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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出台高校信息
数据管理规范

徐玉玉事件、宋振宁事件、某著名大学教授被骗 1760 万等事件的

发生，最引起全民公愤的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之严重，9 月底的国

家行动正是要发力拔除这些网络“毒手”。《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的通告》只是一剂良方，仅仅迈出了净化信息化环境的第

一步，并非包治百病，真正要扼杀网络诈骗产业链，既靠严厉打击，

也靠技术防护，更靠安全意识提高。

中国互联网协会不久前发布的《2016 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显示，我国 54% 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 的网民曾亲

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

当下，大数据的发展炙手可热，更多的人希望从中挖掘商机，抢

占制高点。《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已经发布，教育领域尤其

是高校对于利用大数据提升大学的管理效率与水平、提高教学的质量，

也寄予了厚望。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开放”与“网络空

间安全”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得当，真正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

而不是在未来的发展路程上埋下隐患，是高校正在面临的一大挑战。

数据管理一直游离在教育领域各个部门的边缘，控制风险的意识

尚未引起充分重视。2015 年，有关安全公司曾对 2.6 万个教育行业网

站进行了评估和监测，发现了 19.3 万个漏洞，平均每个教育网站漏洞

7.4 个。并且，除网站漏洞之外，监守自盗的情况也屡屡见诸报端，而

这些都与数据规范管理直接相关。

目前，各高校拥有自己的数据中心、网络中心，存在林林总总的

信息化管理与应用系统，大量的数据与个人信息在校园网内外流转，

因此，亟需对校内信息数据进行细粒度的区分，从而保障这些数据在

合理与安全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当前有必要区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与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区分管理类数据与业务类数据，并根

据国家相关的要求，制定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别的管理规范，分别建立

和采用技术和管理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数据安全。

此次《通告》明确提及“监管问责”，要求“对责任落实不到位

导致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关机构和各级行业主

管部门，要依法追究责任”，这就要求我们的高校信息化管理部门要

肩负起保护师生数据和个人隐私的责任，控制风险与数据开放及利用

同等重要。

虽说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但这一过程一定是需要技术与管

理齐头并进，各种技术措施需要配合管理形成合力，才能走向成功。

信息化从粗放化向精细化转型，从数据规范管理做起，相信高校信息

化建设将会因而得到质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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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识别技术令隐私保护组

织苦恼。目前，司法部门，甚至一

些教堂，都在采用面部识别技术去

识别普通人。因此，随之而来的隐

私保护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近期，一种名为“无人脸识别

系统”（FRS）的算法能利用不完美、

不清晰的图片去识别个体。这一系

统用大量照片去训练神经网络，而

这些照片中包含清晰和不清晰的图

像，神经网络随后即可利用人物头

部和身体的相似性去完成识别。

FRS 并 不 是 唯 一 的 算 法。

Facebook 曾开发过面部识别算法，

识别模糊人脸的准确率达到 83%。

不过，FRS 或许是首个完全基于神

经网络的系统，充分利用多种信息

去进行识别。FRS 的开发者是德国

萨尔布吕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的研究员。

研究人员也提到了隐私保护

问题：“从隐私保护角度来看，这

一结果应当引起关注。很有可能，

类似这一系统的其他系统已经在线

运行。我们认为，计算机视觉行业

有责任去量化及宣传用户照片的隐

私问题。”在实际情况下，这类算

法被全球各国政府、司法部门和军

方使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这将使

人们受到更多的监控。

CNN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BI

USA TODAY

（来自：Business Insider）

（来自：Cable News Network）

（来自：USA TODAY） （来自：The Next Web）

印度首富斥百亿美元建 4G 网 免费提供给十亿人

印度首富正斥资 200 亿美元建设移动网络，或可使十亿

人高速连接互联网。印度消费者已经在庆祝穆克什·安巴尼

新推出的瑞来斯 Jio 网络服务。

这个覆盖印度超过 80% 地区的 4G 网络于近期正式开通，

同时慷慨附送试用套餐。印度人到今年年底都可免费使用 Jio

网络，之后的网费也只有每月 149 卢比（2.25 美金）。

如果 Jio 网络成功，安巴尼将在未来几年从这场使数亿

印度人联上网的巨变中获益。大多数印度人都通过智能手机

上网。

Facebook 公布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研究成果

Facebook 正加快建立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技术优

势。近期，Facebook 宣布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图像识

别方面的研究公诸于众，这次向社会公布的是其在“机器

视觉”也称计算机图像识别方面多年的研究成果和积累。

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加速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发展，就像社交

网络的发展使得用户可以通过分享图片和视频进行交流一

样。并且，Facebook 称将持续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更新

开源工具。  

新技术可以使 Wi-Fi 增速两倍，覆盖范围增一倍

近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个研究小组研发出一项新的网络技术，

该技术能够克服 Wi-Fi 受到的宽带限制，使 Wi-Fi 网速

增加两倍，覆盖范围增加一倍。这种新的网络系统名为

MegaMIMO 2.0。

由于用户对移动数据的需求越来越高，这种更有效的网

络技术可以让网络运营商受益。据思科预计，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北美地区的移动数据流量将以 42％的复合年均增长

率（CAGR）增长，从每月 55.7237 万兆兆字节增长至每月超

过 300 万兆兆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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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8 日， 苹 果 公 司 举 行 了

2016 秋季新品发布会，iPhone7 和 iPhone7 

plus 首度亮相，几大革新包括：虚拟 HOME

键、防水防尘、存储容量最低 32GB，与以

往一样，不管你买不买得起，不管你喜欢

不喜欢，苹果光环下的产品一推出，众多“吃

瓜群众们”马上展开热烈的讨论，是苹果

逃不脱的结局。对于这些创新，许多人给

出了“略有惊喜，但无惊艳”的及格分数。

吐槽：无线耳机的“丑”与“易丢”

在发布会之前，大家都盯着取消 3.5

厘米耳机孔的事，发布会之后，大家发

现，原来无线耳机更值得吐槽。吐槽的

点主要集中在：丑和易丢。比如，“出

iPhone 7 了，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比如，

捡它 100 只无线耳机！”“以后淘宝会

出一款新型夹无线耳机的设备。”“不

对，直接出一款山寨版新型耳机取代它，

因为太容易挤丢了。”“如果不想弄丢，

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制作成耳环。”网友

们开始给苹果提出建议，“以后苹果官

网应该开通一个：查找 AirPods 的选项，

点击一定很好……”

对此，苹果的官网上给出的解释原文：

“无线无繁琐，只有妙不可言。耳机一取

出就可以与你的iPhone ,Apple watch 配对，

讲话时声音格外清晰……”然而，并没有

解决很多人期盼的充电软肋。比如，以后

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状况——“早上出门，

要带手机、耳机、手机充电线、耳机充电

线、移动充、转换器，电池没有飞跃提升

或者说新的充电技术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多

添加无线设备，用的时候爽了，没电的时

候只会更难受。”

We're here to put a dent in 

the universe. Otherwise why 

else even be here?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

还有其他原因吗？   

—— 史 蒂 夫· 乔 布 斯（Steve 

Jobs）

如果乔布斯还在，
能否解救苹果的“中年危机”

探讨型：

Fantasy Su：什么时候顺便把 MacBook12 的那个耳
机孔也取消了？

iPad Pro上下四个扬声器其实也真的不需要耳机孔。
其实哦，我觉得耳机孔要是一直在，那么无线的时

代就一直不会真正的到来，或者这个进度会格外慢，那
么强制砍掉将会催生无线技术的发展。

匿名用户：从科技发展来说苹果赢了，但是从目前
科技的适用匹配上来说，这次的改进可能略早了一些。
首先，取消耳机孔和 USB 等等实体插口在近几年十几年
内有很大的可能高完成度地达成，科技的进步速度很快，
所以没必要把关注点放在这个洞到底为什么取消，因为
它必然会被取消。我觉得更多的是取消了这个洞，让很
大一部分已经适应有线耳机操作形式的人觉得自己莫名
其妙需要去准备一个蓝牙耳机，被强制消费了。精简到
底有没有真的让生活“简”了呢？现阶段蓝牙耳机能用
多久？一个看似方便的无线耳机，背后要多出多少充电
设备？这是吐槽的重点，也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矛盾。

反对型：

匿名用户：我不需要 24 小时充电，
但只要有那么 10 分钟是需要充电同时使
用耳机的话，这就损害了我的用户体验。
你说取消耳机孔是为了给电池腾出空间，
怎么以前不见你们这么关心电池问题？

支持型：

water 爱好广泛：我非常讨厌线。各种线。耳机线，充电线，数据线等等等等。
任何电子设备打开盒子，就能拿出一堆线。纠缠不清，乱七八糟。取消线就是未来
的趋势。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总是要迈出一步。

匿名用户：我只说一句，当初苹果 4 刚出来的时候很火，但是它是我见过的第
一款不能轻易拆卸电池的手机，那时候网上这不是各种喷啊，不能换电池不方便啊，
要一直充电才能用啊，苹果要完蛋啊，现在回头看，呵呵。

alienbat 创业公司 CEO：苹果出新品如果有什么大变动，大众基本上都会来一
次悲痛五步。

否认：（发布会前）不可能的，苹果没那么大胆子连 3.5mm 音频接头都不要了，
一定是搞错了。

愤怒：没了音频接头你要我怎么边充电边听音乐？！我的模拟耳机怎么用？！
讨价还价：没有音频接头，我就去买安卓手机！ iPhone7 盒子里送转接线的吧？转
接线单卖多少钱一根？⋯⋯

抑郁：没耳机线，iPhone 掉了也没有绳子救了，5 块钱买的淘宝猫猫也没地方
插⋯⋯

接受：音频接头那么落后的，没了就没了吧。AirPods 也挺好的（打开官网下单）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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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苹果力推AirPods 将开启基于
Siri 的未来无线世界

乔布斯不只是个创新者，更是人们的

精神领袖。在那个手机变革的年代带给了

大家太多不一样的体验，从此大家似乎对

每一代 iPhone 充满了无限的遐想。然而，

成立于 1976 年的苹果，正面临“中年危

机”。如今一家独大的局面已成过去时。

带着“苹果味”越来越淡的怅然，他们开

始回忆创新的精神领袖，“如果乔布斯还

在，能否解救苹果的‘中年危机’？”即

便明知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世界上只有一

个乔布斯。

可是，那又如何？

尽管面临着用户的抱怨和业内人士的

嘲讽，苹果仍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这一

点“偏执”，倒是非常“苹果味”。至于

原因，苹果并没有讲太多，苹果给出的理

由就是一个词，“勇气”。

也许很多人搞错了一点。苹果味的魅

力在于并不是以“把用户伺候好”为至高

追求的，苹果追求的，是“把用户教育好”。

据 BI 报道，“实际上，苹果力推无

线耳机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关系到它

如何看待下一波技术并且暗示着下一波计

算很快就要来临了。”

文章进一步指出，首先，苹果可能

是想让用户们永远也不要把耳机摘下来，

这对它下一步的规划很重要。苹果力推

AirPods 有深意，在苹果未来的整体规划中，

AirPods 可能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就像一把

开启新计算世界的钥匙。只有当你

将它与 Mac、iPhone 或 iPad 等苹果

设备配套使用的时候，它的真正魔

力才会显露出来。比如，得益于苹

果自主研发的 W1 芯片，AirPods 可

以流畅和无缝地兼容基于 iOS 10 系

统的任何 iPhone 或 iPad。

最重要的是，AirPods 上并没

有物理按键。它唯一的控制方法是

它配备的一个触摸式感应器，就

是激活苹果开发的语音助手 Siri。

这种一键激活 Siri 的设计明确无误地显

示出苹果的未来规划。用户们将能够利

用 Siri 把钱转入 Square Cash 账户或者回

复 WhatsApp 消息，还可以控制家中兼容

Apple HomeKit 的智能电器。

今后，我们将走向无屏幕世界？

据 黑 匣 网 的 消 息， 美 国 投 资 银 行

Piper Jaffray 的分析师 Gene Munster 预测，

苹果会为来年上市的旗舰产品增加 AR 功

能，以便能在增强（混合）现实领域占据

先机。Munster 预计苹果公司会在接下来

的几年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增加 AR 功

能，“让开发商开发出更多使用苹果产品

的 AR 应用。不过 5~10 年后，穿戴式设

备将会取代现在的‘屏幕’”。

“虽然我们并没有指望 AR 特性可以

促进 iPhone 销量的增长，但是这是智能

手机进化的重要一步。”不过 Munster 也

表示，VR/AR 的崛起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未来几年还是智能手机、电脑、平板和电

视占主流，而 iPhone“会成为连接未来的

桥梁”。他预计随着苹果这样的大公司在

VR/AR 产业的投资，将来智能手机的 AR

应用会更多。

苹果公司 CEO 库克在一次被采访中

表示，“AR 是极为有趣的，也是一种非

常核心的技术”，并确认目前苹果“正利

用 AR 技术做很多项目”。他还指出手机

游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跟 iPhone 的完

美运行有关，跟苹果与开发商的密切合作

有关。

诚然，苹果的创新之路仍然需面临许

多难题。首先，在人们真正开始依赖 Siri

来做各种事之前，Siri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电池续航问题。以及，相关的专家

提出辐射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买苹果产品，是因为它

是苹果产品。而苹果产品之所以是苹果产

品，是因为乔布斯，然而，苹果的神话绝

不是乔布斯一人所造，但乔布斯是整个苹

果的灵魂所在。有人这么形容乔布斯，“他

像一颗飞速冲刺的子弹，狠狠地打在了时

尚的靶心，然而，它飞累了，就会落地。”

乔布斯将手机带入了 Touch 时代，无

论苹果产品如何发展，创新的路上，让我

们重温乔布斯的一段话共勉。

“我们要试着给人们做出优秀的产

品，所以我们至少有确信的勇气说，我们

不认为这会是一个优秀产品的一部分，我

们将抛弃它。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这件事，

他们甚至会指名道姓地骂我们，甚至如果

我们这样做会损害公司利益，但我们会坦

然接受这些压力，因为我们想为我们的用

户做出全世界最好的产品。相反我们会专

注于那些我们认为有优势并且对用户最好

的技术。并且你知道吗？用户也在付钱给

我们来让我们做这样的选择。这是很多用

户付费让我们来做的事情，做我们能做出

的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成功了，他们就

会买，如果我们不成功，他们也就不买，

难道这件事不就自己解决了吗？”

这，正是苹果首席营销官菲尔·席勒

（Phil Schiller）所提过的“勇气（Courage）”

所代表的东西。对于苹果产品的将来，网

友这么畅想——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一个人上班，

早上出门，只用带手机，和一个小巧的耳

塞。一整天后晚上回家，耳机手机取下放

在一个容器里，他们就一起被充电了，或

者说他们从某种形式来说不用‘刻意’去

充电。我想这才是苹果追求的。”

也许，这样的时代，并不遥远。人总

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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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6.46 亿

2016 年 中 国 国 际 信 息 通 信 展 览 会

上，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致辞中指出，截至

2016 年 7 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到 13.04 亿户。3G、4G 用户累计占比超过

60%。其中，4G 用户总数达到 6.46 亿户。

 

23

近 日， 由 无 线 宽 带 联 盟（Wireless 

Broadband Alliance）在全球发起了一项“城

市 WiFi 漫游计划”，该计划目前将由 23

家电信运营商联手部署，在全球多个城市

为旗下用户提供免费的公共 WiFi 漫游。

81.64%

《我国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调查报告

（2015）》指出，81.64% 的网民不注意

定期更换密码，80% 网民不考虑安全性

随意连接 WiFi。而在注册不熟悉的网站

或下载软件需签署用户信息保护和责任

条款时，仅有 14.87% 的网民会仔细阅读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内容。

60%

2016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获悉，

2015 年我国国民数字化阅读率达到

64%，超过纸质图书阅读率 5.6 个百

分点，其中 60% 的成年国民曾进行

过手机阅读。

2GB

位于中东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

大学 (KAUST)，其研究人员已经研究出

了能把蓝光变成白光的纳米晶体新材料，

除了给你带来足够的光明，还能让 Wi-Fi

如光速一般达到 2GB 每秒的速度。

“HoloLens 是今年推出的一项最具发展潜力的技术。在不久的将来，

家中的计算机屏幕将成为多余产品；我们可以在家中的任何地方投射出一

块屏幕，然后利用全息眼镜与其互动。所有的社交网站也将针对 3D 内容做

出调整。最终，电影院可能将被彻底淘汰。”

——当前全球科技正在高速发展，并催生出了一系列新技术，如无人

机、大脑感知头带，以及一系列之前只能在科幻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神奇设备。

对此，“青年企业家协会”(YEC)的企业家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比约什·杰

恩 (Piyush Jain) 谈到如上的话题。

“教育不需要区分互联网和非互联网，最终状态下，互联网教育和传

统教育一定是融合的，而非对抗性的。以移动互联网为主的教育体系，不

管是平台型、内容型还是垂直型，最关键的是要区分哪些是 100% 线上，哪

些需要线上线下相结合，哪些只能在线下。家教上门红火的时候，新东方

内部讨论过要不要做。上门家教确实有需求，但没有打到家长真正痛点。

新东方最后下定决心，不做这样的平台。”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洪泰基金创始合伙人俞敏洪出席“寻

找中国创客”9月峰会围绕在线教育做主题演讲时，提到如上的观点。

“教学需要创新，尤其是在当下的移动互联时代 , 但我们的教学创新做

得并不好。为什么会这样？首先，绝大多数教师不认为自己需要进行教学

创新。在我国，绝大多数老师依然认为学术就是科研学术，而教学则更多

属于手艺的范畴。其次，现有的教师聘任评价体系在扼杀教学创新。最后，

我国的大学教师普遍对‘学科’这个词太看重了。当然这个词很重要。但

是需要指出，这个词在世界顶尖大学中并没有那么重要。”

——近期，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授于歆杰刊登于《光明日报》的一篇

文章里提到教学创新难的原因。

——2014年被称为在线教育市场的元年，国内在线教育机构快速

增长。2015年，共有388家在线教育机构获得投资。但到了2016年，

在线教育资本市场开始跳水，在线教育逐渐遇冷。接下来在线教育应

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下去？近期，国务院参事汤敏对此提出如上观点。

“互联网教育有三个领域没有

被重视，农村学校、村小教学点、

终身教育市场，这三个将是互联网

教育的蓝海。贫困地区的教育是中

国教育的最底层，农村学校和村小

教学点，面临着一个村子十来个学

生只有一个老师的现状。中国有 6

万个教学点，好几百万学生，这些

现状亟待改变，而这正是互联网教

育创业的蓝海。除此之外，互联网

教育更大的市场是终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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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开设软件开发课程

在 9 月 8 日举行的美国苹果公司新产品发布会上，“南京外国语学校”

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成为苹果公司的合作伙伴。从这个学期开始，南京外

国语学校将开设苹果开发的 STEM ＋系列课程，鼓励青少年参与编程创新。

苹果公司 CEO 库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苹果在教育领域将有更大投入。在

已经到来的秋季学期，全球会有超过百家的学校成为苹果的合作伙伴，利用

苹果 6 月发布的“Swift Playground”教授苹果官方的编程语言 Swift。中国有

两所学校在其中，分别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和上海美国学校（隶属国际美国学

校，招收在沪外籍人士子女）。

“我们有个学生团队开发了一款图书漂流 APP，引起了苹果的注意，并

把这款软件列入了苹果官方网站货架。”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朱征说，这

是苹果选择该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汉纺织大学 286 名新生参加防骗考试 42 人不及格

9 月 3 日是武汉纺织大学新生报到日，当天，环境工程学院的新生在办

理入学手续时需完成安全意识测试。测试满分为 100 分，80 分为及格线，考

试不合格者还需重修。

今年武汉纺织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共招收 286 名新生，在迎新现场，新生

都拿到了一份“防电信诈骗安全知识问卷”，测试共 10 题，均为选择题。截

至 9 月 3 日晚 5 点，全部新生均已参加考试。据环境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张

莎莎介绍，参加考试的学生中，获得满分的有 14 人，而 80 分以下不及格的

有 42 人。

军训后，学院会对这些不及格的学生再组织一次学习，编一个班，并进

行测试。在测试之后，学院会把这次考试的 10 道题作为 10 个案例来进行专

门讲解。

天津大学九千余新生体验“智慧校园”

近日，天津大学首次将“智慧校园”运用到开学典礼上，来自全国各地

的 9700 余名 2016 级本、硕、博两个校区的新生体验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双

向互动直播”开学典礼。新生们不用在两校区之间奔波，就能“身临其境”

地聆听远在 22 公里外的“大学第一课”。学校将开学典礼仪式流程“拆分”，

由两个校区合作完成，师生可通过大屏幕看到来自另一校区会场的同步视频，

并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与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半”师生进行现场互动。

双校区视频同步直播技术，仅是学校“智慧校园”系统的一部分，据了

解，学校的“智慧校园”主要体现在高度智能化、信息化和以“低碳、节能”

为主题的绿色校园。学校新校区建设也应用云计算和云存储等新兴技术。

北大首次研发学生资助 APP
防电信诈骗

今年北大共录取农村学生 700 余

人，为近年最多。除了传统的申请方

式，北京大学首次研发了一款名为“北

大资助”的 APP，用一部智能手机就

能完成所有资助项目的申请流程。

这款“北大资助”APP 是北京大

学学生资助中心联合其他部门开发的

学生信息管理应用。

北大新生可以凭个人有效信息在

APP 上申请一个专属账号，填写家庭

经济情况、联系方式、助学贷款需求、

存在的困难、勤工助学需求等内容，

通过这个 APP 就能自主完成申请资助

的程序，并知晓入学后将获得的所有

资助项目明细。

川大网红教授发明“看脸色神
器”，能抓学生走神打盹

2012 年，因为一个课堂上“徒手

劈砖”的视频，四川大学计算机科学

系的年轻教师魏骁勇一夜走红。第二

年，因为发明“刷脸打卡”的上课神器，

他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几乎成为一名

“网红教授”。最近，他又出新招——

在每堂课上，他都会录下学生的听课

视频，并且运用面部识别系统，分析

学生们的听讲程度，专注还是走神、

思考还是打盹，全都无所遁形。

魏骁勇的新发明，被学生们称为

“看脸色神器”，即通过捕捉视频中

学生们的面部表情变化，可以分析上

课效果到底好不好。魏骁勇称呼它为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行为分析模型”。

魏骁勇的“刷脸神器”，事实上

并未用来打卡考勤，而是从问世后不

久，就开始用来“研究学生之间的人

际关系”。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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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智慧校园平台”助力迎新工作

9 月 6 日，成都中医药大学迎来了 2016 届新生。“可视化智慧校园平台”

为迎新工作打开新的视角。这是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信息与教育

技术中心研发的可视化智慧校园平台。可视化智慧校园平台，运用数字化、网络

化的信息手段优化工作流程，完成新生数据的整理、分类和导入工作。

“可视化智慧校园平台”以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为支撑，采用三维虚拟仿真

+ 精细化微地图 ( 户内地图 )+VR 全景模式，实现各类静动态的专题图呈现，与

校园各类业务系统实现无缝整合、对接，并支持电脑端、移动端、微信端的各种

载体浏览与操作。

吉林：
首个“未来教室”启用

黑板被触摸显示屏取代、书本被平板电脑代替、课堂上师生实行网络互动教

学……近期，安徽省首个“未来教室”项目在滁州市第四中学建成启用。该项目

整合了教育资源、无线网络和教学设备，提供课堂互动、测试评价、课堂管理等

丰富的教育应用。

近期，滁州市第四中学举行“未来教室”开班活动。 “未来教室”的布局

和传统课堂完全不同：讲台前方的黑板被两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取代，教室四周

摆放着 4 块触摸式一体机。学生座位上，不是常见的学生桌椅，而是不到 1 米高、

可移动的小桌，可以围成一圈，方便学生分组讨论。每个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

学生可选择在平板电脑上作答，在“未来教室”里，师生的互动更频繁且有

很强的趣味性。

北京：

四川：

中学微课在线互动教学受欢迎

“浩哥”，是长春二实验中学

最早开始微课教学的物理老师胡明

浩。一年多来，胡老师已录制了 50

多节微课，点播率超过 6000 次。

登录长春二实验中学网站，点击

“微课教学”，齐刷刷排列着包括“浩

哥物理”在内的高中十大学科微课资

源，“康老师心里工作站”“‘语’

你有约”“数学视频空间”“微课英

语”“快乐化学”“生物微课行”“跟

我学政治”“历史空间”“曹老师微

地理”……据了解，目前长春二实验

中学录制过微课的老师百余人，在校

长的支持下还建起专门的“微课录制

室”，使微课课程建设有了实质性发展。

从长春市教育局获悉，备受学

生喜爱的微课在线互动教学形式，

目前已经进入从政府层面推进与统

筹的阶段，“今年我们将评选 5000

个微课，并列入了‘幸福长春行动

计划’。”长春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安徽：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VR 进课堂

9 月开学季，北京培新小学六年级学生迎来了他们新学年的第

一节 VR 体验课。这里也是中国首个真正应用于教学的 VR 课堂——

“IES 沉浸式课堂”。

培新小学学生体验的“IES 沉浸式课堂”VR 教学系统 , 是由

三星打造的 Gear VR 智能眼镜硬件和 VR 云课件，以及 VR 教学操

控系统组成每一套 VR 眼镜既可以集中式操控又可以独立运行，老

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统一控制学生 VR 眼镜，随时调控 VR 教

学内容，亦可让学生自主学习 VR 课堂；老师的系统平台能够一键操

控所有学生学习情况，全程可监督；一键统计所有 VR 眼镜数据，一

键打印课堂学习成绩，及时调整教学。系统具备的可交互以及自由探

索功能可让从没接触过这类产品的教师 30 分钟熟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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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7.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51.7%，超过半数的中国人已经接入

互联网，中国也产生了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大企业，

在全世界面前我们算是一个互联网大国。

但我们还不是网络强国。在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博弈

制高点的今天，建设网络强国无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也应该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核心工程。

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是重大的战略举措

前不久，中央颁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释

放了很多重要信号。这部规划指导未来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国

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下一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

是我们在网络空间领域拓展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发力点，

也是开展移动互联网研究、开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应用创新的主战场。

认真学习这份《纲要》，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对信息化行

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自主创新精神的更高要求。面对宏伟

目标，我们需要思考：高校应该怎么做？高校的网络研究和

信息化工作应该怎么做？

高校一直是我国互联网创新的广阔舞台

互联网进入中国，是从高校开始的。我国在下一代互联

网领域的建树，也源自于高校。

当然，在 IPv4 互联网时代，我们主要是跟踪和模仿；而

在 IPv6 下一代互联网方面，我们的 CNGI-CERNET2 开创性

地走了纯 IPv6 路线，建成了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纯 IPv6 互联

网。在这一创新性的技术路线下，CERNET 相继在两代网过

渡技术、基于真实的源地址认证等方面获得了国际首创的突

破性成就，先后获得了 11 项国际互联网标准 RFC。中国在下

一代互联网的研究上，已经完全站在了世界的前列。

作为中国的互联网人，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在下一代互

联网 IPv6 领域，我们要成为领跑者，主导者。这是一项伟大的

事业，是一个光荣的使命。我们需要的是责任担当和不懈努力。

正因为有责任，由教育部科技司担任指导单位，中国教

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和赛尔网络共同设立并

提供资助资金的“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申报，

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管，赛尔网络

主办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今年也是第二届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两项活动对于我国下一代互联网

创新发展所产生的带动效应。可以说，高校在推动我国下一

代互联网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功不可没。另一方面，

下一代互联网也将成为我国高校下一阶段完成“双一流”建

设目标的重要基础。

下一代互联网：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基础

去年年底，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总体方案》。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

学科差别化发展。

今天，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变革已经有目共睹，传统

教育理念、模式与方法、学习的方式和形态将彻底被翻转。

信息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让我们听课的教室、授业的老师、

学习和生活的校园都搬到了云端，虚拟到了身边。

下一代互联网的海量地址、带宽优势和安全机制，以及

其所承载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技术和

新应用，将会更好地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推动科研应用的多元发展；推动高校管理流程的成熟完善。

未来云端一体化的高校智慧校园应用服务体系，将重构世界

一流大学的存在方式。

未来是美好的，任务是艰巨的。大家可以细细比对一

下两份文件。《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里关于网络强

国战略的“三步走”目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总体方案》里关于“双一流”三个阶段的目标，

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会发现作为高校信息化工作者

更大的责任。

在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博弈制高点的今天，建设网络强国无

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也应该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核

心工程。

为什么要聚焦在下一代互联网？

（作者单位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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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甘孜州康巴网校教师远程培训

本刊讯  9 月 27 日，教育部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召开全

国边远、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现场会。教育部副部长杜

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占元充分肯定了“十二五”期间边远、民族地区教育信息

化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近年来，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快

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边远、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和历史性飞跃，突出体现在教育信息化认识提升和理念入

心、领导管理体制不断健全、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显著增强、学

校网络教学环境大幅改善、信息化教学应用基本普及、各类有效

应用模式不断涌现、教育扶贫“最后一公里”实现突破等七方面。

杜占元强调，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使命光荣、

任务艰巨、前景广阔。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教育

信息化承前启后、加快发展的关键一年，推进边远、民族地区教

全国边远、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推进会成功举办

“恩施三式”破解“三个难题”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了破

解乡村小学、教学点开不了课、

开不齐课、开不好课三大难题，

采用同步互动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网络，将城区优质学校的

优秀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

方法同步分享给农村小学，加

强两个地区学校间协同。

育信息化，根本在思路、关键在领导、重点在应用、成效在制度、

突破在创新。他要求，要按照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的

总体部署，全面深化认识，切实把教育信息化工作摆上位置；要

加强对口支援，发达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互助发展；要积极统

筹各方资源，加快普及完善教育信息化基础条件；要全面普及深

化应用，主动服务改革发展的迫切需求；要积极探索创新机制，

加强教育信息化投入和支撑保障。

会议就边远、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推进策略和有效模式进

行了研讨，四川省甘孜州政府、四川省成都市教育局、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局、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教育局负责人在会上做典型发

言。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教育部相关司局和直属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一个中心+两类平台+三级形态

甘孜州建立一个中心，连

接教育资源、教育管理两大公

共服务体系；搭建两类平台，

搭建两类远程网络教育平台，

推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同步

发展；创建三级形态，分别在

州、县、校三级建立教育信息

化平台。

教学方法 +信息技术 +苦干 =

好的成效

结合山区校点分散、年轻

教师多等实际情况，勐海县组

织信息技术专家团队深入到每

所村小指导教师开展教学，提

高教师教学质量。并通过召开

应用信息技术现场会，加强信

息技术的交流。

开发朝鲜语教学资源

结合朝鲜族族语言特点，

延边州开发朝鲜族中小学朝鲜

语文和汉语文文本教材相配套

的多媒体课件资源，和一系列

基础教育的音像教材。并组织

研发朝鲜双语线上教学资源，

解决师资力量薄弱学校的教学

资源不足的问题。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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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9 月 23 日，“下一代互联网

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在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

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中国教育网络》

杂志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承办。来自

全国高校的 200 多名信息化相关人员就贯

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加

强教育信息化应用创新，推动下一代互联

网发展，共同实现“双一流”和网络强国

战略目标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王瑞和副校长

在致辞中表示，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

度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信息化已经成

为石油大学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希

望借此次研讨会的机会，为各兄弟院校在

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和信息化应用创新方面

提供沟通桥梁，加强共享，实现共赢。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志民主任在主

题报告《下一代互联网创新——世界一流

高校的竞技场》中，解读了中央于近期颁

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认为

广大高校要充分认识国家关于下一代互联

网发展的战略意义，抓住有利时机加快信

息化应用创新，推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和

产业进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学科研的深

度融合，为网络强国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

的贡献。他还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有

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 尽多大责任才会

有多大成就”，希望教育信息化相关工作

人员能够担当起这个时代赋予的责任。

清华大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员会

委员李星为大会带来《高校下一代互联网

技术创新与大规模应用前瞻》的报告。对

于大规模应用前瞻，他认为， IPv6 的杀手

级应用是：与 IPv4 互联互通、恢复端对端

的安全、超大规模联网。从 2016 到 2020

年，我国计划完成从 IPv4 向 IPv6 的过渡，

政府应引导全面普及 IPv6，抓住发展机遇，

使中国真正成为互联网技术强国。

东北大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员会

委员王兴伟为大会带来关于互联网 + 与大

数据时代的思考。他认为，大数据已经很

快成为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 IT 界又一

次重大变革，大数据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

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

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工”

实现数据的“增值”。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CERNET 专

家委员会委员张蓓为与会者分享了大数据

对于教育信息化的价值。她分析认为，同

其他领域相比，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大数据对于教育有着

很大的发展潜力。大数据可用于教育管理、

科学研究、科研成果、实验记录等诸多方

面，从而“点亮”教育信息化。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晓东向

与会者介绍了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创新项目和创新大赛的相关情况。赛尔网

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于 2015 年

设立，支持高校关于所有下一代互联网技

术与应用服务创新，以此推动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和应用的发展。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创新大赛今年是第二届，由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主管，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主办，

CERNET 网络中心和《中国教育网络》杂

志协办，目前正处于大赛报名阶段。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网络及教育技

术中心主任陈勇做了《基于下一代互联网

的高校教学环境构建》的报告。他介绍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在教学环境上

的构建，他们实现学校所有教室均光纤接

入，并配有一台独立的支持 SDN 的 24 口交

换机，从而打造出了互联网 + 教室的模式。

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颜凯

介绍了电子科技大学对大数据的利用，他们

对在校生在校期间的各种数据进行了分析，

得到的结论可以为学生就业等各种需求提供

支持。她认为，未来高校将从经验即决策转

到数据辅助决策最终转向数据即决策。

清华大学副教授严程在会上介绍了清

华大学基于 IPv6 的校园网机房动力环境

监控系统。

此次会议还得到包括锐捷网络、云适

配、康赛信息、亿方云、城市热点、H3C

等企业的支持。代表们还在会议期间实地

参观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互联网 +

教室”。

“下一代互联网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在青岛举行，专家表示

高校应勇担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发展的重任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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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傅宇凡

2016 年 9 月 23 日，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银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以下简称《通

告》）。这则通告，正式打响了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全

民狙击”战。

8 月，仅媒体曝光的电信诈骗案件就有至少 4 起。

山东女孩徐玉玉被骗走 9900 元学费后心脏骤停，不幸离

世；山东大学生宋振宁被骗猝死；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

准大学生蔡淑妍自杀；清华大学一名教授被骗 1760 万元。

山东徐玉玉、宋振宁，广东蔡淑妍，清华大学教

授⋯⋯多起事件均来自校园，为何校园电信诈骗如此

高发？校园电信诈骗案为何屡屡得手？事实上，这些

案件的发生，有着共同的几个关键词：网络隐私泄露、

电信通道、银行支付。

一时间，通信、银行的监管政策被推到风口浪尖，

如何从源头上掐断犯罪的传播渠道、支付手段两条补

给线，是舆论关注的核心。《通告》中宣告了“国家

行动”的六记“重拳”：自首从宽、坚决拔钉、加速

实名、清理银行账户、严保个人信息安全、监管问责，

从而将通信、银行业纳入狙击战战团，在源头上进行

防范与监管。

然而，这只是开启“全民行动”的第一步，虚拟

空间安全问题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诸多业内专家均

提到，短信诈骗越来越精准，防不胜防，必须加强个

人信息立法。

学生信息最易泛滥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3.4% 的网

民通话记录、网上购物记录等信息遭泄露；78.2% 的网

民个人身份信息曾被泄露，包括姓名、家庭住址、身

份证号及工作单位等。多则上亿条用户信息被泄露，

少则也有几万条。

徐玉玉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陈文辉，选择以学生为

目标，从 2016 年 6 月起在网上以每条 0.5 元的价格购

买了数万条山东籍高考考生的个人信息，信息内容包

括学生姓名、学校、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而这些学

生的信息在网上泛滥，成本最低，获取根本没难度。

他的信息来源上线——18 岁的杜天禹，据相关媒体

报道，杜天禹于 4 月利用安全漏洞侵入了“山东省 2016

“全民狙击”网络诈骗产业链
准大学生徐玉玉受骗致死事件，让网络诈骗治理真正提升到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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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网站，下载了 60 多万条山东

省高考考生信息，高考结束后开始在网上非法出售。

而这种个人信息贩卖的生意，在网上早已司空见

惯，杜天禹仅是其中之一。

有关调查发现，在网上，100 元可以买到 2000 个

电话信息、300 元能买 10000 个电话信息，10 万个电

话信息卖到 1200 元，20 万个电话信息卖到 1800 元。

还有人声称出售个人全套信息，从身份证复印件、家

庭成员、户口本复印件、到网络账户名都在其中，全

套信息的价格是每套 3 元。

在这样的网络中，徐玉玉不幸成为网络诈骗的目

标，2016 年 8 月 19 日，徐玉玉接到自称教育局的电话

称她可以领到 2600 元助学金，于是一步一步走进诈骗

者的圈套，最终被骗走父母为她辛苦积攒的学费 9900

元，21 日，徐玉玉报案后回家路上伤心欲绝，郁结于心，

最终导致心脏骤停，无力回天。

1760 万元被骗事件的背后

徐玉玉、宋振宁、蔡淑妍的事件令人心痛，而仔

细回顾清华大学教授被骗 1760 万元的事件细节，则是

发人深思的教训。

这位 53 岁的清华大学教授卖了房，刚刚回到家就

接到了诈骗电话，称她漏缴各种税款等。更重要的是，

骗子显然掌握了卖房信息，“网签合同的编号是多少，

各种交易中很细节的一些信息，骗子都能说得头头是

道”。第六届上海市信息安全活动周开幕演讲中，复

旦大学教授杨珉透露了该事件的更多细节。

据内部信息了解，该受害人与诈骗电话通话的时

间并不短。教授是 2016 年 7 月 23 日下午 4 点多接到

诈骗电话，而当天下午即有系统检测出该诈骗电话，

警方联系提醒该教授，第二天，警方的虚假网址系统

又被检出，于是，警方再次打电话让其丈夫劝阻，前

后至少 3 个电话都未能阻止教授的一意孤行，警方的

示警电话一再被拒：“这事你们不用管了。”最后，8

月 30 日，该教授才报案称被骗了 1760 万元。

而我们上网稍作了解，也能发现，2014 年武汉也

曾发生同样的诈骗事件，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套路，

遭遇诈骗的武汉一国企财务部部长黄某，在 5 小时内

分十多次将 1700 万元公款转到骗子的账户。

根据权威数据，电信诈骗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

链，其从业人数超过160万人，诈骗“年产值”达1152亿元。

尽管事后人们都认为诈骗手法并不高明，然而，

利用社会工程学原理的网络诈骗骗到的并不仅仅是普

通人，有时连电信专家也能中招。复旦大学杨珉教授

也举了信息安全业内专家受骗的例子，曾有一名业内

专家的手机被带有木马病毒的短信击中，向多名好友

发送一条信息，短信内容为“我是某某某，这是我帮

你拍的一个小视频”，并附上一个链接。一夜之间，

这名专家的多名好友（不乏安全业内专业人士）点击

链接，造成财物损失。

除了社会工程学的电信诈骗手段以外，一些高新

技术手段也被不断采用。目前有 7 种技术手段使用频

率较高，范围较广：一是伪基站，二是木马病毒，三

是改号软件，四是钓鱼网站，五是“猫池”，六是诈

骗 Wi-Fi，七是“黑盒”。

针对此，腾讯安全的相关负责人李旭阳认为切实

可行的方案是，从警方，运营商，银行侧通过大数据

的方式，识别出诈骗行为，从而物理上阻断诈骗。一

些企业研发出的技术方案，在试点的地区，部署在运

营商网络的系统对电信诈骗进行物理隔绝，从警情数

据来看，涉案金额可以下降 70%~80%。

然而，面对“信息安全背后是一个地下社会，一

个江湖的形成”这样的形势，防范网络安全显然需要

更多的解决方案。

图片由“易安在线”提供，绘画支持：潘浩子

手机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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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隐私数据泄漏难堵源头

 复旦大学信息网络安全研究室的一组研究数据表

明，在针对谷歌应用商城的 17425 个应用分析中发现，

有 35 个类别都会收集用户隐私。针对用户账号这类的

隐私数据收集，比例较高的主要是社交应用，跟天气相

关的 App 等；针对地理位置的隐私信息，在天气、出行、

搜秀这些 App 当中比例比较高；而支付类的应用无疑则

是隐私收集的高地，无一例外地收集用户各类个人隐私

数据。“人们时常习惯于享受应用软件带来的便利，

往往不在乎它的风险。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软件装上

之后意味着什么？”杨珉教授还提到，国内有关部门

曾针对 300 多款常用软件进行了检测，60% 涉及个人

隐私数据泄漏的问题，而且这些软件都是一些常用软

件，没有哪个杀毒软件会将它列入黑名单。

而通过 8 月集中爆发的电信诈骗事件来看，值得关

注的是，高校校园师生正在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

内蒙古某高校曾有一位学生提到自己因为好奇，用简单

的密码“123456”就进入了该校教学管理系统的后台，

学校教师的各类信息、学生的学习成绩一览无余。高校

信息管理系统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依然存在。

有调查表明，目前高校各类应用系统存在诸多安

全漏洞，尤其学校在安全防护措施上重视不够，使得

“谁收益，谁担责。”杨

珉教授表示，加强网络信

息安全监管除了个人用户

须加强信息安全意识，扎

紧篱笆防狼之外，尤其要

明确责任主体。

大量的师生数据处在漏洞威胁之中。

然而，在高校校园网络交流群中，关于防护技术

的讨论似乎也走到一个“死胡同”。大连理工大学于

广辉主任认为：“基于特征值方法的各种学习、改善，

只能治标不治本。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方法，

比如行为分析、背景流量分析、应用白名单等方法防护，

但目前还没看到合适的产品。”

在高校网络管理员群中普遍认为，高校缺的不是

技术，缺的是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位的管理机制。清华

大学 CCERT 郑先伟提出管理应是更重要的环节，建议

对数据库的使用进行严格规范化管理，他认为：“数

据库用户权限需严格限制，查询的就只给查询权限，

越权或是频率太高都不行。基础权限控制需要由数据

库厂商进行，应用毕竟只是在它的基础上来做的。需

要数据库厂商和应用开发多协调。”他建议，今后高

校校园信息化的工作第一步是资产评估，“重要的资

产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来做”。

个人网络信息立法呼之欲出

9 月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武汉大学副校长李建成认为，清华大学教师被骗、

宋振宁案等见诸媒体的各类诈骗，暗藏庞大的个人隐

私泄露。但“数据开放”和“信息安全”是一枚硬币

的正反两面，他建议，法律为根本，管理和技术为支撑，

“网络空间安全法亟待出台，网络空间安全管理规章

条例也亟待出台，法律和技术在大数据、信息安全方

面是同等重要的”。

据了解，目前《网络安全法》已经进入二次征求

意见稿，和初稿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预计国

家将在年底推出《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发

布以后，在具体实践中，还需要更多细则。同时，互

联网生态复杂，网络安全仅仅是其中一个角度，要把

互联网工作做好，还需要更好的法律环境。

“谁收益，谁担责。”杨珉教授表示，加强网络

信息安全监管除了个人用户须加强信息安全意识，扎

紧篱笆防狼之外，尤其要明确责任主体。监管部门要

在法规的层面上强化责任主体意识。数据由谁拿去，

谁就要对确保数据安全负法律主体责任。此外，提升

信息安全治理还要强化立体的全方位测控，惩治犯罪，

必须破除地域和部门的界限，建立由公安部门牵头，

银行、电信运营商等共同参与的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形成协作共享和快速反应联动机制。

高校各类应用系统存
在诸多安全漏洞，尤
其学校在安全防护措
施上重视不够，使得
大量的师生数据处在
漏洞威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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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方晨

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手机等移动智能终

端的功能日益强大，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

来越重要。手机中会有哪些敏感信息，这些信息面临

着什么样的安全威胁？我们应如何保证自己手机的信

息安全？

从技术上说，手机其实比电脑更安全

人们可能会觉得，个人电脑性能强大，可以安装

许多大型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等，应该比手机安全。“但

其实现在的观点应该是手机更安全。”中科院信息工

程所陈恺研究员表示。这是因为手机系统中的保护机

制比较多。比如说，手机操作系统中有一种比较有效

的保护机制，叫“沙盒”（sandbox），如图 1 所示。

沙盒简单说来就是为每一个运行的程序提供一个隔离

的环境，严格控制每个程序所能访问的资源（如内存、

硬盘等）。这样，这些程序在运行时如果有什么潜在

的问题，就不会影响到同一台设备上的其他程序。

而在电脑里，如果多个进程（例如“记事本”、“Word”

和邮件客户端等）是属于同一用户的，那么这些进程

之间通常可以互相交互，比如它们的内存是可以互相

访问的。这样的设计有一些好处，如便于硬件资源如

如何保证你的手机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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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保密协会隐私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2010 年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获博士学位，美国宾州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软件安

全、智能终端安全、安全测评和隐私保护。在诸多国际顶级会议

如 IEEE 安全与隐私大会（IEEE S&P）、USENIX 安全大会

（USENIX Security）、ACM 计算机与通讯安全大会（ACM 

CCS）、国际软件工程大会（ICSE）、IEEE/ACM 自动化软件

工程大会（ASE）、IEEE Trans. on Reliability 等发表论文 50

余篇，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获得与申请专利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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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CPU 的共享等。但这样一来，如果其中的一个

程序有问题，那么同一用户的其他所有程序就都会有

风险。如果某一个程序被攻击者控制并改变了共享内

存中的内容（加入恶意代码），则其他程序访问这个

共享内存时，则有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但是在手机中，通过沙盒，不同的进程被完全隔

离开了。即使是同一个用户的两个不同的程序，它们

之间也是不能互相访问的。所以如果其中的一个程序

有问题，另一个程序并不会受到影响。现在，不同的

手机操作系统，比如谷歌公司开发的安卓（Android）

和苹果公司开发的 iOS 等，都具有这样的机制。这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为什么又说手机的安全问题很严重呢？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手机上集成的信息太多了，因此有很

多用心不良的人会想方设法来进行攻击，窃取用户的

隐私信息。

手机中的敏感信息

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移动电话，智能手机不如说

是一台可以放入衣服口袋的移动电脑。对不少用户来

说，打电话甚至已经变成手机的次要用途了。很多以

往需要用电脑或其他设备才能实现的功能，都因为有

了手机而变得非常方便。全球每天有无数的人用手机

来了解资讯、收发电子邮电、搜索信息、社交、购物、

理财、摄影摄像、导航、管理健身运动、玩游戏。

然而，大部分人在享受手机带来的好处时，并没

有充分意识到，随着手机中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信息越

来越多，手机的信息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现

在智能手机中的各种隐私信息，甚至比个人电脑中还

多得多。你的手机中可能会有银行卡和各种网络支付

的相关信息，家庭和单位的位置、地址信息，社交软件、

电子邮箱等的账号、密码，网络聊天的内容，私人照

片视频，通讯录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信息，如果泄露，

就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另外，还有一些风险一般人可能更意识不到。如

果手机的摄像头被人控制而悄悄工作的话，那么用户

所处的环境，包括家里或办公室中的情况，都有可能

被拍下来并发送出去。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设备可以与手机连接，例如可以用手机来控制冰

箱、电视等电器的开关，还有人为了防盗等在家里安

装了可以通过手机控制的摄像头。在这种情况下，一

旦黑客入侵了手机，就可以把用户家里的情况了解得

很清楚，安全风险不言而喻。

定制系统的安全问题

虽然手机因为有沙盒等机制，从理论上说比电脑

要安全，但手机也有一些自己所特有的问题。

安卓手机的操作系统存在“碎片化”的现象。所

谓碎片化，就是不同的厂商都在开发自己的定制系统，

系统的差异越来越大。安卓是一个开源的系统 ，在一

定的基础上可以对原生系统进行修改，既在很大程度

上保留了安卓原有的特性，又可以添加一些新的功能

和特点。而有一些应用软件是专门针对深度定制的安

卓系统而开发的，所以与原生的安卓系统可能不兼容。

总体来说，定制系统和原生系统在操作上相似度很高，

但一般都无法升级成原生安卓系统，只能使用相关厂

商发布的定制系统升级包。现在全球大概有上万个大

大小小的手机厂商。谷歌的原生安卓系统版本更新很

快，而不同终端厂商的版本各异的系统难以同步更新，

使得安全漏洞不容易得到及时的修补。所以，使用定

制的系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另外，每个厂商在系统里捆绑的程序也都不一样。

通常我们买来的新手机，里面都已经预装了一些应用

程序，这就是捆绑在手机系统中的程序，它们大多是

无法卸载的。有人做过调研，发现很多这样预装的程

序都有问题。由于手机厂商和软件厂商之间的各种利

益，手机预装市场比较混乱，用户则可能成为最终的

受害者。

2015 年 11 月，国家工信部公布了《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软件（App）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规定提出，手机生产商和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要尊重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

调用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终端功能、强行捆绑推广无

关应用软件，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软件必须可由用户方便地卸载等。如果这个规定

图 1  沙盒机制示意

没有沙盒 有沙盒

用户的
所有数据

不受限制的访问

程序（应用）
所有系统资源

其他数据

不能访问

其他系统资源

沙盒

受限制的访问

程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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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行为包括未经用户许可自动安装运行、强行弹窗显示广告、劫持浏览器等，

而且难以卸载、清除；恶意扣费程序会私自发送扣费短信，并拦截运营商发送的确

认短信，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被扣费；隐私窃取病毒会盗取用户通讯录、通话记录、

浏览器书签、聊天记录等，上传到远程服务器；盗版软件会伪装成正版软件骗取用

户安装，启动后可以实施恶意行为；系统破坏程序会获取 root 权限，破坏文件系统，

偷偷安装未知软件；短信劫持程序能向用户的所有联系人发送短信，骗取好友安装，

还会拦截、转发用户的短信；诱骗欺诈程序诱使用户安装后，会自动创建桌面图标，

用户点击后提示更新软件诱骗用户下载其他程序。

图 2  2015 年各类病毒木马感染手机量的比例

流氓行为 52.4%

其他 0.1%

诱骗欺诈 1.2%系统破坏 1.4%

盗版软件 3.2%

短信劫持 6.4%

隐私窃取 13%

恶意扣款 22.3%

得以正式颁布施行，将有利于手机预装市场的规范化。

手机面临的安全威胁

目前，手机的信息安全主要面临着两类威胁，即

恶意程序和电信诈骗。

恶意程序

恶意程序是指强行或秘密安装在用户的设备上，

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的程序，如病毒、木马等。目前很

多手机都遭到了恶意程序的侵害。据陈恺研究员介绍，

2015 年，每 5.6 台安卓设备中就约有 1 台被病毒木马

等感染，感染率高达 18%。

2015 年各类病毒木马感染用户量的情况如图 2 所

示，其中流氓行为类病毒木马感染用户量最多，超过

50%。其他还包括恶意扣费、隐私窃取等。

自 2015 年中旬以来，还出现了大量的锁屏勒索软

件，这类应用多伪装成游戏外挂、QQ 刷钻软件等。病

毒启动后，就会强制锁屏，即使用户重启手机也无济

于事。病毒制造者会故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在锁屏

界面，等用户联系时进行恐吓，诈骗钱财。同时出现

的还有大量的色情类病毒软件，通过诱惑性的应用图

标或应用名称来刺激用户下载，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

感染上百万用户。这类病毒具有恶意扣费、窃取隐私、

强制推送并安装其他恶意程序等行为，由于此类病毒

能够直接获益，备受不法分子青睐，用户需提高警惕。

还 有 很 多 程 序 被 称 为“ 有 潜 在 危 害 的 程 序”

（potentially harmful apps），因为很难界定它们是不是

恶意的。如果一个视频播放软件要求能访问很多与它

的主要功能无关的信息，比如用户的通讯录、位置信

息、短信、摄像头、通话信息等，就很不合理。我国

在这方面的行业规范和监管还不完善，不少应用程序，

包括一些著名厂商开发的程序里，常常会有一些侵犯

用户隐私信息的内容。“把我国厂商开发的程序拿到

防恶意程序扫描引擎，例如集成了 56 个防毒引擎的

VirusTotal 里去扫描，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有问题的。

很多此类程序都会把手机中能界定用户身份的信息拿

走。但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获取这些信息，是要

做好事还是坏事。”陈恺研究员说。

那么，如何避免下载到恶意程序或有潜在危害的

程序？虽然专业机构可以对程序进行检测，但对一般

用户来说，很难直接判断某个程序是否含有恶意代码，

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通过应用市场和厂商的声誉来间

接判断。正规的市场（商店）都会对应用程序进行某

种程度的监管。

陈恺研究员建议，对于苹果公司的操作系统（iOS），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最好不要去越狱。iOS 越狱（iOS 

Jailbreaking）使得用户可以从苹果应用商店外下载安装

其他非官方的应用程序，甚至获取 root 权限。root 权限

是系统权限的一种，获得 root 权限就是拥有了整个系

统的最高权限，可以对系统中的任何文件（包括系统

文件）执行所有增、删、改、查的操作。所以，很多

黑客在入侵系统的时候，都要把权限提升到 root 权限。

理论上，iPhone 越狱后安全性会大为降低。在越狱的

应用市场中，程序的问题很多。如果用户不小心安装

了某个恶意程序，它就可以随意读取、修改系统上任

意文件，获取社交、网络支付等应用的数据，还可以

删除系统文件、导致系统崩溃等等。

而对于安卓系统，则尽量不要去那些小的市场中

下载程序。目前我国的第三方安卓应用市场没有统一

的管理尺度和规范标准，小的市场对程序的审查往往

不太严格，甚至还会存在向程序里加入恶意代码的现

象。有些开发者将自己的程序放在网页中，让用户去

点击下载，很多用户也觉得官网上的程序最可靠。其实，

官网未必安全，因为那些程序没有经过任何审查。有时，

同样一个应用，在声誉较好的市场中下载的程序是没

有问题的，但其官网上的程序却有问题。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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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或安卓官方应用市场中那些知名度比较高的厂商

开发的程序，相对来说更安全。

不过，手机的安全机制也在不断进步。以前，安

卓系统安装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会弹出它需要的权

限列表，用户如果要安装这个程序，只能同意所有要求，

无法选择。而现在苹果系统和安卓 6 以上的系统，则

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安装时不再询问，但是当这个

程序第一次要用到某个权限的时候，会询问是否允许

使用这个权限。如果用户选择“否”，那么以后就都

会按这个决定执行。这样可有效防止潜在的信息泄露。

电信诈骗

相比以往，现在的电信诈骗非常猖獗，手法更具

欺骗性、多样性。典型的电信诈骗是通过伪基站伪造

银行或者移动运营商的官方客服短信，此类短信中通

常包含木马链接。

所谓的伪基站，是利用一些特殊设备伪装成运营

商的基站，屏蔽和干扰一定范围内的真基站的信号，

然后搜索出其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号，并向这些手机发

送诈骗或广告信息。伪基站能模拟任意号码发送短信，

比如冒充常见的公共服务号、银行服务号，或是用户

亲朋好友的号码，所以很容易让人失去警惕。而用户

一旦点击短信中的恶意链接，就会下载一个有问题的

数据包，或者是登录上一个诈骗网站。

除了通过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外，诈骗者也可能冒

充司法机关等公众比较信任的机构给用户打电话，引导

用户访问某个钓鱼网站。网络钓鱼的英文为 Phishing，

是由 phone（电话）和 fishing（钓鱼）两个单词组合而成，

主要是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等发送欺骗

性信息，诱使用户登录到钓鱼网站上。这些网站通过精

心设计，伪装得与银行网站、社交网站、电商网站等非

常相似。用户一旦在这些钓鱼网站上输入账号密码等，

这些敏感信息就会被攻击者获取。

不管是哪种方式的电信诈骗，其共同特点都是利

用社会工程学诱骗用户安装木马程序等并套取用户的

个人资料。社会工程学指利用人们心理上的弱点，通

过与他人的合法交流，来使对方心理受到影响，骗取

对方的信任，使其做出某些行为或透露某些机密信息。

社会工程学将目标定位在计算机信息安全中最脆弱的

环节（也就是人）上，通过高明的欺诈手段收集信息、

行骗和入侵计算机系统。社会工程学的手法非常复杂，

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无用的信息（比如一个电话、一个

人名等）都会被攻击者利用。即使是比较警惕、小心

的人，也可能会被高明的社会工程学手段欺骗。

当这些诈骗团伙取得用户个人信息后，会冒充用

户的好友或是用户本人，对用户或其亲友实施诈骗。

因此，当收到短信、邮件或消息时，不要轻易点击其

中的链接，要仔细确认，以防上当。

数据放到“云端”安全吗？

在“云”时代，有很多存储、备份信息的网络服

务，给用户带来很多便利。例如，如果把手机通讯录

等备份在“云端”，那么重新安装系统或是更换手机时，

就可以很方便地从网上将这些信息下载下来。

但是对于重要的隐私信息，陈恺研究员建议还是

尽量不要上传到“云端”。虽然大厂商的安全技术确

实比一般用户更强，但是以它们为目标进行攻击的黑

客也更多。比如以苹果公司的技术实力，它提供的云

存储和云计算服务 iCloud 的安全性应该是非常高的，

但是依然遭到了破解。

将数据进行云端备份确实很便利，但为保障数据

的安全性，我们可以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后再上传，

而不是直接上传。对于极其重要、不能公开的数据，

则不要传到网络上，而是使用移动硬盘等进行加密备

份，并保管好存储介质，确保安全。总之，我们应该

有选择地把信息上传到“云端”。

如何保证手机购物、网银操作的安全？

手机网银通常会采用多重安全措施，包括客户手

机号识别、登录后显示客户号确认身份（避免网络钓

鱼）、登录密码与支付密码分离、动态口令卡等。

方便性和安全性经常是矛盾的。操作便捷，安全

网络钓鱼的目标是

获取用户的重要信

息， 如 银 行 帐 号、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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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常就会下降。所以一个系统或程序的安全性有多

高，是一个权衡的结果。虽然购物、网银等相关应用

程序的安全性较高，但也并非绝对安全。陈恺研究员

的建议是，我们要有控制风险的意识。手机可以绑定

银行卡，但是这张卡里不要放太多钱，平时够用就行了。

这样即使出问题，损失也可以承受。

另外，要注意手机系统的即时更新。特别是比较

老的手机更要注意，因为老手机的系统版本低下，往

往存在大量漏洞。保证系统及时更新，可以及时堵住

漏洞，避免遭受恶意应用的侵害。

手机丢失对于信息安全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手机

里储存的很多个人隐私和敏感信息如被不法分子得到，

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要防范手机丢失可能造成的损失，

首先要设置一个强壮的手机开机密码 / 锁屏密码。通常

来说，密码越长，被破解的可能性就越低。不要直接

将个人公开信息（如电话号码，出生日期）用作密码。

添加数字、符号和大小写混合字母可增加他人窥探、

猜测或破解的难度。密码越具独创性就越安全。

同样重要的是，每个重要帐户（如电子邮件帐户

和网上银行帐户）最好单独使用一个安全系数高的密

码，而且要定期更新。这样虽然比较麻烦，但能有效

提高安全性。如果使用相同的密码，只要攻击者获得

某一个帐户的访问权限，就可以盗用其他所有帐户。

为防止遗忘，可以将密码记录在妥善保管的本子上。

如果不经过加密而直接明文保存在手机、电脑或网络

上，就比较容易泄露。

现在苹果公司的 iPhone 手机，输入密码只要错了

10 次，手机就会被锁定、停用。用户还可以通过设置，

让手机在输错密码 10 次后就自动清空信息。这样会相

对安全一些。当然，一旦手机不慎丢失，要尽快将手

机 SIM 卡挂失。

慎用公共 Wi-Fi

为了节省数据流量，或是为了在手机信号不好的

地方顺畅地上网，我们往往会用到 Wi-Fi。但是公共

Wi-Fi 的安全风险不可忽视。

一种情况是，这个 Wi-Fi 本身就不安全，也就是

设置这个 Wi-Fi 的人是恶意的，用户只要通过它联网，

那么数据（如输入的账号、密码）就都会被他窃取。对

于普通用户来说，当你在星巴克咖啡馆接入一个名为

“Starbucks”的 Wi-Fi 热点时，并不能判断这个热点是

否真的是由星巴克提供的。有时你发现自己的手机莫名

公共 Wi-Fi 虽然方

便，但有安全隐患。

其妙地连接到了陌生的 Wi-Fi 上，此时也要提高警惕。

另一种情况是，这个 Wi-Fi 不是恶意的，但是有

黑客利用 Wi-Fi 的某些弱点对其进行了攻击。很多公共

免费 Wi-Fi 都是不加密的，有些即便设置了密码，也

很容易得到（比如询问店员）。一旦攻击者进入这样的

Wi-Fi 以后，就可以对网络中的其他用户进行嗅探，并

截取网络中传输的数据，如用户名、密码、上网记录、

设备信息、聊天记录及邮件内容等。

所以，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最好只做那些

不涉及到隐私的事，如简单的网页浏览（无需账号登录）、

观看视频等。要登录手机银行、输入密码等，则不要通

过公共 Wi-Fi 操作。保险起见，在外出时最好关闭手机

的 Wi-Fi 功能，需要时再手动打开，以防止因手机自动

连接 Wi-Fi 而掉进陷阱。

那么，自己家里或办公室的 Wi-Fi，是不是就安全

呢？实际上，自己的无线路由器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安

全设置才能减少风险。最好选择安全的加密方式（如 

WPA2），并将密码设计得尽量复杂一些。要注意的是，

路由器在出厂时会设置一个默认的用户名 / 密码（常见

的是 admin/admin），而很多用户在使用时没有更改默

认用户名和密码的习惯，这样黑客就可以通过 Wi-Fi 路

由器的默认设置页面地址（如 192.168.1.1）和默认用户

名密码登录你的路由器，篡改路由器的 DNS 地址。这样，

当你访问正常网站时，浏览器就会被指向非法恶意网址，

有可能会受到钓鱼网站及病毒的威胁。

了解了智能手机所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我们就可

以在充分享受手机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的信息安全。

（本文转载自《科学世界》2016 年 9 月刊）

公共 Wi-Fi 安全

图片由“易安在线”提供，绘画支持：潘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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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程序开发者，这个定义来源于 360 移动平台

中的恶意开发者数据。从图 1 可以看出，2013 年，恶

意程序的开发者数量，个人开发者的数量（2442 个）

明显要比“企业级”开发者（1496 个）多。2014 年，

个人开发者的量（1579 个）有所下降，“企业级”开

发者的数量（1292 个）下降反而不是那么明显。2015 年，

个人恶意开发者的数量出现锐减，仅为 1114 个，反而

企业开发者的人数更多一些。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基于移动开放平台的恶意个

人开发者的数量，是在减少，而“企业级”开发者，

它的数量相对稳定，而且还有一个增长的趋势。那么，

为什么开发者会演变成为恶意开发者？

恶意开发者有几类：第一，使用恶意广告；第二，

发布山寨应用，发布低俗色情应用，强制下载第三方

应用，无提示扣费。当然这也是其赚钱的方式。第三，

窥探用户隐私；第四，提交虚假的身份信息。为什么

虚假信息也是恶意开发者的一项？因为在 360 移动平

台提交应用或者上传 App，需要做一个开发者信息校

验的，而某一些人为了躲避校验就要上传虚假信息，

当然他一旦上传虚假信息就被拉黑了。但由此统计出

来企业级恶意开发者的数量越来越多。

流行的恶意程序类别

那么，这些恶意开发者到底做了什么？

（1）流量僵尸木马

2015 年 7 月，我们发现有 90 余款游戏被植入了一

段恶意代码，这段代码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联网

下载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目的是为给某收费引擎和

导航刷流量，于是便会下载另外一个列表，里面含有

搜索关键字。其在后台模拟一个完整用户点击的情况

下去做一个搜索，而且每次解锁之后都会做一次搜索，

从而给用户造成极大的流量损失。该行为是受云端所

控制的，如同一个僵尸一样，所以我们命名为流量僵尸。

流量僵尸木马第一个模块就是下载恶意模块，其

自身不能自动实现，需要动态地从云端获取代码。我

们截获了它下载代码的截图，随后拿到了模块，发现

其最重要的目标是给搜索引擎带点击量，搜索内容比

较丰富，还有分类，包括娱乐、时政、新闻等。其关

键词非常精确，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在模拟一个

真实的用户，从而不会被搜索引擎的机制所发现。最

后一步是模拟用户做一个搜索的操作。针对流量僵尸

这一批样本，我们做了一个完整分析，发现有 26% 的

应用是这样做的。

（2）暗扣木马

2015 年 8 月，某品牌的用户扩展更新，发现了截

图的情况，手机上凭空多了一个应用，关了以后还会

打开，删了以后还会出现。有些用户的手机还显示了

ROOT。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企业级”
 恶意程序开发者搅局移动安全

企业级的恶意程序拥有强大的开发能力、传播能力，手段更加隐蔽，危害也更

大，社会影响更大，企业级恶意开发者正在大显身手，本文将解密他们的运作机制，

提出应对策略，打击恶意程序的发展链条，从而给移动应用者一个清平的世界。

图 1 “个人”与“企业级”恶意程序的开发者数量历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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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木马经过详细的分析以后，发现大概是这样

一个执行流程。首先它伪装成某一款正常的软件进入

到用户的手机中，自带 ROOT 模块，进入用户手机就

会把这个模块释放出来，在静默的情况下 ROOT 用户

的手机，如果用户 ROOT 不了，它还会从云端继续

ROOT 用户的手机。如果 ROOT 不成功，它就不工作了，

如果 ROOT 成功，它就会 ROOT 其他模块。手机感染

该木马之后还会篡改系统文件，这就是为什么有用户

手机出现中了毒删不掉的问题。它有强大的自我保护。

随后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大排查。我们在一个伪

装成游戏的软件，daily racing 的变种，在其运行的衍

生物中发现了名为 ngsteamprf.xml 的配置文件。这是

fastmotay 的文件，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最主要的核心病

毒程序。在另一个变种的方式中，也发现了。当然不仅

是我们发现了，又过几个月，国外 FireEye 在其博客中

也发布了该恶意程序，指出这个恶意程序的作者来自一

家中国公司。

fastmopay、ngsteam、xinyinhe，它们同隶属于深圳

一家公司。通过注册信息，我们知道这家公司是深圳的，

实际公司的总部在北京，在北京、上海设有站点，它的

核心研发在北京。这家公司员工人数 100 人左右，技术

研发 10 人左右。这 10 个人都不是一般人，他们大多数

来自互联网跳槽的公司，都是技术高手。这家公司最鼎

盛的时候，技术人员有 50 人左右。其他的人员都是以

销售和运营为主。那么，其业务是什么？线上广告推广、

应用计费；线下渠道，应用、预装和刷机。他们做的到

底是什么？暗扣和流氓广告。流氓广告可能很多人都遇

到过，使用安卓系统的手机上都会弹

出几个广告，一碰就下载，一碰就扣

钱。暗扣与流氓广告的区别是钱从哪

里来。流氓广告赚的是广告主的钱，

暗扣赚的就是用户的手机话费。

暗扣的产业链如图 2 所示。首

先出现的是电信运营商。接下来是

软件公司，代理商，渠道商，以及

内容提供商。电信运营商作为一个

服务，它是一个服务提供者。软件

公司，是用正规的应用申请计费代

码。我们所说的计费代码都是短信

的计费代码，发信息都是付费的，

比如发教育类的信息是多少钱，需

要付费，就需要向运营商申请一套

计费代码。如果软件公司的信息额

度用不完，剩下的信息条数就可以卖给代理商，而这

个计费代码是嵌在应用程序里面，那么，代理商需要

找人把计费代码抠出来，卖给渠道商。知道的人越多

越不好，它就会把这个代码封装成 SDK，既方便它花

钱，也方便它赚钱。渠道商把 SDK 又卖出去，给了内

容提供商，到这里钱就出来了。最终应用会获利，通

过扣费。这个钱一步一步往下返。按照行业内部规则，

谁有话语权谁就拿得多，大家都很高兴，都拿到了钱。

那么应用怎么才能扣费实现兑现呢？首先用户是

使用者。应用是怎么来的？应用无非三种渠道：第一

种从应用市场直接安装；第二种从 CP 购买一些低成本

的应用；第三种是收购拥有稳定用户量的团队。当然，

收购这样的公司不是看好其 App 做得多么好，它真正

在乎的只是你的应用上有多少的用户量。在拿到这个

应用后就会插入恶意代码和计费代码，于是这个应用

就通过各种渠道下载并安装到用户手机上。当然，他

们会避开正规的应用商店和网络联盟，他们有自己的

地下渠道。以某公司为例，每周活

跃的应用在 35 款，所有的激活量在

50 万，因为他们压根儿不考虑这个

能不能被用户留存，只要一点就达到

目的，用户爱卸就卸。

安装之后需要人工触发，用户

很高兴，下载了一个新应用，点击

了一下。开始玩游戏，玩到高兴的

时候，有大红包、奖励，要不要领

取一下。有一个领取全部，下面的

小字用户没有看见，点击领取全部

奖励，收费人民币 10 元。点击之后，

于是来了一条消息。而且可能短信

也会被拦截，就这样，神不知鬼不

觉的，用户的钱就去了其他人的口

袋，如图 3 所示。

手机暗扣

暗扣软件指未经用户主观意

愿同意就发生扣费的软件。一般

具有如下特征：1. 安装后或启动

软件后无任何资费提示即开始扣

费；2. 部分客户端安装后不会立

即扣费 ,而是延时或不定时扣费，

让用户很难察觉；3. 资费提示模

糊不清,误导用户点击收费按钮；

4. 资费提示弹出时，软件左右菜

单设计中无返回 /退出按钮 ,误

导性地强制用户点击收费按钮。

图 2  暗扣产业链

电信
运营商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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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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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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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程序产生的原由

为什么会出现流量僵尸这么一个产物？其实刚开

始是一个公司的新业务，帮搜索引擎导流量，通过导

流量赚钱。开发者只有一个人，他用三天的时间完成

了核心代码，然后再有一个人负责上线，不到一周，

这个应用上线了，各个渠道转发。但他们忘了一件事

情，当时那家搜索引擎买的量是十万，一不小心，它

一天导了五百万的流量，没过两天搜索引擎的销售

过来说你这个流量是不是假的，我说十万，你导了

五百万。没过几天这个应用就下线了。但这种木马却

流传开来，截止到 2015 年，流量僵尸一共毁掉了 48

万部手机。

那么“幽灵疑云”是怎么回事儿？幽灵疑云并不

是针对国内的，是海外的一个旗舰产品，功能很全，

主要针对海外。它导致某品牌手机在两天之内爆发了

十万的感染量。那个 ROOT 模块是该公司收购了一个

ROOT 团队，该品牌手机有自己的应用商店，于是，在

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点发到了错误的应

用，很不巧的是它又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把这个错误的

应用更新上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此前许多用户提到手机更新后中毒，

而该品牌手机厂商又发现压根没法杀，因为它有 ROOT

权限。有了 ROOT 权限，就可以将杀毒软件的 ROOT

权限杀掉了。

恶意开发者之间的较量

先说说个人和小规模团队。企业开发者，与之

相对的就是个人和小规模的团队，它的特点就是技

术门槛低，没有什么难度，功能比较单一，要么拿

你的隐私，要么扣你的钱，要么删你的数据，简单

粗暴。

个人和小规模团队，它的渠道比较单一，一般通

过社交软件、论坛、贴吧等，发个帖，发个二维码，

基本上是点到点的传播。它能影响的人也就是社交群

里、论坛里的某些人，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关注。

我们再看看企业开发团队，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首先，企业有人，有钱，有关系，有渠道，要什

么有什么。在技术上，当然要有技术门路，没技术那

跟小作坊没什么区别。一般功能都比较复杂，代码都

会用大量的混淆、反射、加密，有些甚至有自己的私

有盒来对抗。当然它们的代码也不是简单的，基本上

采取加载的模式。传播方式，它的渠道很多，比如做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

某公司做 SDK 往下发，让大家去下载。刚才说到刷机，

用户的手机从厂家出来以后还没到用户手里，已经被

刷了一点东西，甚至存在地下的一些渠道。它具有很

强大的传播能力。设想一下，它能控制整个华北地区

的某品牌手机的销售，所有的手机都由它经手，这种

传播能力无疑是强大的。

应对之道

应对主要是这几个渠道，开发者、手机用户、手

机厂商、应用市场、政府机关和运营商。

开发者首先要谨慎选择 SDK，以免成为某些互联

网厂商的帮凶。客户要从正规的市场下载应用。正规

的广告都知道是什么规则。

安装手机软件，时刻保持手机在安全的情况。增

强隐私保护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应该加强。在移动市

场，加强开发者的审查，最关键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

应用。

政府应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力度，

提高作恶的成本。成本很重要，因为现在大部分恶意

程序都是钻空子。

运营商加强对提供商的服务，加强计费渠道的审

查。

如果做到这些，我们的手机可能会更安全。

（本文整理自 360 高级手机样本分析师陈宏伟在 ISC2016“移动安

全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图 3  “暗扣”兑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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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近期，准大学生徐玉玉因

为诈骗电话骗走大学学费而伤

心过度，最终导致心脏骤停，

不幸离世。仅仅两天后，山东

一大二男生宋振宁也因电信诈

骗，两次打款给骗子，并于 8

月 23 日凌晨心脏骤停不幸去

世。因为个人信息的泄露，还

未开始他们花样青春的大学生

们就已经离开世界，留给社会

一个问号：身处个人信息泄露

的网络，我们该如何应对？针

对这一问题，《中国教育网络》杂志近期面向清华大学、北京交

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十多所高校的

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 67 份有效问卷。通过对于问卷结

果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在校大学生认为，个人信息泄露、病

毒 / 木马程序和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危害网络安全的“三大毒手”。

且几乎所有受访者认为，网络上的信息需要加以管制。

大学生调查：网络诈骗，你会不会中招？

个人信息泄露成危害网络安全最“毒”的手

从图 1 来看，有 94.03% 的被调查者已经开始关注网络安全问

题，认为目前的网络环境是不安全的，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而且，

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认为个人信息泄露和病毒、木马程序这两种情

况已经严重危害到了网络安全，其比例高达 92.53%。图 2 显示，

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网络诈骗也受到超七成的在校大学生关注。

上述这些情况与由比特网总结的 2016 年上半年网络安全威胁

Top6 基本一致，勒索软件、大型数据泄露、身份认证盗窃依然严重、

移动安全、物联网、增强现实（AR）游戏网络安全问题都赫然在列。

今后的网络安全形式严峻，且安全漏洞会依附于更多的网络平台。

大学生在网络诈骗中
具有自我保护能力

超八成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曾经遇到过上述的网

络现象，如图 3 所示。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网络

诈骗。从图 4 来看，现在

网上常见的诈骗方式是虚

假中奖信息诈骗。其次是

图 1  您认为目前的网络环境是否安全

不安全     安全

5.97%

94.03%

图 3  是否遇到过如图 2 所示的网络现象

遇到      没遇到    没选

82.09%

1.50%

16.41%

图 2  危害网络安全情况

个人信息泄露

网络色情

网络赌博

网上贩卖迷药、枪支等违禁品

网络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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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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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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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安全

图片由“易安在线”提供，绘画支持：潘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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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网站诈骗和冒充 QQ 好友诈骗。其中，虚假中奖信息诈骗比

例高达 85.07%。网络兼职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和利用虚假招工

信息诈骗这些情况也较为常见，比例都在 20% 左右。

遇到网络、电信诈骗之后，由调查结果可分析出，大学生已

经具有正确处理网络、电信诈骗的能力，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可以

避免自己财产受到损失。从图 5 看出，大多数的被调查的大学生遇

到诈骗之后，会选择提醒身边的人注意，比例占 70.15%。之后是

44.78% 的报警、34.33% 的向网站投诉和 14.93% 的不予理睬。

网络信息需要管理和控制

在针对网络信息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的问题中，超半数的被

调查者认为非常需要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和控制。图 6 显示，没

有一位被调查者选择完全不需要管理，说明被调查者都认为网络

信息或多或少都需要进行管理和控制。大学生已经认识到解决信

息泄露和虚假信息的散布等一系列信息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图 4  网上最常遇到的诈骗方式

图 5  遇到网络 / 电信诈骗行为会采取的措施

图 6  网络信息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

图片由“易安在线”提供，绘画支持：潘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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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电脑是否遭到过黑客攻击 图 8  自己的现实或虚拟财产是否因为

黑客程序而遭受损失

遇到过       没有      不太清楚       没选

29.85%

1.50%

23.88%

有     没有    不太了解 

44.77%

8.96%
11.94%

79.10%

黑客攻击还处于大学生认识的模糊地带

当前，电脑受到黑客攻击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极为普遍，通过

这次调查发现，29.85% 的被调查者表示电脑曾经遇到过黑客攻击。

从图 7 看出，还有 23.88% 的被调查者，对于黑客攻击自己的电脑，

表示不太了解。并且，从参与本次调查的大学生来看，79.10% 的

被调查者没有因为黑客程序而造成自己现实或虚拟财产的损失，

只有少部分的被调查者遭受到了财产的损失，同时还有 11.94% 的

大学生并不清楚自己的财产是否受到损失，如图 8 所示。

总体来说，因为近期屡有发生的网络、电信诈骗案，大学生

已经意识到网络安全所存在的漏洞，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可

以避免自己受到损失。同时，大学生对于一些网络安全专业领域

还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很有可能因为认识上的不足，而导致自

己的信息、财产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泄露或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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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提款制” 冻结 30 分钟
韩国警方通过视频、短信、传单等多种方式，加大具有针

对性的预防宣传活动。韩国金融界为应对电信诈骗案频发也进

行了政策调整。去年 9 月，韩国银行将“延迟提款制”的金额

限度从 300 万韩元降低到 100 万韩元，即收到 100 万韩元以上

银行转账后，若想将钱从自动提款机里取出来，需要等待 30 分

钟以上。

       建立“拒绝电话推销名单”平台
美国治理电信诈骗主要依靠两部法律——1991 年出台的《电

话消费者保护法》和 2003 年的《控制非自愿色情和推销侵扰法》。

两部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向消费者发送与商业营销、产品推广、

服务广告有关的垃圾短信。用户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接受此类手机

短信：一是明确表示同意接收；二是这些短信用于紧急情况。后

来又推出“拒绝电话推销名单”免费登记平台，任何向平台登记

用户发送未经同意的商业营销、产品推广、服务广告等垃圾短信

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

银行方面也有责任帮助打击犯罪。美国法律规定：当事人

转账后可以对自己的转账行为提出异议，并有权要求立即冻结

对方账户。银行可在规定时期内帮助用户追回因诈骗而损失的

资金。

电信诈骗是全球病，看看他们怎么破

9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部

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这

是以往国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接续，极大限度体现了

六部门联动的合力。

通告有如下重点：

1  自首从宽：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主

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此规

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将依法从严惩处。

2  坚决拔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主动出击，

依法快侦、快捕、快诉、快审、快判，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发展蔓延势头。

3  加速实名：电信企业要确保到 2016 年 10 月底前全部电

话实名率达到 96%，年底前达到 100%。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真

实身份信息登记的，一律予以停机。

4  清理银行账户：同一客户在同一商业银行开立借记卡

原则上不得超过 4 张；对出租、出借、出售银行账户（卡）

和支付账户，构成犯罪的个人和单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 24 小时

后到账。

5  严保个人信息安全：坚决打击泄露、买卖个人信息行为，

相关网站账号将依法关停，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6  监管问责：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关机构和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依法追究

责任。

此外，9 月 23 日，国务院召开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全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专项行动。

六部门合力出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银行还有追讨服务
德国 2003 年通过的《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规定，任何机

构向用户发送推销商品和服务类手机短信，都要经过用户的书面

同意 ; 在 21 时至次日 8 时发送广告信息，须再次征得用户同意。

即使获得同意，商家短信也要注明“广告”字样。同时，德国有

严格的实名制登记制度，并且和个人信用挂钩，太低的话无法在

银行、电信和网络等机构开户。许多德国银行不仅有防范措施，

还有“追讨”服务。只要收款人在德国，而且事件发生时间在一

个月内，银行就能帮客户把钱追回来。

       修正法律条文加重惩罚
近日台湾行政管理机构通过其法务部门拟定的“组织犯罪防

制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电信诈欺犯罪纳入组织犯罪的范畴。

近来台湾人士涉及跨境电信诈欺犯罪的情形严重，而原先“刑法”

中相关定刑为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 100 万元

以下罚金，未来可依据修订后的条例加以严惩。分析指出，电信

诈欺纳入组织犯罪后，台湾司法机关未来可对主谋，即发起、主持、

操纵、指挥者，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 1 亿元新台

币以下罚金。对诈欺参与者处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

1000 万元新台币以下罚金 ; 参与情节轻微者，可减轻或免除其刑。

另外还增订对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组织者的刑罚等条文。

（来自《北京晨报》）

韩国

美国

德国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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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信息与技术的日益渗透，

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已迈进全

方位的网络时代。而与此同时，网络安全

也日趋成为影响各国发展建设的关键议

题。9月 19~25 日，以“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第三届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在武汉市成功举行。在 19

日开幕式上，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副主任王秀军在发言中指出，网络安全

问题更多的是潜在的、后知的、损失难以

预先估计的，容易被忽视。因此要大力开

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和意识培养，提升广

大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切

实保障网民的合法权益。

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技术高

峰论坛、网络安全技能大赛等活动轮番上

阵，给本次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带来诸多

亮点。

              体验高科技网络安全

据了解，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是首次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办，也是首次在地方

城市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宣传周期

间还举办了网络安全博览会，一百多家企

业报名参展，按照突出知识性、互动性、

体验性、趣味性的要求，专家评选出 95

家企业参展，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奇虎 360、浪潮、曙光等，国际知名安全

公司卡巴斯基等多家外国企业也参加了展

览；博览会还为 15 家网络安全初创企业

免费提供了展位。

本次网络安全博览会分四大主题区

域：身边的网络安全、商务中的网络安

全、智慧城市网络安全、新技术新安全

等，以主题展区的形式向公众展示网络

安全技术和应用的发展现状，传播网络

安全知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和能力。

         全球顶级网络安全专家纵论

 网络安全技术

9 月 19 日下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举行了首场论坛“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

坛”，卡巴斯基公司CEO尤金·卡巴斯基、

思科首席信息安全官史蒂夫·马提诺、微

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阿里巴巴 CEO

张勇、360 公司董事长周鸿祎等全球顶级

网络安全专家在论坛上各抒己见，分享对

网络安全技术的思考和建议。

“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作为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论坛，由中央网信办

指导，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一所承办。

 网络安全技能大赛落幕

9 月 21 日，在首届网络安全技能大

赛的竞赛界面上，积分表和排行榜在一阵

绚丽的抢分轰炸下，停止了更新。10 支

战队鏖战 10 小时，技能大赛圆满收官。

清华大学的紫荆花战队以 2800 分夺冠，

福州大学的 ROIS 战队 2700 分、北京邮电

大学的天枢战队2600分，分获二、三名。

随后，中央网信办、武汉市网信办等

联合举办了颁奖仪式，清华大学的紫荆花

战队获得一等奖，奖金 15000 元，福州大

学的ROIS战队获得二等奖，奖金10000元，

北京邮电大学的天枢战队获得三等奖，奖

金 5000 元人民币。

 首次表彰网络安全先进典型

在本次宣传周期间，表彰了网络安全

先进典型。此次表彰的优秀网络安全人才

是在中央网信办和教育部指导下，中国互

联网发展基金会网络安全专项基金组织了

网络安全优秀人才、优秀教师等评选活动，

经过中央部门和院士推荐、专家评审、公

示，最终评选出了网络安全杰出人才1名、

优秀人才 10 名、优秀教师 8 名。中国工

程院院士沈昌祥获评网络安全杰出人才，

清华大学王小云教授、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云晓春总工程师、

清华大学段海新教授等获评优秀网络安

全人才。

中央网信办相关领导介绍，本次安全

周期间首次表彰网络安全领域内的先进典

型，利用社会资金奖励网络安全人才，对

于加快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吸引更多人才

投身网络安全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公开征集网络安全公益广告

为更好地推动全社会网络安全宣传普

及，今年宣传周组织了网络安全公益广告

有奖征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共征集近 2

万件公益广告作品，经专家评审，最终评

选出优秀微视频 10 个、卡通漫画 9 件、

口号标语 22 条、公益广告 12 幅。这些公

益广告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内播放。

　　

2016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武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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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技术融合 15 年内将迎来智能时代

对于信息技术中长期发展的趋

势，杨学山以 2030 年为界，认为信

息技术将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目前传输和处理技术正在走向成熟

期 , 支撑其发展的物理技术、物理

极限正在到来。在经济社会各个领

域的应用，也已经到了或正在触及

天花板。在可见的时间内，大体上

看不到有新的技术来替代它。但成熟不代表完成，仍有创新点。

感知和行为技术则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他认为，感知技术是

起点，行为技术是终点。如何使得行为技术能够像人的大脑指挥

手脚一样成熟，我们还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而内容技术，也就

是大家熟悉的大数据技术，则发展程度不均。杨学山介绍，对于

数字型数据的处理已经成熟，对于比较简单的数字数据、文本数

据甚至一些语音和视频特定的应用上，正在进入快速的发展期；

而真正的影音处理，能把数字的、文本的、音视频的，像人脑一

样进行处理，这个方面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是发展早期。若将

上述五种技术相融合，构建出新的系统技术，这将成为未来 15 年

经济社会变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
解决网络威胁有五大致胜法宝

对于如何保护企业网络

安全，史蒂夫·马提诺表示

有五大致胜法宝。第一个法

宝就是需要一位“建筑师，

企业需要全面的网络安全治

理、运作体系，需要从更高

的角度看自己的身份，以启

动最全面的保护，所有一切

如同完整建筑，环环相扣。

第二个法宝便是教育，所有的雇员会定期接受相关教育，

从而大量减少钓鱼网站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再次，网络安

全与运营表现同等重要，我们非常在意我们的表现，却常

常把网络安全作为第二重要的事，这是错误的。有了建筑师，

还需要一个完整的防疫系统。建筑师了解所有组成部分，

各部分之间如何协作。安全专家采用最新技术阻止威胁，

但各部门如果不沟通，网络危机也得不到很快解决。最后，

还需要一个非常有适应性、非常灵活的防御体系。

可信任技术和安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基础

沈向洋说，安全与信任越来越

重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我们正

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它将主要围

绕三类技术展开。第一类技术是物

质领域的发展，包括新型材料、主

动驾驶汽车、机器人、3D 打印等；

第二类是生物领域的持续发展，其

中基因测试与基因工程等技术不仅

有助于人类健康还能有助于农牧业发展；第三类是数字技术的发

展，数字化的技术将影响每一位。因此，可信任的技术和安全是

我们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沈向洋说，过去，我们将物理

空间与数字世界分离，现在我们知道数字世界正在改变我们的物

理生活。当前的世界，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们不仅

生活在一个多样化技术的世界，也生活在一个互联网安全提出挑

战的时代，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推出网络安全指南，保护基础设施。

网络空间安全实际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

吴建平说，网络空间是继

陆海空、太空之后人类的第五

个疆域。网络空间的挑战主要

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面临的

挑战，主要包括缺乏源地址、

源地址验证、大规模网络攻击、

大规模域名劫持和假冒等。总

结网络安全的特点就是，它是

整体的不是割裂的，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开放的不是封

闭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另外它是全球的不是独立的。

网络空间安全实际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在 2013 年以

前全国有 96 所高校涉及信息安全专业，总体来说，高层次

人才最为迫切。目前，国际上约 60 所大学有网络空间安全

的硕士学位，以芯片安全、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等为主要

方向。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渗透到网络空间的各个部分，加

强网络空间基础研究和掌握核心技术是解决网络空间安全

的关键，我们应该培养更多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 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

思科首席信息安全官史蒂夫·马提诺

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观点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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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0~21 日，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

首次举办了全国高校骨干教

师的工控安全交流活动“工业

控制网络安全研讨会暨技术培

训”。本次研讨会由教育部科

技发展中心主办，武汉大学计

算机学院、武汉大学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承办，匡恩网络及空

天信息安全与可信计算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协办。

本次会议以“国家工业控

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计算机、信息

安全和自动化相关学院院长、教授、骨干

教师逾 300 人与会。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曾艳副处长对本

次活动做欢迎致辞，并表示“工控安全问

题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才成为影响或制

约产业的发展关键因素，工控安全产业人

才需求日益迫切。对于工控安全这样一门

复合性学科，人才培养和技术人才机制建

设是一项长远战略，需要长远规划。在这

一过程中，工控安全企业是不可或缺的中

坚力量。”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彭正明副院长在

致辞中高度肯定了本次工控网络安全研讨

会与技术培训。彭院长认为，本次会议立

足于学科发展，聚焦于提高师资水平、人

才培养和技术研讨，并与行业应用紧密融

合，政府、高校、企业三方联手将有助于

全面推动产业发展。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关

键基础设施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孙一桉认

为，企业与高校作为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创

新主体，只有两者紧密结合形成合力，才

能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创新和

实践支撑。孙一桉同时指出，工业控制系

统领域的对抗正在改变世界安全格局，关

键基础设施保护工作委员会希望依托研讨

会的平台，充分发挥好桥梁作用，聚合政

产学研等各界力量推动产业发展，为国家

关键基础设施智能化植入安全基因，将网

络安全与生产安全深度融合。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张焕国教授指出

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需要先作为专业方向，

然后根据国家实际情况确定专业的开设。

张教授认为虽然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是当

前国际和国内的热点，但是高校要坚持以

学科办学，不能简单以热点作为办学依据。

在高校教学方面，张教授同样认为教育界

和产业界需要紧密配合，充分利用学校

与企业、科研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

自优势，进行人才培养，同时尽快推进

产业化。

东北大学姚羽教授认为工业控制网

络安全人才的培养比其他专业更加看重实

践的作用，通过不断的实践才

能培养出符合行业要求的合格

人才。姚教授指出当前工业控

制系统处于“裸奔”状态，系

统存在断代情况，工控网络安

全具有学科知识交叉的特点，

有着十分鲜明的行业和业务特

性。在工控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方面，目前产业界已表现出非

常迫切的需求，而且在人才选

择上更加务实，尤其注重人才

的实践能力。	

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武

传坤教授认为国家倡导的“智慧物流”、

“智慧工业”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结合，

工业物联网中，受到的威胁的不仅仅是信

息，而是超越信息边界的安全问题。工业

物联网发展的挑战是技术挑战、安全挑战。

匡恩网络教育事业部总经理秦征认

为，工控安全技术人才机制建设，首要任

务是打造一支专业、优秀，并具备扎实的

工业网络安全知识体系的师资力量，进而

通过“理论 + 实验教学”的方式，将工

业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系统教授给广大学

子。以此来满足“网络强国”和“工业强

国”双战略推进需要，提供充足的安全人

才保障。

据介绍，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

联网 +”和“两化融合”等国家战略规划

的大规模推进，工业控制和基础设施智能

化迅速发展，而当前工控网络安全领域尚

存在诸多问题，防护较为薄弱，未来，工

业控制网络安全研讨会将持续开展，助力

高校工控网络安全专业师资培训与人才培

养工作。

工业控制网络安全研讨会暨技术培训在武汉举行，专家指出

工控安全问题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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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解说教藏族牧民安全上网

9 月 21 日，青海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主题日活动当天，青

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和班玛县三级宣传部（网信办）

前往距西宁 690 公里的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白玉乡，为当地

藏族牧民解读如何安全上网以及如何识别网络诈骗。针对青海

当地越来越多的牧民群众愿意通过手机上网和在手机上使用“微

信”等社交软件进行交流，但牧民的防骗意识较差，网络安全

知识较为匮乏这种特点，网信部门专门制作了生动的漫画和解

说。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网信办副主任向清凯在久治县

白玉乡的电信运营商网点内，向当地牧民群众介绍，“手机里

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不要轻易相信；手机短信、微信里网址

链接不要轻易打开。”省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性加

大牧民群众网络安全知识的普及，让广大牧民群众在享受互联

网带来便捷的同时，更加安全。

9 月 22 日， 首

个“青少年网络安全

教育试点基地”在上

海市长宁区愚园路

第一小学挂牌。这是

国内第一个通过长宁

“数字科普”、“CSO

进校园”公益项目，

实施青少年网络安全

教育教学研究的试点学校。2016 年 3 月至 6 月，通过实验班级信

息安全意识教育系列课程、科普老师集中培训、校园公开课等方

式，从点、线、面各个维度，对青少年信息安全意识教育进行了

探索和教研。“CSO 进校园”的主办方之一“易安在线”推出全

国首创面向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教材——《小安网络安全亲子教

育手册》，以同学们喜闻乐见的卡通漫画形式呈现日常学习、生

活中碰到的信息安全问题。为了便于将教材推广到全国，易安在

线还将教材进行数字化转化。还专门针对小学生年龄段设计了竞

赛题库，研发出面向青少年信息安全教育的网上学习课程，便于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校园网络安全知识赛”。

全民参与、趣味体验网络安全“黑科技”

9月 19日，成都市的春熙路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四川省暨成都市 2016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的“重头

戏”——网络安全宣传公众体验活动吸引了成都市民的

广泛关注。公众体验活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是“蓉

城特工局——舞台暨拍照区”、“科技‘涨姿势’——

网络安全达人汇集区”和“大战黑衣人——网络安全互

动体验区”。围绕公众体验活动，主办方在线下推出了

网络安全答题迷宫游戏，“黑客橡皮鸭”“网络透明人”

等各种体验项目、线上制作的“当川剧人物遇上网络安全”

科普短片、网络安全闯关小游戏，牢牢抓住了参展者的

眼球。四川省公安厅金盾工程专家张炳泉教授说；“通

过趣味体验活动让市民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就是最好

的网络安全防范。”据了解，超过 10 万市民现场感受了

这场注重“以人为本”的创意互动。

举办“网络安全技术及成果展示会”市民
零距离接触网络安全极端科技

9 月 23 日至 25 日，广州市保利世贸博览馆 4 号馆

举办“网络安全技术及成果展示会”。作为网络安全宣

传周主体活动之一，这次展示会分为电子政务安全、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金融网络安全、电子商务安全、

网络娱乐安全、云计算和大数据安全等 6 大功能展区，

共有 168 家单位现场参展。主办方特别针对近期屡有发

生的电信诈骗和通信信息诈骗案件，向市民们介绍电信

安全知识和网络安全防范知识。主办方还通过展示最新

VR、智能移动终端和组织互动游戏等方式，让市民可以

亲身体验到网络安全隐患和提升网络安全技能。广东省

委常委徐少华参观展览会时，表示（广东省）发展“互

联网 + 民生服务”、“互联网 + 政务服务”等，加快信

息化服务普及，大力推进“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

模式改革，让人民群众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各地／高校安全周活动一览

上海市 成立首个“青少年网络
安全教育试点基地”

广东

青海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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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动平台多形式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教育

9 月 21 日下午，西华大学的明德广场整整齐齐地摆放了图文并茂的 52 块

展板，这些展板集中展示了四川省多所易班在网络文化建设及网络安全教育方

面开展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西华大学充分利用网络思想教育阵地，

依托于“易班”——高校网络互动平台，紧紧围绕宣传周活动主题。通过举办

学术报告、大学生辩论会、易班网络主题活动等形式，组织开展网络安全知识

教育，加强对学生安全意识的教育指导。并发起“清朗网络·青年力量”的倡议，

西华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的同学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向全校师生

讲解如何防范网络攻击、网络诈骗等基本常识，现场解答有关网络安全的相关

问题。2016 年，西华大学在全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主办的“网络文明进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线上和线下结合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延安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在其网站上设立

“网络安全宣传周”专题页，并向在校师生

提供相关新闻检索、公益广告展播、法律法

规介绍和网络小常识等网络安全相关信息的

介绍。在线下活动中，延安大学与延安市公

安局联合启动“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暨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围绕“共建网络

安全，共享网络文明”活动主题，在校内设

立网络安全展板、发放网络安全知识手册等

方式，增强在校生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

安全技能、提升网络道德观和法制观，引导

广大青少年学生养成“适度用网、健康用网、

安全用网、依法用网”的好习惯，推动在校

生人人争做“网上有规则，网下有秩序”的

新一代“中国好网民”。

“网安启明星”大学生网络安全知识竞赛

“网安启明星”

大学生网络安全知识竞

赛作为本届陕西省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的 13

项重点活动之一，于 9

月 18 日下午在西安外

事学院成功举办。“网

安启明星”大学生网络安全知识竞赛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师生网络素养”

为主题，由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组成，初赛由陕西省各高校在校内自行组织，

并选拔出 3 名选手组队代表学校参加复赛。复赛依托“陕西省网络安全在线考

试平台”进行在线考试，通过评比选拔出 8-10 所高校进入决赛。西安外事学院

校长陈爱民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竞赛，整个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能够得到长足

的提高，达到以竞赛促进步的目的。

携手武汉市政府、360 共建国家网
络安全研究院

9 月 19 日至 25 日，2016 年网络安全宣

传周在武汉市正式举行，此次会议一大亮点

便是武汉市政府、360 和武汉大学签署的三方

协议。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网络安全

专业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大学，在密码学、

系统安全、网络攻防等多个科研领域处于我

国大学院校处于领先水平，在网络安全教学

和学生教育方面具有优势。在中央网信办的

指导下，三方将共同在武汉市成立和建设国

家网络安全研究院，强强联合，紧密协作，

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的网络安全研究机构，形

成我国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的高地。

此次三方协议的签订，将会发挥出地方政府、

领军企业和一流大学的各自优势，引领网络

安全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新模式，从而为尽

快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提升国家网

络安全实力做出贡献。

延安大学

武汉大学

西华大学

西安外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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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CNCERT）发布的《2015 年我国互联网

网络安全态势综述》中提到：我国不断完

善网络安全保障措施，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进一步提升，然而，层出不穷的网络安全

问题仍然难以避免。因此，提升国家网络

空间安全的整体水平，普及大众网络安全

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非常重要且

刻不容缓。

近年来，针对高校的网络安全事件频

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

高校网络应用范围广、程度深，这既为学

校的教育和管理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提高

了网络安全防护的成本和难度。其次，高

校负责相当数量的科研项目，涉及国计民

生、金融数据、军事技术、前沿科技等多

方面重要敏感信息，这使得高校成为敌对

国家、敌对势力、黑客组织窃取信息的重

点袭扰目标。再次，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

一旦遇有新闻热点和舆论焦点，网络往往

会成为别有用心人员张贴网络标语、篡改

网站内容、表达不良诉求、煽动负面炒作

的平台。最后，高校环境相对单纯，教师

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具备

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学生群体往往涉

世不深，安全防护意识较弱，因此，以高

校师生为目标的个人信息窃取、精准式的

网络诈骗案件高发、频发。据网络数据显

示，仅 2016 年上半年，北京市黑客攻击

网络安全事件中，就有近一半是针对高校

的，说明高校已然成为网络安全事件的“高

发地”。

高校网络安全教育的主要思路

高校网络安全教育的思路，应重点把

握以下几方面：

1．把握网络安全教育的总原则和总

方针

2016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应该聚焦到高校

这个特殊环境下，将“网络安全为师生、

网络安全靠师生”作为高校网络安全教育

的总原则和总方针，将师生作为网络安全

教育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力量。

2．构建“领导有力、多方参与、专

群结合”的高校网络安全教育力量体系

“领导有力”指的是高校的主要领导

清华大学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实践

摄影：常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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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担负起本校网络安全教育的第一领导责

任，各院系、各部门主要领导也应当相应承

担起本单位网络安全教育的第一领导责任，

由主要领导直接负责、强力推进此项工作。

“多方参与”指的是高校网络安全教育应当

统筹宣传部门、信息化部门、保卫保密部门、

学生工作部门等多方力量，形成齐抓共管、

共同应对的工作模式。“专群结合”指的是

既要充分发挥本校网络信息专业、法律专业、

管理专业的学科优势，相互配合开展网络安

全教育，完善“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同时，

又要积极发动师生等普通群众，实时掌握高

校网络安全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反

馈和预警，形成“以面促点”工作机制。

3．拓展“精、准、广、活”的高校

网络安全教育方式方法

首先，内容要“精”，教育内容要精

准把握网络安全易发、高发的问题上，有

的放矢进行教育，同时，随时了解网络安

全的最新动态，及时调整教育内容。时机

要“准”，时间上，遇有新生入校、网络

安全热点突发时，或进入网络安全宣传周

时，及时开展针对性教育，空间上，在人

群密集区、重要办公场所及涉密场所，张

贴宣传海报予以提示等，时刻绷紧网络安

全的弦。覆盖要“广”，要将教育的覆盖

面拓展到校园的各类人群，形成相互提醒、

相互帮助、相互督促的良性循环。方法要

“活”，采取网上互动、竞赛答题、案例

分析、知识讲座等师生喜闻乐见、易于接

受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确保取得实效。

学校具体实践

1．加强组织领导

在201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中，学校成

立了由校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网络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指导宣传教

育活动的开展；党委宣传部、信息办、保

密办、保卫处以及学生工作部门、后勤部

门等单位作为成员单位，共同落实相关工

作。下一步，学校还将酝酿建立该领导小

组的长效工作机制，对学校网络安全教育

的内容、计划、形式等进行顶层设计和整

体统筹，确保网络安全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2．丰富教育手段

充分借助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契

机，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

广泛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工作。

以2016年学校网络安全宣传周为例，

为营造校园网络安全宣传氛围，学校在校

园人流密集区，广泛张贴网络安全宣传海

报、投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清华

大学电视台、学生电视台集中播放网络安

全宣传片，扩大宣传范围。

积极利用网页、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渠道进行宣传。“清华大学藤影荷声”、

“清华研读间”等在校内具有影响力的微

信公众号编辑并发布以网络安全为主题的

多图文消息，收效良好。

此外，学校还通过邮件系统向全体

邮箱用户转发了网络安全宣传材料，将网

络安全宣传教育送到每一位师生员工的手

中。针对大一新生入学不久、人均智能终

端数量较少、对校园网络和新媒体还不熟

悉的情况，学校保卫处专门向全体新生发

放了《大学生安全知识手册》，其中包括

“维护网络安全秩序”、“警惕网络谣言”、

“避免网络成瘾”等日常网络安全知识，

帮助学生提升网络安全意识。

随后，学校还将通过开展师生网络安

全知识竞赛等活动，从而更好地促进师生

员工学习、了解网络安全知识，掌握网络

安全技能，提高网络安全素养。

3．开设专业课程

除了课外宣传教育，学校还尝试将网

络安全教育引入第一课堂。自 2016 年秋季

学期开始，由学校计算机系、信息化工作

办公室、信息化技术中心等单位共同设计、

组织的“信息化素养（初级）”课程正式

亮相。该课程主要面向非信息类专业的大

一新生开设，旨在提升大学新生对网络和

信息技术的认知水平和使用能力，使之适

应高度信息化的校园和社会环境，了解信

息化时代应具备的基本信息化知识和技能、

基本网络和信息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课

程内容围绕四大模块（终端设备、网络接

入、信息系统、个人支付）和三条主线（原

理技术、校园案例、安全防护）展开，将

安全意识和知识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4．开展专项培训

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全校各单位信息化

工作人员开展网络安全技术培训。为进一

步扩大培训范围和影响力，目前正在尝试

以广大教职员工为目标群体，开展网络安

全意识和能力培养方面的培训，探索通过

开设实际课程和网络课程相结合，不断创

新培训模式和工作方式，全方位提升网络

安全意识和能力。

5．发挥学科优势

在日常工作中，学校还注重发挥学科

和科研的优势，推动高水平的科研助力网

络安全工作。在 2016 年网络安全宣传周

期间，清华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

清华大学网络安全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网

络安全研究国际学术论坛（InfoSec）协办，

举行“国际安全会议和竞赛成果分享会”，

邀请国内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共同探讨网络

安全形势和技术发展趋势。

同时，学校还探索在学生群体中培养

一支网络安全宣传保障队伍，以信息类专

业学生和网络技术爱好者为主体，努力实

现学生群体的互帮互助，在帮助同学们解

决日常使用计算机和网络中遇到问题的同

时，也提示应该如何安全地使用计算机和

网络、如何有效的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等等，

使网络安全融入学生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之

中，使注重网络安全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

6．完善教育内容

在构建全校网络安全宣传教育的内容

体系时，除了涵盖网络安全基本知识、防

范技能方面外，学校还将网络伦理道德、

网络安全法律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等

方面的内容纳入其中，实现从技术规范到

制度法规和道德的全方位覆盖。这需要从

事科技哲学、法律研究、网络安全技术防范

及网络安全的教师和部门共同协作，制定系

统、规范的网络安全教育教学内容。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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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9 月 24 日，清华大学网络安全宣传

周之国际顶级安全会议和竞赛成果分享会

在清华大学 FIT 楼多功能报告厅举办。本

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指

导、清华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和清

华大学网络安全技术协会主办、网安国际

（InForSec）协办。“人机同光、气剑合

一”，反映了本次会议的两个亮点：工业

界和学术界的顶级研究人员共同交流研究

成果、国际顶级安全攻防竞赛中 DEFCON

的参赛队伍蓝莲花队员、美国国防部 CGC

机器自动攻防项目中的自动攻防机器的研

究人员共同交流攻防经验。会议分享会围

绕“网络安全”和“系统安全”两大主题，

腾讯玄武实验室总监于旸、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博士生陈建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

士生杜昆、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

安全研究院副教授张超和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硕士生刘煜堃带来了精彩演讲，并分享

各自的研究成果。本次分享会分别由清华

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主任段海新和

清华大学学生网络安全技术协会会长裴中

煜主持。

腾讯玄武实验室总监于旸在会上做

了《BadTunnel：跨网段劫持广播协议》

主题报告。他指出，大多数基于广播的协

议在设计中并未太多考虑安全性。一是广

播本来就会让网段内所有系统都接收到请

求，二是通常认为也只有在网段内才能发

起对广播协议的欺骗、劫持攻击。他介绍

了如何利用微软 NetBIOS 协议设计中的几

个特点，以及 Windows 操作系统中一系

列特性的组合，实现跨网段劫持 NetBIOS 

Name Service 协议，并最终劫持操作系统

的所有网络通信。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陈建军基于

他即将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 CCS2016 发表

的论文做了《如何“黑”掉美国国家安全

局 (NSA) 网站——HTTP 协议头的二义性》

的报告。互联网中应用最广泛的 HTTP 协

议重大安全漏洞 Host of Toubles，影响大

量 HTTP 软件，可以造成缓存污染、防火

墙绕过等攻击。他认为，该漏洞是由于不

同 HTTP 实现解析和处理 HTTP 请求中的

Host 头不一致造成的。通过利用这种不

一致性，攻击者只需要发送一个精心构造

的 HTTP 请求，便可以实现污染 ISP 缓存

人机同光 气剑合一

——清华大学网络安全宣传周之国际顶级安全会议和竞赛成果分享会

于旸
腾讯玄武实验室总监

张超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
空间安全研究院副教授

段海新
清华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
实验室主任

裴中煜
清华大学学生网络安全技
术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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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包括毒鱿鱼攻击）、	污染 CDN 缓存、

绕过防火墙、绕过 WAF 等攻击。这些攻

击，特别是污染 ISP 缓存攻击，对互联

网安全有重大影响，大规模测量结果显

示 97% 的 ISP 缓存都可以被他们发现的

攻击影响。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杜昆分

享了他们在 2016 年网络安全国际顶

级会议 USENIX	 Security	 的论文“The	

Eve r-Chang ing	 Laby r in th :	 A	 La rge-

Scale	Analysis	 of	Wildcard	DNS	 Powered	

Blackhat	 SEO”（《解构“永远走不出

的迷宫”——对蜘蛛池网络的大规模检

测》）。蜘蛛池是自 2015 年以来新兴的

恶意搜索引擎优化（blackhat	SEO）技术，

采用恶意手段，加速搜索引擎对推广网

站和推广关键词的收录和排名。他指出，

蜘蛛池操控关键词等信息，对搜索结果

的公正性造成危害。而且，使用蜘蛛池

做搜索引擎优化的往往是非法的产业，

因此也威胁着用户的安全。近期，他们

对这种新型的 blackhat	 SEO 的技术特征

进行研究并实现检测系统，与百度安全

事业部合作，对蜘蛛池网络进行了大规

模检测。到目前为止，共检出超过 238

万个蜘蛛池域名，获得了 1000 多个注册

蜘蛛池域名时使用的邮箱。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安全

研究院副教授张超基于他参加的美国国

防部的网络空间重大安全挑战（CGC）

项目经历，在会上做了《机器的崛起——

拥抱自动化安全攻防时代的到来	》主题

报告。针对软件和系统的攻防一直是网

络空间战场的重要问题。顶级黑客和安

全研究人员围绕攻击和防御的技术展开

了长期的博弈。目前高级的攻击和防御

技术都极大地依赖于研究人员的个人能

力，制约了网络空间整体安全性的提升。

为了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防部

DARPA 于 2013 年发起了 CGC 网络超级 摄影：常志东 

会议现场

陈建军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

杜昆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

刘煜堃
清华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
实验室硕士生、蓝莲花战
队队员

挑战赛，鼓励参赛队伍搭建自动化决策

系统，实现全自动地分析软件漏洞、攻

击利用漏洞以及防御漏洞。此次 CGC 机

器人超级大赛的七支入围决赛机器战队

之一 CodeJitsu，张超博士作为共同领队

参与，在分享会上，他系统地介绍 CGC

自动化攻防竞赛的规则，竞赛的组织形

式，各参赛队伍用到的代表性技术，并

分享机器大战以及人机大战的结果。

同时，作为获得 2016 年世界黑客大

赛 DEF	CON	CTF 决赛亚军参赛的队员之

一，清华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硕士

生、蓝莲花战队队员刘煜堃全方位介绍了

b1o0p(blue-lotus 与 0ops 联队 ) 参与 DEF	

CON	CTF	2016 的情况。

据了解，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清华大

学、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防科

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以及腾讯、华为等

150 余位网络安全研究领域学术界和产业

界的学者专家出席活动，并有 260 多位来

自世界各地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在线观看

了视频直播。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就实践

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与演讲嘉宾进行充分交

流，并共同探讨了网络安全学术领域的热

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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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Archie Cubarrubia

创建敏捷高效的数据体系

任何对于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

的改进都必须促进教育平等和学生成就。

当专家工作组参与讨论对各种数据系统的

改进时，一个关键问题是：向着哪个目标？

改进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是为了

提供信息支持实质性提升学生所享有的教

育和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针对那些过去忽

视了的学生，这一点的重要性需要反复强

调。只有对数据系统的改进能转化为对数

据的更好利用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成效，

这些改进才有价值。

本系列中的论文提出了对于国家高

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各个部门的改进

措施，并提出了有目的地推动当前的基

础设施演变成为一个繁荣体系的路线图。

这些论文所建议的改进组织主要有以下

几类：

一是加强现有的系统。现在就能够改

进目前正在用于采集、存储和传播教育数

据的数据采集和报告系统，并且这些改进

可以由现有的管理机构进行。

二是提升互操作性。可以互操作的系

统会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并降低重复劳

动。建立互操作性是能发挥作用的，例如

实现联邦机构设置的不同数据集之间的互

相连通和利用。

三是开发新的系统。某些情况下，通

过建设新的系统来对现有数据进行关联和

补充，可以弥补学生的教育机会、成本和

成效相关信息之间的缺口。如果能有单个

唯一的数据集，涵盖了所有的州和所有的

高等教育业务部门，它将成为一个实用统

一的数据来源，可以为政策制定、决策支

持、可问责性和消费者信息提供支持。

四是提升数据质量和利用水平。因为

数据最终都是由学院和大学里的个人填报

的，数据质量取决于这些人的职业能力和

专业水平。

在创建敏捷高效的国家高等教育数据

体系方面，作者们在论文中反复提出了若

干核心建议。

提升院校能力以报告准确、及时、相

关的数据。数据是现有的数据系统中的血

液，而且是准确、及时和相关的，这是论

文中的建议的隐含的前提假设。作为最主

要的数据生产者，院校如果不具备提供高

质量数据的能力，结构性地改进数据体系

的努力自然是徒劳的。

采集新的数据项，删除某些数据项。

许多论文呼吁增加某些数据项，或者从现

有的数据集合中删除某些数据项。例如，

若干论文呼吁建立单一的国家高等院校识

别码，增加工作职位分类信息，并根据失

业保险金记录识别工作的类型和时间。同

样，若干论文建议取消一些不再广泛使用

编者按

本论文以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所资助的研究为基础，是系列论文《展望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的一部分。2015 年 8 月，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HEP）率先召集了一个由全国高等教育数据专家组成的工作组，来讨论推动一系列改进数据基础设施质量的新兴方案，

为州和联邦的政策对话提供信息。作为成果的系列论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直接关心有关的技术、资源和政策考虑。本

文主要讲述如何创建一个敏捷高效的高等教育数据体系。

创建繁荣的高等教育数据体系 ( 连载二 )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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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项。IHEP 制订了一个技术标准指

南，建议在整个体系中使用共同一致的数

据定义。采用共同的数据定义会减少重复

并降低机构的报告负担，而且以此为基础

开发对政策制定者、消费者和院校而言实

用的、新的衡量标准和绩效指标。

提升数据的可用性。建立持续改进流

程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研究人员和院校个

体都无法访问体系中的大量数据。相应的

改进措施可以是开发更好的面向公众的业

务智能工具，允许院校访问更多的外部补

充信息（例如国家工资数据，其他院校的

入学数据等），并对某些数据集提供“研

究者专用”的受限用户授权。不管在什么

情况下，高等教育相关者都强烈要求提升

访问涵盖多个变量的非汇总数据的能力。

保持个人数据的隐私和安全。这些论

文强调了建立系统、流程和政策以保持数

据隐私和安全的重要性。在每个层面和每

个汇总级别上，这一点都很重要，对个人

数据更要明确地强调。所有对数据的利用

都必须符合适当的法律要求，并遵循行业

标准中的最佳实践。

改进数据集之间的关联。许多现有

的数据集可以通过相互关联来实现对范围

广泛的各种问题的进行回应的能力。这

些数据集包括了联邦的 IPEDS，FSA，国

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退役军人

事务部（Veterans Affairs），社会保障总署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全美新聘

雇员档案（National Directory of New Hires），

以及人口统计数据库；州一级的高等教育

学生单元记录系统和州一级的职业发展部

（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工资

数据库，包括了工资记录交换系统（Wage 

Record Interchange System, WRIS）和第二代

工资记录交换系统（Wage Record Interchange 

System 2, WRIS2）；NSC 数据；业务部门和

院校数据库等。阻碍这些数据关联的因素

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回避考虑，法律上的障

碍（理解中的或其他的），无法匹配的关

键数据域，以及财务上的考虑。对于创建

敏捷高效的数据体系而言，许多数据是现

成的；许多论文都认为，打破“竖井”并

使系统互相连接是一项高度优先的事务。

消除数据使用的法律障碍。本系列论

文的作者们认为，消除真实的或理解中的

对于数据采集、共享、存储和报告的法律

障碍是值得努力的。这些努力包括：修订

允许访问数据的“授权代表”的人员身份

的定义；专门授权在联邦和州政府机构之

间进行数据匹配；允许院校访问指定的数

据集；呼吁废除禁止创建联邦级别的高等

教育数据单元记录数据系统的禁令。非常

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论文作者们并

不是建议放松数据隐私和安全的规章和规

程；而是旨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同时允许更

加高效的数据流动。

这些论文的摘要和相应的建议都在表

1 中列出。这些建议囊括了短期的、易实现

并可以立刻见效的方案，以及长期的、富有

挑战的、志向远大的，并且需要时间、金钱

和努力的选项。然而要警惕的是只采取“快

速修补”的解决办法；为了确保我们不会在

二十年后继续对高等教育数据进行同样的讨

论，整体的解决方案才是保障。

贯穿全局的关注点

本系列论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关注点

强化了论文的内容，包括了如下方面。

数据治理

在敏捷高效的国家高等教育数据体系

的建构中，一个主要的关切是数据治理：

谁拥有这些数据，以及拥有对这些数据进

行采集、分析和传播的系统？现有的系统

是面向特定目标而建设的，因此进行改进

并不转移系统的所有权——即便是某些情

况下这样做会更加高效。成功实现改进努

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系统所有者共同行动

的意愿和能力。此外，数据采集者、管理

标题及作者 摘要

评估和改进州高等教育数据
系统
John Armstrong
Katle Zaback

许多州都有高等教育学生单元记录系统（postsecondary student unit record systems, 
PSURS），将学生整个教育生涯的记录与劳动力市场相结合。对这些系统的改进将有助于
增强各州的能力来制定有数据依据的政策。

构建学生数据系统
Ben Miller

联邦级别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生单元数据收集系统是回应今天和今后的政策问题的巨大希望，
但是目前被联邦立法所禁止。本论文探讨了创建这样一个系统的多种选项。

从教室到职场：利用就业数
据来测量劳动力市场成效
Rachel Zinn

学生的工资和就业成效有助于提升院校项目的开发、可问责性和学生选择的水平。最重要的
是要改进各方相关者对这些数据的访问。

促进州与州之间的数据交换
Brian T. Prescott
Patrick Lane

相互连接现有的州纵向数据系统（state longitudinal data systems）形成“联盟”模式，
从而使每个州内所管理的数据可以跨州访问，正在处于试行阶段。这个途径可以提供一个可
行的替代方案，以形成去中心化模式中的对高等教育数据的更多访问。

院校研究能力：联邦数据质
量的基础
Randy L. Swing

学校中的人的能力问题，即以提升学生成就和院校效率为目的而填报和使用数据的能力，贯
穿于州、联邦和全国数据采集和报告的各个相关议题中。 

利用我们的已知：联邦数据
系统的互联
David A. Bergeron

很多独立的联邦数据收集库在丰富高等教育的业务领域知识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例如全
美新雇员工目录（National Directory of New Hires, NDNH）、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的工资和收入数据、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学杂费和经济资助数据，国防部的军队招募数据以及退役军人事务部
（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等。通过法律和政治途径建立与这些数据收集库的互
联对于实现这一潜力至关重要。

全国学生信息交换中心：国
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的
必要部分
Afet Dundar
Doug Shapiro

全国学生信息交换中心（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是现有的一个国家层面的、
非政府的纵向学生单元数据的收集库，由高等院校自愿参与。它在采集和使用数据有相当多
的关键优点，同时其自愿参与的政策，以及数据不能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所用，也导致了一
定的局限性。

重新赋予 IPEDS 的“集成”
属性：改进高等教育数据集成
系统来回应当今的数据需要
Jamey Rorison
Mamie Voight

作为主要的联邦高等院校数据收集库，高等教育数据集成系统（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汇集的信息很有用但范围有限，因为它收集的是汇总数据而不
是学生级别的数据。在实施更加健壮和灵活的解决方案之前，可以将改进当前的数据收集库
作为一个中间选项。

理解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中的
安全和隐私
Joanna Lyn Grama

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上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在所有层级的数据采集、共享、访问和报告上都有涉及。

利用和改进 FSA 数据系统来
支撑政策分析
Colleen Campbell

联邦学生资助办公室（Federal Student Aid, FSA）隶属于美国教育部，负责采集申请和
接受联邦学生资助的学生数据。FSA 通过其系统所采集的业务数据可以在分析中加以更多
利用。

表 1  本系列论文的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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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者、以及他们的管理机构还需要解决

与系统互操作性有关的技术问题。

数据标准和定义

使得相关探讨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不

同的数据采集主体制定了不同的数据标准

和定义。例如，在某个毕业率的统计口径

中，在分母中包含的学生群体可能会因为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不同目的而有轻微的

差异，也许这对于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很重

要，但是这也会使学生和家长在考虑哪个

院校更合适的时候陷于困惑之中。业务领

域的相关者必须要为敏捷高效数据体系的

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建立一套通用一致的

数据标准和定义而面对挑战。通用教育数

据标准（Common Education Data Standards, 

CEDS）计划和业务领域驱动的高等教

育统计口径框架（Postsecondary Metrics 

Framework）在正确的方向了迈开了步伐。

数据利用

界定可允许的数据利用方式，不仅对

数据采集和共享的结构化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于在现有系统之间建立联系也是至关

重要的。此外，提高向公众和社群报告数

据的能力也是一项重要的现实考虑。在改

进工作和问责方面，提高院校利用数据的

水平也非常重要。因为数据的价值体现需

要由数据驱动的持续改进的文化，而这依

赖于学校领导层的推动。

数据政策

州和联邦的法律和规章可能会成为创

新的阻碍，但也可能会促进高质量的数据

采集和利用。现有数据系统的一些改进可

以在现有的政府管理机构中完成。一些其

他的改进则需要立法上的变革，例如要创

建一个联邦学生单元记录系统的话。政治

意志和远见在许多情况下是实现所提议的

改进措施的必要条件。

数据资源

如前所述，在每个层级上都要对成本

和收集进行有目的的分析，以对工作负担

加以了解和管理。本系列论文考虑到了数

据共享、汇总和仓储的显性成本，也考虑

到了潜在的规模效益，论文中的建议都会

带来各种各样的相关成本，都要逐个依据

收益加以衡量。因为数据报告会逐渐成为

常规性活动，很多改进措施可能会产生启

动成本，但会随时间不断减少，甚至更加

综合的系统的大型改造也是如此。

隐私、安全和院校研究能力

隐私和安全，以及院校产生高质量数

据的能力是两个贯穿全局的关注点，在本

系列中有论文对它们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因为无论对于单独的系统还是对于更大的

体系，这两方面对于成功实施建议中的改

进措施都至关重要。这两个关注点贯穿在

全体建议中。

通过维持隐私（无人能识别出个人身

份）和安全（未授权主体无法访问）来保

卫个人数据是必需的，没有商量余地。探

讨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哪些主体的哪些个

人应该出于何种目的才能访问哪些数据。

保护隐私和安全的最佳实践已经在教育行

业和其他行业（如医疗等）得到采用，而

当前还不存在一个实现对学生数据进行专

门且安全利用的、由法律和规章构成的法

律框架。

不同的方案在隐私和安全方面有不同

的隐含含义。例如，像 IPEDS 这样一个汇

总的、以院校为单位的数据集合，就不同

于州一级的高等教育单元记录系统和国家

学生信息交换中心这种采集以学生为单位

的数据的系统。州一级的高等教育单元记

录系统是根据对应的州法律和规章进行管

理的，在谁能够访问数据以及以何种目的

访问数据方面，除了联邦命令以外还有各

种等级的限制。因此，举例而言，在州之

间共享数据以确定学生在跨州院校中的学

习成效，就需要在各州的管理机构之间进

行仔细协商来寻求符合法律要求的数据访

问和使用方式。类似的是，州一级的失业

保险数据库与社会保障总署的工资数据所

适用的监管法律和规章也是不同的，因此

在访问和使用方式上也有不同的隐含条件。

院校产生高质量数据的能力。再敏捷

高效的数据体系的质量也不会超出其中的

数据质量的限制，至多只会和它一样好。

尽管质量控制是每个系统的特性，但是学

校中的个人仍然有可能无法履行采集、准

备和报告数据的职责，而且数据质量还依

赖于这些人对于每个系统的报告要求和其

中数据项定义的理解。几乎所有参与联邦

第四项资助项目认证的学院和大学都建立

了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职

能，用来支持关于学生入学、资源和学习

成效等方面的州、联邦和其他外部报告机

制。但是，在产出准确、及时和有关的数据，

并达到强制性报告要求和支持数据驱动的

决策方面，对 IR 职能的投入差别形成了

院校能力上的巨大差异。还值得注意的一

点是，向州和联邦报告数据并不是院校研

究部门的独有业务领域。经济资助职员、

学生注册职员和其他职员都承担了数据报

告职责。因此，即便是高等教育相关者们

付诸努力来改进州和国家的数据系统，他

们还必须同样提升院校的数据报告能力。

否则，对数据体系的改进都是徒劳的。

结论

本系列论文针对的是如何构建一个敏

捷高效的高等教育数据体系的问题，以满

足当下的、新兴的和未来的需要。提升利

用数据的能力来促进学生成就并消除平等

差别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前途光明的工作，

论文的建议只是这项工作中广泛努力的一

部分。

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投入效果所收受到

的质疑，明显变得更多和更加复杂起来。

政策制定者和倡议者，甚至是院校本身都

无法利用现有的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

施来回应这些质疑，因为它们繁重累赘且

不协调，处于不断滑入荒废境地的风险之

中。为了实现国家进步，我们必须抓住当

前的机会来创建一个敏捷高效的国家高等

教育数据体系，其中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

分相连通并基于其他部分而构建，才能使

这个事业中的每个相关者都聚焦在学生的

成就上，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翻译：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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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煜龙   陈越  包沉浮  夏良钊  郑龙日  卢永强   韦韬

Android 内核漏洞严重影响了 Android 平台的安全。一旦内

核被攻破，所有依赖内核完整性的安全机制都岌岌可危（比如

加密、进程隔离、支付、指纹验证等）。作为 Android 平台最

后的防线，TrustZone 也会受到威胁，因为内核可以从很多被信

任的接口向 TrustZone 发起攻击。因此，理想情况下 Android 生

态圈应该及时消灭内核漏洞。然而从 Google 的 Android Security 

Bulletin 上看，Android 内核漏洞的数量呈飞快上涨的趋势（图 1

所示）。虽然这代表着人们对内核安全的投入逐渐增大，但与此

同时这些漏洞一旦公诸于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得到修复，

导致越来越多的可以公开利用的漏洞变成了黑产手中的利器。纵

观近期几起影响全世界的重大恶意 malware 事件 [1-4]，它们都携

带了 root 工具，并且 root 的方法不是源自公开的 PoC，就是直接

重用了一些一键 root 工具的库。

人们经常宣称“Android 容易被攻击”或者“Android 不如苹

果安全”。但是，表 1 列出了几乎同时期 iOS 和 Android 内核漏

洞数量的比较，不难发现 Android 漏洞公布的频率甚至不如 iOS

多。虽然漏洞和漏洞并不能直接拿来比较（因为危害程度不一定

一样），但至少这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基准——至少苹果不是生来

就安全的，而且也需要定期修复大量的内核漏洞。只是因为 iOS

修补漏洞比较全面和及时，让人感觉它非常“安全”。同样地，

“Android 不安全”并不是仅仅因为漏洞频发，更重要的还是不

能像 iOS 这样及时地修复问题。

为何 Android 内核漏洞得不到及时修复？

第一，Android 的产业链过长：Android 生态系统产业链非常

长，从硬件厂商，到 Google，到手机厂商，再到运营商。每一个

环节都有自己的开发、质控、验证等复杂流程，有时候还会相互

冲突。这样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且有时甚至导致安全补

丁无法下发给用户。这个冗长的修补链条如图 2 所示。

第二，Android 系统碎片化过于严重：Android 系统的碎片化

是指世界上所有 Android 用户实际使用的 Android 版本、配置、

驱动等等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Android 系统碎片化已经成为了

业界共识，由于系统的开源性，用户、开发者、OEM 厂商、运

营商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种“碎片化”的程度异

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手机设备厂商已经失去了为所有

基于自适应热补丁的 Android
内核漏洞生态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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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的 Android 系统提供安全补丁的能力。图 3 所示为繁多

的 Android 品牌和机型。

根据 Google 官方发布于 2016 年 7 月的统计 [6] ：

1.Lollipop (Android 5.0) 发布于 November 2014， 但是仍然有

55% 的设备低于该版本

2.Google 已经停止为低于 4.4 版本的 Android 提供补丁，但

仍有 23% 的设备低于该版本

而在中国，由于对 Google 的访问被阻隔，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通过随机采样大约 200 万装有 Baidu App 的设备的手机，我们发

现：

1.80% 的设备低于 Android 5.0

2.42% 的设备低于 Android 4.4

第三，生态职能不匹配：其实最容易推进修复的是手机厂商，

但大部分手机厂商自身的碎片化现象非常严重，导致了手机厂商

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去修复漏洞。而对于安全厂商来讲，修复

漏洞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安全厂商是没有系

统授权的，除非先进行 root。即使 root，安全厂商仍然要面临不

同手机品牌更加严重的碎片化挑战。

案例分析

具体看 3 个著名的能被用来进行跨平台 root 的漏洞：第一个

是 CVE-2014-3153（Towelroot），公开和修补时间为 June 3, 2014 [7] 

；第二个是 CVE-2015-3636（Ping Pong Root），公开和修补时

间为 September 9, 2015 [8] ；第三个是 CVE-2015-1805，公开时间

为 April 3, 2014 [9] ，但直到 March 18, 2016 才在 Android 平台上修

复 [10] 。图 4 所示为这三个漏洞距今（2016 年 7 月）的时间跨度。

其中最短的也达到了 120 天。

图 5 所示为这三个漏洞在装有百度 App 的手机上的随机采

样结果。可见虽然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仍然有非常多的设备没有

得到漏洞修复。

AdaptKpatch: 自适应内核热修补框架

如何解决 Android 漏洞得不到及时修补的问题？对于跳过冗

长补丁链这个问题，学术界工业界已经给出了一些方案，比如

kpatch [11] , ksplice [12] , kGraft [13] , Linux upstream 的 livepatch [14] ，但

是这些方案并没有解决碎片化和能力失配的问题。更本质地说，

这些方案都依赖源码，对于没有源码的第三方不适用，更遑论补

丁的广泛适配。因此在第七届 HITB 会议上 [15] , 我们提出了内核

自适配修补的方案，称作 AdaptKpatch。其大致流程如图 6 所示。

简单来说，该框架在手机上探测存在的内核漏洞，向用户征

询是否修复。得到允许后，该框架 root 手机并收集必要的信息，

包括 kernel versions, symbol addresses, symbol CRCs 等。取决于设

备是否提供 insmod 或者 (k)mem 设备，框架会下载对应的模板进

行数据结构填充和 symbol 解析，并视情况对内核的一些动态校

验机制进行放宽。这些步骤完成后即完成补丁模板的适配，所生

图 3

图 5

图 6

成的补丁即可插入该设备的内核执行修补操作。具体的修补操作

和其他热修补方案无异，比如函数替换、调用替换、原地修补等，

此处不再赘述。 注意该框架只是热修复，因此每次重启都要重

新加载热补丁。如果某次启动发现前次启动因为热补丁而出现崩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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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afe）的动态语言

引擎（比如 Lua）来执行

补丁。这样一来补丁灵活

易维护，同时其执行可以

严格控制在引擎所允许的

范围内，也不担心因为溢

出、空指针引用等问题被

攻击劫持。

图 8 所示为绝大部分

kernel 漏洞攻击的原理。一般而言攻击者都需要灌入恶意的输入

来实现控制流劫持。因此 LuaKpatch 只需要在函数入口和函数中

读数据的位置插入检查即可，不需要给予补丁任意 hook 的能力。

具体来说，我们有如下限制：

1. 补丁可以 hook 函数入口，检查参数和环境。

2. 补丁也可以 hook 函数中的调用，前提是该调用返回的是

状态值（下文只有条件依赖），而不是指针等有数值依赖的返

回值（copy_from_user 满足这一条件，返回是成功或失败的状

态值）。

3. 补丁可以任意读，但不可写，更不能发送数据出去。

4. 补丁完成条件判断后，可返回正常或异常。这样当遇到攻

击输入时，内核随后的执行不会触及会被 exploit 的代码。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图 9 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fun 调

用了 foo 和 bar。其中 fun 的入口是允许被 hook 的，fun 中 foo

的调用前和调用后也是允许被 hook 的，因为 foo 返回值只有

条件依赖，而 bar 是不能被 hook 的，因为下文产生了数值依

赖（其中一个域被用作函数指针进行调用）。这样一来，攻击

者即使控制了补丁，也没法通过返回恶意数值来实现任意代码

执行。

我们为返回值只有条件依赖的函数生成了一个白名单，对于

一个目标函数，其调用只有在落在这个集合里时才能被 hook 检

查。而且注意 hook 发生在目标函数调用处，而不是被调用函数

的入口和返回处。我们称能在函数口作检查即可修复的漏洞为

Type I vulnerabilities，而如果还需要在函数体内对调用做 hook 检

查的，则称为 Type II vulnerabilities。稍后我们会给出两种漏洞的

数目。

图 8

图 9

图 10

图 7

溃，则放弃加载热补丁回滚到正常启动。

如果手机厂商愿意和第三方协作修复时，该框架可以最大化

发挥效益。厂商不再需要花资源和精力修补漏洞，只需要提供预

制的内核修补机制 / 能力，而安全厂商不需要再 root 手机和探测

漏洞，可以专注在修补漏洞上。这一合作模式如图 7 所示。基于

这一合作联盟，可有如下安全机制保证补丁的安全。

1. 厂商资质校验：只有有能力和名声好的厂商方可进入合作

联盟，各厂商所发补丁需签名验证；

2. 补丁审计：补丁发放前需要经过联盟里别的厂商进行安全

审计，防止引入新的漏洞或者后门；

3. 评价排名：类似于 App Store，用户可以对某个补丁进行

稳定性等方面的评价。其他用户可以根据补丁的既有评价选择打

还是不打。

LuaKpatch: 更灵活迅速，但是更严格

设计原理

AdaptKpatch 已经能很好地解决 Android 内核漏洞长期得不

到修复的问题了，但补丁仍然需要通过审计才能保证安全。因

此我们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LuaKpatch。其原理是用类型安全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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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我 们 基 于 Lua 实 现 了

LuaKpatch， 为 了 将 Lua 集 成

在 内 核 里， 很 多 改 变 借 鉴 了

lunatik-ng [16] . 比如数值应该修改

为整型而非浮点型。LuaKpatch

的代码大约 1 万 1 千行，其中核

心的与修补有关的代码大概 600

行。编译后 LuaKpatch 模块大小

为 800KB。厂商可以提前将这一模块集成于内核里，或者可以

借用 AdaptKpatch 里所介绍的内核模块自适应加载方法，后天

由第三方 root 手机后插入内核。

LuaKpatch 为 Lua 形式的内核补丁提供了如下接口：符号搜

索、hook（在指定位置插入 trampoline，保存现场并调用 Lua 补

丁的 handler 进行判定，然后回到指定位置的下一指令）、内存

读取、thread 信息获取。 图 10 为利用 LuaKpatch 修补 Towelroot

漏洞的实例。　　

有效性分析

如表 2 所示，近年几乎有代表性的能用来 root 手机的内核漏

洞 LuaKpatch 都能修补。前面提到的能在函数口作检查即可修复

的漏洞为 Type I vulnerabilities，而如果还需要在函数体内对调用

做 hook 检查的，则称为 Type II vulnerabilities。图 11 提供了这两

类漏洞的比例，大部分漏洞还是可以简单地通过在函数口进行检

查来修补的。万一遇到 LuaKpatch 不能修补的漏洞，可以回滚到

AdaptKpatch 方案进行修补。

性能测试

我们用 CF-Bench [17] 在装有 Android 4.4 的 Nexus 5 上测了四

种情况：不打补丁，用 LuaKpatch 修补 Towelroot，用 LuaKpatch

修补 Ping Pong Root，用 LuaKpatch 修补二者。 结果如图 12 所

示——LuaKpatch 完全没有带来任何性能损耗。这是预料之中的，

因为提权内核漏洞往往出现在平时无法触及的执行路径上，修补

后并不对正常执行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知道一旦被触及，LuaKpatch 的开

表 2

销是多少。因此我们测试了 chmod 系统调用的原始执行时间、

打上补丁但是补丁直接 return 的执行时间（相当于只是现场保

存恢复和 Lua 进出的开销）、打上补丁且补丁做一次条件判断

的执行时间、打上补丁且补丁做一次内存地址读的执行时间、

打上补丁且补丁做一些列综合操作（变量操作、内存读、条件

判断等，模拟一个比 Towelroot 和 Ping Pong Root 补丁更复杂的

补丁的操作）的执行时间，其结果如图 13 所示。可见即使在复

杂补丁的执行下，也只多了 3.74 微秒的开销。这仅仅是 chmod

正常执行的 4%。

基本上，在我们的测试里，LuaKpatch 补丁都能在 5 微秒的

开销里完成任务。未来会把 LuaKpatch 的引擎换成 LuaJIT [19] ，性

能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基于本文所述 AdaptKpatch 和 LuaKpatch 技术，Android 修补

流程可以改进成如图 14 所示。对于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几天

内推出补丁的，可以用 LuaKpatch；对于 LuaKpatch 不能解决的

问题，可以经过补丁审计后用 AdaptKpatch 方案推出；最终冷补

丁可以永久性地修补相应问题。基于这一流程，Android 内核漏

洞长期难以被修复的问题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我们呼吁 Android 生态圈建立一个开放协作的联盟，包括手

机厂商、安全厂商和其他 Android 社区的成员。这个联盟将具有

图 12

图 14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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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龚真强 （Neil Gong）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网络平

台。用户用社交网络相互通信、传播信息、

以及扩大社会影响力。在一个社交网络中，

一个用户通常有朋友、行为数据、内容数

据、以及属性数据。举例来说，行为数据

可以是一个用户喜欢过的网页、电影、书

或移动 App。内容数据可以是一个用户写

的博客、上传的照片等。属性数据包含用

户的身份、性别、年龄、性取向、政治倾

向、宗教信仰等等。有些用户在社交网络

中公开自己的朋友，行为，内容，以及属

性数据。然而有些用户选择不公开或者不

提供自己的某些数据，比如各种属性。总

的来说，一个社交网络可以看作是公开数

据和隐私数据的结合。

本文介绍针对社交网络用户的属性预

测攻击。属性预测是社交网络用户面临的

一个严重的隐私和安全攻击。在一个属性

预测攻击中，攻击者首先收集社交网络中

用户的公开数据，然后利用机器学习、数

据挖掘方法来预测目标用户的隐私属性。

攻击者可以是任何对用户属性感兴趣的个

人或组织，比如社交网络供应商、广告商、

黑客、数据经纪商等。社交网络供应商和

广告商可以利用预测的属性来提供定向广

告，从而提高盈利。黑客可以利用预测的

属性来进行定向的、更有效的社交工程攻

击，比如黑客如果知道一个用户毕业的学

校，黑客给这个用户发送恶意网址的时候，

可以将该网址描述为与该用户学校相关的

信息，从而提高用户点击恶意网址的概率。

数据经纪商可以将预测的属性数据卖给广

告商、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从而获得

经济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攻击者可以利

用预测的属性将用户在不同社交网络的账

户关联起来，甚至将网络中的数据和线下

数据关联起来，形成更全面的用户数据，

从而造成更大的隐私和安全隐患。

1. 基于写作风格的作者身份预测

有些用户在发表一些敏感的文字内

容时，常常选择匿名。这些敏感的文字

可能涉及政治话题，或者敏感的个人生

活、健康问题。所以，准确的预测这些

敏感文字的作者会对作者造成极大的伤

害。在网络犯罪取证中，IP 地址可以作

为一个基本的定位作者的信息。然而，

社交网络中的用户属性预测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是漏洞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在 LuaKpatch 和 AdaptKpatch 提供的和作

平台上，大家可以分担修补的难题，共

享其成；

二是对于 AdaptKpatch 的场景，越多

的参与者意味着更多更安全的补丁审计；

三是整个 Android 生态圈应该一起将

这个热修补流程维护成统一的标准，防

止在当前设备碎片化之上又引入了修补

方案的碎片化，导致最终还是各方分散

力量修补漏洞、难以规模化有效地解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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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可以利用 VPN，Tor 等手段来回避基

于 IP 地址的分析。

第一个攻击基于写作风格的作者身

份预测攻击 [1]。该攻击的理论基础是不同

作者有不同的写作风格。具体的说，两个

作者在表达同一个事物时，会选择不同的

字或词语，或者对同一个字的使用频率有

所不同。比方说，一个用户会频繁地使用

“我”，而另一个用户可能会频繁的使用“我

们”。从机器学习的角度来看，作者身份

预测攻击是一个多类分类的问题。首先，

攻击者收集一些公开的文件，比如博客。

攻击者从每一个文件中提取出刻画写作风

格的特征。我们设计的特征包含某些特定

刻画写作风格的词的频率、句子的语法结

构等。提取出特征后，每一个文件被表示

成一个高维的向量。然后攻击者利用机器

学习来训练分类器去区分开各个用户。简

单的说，给定一个文件，该分类器可以预

测该文件的作者。当攻击者得到一个匿名

文件时，攻击者首先提取出同样的写作风

格特征来将该文件表示成一个高维向量，

然后利用提前训练好的分类器来预测该匿

名文件的作者。

攻击者可以使用任何分类器，比如

说支持向量机。在文献 [1] 中，我们尝试

图 1  社交 - 行为 - 属性异构图示例

了各种广泛使用的分类器。我们发现，

作者身份可以被准确的预测。具体地说，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考虑十万个用户。

给定任意一个用户的文件，我们可以在

20% 的情况下准确地预测这个文件的作

者。对于某些文件而言，我们甚至可以

在 80% 的情况下准确预测文件作者！如

果一个攻击者不使用我们的攻击，而是

随意猜测，那么该攻击者准确预测作者

身份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另外，在

文献 [1] 中，我们只使用了基本的分类器。

攻击者可以利用更强大的分类器（比如

深度学习、集成分类器）来进一步提高

准确率。

 2. 基于社交朋友和行为的属性预测

第二个攻击是基于社交朋友和行为的

属性预测攻击 [2]。常言道，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一个用户的属性和该用户的朋友

的属性息息相关。举例说，如果一个用户

一半的朋友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那么该用户很大可能也是毕业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另外如果一个用户喜欢的应

用 App 大部分被中国人喜欢，那么该用户

也很有可能来自于中国。基于这些观察，

我们提出了利用用户的朋友和行为数据来

预测用户的隐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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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朋友和行为面临很大的挑战，因

为这两种数据有天壤之别。为了解决这个

挑战，我们提出了一个社交 - 行为 - 属性

的异构图模型，把朋友、行为和属性这三

种迥然不同的数据结合在一起。图 1 是一

个社交 - 行为 - 属性的异构图示例。一

个社交 - 行为 - 属性的异构图有三种类型

的节点，分别对应用户、行为对象和属性

值。相应的，一个社交 - 行为 - 属性的异

构图有三种类型的边，分别是用户之间的

边、用户和属性值之间的边、和用户与行

为对象之间的边。用户和属性值之间的边

表示该用户有该属性值。用户和行为对象

之间的边表示该用户对该对象做出了某种

行为，比如如果一个行为对象是一个移动

App，那么行为可以是喜欢、评论。基于

社交 - 行为 - 属性的异构图模型，我们提

出了一个新的基于图挖掘的攻击算法。对

于一个目标用户，我们的算法通过分析社

交 - 行为 - 属性异构图的结构，得出每个

属性值属于这个用户的可能性，然后预测

该目标用户的属性值。

通过在多于一百万 Google 用户的数

据集上测试了我们的攻击算法，这些数据

中包含了用户的 Google+ 朋友、属性值、

以及喜欢过或者评论过的 Google Play 上的

移动 App、书、电影等。结果显示，我们

的攻击算法可以在大约 60% 的情况下准

确预测一个用户所居住的城市。对于某些

用户，准确率甚至可以达到 90%。

（作者单位为爱荷华州立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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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芬兰

科学院和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于 2014 年

共同启动了“美芬无线创新”（WiFiUS）

项目，为延续该项目取得的成果，推动两

国在无线通信与网络尤其是物联网（IoT）

方面的合作研究，2016 年 8 月，NSF 发

布了最新的项目招标指南，要求相关提案

需解决以下三个领域的挑战。   

（1）IoT 架构与协议

IoT 能实现不同应用场景的信息交流，

但需要包括吞吐量、时延和能效在内的独

特性能保证。该领域需解决因 IoT 系统及

应用的多样性和异构性日增而出现的设

计、建模、性能分析、优化等挑战。

（2）认知 IoT 系统

无线网络在许多新兴 IoT 系统中都起

着核心作用。这些网络不仅是信息传输通

道，还将网络功能与通信、计算和存储结

合在一起。IoT 系统中的海量信息可用于

改善整个通信与网络性能。该领域通过

IoT 环境中的各种设备和协议解决时 - 空

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和存储，并使

用这些数据改善网络性能、提高用户体

验质量。

（3）IoT 的安全与隐私

新兴 IoT 系统包括大量设备与高度多

样化的应用。由于难以在 IoT 系统的整个

生命周期为设备提供物理保护，并实现关

键材料的初始化和安全保护，基于密码学

的传统安全方案变得捉襟见肘。该领域寻

求能利用基础物理性能的创新性技术，以

提升安全、保护隐私、确保可恢复性、改

善可用性，并支持可扩展性和极端的异构

性与移动性。

7 月 22 日， 国 际 电 联（ITU） 发 布

《2016 年信息通信技术事实与数字》报告。

报告显示，尽管 ICT 服务价格一降再降，

但全球仍有 39 亿人无福消受互联网上提

供的大量资源。目前，发展中国家在网

民总数中占了大头，其用户数已高达 25

亿人，发达国家则为 10 亿人。但两者的

互联网普及率数字却大相径庭，发达国

家为 81%，而发展中国家则为 40%，最

不发达国家更是低至 15%。报告还得出

以下结论：

1. 移动宽带增长放缓

移动电话的覆盖现已几近无处不在。

据估计，约 95% 的全球人口已得到 2G 蜂

窝移动网络的覆盖。在过去三年间，先进

移动宽带网络（LTE）的发展如火如荼，

目前已覆盖近四十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

的 53%。不过，尽管移动宽带用户数在发

美国与芬兰联合开展无线创新研究

国际电联发布《2016 年信息通信技术事实与数字》报告

展中国家继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且其普

及率已接近 41%，但移动宽带普及率的增

长却呈总体放缓之势。

２. 固定宽带在发达国家增长最强劲

2016 年，全球每 100 名居民预计约

有 12 名居民有望成为固定宽带用户，其

中欧洲、美洲和独联体国家的普及率将独

占鳌头。中国的强劲增长推动着亚太区固

定宽带的发展，该地区 2016 年底的普及

率预计将超过 10%。

３.ICT 价格继续下跌

目前，移动宽带服务的价格已比固

定宽带服务更为亲民，基本固定宽带套

餐的均价是可比移动宽带套餐均价的两

倍以上。截至 2015 年底，83 个发展中

国家已实现宽带委员会的价格可承受性

目标。

４. 数字鸿沟意味着全球有一半人口

仍处于离线

截至 2016 年底，逾半数全球人口（39

亿人）仍将无法使用互联网。欧洲家庭的

上网率为 84%，而非洲地区则为 15.4%。

５. 全球在线性别差距拉大

在世界各地，互联网普及率均是男性

比女性更高。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性别差距

从 2013 年 的 11% 升 至 2016 年 的 12%。

性别差距最大的地区为非洲（23%），最

小的地区为美洲（2%）。

６. 互联网带宽

截 至 2016 年 初， 国 际 互 联 网 带 宽

已达到 185000 千兆比特每秒（Gbps），

2008 年最低时仅为 30000Gbps。不过，带

宽分布在全球各地并不均衡，在许多发展

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带宽不足仍是改进互

联网连接工作的主要瓶颈之所在。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来源：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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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8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99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77B； 其次是南

非，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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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B； 其次是摩

洛哥，48B。

8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 有 526 个， 其 中 亚 太 218 个， 欧 洲

179 个， 拉 美 98 个， 北 美 26 个， 非 洲

5 个，分别来自 63 个国家 / 地区。申请

个 数 最 多 的 是 中 国，169 个； 其 次 是 巴

西，78 个。8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

为 1584*/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

中国，169*/32；其次是荷兰，128*/32。

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

8 月全球 63 个国家 / 地区申请 IPv6 地址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8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8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09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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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0.05 1.52 7.23 2018-06-20

APNIC 51.76 0.21 0.46 52.43 2011-04-19

ARIN 100.29 0.39 0 100.68 2015-09-24

RIPENCC 48.06 0.05 0.85 48.96 2012-09-14

LACNIC 11.02 0.3 0.05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6.79 36.32 2.89 256 /

个，IPv6 地址申请 3 个，EDU.CN 域名注

册 8 个。

最多的是英国，9426*/32；其次是中国，

1614*/32。

8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6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8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随着高校的陆续放

假，8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7 月有所下降，从主干网的流

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7 月入流量减少了 26.57G，出流量减少

了 29.44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7 月入流量增加了

1.73G，出流量减少了 4.41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

比于 7 月入流量减少了 7.37G，出流量减少了 1.39G。从 CERNET 主

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

地区次之，华东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华东北地

区第二，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所示为 2016 年 8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07.08G           出流量：220.91G

图 1  2016 年 8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80G              出流量：53.89G    

图 2  2016 年 8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8月

NOC2016 年 8月

8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207G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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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9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9 月值得关注的安全事件

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本次宣传周的规

模空前，活动涉及全国各个城市，有很多

学校也组织了自己的网络安全宣传周。这

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高层对网络安全工作

的关注能够为今后学校的网络信息安全工

作的开展带来便利。但是需要提醒的是，

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是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绝不是单靠一年一次的安全宣传周就能搞

定的，它需要融入到日常学习和工作的方

方面面当中去。

9 月，多个漏洞众测平台因为法律原

因被关闭，被通报出来的网站漏洞数量继

续大幅减少。

得益于比特币交易的不可追踪性，比

特币敲诈病毒层出不穷。近期还出现了专

门针对服务器（Linux）系统进行攻击的

敲诈病毒，管理员应该提高警惕，及时在

安全的地方备份数据是针对比特币敲诈病

毒的最好防范办法。

9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 9 月份的例行安全公告数量

较多，共 14 个，其中 7 个为严重等级，

7 个为重要等级。这些公告共修补了包括

Windows 系统、IE 浏览器、EDGE 浏览器、

Office 软件、WEB APP、Exchange server

及 Flash player 中存在的 50 个安全漏洞。

用户应该尽快更新相应的补丁程序，公

告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参 见：https://te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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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aspx

2. Oracle 公司的 MySQL 数据软件被

爆出存在一个远程执行漏洞，mysqld_safe

脚本中在加速 / 处理内存时会采用“malloc_

lib”变量作为辨别标记选择性加载 (preload

方式，该变量可被 my.cnf 控制。远程和

本地的攻击者均可利用漏洞在 MySQL 客

户端篡改 my.cnf，进而可获取 mysqld_safe

所调用的 Mysqld 进程执行权限，以 ROOT

权限执行代码，完全控制 MySQL 数据库。

要利用该漏洞需要有一个普通的 MySQL

用户权限。目前厂商还未针对该漏洞进行

修补，预计在 10 月份的第三季度的例行

更新包中会有更新。在没有补丁之前建议

MySQL 管理员执行以下操作：

1. 确 保 MySQL 的 配 置 文 件 不 被

MySQL 用户所拥有；

2. 关闭数据库用户 File 权限。

3. CISCO 公司的 IOS 系统被爆出存

在内存泄漏漏洞，IOS 系统被广泛应用于

CISCO 公司的路由器和防火墙中。利用这

个漏洞攻击者可以直接读取 CISCO 设备

内存中的明文信息，这些信息原本应该是

以加密的形式传输的。目前 CISCO 公司

已经针对了该漏洞发布了检测工具，但是

还未发布补丁程序，建议使用相关设备的

用户尽快联系厂商的技术人员来确定自己

的产品是否被波及。

4. Openssl 官 方 在 9 月 22 发 布 了

Openssl 新 版 本 更 新（1.1.0a、1.0.2i、

1.0.1u），新版本修补了之前版本中的多

个安全漏洞，其中包括一个存在于 SSL/

TLS 协议中的 SWEET32 碰撞攻击，如果

攻击者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已知的相同明

文加密后的密文数据，就可能破译出其

他的密文。为了应对这个漏洞，Openssl

将在随后的版本中默认禁用相关的加密

算法（DES 和 3DES）。值得提醒的是，

安全人员随后在 1.1.0a 版本中又发现了

因为修补漏洞造成的新的远程代码执行

漏洞，为此 Openssl 官方又在随后发布了

1.1.0b 版本。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多城多校协同举办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安全提示

Mysql 数据库软件在高校的使用范围

非常广泛，此次的漏洞需要有合法的用

户登录到数据库系统后才能进一步利用，

因此对一般的系统影响不大，但是对于

那些本身就需要提供 Mysql 数据库账号

给用户的系统服务（如虚拟网站服务）

就要小心了。

63%

25%
12%

2016 年 8 月 ~9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83%

17%

32% 14%

5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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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出流量

同比增加 60%

文 / 郑志延

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76%。

受 暑 假 影 响，8 月 CNGI-CERNET2 主 干 网 流 量 相 比

7 月 略 有 减 小，8 月 入 流 量 均 值 为 16.60Gbps， 相 比 7 月 减

少 了 12.74%， 与 2015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加 了 59.44 ％；8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18.70Gbps，相比 7 月减少了

12.21%，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62.85%。

8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 7 月相比略有降低。8 月

入流量月峰值为 7.26Gbps；出流量峰值 6.07Gbps。

从 8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3 来看，北邮、北京（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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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平均值为 3.283Gbps；其次是北京（清

华大学）节点，其均值为 3.29Gbps，占 19.84%；第三位是沈

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2.12%。

从 8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4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

流量最高 , 其流量为 3.75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20.04%；其

次是北邮节点 , 占到总出流量的 16.57%；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

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9.11%。

图 3  2016 年 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6 年 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1  2016 年 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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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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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3 日，为庆祝上海教育

与科研计算机网（SHERNET，简称“上

海教科网”）开通 20 周年，由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信息中心主办的上海教科网二十

年发展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办。

此次论坛以“顶天立地，继往开来”

为主题，上海教科网创始人、原上海市

教委主任张伟江，上海市教委副巡视员王

志伟，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王宏，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吴建平等嘉宾应邀出席论坛。上海教育系

统各相关单位信息化工作负责人及专业技

术人员、业界人士近 300 人参加了论坛。

王志伟副巡视员在致辞中介绍了上海

教科网（SHERNET）的发展情况。1996

年 1 月上海教科网（SHERNET）正式开通，

由此拉开了上海市教育系统全面推进教育

信息化的序幕。经过 20 年的发展，上海

教科网（SHERNET）整合上海市基础教

育专网，在 2000 余公里教育光缆基础上

形成了 IPv4/v6 双栈、100G 核心主干带宽、

37G 互联带宽、覆盖 3000 余家各级各类

教育单位、承载各类教育应用的上海教育

城域网（SEMAN），并建立了由 40 人组

成的上海教育城域网（SEMAN）技术管

理员队伍以及初步的运行管理体系。

吴建平院士代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 CERNET 向上海教科网开通 20 周

年表示祝贺，并以“网络空间安全的挑战

和机遇”为题发表演讲。吴院士从网络空

间基本内涵和起源说起，分析了网络空间

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介绍了互联网基础

设施的安全威胁，提出了对发展网络空间

安全的若干思考。作为国务院网络空间安

全一级学科评议组负责人之一，吴建平还

介绍了“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概况

及设置的必要性并强调，当前要充分提高

网络空间安全认识，牢牢把握网络空间安

全发展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抓住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实现跨越

式发展；通过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加强网

络空间安全人才的培养。

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主任王明政总结

了上海教育信息化工作近年取得的成果，

并展望“十三五”，未来将持续优化、构

建良好的教育信息化基础应用环境，提升

上海教育管理信息化的水平。

此 次 论 坛 对 长 期 为 上 海 教 科 网

（SHERNET）发展做出贡献的同志进行了表

彰，授予张伟江等 15 位同志为上海教科网建

设二十年无私奉献奖，授予顾一众等 20 位同

志为上海教科网建设二十年工匠精神奖。

“专家论坛”环节紧贴此次论坛主题，

分为“无私奉献，顶天立地”和“不忘初

心，继往开来”两个子环节进行。

上海教科网创始人张伟江、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原上海教科网专家组负责人汪

为农、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副总经理何剑鸣、

上海市科技信息中心主任董美娣、原同济

大学网络中心主任崔子筠上海交通大学网

络信息中心主任顾一众、复旦大学信息办

副主任闫华、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办主任沈

富可、上海师范大学信息办主任高伟勋、

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总工朱宇红等参与两

个环节讨论，共同回顾了上海教科网的发

展历程，分享了多年来从事信息化工作的

体会和经验。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

士、 中 国 教 育

和科研计算机

网 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

任、 清 华 大 学

教授

王志伟

上海市教委副

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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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网络发展都非常迅猛，这

20 年来上海教科网有幸得到各方的支持，

形成了正确的建设方向，一步一步向前迈

进。在创立初期，我们认为上海教科网要么

不做，要做就做到第一，始终要“顶天”。

在“立地”上，我们必须要辐射到每一个部

门和学生。早在 2006 年我就提过，中国的

教育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而上海的教育

水平又处于全国领先。相信教科网必将成为

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之一，未来下一代年轻人也一定胜过我们这

一代，将更加促进教科网发展。

上海教科网发展历程可以归纳

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初创期

（1995-1999 年），早在 1995 年下

半年就开始筹建，1996 年 1 月上海

教科网（SHERNET）正式开通，

由此拉开了上海市教育系统全面推

进教育信息化的序幕；第二个阶段

是 2000-2011 年，共建光纤高速教

育城域网；第三个阶段是 2001 年至

今，上海教科网规模进一步扩大，拥有 37 个主干节点，

100G 的主干网络，覆盖所有的区县。

在初创时期，随着接入学校的增多，带宽的压力越

来越大，各方协力合作，缓解了这一问题。带宽问题、

线路问题一直是制约上海教科网发展的瓶颈，1999 年我

们就已经开始酝酿上海高校要自建光纤网络，在教委的

支持下决定主干网络建设光缆。这个光缆工程为上海教

科网的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保障，在这个光缆的基础上

建立了高速网，双环核心为 1.25G，外环是百兆。

除了光缆工程外，上海教科网的运维除了有老专家

和年轻骨干的支持外，各校在运维第一线的教师也为此

付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总工朱宇

红，她一方面将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传达到专家组和

各个学校；另一方面，这 20 年来，在老专家逐步退去之

后，还带领新的教师们持续前行，完成第三阶段网络建设，

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地方。

当时教育网要求高带宽，电信运营商无

法提供，学校之间想要互联，如果用电信的网

络那么费用就比较高。正如每个家庭都想要自

己的厨房，哪怕外面饭店的饭菜再可口。因此，

上海教科网的建设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如果

没有现在自主的网络，那么学校可能还是会受

到运营商的制约。从全市角度来看，拥有一张

自主可控、开放共享的网络是教育信息化最根

本的一件大事。

承上启下，通力协作

汪为农

原上海教科网专家组

负责人

张伟江

上海教科网创始人

教科网将成为世界最先进网络之一

上海教科网走过了 20 年发展历程，留下

了很多财富，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了

一批实际在信息化行业中打拼的人，这批人

沿着老一辈专家领导指示的方向前行。我个

人理解的工匠精神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要

具有实践精神，第二个是要有一定的想象力。

未来，还要再去迎接下一个 20 年，目前

上海市教委已经牵头制定上海教育信息化顶

层设计，其中“一网三中心两平台”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可持续发

展的平台架构，使得更多教育信息化的工作者和各方面力量参与进

来。我们坚信，教科网的明天会更好。

上海教科网是上海信息港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是 1998 年进入复旦

大学工作。与当时建设教科网的老

专家们一起，将节点一点一点建设

起来。北京、上海是中国教育的高地，

依靠教科网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人

才，在复旦大学有一门军事理论课，

全国 20 万人通过网络同上一门课，可以把优秀的教育资

源通过网络辐射到全国。如果没有这张网，那么许多教

学工作都无从谈起。未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张

网建得更壮、更强！

高伟勋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办

主任

拥有一张自主可控、开放共享的网络

闫华

复旦大学信息办副主任

把优秀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辐射到全国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办

主任

让更多的力量参与教科网建设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上海教科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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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科网自建设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上海

教科网实现了大、中、小学全面覆盖，同时，全面支持多项应用，

如上海教育统一音视频平台、跨校认证联盟、云资源服务平台

等，有力支撑了教与学方面的改革。

上海作为全国教学改革的一个试点，教育资源该如何配

置？如今的环境下对于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越

来越突出。实现个性化教育是一个配套的系统工程，要有足够

的师资力量和教师水平来实现个性化的教学培养。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

和学习方式，这种改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现在每个人都

在使用手机，并充分利用着碎片化的时间通过手机进行阅读、

处理事务等，因此学习也可以变成碎片化的学习。碎片化学习

的好处是能够充分利用时间，但也有一定的缺点，可能会缺乏

思维训练，甚至会影响整体思维能力的提升。在新的环境下如

何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去支撑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是一个大

的课题。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方案里中提出了四大目标：一是优质均

衡发展；二是教育质量和保障机制还需提升；三是形成现代化

的教育治理体系；四是如何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和上海经济社

会的发展能力提升，比如高质量人才培养等。

在上海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中，包括“一网三中心两平

台”。“一网”是指教科网，它是整个教育信息化生态圈最

核心的基础。从目前情况来看，教科网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

不错，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要保

障网络运行的稳定服务可靠，也面临一定的挑战：第一，教

科网与运营商的网络不同，运行机制和投入经费的方式也不

相同；第二，加强安全保障，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第三，

内外带宽按需提升；第四，顺应技术潮流，适时地进行升级

改造。

“三个中心”是指教育数据中心、教育资源中心和教育认

证中心。数据中心不仅是在全市层面通过集约化的建设来提供

硬件基础资源，包括主机，服务器等，同时也是希望把各类数据

进行有效地整合、梳理、共享。现有数据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数

据不规范、不一致、不统一、不准确就很难形成良好的管理和决

策支撑。

“两个平台”，一个是关于智慧教学的平台，另一个则是教

育管理和决策支持平台。

主要包括五大方面的任务：一是关于如何持续优化构建良好

的教育信息化的技术运用环境；二是关于深度融合教与学的改革

打开新的局面，在“十三五”期间，要把技术和教学，特别是教

学环境和方式的变革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三是关于如何优化创

新支撑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四是提升教育信息化管理能力；五

是持续优化构建良好的基础环境。其目标是建立高速可用、安全

可靠、可信共享、泛在开放、绿色创新、持续发展的环境。而对

于每个学校来讲，继续深化智慧校园建设，提升网络保障能力仍

然是一个工作重点。

从本身的发展来看，上海教科网也产生了一些变化：第一

个变化是技术架构的融合化。目前数据中心云计算中一个新的

方式叫超融合架构，超融合架构中计算资源，网络计算存储等

都是软件定义的，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数

据中心。从网络本身到面向服务都会有一定的提升，使用起来

更便捷、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第二个变化是公共基础设

施的公共化；第三个变化是运行维护的社会化，目前采取了购

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对网络进行维护运行，未来将会有更多

的社会化服务加入进来。同时，我们也在研究运营机制，充

分利用网络资源，拓展其他业务；第四个变化是服务内容的

多样化。

不论教科网的存在形式、基础架构、维护方式如何变化，教

科网必然是长期存在的，并将持续地发挥核心基础和关键支撑的

作用。

（本文根据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主任王明政在“上海教科网二十年发展论坛”上的讲

话整理）

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主任王明政：

应充分发挥教科网独特地位与作用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上海教科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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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发挥教科网独特地位与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

云部署方式主要是私有云，公有云涉及到部

分托管业务。

北外云技术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最早可追溯到 2009 年底，当时底层硬件

采用 HP 刀片 +HP 存储，将计算资源、存

储资源进行了虚拟化，融合在一个大的资源

池里进行统一分配调用，也就是虚拟化技术。

第二阶段起始于 2013 年，北外采用

了分布式架构。硬件选型参照了阿里巴巴

的“云梯”计划，当时“云梯”分布式

主机达到了上万台，并经过实验室进行了

硬件兼容性测试。学校自行采购最终选型

的机架式单机硬件配件组装，资源达到

12 核 CPU、128G 内存、64T 存储空间、

双万兆网卡。北外在硬件基础上，部署

Hadoop 系统，将所有硬件资源进行了动

态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了“北外

云盘”，为全校师生提供云存储服务，可

以提供校内师生每人 2T 私有空间，理想

上传下载可达到 100MB/s。

北外主页在 2010 年开始托管到新浪

云平台，后来转至电信云平台；“数字北外”

应用平台采用互联网产品，从 2015 年起

托管到电信云平台；“北外邮”电子邮件

系统 2015 年起托管到企业邮箱。今后还

有部分非核心业务通过购买云服务的模式

运维，提高用户满意度。

公有云与私有云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于

数据的掌控，采用公有云服务，则必须将

数据托管于云服务商的数据中心，对数据

的掌控力度自然减弱，但是公有云的资源

价格优势、运营维护能力以及网络的防护

是私有云所不能比拟的。

公有云要实现大规模的应用，企业的

规模、企业的技术实力、公信力以及对于

终端用户的重视程度都会是最终选型的关

键，而价格是比较敏感的因素。为追求更

高的性价比，公有云提供的硬件资源、网

络资源必须要稳定，可以长期不间断地提

供服务；公有云企业需要确保数据的安全、

稳定，确保信息安全；公有云企业提供的

服务应该是多元化、定制化的服务，以满

足不同用户的需求。用户在保证数据安全

的前提下，按照自建和外包的性价比自行

选择是否使用公有云。

而对私有云来说，需要较大的技术力

量的支持。其所需要的技术力量主要有以

下几部分：

 1. 私有云系统的选型以及对于系统

的搭建、运营、维护

 利用虚拟化技术对 IT 基础设施提供

的物理计算、存储资源进行整合、池化，

实现资源随需调配和回收的应用模式。因

此，系统的运行稳定性、兼容性以及问题

故障的处理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企业的信

息系统的稳定。

2. 私有云系统的二次开发

私有云提供的多是基础的应用，而对

于企业、高校等，有很多应用是无法满足

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以满

足多元化的业务需求。

3. 私有云的安全

私有云整合硬件资源、计算资源、网

络资源等于一体，必将对于安全的运营提

出很高的要求，一旦某一个点出故障或被

攻击，很容易导致其他的服务系统受到威

胁，因此，基于私有云的安全策略、安全

运维将是非常重要的技术需求。

4. 技术的迭代

现在的信息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私有

云的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如何能够及时跟

上技术的发展，能够采用更好的方式服务

于企业、高校，就需要技术团队不断去学

习；同时为了适应人员流动造成的技术断

档，必须在企业内部形成更有效、系统的

人员培训、迭代机制。

最近，由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云计算白皮书 (2016 版 )》显示，2015 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 378 亿元，整

体增速 31.7%。其中专有云市场规模 275.6 亿元，年增长率 27.1%，预计 2016 年增速仍将达到 25.5%，市场规模将

达到 346 亿元。对于教育领域来说，云的架构更加多样化，各校之间的差异尤其大。那么，在高校，云要实现大规模应

用面临哪些挑战与问题？如何选择云的部署方式？本期专家视角通过自身学校的实践试图回答此问题，您可以通过发送

邮件到media@cernet.com参与讨论。

杨红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

公有云与私有云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数据的掌控

公有云VS私有云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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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作为现代 IT 中一种重要的信

息化技术，从其诞生之初就受到较高的

关注，并且这种关注持续升温。全世界

主要的 IT 服务商、硬件厂商和软件厂商

以及开源社区都持续为云计算进行投入。

Dropbox，Instagram 和 Zynga 等初创公

司能够获得迅速成长，云计算服务功不

可没。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使用公有云

来建立他们的 IT 系统。大型企业纷纷建

立企业内部私有云，部分甚至提供公有

云服务。但是在高校中，云计算面临着

各种挑战。

北京大学信息化建设一直走在国内前

列，其规模、广度、深度以及历史积累都

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可。北京大学校内

信息系统主要是基于虚拟化技术建立，有

少量业务还采用传统服务器，也有少量采

用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的业务。

各主要业务采用服务器情况如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公有云技术主要

在通信相关的服务上被采用，具体来说

就是使用公有云平台做视频会议，采用

云平台与用户通过短信沟通。另外，我

们还有一个自建的混合云平台，一个自

樊春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运行室副主任  

　 实体服务器 虚拟服务器 私有云 公有云

电子校务：人事、学生、财务、设备、科研、
正版软件平台、统一认证、门户等应用

　 全部 　 　

网络相关服务：邮件、DNS、网关、网
络认证

绝大部分
少量（部分网管、行为
审计、DNS 日志分析）

　 　

校园卡 绝大部分
少 量（ 网 站， 外 部 支
付接口）

　 　

单位网站
少 量（ 早 期 部
署，未更新的）

绝大部分 少量 少量

安全 大部分 　
少量（自研
云 WAF）

　

学生、教师个人服务器 　 　 部分 部分

高性能计算 全部 　 　 　

通讯（视频会议，短信平台） 少量（视频会议） 　 　
绝大部分（WebEx，
短信平台）

学生机房 全部 　 　 　

 公有云的互迁标准有待加强

建的私有云和一个自建的云 WAF，以上

三个云平台中，前两个是 863 项目的一

部分，第三个是发改委项目中的一部分。

其中混合云平台，可以让用户在校内私

有云平台和公有云平台之间将服务器进

行一键迁移。

我们的核心业务没有采用公有云的主

要原因是，核心业务的数据非常敏感，一

旦放入公有云，容易失去对数据的完全控

制；公有云还没有比较好的互迁移标准等。

然而对于私有云，如果我们从开源产品自

行构建私有云，则比较难以跟上私有云不

断发展的版本，因为私有云的技术栈比较

深，而且变化快，一些部件甚至技术路线

都会改变，运维人员跟随起来还是比较困

难的。

总之，从虚拟化到私有云，技术的跨越

是相当大的，需要很强大的技术支持。

2016 我国云市场规模将达 346 亿 

在 9 月 1 日举办的“2016 中国可信云

大会”上，中国信通院发布了《云计算白

皮书 (2016 版 )》。该白皮书详细地介绍了

2015 年中国乃至全球的云计算发展情况。

2015 年云计算产业格局风起云涌，公

有云服务竞争更加激烈，私有云服务市场

需求不断增大，混合云逐渐成为云计算的

主流模式。

1. 全球云计算市场总体平稳增长

2015 年以 IaaS、PaaS 和 SaaS 为代表的

典型云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522.4 亿美元，增

速为 20.6%，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1435.3 亿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22%。

2. 中国云计算市场状况

我国云计算市场总体保持快速发展态

势。2015 年 我 国 云 计 算 整 体 市 场 规 模 达

378 亿元，整体增速 31.7%。其中专有云市

场规模 275.6 亿元，年增长率 27.1%，预计

2016 年增速仍将达到 25.5%，市场规模将

达到 346 亿元。

IaaS 服务得到国内企业用户的充分认

可。2015 年国内 IaaS 市场成为游戏、视频、

移动互联网等领域中小企业 IT 资源建设的

首选，市场规模达到 42 亿元，与 2014 年

相比增长 60.3%，预计 2016 年仍将保持高

速增长。从应用形式来看，云主机、云存

储用户采用率最高，使用比例 70% 以上。

PaaS服务成为互联网创业的重要平台。

由于低成本、快速、灵活的特点，并为开

发者提供丰富的 API 接口，PaaS 平台成为

互联网创业的首选。

表 1  北京大学云计算平台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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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介绍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高校各类业务系

统数目繁多，而软件交付的方式也在发生

变化。传统的软件系统交付方式是由校方

信息化管理部门提供硬件服务器，只负责

服务器硬件资源的正常运转和网络访问的

畅通，而不参与到软件开发生命周期。这

种方式在高校信息化发展初期确实非常高

效，也弥补了校方人员技术水平不高的缺

陷。但是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云计算技术

的成熟，大数据对教育的变革，尤其是高

校信息化需求的变化，各个应用不再是独

立的个体，而是整个学校信息化的组件，

多个应用之间相辅相成，业务流程交叉，

数据流混杂。软件系统个体发展开始向平

台化、集成化、统一化发展。这种变化，

对于软件开发参与者发生了变化，对校方

信息化人员的总体战略和运维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些变化，要求校方信息化人

员与第三方软件供应商协同工作，参与系

统部署的环境准备和后续运维。

DevOps（Development 和 Operations

的组合词）是一种重视“软件开发人员

（Dev）”和“IT 运维技术人员（Ops）”

之间沟通合作的文化、运动或惯例。透过

自动化“软件交付”和“架构变更”的流程，

来使得构建、测试、发布软件能够更加地

快捷、频繁和可靠。它的出现是由于软件

行业日益清晰认识到：为了按时交付软件

产品和服务，开发和运营必须紧密合作。

如图 1 所示，我们可以把 DevOps 看

作开发（软件工程）、技术运营和质量保

障（QA）三者的交集传统的软件组织将

开发、IT 运营和质量保障设为各自分离的

部门，在这种环境下如何采用新的开发方

法（例如敏捷软件开发），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按照从前的工作方式，开发和部署，

不需要 IT 支持或者 QA 深入的跨部门的

支持；而现在却需要极其紧密的多部门协

作。而 DevOps 考虑的还不止是软件部署，

它是一套针对这几个部门间沟通与协作问

题的流程和方法。

DevOps 的引入能对产品交付、测试、

功能开发和维护起到意义深远的影响。在缺

乏 DevOps 能力的组织中，开发与运营之间

存在着信息“鸿沟”──例如运营人员要求

更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开发人员则希望基

础设施响应更快，而业务用户的需求则是更

快地将更多的特性发布给最终用户使用。这

种信息鸿沟就是最常出问题的地方。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局限性

按照 IDC 的研究，2005 年之前是虚

拟化技术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之为虚拟

化 1.0，从 2005 年到 2010 年时虚拟化发

展的第二阶段，称之为虚拟化 2.0，目前

已经进入虚拟化 2.5 阶段，虚拟化 3.0 阶

段在不久也将会到来。根据 Gartner 的预

测，目前中国 70% 的 X86 企业服务器将

实现虚拟化。而高校核心机房的虚拟化

发展更是如此，几乎每个高校都在利用

虚拟化部署应用系统，每个高校部署了

私有云。

CPU 的虚拟化技术将计算能力作为资

源，VxLAN 技术将网络作为资源，而各

种分布式文件系统则将存储作为资源。以

上几种资源都可以通过私有云来进行自助

申请、使用以及归还。

目前 IaaS 在高校云计算中得到了实

现和部署，信息化部门可以使用商业虚拟

化软件管理各类虚拟化资源，并允许用户

自助申请。但 IaaS 的可分配的资源粒度

限定于虚拟机，还未能细化到服务。PaaS

技术则更加侧重于某个开发平台所用组件

为服务，譬如数据库作为服务，或者一整

套开发环境作为服务，这种模式强调的是

服务的可重用性，高校信息化的多样性决

定了这种模式在高校中的局限性。SaaS 是

更高端的服务模式，所以云计算的发展给

高校带来的最主要的服务模式的变更在于

IaaS，这只是原先主机交付与虚拟机交付

的差别，还未升级到对软件交付模式进行

改进的高层次变更。

高校云计算环境下的 DevOps 实践

为了改进高校软件交付的模式，我

们在近两年的软件系统建设中，优先采

用 DevOps 模式，校内项目负责人员、运

云计算环境下的高校 DevOps 实践之路

图 1  DevOps 是三方的合作沟通

系统开发 质量控制

技术运维

DevOps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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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人员和第三方软件开发商人员进行了对

接，组建新形式的项目组，共同参与项目

建设。双方职责因分工不同而侧重点不同。

在项目建设中引入了敏捷开发方法，并且

要求产品多次交付，具体措施有：

使用敏捷或其他软件开发过程与方法；

校方要求产品分阶段多次交付，提高

产品交付的速率；

完善虚拟化和云计算基础设施，保障

产品开发运行环境；

数据中心拥有自动化技术和配置管理

工具。

有了这几项措施，DevOps 增进了开

发团队与运营团队之间的协作性、高效性

的关系。由于团队间协作关系的改善，整

个组织的效率因此得到提升，伴随频繁变

化而来的生产环境的风险也能得到降低，

并且降低了软件产品开发失败的风险。图

2 为 DevOps 的生命周期路线。

为了正确使用 DevOps 模式，在软件

架构中，引入了微服务，并根据基于业务

进行拆分、采用自动化文化、去中心化、

服务独立部署、服务完全自治、隔离失败、

渐进式拆分、避免大规模改造原有代码等

原则对业务进行拆分。

结合我们具体的实践，现总结一下在

实践 DevOps 模式时需要执行的步骤。

1. 操作系统的限定

目 前 常 用 的 服 务 器 操 作 系 统 有

Windows Server 和 Linux，而软件普遍采

用 B/S 架构，因此对于操作系统的需求，

主要是为了能够运行 Web 服务器，考虑

到目前常用 Web 服务器有微软的 IIS，

Apache httpd，Nginx，我们只需要准备

Windows Server 2012 和 CentOS 等 Linux 系

统即可。由于我们限定了操作系统，开发

组也会提早获知生产运行环境，改变以往

软件完成后，校方必须满足软件开发方的

需求，造成了多种操作系统的存在。

2. 数据库的限定

现有编程语言，都有成熟的数据持

久化工具，而数据持久化工具对于数据库

是透明的，它依赖于数据驱动程序，允

许用户比较容易的在多种数据库软件中

迁移和部署，因此数据库可由校方自主

选择决定。比较常见的数据库有 Oracle、

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MySQL。 其 中

Oracle 基本是采取独立于软件部署服务

器的方式提供，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MySQL 因为是轻量级的数据库服务系统，

可以视软件系统的复杂性决定是否与软件

部署在相同的服务器中。

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决定，为我们准

备虚拟机模板提供了依据。在 DevOps 实

践中，我们根据上面几个选项，分别构建

了 Windows Server+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CentOS+MySQL 的模板，并让开发方实现

知情未来的生产环境，开发方在需求调研

阶段依然获知未来的运行环境，有针对性

的开发，提高了后续产品的稳定性。

3.Web 服务器的选择

对于 Java 类开发语言，对 Web 服务

器的依赖性不强，反而是需要成熟的容器，

如 Tomcat、Glassfish、WebLogic Server 等

容器。这一方面的选择根据操作系统以及

Java 平台架构限定。若是轻量级的应用，

可以选用 Tomcat 容器，也可以根据开发

方的熟悉程度由开发方选择，但基本可以

限定在 Linux 操作系统。

对 于 .Net 平 台 下 的 Web 应 用， 其

Web 服务器必然选择 IIS，其对应的操作

系统亦为 Windows Server。由于 Web 服务

器都是以软件包的形式存在，其均可以通

过命令行方式安装，因此该项没有做进虚

拟机模板，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时安装。

4. 建立统一的日志规范

规范整个系统而非微服务的日志体

系，采用标准的日志格式非常便于后续的

日志聚合检索，便于整体的视角分析、监

控、查看系统；一旦系统出现问题，运维

图 2  DevOps 的生命周期

持续交付

DevOps

计划 编码 构建 部署 测试 发布 运营

图 3  云计算环境下的 DevOps 开发模式拓扑结构

代码库 知识库 问题库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 n

生产环境

测试环境

开发环境

生产环境

测试环境

开发环境

生产环境

测试环境

开发环境

⋯⋯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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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详实的日志给开发方，便于问题

的查找和解决。鉴于不同的服务器操作系

统有不同的日志系统，因为对于虚拟机准

备中没有特殊要求。但也可以单独准备

rsyslog 服务器，用于接收从 Linux 服务器

发过来的日志。

5. 选择成熟框架

在 DevOps 中，重复使用某个模块是

该模式的基础。必须避免自己重复发明

轮子，尽量选择市面上成熟的开源技术

框架进行支撑，比如 Spring Boot、Spring 

Cloud、Netflix、WildFly Swarm、Docker、

Kubernetes、Bootstrap、CAS 等框架；只有

如此，才能减少 DevOps 组的技术负责度，

降低运维人员的技术要求。由于使用组件

的重复性，运维和开发人员均可以充分熟

悉所用组件框架，从而快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

有了以上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建设

代码共享库，问题列表库、文档知识库等

DevOps 所必须的支撑，而这些支撑是通

过云计算的方式来提供。尤其是新的应用

系统建设时，DevOps 中的运维人员，即

校方运维人员，可以以同样的架构应用于

新的应用系统建设。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如图 3 所示的云

计算下的 DevOps 开发模式拓扑图。

在该拓扑结构下，原有私有云运维团

队中，需要提升部分工作人员向业务层发

展，并控制代码库、知识库和问题库的部

署和基本运维管理。在新建项目时，私有

云运维团队需要根据项目需要，分配生产

环境、测试环境和开发环境给项目组，从

而允许项目多次部署、多次交付。

在云计算环境下的 DevOps 要求云计

算运维人员不仅是云基础架构管理员，还

需要参与到项目组中，了解项目基本信息，

因此对于云计算相关人员的定位提出了更

明晰的要求。引入 DevOps 机制，可以保

障软件项目的有序推荐，保障软件项目的

质量。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

文 / 张华   郑强   厉晓华

云计算作为新一代 IT 产业研发与应用

的重要领域之一，不断在各行各业引起巨

大的变革和颠覆，支撑着新一轮互联网 +

模式的发展。云计算通过网络化、虚拟化、

分布式存储等技术实现基础设施的资源整

合，配置访问者按需所得的计算、存储、

应用资源，提供个性化和精细粒度的服务。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

了建设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来

帮助所有师生和社会公众选择并获取优质

服务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和持续发展

的要求。

云计算一方面给教育信息化工作带来

了新的突破点，另一方面又从技术、管理、

安全等各个方面对高校信息化人员提出了

新的挑战。如何引入成熟的云计算技术构

架和管理框架，结合教育信息化的特色需

求加以改进，将云计算项目成功落地，推

动高校信息化建设，这一切仍需要付出大

量的努力。

传统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硬件资源利用率低

传统信息化项目建设时，学校院系

及部门都独立采购服务器、磁盘阵列等

硬件设备来部署业务系统，这些计算资

源的性能及容量都按照峰值业务量进行

配置，且各自独享。这种模式导致服务器、

存储资源利用率低，无法实现资源和数

据的共享。

空间环境受限、运维管理成本高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新建应用系统

陆续上线，服务器及存储设备数量也随之

不断增加，机房的物理空间日益紧张。同

时，机房中的服务器、存储、空调带来的

功耗、散热需求也不断增多。机房扩建，

制冷系统改造，电费投入，IT 固定资产日

益庞大，这对运维管理成本控制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业务连续性及可靠性低

由于各业务系统所运行服务器、存

储设备的品牌、型号、配置不一，各应

用系统开发和使用单位的运维管理技术

水平和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导致硬件设

备和应用系统发生故障后的诊断、排除

和恢复的难度较大，甚至出现应用系统

建成后无人管理、无人运维、无人服务

的情况。应用系统的可用性、安全性、

稳定性得不到有效保障，随时面临系统

宕机、业务中断、设备故障、安全风险

等隐患。

系统上线部署时间长

购置服务器和部署业务系统涉及到

设计单位、建设单位、论证部门、审批

部门、采购部门、审计部门、开发单位、

使用单位、维护部门等多个单位和部门

的参与，需要经过需求分析、设备选型、

论证和审批、采购、安装调试等过程，

导 致 业 务 部 署 流 程 环 节 多， 上 线 周 期

长， 增 加 了 新 建 信 息 系 统 设 计 的 复 杂

性， 减 少 了 设 计 方 对 信 息 系 统 的 业 务

需 求、 功 能 定 位、 架 构 设 计 等 方 面 投

入的精力。

浙江大学云计算路线图
浙江大学下一步目标为建立完善基础设施云服务，采取商业化、

开源软件并行方式。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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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化历程

五年前，浙江大学开始大规模部署

以 VMware 虚拟化技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

云服务，两年前尝试部署基于 Openstack

技术的企业私有云平台。目前以虚拟化

技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云服务已极大缓

解上述问题，资源利用率数倍上升，与

商业化虚拟化软件紧密整合的备份系统

使大规模系统数据备份成为可能，院系

申请硬件资源部署周期缩短到几天，商

业化监控软件使每台虚机运行状况、资

源消耗了如指掌。

但随着新业务不断上线，大规模虚

拟化集群出现 I/O 压力，虚拟化软件 I/

O 模块缺陷以及商业非分布式存储 I/O

瓶颈逐步被放大。国际商业化云软件价

格昂贵，商业 openstack 云平台、开源

openstack 云平台提供的是简单定制管理

界面，不贴合学校实际使用需求，变更

开发花费巨大。

浙江大学下一步目标为建立完善基础

设施云服务，采取商业化、开源软件并行

方式，寻求国内有实力厂商完成一套完整

云系统建设开发，对接主流系统，进一步

扩充学校中心云资源，让更多院系享受到

云计算服务。

云平台建设路线图

建设目标

运用云计算技术，统筹已有的计算资

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信息资源、软

件资源等各类资源和条件，建成基础设施

云服务平台，为各部门提供高可靠性、通

用性、高可扩展性的服务器资源、网络资

源、存储资源、软件资源、容灾与备份、

运行保障、信息安全等服务。

云平台整体框架

浙江大学云平台作为关键业务应用系

统运行的基础资源平台，架构设计需要考

虑未来五年的业务发展和技术演变，因此，

方案的架构设计除了需要满足本期项目的

建设需求，也要满足未来应用演进的资源

需求，未来总体架构蓝图如图 1。

浙江大学云平台在虚拟化、云管理等

技术构建云平台基础上，主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不断完善和演进：向开放的 openstack

架构演进，PaaS 平台建设，基于 SDS、

SDN 等技术实现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私有

云向混合云演进。

建设阶段

考虑到浙江大学现有数据中心承载着

大量现有业务，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现有

的投资，需要对资源池进行统一规划，逐

图 1  浙江大学未来总体架构蓝图

步进行基础设施运的目标架构演进。

第一阶段：新建统一共享资源池，实

现资源统一管理，构建 IT 资源的服务化

和自动化能力，实现 IaaS 服务目标。

资源池建设包括：新建统一共享资源

池和纳管现有异构虚拟化资源池；支持现

有应用业务；支持多数据中心内资源池的

统一管理；实现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统一运

维管理；针对每个业务部门或业务系统，

构建并提供 VDC 服务。

第二阶段：建成 PaaS 平台，实现更

灵活的资源划分和快速的资源分配调度，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浙江大学的私有云 PaaS 平台不仅是

应用部署平台，还是复杂多租户环境和

复杂应用环境下的共享基础设施平台，

两者配合才能具备集成和构建复合应用

的能力，完整地支撑私有云的各类业务

场景。

PaaS 平台提供的业务范畴为：以应

用为中心管理对象，为用户提供将应用部

署到云平台的能力。为支持应用的快速开

发、部署、运行，平台提供开发框架、业

务框架、程序库、中间件服务、业务服务。

平台提供针对应用、服务、资源的管理能

力，用户可以对应用、服务、资源进行启

停、配置、弹性伸缩、监控等操作。

第三阶段：逐步把非关键、非安全

敏感类业务部署在公有云。当然从统一

安全管控视角出发，学校未来尝试使用

公有云服务一定不能脱离于学校的私有

云管理，应该和基础设施云形成一个混

合云架构。

学校的云服务运营管理系统需要对公

有云业务的使用进行统一的管理，避免各

院系自行使用公有云运营商的业务。学校

云服务运营管理系统作为云服务使用的唯

一门户，各部门都从云服务运营门户申请、

使用和管理云服务，从而形成一个混合云

架构。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中心）

PAAS 平台大数据云

公有云

LaaS 服务

资源池

FusionSphere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FusionCompute FusionStorage FusionNetwork
虚拟 & 物理计算池 软件定义存储 虚拟网络池 VMware 异构

资源池
云网关

SDN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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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和日常工作，会产生大量关键数据，这

些数据的实时存储更新和随时随地获取成为用户对高校网盘服务

的核心诉求。海量关键数据不断产生，使以下问题成为困扰高校

教学、管理和科研信息化、数据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1. 高校用户普遍存在多终端应用，不同终端间数据难以同步：

拥有多个智能终端的用户，数据分散在不同终端上，但教学和科

研应用需要实现数据的交叉应用，需要对数据文件进行统一管理。

2. 数据分享操作繁杂：分享是互联网发展的趋势。而调查显

示，操作步骤过于复杂是造成业务间数据分享困难的主要原因。

当前，高校大数据应用异常活跃，所有师生获取工作数据必

须简单高效，且能够实现不同工作和成员之间的实时同步。调研

结果显示，用户对高校网盘产品提供的内容同步编辑功能关注度

显著提升，其比例为 57.28%，这一结果充分说明，用户在使用

高校网盘时，已不只是满足于相关数据内容的存储备份，更需要

在日常工作中进行文档资料的分享和交互，以支持师生协同办公

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和数据价值。

用户对“内容同步编辑”功能的重视，凸显出高校网盘应用

需求正在从基础的信息存储向便捷的知识管理转变的重要趋势。

从另外一个选项的研究结果中也可以获得佐证——高校用户选择

网盘产品最关注的是操作简单和协作便捷，如图 2 所示。高校网

盘的使用，令师生在异地调用数据不再需要携带电脑、U 盘，只

需登录自己的学校网盘账户，就可以轻松访问和获取相关数据，

且可无缝实现在不同终端间的随时调用。操作更为简单便捷，安

全可靠。结合前一选项的数据统计，可以充分说明，用户对高校

网盘是否适合工作的实时性和管理的高效性非常重视，更强调在

多用户之间实现数据交互和协同的需求，这是云存储在高校中得

以大规模应用的必要条件。

科研团队将成网盘需求大户

教学和科研重要数据需要经常性的实时更新，因此高校网盘

的便捷性除了体现在“随时随地多终端访问数据”外，更能够实

现基于群组的“同步”共享。通过对市场上主流网盘品牌的调查

同步网盘开启高校“个人云时代”

图 1  使用高校网盘解决哪些问题

文 / 廖宇  张彤

2016 年上半年，个人免费网盘市场风云骤起。3 月，115 网

盘宣布关闭部分功能，随后，此类消息如滚雪球一般迅速放大，4

月 15 日，阿里巴巴旗下 UC 网盘终止网盘存储服务，5 月 27 日，

腾讯微云关闭文件中转站功能，6 月 30 日，微盘与迅雷旗下的快

盘结束个人存储服务，6 月 30 日，新浪微盘关闭免费个人存储服

务。不到三个月时间，个人免费网盘市场全面缩水。然而，网盘

市场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以“同步编辑”

为亮点的高校网盘成为了不少学校的信息化热点，高校师生的“个

人云时代”初现端倪。究其原因，在高校中网盘用户已经大有人在，

如何继续获得数据的便捷访问，同时为教学、科研关键数据构建

更加安全稳定的存储和共享环境，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

为进一步服务高校存储资源建设和网盘应用的需求，《中国

教育网络》杂志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对采集到的高校网络存储现

状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学校网络信息中心已充分认识

到高校网盘应用在解决存储和数据备份应用中的重要价值，特别

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部分高校网络中心 ,

已将网盘服务定位成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标准配置”。

高校网盘应用强调知识管理

调查显示，很多高校已专门投入资金购买或者建设基于云的

网盘服务系统，并免费提供给教师和学生，以解决在校师生重要

数据的存储和备份需求，如图 1 所示。

用户对“内容同步编辑”功能的重视，凸显出高校网盘应用需求正在从基础的信息存储向便捷的

知识管理转变。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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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何种方式提供高校网盘服务

分析可以看到，高校网盘应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文档的集中化管理：使所有参与工作或者科研项目的小组

成员都可访问所属的文档 , 同时不会因任何人的离开而导致文档

无法访问。

文档交换的便捷性：小组内成员可以实时访问最新文档，

同时不给文档发布者带来额外的负担。

文档访问的权限控制：只有拥有相关权限的人才能访问对

应文档。

文档的可靠备份和安全性：办公文档因为其数据重要性，

需要可靠的方式保证不丢失。

高校师生，特别是科研项目成员之间需要频繁地交换、共

享大量数据文件。通过 QQ 或邮件发送文件的方式，既浪费时间，

又容易造成数据泄露和文件版本的不统一。本次调查显示，针对

高校科研的云存储应用需求，高校网盘作为为各实验室或项目组

所有成员提供的云工作平台，还必须满足项目组任何成员在其中

的文件操作，以提升科研用户间文件的实时性，降低沟通成本，

使项目执行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内容同步编辑功能需实现：

1. 所有文档放在统一的文件夹下，随时随地可通过任意终

端访问，即使没有网络也仍可访问。

2. 用户只需编辑文档，保存后将自动同步到云端和其他用

户电脑上。无需手动上传，无需邮件发送，也无需 QQ 消息通知。

利用局域网同步加速，文件交换可以实时完成。

3. 可设置任意用户权限，分成“可读写”，“只读”和“只写”。

4. 文档在所有参与协同的用户设备上皆有保存，并在云端

可靠备份。纵使遭遇病毒，仍可恢复到历史版本。

综上所述，理想的高校网盘已不是一个“网盘”，用户需求的不

只是一台存储设备，而是一个工作汇聚的平台，以数据为核心，高校

用户的各类工作实际上已大量集中在云端，因此用户对高校网盘的性

能需求被不断放大，以适应信息化与高校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

高校网盘部署首选混合云

随着信息化应用不断深入到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用户

对高校网盘的认同度越来越高。我们通过电话或面访了解到，多

数高校信息化主管部门曾经为本校教工提供网盘服务，主要集中

在邮箱自带网盘或数字化校园平台提供的网盘，空间较小，大多

只有 1G~5G 左右。随着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逐步完善，学校管理、

教学、科研的数据量日益增多，较大的网盘空间才能满足需要。

图 3 为高校对网盘空间的需求情况。

获取高校网盘服务，高校主要通过自建和购买服务两种途

径，从调查的结果看，通过购买第三方公有云服务获得高校网盘

平台，然后再提供给在校师生的方式已被广大高校接受，未来将

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针对“希望供应商以怎样的方式提供高校网盘服务”的问题，

调查的高校关注混合云的最多。混合云方式相对较灵活，既能满足

学校数据安全的需要，又能满足高校网盘各项功能的需要。部分学

校也比较倾向于私有高校网盘，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对数据安全的

考虑。学校希望将各类数据存放在本地，通过云计算、分布式存储

等技术手段，实现与公有云网盘一样的体验，如图 4 所示。

综上所述，高校网盘服务的核心思想，是将大量网络连接的

存储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数据存储资源池，并向用户

提供按需服务。“云”中的空间资源可以无限扩展，并且可以随

时获取。对于高校用户而言，借助公有云这种新型的服务模式构

建高校云存储和共享平台，最大好处是能够合理配置资源，提高

存储空间的资源利用率，并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同时，

云方式也将带动高校工作流程的改变和创新，与之相适应，高校

存储的主要方式将从产品购买转变为按需服务购买。而针对未来

的智慧校园应用，云存储也能够实现数据价值的区域性突破，适

合于更大规模的数据共享和利用。

图 2  高校老师对网盘功能的关注点

图 3  高校对网盘空间的需求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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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辛良 1   侯效礼 2   陈越 2    崔晓鹏 2

中国矿业大学自 2012 年启动数字化

校园建设以来，已经建立校园信息门户系

统，集成了面向教学科研服务的本科教务、

研究生教务、科研系统、MOOC 平台、实

践教学等系统，以及面向管理保障服务的

OA 系统、财务、图书、一卡通、计费、

迎新离校、节能平台等系统。为彻底解决

当前数据共享中存在的“数据质量不高，

数据流向混乱，共享度不足，历史数据缺

失”问题，对学校数据中心进行了重新建

构，搭建起主数据管理平台，较好地实现

了数据的深度共享。

系统架构

主数据管理平台密切围绕高校的教

学、管理、科研、人事、财务等核心功能，

强调各业务数据系统的协调和整合，实现

各类数据的抽取采集、存储共享、分析应

用等核心功能，适应学校的改革发展需求。

我们搭建的主数据管理平台架构（如图 1

所示），主要包含了数据源、数据集成共享、

数据存储、数据接口、应用服务五个层次。

业务数据源包括高校的各类业务数

据，涵盖所有需要集成到数据中心的业务

数据，特别是需要重复利用、多次共享、

互相关联的基础数据。

数据集成层通过流向规划工具、数

据集成工具、元数据管理工具、主数据管

理工具、代码标准工具解决全局性共享

问题，能够灵活适应高校复杂的业务环

境。将收集数据进行异构数据库的转换，

支持多种异构数据源的数据交换，支持

事件触发、增量更新、定时抽取、策略

抽取、日志挖掘等多种同步或异步的数

据维护方式。支持 Oracle、Microsoft SQL 

Server（2000&2005）、Sybase、MySQL、

Microsoft Access 等 主 流 数 据 库， 支 持

Excel、dBase、Foxbase、Webservice、

Photo、Tabled Text、离散表格等多种数

据 源， 支 持 扩 展 FTP、Excel/Foxpro、

BLOB、CLOB 类型的数据集成接口。

数据存储层主要存储主数据管理平台

的各类数据，建有元数据库、数据代码仓库、

历史库、主数据共享库、数据集市、应用

服务库。元数据库主要对数据源、数据对

象管理，定义了主数据、业务数据的语义

规则。数据代码库主要包括代码标准体系、

校内自定义代码规范、使用规范等。历史

库是各类数据库的历史记录，是历史切片，

OLAP 分析的来源。主数据库用以存储业

务系统间需要共享的数据，经抽取整合业

务系统需要被共享的数据。数据集市建立

了多种主题数据分析模型，存储了多维数

据分析表，为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提供支持。

应用服务库存储用户的注册信息、权限信

息、应用系统共享数据的提供和使用情况。

数据接口层通过 ESB 总线建立数据服

务接口，便于其他应用对主数据库共享数

据、历史库的数据进行访问和调研，封装

数据集市分析模型和应用服务模型，同时

能够访问数据源层内的校内各业务系统。

中国矿业大学构建主数据管理平台

图 1  主数据管理平台整体架构

应
用
服
务
层

校领导 部门领导 教师 学生

数据分析应用与决策 综合应用服务（移动服务）（通讯平台）（IDN）

主数据监控工具 系统监控工具

接
口
层

ESB 服务总线

数据共享接口适配器

数
据
存
储
层数据集市 应用服务库

元数据库 代码标准库 主数据库
历史库

数
据
集
成
层

数据集成工具 元数据管理工具 代码标准工具 主数据管理工具

数据流向规划工具 抽取、复制、筛选、过滤、转换、清洗、装载 数据质量检查工具

数
据
源
层

各
类
业
务
系
统

学生库

人事库

研究生库 一卡通教学库

科研库 资产库 财务库 后勤库 图书库

主
数
据
管
理
平
台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62 中国教育网络 2016.10

应用服务层简单分为服务分析决策和

师生综合服务两大应用领域，同时引入系

统监控工具和主数据监控工具保障平台的

运行。系统运行监控工具主要对整个平台

进行系统健康检查，对集成过程、运行情

况和数据情况进行运维监控。主数据管理

工具对主数据质量监督，既抽采又监控，

切实推进业务系统数据质量。

建设内容

1. 信息标准

规范元数据库建设，统一维护，分类

管理，确保主数据及业务系统数据定义清

晰，方便查询。支持业务系统元数据的注册，

形成全校完整的数据视图。元数据库的数

据源管理包括系统名称、数据库类型、连

接字符串、连接用户名、数据对象所有者、

是否启用、修改时间等属性。数据对象包

括基本信息、字段属性、引用关系等属性。

支持自定义校标，可以根据需求，制定校

级信息编码标准及相关信息标准子集。

标准代码管理包括日常管理、变更审

核、流向规划代码比对和代码使用等几个功

能（如图 2 所示）。标准提供方管理员负责

规划和控制代码流向，主数据管理平台标准

管理员负责审核校标代码变更申请和日常管

理工作。标准使用方管理员在业务代码库使

用前必须与代码标准库进行认真比对。

2．数据集成与共享

数据集成层由数据交换集成平台实

现，是主数据管理平台的关键部分，能够

精准实现数据抽采收集与数据另存之间数

据传送和交换的功

能。 按 照 国 标 和 部

标，数据管理模式采

用“ 集 中 在 代 码 标

准管理工具中管理 -

业务系统使用”的模

式。这种数据集成方

法优点比较突出，一

方面不更改和损害

原业务系统的数据，

保证了数据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

完成了数据的标准化流向和集成。

数据流向规划能够规范业务系统建设

与集成，指导信息化建设方向，持续积累

业务数据。设计数据流向规划工具能够规

范业务系统的建设与集成，有效持续积累

数据。下面，我们以教职工数据的流向规

划（如图 3 所示）为例，进一步阐述数据

流向规划的重要性。平台首先从业务部门

提取了任课、职称、教改、科研、工资等

信息，归纳出基本信息、简历信息、奖惩

情况、职称评定进修等共享数据。最后，

共享数据将能够广泛具体应用在教学、科

研、财务、报表、公告等领域。共享数据

的正确性和唯一性是数据再次利用的基础。

数据交换集成支持 Oracle、SQL Server

等各种异构数据源，通过集成的策略配置，

满足不同场景数据交换的需求，涵盖了抽

取、筛选、过滤、转换、清洗、装载等一

系列过程。数据抽取根据各业务系统数据

库事先定义的抽取规则，能够实现自动化

抽取和筛选过滤。在数据转换过程中，根

据信息变更的频繁程度采用实时更新或定

期上传的方式。对于诸如教职工和学生基

本信息的修改等数据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信

息，应照顾服务器的并发能力和负载能力，

采用空闲时间采集配置的数据同步策略。

数据质量检查工具能够对集成数据做

出验证和质量监控，生成完善的数据集成

日志。数据清洗能够实现多余、错误数据

的修改删除功能，支持图形化数据转化与

映射，支持数据增量抽取和数据转换函数

自定义等操作。数据装载是指将清洗后的

数据初始化到数据库中，包括数据表、代

码表的更新管理等操作。

根据数据集成层的功能需求，我们设

计了流向规划工具、数据集成工具、元数

据管理工具、代码标准工具、主数据管理

工具、数据质量检查工具等 6 种工具。

流向规划工具：主要用于规划代码流

向，包括创建、主管、使用、查询四种功

能设计。数据流向分为对象类和活动类两

个大类，前者包括逻辑对象子类和实体对

象子类，后者包括对象管理活动子类、综

合活动子类。各对象类分别与人事库、学

工库、科研库、资产库建立起关系。

图 3   教职工相关数据信息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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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准代码管理

元数据库 代码标准库 主数据库

业务系统 - 校标使用方

使用方业务代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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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日常管理

校标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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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成工具：制作和调度运行数据

交换接口，支持多种数据源，灵活适应复

杂环境。对象类是指数据对象，主要包括

实体对象和逻辑对象。实体对象是指传统

的数据对象，如人、活动等；而逻辑对象

则是指一些非传统的数据对象，如院系信

息等。活动类包括对象管理活动和综合管

理活动，可以按照对象的生命周期进行管

理活动的设定。其中对象管理活动指基于

对象的管理部分活动可以进行清晰的划分

和归纳的数据，比如一些对实体对象的管理；

综合管理活动是指包含的内容和相关联系会

随着应用、定位以及数据使用的角度不同而

变化的活动。具有灵活的策略配置，按不同

场景数据交换急迫程度要求，按运行周期、

事件触发、交换模式等，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

元数据管理工具：负责数据源、数据

对象的定义规则，确保语义清晰可查。

代码标准工具：负责代码标准日常管

理。能够有效进行标准普及和动态更新调

整，实现多种数据的真正集成和共享。具

有代码标准管理、代码标准查询、代码使

用范围检索、代码映射关系、代码使用情

况检查等功能，实现标准的制定（Draw）、

维护（Edit）、理解（Understand）、分享（Share）、

集成（Integration）。同时，监督代码标准

的执行情况，逐步优化趋向统一。

主数据管理工具：能够有效地融合老

系统、新系统和未开发系统的三类数据。

原业务系统集成方法，由数据流向规划工

具提出数据集成方案，元数据管理工具和

代码标准管理工具分别负责业务系统元数

据注册及代码标准检测，经过方案评审后，

实施标准迭代。最后通过数据集成工具和

数据共享接口发表工具，实施系统集成，

通过运行监控工具实时监控系统的运行状

态。规范新业务系统集成，正式开发前使

用代码标准和数据流向工具对系统数据事

先标准化规范。进入开发环节后，进一步

规范数据库设计、代码和主数据模式，进

行 EMAP 数据建模预置，规范应用服务接

入和数据审核。未开发系统的数据，可以

授权给业务部门，通过简单导入、导出功

能完成数据采集，保证数据共享的完整性。

3．数据存储

纯粹的数据仓库和联邦数据库系统是

不能适应数字化校园建设需求的。我们采

用最新数据和历史数据分类存储，既保证

交换共享效率，又使得数据存储更完整，

支持数据分析和数据的记录追踪。

根据整个平台的规划，我们建立了数

据集市、应用服务库、元数据库、代码标

准库、主数据库和历史库等 6 个数据库分

别存储不同的数据集合。

数据集市 : 主要运用于校内数据的决

策分析，以主题模式存储各类管理数据，

实现了标准评估、预测、差异分析、问题

定位等，建立事实表、维度表、维度级别、

管理关系、逻辑列等，实现了钻取、切片、

即席查询、即席分析等功能。

应用数据库：主要面向师生的具体应用

服务，存储了系统授权或系统用户的注册信

息、权限信息，能够满足大量、灵活和复杂

的开发需求，集成了需提取共享数据。

元数据库：存储主数据和业务数据的

语义规则，各种数据库的结构和内容展示。

代码标准库：按照国标、部标和行业

标准，建有学校特色的代码标准体系库。

主数据库：存储全校范围内的共享数

据，保障提供数据信息正确性、权威性和

及时性。建成了以师生为中心的全面人事

数据，涉及教学、科研、管理、后勤、财

务等相关的活动数据。同时广泛使用结构

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及非结构化数据等

多样化的数据形式。

历史库：根据归档规则，对主数据库、

代码库的数据进行归档，以便开展基于历史

数据的统计分析工作。引入数据仓库中拉链

表，全程记录数据从始至今的所有状态。

4. 数据接口

数据接口是连接主数据管理平台和应

用服务的关键环节。数据共享接口适配器

能够有效地融合学生、教师、科研、组织、

财务等组件，并通过 ESB 总线建立统一

数据服务接口，方便应用软件对主数据库

和历史库的数据进行访问和调用，有效地

解决共享度不足的问题。

数据共享接口发布工具：采用面向服

务体系架构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把主数据封装，供第三方开发者使

用。采用 WebService 数据服务共享方式，

可以减少对数据库的直接访问，满足实时、

按需的共享需求。

5. 数据应用及质控工具

主数据的集成存储是为实现基于共享

的分析决策和教学、学生、管理、科研、

财务及后勤服务等各项应用。数据集市和

应用服务库的复杂建模、多维分析、可视

化实现，能够有效服务高校管理层决策及

智能决策提供可执行的数据应用。

系统应用直接面向各类用户，给用户

带来了最终体验。有效管控系统的运行情

况和数据质量，引入运行监控工具、数据

质量检测工具和云服务。

系统运行监控工具：对系统健康检查，

对各类操作、集成过程、运行情况和数据

情况进行运维监控。采用列表、框图、进

程图等表现形式，展现出系统动态、数据

接口情况、数据质量、异常、信息标准和

主数据情况等信息。

主数据监控工具：监督主数据质量，

避免只抽采不监督，推进业务系统数据质

量提升。引入空检查规则、代码检查规则、

文本检查规则、逻辑表达式规则。代码检

查主要核实字段在系统预先定义的代码表

中。文本检查主要检查文本取值是否满足

长度、格式和固定编码规则要求，如单个

长度、多个长度范围组合，数字、字母、

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字母数字、汉字等；

预定义编码如：邮政编码、Email 地址、

URL 地址和身份证号等。逻辑表达检查主

要核实一个或多个字段取值是否满足指定

的逻辑表达式，如单个字段的取值范围、

多个字段的逻辑关系等。

云服务平台：与开发公司有效对接，纳

入公司对大学管理平台的运行情况综合监督

分析体系，方便产品升级，实施新规范。
（作者单位为 1 中国矿业大学党政办公室，2 中国矿

业大学数字化校园办公室）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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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委托、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日前正式启动，10 月

15 日报名截止。国家“十三五”规划明

确提出“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 , 全面向

互联网协议第 6 版 (IPv6) 演进升级”，当

前高校中结合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

网等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下一代互联网新

服务、新应用、新业态大量出现。

为更进一步响应国家发展下一代互联

网的战略部署，使高校下一代互联网规模

应用实践者和开拓者的先导作用得到进一

步发挥，2015 年，赛尔网络发起主办了

首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受到国

内高校高度关注。广大高校师生热情参与，

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个团队报名

参加。初赛共产生获奖作品 99 个，其中

42 个参赛作品入围全国决赛。项目涉及

网络技术、智慧城市、农业、远程监护、

安全、医疗、交通以及物联网，能源、移

动网络、智能识别、认证计费、智能家居、

教育和网络分析等领域。多个项目获得赛

尔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励和资金支持，

使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和大规模商

用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16 年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将继续举

办第二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本

次大赛秉承面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会员高校开展的宗旨，积极鼓励

CERNET 各会员高校学生开展下一代互联

网软硬件技术及应用创新研究。

受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委托，赛尔网

络正式启动第二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大赛的主办工作，投入 500 万元作为大赛

资金。赛事分为创意组和实践组进行。创

意组作品须有可行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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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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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IPv6 网络应用服

务类，包括各类基于 IPv6 技术或可在 IPv6

网络环境中部署运行的应用服务等。

大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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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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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一等奖参赛作品进入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决赛，决赛由主办方

组织现场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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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与本次大赛同时启动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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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为进

一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经教育部科技司批准，确立了由科技司担

任指导单位，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简称 CERNET 网络中

心）和 CERNET 专家委员会负责组织实

施的“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

目”（以下简称创新项目），赛尔网络有

限公司提供资助资金。

创新项目自启动以来，受到了广大

CERNET 会员单位的积极响应，反响良好。

2015 年该项目共评审资助项目 108 项，

资助学校 84 所，资助经费总计 1055 万元。

创新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对于进一步推动

IPv6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据统计，过去一年，CERNET 的

IPv6 接入用户由 600 所高校增长到了 740

余所，增加近 150 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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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创新项目申报评审工作将主要资

助下一代互联网和应用技术创新研究，目

前，项目征集工作已经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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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一般

不超过 20 万元，实施周期最长不超过 2 年。

为促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建设

和应用水平提升，此次资助经费将适当向

中西部地区会员单位学生倾斜。每个项目

需有一名申请人所在学校正式聘用的老师

作为导师，对项目进行具体指导。

随着第二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

赛和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申报工作的开展，赛尔网络将携手中国教

育和科研网 CERNET 用户进一步打造独

具特色的高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在推

动十三五期间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研究的同

时，加速高校下一代互联网科研和应用创

新成果转化，为我国从互联网大国向互联

网强国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启动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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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学季，新华三集团云学堂解决

方案再升级，云学堂 2.0 正式发布。该解

决方案以多级云方式，打通教育局与学校

新 IT 系统，将教师办公、学生学习、教

务管理、行政审批等业务一体化承载，通

过教育城域网互联，实现云网融合，提高

教学管理效率，推动“互联网 +”教育真

正落地。

基于桌面云技术，结合教育行业实际

需求，以计算机教学场景为切入点，新华

三在 2015 年 9 月推出了云学堂 1.0 解决

方案，利用虚拟机代替电脑，通过桌面传

输协议向师生交付教学需要的云桌面，解

决了计算机教室部署、维护、教学、评估

等诸多问题，率先将教学带入云时代。

恰逢新学期开学之际，新华三升级云

学堂 2.0，助力教育新 IT 建设。那么 2.0

相比 1.0 有哪些不同呢？新华三云学堂产

品总监曹影华介绍，云学堂 1.0 只是针对

计算机教学这个单一场景进行了架构升

级，是桌面云在教育行业的一次试水，而

2.0 是一次全面的架构改革。过去，云学

堂 1.0 是把计算、存储、网络资源部署在

学校甚至教室内部，仅解决计算机教学的

问题。可事实上，教育行业的需求远不止

于此，教师办公、统一考试、教务管理、

行政审批等常见业务，同样急需通过 IT

架构改革来提高效率、拥抱变化，在这样

的背景下，云学堂 2.0 正式诞生。

曹影华指出，云学堂 2.0 解决方案可

谓是新华三超融合架构的最佳实例。在这

个框架里，每个学校是一个资源节点，教

育局则是一个更大规模的管理节点和资源

节点，学校与教育局、学校与学校之间能

够通过教育城域网互联。基于 UIS+CAS

的统一基础架构，学校能够同时无差别的

承载虚拟服务器、教师云桌面、学生云桌

面、云网盘等业务，并对业务灵活划分资

源池，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其实，学校内部部署的资源节点本身

就是一朵校园云，可以满足学校大部分 IT

需求，当临时性的资源需求爆发时，基于

CAS 的 DRX 技术，自动在教育局的资源

节点临时调配资源供学校远程使用，当需

求回落时，临时资源自动回收。而如果学

校内部没有部署资源节点，学校可以在云

管理平台提交表单申请，通过审批后，系

统会自动为学校分配独立的资源池，方便

学校远程使用教育局数据中心里的资源。

同时，教育局相当于一个管理节点，能够

对下属所有资源节点进行统一监管与远程

控制，并能收集关键数据，为与大数据平

台对接提供了条件。

在确保教育局对下属学校资源的统一

监管的同时，基于多租户技术，使教育局、

学校、老师可以分级分权运维，让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不增加教育局的工作量与

工作难度。教学资源也可以根据需要在指

定区域共享，平衡学校之间教学水平的差

异。同时，在教育局这个级别进行统一运

营，也有利于与第三方应用、大数据、资

源平台的合作与对接，有利于根据区域整

体情况做更高格局的 IT 架构规划。

曹影华认为，“云学堂 2.0 是一个具

有前瞻性的，架构更先进的教育桌面云解

决方案，不仅保持了‘多、快、好、省’

的优势，更是以其开放、兼容、灵活、高

效的特点，引领了教育行业新 IT 基础架

构解决方案的发展，体现了新华三集团‘云

享未来’的核心价值。”

云学堂 2.0 绘制教育桌面云新图谱

云学堂 2.0 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架构更先进的教育桌面云解决方案，不仅保持了“多、快、好、省”

的优势，更是以其开放、兼容、灵活、高效的特点，引领了教育行业新 IT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的发展。

·统一监管
·资源调度
·数据收集

教育局数据中心

教育城域网

1. 申请资源

2. 调配资源

3. 获取临时资源

A 学校 B 学校 C 学校

VDI 统一管理平台
CloudOS

资源池

VDI 管理平台

资源池

VDI 管理平台

资源池

C 学校专属资源池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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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杨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下简称“地大”）

作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典型代表，一直走在高校

信息化建设的前沿。2000 年开启“数字地大”建

设；2009 年率先在学生宿舍大规模部署无线网

络；2013 年提出“智慧地大”的建设思路；2015

年又开始对 6000间宿舍实现全面无线网络覆盖。

近日，记者专访了地大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副主

任张峰，请他就地大无线网发展部署、信息化建

设等情况进行探讨。

《中国教育网络》：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学

校开始在校园建构和铺设无线网络。无线校园网

络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对学校的教学模式、教学

理念以及教学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无

线网络建设正在各地大学、中学校园中稳步推进。

贵校无线网络发展情况如何？

张峰：从 1994 年筹建校园至今，学校基本

形成了信息化的管理运行环境，10G/40G 骨干网、

超过 10000 有线信息点、SDN 网络技术融入运行

良好，校园网在线设备数峰值 3.4 万多台，超过

了学校人数。与此同时，基础承载也从“有线为

主”转变为“无线为主”。

早在 2009 年，学校就开始在校园宿舍部署

无线网络，2010 年开始基本启用。2013 年，移

动终端使用不断增多，以微信、支付宝、微信电

话本和 QQ 电话为代表的应用对无线网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实现学校教学、管理和师

生服务的目标，学校需要最好的网络基础设施，

方便教师和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教务管理，

甚至是娱乐等应用。

随着师生上网终端从笔记本电脑到手机和

Pad 的变化，对网络环境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学校迫切需要对原针对 PC 接入的无线网络进行

升级改造。过去，宿舍采用放装型 AP 的“五宫格”

方式部署，现在却已经无法应对人手 3 台或是 4

台无线设备的时代要求。2015 年，学校开始对无

线网进行升级改造， 6000 多间学生宿舍每间部

署一颗支持双频双流 802.11ac 标准最大接入速率

为 867M 的 AP 进行全面无线网络覆盖；办公教

学共公场所部署了双频 4*4MIMO 支持 802.11ac 

Wave2 接入速率 达 1.9G 的 AP。此外，还对学校

机房进行了整体搬迁，对校园光缆系统作了重新

规划和升级改造。

《中国教育网络》：在进行无线网络部署过

程中，学校都遇到了哪些问题？采取了哪种解决

方案？

 张峰：在无线网部署过程中，最主要的问

题是用户对信号是否满意。我们需要保障在校园

每个地方都实现互联，互相之间不受干扰。当时

有很多方案，例如每隔一个房间部署一个 AP 等。

早在 2009 年我们就采取的五宫格方案了，每隔

一个房间进行部署，信号强度依然不够，由于无

线信号功耗低，穿墙能力弱，隔墙信号一定会有

影响。另外，在 IEEE802.11 协议中支持 2.4G 和

5G 两个频段。在 2.4G 的频段里有很多设备，信

道之间相互干扰严重，因此我们建议用户使用

5G 频段，而 5G 隔墙部署后，信号很弱，使用体

验就无法得到保障。

 学校通过对性能、信号、部署与管理等多

角度考察，学生宿舍区最终选择了锐捷的“智分

+”解决方案。

用“极简”智慧打造校园无线网络

——专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张峰

“ 互 联 网 +” 时
代 的 到 来， 建 设
理 想 的“ 智 慧 校
园”， 需 要 从 被
动 变 主 动， 从 科
技中寻找智慧。

——张峰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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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智分 +”解决方案中的单个

AP 主机可以支持 24 个微 AP，每间宿舍

相当于安装一个“小卫星”，上电后自动

识别为主 AP 的射频卡，并且全网采用了

通用无线控制器进行统一管理。在管理方

面，主 AP 和微 AP 在管理上是一个单一

AP，所有微 AP 无需单独管理、无需软件

升级、无需下发配置、不占用无线控制器

licenses，同时省去了 POE 交换机的费用。

其次，为了确保学生在宿舍可以观看

高清视频或是参与 MOOC（慕课）学习，

方案中采用了 ERPS“全万兆”高性能高

可靠无线承载网络，楼栋内主 AP 通过

万兆接口采用 ERPS 全万兆环网互联，并

通过万兆上联至区域汇聚，在高峰时轻松

胜任“万人同时在线”的压力。另外，微

AP 采用双路双频 802.11ac 标准 ，这为每

个房间提供了独享 2.4G 的 300Mbps 和 5G

的 867Mbps 网络环境，轻松应对多人、多

终端、重载、大流量的应用考验，即使来

几个同学也不会因分享而降低体验。

最后，在实施过程中，用户可以将

AP 主机直接部署在弱电间，而微 AP 则

部署在房间内，通过标准网线连接后，在

100 米的范围内尽情享受满格信号的高品

质。正是这个创新的分布式架构，让“无

线就是交换机”最终变成了现实。

《中国教育网络》：SDN 这项技术

在业内也推行了很多年了，但是从这两年

开始才陆续在一些国内领先的高校正式部

署和落地。作为国内信息化领先的高校，

贵校在校园网中运用 SDN 技术这个层面

有什么考虑和举措吗？在安全方面有何

思路？

张峰：网络的精细化管理一直是我们

追求的目标，尤其是互联网安全日益复杂

的今天。2010 年前后学校一般都采用传

统的三层网络架构，为了加强管理，我们

引入了两层扁平化管理。在目前网络安全

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作好管控，如何从几

万个终端中分离出一个终端的逻辑路由，

对其进行数据诊断，一直是比较烦琐困难

的事情。

而 SDN 技术将控制与交换层面进行

分离，让数据流的路径发生变化。这样我

们就可以完成两项工作：一是需要独立的

业务网络进行逻辑分离，就像马路上行车

线进行逻辑分割；二是对有安全隐患的个

人接入设备进行隔离和“消毒”，再将其

引回原本路径。

我们在思考为什么上网设备会产生直

接的攻击行为，为什么没有手机与手机间

的直接攻击呢？其实是由结构性的原因造

成的，手机是依靠应用找到另一部手机，

是基于应用的点，手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

通信，而这个通信节点是在可控可信的基

础上进行通信。如果互联网可以这样实

现，那么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将会小

很多。 当然，安全也有两个方面，一是

物理安全，如丢失则主要依靠制度来保障

较好；另一个是信息安全，主要依靠网络

设备和网上的安全设备来解决。如我们学

校的安全采用独立的方式，服务器和用户

接入分为不同的防火墙和 IDP 功能，不与

某个网络系统紧耦合。

《中国教育网络》：如今，越来越多

的高校提出要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从

数字校园走向智慧校园，贵校经历了哪些

发展？如何体现“智慧”二字？

张峰：我们在 2000 年 3 月就启动了“数

字地大”工程建设，自 2008 年起又开始

启动“数字地大”二期工程建设，逐步建

成了覆盖全校的网络化学习和工作环境，

基于校园网的信息资源和应用系统建设不

断完善，校园信息化建设走上了稳步发展

的轨道。

2013 年，学校开始构思“智慧校园”

建设。其实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并没

有明显的分界线，是时代对这一阶段的新

要求。建设智慧校园是一个目标，我们智

慧的目标就是让用户感觉到简单便捷。首

先，是系统要便于维护；其次，用户使用

网络要有统一性，方便使用。例如，学生

通过微信扫码就可以开户上网，分享个人

二微码就可支持你的访客上网，校园数据

服务上网搜索即可。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建设理想

的“智慧校园”，需要从被动变主动，从

科技中寻找智慧，其中有五大关键要素：

完善的制度保障及策略、充分量化的 IT

基础架构、基于认知的大数据平台、安全

数据保证能力的环境以及业务服务化的开

发平台。

同时，我们所处的不断更新的时代，

还要更多地去关注智能化，将原有的非智

能化设备变得智能化。智慧校园建设需要

人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从意识到行为有

一个转变。

还应关注的是，当学生走进校园后，

还处于成长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

这时，物联网就非常重要，希望未来通

过各种传感技术及各项应用，让学生感

知健康的生活品质。智慧校园更应该是

健康的校园！

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并没有

明显的分界线，是时代对这一阶

段的新要求。建设智慧校园是一

个目标，我们智慧的目标就是让

用户感觉到简单便捷。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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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计算等新技术的日益

广泛应用，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步伐不断加快，社会整体信息化

程度不断加深，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也日趋显著。在此背景

下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十三五”

期间，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在更高层次上促进教育公平、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等重要任务。这对教育信息化提出了更高

要求，也为教育信息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高校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方面，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讲授模式无法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互联网带来的爆炸式信息增长使师生

难以甄选有效信息，降低了信息的使用效率；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侵占了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与碎

片时间，甚至对课堂教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

卓智打造混合式学习闭环生态圈

凝云化雨  润物无声

海量存储技术发展成熟，给高校课程线上化提供了充分的技术

支持；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教学管理工作带了新的视角；

再次，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也为智慧校园环境下的教学工作提

供了新的工具。

传统教学模式能够较大程度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在线学习

模式能够较大程度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但是二者均有其局限。在

信息技术深入发展的支撑下，混合式学习模式成为了高校教学改

革新的教学理念和发展方向，实现教师积极引导与学生主动参与、

课堂教学与线上学习、课本资源与数字资源等方面的多重结合。

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卓智”）依托智慧校园的丰富运

营经验，对混合式学习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发了针对

线上学习的“云学堂”以及针对线下互动教学的“雨课堂”两款

主产品，助力各大高校推行混合式学习模式。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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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学堂 - 多终端在线学习

图 2  雨课堂 - 在线备课及课堂同步互动

“雨课堂”将线上学习的成果化云为雨，为师生打造多乐

趣的线下教学平台。

课前：教师可进行线上备课、上传多类型课程资源、创建

课前任务，并同步推送给学生。学生可通过 PC 端或移动端完成

课件学习、课前测验，并进行互动讨论与提问。通过将课程知

识点的学习从课堂转移到课前，从教师的讲授转变为学生的自

主学习，课堂成为了沟通更为高效、互动更有乐趣的空间。课

前的测验，让教师对学生的相关知识体系、预习情况、课程难

点等也有了准确的把握，可据此科学调整授课方案或课堂互动

计划；学生亦可带着问题参与到课堂之中，提高课堂学习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课中：教师可通过 PC 端或移动端直接播放课件、视频、音

“云学堂”将各学科知识凝结成云，为师生打造可共享的在

线学习平台。

针对教师：卓智“云学堂”配备类型多样，数量丰富的线上

课程资源，教师可在线上便捷调用相关资源进行备课，在摆脱繁

重、枯燥的备课工作的同时，还可使课程内容更加丰满、更具吸

引力；除此之外系统全方位收集、记录、分析学生的线上学习大

数据，并生成可视化的分析图表，教师可查看整体或个体学生学

习情况，从而有的放矢、科学有效地提高教学工作质量。

针对学生：卓智“云学堂”配备 PC 端与移动端，学生可随

时随地在线上完成从课件学习、练习，到测验的完整学习过程；

系统同时已经对学生线上学习的全过程数据进行了收集、统计和

分析，学生可按需查询经过智能分析、图表化的个人学习大数据

分析结果，包括学习行为数据与学习结果数据，从而针对性地优

化学习行为，改善学习效果。

针对管理者：卓智“云学堂”支持课程模型框架、专业信息、

“雨课堂”是卓智混合式学习解决方案中线下互动教学的主产品

频、图片等多类型课程资源，并实时同步推送给学生；教师可在

PC 端或移动端对授课内容进行圈点评注，评注内容亦实时同步至

投屏和学生端；学生还可通过 PC 端或移动端接收和完成教师实

时下发的投票和课堂任务，学生的完成情况将即时反馈至教师端，

教师可根据经过统计分析后的反馈结果，迅速调整授课内容、提

升教学质量。在充满互动乐趣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卓智“雨课堂”

将教师的引导性，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地结合了

起来，高校课堂令人耳目一新。

课后：教师可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数据分析，下发因人而异

的课后任务，从而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巩固

和提高学习效果；学生可回顾上课内容并完成课后作业。

同时，“雨课堂”“收雨成云”，师生使用“雨课堂”教学

过程中产生的全方位数据，也成为“云学堂”的一大数据来源，

与“云学堂”的在线学习数据无缝对接，为教师与学生构建全覆

盖的教学大数据库，精准把控教学成效，智慧引导教、学进入良

性上升的闭环生态圈。

凝云化雨，润物无声 —— 卓智“云学堂”、“雨课堂”，

是卓智响应《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号召，依托多年高校

网络和信息化运营经验，整合优秀资源重磅推出的“混合式学习

解决方案”的主产品。通过线上学习和线下互动教学，“云学堂”、

“雨课堂”将帮助高校实现传统教学模式向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升

级迭代，帮助教师们轻松、高效地驾驭教学工作。

“云学堂”是卓智混合式学习解决方案中线上学习的主产品

就业岗位、评估、数据统计模块等内容的创建和统计，帮助管理

者在线轻松高效地完成教学、教务管理工作。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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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冯骐 1    朱宇红 2      柯立新 2      沈富可 1

   区域信息化的挑战

在区域信息化的建设中，主要面临三

个方面的挑战：

1. 各自为政，共享困难

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信息资源归有关

部门所有的惯例，政府各部门、学校甚至

学校内部各部门等由职能赋予的权力所采

集的信息资源往往成为独家垄断，相互之

间缺乏沟通，有效的信息共享制度和机制

缺位，信息资源难以共享。

2. 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数据分析

困难

由于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总体的协

调和信息建设规划不到位，业务条块化信

息资源建设方式导致在开发的规划、组织、

资金和体制上都相互独立，不仅低水平重

复建设现象严重，而且多头采集数据造成

了数据不完整、不一致，使得进一步的

数据分析也十分困难，大数据成为空谈

的口号。

3. 多主体之间没有形成凝聚力

当前区域教育信息化的主体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政府、学校、企业。其中，政

府方面多项目、多线、多条块的建设，事

实上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孤岛；学校方面

同样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且由于

人员、编制等方面的问题，在运维上力不

从心，对外包服务商等依赖较重，信息化

整体的投入产出比较低；企业方面虽然有

一定的积极性，然而在现有体制环境下，

企业与政府 / 学校之间的合作模式较为僵

化，更多的企业即便想参与其中，亦无从

入手。

区域信息化的顶层设计

 尊重各主体的独立性

区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应明确各

主体的不同职责与相互关系。科学的顶层

设计重点在于设计区域信息化整体的框架

体系，并将所有主体接纳进来，多方进行

对接，共同形成区域信息化的生态圈。与

此同时，应当尊重各主体的独立性，不去

干涉各主体内部的信息化规划、管理体制

等。以下重点以身份管理和资源共享服务

之间的关系阐述学校、政府、企业在顶层

设计中所应承担的不同职责。

1. 学校

学校是身份的管理方，也是特色资源

的提供方。

教育行业的用户主要是老师和学生，

他们的身份都由学校进行管理。教育信息

化中的线上身份认证管理必然要与线下的

身份管理相结合，因此合理的解决方案是

由用户的身份管理方——学校，建设身份

认证系统，为其用户提供身份认证服务。

而学校的身份认证系统则与区域信息化的

大平台进行对接，从而在身份管理上能够

真正落地，与线下的身份管理紧密结合。

也为针对不同用户身份进行不同类别的应

用授权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学校往往有一些特色的资

源数据或资源应用，这些有特色的、独一

无二的资源，在资源共享时就能更好地发

上海是怎么做区域教育身份认证体系的？

本文从区域信息化顶层设计的角度，探讨各主体在信息化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如何互利互赢，共同推动区域信息化发展。

图 1  上海市教育身份认证体系总体框架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管理决策 教育教学 公共服务

各类教育应用

上海教育开放身份认证授权规范

终身化、标准化的身份管理流程对接规范

上海教育身份认证中心：（上海教育 ID+ 个人基本社会特征属性）

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 终生教育

向上：

·教育应用统一认证

服务

·开放式数据授权与

分享

向下：

对接和串联各级各

类教育组织 / 机构

的身份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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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价值。资源应用的共享应该把重点放在

这些有特色的应用之中。

2. 政府

政府是身份和应用资源的联接主体，

形成科学合理的共享机制。

教育信息的应用，针对不同的用户群

体往往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很难统筹建

设一个标准化的产品来满足所有的用户。

这就要求政府不必去尝试建设大而全的信

息化系统，而是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层面的

大框架和标准，引导各个应用系统、身份

系统互相对接，依赖于市场的细分，为不

同的用户群体提供高服务质量的、各不相

同的个性化服务。并使各应用资源得到充

分共享、充分利用。

3. 企业

企业扬己所长，生产不同的应用与资

源，并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良好的教育信息化生态圈离不开企业

的参与。企业能够针对不同的市场，提供

个性化的应用，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此

同时，企业也应当适当地承担教育信息化

生态圈的发展责任，共同承担，共同成长。

顶层设计框架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一个可持续

发展的教育信息化框架，应该在认证 / 授权

/ 数据三方面上建立起相应的标准和框架。

1. 认证

在认证上，应该充分信任各主体的认

证结果。线上的身份管理与线下的身份管

理相结合，由用户的身份管理主体对其进

行身份管理，即认证。在认证时，应传递

用户的相应身份属性，用于授权。

2. 授权

授权应分为两个部分：

（1） 资源访问的授权——即对用户

的授权。例如谁能够访问应用、能够看到

应用内的什么内容、能够在应用中做出怎

样的操作等，这些均应通过对用户的授权

来进行控制。而授权则应基于用户的身份

属性，例如根据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不

同角色（学生 / 教师 / 家长）之间的差异

进行授权。

（2）应用开发的授权——即对应用

的授权。例如什么样的应用能够加入生态

圈、加入生态圈的应用能够获得多少可利

用的数据、能够对数据做什么样的操作等，

这些应该通过对应用的授权进行控制。

3. 数据

数据是一切的基础，无论是为顶层设

计的决策支持，还是为个人教育发展的个

性化服务，都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一个

良好的教育生态圈，其数据大致可分为基

础数据和运行数据两类。

基础数据——即用户的身份、角色等

个人信息相关的基础数据。基础数据的来

源主要取决于线下。当用户从线下转移到

线上时，这些基础数据通过其主体的认证

系统，进入到线上的系统中。

运行数据——即各线上系统在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由应用系统通

过数据接口提供。

这两类数据共同构成大数据分析的基础。

顶层设计框架的关键点在于构建通

道，形成连接，让数据在各个主体之间能

顺利地流通。当今资源共享，数据流通过

程中的一大阻碍便是数据的流向缺乏审计

和控制，令共享者心存顾虑，难以扩大共

享的范围。而身份的认证和授权正是打消

这种顾虑的最佳方式，并且身份的认证和

授权本身即是数据流通的一种入口。因此，

一个有效的，完备的身份认证体系框架，

是实现区域信息化顶层设计框架的关键。

 以上海市为例，根据顶层设计所规划的

上海教育身份认证体系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上海教育身份认证体系的设计与
实践

上海教育系统跨校认证

上海教育系统跨校认证联盟是一个分

布式的身份认证联盟。联盟内信任各个认

证子域的认证结果，与各个子域的身份认

证系统进行对接，实现跨校认证。目前已

经有 40 个子域加入联盟，并且还在不断

地扩展中，总用户规模超过 100 万，活跃

用户近 5 万。

联盟内目前有上海教育无线通，上海

地区高校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上海市

东北片跨校辅修平台等多样化的优质资源

应用，这些应用均基于跨校认证的平台进

行开放和共享。

联盟的框架基于开源组件 Shibboleth 

实现。

1.Shibboleth 简介

Shibboleth是一种标准化的开源软件，

用于组织成员之间通过 Web 进行单点登

录。Shibboleth 支持节点之间的个体在访

问受保护的资源时，提供安全、隐私的身

份认证服务。

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1）IDP（Identity Provider，身份提

供者）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图 2  上海教育系统跨校认证联盟逻辑架构

第三方应用

IDP/SP

第三方应用

SP

跨域认证

中心 DS
上海市教育跨校认证联盟

高校 B

IDP

高校 C

IDP
高校 A

ID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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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提供端：主要作用是向资源提供

者提供用户的属性，以便使资源服务器根

据其属性对其访问操作进行授权和响应。

（2）SP（Service Provider，资源提供者）

资源服务提供端，主要作用是响应用

户的资源请求，并向该用户所在的 IDP 查

询用户的属性，然后根据属性作出允许或

拒绝访问资源的决策。

（3）WAYF（Where Are You From，

认 证 中 心。Shibboleth 2.0 之 后 更 名 为

DS，即 DiscoveryService，但是习惯上依然

称为 WAYF)

2. 应用发展现状

基于上海教育跨校认证，我们通过自

主开发应用、与现有平台对接等方式，提

供了一批优质的应用资源。由于跨校认证

的特点，推广较为顺利，用户体验较好，

获得了用户的好评。以下简单介绍三个较

为有特点的跨校应用：

（1） 上海教育无线通

上海教育无线通是一个基于跨校认

证的无线资源共享方案。其设计逻辑类似

于全球无线漫游框架 Eduroam ，用户用自

己学校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在支持的学校

使用无线资源。区别在于 Eduroam 所使用

的技术基于 802.1x 和 radius，完全采取分

布式的管理，对提供漫游的学校技术管理

要求较高，而上海教育无线通基于 Web 

portal，采取半中心式半分布式管理，对

学校的技术管理要求相对较低，易于推广。

（2） 上海市东北片跨校选辅修平台

跨校辅修专业是上海市东北片高校合

作办学教学协作组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互惠互利、协调发展的合作精神，在

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东北片高校合作办学

管理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的一种合

作办学模式，它允许上海市东北片复旦、

同济、财大、上外等 12 所高校的优秀学

生选修其他学校开设的跨校辅修专业，经

考核合格，可获得其他学校颁发的跨校辅

修专业证书。上海市东北片跨校选辅修平

台（http://www.kxxfx.shec.edu.cn）的认证

方案采取跨校认证模式，传递登录人员

的属性，避免了给用户二次开设账户的

过程，也为开设和选修相关课程的师生

带来了便利。

（3） 上海地区高校优质资源共建共

享平台

“上海地区高校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平

台”（http://www.kxzy.sh.edu.cn） 是在上

海市教委的组织领导下构建的一个资源共

享项目，其宗旨是将上海地区高校自建数

据库、特色资源数据库、优质资源数据库

等共建共享。目前平台已整合了复旦大学、

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

学、同济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电力

学院等学校 12 个优质资源库，涉及民国

书刊、古籍、图书、教参、学位论文等多

种资源类型。平台共有资源超过 30 万条，

其中 85% 的资源提供电子全文，15% 的

资源提供印本全文。其中电子资源的授权

访问基于跨校认证平台实现。

（4） 应用数据分析

虽然在跨校认证的框架下，尚缺乏应

图 3   跨校认证访问

图 4  身份认证节点使用分布

图 5  用户终端分布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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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用浏览器端分布 

用内的数据共享机制。但是根据用户通过

跨校认证的流量数据，亦可见一斑。

如图 3 所示，跨校认证的日均访问人

次在 2000~4000 不等。且在学期内，访问

频次呈周期性现象，逢周末则访问量剧增。

其原因可推断为周末时用户的跨校互访频

率增加，且跨校选辅修学生在异校学习，

因此跨校无线通的访问量较大，且部分跨

校选辅修学生可使用基于跨校认证的教参

系统中的相关教材。

如图 4 所示，各学校的跨校认证用户

分布较为平均，基本与学校的规模相当。

如图 5 所示，用户的终端分布中，移

动端的分布已经超过 PC 端的分布比重。

可见如今的用户终端已经是移动端占据多

数，应用的开发应以移动为先。

如图 6 所示，用户的浏览器分布中，

以 Chrome 和 Safari 为主，传统的微软 IE 

浏览器占比已经不足 15%。这其中显然有

移动端流量占据主流的原因。

上海教育认证中心

基于 Shibboleth 的跨校认证框

架很好地解决了分布式认证的问题，

并且为基于用户属性的授权提供了

很好的方案。然而其对于应用的授

权却比较简单，是基于认证节点的

分布式授权，缺乏中心化的授权管

理。因此，各认证节点向应用所传

输的身份数据也缺乏标准，数据结

构散乱，需要二次整合。分布式的

框架架构必须要存在中心化的管理，

否则必然会成为一盘散沙。

因 此 我 们 需 要 一 个 中 心 化 的 授 权

管 理 机 制， 来 统 筹 应 用 节 点 与 认 证 节

点之间的对接。同时又不能破坏现有的

分 布 式 认 证 框 架。 我 们 给 出 的 方 案 是 

Oauth2+Shibboleth。通过 Oauth2 进行授权

管理，通过 Shibboleth 进行分布式的认证。

其框架图如图 7 所示。

如图 7 所示，认证中心作为身份认证

的统一交换平台，对接应用市场和跨校认

证联盟框架。应用通过 Oauth2 的开放接口

进行授权，授权时调用统一认证接口——

即跨校认证接口对接 Shibboleth 框架进行

分布式认证。通过认证传递用户属性数据，

这些数据在身份认证中心的平台中进行整

合清洗，封装为统一的数据标准格式，以

API 接口的形式发布予以应用调用。

认证中心采取的 Oauth2 授权模式，

是互联网主流的授权方案，便于应用的快

速接入，非常有利于推广。同时数据通过

先流入认证中心，再授权给应用的模式，

提供了数据清洗的契机，有利于数据结构

的标准化，这对于应用的对接推广也是极

有帮助的。基于此，我们就能够通过认证

中心构建一个开放的授权平台，类似于微

信 / 微博 / 人人网等开放授权平台，从而

形成一个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生态圈。

然而由于用户的身份数据将先进入认

证中心再予以应用授权，因此存在数据隐

私保护的问题。在这方面目前还缺乏相应

的规定和标准，如何在数据隐私保护和数

据整合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需要认真考

虑的问题。

总结和展望

资源共享的难点在于消除资源共享

者的顾虑和不信任感，而身份认证正是

一个极佳的途径。通过跨校认证的技术，

我们在无线资源的共享上、在教学资源

的共享上、在图书馆藏资源的共享上都

做了一定的尝试，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在这些资源共享的实践中，我们也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资源共享的标准规

范，例如《跨校认证系统属性规范草案》，

《上海教育身份认证体系标准规范》等，

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三个方面

做进一步的努力。在应用的接入推广上，

利用上海教育认证中心的 Oauth2 框架，

构建开放的认证授权平台，为应用提供更

便捷更简单的对接方案；在用户的接入推

广上，通过一部分应用的试点，推动更多

的优质应用加入开放平台内，通过应用来

驱动用户，推动用户的使用；在系统的稳

定性和保障上，通过统一的监控平台，监

控各个认证节点和应用的状态。并建立退

出机制，对于系统维护不力，也没有意愿

维护的节点和应用，允许其退出平台，进

而提高整个平台的服务保障能力。

（作者单位 1 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2 为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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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Oauth2 授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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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晓琴   谭薇  杨洁

校园一卡通系统是集身份认证、校务

管理、校园消费、金融服务为一体的新型

数字化校园应用。校园一卡通在全国高校

的推广应用已有多年，刚开始校园一卡通

的功能很局限，基本上仅完成食堂就餐。

随着高校各类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校园

一卡通系统的升级和互联网应用的普及，

校园一卡通的功能和潜在应用越来越多，

从而对高校财务管理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多

的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好校园一卡通，提

高财务管理水平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校园一卡通在考勤和财务缴费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校园一卡通在建设初期，以提供电子

支付、资金结算、金融服务为主要目的。

但是随着校园一卡通服务学校的管理和服

务，在以下几个层面的功能得到了加强和

提升。

校园卡考勤和签到功能：高校等同于

一个封闭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考勤和

签到是利用越来越多的一项功能。以西交

大为例，进出大门的身份识别，进出宿舍

的身份验证，各类大型活动的考勤，各类

校务活动包括培训、技术会议、各部门院

系举办的活动，都有一卡通考勤的存在。

我校有 1 个大门、2 个图书馆、8 个本科生

宿舍楼群都安装了通道机系统；学校 8 个

大门和校内各部门各项考勤签到，累计有

60 多台学校合作研发的手持考勤机；有 30

多个宿舍大门实现了门禁系统，有 10 多个

学院的办公大楼，也有和校园卡密切结合

的考勤系统。除此之外，学校在 2015 年在

80 个智能教室安装了上百个上课刷卡考勤

终端，系统随时和教务排课系统密切关联，

极大地支撑了教学精细化管理工作，提升

了教学管理水平，预计在 2016 年暑假，也

会新增近 80 多间教室的考勤机。

财务服务功能：我校上线了在线圈存

系统以后，所有学生的学杂费、医保费、

住宿费、校园网费用的缴纳，学生都能通

过自己的上网终端或者手机实现划转缴

费。除此之外，电信、联通的虚拟 ADSL

费用等各类社会服务费用也能通过在线圈

存系统缴纳。对于学生的补助，津贴等，

也能通过校园卡实现快速发放，自助领取。

这些缴费都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用户面广：缴纳费用的用户几乎涵

盖所有的学生；

2. 缴费类型杂：只要在财务系统里面

做好计费设置，各类缴费都能实现；

3. 需要对接的系统多：需要财务系统、

校园网相关计费和控制系统、电信系统，

医保系统都需要实现实时的对接。

4. 技术要求高：缴费系统本身要求有

更好的便利性，同时也有较高的安全性设

计。因此，基于校园卡的在线缴费，越来

越受到财务管理人员的欢迎。

校园一卡通与高校财务管理模式
的结合

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实施，可打破原来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校园一卡通简化高校财务管理
西安交通大学



2016.10 中国教育网络 75

全封闭的高校财务核算系统，使师生各类

缴费、消费等经济活动直接通过网络系统

与学校财务核算系统对接，省去了中间环

节，给师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提高了工

作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重要的是通过

网络进行资金结算的方式，减少甚至取消

了现金结算环节，这有利于从根本上杜绝

“小金库”，完善学校内控机制。

校园一卡通的实施对高校财务管理模

式将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对规范高校

经济活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推进数

字化校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结合。

收费管理方面

校园卡通过其与收费系统和消费系统

的对接，使学校的现金流明显减少，校内

的各类收费和消费均实现了统一管理。如

学宿费收缴及餐饮、洗浴等各类消费均通

过一卡通平台结算，定期转入相应账户。

这种收费管理模式的变化，起到了财务管

理的内部控制作用，可规避乱收费和“小

金库”的产生，使各类收费数据更客观真

实地反映学校各类收费活动。

会计核算方面

1. 现金充值核算

使用校园一卡通，师生的各种消费

和缴费，不再需要到财务部门办理现金

结算手续，而可由校园卡卡务中心每日

根据全校师生的一卡通现金充值收支情

况，填写校园一卡通现金交款单，然后

到财务部门办理存款手续。财务部门可

使用现金充值明细和汇总信息为依据，

核对当日出纳交易记录，进行相应的账

务处理，借方为一卡通现金，贷方为一

卡通专户资金。

2. 银行圈存核算

银行圈存是一卡通系统中实现的银行

卡与校园卡之间的转账功能。财务部门每

日要核对银行圈存收入回单金额与校园一

卡通系统金额是否一致。一卡通系统还可

生成圈存对账日志日报，自动完成银行扣

款转账金额与一卡通存款流水的核对工作。

3. 商户结算核算

以前校内各商户是通过与相关管理

部门例如饮食中心等进行收款结算。有

了一卡通系统，这些商户就可根据一卡

通系统的结算清单，直接与学校财务部

门进行结算。财务部门在一卡通系统中

按结算金额填制商户结算报表，根据结

算金额的大小，完成相关财务审批手续，

然后进行账务处理，完成由一卡通专户

资金向各商户的转账支付工作。在资金

的支付方式上，独立核算商户可采用转

账支票，借记一卡通专户资金，贷记一

卡通银行存款；校内职能部门的服务性

收费，则实行内部转账，借记一卡通专

户资金，贷记服务性收费应

缴财政专户款，同时调整一

卡通银行存款户和基本户银

行存款，借记基本户银行存

款，贷记一卡通银行存款户。

财务信息管理方面

校园卡系统是数字化校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

校园其他管理信息系统的互

通功能，可实现全校财务信

息集中管理模式。在这种模

式下，所有职能部门都可以

通过一卡通平台，将所有财

务信息以统一格式交换至财

务部门，从而使学校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实时反映各项财务信息，实现财务信息

管理模式资源共享、集中化、高效化。

同时，也为全新师生提供了一个综合的

统一的信息查询平台。可查询的信息有

部 门 的 经 费 预 算 及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单

位 和 个 人 的 科 研 项 目 经 费 的 进 款、 落

款、 使 用 进 度 情 况； 学 生 的 缴 费、 欠

费情况等。

资金运作方面

学生预存、商户结算时间差等为校园

卡账户提供一定量的沉淀资金，这为高校

财务管理中的资金运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财务部门可以利用这些沉淀资金，加速流

动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资金使用成本，为学校获取更多的发展

资金。

内部控制方面

校园卡系统具有的电子支付和资金结

算功能，减少了分散的现金结算，可有效

规避乱收费和“小金库”现象的产生，为

促进高校财务内控模式的改进和完善提供

了技术条件。

利用校园一卡通提升高校财务管
理的建议

学校的财务管理涉及全校日常活动的

各个环节 , 与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校园卡的广泛使用，对学校财务管理

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学校的财务管

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需要财务部门认真

分析这些影响，并改进现行的财务管理实

践，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并提高财务服务

的水平。笔者结合自己的实务工作经验体

会，总结出以下几点建议，供高校财务部

门参考。

校园一卡通的管理模式

笔者根据实施了学校层面校园一卡通

的高校交流了解，分析了各类管理模式的

特点。

IT 部门管理：校园卡系统越来越复图 1  在线圈存系统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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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我们认为这种管理模式能够使得一卡

通的技术设计和技术应用推广得到极大的

提升，但是主要负责人员的职业背景是技

术层面，在财务层面，主要依靠学校的财

务管理办法和政策的约束，从业人员多数

具有一定程度的财务背景欠缺，会有一定

的资金风险问题。

财务或后勤部门管理：这种管理模

式加强了校园卡应用和财务结算层面的推

广，但是由于财务部门自身的定位，在一

卡通与校务管理的结合方面，先天不足。

校园卡管理部门的技术力量主要依靠厂家

的技术人员实施，缺乏了技术层面的管理，

存在着技术沟通严重不足，服务响应慢，

质量难以保障等问题。

IT 部门做主要技术支持，财务部门

负责卡务和结算：我校是这种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极大地发挥了两个部门各自的优

势，在校园卡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上，主

要依靠学校网络中心来承担。但在日常卡

务、结算和资金管理方面，有财务处设立

专门的科室来管理。IT 部门承担了技术支

持和管理工作，同时与学

校整体信息化结合极为

紧密，使得一卡通的内涵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种

模式需要两个部门分工

明确，亲密合作，相互配

合，主动担当。我校从近

十年的管理中，越来越受

益于这种管理模式，校园

一卡通在学校各个层面

的作用也发挥到了极大。

改进财务信息传递方式

实 施 一 卡 通 系 统 以

前，财务信息主要通过纸

质或磁盘形式传递。财务

人员需要将财务信息录

入到相关的工资系统或

学费收费系统中，可能产

生错误，且存在大量重复

劳动。财务部门应在学校

统一协调下，力推学校其他的管理信息系

统和一卡通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电

子化的数据交换。这样既能提高办公效率

又能节省会计原始数据的采集成本。另外，

实行一卡通后 , 原有的上机卡、图书卡、

充电卡等，只需一次充值就可在多个子系

统中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重复设

岗 , 节约了劳动成本。图 1 是我校开发的

在线圈存系统，师生员工可通过个人电脑、

手机进行网上校园卡圈存充值，充值缴费

更便捷。   

加强收费管理，规范收费秩序

目前，一些高校在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收款不上交、私自挪

用、私设小金库等现象。财务部门可以借

助校园卡加强收费管理、规范收费秩序。

财务部门可以修改财务制度规定在校园卡

应用以后，校内所有单位部门，均不得使

用现金支付，所有涉及到收费的子系统都

连入校园一卡通平台，所有收费均要通

过校园卡管理中心结算账户直接转入学校

相应的账户。这样不仅可规范校内收费管

图 2  2015 年校园一卡通系统各月学费缴纳占比情况

图 3  2015 年校园一卡通系统部分缴费项目占比情况

理，同时还缓解恶意拖欠学宿费问题。一

卡通具有网络信息功能，针对恶意不交学

宿费的学生，控制好该卡每学年投入使用

的第一关，不交学费就无法进行学籍注

册、成绩登录以及其他活动。这样，可

提高学生缴费的主动性，确保学校能够

及时足额收回资金，可减轻高校经费不

足的压力。累计收学费几亿元，月均圈

存 300 余万元。

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改善财务服务的质量

校园一卡通系统应用强大的网络技术

进行财务管理活动，极大地拓宽财务管理

的时间、空间范围，这为财务部门改善财

务服务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持。财务部门应

该充分利用校园卡这个技术手段，为广大

师生提供快捷优质的财务服务。在校园一

卡通平台上， 每个教职工和学生都有自

己专属的校园卡，所有的现金发放都可以

通过校园一卡通平台，直接将钱款从学校

账户划拨到相关人员的校园卡上，省去了

现金发放的繁琐。而且利用校园一卡通平

台强大的数据存储和查询功能， 每一笔

发放都记录在专门的存储服务器上，方便

日后的查账。欠费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到

校园内的自助缴费终端上交费，还可以在

任何一个可以连上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地方

查询学费信息。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财务

工作效率，也可改善财务服务质量。2015

年校园一卡通系统各月学费缴纳和部分缴

费项目占比情况分别如图 2、3 所示。

校园一卡通在高校财务管理方面的

主要功能有身份认证、电子支付、资金

结算、费用发放、金融服务等。校园一

卡通对高校财务管理在收费管理模式、

会计核算模式、财务信息管理模式、资

金运作模式和内部控制模式等方面都会

产生积极和持久的影响。为了充分利用

好校园一卡通，财务部门应该重点在改

进财务信息传统方式、加强收费管理和

改善财务服务质量等方面积极推动落实

各项财务政策。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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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董舞艺  刘兹恒

国外相关研究

随着 19 世纪末各国版权立法的修改

及越来越多的网络版权案件的发生，近十

年国外关于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已进入深

入研究阶段。

一方面，图书馆专业组织在争取图

书馆合理空间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

2000 年 8 月国际图联（IFLA）发表了《在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的立场》，强调在

网络环境中为使图书馆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在版权保护方面采取适度政策的重要性。

IFLA 版权和法律事务委员会 2001 年 5 月

公布的《许可原则》提出了一些在图书馆

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签订合同中应坚持的一

些基本原则。2003 年美国一些主要的图书

馆协会联合发表了《合理使用和电子馆藏》，

提出了图书馆在发展电子馆藏中可以应用

的判断合理使用的标准。2004 年 IFLA 发

表了《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未来的日内

瓦宣言的立场》，迫切要求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对于知识产权法的不平衡、信息垄断、

技术保护措施等问题予以陈述和表态。最

近两年，国际图联（IFLA）、美国图书

馆联盟（LCA）以及图书馆电子信息联盟

（eIFL）派代表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第 19 届、20 届版权及其相关权利常设委

员会会议（SCCR），重点探讨了版权法中

的限制和例外条款问题。

另一方面，图书馆界对图书馆知识

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且重

点在数字图书馆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使

得图书馆在文献传递、数字化馆藏等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容易进入雷区，但是许多争

议却是由法律的落后而引起的。Mark van 

Hoorebeek 在其出版的《法律、图书馆和技

术》一书中指出：“没有一个人想要遭遇

到因法律的疏漏而引起的诉讼”。2003 年

Siriginidi Subba Rao 在《版权及其在电子信

息中的应用》一文中也指出，电子信息、

互联网和图书馆以及信息中心引发了许多

讨论，原因是版权法律并没有跟上技术发

展的脚步，并建议促进全球化的知识产权

制度的发展。该论文还介绍了数字版权保

护技术，如电子名片管理系统、水印技术、

指纹技术和数字签名等。Shalini R. Urs在《版

权、学术研究和图书馆：数字时代平衡各

方的利益》一文中指出，版权法 “权利”

和“限制”的平衡需要为学术交流重新考虑，

比如学术论文和电子文献这类信息资源来

源于公共基金，是学术机构知识财产的一

部分，应该向公众的利益倾斜。

国外关于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的理

论研究主要是从数字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

挑战以及从法律、技术、图书馆应采取的

措施等角度进行的。对图书馆知识产权案

例研究主要关注一些经典和有争议的案

例，如 Ron Chepesiuk 在 The Tasini Case: 

How Will Libraries Be Affected 一文中讨论

了 Tasini v. New York Times 案。本案源于

十一名自由撰稿人对两家报纸出版者、两

家杂志出版者及两家电子资料使用者提起

侵害著作权诉讼，是当时首例与新兴媒体

（new-media）相关的著作权诉讼，争议

点在于，出版者是否有权在未经自由撰稿

人许可的情况下，将其书面稿件转换成电

子档案置于电子资料库或 CD-ROM 中。

一些图书馆机构，包括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研究图书馆协会（ARL）等都

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立场。Teresa Scassa 在

国内外图书馆热点问题之六：图书馆与知识产权保护 

有争议的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

编者按：

本期我们将分享国外学者关于数字

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的观点，

同时对该领域的研究特点进行分析。截

至本期，国内外图书馆六个热点问题研

究已刊载完毕。

数字图书馆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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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整版权法：对加拿大最高法院关

于 CHH 诉加拿大法律协会案件判决的评

论”一文中讨论了加拿大“CCH Canadian 

Ltd. v.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案件，

法院认为“仅仅许可他人使用一种可以被

用于版权侵权的设备本身并不等于许可他

人进行版权侵权”。最近几年的案例研究

主要有，2008 年 Norm Medeiros 在“Smack 

down: copyright cases head to court (part 1)”

一文中探讨了两个最近发生在美国学术机

构的版权争议，重点分析了乔治亚州立大

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版权侵权纠

纷案诉讼过程中被告的抗辩。2008 年 4 月，

乔治亚州立大学遭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牛

津大学出版社、SAGE 等三家出版社提出

著作权侵害之诉。出版社向亚特兰大联邦

法院控诉，该校教授将出版社出版的专业

书籍的部分内容扫描成电子文档，放到教

学平台给学生下载及阅读，出版社声称被

告“系统地、普遍地并且没有授权地复制

和传播”其电子资源，争议的焦点是关于

教授上传少量文献至局域网供学生下载和

浏览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问题。另外，关

于 Google 图书计划的讨论也非常多，如

2010 年 Pamela Samuelson 在“Copyright: 

Academic Author Objections to The Google 

Book Search Settlement”文中解释了为什么

“和解协议”没能满足全部数字图书馆的

期望以及为什么学术作者们反对其中一些

非常重要的条款。Pamela Samuelson 还在

“The Google Book Settlement As Copyright 

Reform”中证明了 Google 的图书计划实际

上完成了国会难以完成的版权法的改革措

施，其中的一些改革是向公众利益倾斜的。

相关研究的特点分析

根据我国近十年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

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该领域研究具有以

下 5 个特点： 

一是从图书馆需求角度着眼的多，而

从全社会发展角度关注的少。无论是传统

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还是数字图书

馆的相关研究，研究者讨论的问题更多的

是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如信息资源建设、信

息组织和信息服务中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

和纠纷，以及如何在各个环节避免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等。然而图书馆服务体系作为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

着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任务，需要向

公众提供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服务，

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图书馆知识产

权保护研究也需要从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

角度展开。

二是从图书馆发展角度研究的多，从

版权法律对图书馆影响的角度研究的少，

从图书馆法律促进书业发展的角度研究

少。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的参与者主

要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学者和实践人

员，他们的研究以图书馆为本体，围绕图

书馆的发展需求进行，只有少数的国际法、

经济法、编辑出版学的研究者在关注版权

法律对图书馆的影响。

三是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数据分

析、行为分析少。绝大多数的图书馆知识

产权保护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对图书馆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宏观描述多、引用前人

的理论多，研究中缺乏实地调查的数据分

析。国内外有关知识产权的诉讼案例近年

来已有增加，但国内基于案例剖析的研究

数量却未能随之增加。

四是技术业务方面、操作层面多，制

度研讨、国家政策探讨少。信息技术对于

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日益增加，信

息技术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形式和资源组

织形式，也改变了提供资源的载体形式和

传播方式。研究者对这些由技术层面给图

书馆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给予了更多关注

和讨论。相比较而言，研究者对图书馆知

识产权战略、国家制度和政策建设的探讨

仍比较薄弱。

五是对国外知识产权发展、图书馆事

业介绍较多，但真正深入探索国外图书馆

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立场、态度和核心

措施的少。事实上国际上大学、政府及国

际组织、包括独立社团与个人研究者都在

关注知识产权问题，并展开相关研究和讨

论，如国际图联、美国研究理事会、欧洲

图书馆等国际组织都随时关注国际版权法

律的发展而积极为图书馆等公共事业机构

的发展争取利益。然而我国学者对这些国

际组织及相关的图书馆知识产权立法和规

定、先进知识和政策文件的解读的研究，

仍显得比较薄弱。

针对上述问题，要推进我国图书馆知

识产权保护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加强政

策制度方面的深入探索，以服务于图书馆

事业发展；要加强从公共利益视角开展版

权研究，以推动我国版权法律建设与图书

馆事业的协调发展。正如陈传夫教授指出

的，“公共政策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价值，

相反，政府通过许可证管理、税收减免、

政府采购等政策保障了权利人的利益”。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应是促进社会的

发展。知识产权是一种对知识创新的激励，

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公共利益。此外，还要

进一步加强定量、实证和行为研究，进行

数据挖掘，从深层次了解图书馆知识产权

保护的现状和需求；要加强国外图书馆组织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立场的研究，合理吸收国

外先进经验，制定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

与国际接轨的图书馆知识产权制度。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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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网友发帖问：“做校园网络管

理员，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知识？”网友答：“了

解 TCP/IP 协议，懂得局域网环境管理 , 熟练

掌握路由器操作技术，懂得 ARP 防御等。”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高校网管员的工作和安

全、维修维护，联系到一起，认为是一个清

闲的工作，只要机器不坏，没机器要维修，

就是一杯茶到下班的节奏。然而，在小编和

某高校网管主任聊天后发现，用“累成狗”

形容毫不夸张，该主任的原话是这样的，“我

信息编码之“你说我说”

带你一窥网管员日常聊天实录：

文 / 陶春

方法一：你可以协调好本

科和研究生，统一编或者分开

编。我们没协调好，所以分开编。

方法二：我觉得统一编比较好，能区

分出来。但是，难题是，学号里边加不加学

编码的痛点，你懂吗？

提问一

回答

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做数据标

准，大家的本科生学号和研究生

学号都是怎么编的啊？

争议：对于方法四的方法，大家的观点不一。

“硕士分得太细了哇。”

“教职工不转岗啊？”

“教师也这么编？”

“如果以前有这个的话，对应其他会花费一些

工作量的。要考虑历史遗留问题。”

院代码？加了更详细，可

是以后要是转专业很麻烦，

比如，学院就对不上了。

但是，不加则看不出学生

管理归口。

方法三：统一编。学

号可以不变，代码不能解

决所有问题，编码起到唯

一性好了，对于变不变可

以自行考虑，也可以在其

他字段体现。至于编码的

处理，以年份加顺序号最

好，最多加个学历层次。

方法四：具体如图 1

所示。

方法五：我们准备简

单点，年份2位，身份2位，

4 位流水。主要今年本科生按流水排了，所

以其他的随大流了。换一句话，我们的原则

是，怎么变都是要惟一性。惟一性保障好了，

几位都一样。

对此，大多数老师们评论，支持年份四

位的方法。

们每更新一个东西、录入数据需要协调的是

多个部门，任何时候哪个部门出现网络问题，

我们都得去现场解决问题，加班是家常便饭，

怕苦怕烦的干不了我们这一行。”

那么，退一万步，理想的假设，如果

机器、网络很给力，不经常坏的情况下，

网管员们是不是很空闲呢？好奇的小编以

“狗仔队”的责任心，进入网管员们的聊

天群。结果，发现他们几乎没有张家长李

家短的闲碎话题，倒不是他们不懂情趣，

而是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去讨论网管以外的

话题。每天需要应接不暇地面对各种网管

中碰到的棘手且需马上解决的状况，而每

个网管员技术再高超也不是万能的，所以，

谁碰到难题就在群里第一时间提问，大家

群策群力地互助，小编将其取名为“网管

员互助抱抱团”。比如，信息系统建设的

编码、整理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编号是一件

麻烦的事情。一起看看高手们凑到一起，

有什么好办法应对。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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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根据“高校校园网络交流”QQ群整理）

支持简单编码型

“我们编码的时候，年份

+类别+流水号，类别是指高职、

本科、研究生。教工的类别太细了有麻烦，

支持统一型

“学校不同部门，如果乱

编，一会儿字母，一会儿数字的，

看着闹心，你就统一吧。”

认为统一困难型

“现在是好几个部门协调的问题，让教

务处改教务系统那很难啊。”

“统一不统一，你说了不算。如果学生

4 年后毕业就走了，那就都好了，如果学生 4

年后考上本校的研究生，不与档案冲突即可。”

提问二

回答

关于编码，全国教育信息

化有没有指导性的方法？

回答：具体如图 2 所示。

提问三

回答

编码统一还是不统一呢？

身份字段的痛点，你懂吗？

只是一个对应关系，直接通过 SSO 接入。如

果用户名相同的系统，那直接通过业务系统

提供的单点入口 SSO 登录系统。如果用户名

不同的系统，通过用户对照表映射后单点登

录业务系统。”

“ 业 务 系 统 也 可 以 通 过 LDAP、

WebService等，调用统一身份进行用户认证，

所以分不同系统用不同的方案。业务系统可

保留自己的登录入口。IDMS 是一个专门管账

号的系统，在其上修改密码后，可以选择性

地将密码信息写入到外围认证系统。用 LDAP

多次发生宕机，门户进就了就算了，如果邮

件和云盘进不了，会很麻烦呢。SSO，这最

省事，有钱就短信二次验证。所以邮件和

云盘使用中继LDAP,不是实时去LDAP认证。

这样需要一个统一身份与邮件地址的用户

映射表。”

方法二：“不一定非要集中登录嘛，可

以由各系统继续分管帐号，但是只由 IDMS

去写入。IDMS 去写入也是一种方案。确保各

系统的开户、修改密码功能仅对 IDMS 开放

就是了。用户只能在 IDMS 去操作密码，看

上去就像是统一认证了。”

方法三：“统一身份认证表的密码改

了自动更新教务用户表，因为刚好是相同的

MD5 加密方式。”

方法四：“采用城市热点的方案，直接

把密码刷到 RAIDUS 设备里，用户登录成功

后把密码同步到 SAM 中。”

方法五：“直接用双因子认证，双因

子是指的密码和设备，设备是指的手机、

ipad、用户私有设备，还有令牌、key等等。

银行的 U 盾、key 等等就是双因子认证。如

果认为应用系统不支持的时候，用手机来做

而增加工作量，可以开发个学校的密保中心

的 APP。或者密码＋手机 app ，当然，开发

成本高。这个校方的保密中心的功能可以考

虑做到微信公众号里。从价格来讲的话，密

码 + 邮件，成本低，但是不方便。密码＋手

机动态密码认证，需要一个短信猫池。另外，

MTA 成本低。”

提问一
统一编码的时候，用不用

身份的分类编码？

回答

提问二
有没有完整的信息化代

码规范可以提供？

回答

图 2

万一他转岗了，这个号就要变，不符合统一

编码的原则了。我们教工比较简单，每个教

工 8 位编号。前四位入职年份，后 4 位流水

顺序号。没有必要带什么部门院系之类的编

码。流水号最好。”

“我们编码方式和你们的基本相似，因

为流动比较频繁。身份，其实我认为也没有

必要，因为身份可能会发生变化。编号一旦

确定，终身不变。”

“我们的编码8位，前两位身份，3-4位

年份，后四位流水。有变化的就用流水号吧。”

“如果觉得编码不方便，可以通过附加

属性来区分呢。”

质疑编码型

“我们以前设计的时候也考虑过身份，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一个工号，没有必要把

人分成几类，万一别人身份发生变化，你又

不能改，别人还不高兴。”

“两位年份的话还是有些问题，最明显

的就是下一个千禧年问题。”

“我们现在适用的编号就有身份字段，

后来就牵涉到人员身份变化，我们说不修改，

但人家不愿意，很难弄。”“确实，会得罪人。

有的人很在意这个的。”

方法一：“大家登录业务

系统统一到门户。认证系统有

多个——SSO、LDAP、RADIUS、

MAIL，每个子系统，可以选择性地接入某一

认证系统，在账号系统（ID）中修改密码时，

可选择写入到哪个认证系统。修改密码可以

只修改 MAIL 的，也可以修改除 MAIL 外所有

的。”

“对于用哪个统一认证系统的话题，毕

竟不是所有系统都能做集成修改，只能通过

某种方式，将密码刷进去。这东西只能自己

建。LDAP 稍大点的系统都认，如果你等开

发商来建就是很被动的。现在我们的 LDAP

用于门户，邮件云盘敏感的类型还是独立密

码。统一身份认证的帐号与业务系统的帐号

读者服务 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