 MP4 格式，则调用转

码服务将其转成 MP4 格式之后再存储。

存储成功后生成视频 id 并保存视频相关

信息至数据库，同时返回视频的访问地址

等信息。

视频上传结束，用户可以直接访问返

回的视频播放地址，或是使用播放器进行

视频播放。

当视频服务器接收到删除请求时，根

据请求的视频 id，删除相应的视频文件和

数据库记录，并返回删除结果。

系统开发与集成

基于以上系统架构

设计，需要进行视频系

统开发、Lessonbuilder

组 件 二 次 开 发 以 及

Sakai 系统与视频系统

的集成。

视频系统二次开发

为了不影响视频系

统本身的正常运行，需

要将待开发的功能与原

有功能进行代码层面的

隔离，因此需要在原有视频系统的基础上

做增量开发。

1. 基本功能分析

视频系统主要包括上传视频和删除视

频两个功能。为了统一视频的编码格式，

系统还应当包含视频编码转换的功能。

2. 功能用例描述

为了增加系统的可扩展性，这里不

具体定义上传和删除视频请求的客户端

（Client），具体对接时再详细定义。通

过用例图进行功能描述，如图 5 所示。

3. 基本类与主要成员描述

系统收到客户端请求后，一方面要对

上传的文件进行操作，另一方面需要记录

视频的相关信息以及请求的相关参数，因

此基本类应划分为文件操作类和数据库操

作类，基本类及其主要成员如图 6 所示。

UploadHandler 是 处 理 视 频 上 传 文

件 的 基 本 类， 主 要 成 员 变 量 options 是

数组类型的数据，主要描述了服务器上

存储视频的目录；成员方法中，handle_

file_upload 是处理视频文件上传的主要

方法，上传完成后，再执行

generate_response 方法，回传

相关信息给请求的客户端。

content_model 是数据库

操作基本类，主要成员变量

category 用来记录视频所在的

栏目，便于视频的分类处理；

成员方法 add_content(data) 在

上传时将视频相关信息记录至数据库，

delete_content(id, catid) 方法用来删除已经

存在的视频。

4. 数据库设计

视频系统在存储视频时，需要将视频

的相关信息存入数据库，删除视频时也需

要根据数据库中已有的记录进行操作，其

数据库表结构如下：

由于用户上传视频的编码格式多种多

样，而用户观看视频使用的终端设备以及

浏览器也不尽相同，很可能会因为兼容性

问题而出现视频无法播放的情况。为了增

加视频播放的兼容性，需要将视频的编码

格式进行统一。MP4 是当前世界上较为主

流的一种视频封装格式，能够兼容绝大多

数浏览器，更是当前流行的 Html5 技术原

生支持的视频格式，因此在本系统中采用

MP4 作为统一视频编码格式。

FFMPEG 是一个集录制、转换、音 /

视频编解码功能为一体的、完整的开源解

决 方 案， 支 持 MPEG、DivX、MPEG4、

AC3、DV、FLV 等 40 多 种 编 码，AVI、

MPEG、OGG、ASF 等 90 多种解码，完全

能够满足本系统的转码需求。

Lessonbuilder 组件二次开发

Lessonbuilder 是 Sakai 平台中的教学

内容组织工具，它可以将各种教学文档、

图 5  功能用例描述

图 6  基本类与主要成员描述

图 4  独立视频服务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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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音视频、作业、在线测试、讨论主

题等教学元素按照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

并呈现完整的知识单元与情境，实现了各

类教学资源的深度融合。

根据新的视频框架设计，为了与独立

的视频平台进行对接，需要对 Lessonbuilder

组件中的视频上传模块进行二次开发，并

替换播放模块中自带的播放器。

Lessonbuilder 组 建 使 用 了 RSF

（Reasonable Server Faces）开发框架，

RSF 是一个基于 Spring 的轻量级开源框架，

用户层使用纯 XHTML 模板进行开发。

1. 前端页面开发

在 Lessonbuilder 组件中，用户层上传

视频的模板文件是 ShowPage.html，需要对

其中的上传视频部分的代码进行二次开发，

首先需要修改前台页面，主要代码如下：
<!-- 视频上传表单 -- 提交至视频服务器 -->

<form id="upload-form" rsf:id="upload-form">

 <div id="upload-element" class="border2">

 <div class="container" style="width:100%">

　<!-- 文件上传标签及上传进度 -->

　<div id="uploadwidget" class="rows">

<span class="btn btn-primary fileinput-button">

     <i class="glyphicon glyphicon-plus"></i>

     <span> 选择本地文件 </span>

     <input id="fileupload" style="width:300px" type="file" 

name="files[]" onchange="getfilename(event);" />

</span>

<h5 id="percent"> 上传进度：</h5>

<div id="progress" class="progress progress-striped" 

style="width:300px">

< d i v c l a s s = " p r o g r e s s - b a r p r o g r e s s - b a r - i n f o " 

style="width:300px"></div>

　</div>

 </div>

　<!-- 隐藏待提交视频信息视频信息 -->

 <div style="display: none">

　<!-- 上传文件返回地址 --><input type="text" id="video_

fileurl" name="video[fileurl]"/><br/>

　<!-- 上传分类 --><input type="text" id="video_catid"  

name="video[catid]" value="358"/>

 </div>

 <!-- 视频名称 --><input type="text" id="video_filename" 

name="video[filename]"/><br/>

字段名 数据类型 长度 NULL 说明

id mediumint 8 否 视频 id，主键

catid smallint 5 否 视频栏目 id

title char 80 否 视频标题

description mediumtext 0 否 视频简短描述

inputtime int 10 否 上传时间

表 2  视频信息表 video  <div>

　<!-- 提交按钮 -->

　<input type="button" onclick="UpToVideoSystem();" 

class="bold" value=" 保存 "/>

　<input type="button" onclick="closeAddMultimediaDial

og(); return false" value=" 取消 "/>

 </div>

</form>

<!-- 提交视频表单 -- 保存在 Sakai 系统 -->

< f o r m a c t i o n = " # " r s f : i d = " a d d - m u l t i m e d i a - f o r m " 

style="display:none" method="post" enctype="multipart/

form-data">

 <div id="hiddenupload">

  <input class="bold" type="submit" id="mm-add-item" 

rsf:id="mm-add-item" onclick="UpTolocal();" />

  <input type="submit" rsf:id="mm-cancel" onclick="closeAd

dMultimediaDialog(); return false" />

  <input type="hidden" rsf:id="mm-item-id" id="mm-item-id" 

/>

 </div>

</form>

在这个页面中主要包含两个表单，一

是提交至视频服务器的表单，用来将视频

文件和视频信息提交至服务器；另一个是

提交至 Sakai 系统的隐藏表单，用来暂存

视频系统返回的视频访问信息，为了简化

呈现给用户的信息，这个表单在样式上对

用户透明。

然后使用 JavaScript 技术开发前端上

传功能，首先通过 jQueryFileUpload 插件

上传视频文件，再使用 Ajax 技术提交视

频相关信息至视频平台，同时将回传视频

访问信息保存至 Sakai 系统中，主要代码

如下：
 // 上传文件至视频服务器

 jQuery('#fileupload').fileupload({

   url: url, dataType: 'json', formAcceptCharset: 'utf-8',

   done: function(e, data) {

     jQuery.each(data.result.files, function(index, file) {

       if (file.error) {

      alert(" 上传文件出错：" + file.error);

       } else {

      

      $('#commit_videoinfo_tip').html(" 上传成功，请

填写视频信息并提交。");

      $('#hiddenvidoeinfo').show();

       }});}, 

// 提交视频信息至视频服务器

$.ajax({

    type:"post", url:url, data:datas,// 提交表单

    success:function(msg){

        try  {

            var dataObj=eval("("+msg+")");

        }catch(exception) {

            alert(" 服务端执行出错，尝试重新上传。");

            return false;

        }

        $('#mm-add-item').click();// 触发回传信息保存至 Sakai

系统

    },});

// 保存信息至 Sakai 系统

function UpTolocal(){

    var mydata=jQuery('#upload-form').serialize();

    // 将上传产生的数据保存到本地数据库

    jQuery.ajax({

url:url,data: vdata,

        success:function(data){

        // alert(" 保存到数据库成功 ");

        }});

}

其中，通过用户点击页面中的保存

按钮，触发 Ajax 提交表单至视频服务器，

返回的结果以 JSON 格式存储在 msg 变量

中；从 msg 变量中解析出视频文件在服

务器上的逻辑访问名，再与固定 URL 进

行拼接，从而形成可访问的视频地址；

最后通过自动触发隐藏表单中提交按钮

的 click 事件，调用 UpToLocal 函数将视

频信息提交至 Sakai Lessonbuilder 组件的

控制层。

由于原有的 Flash 播放器设备兼容

性较差，需要替换兼容性更好的 Web 播

放 器， 这 里 我 们 选 用 当 前 较 为 流 行 的

JWPlayer 播放器。JWPlayer 是一款开源

播放器，支持响应式开发，能够兼容当

下绝大多数设备。

由于用户可能需要在同一页面嵌入多

个视频，因此使用 IteamArr[i] 数组循环加

载需要播放的视频。

2. 控制层开发

控 制 层 主 要 用 来 获 取 前 端 页 面

的 请 求 数 据， 并 向 模 型 发 送 数 据。 在

Lessonbuilder 中新建控制层 SaveUploadInfo

类，用来控制转发视频信息。

其中，使用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函数获取当前系统时间戳，也就是视频上

传的时间作为视频的唯一标识 id，既能够

记录视频上传的时间，又能在存入数据库

时保证数据表主键的唯一性。

3. 逻辑层开发

Lessonbuilder 组件使用 Hibernate 技

术 存 储 数 据， 因 此 逻 辑 层 开 发 也 使 用

Hibernate 对数据进行持久化操作。

4. 接口开发

为了实现在 Sakai 系统中上传视频到

视频系统，需要在视频系统中开发上传接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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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用效果

功能实现效果

1. 上传视频

在课程信息 (Lessonbuilder) 页面中点

击添加视频，弹出添加视频对话框。

点击“选择本地文件按钮”，选则用

户电脑上的视频文件上传至视频平台；然

后填写视频标题，点击“保存”按钮，先

后触发将视频信息保存在视频平台，并将

回传的视频访问地址保存在Sakai系统中。

2. 播放视频

视频上传完成后，页面上就可以看到

刚刚上传的视频。

在浏览器下方显示的请求信息中，

视频的请求 URL 为视频平台的地址，用

户观看视频时实际上是在访问视频平台，

从而减少了对教学平台服务器带宽、存

储空间等资源的占用，实现了视频服务

的独立。

系统应用的关注点

1. 视频转码方式的考量

在实际应用中视频转码的处理不见得

一定依赖于平台。对用户来说，在本地使

用转码工具转码后再上传，需要少量的本

地操作，比直接上传转码略多一些操作的

时间；然而当视频文件体积较大或者网络

情况较差时，大大增加的等待时间会带来

一定的不确定性，上传操作会一直占用页

面，由于 HTTP 上传无法暂停，视频上传

一旦中断，用户必须重新上传，大大降低

了用户体验。

同时，由于视频转码主要与 CPU 频

率 相 关， 随 着 个 人 PC 的 飞 速 发 展， 用

户 终 端 的 CPU 频 率 往 往 不 逊 于 服 务 器

CPU，而网络传输与并发压力往往带来一

口。该接口能够接收来自 Sakai 系统的视

频上传请求，并调用基本类 UploadHandler

处理上传，主要代码如下：

require('UploadHandler.php');

$key=；

$token=$_GET['token'];

$timestamp=$_GET['timestamp'];

if($token==md5($timestamp.$key)){

  $upload_dir='uploadfile/video/org/';

  $options=array('upload_dir'=>$upload_dir,'upload_

url'=>$upload_dir);

  $upload_handler = new UploadHandler($options);

}

代 码 中 调 用 并 实 例 化 了 基 本 类

UploadHandler 来处理上传，另外使用了

时间戳和密钥拼接，以 md5 加密的方式

作为上传口令，提高了接口的安全性。

跨域上传

由于大多数浏览器中存在同源策略

(Same-Origin Policy) 的安全限制，使得客

户端脚本语言只能访问在同一域下的内

容，而教学平台和视频平台是两台不同的

服务器，要求数据在不同的域之间进行通

信，因此会导致上传视频请求失败。

常用的跨域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

JSONP 方案，主要是针对同源策略不阻止

浏览器脚本动态元素插入的特点，通过动

态插入 <Script> 标签，可以实现跨域通信；

另一种是 CORS，它是一种跨域资源共享

方案，通过新增一系列 HTTP 头，让服务

器声明哪些来源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该服

务器上的资源。

由于 JSONP 只支持 GET 请求，GET

请求数据大小一般限制在 2k 到 200k 范围，

服务器接收 GET 请求数据大小一般也限

制在 16k 以内，而一般视频文件的大小远

远超过这个范围；同时，CORS 不仅支持

不限制大小的 POST 请求，也支持 GET 和

OPTIONS 请求，因此采用支持多种请求的

CORS 方案。

在视频服务器上的上传接口中添加接

受跨域请求的声明。

服务器返回如下响应头，即表示该服

务器接收了客户端浏览器的跨域请求，如

图 7 所示。

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建议在页面上增加提

示信息，提示用户尽量上传 MP4 格式的

视频以减少等待时间。

2. 视频平台选型的考量

在视频平台选型方面，一般有商业平

台和开源平台两种选择。商业平台的优势

在于有完善的项目和案例经验，有专门的

商业团队承担平台的部署实施和运维，节

省了高校信息化部门的人力成本，不足之

处在于平台核心代码封闭，难以了解平台

内部运行机制，定制较为困难；开源平台

的优势在于核心代码开放，可以针对特定

需求灵活定制，缺点是需要对开源平台进

行大量深入的研究与本地化工作，部署开

发与维护的人力成本较高，同时平台迭代

速度较快，定制开发在平台升级后会产生

额外的功能迁移工作。

由于作者所在学校已经存在一套正

在运行的商业视频平台，因此没有尝试

使用开源的视频平台。本文中所有的研

发工作都是在不影响原有平台功能的基

础上做的增量，开发了教学平台上传视

频的专用接口。

本文在分析 Sakai 架构的基础上，针

对 Sakai 目前对视频支持不足的问题，进

行了视频服务集成开发过程及使用效果，

为完善高校教学使用 Sakai 建设教学平台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独立出来的视

频服务，日后也可以应用在其他平台上，

为高校集成视频服务建设提供一种思路。

为了提升整体教学平台的可用性，笔者的

后续研究将关注以下几点：（1）增加数

据收集功能，能够统计 Sakai 里使用了视

频整合这块的课程，分析视频整合工具的

使用率，关注视频应用的实际效果；（2）

关注视频平台的性能，以及可行的提升性

能的手段。

（作者单位：1 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2 为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注：本文中有大量代码，由于版面原因不能全部展示，

完整版本可参照《中国教育网络》8 月刊电子版，网

址为：www.media.edu.cn）

图 7 服务器返回至客户端浏览器的响应头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2016.8 中国教育网络 67

文 / 周庆国   谢启荣   高成龙   周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的知

识技能都在飞速的迭代，尤其是信息技术

领域更是日新月异，然而作为知识最主要

载体的教材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导致

书本上的许多知识都与行业发展脱节，而

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则是一种新型的，采

用互联网的思维来编写教材的方式。本文

详细描述了创建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的步

骤，旨在提高大众对于协作式开放在线教

程平台的了解和兴趣，引导更多的人加入

到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的建设中来。

概念解释

GitHub

GitHub 是一个基于 Web 和 Git 的互

联网托管服务，它除了提供了 Git 的所有

功能之外，还添加了一些自己的特性，

比如优美的 Web 图形化前段、Windows

和 Mac 客户端、访问控制和一些多人协

作的特性如问题追踪、功能需求、任务

管理。

在 GitHub 上，任何人可以通过 fork

和 pull request 方式参与任何公共项目的

开发，并可以通过协作示意图来查看参与

的开发者及其贡献量并追踪所有 fork 的版

本。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为我们的协作式

开放在线课程提供了机会。

GitBook

GitBook 创建于 2014 年，它是一个

基于 NodeJS 创建的工具库，其原则是建

立一套更加简单、现代化的文档、电子

刊物写作和出版的方案。使用 GitBook 可

以轻松地编写出漂亮的图书，它可以将

图书以静态网站、PDF、ePub、MOBI 几

种不同的形式呈现。此外，GitBook 完全

开源。

图书结构：一本图书就是一个 GitBook

中 的 一 个 仓 库， 至 少 包 含 两 个 文 件 : 

README.md 和 SUMMARY.md。

1. README.md 可以被自动地加入

到最终的 Summary 之中。

2. SUMMARY.md 定义了图书的目录。

它应该包含章节的列表，以及它们的链接。

例如，SUMMARY.md 的内容会是以

下这样：
# Summary

This is the summary of my book.

* [section 1](section1/README.md)

    * [example 1](section1/example1.md)

    * [example 2](section1/example2.md)

* [section 2](section2/README.md)

* [example 1](section2/example1.md)

不被 SUMMARY.md 包含的文件不会

被 GitBook 处理，此外，你可能还需要

book.json 这个文件来配置一些图书相关

信息。

 协作式在线开放教程

协作式开放在线课程，英文名称为

Collaborative Open Online Course，缩写为

COOC，是对 MOOC 的补充和支撑，它能

够把优质在线资源与课堂面对面教学的优

势有机结合起来，激励教学者和学习者都

投入到课程的建设与完善中来，实现对

教学流程的重构与创新。COOC 以 GitHub

和 GitBook 为支撑工具，采用了开源协作

的思想来编写教材，符合当前开源开放的

发展趋势。目前，COOC 平台的官网地址

为 https://cooc-china.github.io。

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创建步骤

创建仓库

1. 打开 GitBook（https://www.gitbook.

com)，若已有账户直接登录，没有账户则

先注册。

轻松创建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

图 1  Connect to GitHub

这些步骤指导你：

协作式开放在线课程，英文名称为 Collaborative Open Online Course，缩写为 COOC，是对

MOOC 的补充和支撑，它能够把优质在线资源与课堂面对面教学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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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Dashboard 后，点击“SETTINGS”

进入设置页面。

3. 在 SETTINGS 页 面 向 下 滑 动， 在

GitHub 处先点击“Connect to GitHub”右边

的三角箭头，再在下拉菜单中点击“With 

access to public repostories”, 如图 1 所示。

4. 接下来如果浏览器已登录过 GitHub

则会直接进入第 5 步的授权确认页，否则

会到 GitHub 的登录页，在此可输入 GitHub

的账户名和邮箱登录，若无 GitHub 账户则

先点击下方的“Create an account”创建账户。

5. 登录后会转到授权确认页，点击

“Authorize application”确认授权 GitBook

使用 GitHub 的仓库 , 如图 2 所示。

6. 授 权 确 认 后 会 跳 转 回 GitBook 的

SETTINGS 页面，此时 GitHub 面板处会如

下图所示，否则请重试以上步骤 , 如图 3

所示。

7. 在 GitBook 中创建图书仓库，点击上

方导航栏右侧的“+NEW”按钮，创建一个

图书仓库。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以下信息，

再点击“Create Book”即可完成在 GitBook

中创建图书仓库 , 如图 4 所示。

接下来将此仓库导出到 GitHub 中建立

两个仓库的关联，导出到 GitHub 中是因为

发挥 GitHub 在协同工作方面的优势，并且

便于统计每个人的贡献量以及问题追踪等。

建立好关联之后两个仓库的代码就完全同

步了，即在 GitHub 仓库中做出改动会自动

同步到 GitBook 仓库中，反之亦然。

8. 在 GitBook 中创建完成后会跳转到图

书的欢迎页面，在页面中点击“SETTINGS”

进入图书的设置页面 , 如图 5 所示。

9. 在图书设置页面中，可以在 Options

选项卡中修改图书的 Name 等属性，也可以

添加 Topic、修改图书语言等，点击左侧的

“GitHub”打开 GitHub 选项卡，在这里点

击“Export to GitHub”进入 GitHub Importer

页面 , 如图 6 所示。

10. 在 GitHub Importer 页面中先点击

“Check URL”。

11. 等待 Check URL 完成，即可设置

图 2  Authorize application

图 3  Connect to GitHub 成功

图 4  需要填写的信息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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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中仓库的名字和是否公开 ( 请选择

Public)，设置完后点击“Begin Import”,

如图 7 所示。

12. 接下来会跳转到 GitBook 的授权

页，在这里输入 GitBook 的账户名和密码，

后点击“Authenticate”，授权后等待导入

完成 , 如图 8 所示。

13. 点击“Continue to repository”，即

可进入 GitHub 中查看仓库，可以看到之前

提到的 GitBook 图书仓库中必须包含的两

个文件 :SUMMARY.md 和 README.md, 如

图 9 所示。

至此就已经完成了 GitBook 图书仓库

创建和导出到 GitHub 仓库并建立两个仓

库的关联这些步骤。

安装环境、写作

1. 通过客户端方式撰写（以 Windows

平台为例）

此方法不适合大众协同贡献，仅适合

团队内部成员维护。

（1）下载并安装 GitBook 客户端（该

客户端同时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

平台）。

（2）打开 GitBook 客户端并登录。

（3）点击 GITBOOK.COM，并在下

方选择要编辑的图书，图书的撰写遵循

Markdown 语法，下面介绍图书编辑界面 ,

如图 10 所示。

（4）写作完之后请点击“Sync”将改

动提交到远程仓库中，除了使用离线客户

端，你还可以使用 Web 编辑器在线编辑，

在 GitBook 的图书欢迎页面中点击右上角的

“Edit”即可进入在线编辑器界面，界面布

局与操作方式大致同客户端编辑器，由于

国内的网络环境，不推荐使用在线编辑器。

2. 通过命令行的方式编写（以 Ubuntu

平台为例）

其他平台也可参考此方法。

（1）安装 Git，打开终端模拟器，运

行一下命令：

$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 安装 Git

$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Git 用

户名（不可使用中文字符）"

图 5  图书的 SETTINGS

图 6  Export to GitHub

图 7  Begin import

$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 邮箱 "

（2） 安装 NodeJS

$ curl -sL https://deb.nodesource.com/

setup_4.x | sudo -E bash -

$ sudo apt-get install -y nodejs

（3）安装 GitBook

$ sudo npm install -g gitbook-cli

（4）获取图书源文件

$ git clone 前面提到的 GitHub 远程仓

库的地址

（5）撰写图书按照 GitBook 目录的

说明创建章节等并撰写相关内容，使用

普通的文本编辑器即可，也可使用专用的

Markdown 编辑器，推荐使用 Haroopad

（6）本地预览，在终端模拟器中进

入本地仓库根目录运行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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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book serve

（7）然后可通过浏览器打开 http://

localhost:4000 以查看图书效果，确认无误

后运行以下命令将改动提交到远程仓库。

$ git add -A

$ git commit -m " 提交说明 "

$ git push origin master

 GitBook 高级用法

通过以上步骤已经可以在 GitBook 上

创建并维护一门 COOC 教程了，但是这时

图书的一切配置都只是默认的，比如语言

默认是英语、侧边栏的链接无法更改等。

要想修改这些属性则需要配置之前提到的

图 9  已导入至 GitHub

图 10  编辑面板

git"

        }

    }, 

    "plugins": [

        "duoshuo"

    ], 

    "pluginsConfig": {

        "sharing": {

            "facebook": false, 

            "google": false, 

            "twitter": false, 

            "weibo": true, 

            "instapaper": false, 

            "all": [

                "weibo"

            ]

        }, 

        "duoshuo": {

            "short_name": "demo-book"

        }

    }, 

   "language": "zh-hans"

}

1. author 表示图书的作者；

2. title 表示图书的标题；

3. description 表示图书的描述；

4. links 里的内容控制在浏览器浏览

图书时侧边栏上方显示的链接；

5. plugins 表示这本图书里要使用的插

件，插件具有很强大的功能，比如在书中

插入习题等就可以用插件来完成，所有的

插件可以在 https://plugins.gitbook.com/ 找到，

其中 duoshuo 是一款社会化评论插件，使

用时需要先在 http://duoshuo.com/ 创建一个

站点；

6. pluginsConfig 是对插件的一些配置，

其中 sharing 是一个默认使用的分享插件，

即以网站形式浏览时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false”值表示不显示分享到此平台的按

钮。duoshuo 的“short_name”是多说创建

站点时填写的唯一 ID；

7. language 表示图书所使用的语言，

简体中文用“zh-hans”表示。

以上就是创建一门 COOC 教程的完整

步骤，普通用户、熟悉 Git 与计算机的高

级用户都可以轻松地创建一门 COOC 教程。

COOC 倡导开放协作的思想完全符合目前

开源开放的时代趋势，在合适的开放协议

和质量控制手段的配合下，必定能像 Linux

内核一样以星星之火呈现出燎原之势。

( 作者单位为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嵌入式与

分布式实验室 )

book.json 文件，以下就对 book.json 文件

中一些常用的配置做介绍。

book.json 是 一 个 JSON 文 件， 其 格

式当然就必须按照 JSON 格式来写，通过

book.json 文件你可以配置图书的名称等信

息，可以配置侧边栏链接、使用插件、

配置语言等。以下是一个完整的 book.json

文件的内容：
{

    "author": "COOC China", 

    "title": " 测试教程 ", 

    "description": "COOC 测试教程 ", 

    "links": {

        "sidebar": {

            "COOC China": "https://cooc-china.github.io/", 

            " 参与贡献 ": "https://github.com/Archxr/demo-book.

图 8  导入完成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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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明会  黄宁玉  宋式斌

在高校环境中，收费业务存在管理部

门多、收费对象多、收费项目繁杂、收费

金额差异大、收费周期多样等特点。面对

这些特点，传统的收费方式面临着越来越

多的困难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许

多高校自建或购置建设了本校的校园支付

平台。图 1 为目前高校通用的收费平台业

务模型。

收费项目管理方登录系统建立收费项

目，内容包括收费项目名称、费用标准、

收费时间等；财务收费管理方登录系统后

对申报的收费项目进行审批；支付方登录

系统后查询到各人名下的收费项目；支付

方在收费期内登录系统后使用网银完成网

上支付；系统将支付方的支付结果实时地

反馈给支付者、收费项目管理方和财务收

费管理方。

基于上述业务系统模型，北京大学医

学部自建了校园网上支付平台，该平台的

投入使用，能够正确、稳定地处理校内用

户的支付需求，方便用户完成支付活动，

并实现了方便的电子对账，同时大大减轻

财务人员的压力，不用再应付数额巨大的

现金流。

在 支 付 系 统 实

际使用带来效益的过

程中，各种问题也逐

渐显现：为保障支付

系统的安全，使用了

学校提供的统一身份

认证，而身份认证系

统内用户是学校在籍

在编的师生，致使支

付系统可使用的人群

小，许多需向校内服

务缴费的人群无法登

录系统缴纳费用；另

外，现有网上支付系统的收费项目建立，

只能在本系统上实现。用户群体与收费项

目建立的双重约束，限制了该系统的广泛

使用，无法满足诸如收取校外人员的网费、

家属区住户的电话费、毕业后学生的成绩

单费、机动车通行证收费等的需求。

此外，对于部分有收费需求的应用系

统，支付只是其业务流程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以支付项目的方式将这些放进支付平

台不仅会显得比较突兀，而且也不满足应

用系统之间高内聚，低耦合的设计原则。

如何为现有业务系统提供便捷的网上

支付功能，减轻系统数据之间的交互压力，

保障支付系统的安全，成为高校网上

支付系统应用普及的关键。参考淘宝

等商用支付平台的实现方式，可提供

校内通用的支付接口，实现高校内部

业务对接的支付形式，成为优选方案。

基于以上分析，设计一个网上支付系

统的通用接口，实现支付请求和支付

结果在系统间传递，完成安全可靠的

支付过程成为可能。

通用接口的设计

1. 接口型支付流程

高校网上支付系统通用接口设计，首

先需保证数据安全，其次满足各类业务系

统灵活的对接需求，保障数据对账清晰可

循。通用接口主要包括支付信息提交和支

付结果信息返回两个过程，为保证安全，

上述两个过程的数据经加密传输，加密算

法采用 RSA，RSA 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公

钥加密算法，它能够抵抗到目前为止已知

的绝大多数密码攻击，已被 ISO 推荐为公

钥加密标准，虽然 RSA 的速度是其不足，

但在少量数据加密的条件下，影响甚微。

通用接口数据流图示如图 2 所示。

有支付需求的其他系统按照接口规

定的方式向支付系统提供支付必要信息，

信息内容和顺序必须严格按照接口规范提

供，支付系统将进行严格验证，验证通过

的方可完成支付，并在支付系统内部完成

订单建立环节；支付系统将蕴含用户支付

必要信息并且符合第三方规范的链接字符

自建网上支付平台让电子对账更便捷

图 1  校园网上支付业务流程

图 2  通用接口数据流示意

北京大学医学部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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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返回给请求支付方；支付请求方通过浏

览器打开第二部返回的链接，开始支付操

作；第三方将支付结果信息返回给支付系

统，支付系统更新系统后台；支付系统将

支付结果信息返回给调用方，供调用方完

成后续操作，完成支付过程。

2. 接口设计

为了完成支付过程并将支付结果信

息返回各业务调用方，需要设计两个接

口：支付信息提交接口和支付结果信息

返回接口。

支付信息提交接口将其他系统的支付

请求信息发送给支付系统。为保证安全，

请求参数明文经支付系统公钥加密，所有

请求信息全部封装，支付系统接收到请求

后，用系统私钥对密文解密，得到实际的

支付请求信息，从而完成支付平台本身的

订单数据建立、第三方支付 URL 地址生

成等操作。支付信息接口明文参数见表 1。

用户支付完成后，支付系统将支付

结果信息返回给支付调用方，提交地址为

提交支付请求时候设定的 p_resulthandle_

url。

为保障安全，支付结果信息经支付系

统私钥加密，私钥签名之后返回给支付调

用系统，系统首先验证签名，验证通过后，

再对密文部分进行解密，得到实际的支付

结果信息，从而完成系统本身的后续操作。

支付结果信息返回接口明文参数见表 2。

3. 数据安全

为了保证数据安全，调用方和支付

系统的数据严格按照非对称加密策略加密

传输，其中，支付信息按照规定的名称

和顺序，采用支付系统公布的公钥进行

加密，并将密文命名文 CP 进行提交，支

付系统接到请求后，得到密文，用私钥进

行解密得到实际支付请求参数，从而完

成后续操作；支付结果信息，采用支付

系统的私钥进行加

密， 并 用 私 钥 对 密

文 进 行 数 字 签 名，

密文和签名分别命

名为 cipherParam 和

sign，调用方接收到

支付结果信息后需

要先对签名进行验

证，验证无误后再解密，得到实际支付结

果信息，以进行后续操作。

调用系统和支付系统之间的数据安全

传输如图 3 所示。

实际应用情况

北京大学医学部网上支付系统采用和

图 1 相似的业务逻辑实现，通用接口首先

应用于网费充值，校园网的用户有不少校

外人员，他们无法登录网上支付系统，校

园网又使他们有了交费需求，在接口方式

开通之前，这些用户只能来信息中心前台

人工办理交费，十分不便。

从用户角度出发，调用交费接口是最

有效、最方便的方式。校园网网关系统是

用户进入校园网的统一入口，当用户需要

缴纳网费的时候，从此处发起最为方便。

用户并不关心交费的具体流程，通过接口

和在支付系统上进行交费，本质上并没有

任何区别。运用接口的方式更合理、更便

捷，还解决了支付系统外用户的交费难题。

接口投入使用至今的数据显示，有 60%

以上的网络用户选择了接口方式进行网费

支付。

用户缴纳网费只是支付系统通用接

口的第一步验证和尝试，作为专注于为用

户提供安全、有效的支付环境的系统，其

内部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操作流程和操作规

范，通用接口的使用更扩大了支付系统的

使用广度，改善用户体验。

高校网上支付系统作为一个定位校内

支付的平台，既方便师生，又能加强财务

管理，减少现金流，是高校信息化建设中

能够短平快见效益的应用。支付系统通用

接口的引入，将进一步扩充校内业务支付

的能力，满足与学校业务有关系的人群的

支付需要。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校内支付业

务势必越发完善，进一步提升接口的通用

性、安全性以及便利性将是下一步工作的

重点。
图 3  数据安全保障

参数名称 中文名称 类型 & 长度 参数说明

P_feeitem_id 交费项目编号 String（64） 来自支付平台

P_fee_money 交费金额 Decimal（16） 交费金额，单位：元，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P_user_account 交费账号 String（32） 不同交费项目，此字段意义不同

P_mode 银行代码 String（32） 银行代码，和支付平台保持一致，

P_resulthandle_url 结果接收地址 String（64） 支付完成后，将支付结果信息发送到这里

表 1  支付信息提交接口参数

参数名称 中文名称 类型 & 长度 参数说明

P_order_id 订单编号 String（32） 支付平台唯一订单编号
P_user_
account 交费用户标识 String（32） 代表用户的标识

P_fee_name 交费项目名称 String（32） 费用名称

P_dept_name 收费管理部门名称 String（32） 收费主管部门

P_fee_money 订单实际支付金额 Decimal（16） 订单实际支付金额

P_status 订单支付状态 String（32） 已生成支付订单，未支付，支付完成

P_method 支付方式 String（64） 支付方式中文说明，如“中行长城信用卡”

表 2  支付结果信息返回接口参数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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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董舞艺 刘雅琼

社会化媒体推广模式

随着社会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的发

展所带来的新变化，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

关注和研究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新技术、新

方法等，社会化媒体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

的应用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人们

一般将基于社会性网络的应用称为社会化

媒体。典型的如博客、微博、播客、维基

社交网络和内容社区，如豆瓣优酷等。近

年来随着图书馆 Web2.0 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图书馆开始应用社会性网络进行阅读推

广。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在人人网上成立的

图书馆俱乐部——清华大学图书馆书友会

等。我们可以把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阅读

推广的模式统称为“社会化媒体推广模式”。

图书馆“图书交换大集”的成功举办，

是图书馆运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进行阅读

推广的经典案例。该案例模式，就是以首

都图书馆为推广主体，以微博为推广媒介，

以广大普通市民为阅读者，通过图书交换

进行交友交流，并阅读到更多图书。这类

模式中，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般作为推广主

体，网民是客体，社会性网络工具作为媒

介平台，推广图书、阅读资讯及服务，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近年来，微博在图书馆的应用也迅速

普及，如重庆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图书

馆纷纷开通了微博。以杭州图书馆为例，

2010 年 12 月 开 通 新 浪 微 博 之 后， 截 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共拥有了 40071 位粉

丝，共发送微博信息 16049 条，平均每日

发布微博约 8 条，其中不少内容都是进行

图书推荐、好书介绍、讲座和书展等的推

介。与此同时，不少图书馆的馆长也加入

使用微博行列。如截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

复旦大学图书馆前馆长葛剑雄教授共发微

博 4644 条，粉丝群超过九十九万人之众，

使得其微博成为一个巨大的发布平台、媒

体平台与社交平台，就图书馆管理与建设

等问题与读者频繁互动，有力地宣传与推

广了图书馆服务。

社会化媒体推广模式严格来说还没有

形成固定的模式，图书馆尝试过除微博以

外的其他形式，如开设博客、维基，在人

人网、Facebook、土豆、豆瓣或第二人生里

开设账号等，但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微博。

电子阅读器借阅模式

据 2016 年 4 月“第十三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揭示，传统纸质媒介阅读率稳

健增长，数字阅读接触率强劲增长。2015

年，我国国民人均阅读电子书 3.26 本。

伴随着强大的数字阅读潮流，图书馆成为

了推广电子书阅读的重要阵地。

数字移动阅读器是采用了印刷书籍式

的人性化界面，具有内码识别、智能分段、

自动翻页、自动刷新、加书签等功能，是

传统书籍与电子图书的完美结合。它的流

行，大大改善了电子书的阅读环境，有效

提高了图书馆文献的使用率。

上海图书馆出借的数字移动阅读器不

仅能阅读 TXT、PDF 等格式的电子书，还

能阅读该图书馆采购的带有 CEB 格式的 24

万册电子图书。真可谓一张小小的存储卡

携带整个图书馆，读者可以随时随地从口

袋里拿出图书来阅读、拿出词典来解惑、

拿出工具书来参考。读者不用担心在图书

馆网上下载的图书会有不良信息、夹带广

2009 年 2 月，上海图书馆正式推出数
字移动阅读器即电子阅读器外借服务，成
为全国首家提供此类高端服务的图书馆。
图书馆电子阅读器外借服务的推出直接推
动了电子书的阅读，促进了电子阅读器的
迅速普及。

上海图书馆推出电子阅读器外借服务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图书馆 Web2.0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应

用社会性网络进行阅读推广。社会化媒体推广模式严格来说还没有

形成固定的模式，图书馆尝试过除微博以外的其他形式，如开设博客、

维基，在人人网、Facebook、土豆、豆瓣或第二人生里开设账号等，

但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微博。

国内外图书馆热点问题之五：社会化媒体推广

社会化媒体与图书馆相伴而行

数字图书馆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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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麻烦，可以放心地体验新的阅读模式。

图书馆电子图书和数字移动阅读器

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五大服务特点：资源

丰富——海量的电子图书供选择；借阅

方便——可以随意下载图书馆的电子图

书，并实现自动还书；容量大——一个

数字移动阅读器可以下载近千本电子图

书；便携带——重量轻携带方便，其阅

读的方便程度更胜于纸质书；易打理——

由于是虚拟图书，所以不会有散页、缺

页和损坏等现象。

这种以图书馆为主体，以电子阅读器

为推广媒介，以能满足一定条件的人群（拥

有参考阅览证）为读者，让读者能够体验

数字阅读，培养阅读习惯，获取知识信息。

电子阅读器外借服务的推出，作为一种新

型的阅读推广模式，突破了传统外借文献

载体和形式的制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阅

读需求。

移动图书馆推广模式

移 动 图 书 馆 是 指 通 过 智 能 手 机、

Kindle、iPad、Mp3/Mp4、PSP 等移动终端

设备（手持设备）访问图书馆资源、进行

阅读和业务查询的一种服务方式。与上述

“电子阅读器借阅模式”所不同的是，移

动图书馆注重的是数字化内容的推介，而

电子阅读器之类的移动设备仅仅是一种阅

读推广的终端和设备，其负载的数字化内

容才是推广的最终对象。移动图书馆是一

种能整合不同平台、不同内容，提供不同

资源，使阅读无处不在的系统。

近年来，国内不少高校图书馆都开展

了移动数字图书馆服务，如清华大学图书

馆、武汉大学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

馆以及国家图书馆“掌上国图”等。早期

的移动图书馆主要是通过短信平台向读者

推送新书、借书到期日期，预约借书等提

醒服务以及信息公告内容。其形式及内容

都相对简单、用户体验相对较差。而现在

的移动图书馆的服务性、稳定性、设备的

兼容性和用户体验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和

提高，读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持设备访问馆

内各种数字资源，包括中外文期刊、图书、

学位论文，同时实现跨库检索，真正实现

了无所不在的阅读。

国外图书馆的阅读推广研究

相比国内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国

外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更侧重学生的阅

读，尤其重视亲子阅读、家庭阅读活动的

开展，他们非常关注 Web2.0 环境下技术

和工具的应用以及图书馆自身的营销。

英国的 Vasileiou 和 Rowley 利用访谈

法研究了高校图书馆的电子书推广策略。

发现受访的图书馆虽然都没有制定电子书

市场营销或推广策略，但是大都能指出一

系列电子书的推广工具及开展电子书推广

活动的方法，并表示愿意在未来的实践中

尝试社会化媒体等新技术。他们建议高校

图书馆制定电子书营销策略，创新宣传工

具，增进和学者及学生的交流互动，促进

阅读推广活动的口碑传播。

美 国 维 尔 萨 姆 休 斯 顿 州 立 大 学 的

Rosemary 和 Teri 对中小学图书馆利用新

媒体促进阅读推广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小

学图书馆要借助社会化媒体增进老师和学

生、图书馆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阅

读交流和互动，促进图书馆书籍和阅读的

推广。她们提出要在传统的读书讨论活

动的基础上利用新媒体，还对图书宣传

广告和图书馆新书预告的制作和使用进

行了分析。

加拿大的 Battle 对温哥华联合高中图

书馆青年阅读周的活动进行了分析，并对

活动开展需要的宣传策略，活动开展方法

等提出了建议，其中提到了利用社会化媒

体网站如 Facebook 或推特来推广阅读活

动，并强调了图片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要

胜过语言。

澳大利亚的 McSwain 对家庭素养计划 

ABC30&3 的实践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

和评估，发现该计划在澳大利亚的阅读普

及中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并且该计划将

继续带动澳大利亚的阅读推广。

学者 Romero 对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利

用社会化媒体的投入回报率进行研究，而

非营利机构则用图书馆作为代表，他指出，

社会化媒体可以帮助图书馆推广阅读，宣

传信息和文化，可以降低图书馆营销的成

本，尤其对于中小型图书馆提升知名度和

增加用户体验有很大帮助。图书馆应该充

分有效地管理这些资源，尽可能地增加利

用社会化媒体的回报率。

学者 Laura Peowski 针对图书馆如何针

对青少年利用网络营销策略进行阅读推广

开展了研究，着重探讨了社会化媒体等网

络营销工具的应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她

认为，图书馆要选择一些社会化媒体作为

基础，制定管理计划并定期更新内容，逐

渐地综合利用各种社会化媒体。她提出了

利用图书预告片营销图书馆馆藏，利用图

片营销图书馆空间等使用的建议。缅因大

学的图书馆员乔利 Joe Fernande 用 SWOT 

分析方法对图书馆利用社会化媒体为读者

提供服务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困

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化媒体对于

图书馆服务的优势在于其方便使用，实现

和其他图书馆及读者的交流互动；劣势和

困难在于社会化自身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

图书馆不能掌握的，和读者建立稳定的关

系也并不容易。因此，他提出了图书馆和

读者建立持续交流互动的方法和管理社会

化媒体的技巧。

北京大学图书馆开通移动图书馆服务

2011年7月1日，“北京大学移动图书馆”
正式上线。随着移动设备越来越普及，移动
服务一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重点关注并积极
推出的服务项目之一。此次正式上线的移动
服务，在管理和服务理念上有所提升：将短
信服务、移动检索和阅读，以及读者个性化
定制服务整合为一体，可以为北京大学师生
提供包括图书、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的检索
与全文阅读，读者借阅历史、借阅状态查询
与操作，以及短信预约提醒、短信推送等在
内的系列服务。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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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占地约 900 多

亩，拥有学生约12000人，教师约1000人。

学院原办公有线网络采用核心层、汇聚层与

接入层三层网络逻辑架构，汇聚层与核心层

之间采用路由转发，数据转发效率不高，此

外主机会受到同一 Vlan 内部 ARP 攻击与广播

包的安全威胁，Vlan 内部主机不能正常上网

的现象时有发生，网络维护工作量大，用户

上网稳定性不佳。校园有线网络只能满足基

本办公需求，随着个人移动终端应用普及，

需要在校园所有楼宇和主要室外区域覆盖校

园无线网络，方便用户使用移动终端随时随

地上网。在校园网建设初期，学生宿舍没有

覆盖校园有线网，学生上网大都通过办理运

营商宽带业务，直接接入运营商网络，不能

直接访问校园网资源。学生用户希望既能够

直接访问校园网资源，又可以选择运营商网

络接入访问。校园网 3.0 要求有线无线网络

统一管理并实行一体化认证计费，为了给使

用智能手机等小型移动终端设备的用户带来

便捷的体验，要求用户无需每次输入用户名

密码认证，用户能够高速访问校内视频资源，

因此校园网采用扁平化结构。

研究设计

校园有线网络扁平化改造

图 1 为改造之前的办公网络结构图，

办公部分采用传统的三层（接入层、汇聚层、

核心层）网络架构。

将原先网络中的汇聚层交换机撤销三层

相关配置，校园网 Bras 以下均是二层交换

设备。将办公有线网络使用 QinQ（嵌套的

Vlan）技术定义双层 Vlan 标签，即接入层交

换机每个端口单独 Vlan。此外，原先有线用

户主机使用静态 IP 地址改为动态 IP 地址自

动获取方式。逻辑结构如图 2 所示。

无线局域网建设

1. 校园无线局域网建设

大型场所如高校、机场、大型商场等

由于覆盖范围广，为便于维护和管理采用

基于 FIT AP 模式部署 WLAN。如图 3 所示，

所有 AP 通过有线方式与网络中的 AC 互联，

AP 启动以后发送请求数据包（包含 AP 型

号、序列号等信息）寻找 AC，AC 回复相应

数据包，含 AC 的 IP 地址信息，通过 AP 和

AC 建立连接通道，AP 在 AC 上注册成功，从

而 AC 向 AP 下发配置并管理 AP 的运行，用

户可以在无线网络服务范围内无感知漫游。

项目采用 Bras 作为用户

接入网关，用户认证数据

库存放 Radius 服务器，

Bras 实现网络承载、向

用户推送 Web 认证页面、

汇聚用户流量，以及实现

实现用户接入的认证、计

费和管理功能，有效完

成用户个性化接入如 QOS

（Quality of Service，服

务质量）、接入带宽和访

问控制等。本项目所有室

内 AP 均采用 POE（Power 

Over Ethernet，基于以太

网供电）模式供电。对于

无线用户数据流量的处理，

项目采用 AP 本地转发方

式，AC 只负责对 AP 的管

理，不承载用户业务流量，

所有业务流量通过 AP 本地

转发后直接通过校园网到

Bras 设备。

2. 有线无线一体化认证

为了方便用户登录校园有线和无线网，

采用有线无线一体化认证解决方案，所有校

园网用户通过学院统一认证平台 Bras 设备

采用 Web portal 方式认证计费，无线网接入

不再使用单独认证。用户单个账号支持两种

不同类型的无线终端同时上网，将台式机、

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归为同一类型终端，

而智能手机归结为另一类型的终端，用户使

用笔记本电脑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上网的同

时 , 可以使用手机访问校园无线网。为了便

于智能手机上网认证方便，手机用户第一次

访问校园无线网需要使用 Web Portal 输入

职业院校有线无线一体化改造实践

图 1  改造之前的办公网络结构

图 2  扁平化改造后的办公网络结构

文 / 王伟林  陈松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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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和密码认证，认证的同时系统将自动

绑定其手机无线网卡的 MAC（Media Access 

Control，媒体访问接入子层）地址，之后

该手机只要连接校园无线网信号系统自动

认证其 MAC 地址，而无需用户再次进行 Web 

Portal 认证，如果用户更换手机可以通过自

助服务系统自行将原先系统自动登记的手机

信息删除并用新手机进行初次认证。

3. 基于接入端与边界的流控管理

为了充分利用内部带宽资源与有效防止

校园网出口拥塞，采用基于用户接入端与校

园网边界流控相结合的方式。

图 4 为用户接入校园网通过 Bras 设备

认证并按照认证设备预先设置好的带宽策略

做用户接入流量限制，将视频或 FTP 资源直

接接在校园网核心交换，用户按照校内带宽

限制策略访问这些校内资源。用户访问外网

时，数据经过校园网边界流控设备，进行单

用户限制访问外网带宽与根据应用数据从不

同出口转发。例如：分配用户接入校内访问

一律分配 10Mbps 带宽，用户访问校内视频

与 FTP 等资源以及用户之间的访问均可以达

到 10Mbps，而用户访问 Internet 数据经过

边界流控设备，流控设备识别用户设备特征，

如果手机终端则访问外网 1.5Mbps，其他类

型终端访问外网 4Mbps，网络游戏应用、网

页访问数据等；通过识别并从电

信出口转发，迅雷等软件下载应

用数据从移动出口转发。

与运营商共建共享网络平台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共

有 20 栋学生宿舍，设计有线网

络采用 EPON（Ethernet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以太网无源

光）网络布置方案。EPON 是一

种新型的光纤接入网技术，其典

型的拓扑结构为树型，它采用点

到多点结构、无源光纤传输，在以太网之上

提供多种业务。因此，它综合了 PON 技术和

以太网技术的优点：低成本、高带宽、扩展

性强、灵活快速的服务重组、与现有以太网

的兼容性和方便的管理等特性，是目前以太

网最佳的组网方式。   

学生宿舍有线网络由运营商建设，ONU

（Optical Network Unit, 光网络单元）放置

于每宿舍套间连接宿舍的交换机，POS（Passive 

Optical Splitter, 无源分光器）位于 OLT

（Optical Line Terminal, 光线路终端）与

ONU 之间，由于是无源设备，几乎可以适应

所有环境，一般一个 POS 的分线率为 8 和

16，并可以进行多级连接，OLT 设备放置于

中心机房，OLT 设备采用多业务出口分别连

接校园网和运营商网络。

当学生宿舍用户使用网线将终端设备

连接网络接口时，将会自动获取到校园网

分配的 IP 地址，如果该用户访问校园网，

通过 Web Porta l 方式认证计费；如果该

用户需要直接访问运营商的网络，则使用

PPPOE 方式直接通过运营商 Bras 设备认证

计费。

项目实施成效

 1. 有线网扁平化改造提高了数据转发

效率与网络稳定性。由于校园有线网采用扁

平化架构，网络中减少路由转发，提高了数

据转发效率，并且使用 QinQ 技术最大限度

地有效隔离接入层交换机端口之间的攻击，

提高内网稳定性。

2. 无线网提供了用户上网的便捷。无

线网 AC 采用冗余架构保障无线骨干网的可

靠性。对于无线用户数据流量的处理，采

用 AP 本地转发方式使得 AC 实现轻载，不

再成为性能瓶颈。

3. 网络认证人性化与智能化。有线无线

一体化认证保证全院每一台终端有线无线方

式上网都经由统一认证平台，而且也由统一

平台记录上网日志，方便认证与日志管理。

手机只要认证一次便会记录手机 MAC 地址，

以后在系统内部通过手机 MAC 地址认证，给

用户达到“免认证”的体验，实现了网络智

能化。

4. 网络资源丰富。学校部署了丰富的

教学视频资源，可以直接连接校园网核心

交换，学生在内网访问校内资源时要经过

认证，记录访问日志，并且内网的高带宽

提供保障了资源访问的流畅。

5. 灵活的带宽管理。采用接入端与网

关双重流控方案部署，有效保证了校内带

宽资源充分利用，校园网出口带宽资源合

理利用。

6. 与运营商共建共享实现双赢。学生

宿舍区域与运营商合作共建 EPON 多业务宽

带，对于高校来说，减少了网络建设资金

投入，也将网络接入的维护任务交给运营

商，不仅节约了网络维护的成本，由于运

营商维护效率要求较高，也将会提高校园

网用户的满意度。

( 作者单位为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文信息中心 )图 3  基于 FIT AP 模式架构的 WLAN

图 4  基于网关与边界流控管理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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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STEM教育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特别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

中学阶段要增强学科间横向配合，开展跨学

科实践探究活动。北京八一学校在三年间进

行了 STEM 教育实践探索，并已逐步建立起

围绕重点项目的系列课程。本文着重介绍了

学校相关课程的实施步骤、策略及成果，希

望能提供给相关领域同行们一些借鉴，共同

思考 STEM 教育未来的发展。

课程整合设计与实施

对于 STEM 教育，近三年学校在教师中

陆续开展了多项通识培训、专题培训，并以

项目模块为主导，进行实践教室的新建改建。

在课程及活动设计中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首先我们分析了STEM教育的核心特征，

不难发现 STEM 的技术性、体验性、设计性

乃至实证性与学校现有课程体系中的通用技

术课有相似之处；而跨学科、协作性、情境

性等又符合研究性学习的一些特点。基于此，

以通用技术为切入点，将研究性学习与该课

程进行整合，以项目研究的方式开展通用技

术模块内容的学习，开始了第一轮的 STEM

教学尝试。

起初我们把它称为 STEM 课，并列出了

该课程的管理办法，从指导思想到

课程目标；从组织机构到课时安排

乃至课程评价、教师职责都做了详

细的说明。

我们以通用技术学科的选修模

块为载体，开设了 7 门课程供学生

选择。在教学内容上，首先针对学

生进行研究方法的通识培训，继而

是基于任务的模块基础内容的学习。

学生在掌握核心知识与技能后，在

该模块领域内自主选题，以项目研究的方式

完成接下来的学习。

例如电子控制与单片机模块。课程涉

及电子技术、控制技术、传感技术及计算

机编程等内容，将硬件平台和软件程序相结

合，整合物理学、电路原理、计算机等跨

学科知识。课程采用开源单片机硬件平台

Arduino，在便捷高效的集成开发环境中编

写代码，配以多种传感器组合，实现光声电、

无线控制与探测等多样化、个性化的电子控

制项目方案。

项目式引领

丰富的选择、实践性的任务，大大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在第一轮实践中我们

发现，开放性选题的辅导对授课教师的要求

较高，学生开题想法好，但结题成果

欠佳。随着跟进的培训和理念提升，

我们开始聚焦于选择并开发设计有针

对性的，更为恰当的STEAM教学项目。

师资上学校采取了校内培训与技术专

家外聘相结合的方式。

我们与清华工业中心团队合作开

设了 3D 打印机制作项目。该项目要求

学生团队设计制作一台 3D 打印机，通过安

装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手机完成遥控，打印

制作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创意组合作品。3D

打印机项目涉及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

网络、管理等多个学科，学生以团队合作的

形式，在做中学，完成构思、设计、实现和

运作全过程。

学生学习使用solidworks软件进行建模，

软件应用与数学能力得到锻炼；打印机的制

作、装配调试与结构优化充分体现了工程思

想；在材料选择及加工过程中，涉及了大量

物理学、材料学的相关知识；而学生们在数

学课堂中所学的公式真实应用在滑轮控制及

打印头移动设计中；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在学

生的设计原理报告中得以充分体现；成果汇

报演讲、宣传海报设计、记录短片制作、科

普短剧表演等最终结果的展现，在很大程度

上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提升了人文素养。

STEM 教育创新的实践探索
文 / 朱凯  陈咏梅  李锐  常树岩

学习领域 课程模块 周课时 学段

模块课程

电子控制与单片机 2 1-2 学段

金工制作 2 1-2 学段

机器人 2 1-2 学段

创意设计（3D 设计） 2 1-2 学段

结构与设计与制作 2 1-2 学段

建筑模型制作 2 1-2 学段

汽车模型及维修与驾驶 2 1-2 学段

表 1  STEM 课程模块内容

图 1  电子控制与单片机模块的课堂教学

图 2  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 3D 打印机打印的作品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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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常说，学生们常是眼高手低，想

得挺好做不出来，但当打印成品展现在眼前，

看着这生动苹果果核，试图拆开这无缝的立

体结构时，我们知道，想到做之间的路已经

打通，“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见其实”。

学生的兴趣与潜能都被大大激发，通过

不断探索，刘哲、王丰翼两位同学还设计制

作出3D打印、数控切割、激光雕刻一体机。

该作品将三个系统共用一个传动系统和控制

系统，采用箱式结构，使用计算机运动控制

卡 G 代码来控制步进电机，带动滚珠丝杆转

动，从而使电主轴、挤出头、激光头在三个

方向均可自由移动。这个新产品不仅让电影

中的面具打印机变成现实，三个系统的融合

将成品的逼真效果大大提升。这种概念既节

省了对于传动装置、电器系统的需求，又很

大程度上节约了制造成本。该作品获得全国

青年科普实验作品大赛第一名。

日常教学与活动设计体现 STEM
教育思想

在课程实践中，面对创新的教学内容，

我们经常采纳师生共同参与培训的策略。学

校三十多位学科老师也报名参加了 3D 打印

机的制作项目。理念培训结合实践项目，老

师们慢慢将 STEAM 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渗透到

日常。例如综合课——火山，3D 设计打印火

山模型，通过化学实验模拟火山喷发过程，

利用数学知识计算火山喷发影响的面积，充

分体现了跨学科的思想。

“探月任务”是我校科技节中的一项比

赛设计。参赛队员要设计一辆制作通过性好

（爬坡、不同摩擦力地面）、有抓取功能、

自驱动、寻址的车辆；设计制作带有声光效

果的温室模型；设计制作道具并进行短剧表

演；拍摄一段视频介绍。这就是 STEAM。

STEM 教育的
问题与思考

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实施方案》中明确提

出：推进义务教育阶

段的科技教育，增强

中学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等学科教学

的横向配合。推进高

中阶段的科技教育，

鼓励普通高中探索开

展科学创新与技术实

内容 具体内容 开展形式 课时 指导教师

研究性学习项目
研究方法培训

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简介
讲座 1

研学老师

模块内容介绍、选模块分组 学术导师

通用技术模块内
容教学 讲授模块内容核心知识 课堂教学 4 学术导师

项目研究
活动过程

引导学生提出探究问题、筛选问
题、探讨解决方案，选题分组；
根据前期所学设计实验方案； 

课堂教学 2 学术导师

开题报告 撰写方法及研究方法介
绍，实验报告撰写介绍； 讲座 1 研学老师

汇报交流并修改方案完成开题报
告进行答辩； 课堂教学 2

学术

研学老师

学生动手实践，在导师指导下根
据方案完成设计； 

分组实践
操作 5 学术导师

设计展示 课堂教学 1 学术导师

活动反思、
优化设计 结题答辩 汇报 2

学术

研学老师

表 2  STEM 课程课时实施方案

图 3  刘哲王丰翼设计制作的 3D 打

印、数控切割、激光雕刻一体机

图 4  综合课——火山

践的跨学科探究活动。不难看出，从国家层

面的政策引导，到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型人

才的需要，在中学开展 STEM 教育已成为必

然。

然而我们在实践中也发现很多问题：

如何寻找科技素养普及与科技精英培养的平

衡点；教师从传统的单一学科教学到跨学科

整合的理念及专业水平有待提升；适恰的

STEM 项目资源匮乏；学生在动手实践项目

上的大量时间精力投入与传统学科学习间的

冲突等。当然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有一些

思考：以学校特色小卫星项目为推进重点，

在技术类（通用技术、信息技术）学科中继

续加大项目开发，通过外引技术与校内研发

相结合，设计固化 STEM 项目；引入社会资

源、高校资源，外聘教师与校内教师培训相

结合；建立STEM项目云平台，丰富课程资源，

提供学生展示空间；将学校原有科技教育与

STEM 教育、创客教育做有机融合 ; 强化总结

与评价；跨校联合，共同开发共享资源等。

对于 STEM 教学的探索，我们刚刚起步，

教育需要理性的思考与踏实的实践。什么是

一个好的 STEM 项目，到底如何设计出一个

STEM项目没有唯一答案，而这种开放性的，

需要思考并独立实践探知的过程也是 STEM

所必须的。

（本文作者单位为北京市八一学校）

STEM 代表科学（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数学（Mathematics）。加之艺术（A），

组成了 STEAM 教育。在《2015 年地平

线报告：K12 版》提出，“STEAM 学

习的崛起”将成为“未来一至两年技术

驱动K12教育的重要趋势”。在当下，

推进跨学科知识融合的 STEM 教育，

在帮助学生打好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的

同时，以项目和真实问题为引领，创新

性的解决问题，是近年来我们非常关注

的话题。

STEM 教育

读者服务 新视角



2016.8 中国教育网络 79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否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言和观

点，而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人们可以在其基础上不断延伸扩展”“马

克思主义到底能给我们每个个体带来什么？”“他的思想指导我们在人

生中的痛苦面前怎样坚持理想和继续前进”⋯⋯

不间断的质疑激辩，不停息的热烈掌声，可容纳百余人的教室里座

无虚席。这是长春师范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关注成

长沙龙”现场。长春师范大学“青马工程”实施４年多以来，以新的教

育模式培养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动了全校师生的“学马热”。

600 多名学员、4000 多名会员、１万余人次参与 110 多场沙龙

除了日常教学，“青马工程”组织者利用微信、微博，通过20多个栏

目每天给学员推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和读物，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网络互

动。学生们讨论的问题充满了90后色彩：“马克思是怎样一位‘男神’？”“明

明可以靠智商获得金钱和地位，马克思为什么坚持走一条艰苦的人生之路？”

学员韩雯告诉媒体记者，每次在“青马”家园微信群发起话题，

往往很快就被刷屏。学员们还自创了“微信听书”节目，自己录制理

论解读等内容。此外，“青马读书会”“经典影视赏析”等更是广受

欢迎。“图书、电影、微信里到处都有‘马克思’。”韩雯说。

新型的思政课堂 你知道多少？
文 / 陶春

提起思政课，你会想到什么？是艰涩的专业名词，还是深奥的理论？去年 8 月，

中宣部、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后，高校的思政

课综合改革创新步入了新的阶段。2014年，“慕课”开始进入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领域，

虽然势头没有其他领域那样凶猛，但也可以说迅速兴起，在一些名校的示范影响下，

各地院校紧随其后。随着“翻转课堂”、“慕课”等新兴教学模式活跃于高校思政课

堂，各高校都陆续地挑战马克思主义教育新模式。

翻阅近期国内教育信息化的新闻，每期大媒体少不了对思政课堂的报道，“大班

教学”、“老套的授课内容”、“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单一的考核方法”慢慢地

从传统思政课的课堂上淡去。一起进入下文，围观各高校创新思路下的思政课堂。

现象 :“翻新”思政课的热潮

代表一 辩论 

刚迈入中国人民大学，一门名为《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的课程让 19 岁新生王硕感到新奇又振奋。

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师王易让

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和能动性，选择喜欢的方式展现研究

成果。

王硕和同学一起花了一个多月，自编自导制作了一

部微电影，名为《你的努力就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

影片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观被融入

校园故事中。之后的课堂展示上，同学们对影片展开讨论。

为了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活起来”，人大积极探

索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教学模式。

据介绍，“一体两翼”中的“一体”即系统讲授、专题教学、

实践教学的“三位一体”，“两翼”即“研究型＋互动型”

教学。在“三位一体”模式中，学校在注重系统讲授基础上，

邀请了众多校内外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为学生解析

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专设两个学时的社会实践课，

指导学生在全国展开实践活动，便于其深入社会、了解

国情。

代表二 创新“一体两翼”

（来自：新华网） （来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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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三
手机做教具 教师研发手机软件玩转思政课堂

带着手机去上课，不但不会“挨批”，还能和老师一起互动。你

相信吗？在各高校纷纷倡导“无手机课堂”的今天，北京工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沈震的课堂上，手机竟然成了教学工具，“上课时，

请记得像带教材一样带上手机！”是他班上学生之间的流行语。

这一切，都依托于他带领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课堂教学软件平台。

因为对于在课前没收学生手机、课下退还的做法，他并不完全赞同。

他选择了因势利导，变“堵”为“疏”，将手机作为解决思政课“教

学痛点”的切入点和创新点。从 2015 年暑假开始，沈震筹集资金，带

领技术团队自主研发，历时 7 个月，开发出一套辅助高校思政课课堂

教学的智慧教学软件平台——中成智慧课堂。该平台通过手机实现师

生在线实时互动交流和全程大数据记录评价分析，既能提高思政课课

堂教学效率，又能极好地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2016 年春节过

后的新学期伊始，中成智慧课堂教学软件平台在北工大“基础课”上

揭开面纱，随后在校内多个课堂得到推广应用。

随着智慧课堂教学软件平台的研发，沈震归纳总结出一种新型

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全员互动式智慧教学模式，由其英文“Full 

其实，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高校思政课的改革，慢慢

地发展起来后，越来越多的年轻老师开始研究学生的需求，用手机、

微信等新的手段来活跃课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思政课的改

革却是从“慕课”的创新开始的，曾经也是非常火热。对于慕课

教学思政课的话题，有学者认为教师可以凭借“慕课”强大的技

术优势，在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总体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围

绕教学重点、难点、疑点，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

线索，通过问题层次细化及问题逻辑关联，以“微课程”为教学

单元，建立“微课程”教学的问题体系，从而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

实现教与学的关系重构。

对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刊登的一篇文章，署名为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顾钰民的作者提出他的观点。顾钰民认为“微课程”

与“慕课”并没有必然联系，并不是只有“慕课”才能采用“微课程”。

“思政课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是思政课本身长期实践、并已经

思考：高校思政课的“慕课”教学之争议

取得成效的探索成果，并不是只有在‘慕课’教学形式下才能做到。

从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来看，‘慕课’形式的改革并不符合思政

课教学规律。比如教学过程基本不可控，其次，从加强思政课队

伍建设来看，‘慕课’这一形式带来的结果只会起到削弱作用，

基本没有促进作用。再次，从思政课教师教学投入来看，‘慕课’

这一教学形式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到教师教学投入的变化。‘慕课’

改革如果不利于队伍建设这一根本，当然就不能成为思政课改革

的理想选择。”

对于慕课、对于微课堂以及各种新型的教学形式，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观点的碰撞是难免的，尝试新事物过程中

的试错也是需要的。但是，哪一种创新的方法相对更好呢？

暂且放开深层的探讨，找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去检验，我们

不妨去思想政治课堂转一转，从学生上课的热情度和欢迎程

度便知答案了。

Interactive Smart Teaching Mode”的首字母“FISTM”音译为“费

思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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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智慧课堂拉近了思政课师生之间的距离。”沈震说，这使得考量

教学相长指标有了客观的量化依据，而不是惯常教学实践中的跟

着感觉走，凭着感觉来。 （来自：光明教育）

读者服务 新视角



“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以下简称创新

项目）2015 年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和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共同设立 , 教育部科技司担任指导单位，赛尔

网络有限公司提供资助资金。

2016 年，创新项目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教育部组织

实施的 2016 年“互联网＋”重大工程项目“清华大学面向教育

领域的 IPv6 示范网络建设项目”，作为配套子课题，服从国家

项目的统一管理。

创新项目主要资助下一代互联网和应用技术创新研究，资

助对象为已经接入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 CERNET 会员单位的学

生。自实施以来，获得广大 CERNET 会员单位的关注和支持，

2015 年共有来自百余所高校的 300 多个项目申报，最终有 84 所

CERNET 会员单位的 108 个项目获得了资金支持。

现启动 2016 年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的申报

和评审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支持重点

2016 年创新项目的支持重点详见《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

技术创新项目 2016 年申报指南》。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项目须由已经接入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 CERNET 会员

单位的全日制学生和指导教师共同申请。指导教师须是学生申

请人所在学校正式聘用教师，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指导教师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

2、项目管理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申报材料需经申请

人所在单位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

3、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审查，保证申报

材料的真实性，并承担相应责任。

4、项目实行限量申报，每校限报五个项目，每个项目申请

人限报一个项目，在研项目中期检查不合格或项目验收不通过

的负责人不能申请新项目。

5、资助项目产出的知识产权由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和项目承

担单位共同所有。

2016 年“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申报

6、每校出具申报项目汇总表，并承诺服从国家项目的统一管理。

三、申报材料要求

1、项目申报实行网上申报。申请人需登录“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创新项目”系统（http://www.ipv6.edu.cn），进入项目申报系统，

进行网上填报。填写完成后，由系统生成《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

术创新项目申请书》（模版见附件二），打印、签字、盖章后上传至

系统（PDF 格式），上传文件名格式为：项目名称 + 学校名称。完成

上述操作，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即完成申报。

2、申报项目汇总表填写完成加盖公章后，由申请单位邮寄至北京

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清华科技园 8 号楼 B 座赛尔大厦 9 层；邮编：

100084；收件人：任密林。

四、申报受理

1、网上申报的受理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20 日。

2、  项目汇总表邮寄的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21 日（以邮戳为准）。

五、项目评审

CERNET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日常管理

机构）负责项目的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后，进行专家评审。

六、其他事项

资助经费将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和高职高专类会员单位倾斜。

七、咨询电话

受理咨询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30-5:00

联 系 人：任密林（010-62603837）、刘红霞（010-62603797）

电子邮箱：ipv6project@cernet.com

项目官方网站

项目指南、申请书电子版可在 http://www.ipv6.edu.cn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