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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Mind 团队推出 DNC

谷歌 DeepMind 又放大招：在

近日在线出版的 Nature 杂志上，

DeepMind 团队发表论文，提出了

一种结合神经网络和数字计算机两

者最强优势的混合计算系统。

常规计算机（即数字计算机）

可以处理复杂形式的数据，但是需

要手动编程来执行这些任务。人工

神经网络可以像大脑一样的学习，

从数据中识别模式，但是人工神经

网络缺少存储器架构，无法对结构

化数据进行符号处理。

由此，Alex Graves、Greg Wayne、

Demis Hassabis 等人开发了一个叫做

“可微分神经计算机”（DNC），将

神经网络与一个可读写的外部存储

器结合起来，这样就克服了神经网

络无法长时间保存数据的缺点。

从数学上讲，DNC 类似一个

可微分的函数，这也是研究人员称

它为可微分的原因。相比之下，数

字计算机不可微，因此也无法做到

像神经网络一样从数据中学习。

研究表明，DNC 可以成功地

理解图形结构，如家谱或传输网络。

此外，还能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

下规划在伦敦地铁上的最佳路线，

解决涉及用符号语言描述目标的移

动拼图谜题。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来自：环球科学）

（来自：Re/code）

（来自：每日邮报） （来自：Nature）

美国大学研发可穿戴迷你机器人

最近在东京举行的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与斯坦福大学

的研究人员展示了可穿戴的微型随身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被称为 Rovables，可以在未经改造的衣服上

垂直爬行。这意味着，你无需穿上特制的衬衫，它们就可以

在身上随意爬动。在磁性夹持轮的帮助下，这些机器人可以

固定在织物的正反面。利用传感器和人工智能，这些小机器

人可实现部分自动化。研究人员描述，当不需要它们时，小

机器人可以爬进你的口袋中休眠。

研究显示玩游戏的玩家注意力会逐渐提高

据英国《每日邮报》10 月 10 日报道，虽然有些人视玩

电子游戏为洪水猛兽，认为既浪费时间，又会导致发胖或其

他众多健康问题，但万事不能一概而论。

一 组 来 自 英 国 诺 丁 汉 特 伦 特 大 学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的心理学家找来了 43 名参与者，要求他们完成一

项注意力测试。测试分为两组，第一组要求参与者在滚动的

黑色字母中找到一个白色字母，另一组要求在分别旋转了 0

度、90 度、180 度和 270 度四个方向中辨别出目标字母。

研究者发现，玩虚拟游戏能确实提高人的知觉能力和注

意力。相比于从不玩游戏的人，一周玩 1~5 个小时游戏在处

理虚拟信息时能提高 5% 的准确度。

从电脑散热中窃取数据

以色列本 - 古里安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团队宣布他们能从

隔离网闸式计算机上获取信息，方法是读取计算机处理器散

发的热量中所包含的信息，这种热量信息就好像烟雾信号。

所有计算机都有内置热传感器，其作用是探测处理器产

生的热量，并启动风扇，以防过高温度损伤元器件。

为了在办公环境下成功窃取数据，黑客会用恶意软件感染

两台相邻的台式机，其中一台通过隔离网闸保护，另一台则是

联网的。当恶意软件控制这两台机器后，可以让它们解码隐藏

在传感器数据里的信息。携带恶意软件的病毒很容易感染联网

的计算机，而要感染一台隔离网闸式电脑，就需要通过优盘或

其他硬件途径，这在安全措施十分严密的场所很难实现。



2016.11 中国教育网络 5

诺基亚贝尔实验室，德意志电信的T-Lab实验室以及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次光纤通信现

场试验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传输容量和光谱效率。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在一次光纤通信现场试验中，诺基亚

贝尔实验室，德意志电信的 T-Lab 实验室

以及慕尼黑工业大学向人们展示了，当可调

传输速率随着信道情况和通信量需求而进

行动态适应的时候，光网络的灵活性和性

能可以得到最大化。作为安全保障的欧洲

路由技术 (Safe and Secure European Routing, 

SASER) 项目的一部分，这个在德意志电信

已经部署的光纤网络上进行的实验达到了

1Tb/s 的传输速率。

这已经接近了该信道信息传输速率的

理论最大值，因此也就接近了光纤链路的

香农极限。香农极限由贝尔实验室的先驱

者和“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在 1948

年发现。

新的调制方式

这个被称为概率星座整形（Probabilistic 

Constellation Shaping，PCS）的新调制方式

的试验，使用正交幅度调制（QAM）格式

来在给定的信道上达到更高的传输容量，

显著地改善了光通信的光谱效率。

PCS 修改了星座点——该传输的字母

表所使用的概率。通常来讲，所有的星座

点都以相同的频率进行使用。PCS 聪明地

以相比于小幅度的星座点更低的频率来使

用那些具有大幅度的星座点来传输信号，

这样平均来讲，对于噪声和其他损伤具有

更好的适应性。这使得能够对传输速率进

行调整以完美的适应传输信道，从而得到

30% 的容量提升。

最大传输容量

光纤的引入已经有了 50 年的历史。

随着 5G 无线技术的即将到来，今天的光

传输系统在持续的进化以帮助电信运营商

和企业满足以符合年增长率高达 100% 的

成长的网络数据通信。

通过在不增加光网络复杂度的情况

下提高光纤中的灵活性和性能，从而使得

数据通信传输得更快和传输的距离更远，

PCS 现在已经成为这个进化的一部分。

该 研 究 是 证 明 PCS 将 来 能 够 用 来

扩展光通信技术的一个关键的里程碑。

这 个 联 合 实 验 的 结 果 在 9 月 19 日 于 德

国 杜 塞 尔 多 夫 举 行 的 2016 年 光 通 信 欧

洲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on Optical 

Communication，ECOC）进行了报道。

将数据传输得更快，更远以及具有无与伦

比的灵活性

“在已经铺设的光纤基础设施上增加

容量，覆盖距离以及灵活性，”德国电信

技术总监和德意志电信首席技术官 Bruno 

Jacob feuerborn 说，“德意志电信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网络基础设施来评估和演示类

似此类的高度创新的传输技术。将来，它

还将支持更高层级的测试场景和技术。”

“ 信 息 论 是 数 字 技 术 的 数 学， 在

2016 年克劳德·香农的百年诞辰之际，

看到他的思想继续在改变着工业界和社会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慕尼黑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研究所所长Gerhard Kramer教授说。

“概率星座整形，一个获得了贝尔实

验室奖的想法，直接应用香农原理并使光

纤光学系统将数据传播得更快，更远以及

具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Kramer 教授补

充说。“进一步开发该技术的诺基亚贝尔

实验室和在实际条件下测试该技术的德意

志电信T-Labs实验室的紧密合作的成功，

完美地证明了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工程学是

优越质量的一个标签，其教学给予了我们

的学生智力上的工具以在全球内去竞争、

成功和引领前进。

诺基亚贝尔实验室主席和诺基亚首席

技术官 Marcus Weldon 说：“未来的光网

络不仅需要支持高几个数量级的容量，还

需要有动态适应信道条件和通信量需求的

能力。概率星座整形通过使光网络能够运

行在接近香农极限下，支持大量的数据中

心互联和提供在数字时代的现代网络所要

求的灵活性和性能，为运营商和企业提供

了极大的好处。 

（ 来源：实验帮） 

香农定理给出了信道信息传送速率的上限（比特
每秒）和信道信噪比及带宽的关系。香农定理可以解
释现代各种无线制式由于带宽不同，所支持的单载波
最大吞吐量的不同。

在有随机热噪声的信道上传输数据信号时，信
道容量 Rmax 与信道带宽 W，信噪比 S/N 关系为： 
Rmax=W*log2(1+S/N)。香农定理用来求信道的最大
传输速率，即信道容量，当通过信道的信号速率超过
香农定理的信道容量时，误码率显著提高，信息质量
严重下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信道容量只是理论上
可以达到的极限，实际如何达到，该定理不能说明。

光纤通信新突破：速率 1Tb/s 接近“香农极限”

克劳德·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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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是要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

称的世界级大学和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主

要任务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按照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借鉴国

际上高等教育发展成功经验，适度超前布局我们的高等教育。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了大众化教育阶段，公民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社会公平正

义的重要指标。当大学不再是供人们仰望而成为多数人的

必需时，再集中资源为少数人办几所精英大学，只关注科

研水平的提高，不注重人才培养质量，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会受到很多人的诟病。

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校和学科科研创新

能力的提高，更要关注人才培养能力的提高，关注落实学生

的学习权力。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高质量的教学和学生成

才是大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大学因为有学生方能称之为大学，

没有学生的研究机构只能称作研究所或研究院，大学应该更

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权力。大学的教学质量、学生选课和选专

业的自主、真正的学分制等都受到了很多限制，在双一流建

设中都要进行改革。学校的功能就是传授知识，但传授什么

样的知识、人生各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各个年龄段学

习什么知识效率高，知识的循序渐进规律、因材施教等都需

要学校认真研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怎样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传授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掌握学习技巧，学会融会

贯通，是学校和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因而，对任何一类大学的

评价，千万别忘了人才培养质量这一重要指标。大学校长

要转变办学理念，大学是培养“群英”的地方，把精力放

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大学培养不了精英，上大学可能有利

于就业，但与能否成为时代精英关系不大。精英是时代机遇、

个人聪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家长也要转变观念，你的同龄人当年考上大学，现在

当了大学教授或任职其他重要岗位，是因为他们考大学时，

当年招生才几十万人。今天，高等教育发展了，每年招生

七百万人，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国家显然提供不了七百万

的教授岗位。你的孩子可能会成为精英，但这与他上哪所

大学关系不大。精英教育思想已经严重阻碍了教育发展，

误导了国民的正常思维，是社会不和谐因素之一，也降低

了国民的幸福感。精英教育思想要破除，教育是人的基本

需求，是权力也是义务。

国家办教育需要理性规划，教育工作者需要理性负责；

接受教育需要理性对待，评价教育需要理性思考。教育可

以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泛在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

就是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家庭教育要培养道德品质和良

好习惯等，在良好品德基础上，积累大量知识后，经过社

会大熔炉的泛在教育，才能体验和感悟人生。

对于个人来讲，今天的学习质量决定今后的生活质量；

对于一个国家，今天的教育质量决定今后的国民素质；今

天的科研水平决定着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通人往

往更关注今天的生活质量而忽视了今天的学习质量，希望

政府不仅要重视解决眼前的问题，更要重视关乎国家长远

发展的教育和科研发展质量问题。

对于个人来讲，今天的学习质量决定今后的生活质量；对

于一个国家，今天的教育质量决定今后的国民素质；今天

的科研水平决定着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双一流建设要适应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

（作者单位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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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38.3%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近

日对 1619 名 95 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受访者在使用社交工具时，最常屏蔽的

是与话题无关的人（50.8%），其次是陌

生 人（49.0%），38.3% 的 受 访 95 后 表

示自己经常屏蔽父母。

 

47%

联合国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日前发

布 的《2016 宽 带 状 况 报 告》 显 示， 截 至

2016 年底，全球将有 35 亿人口用上互联网，

高于去年的 32 亿，相当于全球人口总数的

47%。

16 个

近日，全国首份《校园快递行业发

展报告 (2016)》发布。《报告》显示，

2015 年 , 全国大学生人均年收快递 16

个，全国 2000 多所高校人均网购额为

1100 元 , 低于全国平均。

15 亿美元

2016 年上半年，近 15 亿美元的资

本流向了 200 家人工智能公司。根据风

投数据公司 CBInsights 的数据，自 2011

年以来，已有近 140 家人工智能初创公

司被收购，仅 2016 年被收购的公司就

有 40 家。

——谷歌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资深研究员 Dr. Greg 

S Corrad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当初互联网、

智能手机的发展非常类似，最终一定会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一些“偏差”，但 Greg

认为，这些还不算是人工智能目前发展最大的瓶颈，最大的瓶颈

其实是人才。

“高校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信息化领导力的提升是推动学校

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关键，其系统规划能力、信息化教学和课程改革

领导能力、教师专业发展领导能力等等，将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和深层次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近日撰文中指出，加强信息化领导

力建设，根在观念，要在学习，贵在创新，重在担当。创新的事业呼

唤创新的人才，创新的人才需要创新的教育。作为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高校肩负着重大责任。

“我们需要 Reimagine（重新想象）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

所有的产品。未来二十年、三十年很有可能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产业都会发生变化。”

——10 月 17 日，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现身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以“下一幕，由你开启”为主题，与现场上千名学生

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流。

“网络安全的演进路径是基于“互联网 +”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

而变化的，同时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网民层面必然会

遇到了新的安全挑战，并且这种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腾讯公司副总裁马斌日前发表了题为《万物互联下的互联网

安全体系构建》的主题演讲并指出，构建一个广泛的网络安全观，贯

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让广大的网友不仅仅树立一个正确的安全观念，

并且建立良好的安全感。

“如同计算器、电脑、网

络搜索、机器翻译、图像识别

等一系列技术一样，都是在原

有技术本身的基础上，再进一

步开发出更多的工具从而延伸

人类的某种能力。人工智能也

会朝这种方向发展。”

 63% 

GWI 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非常担

心数据收集和分享。虽然很多终端用

户也从数据分享中获益，但是 63% 的

消费者表示担心企业使用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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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让更多学生成为创新创业的“铁杆粉丝”

10 月 17 日下午，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厦大 - 金圆创新创业基金”项目

路演暨对接会上，由政府官员、企业老板、高校教授组成的评委团与厦门大

学 12 个学生创业团队针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讨论，精彩的

答辩让台下的创业爱好者直呼过瘾。

据了解，厦大已搭建起以“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和“挑战杯”系列

赛事为龙头的竞赛平台，每年举办各类学业学术科技竞赛 60 多项，近 2.2 万

人次参与，构筑起国家、省、校、院四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体系。

此外，依托厦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等建设创新

创业标准园区，该校建设了工程师训练营、创新俱乐部、创客空间和网络文

化工作室等创新实践平台，并在学校芙蓉隧道内设立 RCS 机器人队工作室、

飞思卡尔智能车工作室等科创平台和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打造“周周有咖

啡、月月有路演、季季有融资”的常态化创业服务品牌。

华中师范大学：将信息技术的触角延伸至课堂教学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第二届教学节开幕，集传统课堂讲授与酷炫技术应

用于一体的“华大版慕课”，在该校 8 号教学楼智慧教室上演。

面对信息技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华中师范大学借力信息化杠杆，

将信息技术的触角延伸至课堂教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变技术驱动为应

用驱动，有效实现本科教学改革的四个转变：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

从以专业教育为主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转变，从以课堂教学为主

向课内、课外相结合转变，从以结果评价为主向以结果和过程评价结合转变。

信息技术“活水”进课堂，昔日的课程学习也焕发出新的魅力。2013 年，

华中师大研发启用“云课堂”一体化学习平台和移动客户端，要求 1800 余名

教师开建个人教学空间，教学空间里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日历、PPT、教学视频、

习题库以及其他拓展资源，使传统的教学方式向课外延伸，打破时空限制，

让知识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学生们时时能学，处处可学。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可以零费用使用专利进行创业

10 月 9 日，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大会上，学校为创

业学院正式揭牌。同时对外发布，拟面向全国招收具有创业意愿和特质的高

考学生，并开设全国首个创业管理专业。

会上出台五项改革措施，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其中，明确提出科技

资源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创业学生在不改变专利所有权的前提下，经该专利

其他发明人同意、科学技术发展院审批后，在校期间可以零费用使用该专利

进行创业。

目前，“专业 + 创业”实验班培养方案已经开始实施，“创业管理”本

科专业培养方案已向教育部申报，创业管理专业将从授课对象、教学组织与

实施、学分认定、毕业与学位授予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第 二 届 中 国“ 互 联 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 10 月 16 日在华中

科技大学闭幕。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出席闭幕式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中国“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李克强总理

亲自提议创办的全国性赛事，是“双

创”活动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本届

大赛自今年 4 月开赛以来，在各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地各高校的

积极参与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大

大激发了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激情，

催生出一大批优秀成果，有力促进

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大赛已经成

为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

要载体、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

要平台、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的关键

纽带，要继续办下去，办好办强、

形成品牌。

本届大赛最终产生金奖 36 名，

银奖 115 名，冠军、亚军和季军

分别由西北工业大学“翱翔系列

微小卫星”、南京大学“insta360

全景相机”以及山东大学“越疆

DOBOT 机械臂”和北京大学“ofo

共享单车”团队获得。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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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智慧课堂”建设工作推进会顺利召开

广元市“智慧课堂”建设工作推进会日前在市实验中学召开。各县区教育 ( 教

科 ) 局分管领导及教研室、电教站负责人，全市普通高中学校、2016 年全市“智

慧课堂”试点学校的初中学校、广元市小学微课联盟、初中微课联盟牵头学校及

全国微课程联盟川北中心负责人等 70 余人参加会议。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谢正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前，现场观摩了市实验中学“智慧课堂”、3D 教室、录播教室、门禁系

统等建设及运行情况。会上，各县区教育 ( 教科 ) 局就教育信息化推进情况作了

汇报，四个学校代表作了交流发言，参与市实验中学的四个建设单位介绍了建设

情况。

内蒙古：
基本实现中小学网络覆盖

福建省 99.7% 以上中小学已接入互联网，基本实现了宽带网络全覆盖。福

建省教育厅厅长黄红武表示，福建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均超过国家和该省

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中期目标，其中：公办中小学接收随迁子女比例 87.6%，

位居全国前列 ; 全省义务教育总投入从 2012 年的 356.3 亿元上升到 2015 年的

482.67 亿元，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例居全国前列 ;51 个县

( 市、区 ) 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家评估认定，县数占比位

列全国第 7 位 ; 目前全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完成率已达 92.6%，学校间办学

差异明显缩小。

北京：

四川：

包头市同频互动给课堂增添活力

为了推进课程改革，促进信息技术

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近日，包头市

蒙古族学校与卜尔汉图小学实施“同频

互动课堂”教学。

“感受这样的课堂，我觉得真新

奇，一想到有别的学校的学生在跟我

们一起听课，我就特别想表现得更好

一些。”一名刚上完“同频互动”的

学生兴奋地说。参加过“同频互动”

讲课活动的郝芳艺老师说：“‘同频

互动’课堂因为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

参与听课交流，总想把课备得更充分，

更精彩。上课之前，难免有些紧张，

因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课堂。但是，

也更加激动，所以课堂效率也就格外

的好，学生们也非常受益。”

每月，蒙古族学校都会安排语数各

一节的同频互动课，在这样的课堂中，

距离、空间已不是问题，相距千里之外，

在卜尔汉图小学和蒙古族学校之间，学

生可以足不出户，就能聆听不同学科的

精彩课堂教学课。

福建：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成立 STEM+ 创新教育中心

近日，以“STEM+ 教育：创新·创客·创业”为主题的 2016

中美 STEM+ 创新教育论坛系列活动北京专场举行，STEM+ 创新教

育中心同时揭牌成立。

STEM 教育融合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这四门学科的基础知识，

在项目学习中应用跨学科知识综合培养学生 21 世纪的技能与核

心素养。

　为更好分享中美基础教育改革经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

际教育与价值教育联合会、国际教育荣誉学会、中美国际教育协会定

于今年 10 月在北京、浙江等地举办 STEM+ 创新教育论坛活动，特邀

30 位美国 STEM+ 创新教育领域的专家，与我国研究者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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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讯  2016 年 10 月 24~27 日， 中

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第二十三

届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

本次大会以“乘‘互联网 +’的浪潮，推

进教育信息化的创新”为主题，中国工程

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教育部

科技司司长王延觉，中央网信办网络安

全协调局副局长胡啸，中国工程院院士、

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吴建平，华中师

范大学校长杨宗凯，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邓

睿，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杨宾，中国

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天津大学副校长刘

东志，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梁茜，华南理

工大学副校长彭说龙，电子科技大学副校

长胡皓全，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程旭，青海

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王晓英等以及来

自全国各省市教育厅局、CERNET 高校会

员单位代表、厂商代表 1200 余人参会，大

会开幕式由重庆大学副校长李茂国主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周绪

红在致辞中表示，本届年会在重庆召开，

对于重庆教育信息化建设将产生深远影

响。近年来，学校加大投入规模，切实保

障信息化建设，重点推进信息技术对于高

等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教育内容和教学

手段现代化，帮助推进教学模式创新。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在致辞中介

绍了教育信息化工作在“十二五”期间取

得的成效，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教育信

息化的认识：一是进一步深化对教育信息

化核心理念的认识，在目标理念、组织方

式和推进方式上有所转变；二是从支撑和

引领教育现代化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教育

信息化。同时，他对 CERNET 提出了三点希

望：一是继续为教育信息化提供支撑平台；

二是继续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和技术创

新；三是继续培养互联网创新人才。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胡

啸在会上做题为《准确把握网络空间安全

形势 切实做好网络安全重点工作》的主

题报告，他指出，当前网络安全重点工作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台国家网络

安全战略规划；二是健全完善网络安全法

规标准体系；三是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保护制度；四是建立完善网络安全审查制

度；五是着眼大数据、智慧城市、“互联

网 +”的发展应用，做好网络安全防护工

作；六是强化网络犯罪打击能力；七是加

CERNET 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
在重庆成功召开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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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八是深化网络空间

国际交流合作；九是大力推进网络安全人

才培养。

中国工程院院士、CERNET 专家委

员会主任吴建平在会上做题为《建设国家

网络空间安全的试验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

基地》的主题报告。他表示，互联网是网

络空间的最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体系结

构是互联网核心技术；网络空间安全已成

为国家重大战略要求，掌握互联网核心技

术是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命门”；

IPv6 下一代互联网是拓展网络空间和解决

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要发展机遇；CERNET

应该不忘初心、不负使命，服务教育信息

化、解决国家战略急需；努力把 CERNET

建设成为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先进试验基

础设施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邓睿在开幕式上发

表讲话，他指出，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

府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采取一些列重大措施推进教育发展，高度

重视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重庆

市规划并实施了“1125”教育信息化推进

工程：一是建成一张教育宽带网；二是打

造一个云数据中心；三是建成两个教育

应用平台；四是实施五项配套支撑计划。 

努力开创重庆教育信息化新局面，使教育

信息化迈入发展快车道。

在 闭 幕 论 坛 上，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CERNET 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星做了题为

《高校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大规模应

用前瞻》的报告，他对 IPv6 的需求进行

了分析，同时介绍了目前全球 IPv6 发展

状况，实施 IPv6 的八大优势以及推进纯

IPv6 接入网的挑战。

他分析认为，部署 IPv6 有三大应用

场景，分别为：与 IPv4 互联互通，恢复

端对端的安全，超大规模联网。他总结认

为，下一代互联网的优势包括：清晰的路

由、降低联网费、可以更加安全、不需要

有状态 NAT，能与 IPv4 无状态互通互联，

联网性好，可以支持非 TCP/UDP/ICMP 协

议以及支持物联网。他重点谈到中国互联

网的创新工作，倡议高校进行自下而上的

大胆创新，尤其是在 IPv6 上的创新，从

而为中国成为网络强国储备技术和人才。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裁付晓东为

大会带来《创新驱动 赛尔网络助力下一

代互联网发展》的报告。他介绍了“下一

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项目，该项目

于 2015 年设立，由教育部科技司指导，

CERNET 网络中心管理实施，赛尔网络有

限公司出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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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截

至目前，2016 年该项目共有来自 116 所

高校的 224 个有效申报。

重庆市教委科技处副处长陈美志做

了《重庆市教育信息化战略和进展》的报

告，她介绍了重庆市教育信息化的总体规

划和重庆市“教育云”的建设发展情况。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员会

委员马严为大会带来了《网络与信息处理

技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报告，分享了目

前教育信息化的进展以及北京邮电大学的

信息化应用实施情况。北京大学教授、

CERNET 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蓓为大会带来

《大规模高密度多品牌无线网建设的挑战

与思考》的报告，分享了北京大学在无线

网建设中的经验和思考。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

员会委员张凌主持了大会闭幕式。他重点

总结了“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的

评比情况及 2016 年的入围情况。

此次会议还邀请了国内外计算机网

络专家、高校信息化管理决策者、信息

化工作负责人和知名企业代表等进行交

流研讨，并举办“中国高校 CIO 论坛”、

网络新技术及其应用的专题研讨会，就

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国家信息化规划及

立法以及教育信息化与校园网的发展等

专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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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高校 CIO 论坛在重庆举办

特别策划

10 月 25 日，“2016 中国高校 CIO 论坛”在重庆成

功召开。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王延觉，中央网信办网

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胡啸，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中国工程院院士、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吴建平，北

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杨宾，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

天津大学副校长刘东志，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梁茜，华

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彭说龙，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胡皓全，

郑州大学副校长王宗敏，青海大学校长助理王晓英及各

高校信息化部门负责人等近 50 位领导、专家出席了本

次论坛。

“中国高校 CIO 论坛”是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于

2014 年联合发起，本次论坛围绕中国高校信息化发展

形势与规划、体制机制建设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 京 大 学 校 长 助 理 程 旭 主 持 了 本 次 论 坛，

Gar tne r 公司亚太区高管合伙人 Yuet-Nan Wong、

美国莱斯大学（R i c e U n i v e r s i t y）副校长兼首席

信息官（C I O）K l a r a J e l i n k o v a 及中央网信办网

络 安 全 协 调 局 副 局 长 胡 啸 作 为 特 邀 嘉 宾 在 论 坛 上

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在由 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吴建平院士主持的

专题讨论环节中，与会领导和专家们畅所欲言，就国

内高校 CIO 制度及信息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和交流。

会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还倡议成立高校

信息化联盟，目的是实现高校之间的信息化资源共享

和相互支持。吴建平院士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信息化

对于建设现代化大学意义重大，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

联合发起“中国高校 CIO 论坛”的初衷，是促使高校

充分重视 CIO 的职能，以更好地帮助各高校推进信息

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大学的发展，他同时希望借助论

坛逐步形成的信息化联盟能够尽快亮相，从而在未来

的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发挥重要作用。

26 日上午，“2016 中国高校 CIO 论坛”还围绕

高校信息化发展主题举行了开放会议，教育部科技司

信息化处负责人以及各高校信息化部门负责人八十余

人参加会议，并就高校的信息化管理机制、体制及当

前存在的信息化队伍、建设管理规范问题等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讨论。

胡啸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

副局长

王延觉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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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的过程是重组和再造的过程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表示，在

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重点要落到“化”字上。

“化”是重组与再造的过程，是信息化的核

心与本质。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产生化学的反应，才能真正达到“化”的

境界。如果信息化只是建设与应用，那么

就只是叠加，是一种物理反应。所谓以信

息化带动现代化，其重要体现就是学校的

重大决策都离不开信息化。相应地，CIO

在此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信息化相

关部门应成为学校的核心部门。CIO 们需

要认真考虑如何建立新型大学，改变教育，

使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实现融合。

政策与焦点

杨宗凯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杨宾  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

刘东志  天津大学副校长

程旭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信息化不应该仅仅是便利化

天津大学副校长刘东志认为，信息

化的真谛在“化”上，目前高校信息化

现在面临着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解

决信息孤岛。信息孤岛的问题仍然很严重，

这让信息的整合很困难。第二，以信息

化推进决策。这也是 CIO 应该起到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高校 CIO 在学校信息化中的

作用。如教学行为分析、学生学习行为

分析等这些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现在

还缺乏通过大数据分析把这些重要的内

容展现给学校领导的能力。

目前高校所谓的信息化更多是指便利

化。而“后信息化”的要求则是“深化”

的信息化。如今高校信息化管理仍然处在

一个事无巨细、缺乏重点的状态。当前高

校信息化管理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然后

沿着学校的总体规划做好建设。如何实现

信息化的“深化”，要做好三点：第一，

事务性的工作要面向社会进行外包。第二，

把学校的信息资源整合到云平台上，之后

进行集中的信息化平台管理。第三，除了

校园云之外，还应当用好区域性的云。

加大“化”的力度

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杨宾表

示，他非常赞同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以前只有网络中心，现

在还设立了信息化办公室，信息化办

公室的主任同时也是校长办公室主任。

这样的安排更便于协调校内资源。他

作为常务副校长分管信息化，在工作

推动方面还是比较有利的，做起工作

来也相对顺畅一些。信息化关键在

“化”，有了“化”才能为学校提供

决策支持和考核依据。

对大学信息化的认识有待加强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程旭指出，如

果信息化过去的作用只是催化剂，那

么今天它将引领着大学使命的完成。

没有信息化的参与，就不可能建成现

代化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大学

的 CIO 制度仍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不是机制体制而是认识问题。

同国内其他领域相比，大学 CIO 制度

也不完善。我在国家信息化咨询委员

会担任了 8 年的委员，这 8 年中，我

印象中没有关于教育信息化做过一次

报告。对比其他领域，8 年前，国资

委就明确建立了 CIO 制度，下属单位

每年要进行评级，对 CIO 的考核是重

要的一分。如果这一分拿不到，“一

把手”就不合格。

大学的使命有四个：培养人才，

发现新知，服务社会，文化传承，每

一项都和信息化密不可分。如果我们

意识到哪一个离开信息化都不行，学

校间互相沟通信息化，互相“攀比”

信息化建设，就说明信息化的重要性

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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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适合西部高校的建设之路

青 海 大 学 校 长 助 理 王 晓 英 表 示，

青海大学信息化建设水平还处于比较

初级的阶段，许多系统还没有进行整

合，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所处环境

不同，基础条件不同，国内其他高校

的先进系统和发展经验不能完全照搬

到青海大学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

建设思路，将是青海大学信息化工作

的下一步重点。

用信息化手段打造课程体系

郑州大学副校长王宗敏表示，在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郑州大学非常注

重硬件建设。近期，学校在信息化方

面加大了投入力度，用以建设信息化

软环境。未来，郑州大学将会更快地

推进学校信息化顶层设计。明年，郑

州大学的信息化工作重点将落在提升

服务和提高教育质量上，通过课程的

引进，包括国际化课程，利用信息化

手段来打造课程体系，加强教育教学

的深度融合。

机制原因 CIO 的作用有限

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彭说龙认为，

大学现行的管理制度下，CIO 的作用

受到很大限制，应该引起重视。中外

产生的差别，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

机制造成的。国外大学财政体制以块

为主，边界很清晰，而国内大学财政

体制以条为主，限制很多，对此我们

要有足够的认识。

信息化带来了两大冲击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副 校 长 梁 茜 表 示，

高等教育要在信息时代起到引领作用，

需要经受从观念到实践的新的考验和

冲击：一是价值重构带来的冲击。过去

熟知的一切，包括教育教学、人才培养，

需要重新审视；二是边界重构带来的

冲击。信息化重组再造，需要我们接受

边界的融合，更要敢于面对认识的颠覆。

信息化技术靠专家，信息化应用靠用

户，而信息化工程则需要领导。信息

化工程要落实到位，各方面都不可缺少，

领导的决策和强力推进，才能把信息

化落实到位。

王晓英  青海大学校长助理

王宗敏  郑州大学副校长

彭说龙  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

梁茜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

（以上内容根据各位嘉宾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核）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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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CIO 体制已经走过 30 年的历程，中国高校

和美国高校 CIO 体制还是有很大差异，高校是否应该

像设置总会计师那样设置专职的 CIO ？

杨宗凯：在规划中强调 CIO 的治理。目前这样的

状况是符合我们现实情况的，也是合理存在的，信息

化应该优质资源共享，这是一个过程，并且伴随信

息化不断走向融合和创新重组，就必须要有一个专

职的 CIO。近年来，我们在规划时也特别强调 CIO

的治理，虽然没有专职，但是兼职还是可以存在的，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CIO 专职的问题也会逐渐

被提出来。

   

   哪些有效的信息化机构设置形式更有利于推动

我们目前管理体制下的信息化建设？

王宗敏：规划部门和建设部门密切合作才能推动

信息化。郑州大学将信息化发展规划的职能放在发展

规划处，但是具体的建设工作由网络中心实施。这两

个部门一定要密切合作才能把这两项工作做好。

加强信息化顶层设计和推动各项工作要靠资金投

入来推动。我们的所有信息化经费都归发展规划处管理，

所有的建设项目先审批后监督预警，并且这个机制也

在不断磨合。

程旭：信息化要与大学各项事务真正结合起来。

信息化机制，每个学校都不一样，有人提到 CIO 是

否要专职，我认为这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信息

化建设是不是可以纳入学校的考核中？每所学校都有

一些考核项目，但是这些目标和信息化本身是什么关

系？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信息化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比如，在美国，要进入常青藤大学必须写推荐信，

10 年前手写，现在全部电子化。目前，多所常青藤大

学建立了一个共享的平台，将此内容放入云中实现共享。

而在中国大学大部分推荐信仍然是手写的。也许有电

子版，也是为了研究生院的存档的，远远不能达到成

为信息化支撑的效果。

其实信息化本身没有目标，信息化的目标就是帮

助学校进行日常教学和管理等工作，但是，我们大学

许多事务和信息化的结合仍然不够，还有很大的提升

的空间。

杨宗凯：信息化机制的难点在于组织的再造和重组。

关于信息化机制，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

层面稍浅，就是如何推动信息化建设，如何建设机制

有利于信息化部门开展工作。第二个层面是深层次的

问题，即信息化如何进行组织的再造，从而提升大学

本身的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部门每年

都有一笔资金进行信息化常规投入，所以信息化的投

入和项目并不是问题。难点在于如何重组构建现代化管

理体制，建立扁平化管理，这是最难的。所谓重组、再造，

其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的再造，利益的重组。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学校现在一定要朝现代化路途上走，就是管、

办、评要分离，重心要下移。学院办大学，不是大学

办学院，很多职能部门要重组，有的要弱有的要增强，

这些是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CIO 聚焦信息化体制机制建设

Q：

Q：

政策与焦点

（以上内容根据各位嘉宾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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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文 / 陶春

今年的十月，注定是创业迷们狂欢的金秋。因为，

10 月 12 日至 18 日，2016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以下简称双创周）举办，今年双创周设深圳主

会场、北京会场，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

分会场。

全国“双创周”成为全民的狂欢

在 2016 年全国双创周深圳主会场，数百米长的“创

业大街”上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技术、新产品、

新业态和新模式。仅仅看一下阵容就知道规模。李克

强总理亲临现场，埃隆·马斯克、扎克伯格、比尔·盖

茨、任正非、马化腾等出席。新潮的创客产品背后，

集中反映了创新创业的最新趋势。

 据媒体报道，本届全国双创活动周的大众曝光度、

民众关注度、政府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6 天内，仅仅深圳主会场的累计参观总人数超过

50 万人，参与活动的创新企业超过 200 家，各类科技

成果展品超过 400 项，涉及全国 26 个省市地区，意向

交易额超过 100 亿元。来自此次全国双创周的一系列

数据显示，创新的活力正在被“引爆”：2016 年上半年，

科技成果转化明显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 11.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9%。

教育领域的“双创”大赛热情空前高涨

同期，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去年，首届大赛的成功举办

你若许我一个创新，我便许你一个未来
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年轻人，在为自己的未来创新。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注入创新的基因，

只有为世界注入创新的 DNA，我们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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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潮，大赛已经成为覆盖全

国所有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影响最大的赛事活动。

本届大赛由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等共同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承办。自今年 3 月份正

式启动以来，历时 8 个月，经历校内赛、省赛、网赛、

会评、现场总决赛。他们参与的项目普遍与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紧密结合。国

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自到场参观赛事。

大赛总决赛于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华中科技大

学举行，来自全国 149 所高校的 250 支项目团队、近

6000 名师生齐聚华中科技大学角逐、交流、观摩。全

国共有 600 个项目入围全国总决赛，通过网上评审和

会议评审，产生 120 个项目进入全国总决赛现场比赛。 

聋哑人社交手套、星空主题科普酒店、全景相机、会

呼吸的瓷砖……大学生的奇思妙想，令人惊叹不已。

大赛产生金、银、铜奖，并从金奖团队产生冠、亚、

季军。经过激烈角逐，西北工业大学团队“翱翔系列

微小卫星”项目成为本届大赛全国总冠军。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介绍，

今年大学生参赛热情空前高涨。截至 9 月 15 日，参赛

高校 2110 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 81%；学生报名

项目 118804 个、直接参与学生 545808 人，分别是首

届大赛的 3.3 倍、2.7 倍。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约 400

家投资机构和企业参与评审并为大赛提供支持，是去

年参与企业数量的 3 倍。在比赛期间，全国高校创新

创业投资服务联盟组织投资机构专家赴 19 个省（区、市）

开展双创巡讲活动，接受培训的教师超过 5000 人。

主办方希望这样的热情能持续。如何持续？我们

需要先认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世界。10 月 13 日，

2016 年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

表演讲时提出，“未来并不可怕，只要你去把握。恐

惧来自于对未来的无知。”他表示，“我希望大家把

握住未来整个世界的趋势，从知识驱动走向智慧驱动，

从原来的规模驱动和标准化驱动，走向灵活和定制为

驱动，这次技术革命，未来三十年，每个人都有机会。

现在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年轻人，在为自己的未来

创新。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注入创新的基因，只有为世

界注入创新的 DNA，我们才有未来。”

对于大学生的创新创业，马云做出如下的寄予：

“大学教育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学必须改造

原来的教育体系，原来的大学只传授，我说‘教、育、

学、习’不一样的概念，教是传授知识，育是传授文化，

学的是知识，习的是智慧。”

“我希望未来大学多关注的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培养，二十一世纪以后，核心词是创新，是想象力，

是变革。未来的机器比你聪明的时候，不要沮丧，我

们比机器更厉害的是我们对文化的把握，对愿景的思

考，想象力是人类巨大的机会所在。”

将赛事打造为“永不落幕的比赛”

今年的大赛在赛事上同样创新。本届大赛新增了

“互联网 +”现代农业、“互联网 +”公益创业等比赛

项目类型；增加了“创客”文化展区、省（市、区）

科技园展区、投融资机构展区等三个项目展区；观摩

方式由几百人的现场观摩拓展为开放观摩、网络直播

相结合，实现同一时间 3000 余人现场观摩和实时网络

观摩；增加了配合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开展线上线

下项目对接、引入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等措施，丰富

项目转化平台的建设，提升项目转化效率。

精彩和创新的特点不能只停留于大赛。大赛旨在

“打造永不落幕的比赛”。首届大赛后，组织方对 34

“‘翱翔系列微小卫星’

项目以 530 分获得全国

总冠军！”2016 年 10

月 14 日晚，经过 2个小

时的精彩对决，第二届

中国“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全国总决赛

冠军在华中科技大学光

谷体育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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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金奖项目进行了跟踪调研。12 个创

意组金奖项目中，超过 80% 的项目

已注册公司，进入正规化运行中。

今年，主办方根据项目发展阶段

和投融资情况的不同，将参赛项目分

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并根据

行业领域细化为“互联网 +”现代农

业、“互联网 +”制造业、“互联网 +”

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 +”商务服务、

“互联网 +”公共服务和“互联网 +”

公益创业 6 大类、27 个行业，便于投

资人和大学生项目精准对接。通过“全

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为参赛团队提

供项目展示、创业指导、投资融资等

服务，积极推动行业企业、创投风投

机构与学生参赛项目对接，加强对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各地各高校

还将继续通过举办训练营、开展集中

培训等方式 , 为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提

供帮扶指导、融资支持，推动项目孵

化落地，着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比赛”。

除了通过大赛进行展示之外，

参赛项目还获得了投资机构的投资扶

持。在为期 3 天的比赛过程中，有多

组创业团队与投资机构达成投资意向。10 月 13 日下午，

2016 年“武汉创谷·互联网 + 青桐汇”在光谷资本大

赛举办，13 支晋级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30

强的项目团队进行了路演。10 月 15 日举行的创业大赛

颁奖典礼上，共有 12 组机构、项目签订投资意向，现

场实现了创投对接，机构和项目对接投资计划达数十项。

深入研讨如何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在 10 月 14 日召开的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经验交流会上，北京邮电大学提出创新创业课程最小

学分要求，实行基于创新创业实践的提前毕业设计制

度。四川大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行动计划，实施“互

动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

思考能力。

本届大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既是东道主，也是最

大赢家：4 个金奖，金奖项目数全国高校第一；1 个项

目获“最具商业价值奖”，4 个项目全部获得投资意向；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先进集体”……

华中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郭兴蓬在谈话中指出他

们的经验，例如，学校非常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

新创业大赛，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开设“科技

创业”选修课，同时还成立大学生创业指导委员会。

在学校、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支持的创新创业基

金资助体系下，仅去年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各类专

项基金总额就达 1.5 亿元。学校开设了“科技创业”等

系列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创新创业课程平台”，完

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累计培养了近万名学生。

学校鼓励院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特色开设创新

创业课程，引进行业、企业、国际优质资源，参与创

新创业特色课程建设及专业教学，实现每个专业都有

业界专家参与的专业课程。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李

克强总理亲自提议创办的全国性赛事，是“双创”

活动周的一项重要活动。要把推动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作为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动能转换

的根本需要，一是抓培养方案。二是抓课程体系。

三是抓教学方法。四是抓制度创新，着力健全创

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行弹性学制，完

善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释放

教学制度改革红利。五是抓实践环节。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要围绕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这个核心，坚持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把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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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大学创新力排行榜

近期，路透社发布了一份亚太地区 75 所最具创

新力大学排行榜。其中，日本和韩国大学占据榜单前

20 位中的 17 席。中国的上榜院校共达 22 所，是上榜

学校最多的国家。其中清华和北大排名最高，分列第

13、16 位。这份榜单系路透社与汤森路透的知识产权

和科技事业部联手打造，反映了学术文献、专利申请

和科研成果商业化等方面的综合创新力。

对于排名的表现，路透社分析称，中国院校排名

表现不如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原因主要是，它们更少

地向国际专利组织提交研究成果。中国以外的院校向

美国、欧洲以及自己国内申请专利的比例更高，说明

这些大学更愿意在保护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商业化上

倾注心力。

路透社还发现，中国的大学花在与企业合作上的

时间更少。相比之下，它们几乎不与行业内从业人员

合作发表期刊论文，学术成果也更少被企业研究人员

发表的文章引用。相比内地大学，香港的大学与行业

的互动更为频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 21）和

在《创造性：人类创新的科学》一书中，美国学习科学专家、创造性研究学者凯斯·索耶认为科学领

域创造性的形成仰赖于四个因素：一是类比思维，科学领域创造性的“顿悟”来自类比，创造性的高低往

往取决于个体能够产生、选择怎样的类比 ; 二是问题意识，科学不仅仅只是解决问题，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更

需要提出和形成好的问题;三是时间安排，成功的科学家知道怎样安排他们的工作时间以取得最多的创造性;

四是同济合作，每一件伟大的科学作品的创造都来自合作，是整个领域中的合作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创新教育需“破茧化蝶”

创客教育

创客教育的核心是支持学
生开展基于创造的学习，而基于
创造的学习，关键是对学生学习
主体性、实践性、深度参与性、
连续性与完整性（学生往往需
要完成从规划到设计再到开发
制作产品的完整过程）的充分尊
重。学生在基于创造的学习过程
中需要主动发现、自主探究，在
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创生、验证、发展出自己的创
想，在提升问题解决能力的同时
又保持创造的激情与信心，这些
是创造与创新能力的核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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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 30）。其他一些国家排名表现

不佳的原因与它们的大学组织系统有关。但路透也表

示，没有登上路透 Top 75 的榜单并不意味着这些学校

没有重要的研究，因为榜单的排名是对院校总体创新

水平的衡量，或许会忽略一些创新的院系或创新项目。

创新路上，不得不说的体系难题

韩国《中央日报》4 月初刊登题为《中国是唯一

可继续创新的国家》一文。文章提到，有一位学者的

评价非常冷静。他认为，美国的创新力量已减到一半，

剩下的只有硅谷。而相反，他对中国则评价“唯一一

个可继续创新的国家”。评价者是 2006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奖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

普斯 (Edmund S. Phelps)。

看来，潜力不容小觑。那么，现状呢？

第一，资金、坚持，往往是创新创业路上的“枷

锁”。近几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

更多的大学生“创客”加入进来，各大创业服务机构

和高校的大学生“创客”市集、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

创业嘉年华等也相继展开。  

2015 年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积极推

进高校建设创业学院的意见》，提出在 2016 年 3 月底前，

全省普通高校普遍建立创业学院，并完善相应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同时，选择若干所院校进行专科“2+1”、

本科“3+1”（两年或 3 年分散在各学院，1 年集中到

创业学院）或专业硕士“4+2”（4 年本科，两年专业

硕士进创业学院）进行新型创新创业骨干人才培养试点。

2016 年下半年将试点扩大到 15 所左右高校。到 2017 年，

全省建设 30 所左右示范性创业学院，形成 10 万人左右

在校生规模。据济南日报的报道，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召唤下，尤其在高校，大学生“创客”积极投

身其中。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范围内选择创业的大学

毕业生比例增至 6.3%，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然而，据第三方调查机构撰写的《2015 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 年毕业的大学生“创客”

人群中，3 年后仍坚持创业的比例为 47.5%，这也意味

着有 52.5% 的创业者没有熬过三年。其中，很多创业

团队都死在了缺资金上，数量占到 60% 左右。创业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对初入社会的大学生“创客”来说

更是如此。

第二，由于制度和体系的客观原因，带来的系列

困扰，例如老师本身的创新力缺乏，以及学生思维模

式的“大锅饭”。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

曾经谈到，“大学教师群体是最缺乏创业创新精神的。

关键是如何改变课堂教学方式。”国外的教师又是如

何做的呢？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教授米切尔·瑞斯

尼克先生在媒体采访时称，很少去写一些论文之类的

东西，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教育模型落实在各种开源和

创客

创客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
是指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
创客的共同特质是实践、创新、协作和
分享。近年来，创客运动在国际上蓬勃
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和社会生
产方式，并形成了新的校园文化。有学
者将创客划分为三种类别：一是创意者，
经过探索发现问题而提出创意，是创客
中的精灵；二是设计者，将创意转化为
可执行计划，是创客中的魔法师；三是
实施者，将计划制造出最终成品，是创
客中的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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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和落实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与业

绩、考核等等挂钩，慢慢地失去原本

的乐趣。

中德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刘宁

( 化名 ) 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起中外

创新教育理念的差异，他深有感触：

在德国，工科主要是为了培养工程师，

并不刻意要求创新，而中国则强调理

论创新。

比如，写硕士毕业论文时，德国

的大学在公式、参数方面要求很严格，

论文只要做好即可。在中国，参数、

公式无所谓，而论文却不能仅止于“做

好”，答辩时必须提出某方面的创新点。“可是，哪

有这么多创新点呢 ? 强制性提出要求，创新就显得勉强，

逼着学生在理论上抄袭或重复。”此外，他认为，德

国的科研很注重实践，导师都是先在高校里有所成就，

再去企业深造，然后回到高校。德国在制造业的领先

地位，正是在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中完成的。

用轻松的源动力开启创新的“学习动机开关”

“如果说我们告诉学生没有中考，没有高考，没

有任何的期末考，学科学习和以后的发展毫无关系，

你说学生还会不会去学呢？”《中国教育报》在今年

七月的报道中，采访几位参观北美教育展的老师。其

中，浙江省温州中学谢作如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然

而，不可否认，这是我们需要去正视的客观问题。谢

作如惊讶地发现，他们参观的创客空间，很多孩子因

为喜欢这里，喜欢自己的项目，喜欢追求那种成功的、

自我实现的感觉，而充满“激情”地做事。

如何让孩子们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图形化编

程工具 (scratch) 项目的创始人米切尔·瑞斯尼克教授

的方法是提出一个 4P 模式，第一个英文字母 P 代表

Project，就是基于项目，第二个就是要有激情 (Passion)，

第三个就是同伴协作 (Peers)，还有一个就是玩 (Play)，

这并不是说整个过程只有玩，而是说学习的过程就是

一个快乐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全美创客行动（Maker Movement）

的快速发展，美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将创客教育

（Maker Education）作为培养学生创造与创新能力以及

创业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对此，华东师范大学任友

群教授曾撰文说，美国《2015 年地平线报告 ( 基础教

商业的设计上，比如乐高的能力风暴系列机器人等。

曾经，上海世博会青年周请来世界名校的学生与

中国学生零距离交流，让外国学生惊讶的是，很多中

国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开场白几乎一模一

样：“我教你一首中文诗吧 !”这是主办方老师为一

名中国学生提供的例句，却几乎成了所有中国学生

的“标准答案”。教学生统一的标准答案来回答，

固然没有风险，然而同时也束缚个性化的发展。

这些困扰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方周末》

曾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兼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

院长张平谈到的“国内大学的创新力为何不如斯坦福”。

他认为，一方面，体系上有差别。在斯坦福，老师有

好的项目，自己到硅谷注册公司，离开学校去创业，

不成功还可以回学校，没有后顾之忧。而国内的大学，

教师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年考核。创业是风险活动，

不一定成功，但老师出去创业一旦离开两年，就再也

回不到教职岗位上，因为你没有发文章没有上课，学

术生命就没有了。

另一方面，产权的差别。在斯坦福，它的产权很

清晰，不管怎么转让，产生利润后是学校、所在院系

研究团队和老师个人三方均分，产权有法律和制度的

保障。我国大学的项目是有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科

技成果是职务发明，极其容易被抓住把柄，比如国有

资产流失的罪名。所以，国内大学的专利基本上和市

场离得比较远，不是基于市场需要申请的，只是为了

结题评职称或者获奖。而且，高校大量申请专利，但

是专利的质量要打问号。专利转化渠道不畅通，企业

也很困惑。

第三，追求创新往往走入形式化的误区。创新本

身的概念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体系等原因，在层层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创客空间可以看
作是开放交流的实验室、工作室、机械加工
室，有着不同经验的人们聚集在这里共享资料
和知识，以制作 / 创作他们想要的东西。作
为一种特殊的创客空间，学校创客空间是近
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新事物。较早的创客空间

（Makerspace or Hackerspace）可以追溯到麻省
理工学院 Neil Gershenfeld 教授于 2005 年创立
的 Fab Lab，但这一术语真正流行始于 2012 年
春《创客杂志》（Maker Magazine）的创办发行。

创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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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版 )》提出“未来三到五年，全球不同地方的学校将

发生的一个转变，是学习者尝试通过开展创造活动而

不是消费学习内容来进行学科探索”。所谓“消费学

习内容”指的是学生在学校所教授的知识范围内，根

据学科结构、知识结构记忆、理解、掌握学习内容 ; 而

所谓“开展创造活动”指的则是学生完全突破知识范围、

学科结构，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创造性活动，在创造

中自主地学习知识。

这一趋势会如何影响世界的基础教育，中国学生

该如何追赶这种教育的新趋势呢 ? 听起来话题越来越

严肃了，其实，我们原不需要将创新变得那么严肃那

么大的压力。从某一种程度来讲，创新应该扮演的是

一件轻松愉悦的角色。比如，网友 @kutooo 这么形容，

“拿到新的电子产品就想要拆掉一探究竟？看到不满

意的设计就想亲自上阵改装一下？比起买现成的，还

是 DIY 有趣！如果你有以上三种倾向，恭喜，你已经

成为世界上最酷的那部分人——创客的一员了！除了

酷爱科技、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一切木工金工

和大型切割机等充满热爱以外，创客最重要的精神就

是探索和创新。”

国外，从小孩到老人，任何职业都有可能制作出

你想不到的创新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创客并不一定

和互联网或者科技有关，很多人只是喜欢自

己动手做东西，匠人也可以是一名创客。比

如，CNN 报道，Hiral Sanghavi 的 BauBax 智

能夹克在 Kickstarter 网站众筹中拿到 920 万

美金的天价资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筹备新项目，

能为设备无线充电的衣服。如果用户为苹果手机充电，

只需给手机套上 BauBax 专用 iPhone 壳，然后把它

放到口袋里。如果安卓手机则不需要手机壳，因为

它有内置无线充电功能，电能来源于衣服里携带的

置于皮夹里的蓄电池组。对 Sanghavi 而言，第二次

众筹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产品本身。他说：“这

是一次市场验证。我们想知道该类型产品是否真的

有市场需求。”

小孩的创意同样精彩。据英国《每日邮报》7 月 6

日报道，美国一名年仅 5 岁大的小男孩在家自制了龙

卷风，并拍成视频上传网络，向人们解释龙卷风是如

何形成的。

甚至，创意源于平常的工作。Abc.net 报道，荷兰

首现 3D 打印版奶酪。Michaela van Leeuwen 是荷兰的

一位女性奶农，自从荷兰农场牛奶的价格下跌后，夫

妇二人的农场被迫搬了家，自己也开始琢磨怎样推出

多样化的产品。后来在别的地方干活时，她接触到了

3D 打印技术，开始研究如何运用这项技术来制作奶酪。

于是，另辟蹊径，用 3D 打印机制作奶酪，逐渐打开了

销路和知名度。如今，正在探索将 3D 打印机卖给奶酪

制作商和奶制品商。

创客运动教父克里斯·安德森称：创客
运动具有三个变革性特点：（1）人们使用数
字桌面工具设计新产品并制作模型样品（“数
字 DIY”）；（2）在开源社区中分享设计成
果、开展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规范；（3）
如果愿意，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通用设计文件
标准将设计传给商业制造服务商，以任何数
量规模制造所设计的产品，也可以使用桌面
工具自行制造，两种途径均大大缩短了从创
意到创业的距离，其作用不亚于互联网为软件、
信息和内容带来的革新。

创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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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培养创新的源动力呢？重庆第 29 中学罗

化瑜曾经在教学过程中创出一个名字，叫做学生的“学

习动机开关”。STEAM 教育和创客教育的跨学科属性，

就是避免学生被短期的兴趣迷惑，而去打开终身学习

的基于真实情境的长期的“学习动机开关”。这将改

变我们传统的教学。STEAM 教育是美国政府提出的教

育倡议，被誉为美国的“素质教育”。“STEAM”是

5 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

术）、 Egineering（工程）、Arts（艺术）、Maths（数

学）。近两年，STEAM 教育越来越受到我国教育界关注。

教育部发布《关于“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

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谈到未来 5

年对教育信息化的规划时，提出学校要探索 STEAM 教

育、创客教育。STEAM 教育理念强调打破常规的学科

界限玩“跨界”。比如，技术和工程结合、艺术和数

学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建立跨学科的创新思

维和应用能力。

据《科技日报》的报道，STEAM 教育研究协作组

成员、北京景山学校物理和信息技术课教师吴俊杰就

是 STEAM 课程开发与实践方面的先行者。“我上的

STEAM 课程很‘综合’，会用到电路知识、机器人知识、

编程知识等等，还要加入点艺术审美思维。”吴俊杰

介绍，STEAM 课程是景山学校六、七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课堂不是在桌椅整齐的教室，而是在充满木板、锉刀、

画笔、电线、电路板、芯片、3D 打印机的“工作坊”。

作为“新兴事物”，STEAM 教育在我国的推广和

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余胜泉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提到，在理论研究方面，目前我国对 STEAM 教育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从实践上看，目前我国很

多中小学一线教师的学科背景很单一，不能胜任强调

“跨学科”的 STEAM 课程设计与讲授。而且，如果过

分关注技术的炫酷、制作高科技的成果，而缺乏科学

的教育设计、基础性学科知识的融合注入，也起不到

实际的作用。

虽然探索的过程很困难，但是业内人士已经在努

力。对于学生而言，STEAM 教学是学习创新的有效途

径。对于想参与创新的大众来讲，从 MOOC 创新课程

开始参与，慢慢地培养创新的兴趣，是容易学习的方法。

即使你不是那么心灵手巧，只要你执着的追求，同样

能享受创新的风暴。

如今 MOOC 创新课程，包括许多和创新相关的课程。

1. 这是一门 3D 打印学习的课程，是一个创客重要

的技能；2. 魅力机器人，用废旧零件制作的超还原版变

形金刚、小巧精致的 wifi 小车、用旧螺丝拼凑的迷你机

器人；3. 玩转 Arduino——物联网嵌入式开发入门，这

门课中介绍的 Arduino 是一款简便、兼容性高、方便上

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任何对开发互动产品有兴趣的

创客都可以使用这块电路板来设计和开发自己的产品；

4. 用 Matlab 建模和仿真，你会有机会使用 Matlab 构建图

像处理、机器学习以及商务案例等多种模型；5. 工程图

学 CAD 2D，这门课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教授工程

图的基本制图原理，同时配合 CAD 软件；6. 传感、控制、

行动，因为传感、信号处理和控制是电子发明的最基础

原理；7. 设计的人因与文化，这门课从人因工程学的角

度研究和评估用户，以人的需求和背景为中心，才能创

造出好的产品；8. 设计：社会中的创意手工；9. 解密创

造力：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创意天赋的人，那来

上这门课吧。你将接触到一些成熟的帮助你发现创意的

工具和方法；10. 未来城市：位于新加坡的 ETH 未来城

市实验室用了三年时间创造出了许多未来的城市可能会

用到的东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模拟“城市”这个机

体的新陈代谢。上完课不妨来想一想，如果让你来设计，

你会如何规划未来的城市？

当然，从国家的创新力来看的话，除了培养人们

创新源动力的努力外，如果想真正地成为创新实力的

大国，“硬科技”创新也是不容忽视的。

与互联网经济构成的虚拟世界不同，“硬科技”

属于由原子经济构成的物理世界，是以人工智能、基

因技术、航空航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等为

代表的高精尖科技，是能对人类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

的革命性技术。这种原创技术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

续积累才能形成，具有极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

以被山寨。

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放向未来。例如，近

期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的未来技术学院，旨在探索研

发未来的、能够重塑人类生活、工业生产、商业消费

模式乃至全球经济革命性进步的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未来技术学院院长江雷接受科

技日报的采访并解释，当前，我国正在研究的绝大部

分技术，都是在别人已经研发成功的基础上进行跟踪、

模仿并力求超越，但对于处在萌芽状态的探索性的、

有可能带来重大变革的技术却关注很少。为实现我国

科技水平“弯道超车”，迫切需要围绕未来可能产生

的变革性技术进行前沿探索，提前布局培养具有前瞻

交叉思维的复合型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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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中国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与

此同时，饱受诟病的死记硬背式学习、题

海战术、一考定终身等问题在韩国也司空

见惯。而近年来，韩国科学技术院在创新

力方面的优异表现似乎让韩国看到了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的改进方向。

   （1）自由的学习环境

说到韩国科学技术院对“创新力”的

培养，首先不得不提到它在招生、录取和

专业选择等方面的“灵活性”。在招生时，

该校不仅从全国重点理科高中招收高考高

分学生，还注重选拔非重点高中毕业但确

有专长的人才入校。学生被录取后可以不

必确定专业，入学第二年后再选择专业。

课程选择上，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学生

都可以不分年级、不分专业地自由选修，

合格即可拿到学分。

   （2）科研成果具有实用性

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韩国科学技术院

采用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制，

努力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知识和实际应

用能力的高级人才。韩国科学技术院既承

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培养历来是世界各国教育的重点，因而在各

国教育系统中，有的国家专门设立培养创新能力的学校或者学科，

例如，日本的 SSH（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科学重点高中）、

有的国家会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例如美国项目引路 PLTW 和德国跨

地区特别领域研究（SFB/TR）项目组。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s）和数学（Mathematics）为主的

STEAM 课程，风靡于美国、韩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随

着全美创客行动的快速发展，美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将创客教育

作为培养学生创造与创新能力以及创业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教育

研究人员通过寻求创客教育与项目学习的共同点，自然而然地转向

了以研究 STEAM 为基础的创客教育、创客空间研究。

他山之石，哪些地方可为我用？

根据麦可思研究的内容，小编将为大家介绍以下几个国

家的创新创业教育。

韩国科学技术院：亚洲创新力第一如何产生的

担国家课题研究，同时也接受企业委托开发，

与三星电子、现代电子、LG 半导体、SK 通

信等多家著名企业建立了产学合作关系，根

据企业需求从事课题共同研究和定向人才培

养，所需经费由相关企业提供。学校共有

140 多个研究中心，其中一部分直接与企业

合作建立，从事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为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韩国科学技

术院设有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TIC）

和技术商业孵化器（以下简称 TBI）。具

有新技术思想而无研究条件的人可到 TIC

租用研究场所和设备，从事技术研究。研

究成功后，还可以到 TBI 做进一步的研究

与开发。开发成功后就可以交付企业进行

产品生产。

（3）师资多具有美国顶尖名校背景

该校拥有大批优秀的教授。韩国科

学技术院大多数教授都毕业于美国顶尖名

校，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下

简称 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师

资方面优势的确立，则与该校前任校长徐

韩国科学技术院在

创新力方面的优异

表现似乎让韩国看

到了创建世界一流

大学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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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杓的治校政策密不可分。

2006 年 7 月，该校聘请曾任 MIT

机械系主任、美国科学财团副总裁的

徐南杓教授回国担任校长。他走马上

任后以 MIT 作为学校改革蓝本，改革

措施的其中一项就是主张以英文授课。

此举意在让学院的毕业生更容易和国

际市场接轨，同时也能吸引优秀的外

国教职员来校任教。

（4）对师生高标准、严要求

除了推行英文授课，徐南杓上任

后还提出另几项大胆的改革措施，如

废除了长幼有序的教职员聘任制度，

有才能的年轻教师只要证明自己的实

力，一年内就会得到终身聘任。再如，

打破了教授的铁饭碗，更加严格地对

终身聘任的教授资格进行审查。除了

教师，徐南杓也向学业表现不理想的

学生“开刀”。为了激发学生努力向上，

他规定平均积分在 B 级以下的学生，

不再享有免费的优惠。如果学生考试

不及格经补考后仍有三门课未过关，

就要令其退学。

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大争议。该校

在 2011 年三个月内接连发生四起大学

生和一名教授自杀事件，其原因就被

舆论归咎于改革实施后教授和学生的

竞争和学业压力过大。

虽然徐南杓推出的极其严格的治

校政策受到校内外的很多舆论压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出任校长期

间，韩国科学技术院取得了飞速的发

展，跨入世界名校的行列。

哈佛大学的创业教育课程主要突出一

个特点，就是注重实际应用，课程内容和

教学方法都强调从实践出发。

课程内容开设上，不仅包括创业必需

的基础知识类课程，如财务、营销、商务

谈判等方面的课程，还包括领导力、有效

领导等行为科学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都

紧密联系商业实践，重视解决创新创业中

的实际问题。如在“开创新企业”这门课中，

着重探讨设立新公司时所需要的技能技巧

以及新企业发展的知识。学生们组成小组，

由创意概念展开，进而完成一个设立新公

日本高校在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

中，注重与学校所在地区的产业相结合，依

托本地区的特色产业优势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日本工业大学于 1998 年创设了产学合

作中心，2006 年改编为产学合作创业教育中

心，注重利用大学的科研优势，为企业开展

项目咨询，帮助企业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

在此过程中，反馈学校的创业创新教育。

学校也注重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甚至

哈佛大学：注重实际应用

司所需要的完整经营计划，并对计划付诸

实施。通过这一完整过程的学习，学生可

以学到创业理论，也能学习到具体的创业

技能技巧，并能实施具体的创业行动规划。

教学方法上，“案例教学法”是哈佛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特色之一。“案例教

学法”要求学生站在实际创业者的立场上，

学习什么是创业和如何创业，对创新创业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比如“问题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采取的对策

是什么”等等，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哈佛大学的创业教育课程

主要突出一个特点，就是

注重实际应用，课程内容

和教学方法都强调从实践

出发。

日本工业大学：注重与学校所在地区的产业相结合

建立中小型新兴企业。日本高校在创新创业

教育开展过程中，重视与产业界、社会紧密

结合，真正体现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社会

参与。一方面，许多大企业为学校学生提供

实习基地，为有潜力的创新创业计划提供“风

险资金”等；另一方面，学校也利用自身的

科研优势，加强与地区产业界的合作，为企

业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实现大学与地域经

济的共同发展。

除了注重对学生创新创业知识方面的

培养外，斯坦福大学更重视的是学生创新

创业精神的培养。在斯坦福，约有 90%

的学生至少选修一门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创业精神的树立，首先体现在教

师带头，师生共同融入社会，建立创新创

业的学校传统。背靠硅谷的地理优势，使

得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有过在企业实习的

经历，甚至是创业的经历，也让这些教师

有足够的经验对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指导。斯坦福大学鼓励教授到

硅谷的公司兼职或从事公司的科研项目，

学生也可以参与到这些项目中去，教授和

学生的研究成果很容易在硅谷迅速转化为

产品。学校与硅谷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创新

创业互动效应。

另外，学校也会用实际的规章制度鼓

励创业创新精神。“停下”校规，让学生

们可以随时辍学一年，然后再继续复学。

此外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孵化资金，为创

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斯坦福大学：创新创业精神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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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文 / 高震

电视慕课（TV-MOOC）是以电视节目

平台为依托的特殊慕课形式。一般由电视节

目、互联网平台和互动学习套装组成。它不

同于传统电视媒体仅是传播学习内容和学习

课程的形式，而是通过对直播和首播的电视

节目（如，综艺节目、纪录片和电视剧等）

的二次开发，来实现学习和实验的目的。电

视慕课的传播模式是，电视观众在观看电视

节目的同时，利用手中的互动学习套装，再

辅以互联网平台，完成对节目内容中知识和

信息的吸收和内化，是一种适合家庭学习和

亲子学习的新型慕课形式。

互联网时代，电视仍然是一种主流传

播媒介，特别是直播和首播形式，常常能

够吸引大量观众聚焦关注。

电视慕课（TV-MOOC）这一概念的

提出者，是清华大学创新教育专家、卡魅

实验室创始人、GIS（集思）理念提出者

高云峰和笔者。我们发现，在信息传播中，

电视直播和首播节目大规模的观众聚集与

MOOC 的实时互动极为类似，但电视的实

时效应较 MOOC 更为强大，继而提出了

此概念。随即，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

附属中学校长、CAP 项目课程研发组组长

王殿军作为电视慕课项目发起人正式开始

启动电视慕课研究项目，并开始筹划首款

电视慕课产品。

电视慕课是慕课的衍生。电视慕课延

续了慕课在教育资源和受众群体开放性、

规模性的优势，通过直播和首播的电视节

目或电视纪录片等，把相同兴趣的受众通

过节目连接起来，进行实时互动，让受众

在线下同步参与节目，进而完成学习教育。

与传统慕课相比，电视慕课在以下六

方面更具优势。

1. 更为广泛的传播范围。虽然 MOOC 

在经历井喷式增长后迎来全球亿万关注

者，但以课程平均收视来看，电视的影响

力仍远大于 MOOC。一场电视实况转播、

综艺节目的同时“在线”人数可以轻易超

过千万，而普通 MOOC 则很难超过万级，

因此产生的互动人次也非常少。为了增强

实时互动特性，尽管 MOOC 探索了如点到、

特殊的课程设计、考试等等方法，但实际

的互动传播效果却非常有限，网络上的受

众还是习惯于非实时的、自由的点播观看

方式，加之节目画质、制作精良程度、制

作成本、行业成熟度等对比，电视的优势

突显无疑。

2. 更为自主的兴趣起点。慕课很多时

候都是出于功利性的学习目的，而电视慕

课把这种功利性大为降低，着重从学习者

的兴趣和需求出发，在轻松友好的学习氛

围和先进的学习工具支持下，获取知识的

学习欲望，并转化为主动汲取知识和掌握

技能的学习行为。

3. 更为真实的学习环境。慕课不是万

能的，它无法真正取代实体课堂。学习的

电视慕课（TV-MOOC）：
科技受众新体验

目标是应用和掌握，特别是对于科技知识

来说，仅通过慕课“知道”原理是远远不

够的。电视慕课弥补了传统慕课的不足，

强调个人独立自主的课程学习，通过动手

操作，从“知道”到达“懂得”，有效结

合并平衡了外部讲授与内化自学的关系。

4. 更为完整的课程内容。慕课是基于

连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常常依靠热点投

放满足大多数学习者的需求，具有分散性

的特点。电视慕课更强调通过某一节目来

定制化某一课程，节目只是关注和思考的

开端，真正动手掌握技能才是完成学习的

必要条件。

5. 更为优质的学习体验。相比较慕课

的线上学习，电视慕课可以形成“线上 +

线下”的完整学习形态。并且，电视慕课

不是电视教学，它本身并不改变电视节目

本身的形式，而是根据电视内容在受众端、

客户端增加课程教学、实际操作等现实体

验，并与电视回看、点播功能结合，为受

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开放的学习资源，

实现高效的信息传递和知识交换模式。

6. 更为显著的学习成效。慕课课程多

采用的是视频教学，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

并没有太大差别，并且需要学习者拥有高

度的自制力来保证自己完成课程。而电视

慕课的素材更多为电视节目与纪录片，内

容上更加轻松，形式上更为活泼，让受众

在玩中学，潜移默化地完成从“受众”向

“学习者”、甚至“创新者”的蜕变。

而和传统的远程教学、电视教学相比，

电视慕课最重要的区别是传输内容的二次

开发应用。观众不必因为“需要”学习，

就改变正常的电视节目播出内容和顺序，

受迫性地被电视“奴役”。节目还是电视

节目，受众可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转化，例

如，喜欢娱乐的就继续欣赏娱乐内容，希

望深入学习的则可以应用线下课程、设备

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实时互动，两者互不干

涉。也就是说，电视慕课中的电视内容，

仅是课堂内容的一部分，受众可以根据自

身需求，选择不同的方式“看”电视，较

电视课堂更为灵活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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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研

究所（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HEP）发表了报告《描绘高等教育数据

领域：问题和可能性》（以下简称“《描

绘》一文”），概述了在向学生、政策制

定者和学校提供有用和可靠的相关信息以

使他们了解高等教育系统中学生成就的情

况时，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们所必须回

应的关键问题和必须采取的核心措施。获

得有意义的、与学生教育成效有关的信息

而推动教育的改进需要更高质量的数据，

无论这些数据来自于现有的系统方案，还

是来自于考虑中的系统建设的可选方案

中。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目前可用的数据

是不充分的，因而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

设施需要改革以对数据的采集、共享和分

析加以改进。

数据提供了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在

美国，每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它们的企业

级信息技术系统（IT 系统）中采集和使用

数据。州、区域和联邦级别的实体也在采

集和使用数据。数据及其赖以维持的 IT

系统都是高价值的战略资产，必须得到慎

重对待和保护。在系统中，以及在利用数

据支持决策和提升教育成效时，保护这些

资产的安全以及信守学生及其所代表的家

庭的隐私是一项需要努力付出的奋斗。必

须要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从学生到家

长到管理者到政策制定者在内，都有信心

相信：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学生信息只有在

必要和合法的情况下会被采集，会得到恰

当的使用，而且会是可靠的。影响高等教

育数据采集和存储活动的监管环境是复杂

的；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也许有不同的隐

私期望；体系中所有 IT 系统的安全防护

都必须仔细地精心建构。高等教育数据系

统能带来新的机会，提升对学生成就影响

因素的理解，也带来了信息安全和隐私风

险。两者间的平衡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

如说是一项艺术。

信息安全和隐私，这两个概念是如何

发挥作用，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如何保

护数据？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了满足

《描绘》一文中所提出的测量项目的要求，

并回应其中提出的关键性的疑问，数据必

须要进行分析才能提供必要的信息。这些

数据的来源可能是多样的所有者，包括学

生、学校、非政府机构，以及州和联邦部门；

可能存在于这些不同实体所控制的许多 IT

系统中；也可能有不同的敏感性（例如，

可识别身份的学生数据、擦除身份信息的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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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的系列论文集——《展望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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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中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为论文集中的一篇。从本期开始，本刊将连载相关内容。本文意在

使读者了解信息安全和隐私的概念，以及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的技术等内容。

美国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中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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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汇总后的数据）。有些采集到的数

据可能受到联邦法律和 / 或州法律的保护。

其他一些数据可能未受法律保护，但是对

于相关人士而言仍然是高敏感性的，一旦

被分享或者泄露将产生令人困窘的后果。

要做出政策和实践上的有根据的决策，理

解数据的采集方式和当前法律议题的复杂

性是必要的。这个体系如此复杂，因而要

在整个体系中成功地管理学生数据并形成

有意义的合作关系，从而向政策制定者提

供理解学生教育成效所需的数据，必须要

有州政府和 / 或联邦政府的行动。

信息安全和隐私的概念

任何 IT 系统，只要其设计目的是向

用户提供可靠信息作为决策依据，那么数

据都是它的核心资产。学生级别的数据（如

招生录取、入学考试、就读过程、毕业和

教育成效数据）对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国

家级数据解决方案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

为了保护这些数据，所有系统都必须将信

息安全和隐私保护作为基本组成部分。体

系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对信息安全和

隐私有一个共同的理解，而且要超越对概

念的非专业解释，要理解这些概念是如何

在保护学生数据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以及

如何确保这些数据在学校、州、地区和联

邦的 IT 系统所构成的整个基础设施体系

中得到恰当的利用。

什么是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指的是保护数据的机制。

不熟悉信息安全的人们经常认为它仅仅

是在 IT 系统中实施的技术控制。然而，

实际上不能认为信息安全仅仅是技术控

制，而必须是对任何形式的数据（无论

是在 IT 系统中存储还是还原到纸面或其

他物理介质上）进行保护的研究和实践。

其中包括保护数据免受任何类型的威胁，

无论实施这些威胁的是有恶意的外部人员

还是对 IT 系统和数据有合法访问权的人

员。如下所述，数据保护的实践涵盖了的

三个有区别的信息安全概念：机密性、完

整性和可用性。

机密性的含义是，对数据在任何形式

下的全生命周期（从创建到销毁）中，都

要保护其免受未授权的访问。未授权的访

问包括与存储数据的实际组织无关的人员

（例如，罪犯和黑客）的访问，也包括组

织内部的人员有意超出其授权范围而进行

的访问（例如，工作人员在无合法工作原

因的情况下查找知名人士或者其他目标人

员记录的行为）。机密性是在组织遭受数

据侵害时最常涉及的信息安全概念。

完整性的含义是，确保 IT 系统中（或

者在物理介质上记录或重现的）的数据是

准确的。这表示 IT 系统的创建者和管理

者要在系统中采取控制措施，确保用户正

确地输入和处理数据，而且冲突的数据项

目能被识别出来并加以解决。完整性还要

求，只有授权用户才有能力去变更、移动

或者删除特定类型的数据文件。符合完整

性要求的数据可以认为是准确的，能作为

决策中的可靠依据。

可用性的含义是，确保数据在需要

时即可获得，并且 IT 系统运行可靠。利

益相关者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确保数据可用

性，比如设计“冗余”的 IT 系统（例如，

采用的安装方式可以不会因某个组件的故

障而使整个系统故障）并具备抗攻击能力，

以及确保用户会定期备份数据。

常见的对 IT 系统和数据的故意和恶

意的信息安全威胁包括：恶意软件、间谍

软件、键盘记录器；IT 系统的后门；用

于窃取用户凭据的钓鱼和定向诈骗；有合

法访问权的人员的故意滥用；以及意图使

数据不可用的拒绝服务攻击。除了故意和

恶意的威胁以外，管理 IT 系统和数据的

人员还必须要应对意外或偶然的事件：自

然灾害，电力中断，丢失了错误放置的 IT

资源（例如，丢失的包含有敏感数据的 U

盘）。他们还要防范数据和相关系统受到

合法用户的无意行为的损害，例如偶然删

除重要数据，将敏感数据发布在公共访问

的资源（如网页等）中，或者发送给了错

误的人员（通过 E-mail 等）。

什么是隐私？

IT 系统提高了采集和存储数据的便捷

性，也使得这些数据的隐私日益受到关注。

隐私是一个用于解释对个人和公众都普遍

适用的概念的简单术语。对于个人而言，

隐私意味着某个个人控制他 / 她自己的数

据，并指定这些数据的采集、使用和分享

的方式的权利。在美国，还有一个关于隐

高等教育数据系统

能带来新的机会，

提升对学生成就影

响因素的理解，也

带来了信息安全和

隐私风险。两者间

的平衡与其说是一

门科学，不如说是

一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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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社会观念，即隐私是对干涉公民自治

的政府权力的限制。

在国家高等教育数据体系的讨论中，

这两个概念都重要。当研究人员最初采集

学生级别的数据时，他们应当合法地采集

数据，并且采用以确保学生个人隐私权利

为目的的方式。这意味着，只要有可能，

数据采集的主体就应当在采集学生数据之

前获得允许，并且应当只采集对实现指定

研究目标所必需的最少数据。当这些数据

在体系中与其他主体中共享时，特别是在

学校和州及联邦机构之间共享时，数据共

享的方式应当要把政府使用数据的权力限

制在最初采集数据时指定的目的上，或者

是法律和规章所许可的目的范围内。

因为隐私植根于法律概念中，联邦和

州法律都可能会对国家高等教育数据体系

中的数据采集和分享实体产生影响。特别

是高等教育机构，面临数据保护方面的复

杂监管环境。深入理解联邦法律（如《1974

年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FERPA）》

等）中的许可和禁止性的条款，对于确保

学生数据隐私是至关重要的。其他法律有

些涉及对特定数据项目的保护，有些涉及

对联邦机构采集的数据和联邦信息系统中

存储的数据的保护。

除了适用于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

某些部分的联邦法律以外，州法律也可能

会影响到数据采集体系。2015 年，46 个

州就学生隐私的多个方面提出了 180 个法

案；15 个州通过了 28 项新法律。这些法

律设置了对学生数据隐私有影响的众多议

题，如教育技术服务提供商的角色；家长

是否可以自愿退出数据采集；在采集数据

的州以外传输数据；提供数据侵害通知；

对州的纵向数据系统（State Longitudinal 

Data System，SLDS）的经费投入等。尽管

许多州将其法律限制在 K-12 学生的数据

上，一些州也还是实施了适用于高等教育

学生数据的法律。结果就是要进行以州为

基础的数据采集，还要查阅一些单独的州

法律。

信息安全和隐私的概念密切相关，

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例如，完全可能

想象出数据是安全的但不是隐私的情形。

数据可能以安全的方式存储在一个 IT 系

统中，但是如果这些数据的采集没有个

人的知情同意或者不是经过合法授权的

机构采集的，那么对于其所关系到的个

人而言，这些数据的隐私性就遭到了损

害。相反地，数据可能是在个人的知情

同意下采集的，或者是依据法律许可采

集的，但是存储在了缺乏足够安全措施、

无法保护数据免受犯罪分子窃取的 IT 系

统中。这种情况下，数据的安全就遭受

了损害。在国家高等教育数据体系中对

采集、存储、传输和分析的数据进行保

护时，信息安全和隐私这两个概念必须

要同时考虑到。隐私的概念必须要清楚，

以确保个人和社会对于隐私的观念受到

了实践可行的最全面的尊重；信息安全

的概念必须被采纳，用于保护所有采集

到的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的技术

尽管本文中提出的安全和隐私关切及

最佳实践对于所有 IT 基础设施环境都适

单点系统

学生单位记录数据系统（或称学生级别数据系统）

国家学生数据交换中心

集成高等教育数据系统（IPEDS）

多点系统

多个州数据系统的互联

多个联邦数据系统的互联

表 1  论文集中所讨论的基础设施系统架构

用，但《展望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数据基

础设施》还是主要聚焦于国家高等教育数

据体系中两种基本类型的 IT 系统架构上

（见表 1）。

第一类是单点（single destination）系

统，如一个由政府或私立机构运行的学生

单位记录数据系统（Student Unit Record 

Data System，SURDS）。正如其名称所表

明的，单点系统是权威学生信息的专门位

置。最可能的情况下，一个单独的实体运

行这类系统，并对保存数据集的 IT 系统

实施安全和隐私保护。这类系统接受信息

的输入渠道可以有多个，但是系统本身被

认为是权威信息的唯一来源。

第二类是多点（multiple destination）

系统，其中，一些实体互相分享学生信息，

没有哪个单独的 IT 系统可以成为权威的

数据来源。这种架构的一个案例是多个州

的纵向数据系统（SLDS）互相联网来响

应查询学生的请求。在这类系统中所采取

的数据分布形式要能提供有意义的信息，

就必须要在整个基础设施中允许以某些公

共关键值或标识符进行匹配。考虑到多个

实体都要在基础设施中提供、使用和分析

数据，数据安全和隐私的保护措施需要得

到分布式的所有 IT 系统中的所有参与实

体的同意和遵守。表 1 提供了一个本论文

集中所讨论的基础设施架构的简要视图。

每个通用的基础设施架构都要有为自

身精心设计的一组安全和隐私控制措施。

例如，建立一个单点系统（如 SURDS 方

案）所需要的控制措施将会与支撑已有系

统（如链接多个 SLDS 系统）的有所不同。

虽然两个可选方案都需要某种机制实现在

多个数据输入中匹配记录，但是 SURDS

方案将会形成一个单独的、大型的可识别

身份数据的集合。另一方面，SLDS 方案

必然要解决多个不同的系统之间匹配数据

项目、解决冲突和应对质量关切的问题，

也许要为了满足信息安全中的完整性概念

而进行更加深入的探寻。

（翻译：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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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Hammer 攻击是一种针对动态随

机存取内存（DRAM）的攻击。它利用高

密度内存中相邻存储单元相互间的电磁作

用来引发错误。通过在一定模式下的高频

率反复内存访问，攻击者可以在其原本无

权访问的内存区域引发存储值的变化。

软件系统的安全是建立在正确执行的

硬件／软件协议的基础上的。违反这些协

议会带来严重的安全漏洞。例如操作系统

的安全建立在内存中的数据和代码无法在

缺乏操作系统授权的情况下被修改的假设

上。然而，近来出现的 Row Hammer 攻击

却能破坏这种假设，并带来一系列安全问

题。这种攻击可以在不访问目标内存区域

的前提下使其产生数据错误。

Row Hammer 攻击利用了内存设计中

的缺陷。现代大容量内存有着很高的内存

单元密度。这使得单元间的相互电磁作用

变得更为显著。电磁影响会加速电容电压

的变化，带来潜在的数据丢失威胁。这种

被称作“Disturbance Error”的漏洞多年

前就已被发现，但是它直到最近才被发现

能够被软件人为触发。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快速并且重复地激活同一个内存行

（DRAM Row）的访问模式能大大提高相

邻行出现干扰错误的可能性。

Row Hammer 漏洞被发现后的短时

间内，利用它进行的安全攻击就陆续出

现，例如，Google 的软件工程师 Seaborn

展 示 的 两 种 权 限 提 升 攻 击（Google 的

NaCl 沙 盒 逃 脱 以 及 在 Linux 中 的 用 户

态程序获取内核态内存访问权限）。其

他 的 研 究 以 用 高 级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如

JavaScript）触发 Row Hammer 为目标。

这样一个攻击者就可以通过网络中注入

的恶意代码，远程地引发内存错误并实

现权限提升。

对于服务器端的攻击研究要远少于对

客户端攻击的研究，而 Row Hammer 的服

务器端攻击在多用户的云环境中尤其值得

注意。互不信任的用户在云中可能共享一

台物理机器，分享一些硬件资源，这就包

括内存。尽管服务器级的处理器和更昂贵

的内存对于 Row Hammer 的防御更好，研

究表明即使配备了带有自动纠错（ECC）

功能的内存，服务器仍然可能受到 Row 

Hammer 攻击的影响。

在 研 究 中， 我 们 着 重 探 索 了 Row 

Hammer 攻击在跨虚拟机环境中的应用，

并提出了在云环境中的威胁。我们的目标

并不是攻击云服务器，进而探究其在这种

攻击面前有多脆弱，而是探索在硬件存在

这种错误的情况下，云系统中基于虚拟化

的隔离是否可以被破坏。

强化的 Row Hammer 攻击

在本文中提出了一种高可靠度且高确

定性的 double-sided Row Hammer 攻击。 

这种攻击通过攻击目标内存行的两个相

邻行来提高攻击效果。但是这就需要我们

了解物理地址是如何被分配到内存中的，

比如物理地址中的哪些位决定了内存的

channel、bank、row 等。这使得我们可以

找到同一个 bank 中的相邻行（row）。然

而，Intel 拒绝公布这些相关信息。另外，

即使使用同样的处理器和同样的内存控制

器，这种分配方法还会因为内存（DRAM 

module）的区别而不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

算法来破解物理地址的动态分配机制。内

存芯片（chip）中的每个 bank 都有一个行

缓冲器（row buffer）来缓存最近使用的行。

因此，如果交替访问同一个 bank 中两个不

同的行，由于行缓冲器的冲突，会观察到

一个高延迟。这种访问延迟的增加形成了

一个时延通道（timing channel）。可以通

过这个通道来确定两个物理地址是否被分

配到了同一个 bank 的不同行。通过交替访

问两个只有特定 bit 不同的物理地址，可以

利用它们是否在同一个 bank 的不同行中。

基于这个事实，能够推断出物理地址中这

些特定 bit 的功能， 例如是否决定了 bank，

row， column 等等。

在这个时延通道的基础上，我们提出

了一种新的基于图模型的算法来破解物理

地址中存在的 XOR scheme。为了提高内

跨虚拟机的 Row Hammer 攻击和权限提升

文 /Yuan Xiao   Xiaokuan Zhang   Yinqian Zhang

学术专栏

图 1  基于图模型的 XOR scheme 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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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性能，物理地址分配时会将某些决定行

的 bit 和一些其他 bit 进行 XOR 操作，并

用这个 XOR 的结果决定 bank 或 channel

等。在图模型算法中，每个物理地址的

bit 是一个节点，通过内存访问延迟我们

可以得到节点间是否存在 XOR 关系。如

图 1 所示就是一个我们的图模型算法的例

子，图中上半部分是通过测试四个 bit（15，

16，18 和 20）所建立的图模型，而下半部

分是则是它对应的 XOR scheme 。这种算

法能在一到两分钟内分析出我们的各个测

试机器的内存分配机制。

在了解物理地址的分配机制后，就可

以从 Xen 虚拟机中进行 double-sided Row 

Hammer 攻击。首先通过实验分析了哪种

Row Hammer 攻击的方法最为有效（例如

是否引入 mfence 指令）。接着，我们通

过从虚拟机中攻击所有可访问内存行的方

法找到足够多的可攻击 bit。它们需要在

特定的位置，并且可以被重复触发错误。

由于每个虚拟机仅仅被分配到一小部分物

理内存，我们也设计了能够测试多于初

始分配内存的方法。另外，还设计了一

个安全模式来减少可能使得系统崩溃的

内存错误。

跨虚拟机环境下的 Row 
Hammer 权限提升

以往的研究都寄希望于随机的 Row 

Hammer 攻击能恰好在 page table 中产生

内存错误。不同于这些方法，我们设计

了一种确定性的攻击来获得跨虚拟机环

境下的任意内存位置读写权限。图 2 展

示了整个权限提升攻击的过程。攻击者

是一个没有特殊权限的普通虚拟机，在

发起攻击前能对自己的内存空间进行读

写操作。虽然攻击者所拥有的 page table 

都被维护在攻击者自己的内存空间中，

攻击者并不能直接修改 page table。所有

的修改必须通过 hypercall 被 hypervisor

审核 。在攻击前，通过 Row Hammer 攻

击在攻击者的内存空间里找到一个可用

的 flippable bit，并且它在 page 中的相对

位置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我们要求在将

一个 page（4K 字节）均分成 64 个 64 bit

长的段后，flippable bit 在这个 64 bit 段

中的位置对应一个 page table entry 中的

page frame number 部分。

首先，找到一个 last-level page table

（ 即 PT） 和 一 个 攻 击 者 控 制 的 普 通

page。这两个 page 的物理地址只有一个

bit 不同，并且这个不同 bit 的位置就是

flippable bit 所对应的位置。在这个普通

page 中伪造一个 page table。这个伪造的

page table 中的 entry 指向任意的攻击者

想要访问的内存物理地址，不论是否受

攻击者的控制。

第二步是将选定的 PT 所属的 second-

level page table（ 即 PMD） 复 制 到 包

含 flippable bit 的 page 中。由于没有修

改 PMD 和 PT 的内容，我们可以直接通

过 hypercall 来把原来的 PMD 替换成含

有 flippable bit 的 page。我们称这个新的

PMD 为 shadow PMD。需要注意的是，之

前所选定的 PT 在 PMD 中对应的 entry 应

该包含这个 flippable bit。

接 下 来， 通 过 Row Hammer 来 在

shadow PMD 的这个 entry 中产生 bit flip，

使得原本指向 PT 的条目转而指向伪造的

PT，证明了这个攻击方法可以使得一个

Xen PV 虚拟机对于机器上的任意 page 拥

有读写权限。并且此时 hypervisor 和攻击

者的 kernel 仍然认为这个伪

造的 PT 是一个普通 page，

因此攻击者仍然可以通过直

接写入的方式来修改伪造的

PT 中的 entry。

另外，我们还展示了两

个基于这种攻击的实例。 一

个例子是 HTTPS 网络服务器

中的私钥窃取。我们利用对

任意物理内存的读权限判断

某一内存地址是否储存的数

据结构是否符合一个有效密

钥的结构。

第 二 个 例 子 展 示 了 如 何 利 用 Row 

Hammer 攻击，在不知道目标密码的情况

下登录一个 OpenSSH 服务器。被攻击服

务器和攻击者各是一个虚拟机。它们共

享同一台物理机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修改内存中 SSH 服务器进程的代码

来绕过密码验证。在进行攻击前，通过

对 OpenSSH 的汇编和机器代码的分析，

找到跳转到密码验证函数的代码。首先，

利用前面描述的 Row Hammer 攻击获得

物理机上的任意读写权限。然后在内存

中搜索这句跳转到密码验证函数的机器

代码。一旦找到了对应代码，将其改为

把验证通过的返回值直接写入对应寄存

器 ( 如图 3 所示 )。这样，一旦有接入请

求发送到服务器，验证函数将不会被调

用，而直接通过了验证。

攻击主要以 Xen PV 虚拟机位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它正逐渐被 HVM 所

取代，目前它仍然被公共云服务提供商广

泛使用。这其中就包括 Amazon EC2。这

给攻击者提供了攻击机会。由于目前已经

有了很多成功的攻击能够在公共云中实现

与目标共用物理机器，建议所有云供应商

停止对 PV 的使用。

图 2  页面表替换攻击（Page Table Replacement Attack）

图 3 通过内存修改绕过密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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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广告是移动生态的基石，因为大

部分的移动生态系统是免费的，安卓系统

也是免费的，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移动

广告。如果移动广告的安全出了问题，大

家不再使用移动广告，我们就不能再继续

使用免费的移动生态系统。

移动广告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有四大

组成成员。第一是移动用户，第二是移动

软件的开发者，第三是广告的提供商，第

四是进行广告分发的运营商。在移动广告

的生态系统里面，有以下两个主要的安全

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移动应用开发者，他

们之所以参与开发应用，是因为有广告

收入。如果其广告收入被黑客截留，那

么移动应用开发者们就可能会减少或者

不开发移动应用。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广告商来说，投放

广告是希望有市场效应，如果发现广告是

虚假的，没有市场效应，那么其广告的投

入将会大打折扣。

那么，移动广告系统的流程是什么样

的？在移动广告中，开发者在应用里面嵌

入一个广告库，在运营的时候，广告库会

向广告提供商发送一个 traffic。我们在研

究中发现，有很多的应用在克隆其他的应

用，一开始我们觉得很奇怪，既然这些应

用都是免费的，那么应用的克隆会给克隆

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后来发现克隆者的

目的是为了截获广告收入，它们通常将一

个原来的广告库克隆，将原来的广告库置

换成克隆者的广告库，那么，广告收入就

归了克隆者所有。克隆应用对原作者的利

益是有损害的。同时克隆应用使得用户很

难找到真正的应用。

研究工作有以下几个主要目的：一是

想知道这些克隆的应用有哪些特性，比如

说在应用市场上，哪些市场的克隆应用比

较严重。二是试图量化这些克隆的应用对

原开发者的影响。

克隆应用对原作者的影响

我们从 17 个应用市场上下载了约 26

万个应用，根据每个市场上下载应用的情

况，开发了一个检测克隆应用的方法。

这个检测克隆应用的方法，如果简单使用

一一对应的方法是不行的。比如有 100 万

个应用，检测速度会非常慢。因此，我们

从这些应用中，导出了大约 5000 个克隆

的样本，在这些样本里的应用是类似的。

而 5000 个克隆样本里，有 44000 个左右

的独立应用。

图 1 显示了这些克隆应用的来源，这

张图中的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应用市场，每

个线条代表了在这两个应用市场中间有多

少个克隆应用。有两种颜色，其中，蓝色

的代表美国的市场，红色的代表中国的市

场。线条上的数字代表了在这一对应用市

场之中有多少对应用是被克隆的。图 2 显

移动广告的安全和隐私问题
移动广告中的两个安卓问题：第一，克隆应用对原作者的影响，第二，

广告欺骗对广告商的影响。只有了解这样的问题现在有多严重，才能找到

好的解决手段。

图 1  克隆应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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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移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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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在这些不同的应用市场上，克隆的数

量和克隆的百分比。红线代表了有多少个

是克隆的，蓝线代表在每个应用市场上有

多少个是克隆的。这是第一部分工作。

第二部分，这些克隆的应用对原作者

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被多少个应用克

隆，并不能够反映克隆对原作者带来的损

失。假如说这些克隆应用很少被用户装载，

这对原作者来说，损失是非常小的。而只

要克隆应用被用户大量地装载，这时候才

会对原作者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试

图分析出有多少用户在用克隆应用，而不

是用原版的应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首 先 需 要 回 答 三 个 子 问

题：第一，有多少个用户

运行每一个 App；第二，

在这些 App 里面，哪些是

原作的，哪些是克隆的；

第三，每一个应用的原作

者是谁。

 第 一 个 方 法 是， 如

何知道每一个用户的手机

上，他运行的 App 到底是

原作还是克隆的版本，这

取决于观察。如果软件运

行在每一个手机上，比如

和手机厂商合作，在每个用户手机上安装

“安全卫士”，它能够检测到每一个用户

手机上运行着什么样的软件，那么就可以

回答这样的问题。可是有一个条件，我们

没有办法在大批的用户手机上安装软件。

第二个方法，可以和应用厂商合作，

在它的应用服务器上可以记录有多少用户

在用它的应用。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困难，

因为想检测克隆的软件，很显然克隆的发

布者不会和我们合作，不会提供有多少用

户在用他们克隆的软件。

第三种方法，被动地在网络上进行检测。

第一步，在网络上检测，对每一个应

用的流量，需要检测这个应用是哪一个。

在每一个广告库发出广告请求的时候，在

广告请求里面，它标出这个广告收入归谁，

广告里面会有一个 Client ID，这样就知道

了是哪一个应用，向这个广告发出请求，

就抓住了应用的所有者。第二步，在实验

室里，通过静态分析的方法，将 Client ID

抽出，通过 Client ID 将网络上的每一个流

量和在实验室中所检测的每一个应用结合

起来。这样就知道在网络上的每一个请求

都是从哪一个 Client ID 发出的。那么，如

何判定哪个是原作，哪个是克隆？我们的

方法是，把装机量多的应用作为原版，装

机量少的认为是克隆。

图 3 是系统的流程图。可以看见图中

左边是网络分析部分，在网络分析部分上，

我们和美国的一个主要无线运营商合作，

在它的实验室里抓取网络数据。并对网络

数据进行分析，抽取出 Client ID。右边的

工作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的研究情况，我

们从应用市场上下载 App，通过静态分析

找出其 Client ID，以及与这个 App 之间的

克隆关系。最后通过 Client ID 把网络流量

和 App 联系起来。

图 4 中左边的图说明，从收集的数据

里面，估计由于克隆应用，原作开发者损

图 2  克隆的数量和百分比

图 3  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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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数据分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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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百分之多少的收入，右边的三张图显

示了由于克隆应用，软件开发应用开发者

损失了百分之多少的用户群。在每张图里

面，有三个直线图，这三个直线图，代表

了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估计收入和用户群

体的损失。

这是第一部分工作，即量化克隆应用

对原应用开发者的广告收入造成的损失和

对其利益造成的损失。这是从原作开发者

的角度看，恶意行为对它造成的损失。

广告欺骗对广告商的影响

在一个移动广告系统里面，还有另外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广告商，广告商发布广

告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见。他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增加品牌知名度，二是希望当用

户点击购买的时候形成交易。如果广告商

发出的广告用户没有看到但广告商都付了

钱，或是用户没有点击但广告商也付了钱，

就会对广告的价格产生影响。这不是一件

新鲜事，在万维网广告出现之前，它们可

以自动地做软件，可以自动地向广告商发

出广告请求，这样来获得收入。广告欺骗，

在移动应用出现之后迅速地被移植到了应

用上，这方面我们发现一些例子，有些移

动应用在用户没有做任何行为的时候，出

现了一些广告流量和点击。那么，到底有

多少应用在进行广告欺骗，这些广告欺骗

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能够大规模自动化

地检测有哪些应用进行广

告欺骗？

为此，我们设计了一

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大

规模地检测广告欺骗。另

外，希望通过运营这个系

统，对于大规模的应用进

行检测，查看广告欺骗有

哪些特性。广告欺骗有两

种，第一种是用户没有点

击的时候，广告库向广告

商发一个文件，得到一个

background；第二种是广告商知道不是一

个来自用户的点击。

我们的系统是一个基于动态分析的平

台，左边是广告商系统不停地输入很多应

用，系统通过很多安卓虚拟机运行这些应

用，对这些应用进行动态分析。在动态分

析过程中，通过网络抓包，获得所有和广

告有关的流量，在这些流量中，把与广告

有关的流量抽取出来，最后从所有的广告

流量中分析哪些是合法的流量，哪些是欺

骗流量。

具体的做法是，对于每一个应用，产

生一个安卓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装载这

样的应用。接着让这个应用在前景运行一

分钟，然后把这个应用放在背景里再运行

一分钟。因为在安卓中，任何时候只有一

个应用运行在前景，应用在背景的方法就

是在前景开着浏览器。在这个过程之中，

通过抓包获得了所有的网络流量。值得关

注的一点，在整个过程之中，不和应用进

行任何的交互。所以不需要任何的手段，

而只是安装、运行，放到后台，然后结束。

这个想法的目的是，在前一分钟应用

运行在前景里面，因为没有和应用进行任

何交互，所以如果发现了任何的点击，这

一定是恶意的。那么在后一分钟，应用运

行在背景里面。当一个应用运行在背景里

面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 UI，它显示的

任何图像用户是看不见的。如果一个应用

运行在背景中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广告请

求，这也是一个欺骗。因为这个图像或是

任何的动画，任何的显示用户是看不见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想法。

这个想法很简单，但是实现起来有各

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涉及特别多的流量，

这个流量里面有哪些是和广告有关的流量。

有一个方法是，可以通过收集所有的域名，

可能知道哪些域名是广告商的域名。但是

也有一个问题，其中很主要的问题是可能

会漏掉很多广告商的域名。第二，所有的

广告商为了防止欺骗，如果它收到了一个

client 却没有对应，为了找到哪些是真正的

用户，必须把这些联系起来。我们的做法

是创建一个 request trees。当用户点击含广

告的页面的时候会产生一个 client ，这个过

程会发现它有一个因果关系。页面导致了

广告，广告导致了 client。所以如果能把这

样一个 trees 创建出来，就能很明确地知道

哪些是 client 。

第一步，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提

取 以 下 三 类 特 征： 第 一 个 特 征 是 build 

request trees，这个 trees 有多宽，有多

高。第二个特征是 query，第三个特征是

identify。然后通过这个找到未知的或者说

新的欺骗流量。

如图 5 所示，我们一共从 19 个市场上，

查了 15 万个 Apps，在这些 Apps 里有 4

万个是有欺骗流量，其中，有 12000 多个

App，当这些 App 运行的时候，即 App 在

背景中运行时，查出这些 App 中有 21 个

Apps。按照我们的试验方法，如果在任何

时候出现了 client ，就说明是欺骗流量。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少，

15 万个 App，只有五万多个存在欺骗流量。

原因是它对硬件的要求不一致，有些 App

在安装以后一定要介入某些功能里面才

能出现 App，因为没有任何的交互，所

以它在某些情况下发现，试验方法并不

能检测到。

图 5  网络数据分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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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陈浩教授在中国
互联网安全大会 ISC2016 的分论坛“移动安全发展
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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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平台上，用户输入的信息是隐私

数据的主要来源！

由于历史信息的泄漏，攻击者可以

进行精准攻击。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被泄

漏的这些地址信息其实是用户由于一些业

务的需求，主动地输入到一些网站或者

App，而这些 App 或者网站并没有保护好

这些隐私。在移动平台上，这种用户输入

的隐私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我们通过交互

不断提供一些隐私给 App，从而得到 App

更好的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在移动平台上，

针对用户输入的隐私与否将是隐私保护的

重要区域。

在移动平台上，有三种比较主流的用

户输入信息，账号信息、地址信息，资金

账户信息等，这些都是用户特别私密的信

息。这类数据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发

现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数据

格式是特定的，账户就是一个密码，地址

就是省、市、街道详细地址，在结构上是

不一样的，所以没办法通过输入看出来。

第二，每个 App 都有自己的界面和函数，

去获取这样的数据。第三，用户输入的数

据，它的获取形式是多样的，有些可能通

过输入框，有些是让用户去选。那么，该

怎么保护它呢？

目前，在隐私保护方面的工作主要分

为两类：第一类隐私监测的范畴，通过动

静态的分析过程，跟踪隐私在 App 过程的

流转，一旦发现被不安全发送出去了会告

诉用户。第二类是网络控制机制，通过操

作系统和其他手段设置 App 访问隐私数据

的模式，通过这个框架，基于这个规则去

控制程序。

这两个工作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它们

大部分主要通过一些 API 获得系统内件。

分析之前的特点，这种工作并没有直接保

护用户输入的隐私，因为用户输入的隐私

不是监管过程。那是不是说这些系统工作

完全没有办法用于保护数据呢？现有工作

主要的问题在于无法识别哪些是用户输入

的隐私数据。在移动平台上针对用户输入

隐私数据的保护而言，哪些数据是用户输

入的隐私，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同时，在保护这些隐私方面，必须识

别出来这些 App 到底有哪些输入的隐私，

通过哪些控件输入给 App，这样才能更好

地保护这类隐私。

我们主要设计了自动化的方法，能够

识别一个 App 中到底会要求用户输入哪些

数据，到底通过哪些控件来输入隐私数据。

基于这样的工作，同时还设计了一个轻量

级的隐私数据保护，防止中间人的攻击。

希望通过识别隐私的控件，更加精确

地识别哪些控件是要求我们输入隐私的。

我们发现在 App 中输入信息有很多途径，

比如说下拉菜单是一种方式，针对开发者

的组件也是一种方式，可以通过类型简单

地把输入和非输入区分出来。

核心的思路是希望基于这个程序，

发现访问控件文本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在

获取用户输入的一些文本。在图 1 中，左

侧是一个输入信用卡的卡号界面，右边

是对应的代码，我们进行了分析，发现

这个控件是一个隐私相关控件，它在这

个地方会得到应用。它有一个函数，在

addcardlistener 的框架里面，会有一个文

本。由此，我们获取的这样一种特征，作

为识别一个控件到底是不是接收、输入的

判断标准，从而比较好地将哪些只显示隐

私文本的相关控件去除掉。 

试验选取的数据是来自谷歌应用商

城的 17425 个应用。在这 17000 个应用

中，有 35 个类别都会收集用户隐私。因

为 App 收集的数据常常是出于业务的需

求，这在 App 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之

前并没有很好的方法对它进行保护。针

对用户账号这类的 UIP 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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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支付类的信息，这类信息的隐私信

息搜集很高，也是基本符合认知常识的。

最终挑选了 200 个应用，在十个类别中，

对精确率进行了衡量。效果很好，系统

能够比较准确地识别到 93.6% 的 UIP 控

件，针对所有可能的 UIP 控件识别率达

到了 90.1% 的水平。

移动平台应用软件隐私威胁与保护
输入类的隐私威胁，是移动平台隐私威胁的重灾区。目前的方法很难有

效地保护用户输入的隐私，核心困难在于它没有办法系统化地识别哪些隐私

数据是用户输入的隐私。

张源

复旦大学系统软件与安全实验室副主任

移动安全

（本文根据复旦大学系统软件与安全实验室副主任张
源在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 ISC2016 的分论坛“移动
安全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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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平台应用软件隐私威胁与保护

通过分析几千万的密码样本，发现超过

60% 的密码形式都是 12345，或者 ABCDE 这

样非常简单的形式。我们亟需一种能够持续

对终端的身份进行持续认证的办法。

2013 年年底的报道表明，德国国防

部长在一次会面中招手，记者利用高清摄

像机，从他的照片中把他的指纹全部提取

出来。指纹和密码不一样，密码丢了可以

换一个，指纹丢了怎么办？如今通过摄像

机的拍摄可以对指纹进行 3D 建模，发布

出去就相当于密码不可撤销。

随着移动终端设备、智能终端设备、

笔记本、云端设备、智能设备都进入各行

各业，存储了越来越多的隐私数据，内部

员工的密码泄漏、隐私侵害、身份盗用，

给国家和各级企业造成很大的财政损失，

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企业的极大重视，

也关系到每一个民众的切身利益。不管是

中国还是美国相关的移动厂商安全报告都

指出，每年的移动设备成百万上千万的在

丢失，而且数字持续增加。由于终端安全

隐私的泄漏，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个人也

带来损失。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持续地对终

端操作行为进行监控的方法，需要对操作

的身份进行持续的认证。

美国 DARPA 在 2012 年 12 月启动了交

互行为测定和主动认证的计划，在传统的

PC 或移动设备上，开发一种身份的持续认

证方法，能够在用户使用终端过程中完成对

用户的身份认证和身份认知，强调不需要用

户配合，让用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在不影

响业务的情况下完成身份的确认和甄别。我

们研究小组很荣幸，有幸参与了其中的工作。

终端交互行为是现在很多研究者在做

的课题，认为是一种生物特征。生物特征

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理特征，一类是

行为特征。生理特征主要来判定你的身份，

我们一般指的指纹，人脸等。行为特征是

来衡量你所表现出来的，包括你的语音，

你的动态。终端交互行为，一般的定义是

指用户在操作终端设备的过程当中所展现

出来的行为，这些操作设备一般指键盘、

鼠标，现在还有可穿戴的设备，手上戴的

手环、手表，通过传感器反映用户的行为。

它的优点在于，第一，可以从交互过程中直

接提取，这是很大的优势。第二，它不用携带，

用户不用带一个密码，它也不需要额外的硬

件。第三，它可以无缝同步到用户和终端的

交互过程中，不会产生额外的干扰。

我们与医学院合作研究键盘。一个手

上关节有两千多个，因此，个人的特征通

过这两千多个关节就能反映出来，我们也

做了模型，做了很多摄像头拍摄手指的运

动过程。很重要的一步需要描述和手指滑

动的过程。然后，在结构化描述的基础上

提取行为特征，利用这些特征，采用标准

的学习方法，完成对身份的确认。

在采集到行为之后，先进行行为化描

述，这是非常关键的步骤，我们在描述的

时候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是行为交互描述。我们通过交互

模型对运动过程建模，从这个过程中提取

移动终端交互行为分析的
身份主动认证与安全感知

出一些形态、动态，当然这都是有稳定区

分的，形态、动态，包括全程和过程性的，

通过表述来进行用户的行为建模。关于用

户行为数据，我们采集了一年的数据，对

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

个身份认证的方案。

第二部分是语义模式。这个模式是要

从整体的行为中抽取出来的，然后利用非

诱导模式采用一些学习的方法，把它找出

来。在我们开发的系统中，能够覆盖 63%

左右用户的使用行为，并且每个都是以个

性化的方式提取出来的。

基于这样的方法做了一套主动认证与

监控，还进行了身份隐私分析。我们做了

一个实验，针对 200 个人，每个人都有一

个终端设备。根据系统能监测并发现某些

终端设备泄密了，将这个数据调出来，通

过这个数据判断，从而减少隐私泄漏问题。

发现率在 85% 以上，效果很好。

同时把这套系统放在 PC 端上，包括

传统的网页端、移动端。我们做了一套产

品，可以提供 services，可以部署在堡垒

机上，或者一些交互设备上，然后把这些

数据实时提交给服务器和引擎，反馈回去。

在逻辑框架中，包括终端交互，软输入，

包括衣服颜色、人脸等。还有一些包括阻

断策略库，输入行为、操作行为、关键数

据访问、注册表、文件等。

通过分析几千万的密码样本，发现超过 60% 的密码形式都是 12345，或

者 ABCDE 这样非常简单的形式。我们亟需一种能够持续对终端的身份进行

认证的办法。
沈超
西安交通大学智能网络与网络安全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移动安全

（本文根据西安交通大学智能网络与网络安全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沈超在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
ISC2016 的分论坛“移动安全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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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 10 月 21 日（以下提到时间

均为美国时间），DDoS 攻击导致大半个

美国互联网瘫痪。此次攻击，从早上 7 时

左右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 18 时，黑客总

共发起三波攻击，影响范围波及欧美，

包括推特（Twitter）、亚马逊、Paypal、

BBC、华尔街日报及纽约时报等在内的多

家知名网站，在攻击中一度瘫痪，Twitter

甚至出现了近 24 小时 0 访问的局面，所

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更是一个天文

数字。

事件原由

美国域名服务供应商 DYN 是此次攻

击的主要目标，而根据 DYN 的声明，黑

客在攻击活动中利用存在漏洞的物联网设

备，此次的攻击是一次成熟的分布式攻

击，在 10 秒钟内，由数百万的 IP 地址发

起。能够确定的是，根据 Akamai（知名

cdn 厂商）的分析，其中一个源头是由被

Mirai 僵尸网络控制的 IOT（物联网设备）

发起。

2016 年 9 月，一位名叫 Anna Senpai

的黑客将 Mirai 僵尸网络源代码发布到

Hackforums 这一地下黑客社区当中。Mirai

僵尸网络能够感染各类存在漏洞的物联网

设备，其中包括安保摄像头、DVR 以及

互联网路由器等。由于很多人购买物联网

设备之后并不修改固定密码，而厂商基本

上都使用的是熟知的固定密码，以至于相

当数量的智能硬件携带非常多的漏洞，很

容易被攻破。Mirai 僵尸网络，就是主要

通过暴力破解物联网设备被恶意感染，同

时 Mirai 的源代码已经开源，导致被很多

黑客使用。也就是说分布在各家各户的摄

像头、智能传感器、智能门磁、智能冰箱

洗衣机等智能硬件们都可能成为了黑客们

发起攻击的利器，成为僵尸网络中的肉鸡

设备，并被用于实施大规模 DDoS 攻击。

根据安全记者 Brian Krebs 的说法，

黑客们如今能够冒充其作者 Anna Senpai

以利用 Mirai 对目标基础设施服务供应商

进行针对性打击。网络恶意人士亦可借此

以 DDoS 攻击为要挟，冒用 Mirai 开发者

的名字以威胁各托管服务供应商，从而通

过勒索获取非法所得。

而根据 Flashpoint、Level 3 Communications

以及 BackConnect 等安全研究机构的说

法，Mirai 僵尸网络确实被应用在了针对

Dyn 公司的攻击活动当中。

ESET 安全专家 Mark James 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DDoS 如今已经被广泛用于

实施破坏与滋扰。随着可被感染的设备数

量持续增加，具备可行性的僵尸网络构成

类型也变得愈发丰富，相关资源的规模正

快速得到扩张。DDoS 当然不仅仅被用于

发布抗议声明或者强调自身立场，其在不

少情况下还可能被作为烟幕，即用于掩盖

其它真实恶意目标，包括数据窃取或者恶

意软件感染等。”

低成本攻击导致高额损失

不管此次攻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攻

是什么让半个美国互联网瘫痪？

用 Paypal 给
我转 20 块，要
不我就只给你
无因咖啡喝！

给我 30 块钱的比特
币，不然下次我闻
到烟味也不叫你！

要是不“捐款”，
夜里我可时不时
就会关上！

抱歉，没空，
忙 着 网 络 攻
击呢。

不 给 我 的 黑
客 打 钱， 就
罢工！

不给点现钱，就
把你的名声扫进
垃圾桶！

开车可以，不
过只能去银行
给我们汇款。

不 给 我 点 钱，
我 就 把 面 包 烤
焦！

饿 不？ 先 付
款，再开门！

现在不给我 75 元，
下次出门回来，没
有 100 元你就甭想
进屋！

你 的 脏 碗 可 以
等 等， 我 这 忙
着挖比特币呢。

你不让我的银
行 账 户“ 暖
和”，我就让
暖风停掉！

给我 25 元，否则我就告
诉你社交网络中的每个
人，你竟然蠢到买了把能
联网的扫帚！

给 我 的 黑 客 汇
100 块， 不 然
我 就 反 过 来 到
处喷灰！

图 1  物联网的勒索

图片翻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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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是不可估量的。2014

年 Imperva Incapsula 公司给出报告：超过

三分之一的公司遭受 DDoS 攻击后每小时

损失 2 万美元以上（部分公司这一数字可

达到百万甚至千万美元）。考虑到此次受

波及的公司数目众多，断断续续接近 6 个

小时，直接损失就已经是天文数字。此外，

公司除了在被攻击期间可能损失订单等

等，事发后还要忍受一段时间的工作效率

大幅下降，并耗资进行软硬件维修升级。

这部分人力物力时间效率的成本，折现的

话也将是非常大的数目。

然而，鲜明的对比是，黑客作案的

成本却非常低。市面上甚至花费低至 5 美

元即可雇佣专人进行 DDoS 攻击！这也是

DDoS 攻击愈演愈烈、造成损失越来越多

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原攻击原理

相关资料分析表明，此次造成问题的

恶意流量可能首先抵达了距离发起位置最

近的 DYN 服务副本处，遵循其 ISP 路由——

但此路由机制并不会对流量加以控制。通

过路由图，应该可以看到流量的主要源头

或者与其距离最近的 DYN 节点所在。

“假设 DYN 公司在多个位置以对等

方式发布其服务，那么大家应该会发现大

规模源头攻击会被引导至与之距离最近

的 DYN 节点或者副本处，这意味着此番

攻击的主要流量源头很可能位于美国本

土。”MWR 信息安全公司高级安全顾问

Adam Horsewood 分析认为。

目前，全球域名总数超过 3 亿，域名

服务器数量超过 1000 万台，每天提供千

亿次的查询服务。域名系统在后台支撑着

互联网产业中各类业务应用的开展和互联

互通，在互联网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

键地位，同时也容易成为黑客们的关注对

象和攻击目标。

美国 DNS 受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域

名工程中心的总工程师王伟博士在 ZDNS

杂志上撰文还原攻击的状况，认为“这就

是一个 DNS 版本的 CDN（内容分发网络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实现了源站和

服务站的分离，理论上，在这种模型架构

下，来自终端（PC、手机、物联网设备）

的访问流量不应到达权威服务器，DDoS

攻击流量也应该在本地电信运营商的递归

服务层面被消解掉，无法造成全网影响。”

绕不过去的问题及其破解

王伟博士认为：“域名系统自诞生之

日起，就是一直是网络攻击的重点目标。

如同手机中误删通讯录导致无法拨打电话

（除非直接记得电话号码），DNS 服务不

可用，也会导致用户终端无法获知网站 IP

地址而无法发起访问。”

他分析到，DNS 有三个绕不过去的关

键问题：

1. 作为最核心最基础的支撑服务之

一，DNS 在互联网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一直

没有变化；但针对抗攻击问题，除了在工

程层面加大 DNS 节点数量和服务规模， 

DNS 协议层面其实也没有大的改进。

2.DNS 的基础性和全局性，注定了对

DNS 的攻击可以达到以点制面、击一发而

动全身的效果，具有投资小、见效快的优

点，几乎每次 DNS 运行故障或攻击得手，

都能引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互联网社群

的哀鸿。

3. 摩尔定律、库茨维尔定律和尼尔

森定律使得发动 DDoS 规模攻击的成本越

来越低，与 DNS 关键地位不相衬的是，

在 DDoS 攻击规模几何级增长的对比下，

DNS 系统算数级增长的处理能力杯水车

薪，任何一家 DNS 运行机构仅依靠自身

的能力都力不从心。

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建议“需要从协

议原理入手深入思考 DNS 的业务逻辑和

软件实现。”

具体的建议

1. 域名全行业需要提高对 DNS 基础

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包括根运行机构、

顶级域名注册管理机构、顶级域名后台

托管机构、权威域名云服务机构、递归

域名服务机构、电信运营商等在内的各

环节需要加深沟通和协作，发挥行业整

体协调力量。

2. 考虑到 DNS 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

重要作用，有必要将顶级域名服务系统、

重要权威域名服务系统、主要递归服务系

统纳入我国现有的互联网应急协调处理机

制中去。

3. 有必要在重要权威服务系统和主要

递归服务系统之间建设独立的通信通道，

保障大多数合法域名访问业务的顺畅和攻

击应急状况下的应急通道畅通。事实上，

在前几年就有国内研究人员提出过借鉴电

信信令网思路，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虚拟专网”的建议。

4. 发挥电信运营商、小区宽带等在

最后一公里为用户提供递归服务的机构作

用，在递归服务层面建立数据备份和应急

缓存替换机制。无论权威是否遭受攻击，

终端用户的合法访问实际是由递归来进行

响应的。

5. 高性能的专有域名服务设备也将

有利于提升域名服务的处理能力和应急调

度能力。近年来我国已出现了一批有别于

Linux 服务器 + 开源 DNS 软件的专业域名

设备品牌，除了通过专用设备提高了域

名查询性能外，更增加了数据灾备，调

度切换等功能，有助于提高安全管理的

效率。

（本文综合整理自 E 安全、ZDNS 域名工程中心）

王伟

域名工程中心 ZDNS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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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8 日，美国国家科学家

基金会（NSF）宣布将为十项“大数据轮

辐（Spokes）”项目投资 1000 万美元，

以开展大数据区域创新中心所确定的特定

主题研究，从精准农业到个性化教育等

等。数据轮辐反映出美国中西部、东北部、

南部和西部四大数据中心的独有特点及能

NSF 投资 1000 万美元支持十项大数据项目

力。与大数据中心类似，数据轮辐也将发

挥汇集与协调功能，而不是直接开展研究。

每个项目将汇集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终端

用户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形成跨领域研究

团队以应对单一领域难以解决的挑战。但

不同于大数据中心覆盖了某一地区全领域

数据驱动挑战和解决方案，每个大数据轮

辐项目都有一项特定的、目标驱动的任务。

例如，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布朗大学和杜

雷塞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将研发一种数据许

可方法并打造自动化平台以供个体和机构

共享数据。该平台能确保数据共享符合实

施中的许可限制规定。项目合作公司与机

构还包括：爱思唯尔、因特尔、微软、甲

骨文、罗德岛医院和汤森路透。十大项目

的地理分布与主题见表 1。

来自艾默瑞大学生物医学信息学的

副教授盖瑞·克利福德（Gari Clifford）将

调查如何利用来自健康跟踪器和环境监测

器的多源数据，以改善病人护理。首个试

点项目将关注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非裔美

国人和拉丁美洲人。项目合作公司与机构

还包括：亚马逊、艾默瑞医疗护理中心、

Relus 技术和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地区 项目主题

东北部 针对数据共享的许可模型

东北部 数据驱动型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

东北部 针对大规模观测健康研究的环境因素与诱因方法集成

南部 针对病人护理协调与参与的大规模医学信息学

南部 针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大数据分析：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可获的、可用的、有用的知识

中西部 先进计算神经科学网络

中西部 数字化农业——无人机系统、种植科学与教育

西部 加速和催化科学计算与数据合成中的可重复生产性

西部 都市见解：来自城市空间传感数据的知识发现与实时干预

表 1  十大项目的地理分布与主题 

2016 年 7 月 29 日，日本总务省发布

了 2016 年版的信息通信白皮书，其中介

绍了部分公共领域先进 ICT 应用的案例。

1. 医疗护理东京大学的桥田浩一教授

提出利用“个人生活录”（PLR）软件，

让患者本人通过智能手机管理个人数据。

PLR 可以将个人数据以加密的方式存储于

终端和云，必要时根据本人意见与特定的

人进行信息共享，实现个人数据的分布式

管理。例如，记录患者日常的生活行动、

服药情况，方便患者就诊时与医生共享信

息，得到适当和安全的诊断与治疗。此外，

美国的 Enlitic 公司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可

以从 X 射线、CT、核磁共振等医学图像

检查结果，推断恶性肿瘤的存在与否，该

技术可用于日本的癌症检测。

2. 教育日本非营利组织 CANVAS 推出

“编程教育集合”（PEG）项目，在作为

合作伙伴的教育机构、企业配置了 5000 台

日本公共领域先进 ICT 应用案例

被称为“Raspberry Pi”的小

型计算机，为 25000 名孩子

提供编程学习的机会，并提

供培训课程以培养相应的指

导教师。此外，COMPASS 公

司推出用于平板的数学教材

Qubena，可以收集、存储和

分析与解答、解答过程、速度、

集中程度、理解程度等相关

的学生信息，从而根据学生

的具体情况提供习题，帮助他们更有效率

地学习。

3. 日本公共交通开放数据协会设立

“公共交通开放数据中心”，集中收集各

交通机构的运营数据，并在标准化后提供

给用户使用。例如，协会开发了用于智能

手机的“知道是哪里”软件，使用户能观

看铁路、巴士等的运营状况和位置等信息，

并在灾害发生时指示最近的避难场所。

4. 日本综合警备保障公司为保安配

备了可穿戴摄像机，将其获取的影像与监

视摄像头、保安机器人、保安无人机获取

的影像和信号一起收集到控制中心，并对

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基于分析结果对

保安人员提供指示或是对安保设备进行控

制。其中，影像分析使用了深度学习技术，

可以发现可疑物品、突发疾病等异常情况，

并安排附近的保安人员前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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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全 球 IPv4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132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71B；其

次是塞舌尔，32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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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B；

其次是塞舌尔，64B。

9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 有 403 个， 其 中 欧 洲 189 个， 亚 太

107 个， 拉 美 72 个， 北 美 23 个， 非 洲

12 个， 分 别 来 自 74 个 国 家 / 地 区。 申

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51 个；其次是德

国，39 个。9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

为 1494*/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

德国，256*/32；其次是英国，160*/32。

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

9 月全球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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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9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110 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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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0.05 1.35 7.23 2018-05-12

APNIC 51.78 0.22 0.45 52.45 2011-04-19

ARIN 100.28 0.38 0 100.66 2015-09-24

RIPENCC 48.06 0.06 0.83 48.96 2012-09-14

LACNIC 11.03 0.3 0.04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6.98 36.34 2.68 256 /

12 个，IPv6 地址申请 4 个，EDU.CN 域名

注册 109 个。

最多的是英国，9511*/32；其次是中国，

1615*/32。

9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9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随着高校的陆续开

学，9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8 月有所上升，从主干网的流

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8 月入流量增加了 48.28G，出流量增加

了 61.53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8 月入流量增加了

7.59G，出流量增加了 10.38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

比于 8 月入流量增加了 4.69G，出流量增加了 0.94G。从 CERNET 主

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中，教育网的入方向流量清

华居首，华中地区次之，华东北地区位列第三；教育网的出方向流

量清华第一，东北地区第二，华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所示为 2016 年 9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55.36G 出流量：282.44G

图 1  2016 年 9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80G 出流量：53.89G 

图 2  2016 年 9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9月

NOC2016 年 9月

9 月 CERNET 主干网出流量环比增加 60G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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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10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

严重的安全事件。

因为学校对安全重视程度的提升，越

来越多的安全事件会被直接反馈到学校，

CCERT 这边收到的投诉数量逐月呈大幅

下降趋势。

近段时间比特币敲诈病毒的版本层出

不穷，已经有国内人员编写的敲诈病毒在

互联网上流行。多数的敲诈者病毒都是通

过木马程序的形式欺骗用户点击来运行，

因此用户要特别小心邮件附件以及网络上

下载的来历不明的文件，不要轻易点击运

行。一旦用户被相关病毒感染，系统上重

要文件就会被非对称秘钥算法给加密起

来，除非你按要求付给编写者相应的比特

币赎金，否则无法解密。不过最近国内的

反病毒厂商对一些国产版的敲诈病毒样本

进行分析后发现，某些版本在实现过程中

存在可被绕过的缺陷，受害者即使不支付

赎金也有可能获得解密的秘钥。因次用户

一旦被敲诈者病毒感染，第一时间可以尝

试联系专业的反病毒公司，看是否有解密

的办法而不是马上就去支付赎金。

10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 软 10 月 份 的 例 行 安 全 公 告 公

告共 10 个，其中 5 个为严重等级，4 个

为重要等级，1 个为中等等级。这个公

告 共 修 补 了 包 括 Windows 系 统、Office

软件、IE 浏览器、EDGE 浏览器、.NET 

Framework、Lync、Skype for Business、

Web Apps 和 Adobe Flash Player 中存在的

36 个安全漏洞。用户应该尽快使用系统

的自动更新功能进行更新。公告的详情

请参见：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

library/security/ms16-oct.aspx

2. Adobe 公 司 10 月 份 发 布 了 两 个

（APSB16-32 和 APSB16-33）安全公告，

这两个公告分别修补了 Adobe Flash player

及 Adobe Acrobat/Reader 软件中的多个安

全漏洞，其中与 Flash player 有关的漏洞

12 个，与 Acrobat ／ Reader 有关的漏洞

70 个。由于 PDF 软件的漏洞被利用频率

很高，用户应该尽快检查自己的 PDF 阅

读软件是否存在漏洞，并根据自己系统上

软件安装情况进行升级。需要提醒的是，

破解版 Adboe Acrobat ／ Reader 软件同样

受漏洞影响，但是却没办法升级，用户需

要衡量风险后再决定是否弃用破解版。两

个公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s: / /helpx.adobe.com/securi ty /

products/flash-player/apsb16-32.html 

ht tps : / /helpx.adobe.com/securi ty /

products/acrobat/apsb16-33.html

3. ISC BIND9 软件存在远程拒绝服务

攻击漏洞，攻击者向使用 BIND9 作为服

务程序的 DNS 服务器发送特定的查询数

据，可能导致 BIND 9 程序的 buffer.c 发生

断言错误，从而导致 BIND9 的主程序崩溃。

这个漏洞影响所有使用 BIND9 的 DNS 服

务器，不管是递归还是权威服务器。漏洞

的编号为 CVE-2016-2776。目前攻击代

码已经在网络上发布，ISC 也已经在新版

本中修补了这个漏洞，其他的 Linux 系统

也都发布了相应的补丁程序，管理员只需

及时更新自己的 BIND9 版本就能防止这

些漏洞。漏洞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

kb.isc.org/article/AA-01419/0

比特币敲诈病毒存绕过缺陷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此次 BIND9 的漏洞影响的范围

较广，几乎对现有的使用 BIND9 作

为服务程序的 DNS 服务器都有影

响。建议 DNS 服务器的管理员要重

视该漏洞带来的风险，第一时间对

服务程序进行升级。目前各 Linux

系统版本的升级更新都已经较为完

善，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就可以对

系统自带的 BIND 软件进行更新。

但是如果你的 BIND9 是自己手动下

载安装，则需要你自己手动下载安

装进行版本更新。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安全提示

2016 年 9 月 ~10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31%

0%
3%34%

32%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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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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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 

较 8 月大幅增长

文 / 郑志延

9 月 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68%。

新学期开始，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相比 8 月

有较大幅度增长。9 月入流量均值为 26.76Gbps，相比 8 月大

幅增加了 61.26%，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8.66％；9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28.56Gbps，相比 8 月大幅增加

了 52.70%，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8.33%。

9 月 CERNET2 出口流量与 8 月相比增长较大。9 月入流

量月峰值为 9.83Gbps；出流量峰值 9.12Gbps。

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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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平均值为 5.63Gbps；其次是北京（清

华大学）节点，其均值为 5.35Gbps，占 20.00%；第三位是沈

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0.07%。

从 9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4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

流量为最高 , 其流量为 5.54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9.41%；

其次是北邮节点 , 占到总出流量的 17.40%；流量排名第三位的

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8.29%。

图 3  2016 年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6 年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1  2016 年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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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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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又出波澜。最近，阿里云在杭州云栖大会上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宣布中国区核心云产品最高降幅达 50%，

牵一发动全身，这使得国内的云市场竞争更激烈。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已经出现诸如重庆市各教育单位在政策的推进

下集体迈入云服务的个例，未来，云服务必将成为高校决策者必须面对的几个重要问题之一。

那么，高校做云要考虑什么？高校如何更好地引入商业云服务？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高校做云服务时，首先 , 要考虑云平

台用户对计算、存储、网络等物理资源

的需求，对此进行调研，才能确定云平

台的规模，做好规划。

其次，要考虑技术发展的趋势，例

如，大数据分析要求云平台对其集中存

储的数据分析效率要高，基于 SDN（软

件定义网络）的数据中心网络设计，利

用 NFV（网络功能虚拟化）对网络层的

资源进行虚拟化，并纳入诸如 Openstack

之类的资源管理平台中。

第三，由于云平台建设可能分几期，

建设时要考虑物理资源、虚拟化软件、

管理软件、业务系统的兼容性。

第四，由于云架构将网络流量内部

化，给安全防御带来了新的挑战，建设

云平台需要对原来的网络安全体系进行

适当的更新。

第五，要考虑快速交付问题，这是能

体现云平台弹性、按需动态分配资源特点

的重要因素。而且，业务流程自动化和快

速交付将成为提高业务办理效率、优化用

户体验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用户自助式申

请、审核、虚拟资源的生成等形成一个自

动化的流程，按需获取的理念能够有效改

善高校 IT 资源交付和管理方式。

第六，目前，云服务从 IaaS 上升到

SaaS 服务，因此，建设云平台时，除了

提供虚拟机、虚拟存储服务外，也可以

提供如网盘、数据库、防火墙、Mathlab

等平台和应用系统服务。

在广东省，高校对建设云平台起步较

早，“粤教云”计划是《广东省教育信息

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粤教电〔2012〕

1 号）的五大行动计划之一，被纳入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云计算发

展的意见》（粤府办〔2012〕84 号）。采

用云计算技术，加强各级教育部门的统筹

和公共服务的共享，建成广东省教育信息

化公共服务大平台，支持用户资源整合、

第三方应用汇集的开放式教育云服务应用

环境，建立云时代的教育管理新机制和学

习新模式。

云计算的诞生开通了将计算、存储和

网络资源按需动态分配的模式，对于商业

应用，在做好计量的基础上，可以采取配

额、计费两种交付模式。前者确定用户的

资源配额总量，后者根据用户选择的产品

单价和使用时长进行计费。也可把这两种

模式结合起来，设计出不同的套餐，在配

额用完后启动计费方式。

商业云走进校园是校园网信息化云平

台发展的趋势，是利用社会资源加速信息

化建设进程的有效方式，目前已有不少高

校研究团队的科研活动利用商业云提供的

计算和存储服务。站在高校角度，商业云

是公有云，校园云是私有云，对于信息化

办公室或者网络中心来说，它们都是提供

公共服务的平台，区别在于前者是“租”，

后者是“建”；前者不需要一次性投入，

但需要定期支付使用费用，后者一次性投

入，需要自己运维，但可控性强。商业云

和校园云结合的方式有两个需要考虑的因

素：提供方式和结算方式。

提供方式有两种：1. 最简单的是，

商业云和校园云分别是两套独立系统，是

信息化办公室或者网络中心提供的两类服

务；2. 商业云的资源池化，提供开放的调

用接口，嵌入校园网的云平台统一服务平

台中，由校园网云服务平台调用，融入学

校云平台的业务流程中，与校园云一起构

成混合云服务平台，用户感觉不到底层不

同资源的构成。

结算方式也分两种：1. 对用户调用的

商业云进行计量，由用户分别付费，信息

化办公室可以用“团购”的方式为学校的

用户争取优惠价格；2. 由学校统一支付费

用，实际上就是学校采取“以租代建”提

供云服务，而学校是否需要根据云平台使

用的计量情况收取终端用户的费用，则由

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独立制定。

提供方式和结算方式可以采用不同

的组合方式构成学校云平台的不同运营

方式。

商业云与校园云结合之道

陆以勤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 

商业云走进校园是校园网信息化云平台发展的趋势，是利用社会资源

加速信息化建设进程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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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在 “十二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

的信息化专项规划中已经考虑了云。我们

希望校园 IT 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和资源

服务等能够向“云”过渡。

在云服务实践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需

求强烈的 IT 基础设施服务，如计算与存

储资源，随后公共软件和一些应用系统移

步到云。

几年中，我们主要就 IT 基础设施的

云服务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在 2012

年推出“师大云盘”，为师生、校内单位

以及科研学术团队提供云存储的服务，以

大规模建设的虚拟服务器和云计算服务资

源等为校内各单位网站及信息系统建设提

供服务器资源。

在一些用于教学、科研和办公的工

具软件中，北京师范大学也考虑了云服

务，先后购买了类似于微软 Office 的一

些云应用软件，方便师生使用。当然我

们也在应用系统的构建和数字资源服务

方面尽可能体现云服务的理念，包括我

们建设的“校园统一通信平台”、数字

资源门户和“IPv6 教师教育创新支持系

统”。这两年我们开展的一些校园网络

安全技术服务公共平台建设方面优先考

云服务要分层分类
刘臻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主任

虑云服务的模式。

高校开展云服务，我认为，需要考虑

的问题主要有：

1. 需求依然是基础，包括差异性需

求。在开展云服务建设前一定要进行需

求调研，并且要求云服务的应用需求要

清晰，不能盲目建设。建设模式、云服

务的范围也可以根据需求的差异性提供

多样性的建设模式和服务，提供分层分

类的云服务。

2. 要综合考虑技术发展、投入和产出

效益等方面的因素。

3. 还需要考虑用户使用便利和数据

信息安全等因素。在选择公有云服务还

是构建自己的私有云方面，此问题需要

重点考虑。

云服务依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

由技术发展、需求驱动和社会分工细分等

因素决定的。国外大学，尤其是发达国家

的高校非常重视，也较早地在 IT 领域推

出云服务。他们的做法也是首先建设 IT

基础设施的云服务，这目前在美国很多大

学都比较普及。其次是一些软件服务和数

据及资源服务。他们也非常重视给师生提

供云服务，如很多大学都为学生提供了在

线的学术计算、存储以及各种专业软件的

云服务。当然一些大学也逐渐将一些校内

的 IT 服务转向公有云服务，或者将校内

的私有云服务与公有云服务之间建立良好

的对接，如电子邮件和日常办公应用。美

国有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信息库 IPEDS，

这个信息库可以为高校提供信息服务。美

国还有一个面向学生的管理信息系统，这

套信息系统涵盖了大多数高校学生从注册

到每学期的成绩，以及到毕业整个环节的

所有信息。这个信息系统就含有一定的云

服务概念和模式，解决了原来各个高校分

散的电子校务的问题，在国家层面上建立

一套信息系统，学生只需登录系统，就可

以获取与自身相关的信息。

总体来说，教育有哪些方面可以以

“云”的方式提供？

第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网络服

务、网络技术、存储服务、数据中心的基

础设施的建设模式等。

第二，教育管理和教育行政管理，包

括电子校务、应用系统、软件服务。　　

第三，围绕科研和教学的资源，包括

各种网络课程，课件或者是面向科研服务

的数据库等。



46 中国教育网络 2016.11

图 1  华南理工大学云平台组成

文 / 陆以勤

云技术作为新的 IT 资源使用模式和交付模式，由于具有软

硬件资源集中管理、弹性分配、利用率高、维护成本低、绿色节

能、应用开发和实施效率高等优点，同时，轻量级的终端适合互

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演变的趋势，因此近年在各个行业都

得到了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信息化的生态发展，并

且其虚拟化、资源集中管理、弹性分配的模式也推广到了其他的

IT 资源，如软件定义网络 SDN、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等，可以

预料，以后在物理的 IT 资源层之上，将出现虚拟的 IT 资源层，

并出现类似 OpenStack 之类的 IT 资源管理子层和业务编排系统，

随着云平台用户的增加，交付速度将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交付流程将进一步优化，另外，随着这个服务模式的成熟，云系

统将由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 ) 向 PaaS( 平台即服务 ) 和 SaaS（软

件即服务）过渡和升级。

华南理工大学从 2011 年开始进行云平台建设，2012 年开始

牵头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广东省和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等，

开始进行云平台的技术研究，提出了区域云节点资源跨域调度框

架及算法，研发出自己的云平台，该平台是教育部第一至四届“全

国高校软件定义网络 (SDN) 应用创新比赛”的指定平台，并应用

于广东省教育厅“粤教云”工程项目、肇庆市中考改卷等实际应

用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也充分反映了云平台的发展潜力。

从应用维度，华南理工大学云平台分为“运行云”、“公共云”

和“科研云”三种云，分别用于学校信息化基础应用、公共服务、

科研创新等，对于运行云和公共云，物理资源基本采用 IBM/ 联

想 IBM PureFlex 刀片服务器系统和 IBM Storewize V7000 存储，

到 2016 年 11 月用于公共服务的资源大约是 983 个计算核心和

1.1PB 存储容量，核心数据采用 IBM SVC 异地容灾备份解决方案

分别在两个校区进行备份。 云平台上线后，我们采用“管住增量、

消化存量”的原则逐步将数据中心 800 多台应用服务器迁往云平

台，对新上线的公共服务的应用系统，除非有特别需求，学校原

则上已经不支持购买物理服务器，新上线的应用系统全部放到公

共云上面运行，由于云技术的普及，很多机关部处已经意识到云

平台的好处，也接受这种计算和存储资源的集中管理和按需分配

的方式。对于原有在独立物理服务器上运行的系统，在进行升级、

更换设备等时也逐步进行迁移。

运行云：网络中心的私有云

华南理工大学运行云主要是为学校核心的应用提供运行环

境，采用 IBM PureFlex 刀片服务器系统、IBM Storewize V7000 存

储、VMware vSphere 虚拟化系统以及 IBM SCE 云管理系统构建，

三“云”合一让服务更灵活
华南理工大学

图 2  华南理工大学云平台运行环境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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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的应用由网络中心直接管理，因此是一朵专用的私有云，例

如网站群管理系统上 200 多个网站、网上营业大厅、在线业务系

统、华工信使系统、日志管理平台等。

公共云：流程自动化与快速交付

公共云主要是面向全校机关部处、科研团队提供计算和存储

资源的服务，采用联想 PureFlex 刀片服务器系统、IBM Storewize 

V7000 存储、KVM 虚拟化系统以及 OpenStack 管理系统及其上面

定制开发的快速交付系统。目前，快速交付系统还在开发调试中，

预计 2016 年年底上线。

由于公共云面向全校师生，管理的虚拟机数量多，为了提高业

务办理效率，一个符合本校业务流程的快速支付系统是十分重要的。

华南理工大学正在开发的公共云平台快速交付系统是针对

学校业务特点定制的云资源申请、审批、自动部署、迁移、停机

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的开放式平台，兼容 VMware，支持 SDN、

VxLAN、服务链等云网络和云安全技术，满足 vDC、vPC 等高级

云用户需求，采用资源管理与云管理分离的模式，保证云管理系

统的失效不会影响现有系统的运行，并采用管理端与用户端的隔

离，管理界面加密等安全措施。

用户可在快速交付系统中采用中央认证进行自主注册，并可

对注册的用户进行分组，针对每个人或部门（分组）的计量，可

以按照部门（分组）或个人进行限额分配，如允许申请虚拟机和

存储的总数量 , 虚拟机设置有效期，到期前（如一个月）需进行

邮件提醒，提供用户续期功能，对于到期的虚拟机进行挂起并邮

件提醒，系统还提供虚拟机过户功能。

科研云：自主创新空间

华南理工大学科研云是采用开源软件与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相结合的形式，为科研活动和学生创新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

平台基于 UDP/RAID/P2P 等多种技术实现 LAN+WAN 一体化

的分布式存储、异地容灾备份等保障平台性能和可靠性，同时支

持大数据与云计算应用，支持资源透支，支持虚拟机动态迁移，

整合了新的 SDN 软件定义网络及 VPN 安全功能，能把加密的私

有云扩展到互联网上。平台采用虚拟机监控与快速还原等软件自

修复技术、分布式网络存储底层存储结点屏蔽技术、异地容灾备

份的加密技术、分布式云平台的安全身份认证技术等保证云平台

的安全。

通过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结

合，平台为开发团队提供互联网 + 的创新试验床。华南理工大学

科研云平台是教育部 2014~2017 年“全国高校软件定义网络 (SDN)

应用创新比赛”的指定平台，并实际应用于广东省教育厅“粤教

云”工程项目、肇庆市中考改卷中。

鉴于以后数据将成为科研活动的核心竞争力，华南理工大学还

计划在进一步扩建云平台基础上建设“科研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为全校科研团队提供数据计算、存储资源和分析工具，并计划分期

开设若干大数据专题分析项目，为学校科研活动提供支撑。

高性能计算与云的融合

华南理工大学原建设有高性能计算平台，是中国教育科研网

格 ChinaGrid 的节点，也是广东省教育科研网格的节点，但由于

原高性能计算与云平台架构不同，这两个系统都是分别独立工作。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目前这两大平台正在互相进行融合，

融合的方向有两个，一种是高性能计算的云化，另一种是通过云

平台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前者可以利用目前国家超算中心闲置

的计算能力提供云服务，后者可以利用云平台提高高性能计算服

务的交付速度、交付效率和易用性。在 Gartner 2016 夏季发布的

面向教育行业的 IT 技术成熟度曲线图中，Cloud HPC 进入“实

质生产的高峰期”(Plateau of Productivity)，即非常成熟的阶段，

亚马逊 AWS，微软的 Azure，都为美国的高校、研究机构、企业

推出了 HPC 集群服务。

由于华南理工大学高性能计算的需求十分旺盛，对于如何扩

建高性能计算的能力，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目前，我们计划

联合华南地区的高校、广州国家超算中心以及运营企业等，通过

将异构资源池化，在上面构建一层资源管理平台，提供自助服务，

并采用配额、计费两种交付模式，为华南地区高校提供 HPC 等

PaaS 服务以及 matlab、Oracle、SQLServer 等 SaaS 服务。

(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 )

图 3  华南理工大学自主开发的科研云架构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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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廖宇  张彤

2016 年夏，全国多地大雨，南方很多高校数据中心墙外的

积水高达半米，谈起当时的情况，很多网络中心主任都心有余悸，

也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基于云的灾备应用。为了解高校

灾备建设现状，《中国教育网络》杂志进行了高校云灾备问卷调

研，希望通过对高校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为高校下一步云灾备服

务的部署提供精准的参考。

数据快速恢复备受关注

天灾、人祸对关键数据造成的不可恢复的损失，已经成为高

悬在每一个信息中心管理者头上的利剑，做好重要信息灾难防护

势在必行。云灾备是一种基于云架构将灾备应用转化为服务，提

供给高校使用的信息化管理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用户可以利用

服务提供商的优势技术资源、丰富的灾备项目经验和成熟的运维

管理流程，快速实现用户的灾备目标，降低运维成本和工作强度，

同时可进一步降低高校的信息化成本，并为学校日常管理和宏观

决策提供平台保障和数据支撑。

在高校领域，随着信息化建设高速发展，师生员工对 IT 系

统的依赖日趋加强，学校每天产生的数据以几何级数增长，关键

数据在高校日常教学、科研和管理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为保

障学校的数据安全，高校云灾备系统建设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云灾备服务独有的高性能、高可靠性、高扩展性、易维护性、责

任风险低以及高性价比的特点，成为为高校关键数据信息系统“保

驾护航”的重要措施。

高校对云灾备服务的主要需求是系统架构和环境安全以及

内外网络安全，从图 1 可以看到，高校对系统架构和环境的安全

关注度最高，达到 59.75%，其次是高校内外网安全和异构存储

的兼容和备份。能够提供全方位容灾，保障高校网络环境和数据

安全，提供兼容异构存储的备份策略服务是高校用户对容灾备份

系统的核心需求。

对于备份容灾系统的功能性，高校用户最关注虚拟化容灾功

能，比例达 63.47%。其次为集中存储功能，达 56.97%。此外，

数据保护、数据快照、弹性资源分配、数据镜像也受用户关注，

其比例均在 35% 左右，如图 2 所示。

从参与本次调研的用户选择来看，高校构建云灾备系统主要

的目的是解决快速数据恢复问题，以保障教育教学和科研管理等

应用的平稳进行。其次安全数据加密问题和提供多种灾备方式以

及老旧数据归档问题的解决也是应用重点之一，如图 3 所示。

混合云模式最受欢迎

相较于传统的硬件灾备方式，云灾备的按需采购资源，即购

即用的优势是很受高校用户认同的性能优势，灾备体系提供高校

云灾备为高校数据撑起保护伞

图 2  高校用户关注云灾备的哪些功能

图 3  云灾备主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

图 1  高校对云灾备的服务需求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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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功能，虽然必备但并非常用，如果大量占用

设备投入，必将对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效果造成不利影响。大多数

用户都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实现灾备系统的高性价比应用。其次

是部署迅速，维护简单。同时，云灾备升级和迁移更方便，更灵

活的特点也受到用户的高度重视。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云计算的

技术优势，包括管理效率高，运维成本较低和实施灵活弹性以及

资源利用率高等，如图 4 所示。

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本次调研的高校用户已经充分认识到云

灾备的价值和发展趋势，对下一步部署云灾备应用服务具有较高的

兴趣。因此，在选择云灾备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的问题时，众多

高校的选择比较集中于灾备效率和系统的安全性方面，比例高达

77.09%。其次，云灾备技术成熟度和部署云灾备建设的投入成本也

是用户比较重视的关键影响因素，如图 5 所示。

高校在选择云灾备时，大多数用户希望部署本地云灾备服

务。部分用户对远程云灾备服务也比较关注，借助云计算技术和

本地节点运维的服务体系可以更好地支持用户的以上需求，并能

够更高效地为用户提供云灾备运维和管理服务，从而有效提高云

灾备的用户满意度，如图 6 所示。

此外，参与调查的用户高校对云灾备系统是否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操 作 系 统 最 为 关 注， 比 例 接 近 90%（89.47%）， 基

本覆盖本次调查的各级各类高校。其次是 Linux 系统，比例为

77.40%。66.25% 的用户选择了 VMware。对于高校云灾备系统支

持的数据库类型，用户最关注的是支持 Oracle 数据库，其次是

Microsoft SQL Server，部分高校用户选择了 MySQL。

本次调研，我们共采集到 176 个学校的有效样本，高校对于

云灾备系统建设的投入目前还不是很大，211/985 高校每年预算规

模在 50 万元以下的居多，共 16 个学校，50~80 万元的有 9 所学

校。普通高校每年投入预算规模的大部分集中在 50 万元左右，50

万元以上的相对较少。高职高专学校年预算规模也主要在 50 万元

以下的范围。

从参与本次调研的 302 位老师的选择来看，在如何获取云灾

备服务方面，关注混合云的最多，混合云方式相对较灵活，既能

满足学校灾备的需要，又能满足云服务各项功能的需要，因此成

为高校云灾备的主要服务模式。另外，出于安全考虑较多用户也

比较倾向于私有云方式，选择公有云方式的相对较少，如图 7 所示。

高校用户普遍希望以合作的方式进行云灾备建设和提供服

务，以提高部署的效率和节省成本。其次较多用户也比较倾向于

购买服务的方式，本次调研中有 52 位普通高校用户选择了此项，

两项合计远高于传统的自建用户样本数，说明基于云技术，合作

建设和直接购买服务的模式已经被高校所接受，将成为未来高校

云灾备应用的主要途径。

通过本次调研数据，我们看到，随着云计算技术在高校进入

到应用普及阶段，各项云应用服务也逐步开始实践，包括：混合

云方式受到较多关注；公有云服务需重视数据安全和服务质量；

用户关注个性化、简单、易用的云服务，关注云服务的协同工作、

资源共享、弹性灵活等特点。但也仍然存在着云服务投入预算规

模普遍低于传统自建模式等问题，教育信息化云应用服务的深入

开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图 5   用户选择云灾备考虑哪些方面

图 6  希望云灾备企业提供哪些服务图 4  云灾备优势

图 7  部署云灾备倾向方式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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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百度云公有云品牌正式升级为“百度

云”，中国云计算市场竞争的大幕也悄然开启。

据发布的报告显示，在 2016 年第二季度全

球云基础服务市场上，亚马逊一枝独秀，市场份

额达到 31%; 微软在 CEO 纳德拉的带领下，持续

加大投入，市场份额也已经上升到 11%，排名第

二 ; 另外两大巨头 IBM 和谷歌分别以 7% 和 5%

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

行业分析人士表示，亚马逊、微软、IBM、

谷歌四大巨头已经占据了全球云基础服务市场

云计算行业再现 BAT 三巨头 第一阵营已然成形

在教育领域，重庆市政府的教育云力度让

人惊叹。重庆市政府采用政府集中采购的方

式，以政策推动整体教育云的落实。

重庆市的教育云是在智慧重庆的框架下发

展的。近年来，重庆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型产业扶持力度，正逐渐摆脱“西部

老工业基地”的固有印象。以云计算为例，从 2011 年

拟建云计算全球数据处理中心，到积极推动与国内三大运营商、阿里、腾讯、

华为、太平洋电信等的合作，重庆当地的云计算底端建设已初具规模。2015 年

7 月，重庆市政府响应《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

的意见》的号召，提出了“将云计算产业打造成为新常态下重庆扩内需、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引擎”。在教育领域，重庆的“教育云”步伐更是迈得

大胆。“这种大胆的吃螃蟹的方式必将引发效仿和争议。”相关人士表示。

50% 以上的份额，云计算行业巨头格局已经愈

发明显。这对于当下大巨头割据、小公司混战的

中国云计算市场来讲，或许是一个的有趣征兆。

国内 BAT 三巨头全部完成了在云计算领域

的品牌延伸，同时也依托各自的优势，在云计算

市场上进行战略布局。百度推出“云数智”三位

一体战略，并辅以“天工、天像、天算”不同行

业的解决方案。阿里也启用新 LOGO，不断推出

新产品，并拓展自己的国际化版图。腾讯云也频

频发力，通过合作伙伴生态大会，深入拓展渠道，

云计算的战役越来越激烈。10 月 14 日，阿里云在杭州云栖大会上抛出

一个“重磅炸弹”，宣布中国区包括云服务 ECS、云数据库 RDS、云存储

OSS 及云安全产品等在内的云产品全线下调，核心云产品最高降幅达 50%，

并且，购买时间越长折扣越高，两年七折，三年五折。有观点认为，这意味

着国内的云市场竞争将更激烈。

专家表示，随着公共云计算逐步为市场接受和越来越在传统行业得到普

及，不仅公有云市场即将通过价格战进行洗牌，同时云计算对传统服务器、

存储等硬件设备采购的冲击，也会进一步加大。

并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

国内云计算市场的巨头格局也为时不远了。

百度云作为百度的技术输出平台，致力于将

百度的先进技术，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向

全社会、各行业以及企业和开发者开放输出，

助力企业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和全行业的结合。

同时通过合作伙伴扶持计划，提供解决方案、软

件共建、创投孵化等服务，与其共建云计算生态，

协同共赢，助力各行业转型升级，加速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

阿里云一方面与诸多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拓展

云计算市场，另一方面，也通过开放自身的云生

态，让更多的中小 ISV 入驻阿里云。

腾讯云则表示，将会把十几年在互联网行业

积累的优势和经验，全部分享出来，一方面依托

整体腾讯生态体系输出的云服务，LBS、安全和

支付四大核心能力，与合作伙伴携手打造满足产

业应用需求的特色行业云 ; 另一方面也在金融、

视频、游戏等垂直行业与行业伙伴合作，推动针

对性的产业云化解决方案落地。

（来自《重庆晚报》）

阿里云降价引发新一轮云计算竞争

2016 年 1 月，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 EDUCAUSE 评选出

了 2016 年的高等教育年度十大 IT 议题及战略技术。议题显示，

美国高校很重视云服务，也很重视如何在云服务的基础上进行信

息安全的保护。

他们提到，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一条光谱，从教学到业务运行，

到社群拓展，再到创新和发现，贯穿了整个光谱，我们所依赖的

信息技术都时刻处于威胁之中。在无数的安全威胁之中保护高校

免受损失，是 IT 领导者面对的一项基本挑战。

IT 领导者可以预见的是，当前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技术资源的

管理时间，将来会转向投入到对服务、厂商和合同的管理上，其

关键是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交付的敏捷性，尤其是快节奏地采用

云服务。他们对 IT 战略中云服务的影响做了一个阐述，如图 1

所示。

高校调查指出，校级 IT 组织对于云和其他外包服务实施

方案的审查和批准仍然被认为是行动迟缓的。如果校级 IT 组

织不能更加敏捷地审查和实施云服务的话，用户所采取的阻力

最小的（无可选择的）方式也许就是忽略校级 IT 的参与而独

自进行了。

云服务在美国大学 IT 战略中的影响

重庆市力推教育云

完全没有 正在跟踪但
尚无影响

次要影响 主要影响 已经加以应用

图 1  IT 战略中云服务的影响

2% 3% 18% 52% 25%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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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高杰欣

如今，许多高校都已经覆盖了较为

全面的管理信息系统和面向师生服务的

门户平台，然而建设的软件与硬件无论

先进与否，更重要的落脚其实是信息化

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以及发挥了

哪些价值。

总的来说，高校信息化的发展成果取

决于应用系统的应用深度，而不是 IT 投资，

但应用深度则取决于业务需求，与管理的

思路和管理水平紧密联系。对于各个业务

部门而言，信息化对业务的支撑或者说推

动，是由业务需求到了一定程度来决定的，

这其中夹杂着很多非技术因素。

现存问题

高校的典型问题是，业务部门想到要

上系统了，向信息化部门提需求和落实经

费来源，信息化部门张罗着立项、论证和

组织实施，业务部门使用、评价并验收项

目，信息化部门开始接管日常系统维护，

日常的使用问题和需求变更则是业务部门

直接与建设方进行沟通。

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不少，例如系统跟

不上业务的发展；业务部门不愿意用而成

为摆设；一个人开始抱怨不好用时，所有

人都站出来呼应和指责建设方；一部分功

能使用了，一部分功能未使用，因为内在

和外在的数据关联性无法贯穿，导致对系

统的批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个别工作人

员不断要求变更功能或流程，以适应所谓

的我们的做事方式，从未以信息化的方式

进行思考和设计，以致改到最后却发现变

成了系统初始提供的样子；在各种大小会

议上，系统的缺点印象被无限放大，而系

统带来的积极改变和正面提升较少被量化

和共鸣。当这一个系统以失败的例子结束

生命周期，似乎是给相关人员上了一堂生

动的培训课，让大家在过程中积累了经验

教训，然而当大家欢天喜地迎接下一个新

建系统后，难免不是重走一遍老路。

在上述的例子中，信息化部门也并非

是局外人，通常在项目立项前后就会做需

求调研，与业务负责人签字确认，在项目

初始实施中，尽可能避免产生需求变更，

因为这可能影响执行时间，也可能造成费

用变化。但现实却又让信息化人无奈。有

的功能需求因人事变动而改变；有的因为

受其他事情影响和启发提出新的想法；

有的纯粹是一开始就对付了事，迫于强

制使用压力又不得不勉强自己。这样一

来，初始的需求分析与上线时的状态普

遍存在偏差，如果项目比较复杂，信息

化部门也难免被卷入批评和诟病声浪，

被逼到既不能专业指导和服务，又夹板

受气的尴尬境地。

因此，不管是为了推进高校信息化建

设，还是信息化更好适应业务发展需要，

必须采取一些策略，让业务部门与 IT 建

设更深入协调的作为对方的支撑，激活业

务人员、IT 人员在信息化进程中的主观能

动性。

选择一两个业务部门，所选的部门

可以有迫切的信息化需求依赖于信息化部

门，可以有关系较好的同事或领导在信息

化建设中愿意听取信息化部门的建议，从

而首先传递一些理念，信息化不是照搬线

下流程到线上；信息化并不一定减少工作

量，但要看减少师生的还是工作人员的；

信息化系统能否运转如意，核心在工作人

员自己有没有想清楚需求；工作人员不从

数据源头更新变化的数据，不能怪系统。

因为必须给系统确定的判断条件，否则永

远达不到大家口中的“智能”，但条件的

增多会带来使用上的不便，流程再造正是

时机。业务部门一旦接受这些理念，就容

易引导他们按照信息化的方法和思路来重

新考量现有的工作及工作方法，进而让需

求分析和最终完成的系统更符合用户的实

际，业务部门从中才真切感受到技术带来

的好处。

由这一两个部门试点显现的成效，在

校内逐步带动形成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意

识，让业务部门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以

及如何才能得到最想要的，从而在信息化

项目立项之初就能准确找到平衡点。

信息化项目的实施完成并不是结束，

它只是生命周期的开始，无论是软件 bug

还是功能需求变更，信息化部门若能积极

地参与到需求管理，并根据情形对系统进

行优化完善，则对业务系统应用起到推波

助澜的作用。

尝试建立厂商、信息化部门和用户三

方沟通机制，一方面，信息化部门站在全

校信息化全局的角度，把握和评估用户方

业务应用与 IT 服务矛盾如何破解

策略 1

策略 2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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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是否可行，是否有现成的信息化手

段解决，以及与哪些数据发生交互等等，

结合厂商现有技术架构合理分析需求实现

方式，另一方面以甲方立场和专业技术角

度向厂商进行沟通和要求，使用户的需求

能更准确传递给厂商，也使用户和厂商对

同一个问题有了一致的看法和认识，同时

对问题的处理进展和结果有了鉴证。

信息化部门在日常的运维中，还可通

过技术手段或厂商的配合，建立一套量化

方法，对用户的使用日志、功能使用的情

况进行监控和分析，掌握系统使用频次细

节，与经常抱怨的问题进行对比，从而也

能客观反映出系统用得如何，哪些问题是

需求设计的原因，哪些是没有好好使用的

原因。这样客观分析积累越多，越能够使

信息化部门和人员获得支持与理解，也能

让众多的需求变更自然地分出轻重缓急，

厂商也能更好回应。

对于信息化部门，有一类头疼的需求

并非项目型，而是用户平时的零散需求，

有时还可能说不清需求，只有一个大概的

想法框架。

对于前者零散需求，有的是对现有

某一项功能的改进，有的是急需对一部

分数据进行处理，有的是提供一个查看

或填报的渠道等。面对这些零散需求，

信息化部门更应该尽其所能去满足用户，

因为一个小功能和响应速度能够让用户

更贴心地感受到信息化的魔力，例如，

对于技术人员可能只是一个雕虫小技，

但对用户则是解决了很大的事情，更容

易提升对技术和对信息化人的好感，在

今后遇到问题时，愿意到信息化部门来

寻求解答和帮助，这比从零开始做需求

分析的体验要好很多。一个完整的信息

系统与业务部门的磨合都是不断地小修

小改中逐渐变得完善，反之，既不修改

也不使用就成了摆设。

对于后者，在业务需求不清晰的情

况下，信息化部门应和业务部门继续研

究和保持沟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搭建一些原型系统或开源平台进行实验，

引导业务部门思考，不断发掘和理清需

求方向，对技术人员也是难得的学习和

积累过程。

高校信息化人员短缺是各校都

普遍面临的难题，部门地位不高，

人员编制少，可以独当一面干活的

人更少，平时还免不了一些事务性

工作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要

坚持保留开发人员，哪怕只有一人

兼职。信息化建设中，网络工程师

和系统工程师相对都容易培养，也

容易从外包服务中获得人员补充，

但想要开发人员留得下，干得好却

弥足珍贵。

信息化项目的实施，信息化人不能

只当“包工头”监督乙方的进度，还要作

为 IT 领域和业务领域的专家，对业务把

控需求和管理艺术，对技术要把控系统内

部设计细节和技术路径，由开发人员承担

这一角色将使信息化应用更有的放矢，偶

尔亲自敲几行代码也能更加凸显 IT 服务

的价值，可能化解的是厂商与用户之间莫

大的仇怨。从长远来看，信息化在高校的

应用归根结底还是发展面向师生服务的应

用，信息化部门的任务也会由架构和基础

设施管理维护为主逐渐转变到与应用并重

上来，没有通用的软件和外包服务能解决

应用运维的全部问题，但高校信息化人可

以。

信息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有使用就

有需求，有发展就会有变化，业务应用与

IT 服务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绝对的对立，有

众多的师生愿意用和喜欢用，才是信息化

人最值得欣慰的地方，从这一共同目标来

看，信息化人的专业性其实就是破解矛盾，

减少不必要的损耗与反复，为了技术理想

而少留遗憾。

策略 3

策略 4

（作者单位为中南民族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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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虚拟化

技术越来越多应用于学校信息化建设。

常见服务器虚拟化的软件主要有 Microsoft 

Hyper-V、VMware vSphere 和 Citr ix 

XenServer 等等。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

区 ( 或中北校区 )，通过服务器虚拟化软

件 VMware vSphere 来将多台物理服务器组

合成一个群集，并通过配置 SAN 共享存储，

来实现 vSphere 的 HA、DRS 和 vMotion 的

虚拟化高级功能，保障闵行校区（或中北

校区）虚拟化业务高可用性和安全性。但

这种方式存在单校区安全隐患，如当闵行

机房（或中北机房）出现断电故障、用于

支持物理服务器的 PDU 故障或者主机故

障，将会使大范围的服务受到影响，导致

业务的长时间中断或者不可恢复。

如何实现当任何一个校区的虚拟化出

现故障，能够快速实现将业务飘到另一个

校区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

证业务的高可用性与安全性，下文将从理

论到实践详细阐述闵行校区和中北校区进

行多校区虚拟化平台如何实施部署。

多校区虚拟化架构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和中北校区

的多校区虚拟化平台实施部署时，中北校

区和闵行校区现有网络架构，服务器层面

通过 VMware vSphere 来实现服务器虚拟

化。存储层面通过 EMC vplex 设备创建虚

拟卷为虚拟化平台提供共享存储。通过服

务器和存储虚拟化技术，在中北校区与闵

行校区搭建两校区

虚拟化平台。其基

本架构如图1所示。

在中北校区和

闵行校区各部署一

套配置一致 UCS 刀

片，通过虚拟化软

件 VMware vSphere

来实现服务器层面

的虚拟化。两校区

网络实现万兆互联，

具有高速率、低延

时、二层互通等特

性，满足虚拟化业

务对网络要求。在两校区通过部署 EMC 

vplex 设备来实现存储层面的虚拟化，两

校区 vplex 设备通过四根万兆以太网实现

两校区数据复制与通信。同时，在第三

点故障域部署监控点，主要用于两校区

vplex 设备的健康监测与故障切换。在每

一个校区，服务器与存储之间通过两台

brocade 光纤交换机进行连接。利用虚拟

化技术，建立一个统一的、整体部署的多

校区虚拟化的系统架构，实现多校区虚拟

化业务的双活容错，提高信息化集成业务

的连续可用性和安全性。

多校区虚拟化实现

虚拟化的实施部署工作主要涉及服务

器虚拟化与存储虚拟化这两个方面的实施

部署，具体如下。

服务器虚拟化实现

在中北校区与闵行校区都采用配置一

致的 UCS 刀片用作虚拟化主机，虚拟化

软件采用 VMware vSphere。服务器虚拟化

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1.UCS 刀片服务器初始化工作

在安装虚拟化软件 ESXI 之前，我们

需要对 UCS 刀片进行初始化工作。UCS

刀片主要用于部署虚拟化软件，承载虚拟

化业务。UCS 刀片主要由机箱和 FI（fabric 

interconnect）组成。FI 处理 UCS 所有的

管 理 任 务， 提 供 上 联 到 现 有 的 LAN 和

SAN，提供下联到机箱。UCS 刀片初始化

工作主要通过 FI 管理控制台来配置，主

要涉及 organization 配置、UUID suffix 配

置、server 池配置、本地磁盘策略配置、

service profile 模板配置、MAC 池配置、

vlan 配置、vlan group 创建、虚拟网卡模

板配置、wwpn 配置、wwnn 配置、vsan 配

置、vhba 模板配置、FEX 配置、电源冗余

策略配置、FI 端口类型配置、物理刀片服

务器与 service profile 关联配置等。

多校区虚拟化平台设计与实现，主要涉及多校区虚拟化平台实施部署、多校区虚拟化平台模拟测试、业务迁移

方案等。实践发现，根据学校多校区的特点，通过采用虚拟化技术，在两个校区部署虚拟化平台，实现虚拟化业务

在两校区虚拟主机高效稳定运行，从而进一步提升两校区信息化集成业务的连续可用性和安全性。 

多校区虚拟化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图 1  两校区虚拟化架构

闵行校区

虚拟业务

中北校区
LAN

SAN 网络

监控点

存储系统 Vplex

万兆以太网

存储系统Vplex

虚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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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Sphere ESXi 安装配置

ESXi 直接运行在物理服务器上，能

够提供功能强大且经过生产验证的虚拟化

层。通过对服务器硬件资源（如内存、存

储器、处理器及网络设备等）进行抽象，

实现多台虚拟机共享底层硬件资源。当

我们完成 UCS 刀片服务器初始化工作，

接下来就需要在中北校区和闵行校区每

台刀片服务器上安装和配置虚拟化软件

ESXi。

（1）ESXi 安装工作。通过调整服务

器 BIOS 引导顺序进行安装工作，在安装

过程中需要设置 root 用户密码等。

（2）ESXi 配置工作。完成安装后，

通过 root 用户进行配置，主要涉及 IP 地址、

DNS、VLAN、主机名和功能许可 license 等。

（3）vCenter server 安装配置

vCenter Server 是 VMware vSphere 一

个关于 ESXi 主机和虚拟机集中管理的虚

拟化平台。通过 vCenter Server 可以实现

vSphere 许多高级功能，如 HA、DRS、

vMotion 等。

（1）vCenter server 安装工作。按照

vCenter server 部署基本要求，我们将软件

安装到一台 Window Server2008R2 64 位操

作系统的虚拟机上。在安装过程中，需要

配置 vCenter 的数据库，可以选择系统自

带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但对主

机数量和虚拟机数量都有限制，仅适用于

小规模部署，因此我们采用外部数据库配

置。关于涉及到 TCP、UPD 端口都采用默

认设置。

（2）vCenter server 配置工作。通过

客户端软件连接到 vCenter server 进行相关

配置工作， vCenter server 配置工作主要涉

及 vCenter server 基本功能配置、虚拟化网

络配置和共享存储配置等。

 vCenter server 基本功能配置。主要

涉及添加 vCenter 许可 license、建立两校

区数据中心、建立两校区群集、将两校区

配置好的虚拟化主机添加到群集中、两校

区群集 HA、DRS 和 vMotion 功能配置等。

虚拟化网络配置。网络虚拟化可以实

现不同虚拟机之间以及虚拟机与物理主机

之间通信。针对每一台主机采用标准交换

机网络模式，根据业务需求对端口组、管

理网络、网络流量调整、网络安全策略、

物理网卡绑定等进行配置。

共享存储配置。针对通过光纤通道分

配的两校区虚拟卷，建立虚拟机文件系统

（VMFS）, 实现多个物理主机对同一存储

器同时执行读写操作。

存储虚拟化实现

通过服务器虚拟化配置，将中北校区

和闵行校区的 ESXi 主机都添加到同一个

群集中。要实现两个校区虚拟化，还需要

为两校区主机配置 SAN 共享存储。基于

两校区已有的 EMC 的存储设备，在闵行

校区和中北校区各部署一台 vplex 设备，

通过 EMC vplex 虚拟化技术，将中北校区

和闵行校区的存储卷做成一个虚拟卷，对

于中北校区和闵行校区的ESXi主机而言，

识别到的是同一块存储。接下来详细介绍

虚拟卷的配置，假设需要配置的虚拟卷大

小为 10T。

1.vplex 初 始 化 工 作。 主 要 涉 及

Hostname 与管理端口配置、meta-volume

配置、时间同步配置、WAN interface 配置、

logging volume 配置、监控点部署等

2. 存 储 卷 分 配。 在 中 北 和 闵 行 的

EMC 存储上分别划分相应大小为 10T 的

卷给 vplex 设备。

3. 存储卷标记。两校区的 vplex 识别

到存储卷后并其进行标记，目的是让存储

卷受 vplex 管理。

4. 区间创建。分别在中北和闵行的

vplex 上创建区间。区间用来对 vplex 管理

的存储卷进行空间规划，我们将 10T 的存

储卷做成一个区间。

5. 设备创建。设备创建过程实际上就

是区间与设备映射的过程，我们采用一对

一唯一映射方式在中北和闵行 vplex 创建

设备。

6. 虚拟卷创建。虚拟卷实际上就是将

中北和闵行的 vplex 上的设备做成一个统

一的卷，提供给虚拟主机使用。在创建虚

拟卷中，需要创建一个 consistency group

（CG），这个 CG 包含这个全局的虚拟卷，

在 CG 中需要设定一定取胜规则。

通过上面步骤，成功建立了虚拟卷。

通过在中北和闵行的vplex建立存储视图，

将 UCS 刀 片 服 务 器 的 HBA 卡 wwpn、

vplex 通信端口以及虚拟卷结合在一起，

实现虚拟卷分配到两校区 ESXi 主机，在

虚拟主机经过磁盘扫描后，就可以识别到

通过 vplex 分配的虚拟卷。

多校区虚拟化模拟测试

通过上面的部署，通过虚拟化技术实

现了多校区虚拟化平台。在业务迁移到多

校区虚拟化平台之前，需要对虚拟化平台

进行一系列功能模拟测试工作，主要涉及

服务器虚拟化和存储虚拟化的模拟测试。

服务器虚拟化测试

服务器虚拟化测试主要针对中北校区

和闵行校区虚拟化平台主要功能测试，主

要涉及 VMware vSphere 的 HA、vMotion 等

功能测试。将从闵行校区 ESXi 主机中取

出的主机 A 和从中北校区 ESXi 主机中取

出的主机 B 做成一个群集，并开启群集的

HA 功能和 vMotion 功能，在主机 A 创建

一台业务测试机 C。

1. 多校区 HA 功能测试

vSphere HA 功能用于检测故障，对群

集中运行的虚拟机提供快速恢复功能。核

心功能包括主机监控、虚拟机监控和应用

程序监控功能，用于在检测不到检测信号

时最大程度地缩短停机时间。本文主要以

主机监控功能测试为例。

图 2  多校区虚拟卷       

中北设备

多校区虚拟卷

闵行设备

闵行区间

闵行存储卷

中北区间

中北存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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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对闵行 ESXi 主机 A 执行

断电操作来模拟主机故障，同时针对业务

测试机 C，ping 命令窗口显示请求超时。

（2）经过约 200 秒，业务测试机 C

的 ping 请求正常，业务测试机在中北校

区主机 B 上重启完成。

（3）恢复主机 A 正常状态，对主机

B 执行断电操作模拟主机故障，同时针对

业务测试机C，ping命令窗口显示请求超时。

（4）经过约 200 秒，业务测试机 C

的 ping 请求正常，业务测试机重回在闵

行校区主机 A 上重启完成。

2. 多校 vMotion 功能测试

VMware vMotion 可以将运行中的虚

拟机从一台虚拟主机实时迁移到另一台

虚拟主机上。在迁移过程中能够保证业

务的连续可用性和事务的完整性。Storage 

vMotion 可以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形下实现

虚拟机文件的不同数据存储之间的迁移。

本文主要以虚拟机迁移为例。

（1）对位于闵行 ESXi 主机 A 上的

业务测试机 C 执行 vMotion，同时开启对

业务测试机的 ping 操作。

（2）在 vMotion 整个过程中，出现一

个 ping 包丢失，服务可用无中断，业务

测试机成功迁移到中北校区 ESXi 主机 B。

（3）对迁移到主机 B 的业务测试机

C 执行 vMotion，同时开启对业务测试机

的 ping 操作。

（4）在 vMotion 整个过程中，出现一

个 ping 包丢失，服务可用无中断，业务

测试机成功迁移到闵行校区 ESXi 主机 A。

存储虚拟化测试

在两校区通过部署 EMC vplex 设备来

实现存储层面的虚拟化，并在第三点故障

域部署监控点，主要用于两校区 vplex 设

备的健康监测与故障切换。存储虚拟化测

试主要针对vplex设备及监控点进行测试，

假定 vplex 设定规则为集群 cluster1 作为

胜利者，测试结果参见表格 1。

业务迁移方案

多校区虚拟化平台搭建与测试完成之

后，接下来考虑相关业务系统迁移工作，

主要涉及短信平台、报表系统、ESRS 监

控系统、Lenovo 虚拟化平台、AD 域服务

器等。

1. 针对部署在其他虚拟化平台的业

务，如 Lenovo 虚拟化业务等

关于部署在 Lenovo 虚拟化平台的业

务系统，由于不满足 vMotion 的条件，只

能采用冷迁移的方式。

（1）在 vCenter 上新建一个群集，将

Lenovo 主机添加到新建的群集中；

（2）将 Lenovo 虚拟平台的业务虚拟

机进行关机，并将虚拟机迁移到多校区虚

拟化平台群集上；

（3）迁移完成后，在两校区虚拟化

平台上将业务虚拟机重新启动，业务运行。

2. 针对部署在实体机上的业务，如报

表系统、短信平台等

（1）针对部署在实体机上的业务且

操作系统为 Window 或者 Linux 系统，如

报表系统、ESRS 监控系统、AD 域服务器

等。我们采用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工

具来实现实转虚操作，将实体机转化成两

校区虚拟化平台的虚拟机。

（2）针对部署在实体机上的业务且

操作系统为 solaris 系统，如短信平台。

我们只能采用在两校区虚拟化平台重新

部署的方式，无法采用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工具来实现实转虚操作。

通过上述操作，完成相关业务系统的

迁移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业务运行

稳定，达到预期效果。针对后续新增业务

系统，如 K2 系统、资源管理系统等，采

用直接部署在两校区虚拟化平台上的方式，

进一步提高业务的连续可用性和安全性。

多校区虚拟化平台采用 EMC vplex

设备创建的虚拟卷作为共享存储，通过

VMware vSphere 虚拟化技术来实现虚拟化

业务在两校区虚拟主机上高效稳定运行。

到目前为止，在多校区虚拟化平台上迁移

和新建的业务运行稳定，达到预期目标。

多校区虚拟化平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整

体部署的虚拟化异地容灾的系统框架，实

现两校区虚拟化业务的双活容错，有效解

决了单校区安全隐患，提高信息化集成业

务的连续可用性和安全性。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序号 故障类型 对业务连续性影响

1 监控点到两个集群的网络故障 无影响

2 集群 cluster1 和 cluster2 之间的网络故障 无影响

3 监控点到某个集群以及两个集群之间的网络故障 无影响

4 监控点故障 无影响

5 集群 cluster1 故障 无影响

6 集群 cluster2 故障 无影响

7 监控点与集群 cluster1 同时故障 影响

8 监控点与集群 cluster2 同时故障 影响

9 集群 cluster1 与 cluster2 同时故障 影响

10 监控点故障以及监控点到两个集群的链路故障 无影响

11 监控点故障以及监控点到 cluster1、cluster1 到 cluster2 链路故障 影响

12 监控点、cluster1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链路故障 影响

13 监控点、cluster2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网络故障 影响

14 cluster1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网络故障 不影响

15 cluster1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之间、cluster1 到监控点之间网络故障 不影响

16 cluster1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之间、cluster2 到监控点之间网络故障 影响

17 cluster1 故障以及监控点与 cluster2 之间网络故障 影响

18 cluster2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网络故障 不影响

19 cluster2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之间、cluster2 与监控点之间网络故障 不影响

20 cluster2 故障以及 cluster1 到 cluster2 之间、cluster1 与监控点之间网络故障 影响

21 cluster2 故障以及监控点与 cluster1 之间网络故障 影响

表 1  存储虚拟化故障测试表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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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成恩  李然  张硕  张巍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

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

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进

行”。为了进一步了解高校校园网络文化

建设管理的具体情况，探索加强高校网络

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

17 省 59 所高校，走访调研 7 所教育部高

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专项试点高校，分析

目前我国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方面存在

的三个突出问题：人员队伍配备不齐、激

励机制不健全、对学生网络行为管理不到

位。同时，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结合试

点高校的实际经验，从高校重视、队伍建

设和硬件支持、保障机制、网络行为管理

体系四方面进行了对策分析。

高校在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课题对 59 所高校的调查分析，并结

合实地走访的教育部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

设专项试点高校的实际情况，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高校在网络文化建设管理方面基

本都有相对规范的管理和建设机制，部分

学校配备了专职的工作队伍和工作人员，

对繁荣校园文化、规范高校的网络文化环

境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调研结果同样显

示，部分高校在网络文化建设管理方面还

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网络文化建设队伍人员配备不齐

全，全校大格局尚未形成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专项试点工

作方案》要求各高校要“推进网络建设、

网络管理和网络评论队伍建设”，“形成

每校不少于 20 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

但是通过调查发现，目前高校网络文化建

设管理的队伍配备状况不佳，对于网络文

化建设管理工作有着一定的制约。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59 所学校中

有 12 所学校没有承担网络文化建设和管

理工作的专职人员，比例达到 20.3%。在

设有专职人员的高校之中，有 20 所学校

的专职人员在 5 人及以下，14 所学校的

专职人员在 6 至 10 人，仅 13 所学校的专

职人员在 10 人以上，参见表 1。

据试点高校实地调研，大部分高校尽

管能够做到将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部

门实体化，但是学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队

伍人员以兼职为主，配备的专职工作人员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调研相结合的

方式。在问卷调查中，通过自主设计问卷，采取抽样

调查的方法，从高校网络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技术

层面、传播层面、保障层面五个维度入手，面向 17

个省市的 59 所高校开展调查，调查样本覆盖 985、

211、普通本科、高职高专 4 种学校类型。其中 985

或 211 学校 29 所，普通本科学校 24 所，高职高专

6 所。对调研数据，本研究使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

导入 SPSS23.0 进行统计分析。

实地走访了教育部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专项试

点高校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七所高校，

调研提纲主要围绕网络精神文化建设、组织机构、队

伍建设、激励评价、内容建设、网络文化品牌、校园

网络舆情建设管理的经验做法、学校官方公众平台及

管理模式、目前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中存在的瓶颈

和困难等方面进行。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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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不能为机构运转、人员发展提供政

策支持和条件保障，人财物的缺乏，导致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难以可持续发展，所做

工作与学生接受程度存在差距。

在学校网络评论员队伍方面，教育

部试点高校均有较为健全的网络评论员

队伍，但是问卷调查中的 59 所高校中，

有 29 所 学 校 没 有 网 络 评 论 员 队 伍， 占

49.2%；1 所学校虽然有网络评论员队伍，

但是没有实际开展过工作；22 所学校尝

试性开展了工作。有 7 所学校有效开展了

工作，比例仅占 11.9%，参见表 2。 

在调研中还发现，如何明确网络文化

建设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全校网络文化建

设管理人员，提供人力、物力支持是尚需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 网络文化建设管理激励机制不健

全，优秀网络文章少，主流网站关注度低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

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开展高校校园网

络文化建设专项试点工作，探索建立优秀

网络文章在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聘

方面的认定机制。” 通过调查发现，尽

管少数高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

是并没有取得特别实质性的进展。

在通过问卷方式调查的59所高校中，

关于是否将优秀网络文章纳入科研成果统

计、列为职务（职称）的评聘条件中，52

所学校没有相关方案，达到 88.1%，有 7

所学校有方案，仅占 11.9%，参见表 3。

关于学校是否将网络文化育人工作情况列

为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先进人物

评选条件方面，52 所学校没有相关方案，

占 88.1%，7 所学校有方案，占 11.9%。

其中，只有两所高校同时具备以上两点激

励机制，参见表 4。

在对试点高校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虽

然中国传媒大学等部分试点高校已经针对

优秀网络文章设立了稿酬奖励机制，但在

将优秀网络文章纳入科研成果统计、职务

职称评聘条件方面，大部分试点高校表示

难以落实。现有科研成果认定评价制度只

认可具有统一刊号的刊物，网络文章由于

没有类似刊号的“身份”而被拒之门外，

这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网络文化建设人员、

特别是专家学者撰写网络文章的积极性。

3. 学生网络行为管理机制不健全、舆

情引导不到位

通过调查分析不难发现，当前高校对

于学生上网行为的管理和引导力度不足。

在问卷调查中，关于学校是否对学生上网

行为进行管理中，有 28 所学校表示未对

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行管理，占 47.5%，占

调查高校的近一半，参见表 5。

关于学校是否有“网瘾学生”预警

机 制 问 题，52 所 学 校 没 有， 占 88.1%，

7 所学校表示有预警，仅占被调查学校的

11.9%，参见表 6。

关于学校是否已制定学生网络行为规

范中，有 23 所学校暂无学生网络行为规

范，比例达到 39%；16 所学校有学生网

络行为规范，但在学校学生违纪处理办法

中尚无相应条款，占 27.1%；仅有 20 所

学校有学生网络行为规范，且在学校学生

违纪处理办法中有相应条款，比例只有

33.9%，参见表 7。

试点高校调研结果显示，各高校均有

本校的网络行为及事件处理办法，但除中

国传媒大学有专门的监控平台外，大部分

高校均处于舆情监控阶段。舆情危机的处

置，多以宣传部牵头，但均未形成方案性

文件，学校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和网络舆情

应对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可见，目前高校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0 12 20.3 20.3 20.3
1 5 8.5 8.5 28.8
2 3 5.1 5.1 33.9
3 2 3.4 3.4 37.3
4 2 3.4 3.4 40.7
5 8 13.6 13.6 54.2
6 2 3.4 3.4 57.6
7 2 3.4 3.4 61.0
8 2 3.4 3.4 64.4
9 1 1.7 1.7 66.1

10 7 11.9 11.9 78.0
合计 59 100.0 100.0

表 1  学校承担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专职人数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 29 49.2 49.2 49.2
2 1 1.7 1.7 50.8
3 22 37.3 37.3 88.1
4 7 11.9 11.9 100.0

合计 59 100.0 100.0

表 2  学校是否有网络评论员队伍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52 88.1 88.1 88.1 49.2
7 11.9 11.9 100.0 50.8

合计 59 100.0 100.0

表 3  是否将优秀网络文章纳入科研成果统计、列为职务评聘条件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 52 88.1 88.1 88.1
2 7 11.9 11.9 100.0

合计 59 100.0 100.0

表 4  是否将网络文化育人工作情况列为先进人物评选条件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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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网络行为的约束制度不够完善，对

于网络行为的管理不到位。

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的
对策和建议

通过分析目前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

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结合教育部试点

高校的实际经验，按照国家有关文件的要

求，在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方面的对策

和建议如下：

1. 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建设管理工作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对高校师生的科学

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精神文化生

活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高校在新形势

下，也必须将网络教育管理工作作为一项

极其重要的工作。目前，教育部首批试点

高校都已经成立了“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领导小组”，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亲自

担任组长。各高校网络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和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制订了相应的管理

规定和管理制度，部分高校设立了学校规

划、院系（部门）管理、专人负责的三级

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需要学校高度重

视，各高校需按照相关要求，建立校园网

络文化建设办公室或相应部门，并在其统

筹协调下，从管理模式、工作机制、内容

生产、队伍建设、课题研究等方面入手，

形成规范化、体系化的工作格局。

2. 加强队伍保障和培训支持

高校网络建设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和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队伍保障和硬件支

持。教育部首批试点高校都已经设立了专

门的网络文化建设办公室（或网络信息管

理办公室），聘请了专职工作人员，专兼

职工作人员相结合，负责全校的网络文化

建设、舆情管理、网上宣传、舆论引导等。

同时在经费支持方面，试点高校每年均有

部分专项经费用于学校的网络文化办公室

建设、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等，对学校的校

园网络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和经费支持。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需要围绕网

络工作队伍建设，立足全员育人，统筹推

进网络建设、网络监管、网络管理、网络

评论、网络研究队伍建设，实现专人专岗

专责。同时也要加强队伍培养培训，增强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干部队伍的信息技术应

用和网络突发事件应对管理能力。

3. 建立健全激励评价机制

目前，教育部试点高校均有学生记者

队伍、网络评论员及通讯员队伍，并由专

业教师、辅导员、政工干部、学生干部等

组成了网络宣传队伍，能够加强网络舆论

监管，发出正面声音。但网络评论员中专

家学者较少甚至没有，是各高校普遍存在

的问题，这也就导致了优秀网络文章少、

红色网站或主流网站的关注度低。

加强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管理，应

围绕网络工作机制建设，要着力健全激励

评价机制，激发调动广大师生在网络上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内生动力，积极

推动将优秀网络文章等网络文化作品纳入

科研成果统计，列为职务职称评审条件，

作为评奖评优依据，建议教育部牵头制定

优秀网络文章认定机制及办法，实行以影

响力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为优

秀网络文章纳入科研成果认定铺平道路，

以此激发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写、

多发优秀网络文章，倡导网络主旋律。

4. 建立网络舆论管理体系

在教育部试点的各高校均有本校的舆

情监控及处理办法，对于网络舆论监管、

网络突发事件的处置等方面基本形成了有

效的管理机制。高校面对网络突发事件，

能否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妥

善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最大限度地降低事

件对学校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并通过媒

体客观公正的报道、澄清事实，尤为关键。

但除个别高校有学校自有的网络信息及网

络行为管理平台外，大部分高校均处于舆

情监控阶段。

其他高校应该学习试点高校的网络事

件管理机制，制定各自学校的管理办法，

指定牵头单位和管理单位，统筹相关部门，

开展舆情工作，如果条件允许的高校，可

以建立属于自己的舆情监管平台，引领网

络正面宣传。

目前高校网络文化的建设管理工作还

需要各高校群策群力，发挥自身优势，探

索创新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机制，

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育人环

境，真正维护高校网络文化信息安全。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28 47.5 47.5 47.5 88.1
31 52.5 52.5 100.0 100.0

合计 59 100.0 100.0

表 5  学校是否对学生上网行为进行管理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 52 88.1 88.1 88.1
2 7 11.9 11.9 100.0

合计 59 100.0 100.0

表 6  对于“网瘾学生”是否有预警机制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 23 39.0 39.0 49.2
2 16 27.1 27.1 50.8
3 20 33.9 33.9 88.1

合计 59 100.0 100.0

表 7  是否制定了学生网络行为规范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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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鲁学亮   陈平

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

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化的快速应用，对

IT 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数

据的安全性、可靠性方面，因此建设一个

安全、绿色、智能、高效的数据中心成为

了高校信息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北

京师范大学 IDC 机房建设为例，探讨高校

IDC 机房建设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高校 IDC 机房服务于学校信息化建设

中各种 IT 设备的托管，与商业 IDC 相比，

高校 IDC 不以盈利为目的，投入少，运维

人员不足。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大多数

高校没有建设专业化的 IDC 机房，而是采

用与楼宇网络设备共用的方式，这样就造

成了众多小机房的出现，单一机房里容纳

包括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等众多 IT

设备，这些机房规模不大，但承担的任务

众多。同时这些机房在安全与节能方案几

乎未做规划，供电、制冷等关键系统都没

有做冗余配置，管理维护非常困难。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科研计算快速

发展和应用，对 IT 基础设施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这种建设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信

息化的发展。由于信息化需求和技术的多

变性，因此在建设前要充分做好规划。高

校数据中心投入资金普遍有限，应采用模

块化的设计，做好充足资源预留。

模块化、区域分级设计

鉴于学校数据中心各种业务需求的不

断发展与变化，各种新技术也在不断出现，

故在机房设计时需考虑这些变化对资源需

求的改变，以确保整个系统可灵活的扩展。

考虑到未来不断发展的需要及投资效益，

在机房面积、电力供应、空调容量、通信

点数等各个方面都应预留合理的余量及可

扩充的灵活性，使计算机机房的投资及今

后的发展都得到可靠的保障。因此本次选

用的 UPS、配电系统、网络系统、制冷系

统等都采用模块化，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

为以后的扩展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根据

不同 IT 设备对配电和制冷量的需求，机房

在建设时采用分区分级的设计模式，分为

高密区、中密区、低密区三个区域，分别

设计单机柜配电为 15kW、6kW、3kW。高

密区面向高性能计算、刀片柜等高用电量

IT 设备。中密区面向虚拟化、存储等设备。

低密区面向网络设备、框架式服务器、安

全设备等。中低密区 PUE 控制在 1.8 以内，

高密区 PUE 控制在 1.5 以内。

机房子系统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启动新 IDC 机

房建设，以安全、绿色、高效、智能为设

计理念，2015 年全面投入使用。机房总

建筑面积约 465 平方米，分为主机房区、

监控区、配电室、消防室等功能区，如图

1 所示。机房设计定位为学校教学、科研

服务器托管，要求建设一个布局合理、功

能完备、设施先进、运行稳定、使用灵活

同时又能体现工艺精湛、美观大方、绿色

环保的符合国家相关机房标准的现代化计

算机中心机房，反映出高性能综合机房所

有系统的安全性、功能性、先进性、稳定

性、开放性和可管理性。  

电气子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 IDC 机房配电系统采用

国家 A 级机房建设标准，配电系统由大

楼配电室引两路市电电源至机房配电室，

电源容量为每路 800kW，机房配电柜总开

关采用 1600A，配电室安装两台 400kVA 

UPS 设备组成 2N 系统提供机房的电力保

障。配电系统采用双回路配电结构，一台

列头配电柜引自 UPS1 输出配电柜，另一

台列头柜引自 UPS2 输出配电柜。两台列

头柜内的两个独立电气单元分别通过工业

连接器连接至机柜内的 PUD。每个配电回

路均能满足计算机机柜 100% 的用电负荷，

任何一路空开或线路的故障均不影响另一

路电源的正常使用。机房每个机柜的用电

都经过详细测算，根据不同需求设计用电

配制。设备配电表如表 1 所示。

UPS 主要为网络设备、计算机设备、

监控、门禁和应急照明系统等提供电源。

高校数据中心机房建设研究与实践

   图 1  机房平面图

数据中心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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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系统能够在任何市电故障、应急发电

机未启动之前，保证为计算机负荷设备等

重要设备提供不间断的供电，同时做到稳

压改善供电质量的作用。本工程设计采用

2 台 400kVA 模块化 UPS，电池按照系统

满载后备时间 0.5 小时配置。UPS 主机、

输入输出配电柜、蓄电池系统放置于数据

中心配电室。UPS 电源电缆采用专用屏蔽

电力电缆沿机柜上的金属桥架敷设到位，

这种布线方式具有灵活方便、加线、改线、

便于维修等功能，是机房内最为理想的一

种布线方式。配电柜由自动空气开关控制，

设置过负荷、短路保护等功能，可实现远

程对电压、电流监控功能。

数据处理中心供配电系统是机房安全

运行动力保证，本项目采用数据中心专用

配电柜来规范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根据

实际用电情况合理设计配电系统并配置相

应输入输出配电柜，保证数据中心供配电

系统的安全、合理。在机房供配电系统中，

采用热插拔式开关柜，减少由于调整变更

带来的不利影响。配电柜所设计的供电路

数，能足够提供主机和外部设备的使用，

各配电柜均预留有一定数量的备用开关，

其中 UPS 输出配电柜及主机房内 UPS 区

域配电柜各规格的备用输出开关均不少于

15%；

制冷子系统

数据中心机房 A 区共安

装 53 台设备机柜，其中 16

台高密度机柜，采用风冷冷

冻水系统和行级精密空调，

剩余为中低密度机柜，精密

空调地板下送风的制冷方

式。B 区机房安装 22 台设备

机柜，采用精密空调地板下

送风的制冷方式。A 区高密

区采用两台风冷冷冻水系统

（1 主 1 备），中低密区采

用 4 台精密空调（3 主 1 备），

B 区采用 4 台精密空调。

数据中心机房中低密区

采用地板下送风的方式，地

板高度为 450mm，地板下作为静压箱，通

过机柜前的开孔地板送风，从而实现空调

对机柜的冷却。机柜布局虽然为冷热通道

方式，但还是会出现冷风无效冷却，而直

接与热风混合的现象，因此把两排机柜中

间的冷通道进行封闭，空调机组送出的冷

风可以直接送到冷通道内而进入服务器机

柜，所有机柜排出的热风被空调机组吸回。

从而提高空调机组的回风温度，提高空调

机组的制冷能力，还可提高解决机柜更高

功率密度的制冷能力。

高密区每机柜采用 15kW 的配电，对

制冷要求极高，因此高密区采用冷通道封

闭技术，制冷方式采用风冷冷水机组和机

柜行级空调，从而有效降低了冷热风的混

合，优化了气流组织，机柜级空调的回风

温度可由 23℃提升到 28℃甚至更高，而

每提升 1℃回风温度，空调散热量约提高

3%~5%，在提升 5℃的回风温度下，空调

制冷量将提升 15% 以上。

弱电子系统

本工程采用六类非屏蔽模块化布线加多

模光纤解决方案。综合布线系统采用模块化

设计，机房均设置弱电列头柜和网络机柜，

弱电列头柜敷设铜缆和光纤至网络机柜。数

据中心机房共安装有 75 台设备机柜，其中 9

台弱电列头机柜和网络机柜，其余 66 台为

服务器机柜，参考设备布置，设计线槽及信

息点如下：普通服务器区每台机柜设置 36

个铜缆信息点，其中 24 个网络接口，12 个

KVM 接口，汇集到弱电列头柜。弱电列头

柜汇聚到本机房的网络机柜。机房区域内弱

电线路采用机柜上走线方式，采用开放式线

槽。每排机柜配置 48 芯多模光纤至核心交换

机机柜。网络设备采用两台数据中心级三层

交换机虚拟成一台，其余二层换交机按照每

排机柜进行堆叠提高管理效率。二层交换机

采用双万兆上连核心交换机，核心交换机双

万兆上联校园网核心交换机。为便于学校各

单位远程管理托管的 IT 设备，IDC 机房配套

了 KVM 系统，使得每台服务器可远程安装系

统、开关机等操作，减少现场人员的运维成本。

智能监控运维子系统

为保证数据中心机房安全稳定工作，

电气系统、环境系统、制冷系统、安防系

统等各子系统必须时时刻刻稳定协调运行。

如果机房动力及环境设备出现故障，轻则

影响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重则造成机房

IT 设备损坏、报废，使系统陷入瘫痪，后

果不堪设想，因此对 IDC 机房的各系统进

行实时集中的监控极其必要。机房环境及

动力设备监控系统主要是对机房设备，如

配电系统、UPS 电源、空调、消防系统、安

防系统等的运行状态、温湿度、供电电压

电流等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并记录历史数

据，实现对机房遥测、遥控的管理功能，为

机房高效、智能的管理和安全运营提供有力

的保证。本项目使用智能监控运维系统将传

统的应用监控系统与环境动力监控系统进行

整合，实现对服务器、交换机、存储、UPS

设备、空调、温湿度、视频、门禁、漏水等

的实时监控，大大减少了人员的工作量。

北京师范大学 IDC 机房以绿色、安全、

智能、高效为设计理念，配电、机柜等设

施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扩展，同时进行

了区域分级建设，引入智能监控系统，IDC

机房的建成很好地满足了学校教学、科研

对 IT 基础设施的需求。接下来学校将进一

步对 IDC 机房进行节能方面进行优化。

 (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

UPS 用电负荷

区域名称 负荷
设备
数量

单台设备
功率（KW）

同时系
数

功率
（KW）

A 区机房

高密度机柜 16 15 0.85 204

中密度机柜 17 6 0.85 86.7

低密度机柜 20 3 0.85 51

B 区机房

高密度机柜 1 20 0.85 17

中密度机柜 3 6 0.85 15.3

低密度机柜 18 3 0.85 45.9

UPS 负荷合计 　 　 　 　 419.9

动力用电负荷

区域名称 设备名称
数量

（台）
正常使用
（台）

每台功
率（KW）

总功率
（KW）

行级空调 精密空调 8 6 2 12

冷水机组 风冷冷水机组 2 1 70 70

A 区机房 精密空调 4 3 60 180

B 区机房 精密空调 2 2 60 120

UPS 配电室 精密空调 1 1 40 40

市电总功率 　 　 　 　 412

表 1  设备配电计算表

数据中心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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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锴淞

东北财经大学校园网作为信息化校园的基础服务设施，在

2015 年主要完成了校内部分区域（主要是学生宿舍区）的无线

校园网三期覆盖，目前共计部署无线 AP 信息点 1300 多个，覆

盖楼宇 30 余座，覆盖房间数量 6770 个，涉及教工约 2000 人，

涉及学生约 20000 人。无线校园网使用人数峰值突破 9000 人，

峰值下行流量超过 1Gbps。当无线网迅猛发展的同时，运维人员

面临的是巨大的运维压力，无线运维不同于传统网络运维，尤

其是学校自建无线网，在人员保障、技术实力等方面均存在一

定程度缺陷。

无线运维的三大烦恼

1. 网络故障难以重现。很多时候师生反映无线网问题，需

要至现场反复确认，很多问题由于无法重现当时情景，导致无

法及时得到处理，从而影响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

2. 难做的网优参数。无线网的优化相对来说复杂，设计许

多层面的知识，同时诸如功率、信道规划，效果验证难度大，

其他优化参数更是专业而复杂，对于一般高校运维人员来说上

手比较繁琐；

3. 难写的报告。每到年底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年终的网络

简报，之所以头疼其实还是网络体验数据难以收集和展现，因

为很多时候，单凭文字描述已经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如何量化

网络服务水平，将在未来直接制约高校网络信息部门的工作成

果评价。

如何提升无线网用户体验

而这三大类烦恼中，网络优化又是一切的基础，为什么这

么说呢？因为之前从网优层次上来说大体分为：网络规划、网

络优化及均衡，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无线网前期规划设计阶段，

无线网使用阶段的接入网优、漫游网优、干扰网优，流量均衡、

负载均衡等。其实这些优化层面本身划分并没有问题，但是取

得的效果却不是很让人满意。举个例子：规划阶段，传统方法

将信道按照物理位置规划后一个一个配置进去，而功率一般就

是通过多踩点测试，通过覆盖区域信号强度进行调整；而网优

阶段诸如：远端关联、漫游粘滞等对用户体验影响较大的问题，

都是通过简单粗暴的参数阈值值一类方法进行操作，实际效果

不好。而落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线网缺乏量化的数据评价，

也就是说一切的优化操作应该基于广泛全面的数据支撑，而不

是凭感觉、凭经验。这才是一直以来无线网用户体验难有提升

空间的原因。

WIS 智能运维管理系统，其实笔者更愿意称其为无线网络

质量评价系统。依靠系统形成无线校园网质量评价体系，即通

过建立一套完整的由各类指标组成的数据、图标等组合来对无

线校园网的整体运行状况进行评价。评价基于无线校园网质量

评价体系广泛收集无线数据，依托于数据产生评价指标；优化

基于评价指标，针对性地对无线校园网进行优化调整，增强用

户体验。这个理念其实从东北财经大学一期无线网建设的时候

就有过，因为网络建设只是开始，最大的工作，最能体现价值

的部分是网络运维。WIS 可以称为智能运维，也可以称为质量

评价系统或是称为无线网络大数据分析平台，这说明基于 WIS

实际大有可为，不仅仅是网络运维，其实它能够在学校的信息

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WIS 智能运维：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WIS 的智能运维特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周期闭环的运维体

系，从用户终端、无线设备的 24 小时网络体验数据跟踪、评

估区域体验、用户体验、问题不用重现都能诊断分析问题，

这在以前的运维过程中是无法想象的；之后通过机器学习算

法，感知各项指标的变化，为用户提供更加聪明的网络服务；

通过数据收集、自动分析，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比较，列出

量化评估体验，无线运维不再复杂
东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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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用户接入效果。

如图 2 根据用户吞吐、信号强度、接入速率等诸多因素，精

准评估网内用户体验，以图中 2016 年 7 月 5 日数据为例，全网

用户体验指标平均高于 80 分。如图 3 实现单一终端全周期体验

水平追踪，精确呈现各项数据指标。如图 4 同时基于体验量化数

据形成网络体验变差原因分布图，以 7 月 5 日全网数据为例，根

据各项指标的分布构成以及相互的关联关系，可以直观发现造成

网内用户体验差的主要原因：时延大、丢包率较高，之后沿着主

要原因向下探索发现该类故障出现的具体区域及具体原因，从而

针对性地解决无线体验问题。

完整收集引起用户体验差的原因，从而实现一键网络优化，

同时提供网络优化建议及优化前后效果对比。

具体优化手段包括：RRM2.0 自动规划全网信道和功率，无

需人工干预；智能接入，识别远端关联终端并且后续优化；智

能漫游，识别和解决漫游粘滞等问题；接入体验，关联认证体

验度量和可靠性提升；应用加速，解决游戏跳 ping，视频卡顿

等问题优化；高度保密会议，一键切入“高密”会议模式，解

决“高密”区域上网问题。

下面就几个问题简单说一下：远端关联解决方案，其方法

是通过全网的终端探测行为，全天候分析终端是否发生远端关

联情况，并分析出 COV 过高或者过低的射频信号，自动持续

调整；漫游粘滞解决方案，通过 WIS 平台、分析终端各种接

入行为、智能识别终端进入粘滞状态后，通过引导终端漫游到

最佳 AP 以达到体验最佳效果。除此之外引起网络体验不同还

取决于终端本身，终端行为会因为厂商、支持标准的能力等方

面有所不同。终端和无线强相关的特征问题都在陆续识别中。

正是通过全网的多维度数据收集及可视化呈现准确的网络质量

水平。

下面以东北财经大学的一个具体智能分析实例来说明。图 5

是东北财经大学梓楠楼（主办公楼）的实际数据，可直观看到全

天用户上网数量，上下行流量情况等数据。

以梓楠楼 7 月 4 日数据为例，可看到在线最高终端数量

网络风险、实现智能网优、优化效果自检等工作，将运维人

员从无线运维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下面我们来看 WIS 的几个

基本功能。

这里是东北财经大学 WIS 系统的一些截图，根据学校自身

情况，规划设计区域，从覆盖效果上进行识别，同时针对特定

时段特定设备上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全程追踪，从而发现覆盖

效果不佳等问题。基于用户上线速度、接入稳定性、正常下线率、

上线成功率、漫游成功率五个重要参数，精准评估用户上网体验，

图 4  终端体验差原因分析

图 1  东北财经大学无线网覆盖情况

图 2  用户在线体验效果

图 3  STA 终端体验水平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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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梓楠楼终端体验覆盖

图 5  梓楠楼用户流量关系趋势

图 7  梓楠楼终端体验差原因分析

超 过 300， 最 大 下 行 流 量 超 过 20Mbps， 最 大 上 行 流 量 不 足

5Mbps。同样以梓楠楼 7 月 4 日数据为例（图 6），可以看到

全天用户体验度量情况，优质用户占比约 30%，良好用户占

比约 50%，质量较差用户占比约 20%，整体用户体验评分高

于 80 分。同时影响用户体验的主要因素为丢包率高、RSSI

值低、时延大等问题（图 7），针对具体问题制定优化解决

方案。

在图 8，我们可以看到全网各区域分时的综合评分情况，可

以看到上午 10 点中，梓楠楼区域评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区

域变成橙色，点击区域进行数据向下探索，可以看到分 AP 接入

点的分时评分表，可以看到某台 AP 在 10 点钟评分出现 77 分，

继续向下探索可看到影响其评分的主要因素是存在大量用户的

图 8  梓楠楼无线体验深度分析

关联失败事件，继续向下探索可以看到具体是哪一台 AP，发生

了何种关联失败事件，可以看到引起关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AP

终端数量已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能够通过增加 AP 缓解

用户上网压力了。

另外，WIS 是一个智能服务体系，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

服务体系，从规划设计阶段的 WIS 云端，到实施部署阶段的

WIS APP，到交付验收阶段的 WIS 客户端，再到后续运维的

WIS 大数据分析平台。正是这样完整的服务体系，让无线网

建设、运维不再是一件难事，让无线网体验终于得到量化评

估，终于让我们的报告不再苍白，未来依托 WIS 我们仍然大

有可为。

（作者单位为东北财经大学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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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在《教育部

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指引和推动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并且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校园有线和无线网络覆盖建设为标志的“网络

校园”建设阶段。此阶段的建设重点是解决校园的网络通达，以

及教学教助教辅管理软件的初步研发和应用，为深化校园信息化

建设提供基础条件。

第二阶段：以校园私有云建设和数据系统互通互联为标志的

“数字校园”建设阶段。此阶段的建设重点是通过基础网络将校

园管理、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等各系统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与规

划，打通信息孤岛，组成完整的校园信息链，为校园数据的智慧

化应用打下基础。

第三阶段：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技术的

深度应用为标志的智慧校园建设阶段，强调技术回归教育本质、

推动教育模式的升级和变革。此阶段的建设重点是实现校园互联

网、物联网高速泛在，智能终端广泛普及与应用，搭建开放协作

的学习科研和工作环境等，为师生轻松驾驭高校工作、学习、生

活提供智慧化的软硬件一体化支持，并有效提高高校的教学工作

质量，培养优秀人才。

高校教育的初衷是为社会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这也

是高校的本质功能。校园信息化建设的推行，必然要服务于高校

教书育人的本质。因此，校园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通

过将信息化技术有效应用于高校教学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实现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的迭代升级，从而优化教师教学工作质量与学生

学习成果，大幅提高高校教育的生产力。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则

需要信息技术与高校教学工作的全过程进行深度结合。通过两者

的深度融合，来搭建信息化的教学环境与过程，进一步推行既能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可以深入挖掘学生的主动性、创造

性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并使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与发展。

在教育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当下，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卓智”）依托丰富的智慧校园运营经验，对高校新型教育模

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混合式学习模式为出发点，研发了针对

线上学习的“云学堂”，针对线下互动教学的“雨课堂”两款教

与学软件产品，为信息化教学提供空间解决方案——“未来智慧

教室”，助力高校实现信息化、智能化教学，推行混合式学习模式。

“云学堂”，解决方案中线上学习的主产品

线上学习，是混合式学习闭环的启动环节。“云学堂”，帮

助学生在线上完成从课件学习、练习、到测验的完整学习过程；

帮助教师在线上利用丰富的课程资源进行备课，并根据图表化的

学生线上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并完善教学工作。在信息化的新型高

校教学模式中，“云学堂”为师生提供了智慧化的线上教学工具，

并为优化课堂教学工作，做好了课前知识准备。

“雨课堂”，解决方案中线下互动教学的主产品

线下互动教学，是混合式学习闭环的重要环节。“雨课堂”

围绕课前、课中、课后三个不同环节，为教师、学生提供无缝的

学习通道，是集教师备课管理、课程授课、课堂互动于一体的教

学平台，实现教师、课程内容、学生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在信

息化的新型高校教学模式中，“雨课堂”为师生提供了智慧化的

线下教学工具，并为优化课堂教学工作提供了应用软件支持。

溯本求源 凝云润雨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回归育才初衷

图 1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效果图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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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智慧教室”，                                               
解决方案中课堂教学空间的核心硬件产品

课堂是高校教学工作最重要的场所和阵地，课堂教学（线下

互动教学）是混合式学习闭环的一个重要环节。“云学堂”、“雨

课堂”两款软件产品，为高校教学模式的变革提供了软件技术基础，

而这一结构性变革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能否

实现；除了软件技术的支持外，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还有赖于

高度智能化的线下互动教学空间的硬件支持——“未来智慧教室”。

1. 灵活多变的教学空间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的桌椅可以根据授课内容及课堂任务

需求，进行灵活的调整，既可以是“集体听讲”模式，也可以是

“分组任务”模式，方便根据课堂互动需要，随意拆分、组合，

为拓展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方式提供硬件支持。

2. 多智能设备无线接入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支持多智能设备接入，教师的授课工

具不再是课本、粉笔，学生的上课工具不再是书本、笔记本，在

统一的高速无线网络覆盖下，通过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等移动智能设备的无缝对接，为师生带来全新的智能化课

堂互动体验。

3. 多终端互动授课系统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支持教师通过 PC 端、移动端同步控

制 PPT、音视频等课程内容的播放，并可通过手机直接对授课内

容进行批注并同步至主屏幕和学生端；支持学生通过 PC 端、移

动端同步课程内容并实时接收教师推送的课堂任务或测验。该系

统打破了传统多媒体教室中，教师被局限在讲台操控课件播放的

状态，帮助教师脱离讲台与学生进行近距离沟通，并即时获得学

生答题、投票反馈，掌握教学效果，即时调整课堂授课内容，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

 4. 3D 课堂直录播系统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通过 3D 微课制作系统、动态捕捉高

清摄像头、录课主机、3DMAX 接口等设备，现场录制教师授课

实况，并转换为具有 3D 场景设计的线上课程资源，实现课堂远

程互动，并帮助高校加快线上优秀课程资源库的建设步伐。

5. 智能集中控制系统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通过智能集中控制系统可实现对照明

系统、多媒体音视频系统、教室环境系统、保安门禁系统等的集

中控制，并可对用电情况进行分析。帮助教师便捷控制教室中的

各个设备，提高授课效率，并配合课堂互动授课需求，智能调整

硬件设备、教室环境等状态，以保证互动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回归本质 用心陪伴”—— “未来智慧教室”是卓智服务

高校信息化建设、为实现信息化技术与高校教学工作深度融合、

迭代更新高校课堂教学模式而推出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核心硬件产

品。据悉，卓智“未来智慧教室”已在西安某高校顺利落成。

由卓智提供的软、硬件配套解决方案，将为学校推行信息化、

智慧化、互动化的高校教学工作，推动传统教学模式向混合式学

习模式的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持。通过众多先进的硬件技术的综合

运用，卓智协助高校打造信息化的教学空间，转变传统课堂教学

结构，推行高智能、多互动的新型教学方式，使高校信息化建设溯

本求源，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质，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图 2  卓智未来智慧教室俯瞰效果图

图 3  多类型智能终端设备无线接入、资源同步

图 4  PC 与移动端同步互动教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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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机房考试教室，配备云计算高配置服务

器 14 台、云终端考试机 504 台、高速先

进的光纤网络设备 12 台，单场可供 500

人同时进行“无纸化考试”。

据了解，新华三基于桌面云技术，结

合教育行业的实际需求，选择计算机教学

场景作为切入点，率先推出了云学堂解决

方案。该方案用虚拟机代替传统 PC，通

过桌面传输协议向师生交付教学需要的云

桌面。

“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我们也经过多

轮测试。目前能做云学堂和云办公的厂商

有很多，然而，能将这两部分内容融合的

非常好的厂商则非常少。”许昌职业技术

学院网络中心主任张小林表示。

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云学堂方案是新华三的超融合架构，

基于 UIS+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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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业务间保证相互独

立、互不影响。

“今年 8 月，中心迎来了参加河南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三批共 1000 多名考生，

近年来，云计算因其资源按

需交付、数据可靠、安全合规、

成本可控、高利用率、高可用、

统一管理等特性，在各行各业被

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由许昌市财

政局和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

建的许昌市会计考试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在开展会计、

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等专业的实训教学任务之外，也

承担着组织许昌市会计从业资格

考试、会计职称考试的职责和功能。该中

心功能齐全、技术先进，是融会计考试和

财经类专业教学实训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

云平台技术中心。

以虚拟机代替传统 PC

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数

量持续增加，教学资源逐渐紧张，因此各

院校都在不断增加计算机的购置和教学机

房的部署。目前很多教学工作都在机房进

行，而教学机房也是学生课余时间上网查

资料、完成作业的主要场所，所以机房的

管理和响应速度，将直接决定教学工作能

否顺利开展。

“中心每年都会承担若干次考试，在

每次考试之前，管理员都要为所有 PC 重

装系统，准备考试需要的环境，考试结束

后又要装一次系统，将 PC 恢复成教学需

要的环境，工作量极大。”许昌职业技术

学院实验实训管理设备处处长鲁幸福说，

为了更好地改善教育教学环境，同时作为

河南省会计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第一个试

点单位，经过多方考量，选择与新华三合

作，使用云学堂技术方案。依托新华三提

供先进的云计算架构技术，创建了 10 个

也迎来了第一次‘无纸化考试’的

实战考验。对于 500 台考试机的考

试环境搭建，我们使用时间非常少，

只需要三分钟。”鲁幸福介绍说，

这个三分钟不是每台机器的部署，

而是整个环境，这在过去是无法想

象的。从几天缩减至几分钟，大大

提升了考试中心的工作效率，减轻

了人工重复操作的工作量，而考试

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得到确保。

相对于传统的 PC 机，云学堂

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

试专用环境。云学堂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会计考试时只安装会计考试程序，不安装

其他软件，保证会计考试过程中计算机操

作系统的专一性和纯净性。二是软件部署

快捷。考试机部署会计考试软件简单快捷，

只需在系统模板上安装一次考试客户端程

序，即可三分钟内实现全部考试机考试客

户端程序安装完毕，保证会计考试系统的

快速安装部署。三是机器批量操作。能够

对所有计算机批量同时开关机和自动运行

考试客户端，减少人工重复操作，考试机

断电、断网均不会影响考试系统运行和数

据丢失，保证会计考试系统正常运行。四

是考试安全可靠。云学堂搭建的考试环境

采用集群部署，后台 14 个云计算服务器，

其中任一个出现瘫痪或意外，其他服务器

会自动及时提供服务资源进行替补，保证

考试无障碍性运行。

未来，中心还会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将更多的考试放到云学堂的环境中，同时

日常的教学也将借助云学堂展开，优化财

经类专业学生的教育环境，进一步提升教

学的效率与品质。

云学堂将教学带入无纸化考试的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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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邦奇

在线教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模式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基于互

联网的在线教学发展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

历史，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应

用模式，本文对互联网在线教学的发展历

程和基本模式进行探析描述。 

在线教学1.0：在线学习资源服务模式

国内外在线教学的最早探索都是起始

于互联网环境下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这一时期，互联网在线教学的基本理念是

“以资源为中心”，主要方式是在互联网

平台上建立资源管理平台，来提供学习资

源管理与服务。我们把这一阶段的在线教

学称为在线教学 1.0 阶段。

在平台构建上，在线教学 1.0 基于互联

网建立 ECM、CMS 等各类资源管理系统，

利用 Web 服务（Web1.0）方式，进行资源

的存贮、展示和宣传，为学习者提供所需

要的教学课件、学科资源、数字图书等各

类学习资源服务。如国内许多学校开发利

用了企业级的资源管理系统（ECM），通

过构建以数字化学习资源为核心，同时可

以兼容异构数据的校级 ECM 平台，具备强

大的学习资源管理与应用功能。国外许多

高校建立了专门的课程内容管理系统（CMS）

来开展在线学习，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早

期使用的 E-Learning 平台主要用于存储和发

布数字化资源。数字化资源由教师制作或

者购买，并由教师发布到平台上，供学生下

载或者直接使用资源。但这一平台除了发布、

存储和提供资源外，其余的教与学活动仍在

教室，通过传统面对面的交流来完成。

在实践应用上，1.0 阶段的在线教学

形成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多元

化的学习资源建设与共享的模式，得到普

遍遵循和应用。本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MIT）率先启动 “开放课件”项目

（OCW）, 此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

大学等众多世界知名高校陆续跟进，推出

各自的开放课程计划。随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又提出“开放教育资源”（OER），

在线学习资源管理与服务进入发展壮大时

期，OER 逐步成为各国高校教育资源建设

和在线教学的主流。我国本世纪初由政府

主导，实施了大规模的国家精品课程建设

项 目，2003~2010 年 共 建 设 了 3835 门 国

家级精品课程、8279 门省级精品课程和

8170 门校级精品课程，形成了覆盖各门类、

专业的校、省、国家三级精品课程体系。

“十二五”期间，我国又借鉴国外教育资

源开放共享的作法，实施精品开放课程建

设项目，建设 1000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和

5000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在线教学资源

建设与应用蓬勃发展。

但是，从本质上而言，OCW、OCR

和精品课程都是一种资源管理与服务模

式，主要是传统的教师讲授视频化和教学

资料的数字化及网络展示，所推出的是课

程制品（course ware），而非课程，即不

是以学习者为对象来讲授和制作的课程，

没有针对学习者的在线学习需求、学习过

程与管理进行设计，学习过程缺少互动交

流，缺乏有效的学习激励措施和手段，因

而在实践中利用效率普遍偏低。

在线教学2.0：网络化教学模式

20 世纪末，鉴于早期的在线教学只

注重资源服务而忽视学习过程的设计，人

们开始从“以资源为中心”的理念向“以

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转变，围绕学生学习

的需要对教学资源进行深度加工，注重资

源的系统化与体系化，并具备了学习过程

的管理，增加了师生交流互动，实现了课

在线教学 4.0：线上与线下的有机融合
过去的在线教学由于师生分离造成了与生俱来的短板，如学习的孤独感、学习中的迷航、学习内

容的枯燥、师生情感交流的缺失等问题，因此，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成为相互弥补的必然选择。

在实践应用上，在线教

学 4.0 的基本应用方式

是“ 互 联 网 +” 课 堂 教

学模式，即线上（online）

课程学习与线下（offline）

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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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习全过程的网络化支持，互联网在线

教学进入 2.0 阶段。因此，在线教学平台

有时又称网络教学平台或教学管理系统。

在平台构建上，这一时期国内外许多

知名教育软件企业投资在线教学平台的开

发，专门开发学习管理系统（LMS）来管

理学习过程（而过去只是管理资源），实

现从课程内容管理（CMS）向学习过程管

理（LMS）的转变。具体来说，LMS 是支

持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管理自动化的一种

软件，强调学习管理与交流互动功能，包

括课程导入模块、导航模块、学习记录模

块、课程教学模块等主要模块，可以支持

对各课程的在线教学的过程。平台技术采

用 Web2.0 技术，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具

有社区化、互动化、个性化等特点，重视

社交理念和交互功能，建立一个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互动性的在线教学平台。

在实践应用上，在线教学 2.0 的应用

方式从学习资源的管理与服务走向基于

学习过程管理的网络化教学与学习，实

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网络化在线教学

与学习应用模式。国外许多大学为了满

足缺少网络技术技能的教师管理网上课

程的需要，尝试开发基于 LMS、功能比

较全面的网络教学平台，如知名的平台

有 WebCT、Blackboard、Sakai、Moodle、

Angel、Atutor、eCollege、Eledge、Virtual—

U 等多种网络教学平台，其中 Blackboard、

Sakai、Moodle 是功能最为完善、使用最广

泛的三大平台。我国高校一方面积极引用

Blackboard、Moodle 等国外平台，同时自

主开发了各类网络教学应用平台，如以

高校为主自行研发的 4A 教学平台、“清

华教育在线”等网络教学平台，以企业为

主开发的北京网梯网络教学系统、安博网

络教学平台、南京易学的天空教室、安徽

科大讯飞的互动式网络教学平台等。网络

化教学与学习在国内外高校得到普遍推广

和应用。

但是从实际使用的平台及应用情况看，

这种网络化教学与学校的课程教学组织及

教学任务结合还不紧密，与教务管理、学

生课程学习管理结合不够，缺乏对学生学

习全过程及学习成果的有效评价，不能提

供网络课程的学习证书或者文凭，以及在

对海量信息资源的有效处理、课程学习的

开放性和社会化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和

完善。

在线教学3.0：在线开放课程学习模式

经过多年的探索，进入本世纪 20 年

代以后，互联网在线教学步入一个全新的

阶段，即规模化在线开放课程（MOOC）

学习阶段。MOOC 的产生是高等教育全球

化和国际化发展的产物，是世界各国许多

高校拓展国内教育和海外市场的重要举

措。《2012 地平线报告 ( 高等教育版 )》把

MOOC 视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在“资源服务”之 1.0 和“学习管理”之 2.0

的基础上，在线教学实现向“课程资源＋

学习过程”的综合和深化发展，同时在线

课程学习从校内应用走向校外开放，进入

以 MOOC 为代表的在线教学 3.0 阶段。

在平台构建上，在线教学 3.0 是围绕任

务化课程教学的需要，对课程学习及管理

进行深度设计，基于将在线学习、社交服

务、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理念和技术融

为一体，实现大规模多面向的实时信息交

流和互动，为学习者提供大规模（Massive）、

在线（Online）、开放（Open）的课程（Course）

学习平台。传统的 LMS（如 MOODLE、

SAKAI 等）虽有各自的课程管理体系，但

是因为其平台不能支持大规模用户同时在

线学习，且没有适用于 MOOC 的社会关系

规则，因此有必要开发专门的 MOOC 平台。

MOOC 平台是基于信息技术上的重要突破而

诞生的，如高速互联网和存储技术的发展，

保障了大规模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传

递；软件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用较低的

成本实现强大的数据处理和网络服务能力；

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系统化的

数据捕捉、挖掘和分析功能等。比如基于

大数据处理技术实现了在线平台学习分析

系统功能，通过各种数据分析方法总结学

习者特征、预测学习者下一步所需要的教

学内容和形式，向每个学生提供智能化、

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在线教学 3.0 基于

在线开放课程的特点和优势，把 MOOC 与

学习者的课程学习任务及教学管理结合起

来，支持包括招生注册、授课、作业、讨论、

考试、发证等环节的课程学习全过程任务，

实现了任务化的在线课程学习模式，受到

高等学校学生及管理者的欢迎。

在线教学4.0：“互联网+”课堂教学模式

随着多种在线资源服务和学习模式的

探索应用，以及各种新兴智能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使互联网在线教学呈现新的

发展特征，将进入 4.0 的全新阶段。新的

在线教学模式是以全体学生的学习活动为

中心，通过对课程学习、在线学习活动进

行系统化的设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打造

智能化、移动化的学习终端，实现多平台、

多终端的对接，实现处处、时时可以进行

的在线学习。

在平台构建上，在线教学 4.0 的一个

重要特征，是在过去以互联网固定终端为

主的课程学习平台基础上，利用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智能网络等新兴智能信息技

术，打造一个开放式、可扩展、移动与固

定相结合的新型在线学习平台，解决在线

教学的入口和与线下对接的问题，实现多

系统、多终端的互联互通和无缝对接。例

如，利用 RFID、二维码、传感器等传感

设备，把人、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

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实现智能化识别、跟

踪和管理。基于移动互联网，由传统的 

Web 平台转向移动平台，教师通过移动终

端进行微课教学、作业推送和实时评价反

馈，学生通过手机上网功能，实现随时随

地的在线学习。利用最新发展的智能网络，

亦称为“语义网”或 Web3.0，其特点是

兼容不同的终端平台，使互联网更加个性

化、精确化、智能化，为智慧教学提供了

先进的技术手段。正是这些智能信息技术

使具有智能化、移动化、泛在化特征的在

线教学 4.0 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在实践应用上，在线教学 4.0 的基本

应用方式是“互联网 +”课堂教学模式，

即线上（online）课程学习与线下（offline）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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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过去的在线教学由于

师生分离造成了与生俱来的短板，如学习

的孤独感、学习中的迷航、学习内容的枯

燥、师生情感交流的缺失等问题，因此，

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成为相互弥补的必然

选择。O2O 模式将课前的视频和教学资源

放在互联网上，基于多终端应用，由学生

进行在线课程学习，线下在实体课堂进行

面授教学、讨论交流，是一种基于“互联

网 +”的新型翻转课堂教学。在 O2O 模式

中，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线下教学与线

上平台对接的入口方式。近年来，一些学

校和教育信息化企业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提出了“智能教室”、“云教室”、“智

慧课堂”等线上线下对接平台，使在线学

习与课堂教学实现“无缝对接”，互联网

教学与学校常规的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在

线教学与在线学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真正实现在线教学的常态化应用。

互联网在线教学始终是一个持续发展、

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各种新的信息技术

发展和应用，必将会出现新的在线教学平

台，在应用上也会出现新的在线教学应用

模式。在目前的技术和应用水平上，互联

网在线教学还难以对传统教学产生结构性

变革和“革命性”的影响，这必将是一个

漫长的、有待持续探索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互联网在线教学发展的比较分析

曾经有学者基于美国在线高等教育发

展历程的数据分析，通过定量展现和客观

评估 2002~2014 年间全美高等院校在线教

育的发展历程，认为美国在线高等教育大

致经历了面向技术的“媒介应用”阶段、

面向内容的“课程整合”阶段和面向平台

的“网络生态”三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

系统梳理和分析国内外在线教学应用和发

展的历程，认为互联网在线教学主要经历

了前述四个发展阶段和模式。互联网在线

教学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所体现的教育理念、技术特

征、应用模式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用

下面的表格来综合比较和分析。

通过以上阐述和比较分析可见，互联

网在线教学从早期 1.0 的学习资源服务阶

段，到 2.0 的学习过程管理，进而到 3.0

在线开放课程学习，再到线上线下真正融

合、正在逐步形成的新型在线教学模式

4.0，充分体现了互联网在线教学不断探

索、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为我们从整

体上把握和进一步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提

供了如下启示。

1. 互联网在线教学的实质是运用互联

网的思维和技术创新教学模式

互联网在线教学是在充分认识教育

本质的前提之下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

来重塑教育教学模式。目前国内在线教学

多是以视频的形式将线下的内容照搬到线

上，这与真正的互联网教学相去甚远。互

联网具有即时、海量、互动、多媒体等特

点，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互联网在线教学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来提

高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如打造活跃的在

线学习社区，通过个性化课程内容定制来

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等。

2. 互联网在线教学的发展始终以学校

教学改革发展的需求为牵引

事实上，在线教学往往是学校教育实

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进行自发革命的结

果。如国外早期的开放课件项目（OCW），

推进单项课程学分认证，在线课程逐步扩展

到更多的学科领域，在线教学模式日渐成熟，

学习评价模式不断突破，都是部分全球顶尖

名校根据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提出并率先

推行的。线上教育不是为了取代学校实体教

学，但会融入学校教育教学领域，改变学校

的教学流程和模式，去解决那些在传统教学

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3. 互联网在线教学的持续发展取决于

在学校教学中的常态化应用

常态化应用是信息化教学得以持续发

展的前提。在线教学的发展从 1.0 到 4.0

阶段，不断增进常态化应用的程度。尤其

是在 3.0 对外开放服务的基础上，在线教

学 4.0回归学校教学的核心——“互联网 +”

课堂教学，以全体学生的学习活动为中心，

构建基于“智慧课堂”等在线教学入口，

实现多系统、多终端学习平台无缝对接，

通过 O2O 运行模式及常态化应用，使线

下课堂教学与在线课程学习真正融合，实

现课堂教学的变革与发展。

4. 互联网在线教学促进教学系统结构

性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虽然历史上教育系统的变革总是滞

后于其他领域，但教育领域随着技术、产

业的发展而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互

联网在线教学终将引发传统教育教学系统

的结构性变革，但这是逐步实现的、漫长

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既不能对此视而

不见，也不能抱有一蹴而就的想法。当前

正在发展的以“互联网 +”课堂教学为标

志的在线教学 4.0 的常态化应用，将促进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不断融合和深化发

展，进而全面变革学校的教学理念、形态、

结构、方式和评价体系，实现学校教育系

统结构性变革，逐步实现信息技术对学校

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作者单位为三江学院教育信息化研究所）

在线教学 1.0 在线教学 2.0 在线教学 3.0 在线教学 4.0

基本理念 以资源为中心 以学习过程为中心
课程资源与学习过程
有机结合

以全体学生学习为中
心

服务模式 在线学习资源服务 网络化教学与应用 在线开放课程学习 “互联网 +”课堂教学

技术平台
资源管理系统（ECM）
课程内容管理系统 (CMS)
Web1.0 技术

学习过程管理系统（LMS）
Web2.0 技术

MOOC 平台
微课
大数据、云计算

多终端学习平台
SPOC
Web3.0（语义网）

典型应用
开放课件（OCW）
开放教育资源（OER）
精品课程

网 络 化 教 学 Blackboard、
Moodle、Sakai

混合式教学
C o u r s e r a、e d x、
Udacity

O2O 应用
智慧课堂

优势分析 优质课程资源开发共享 互动化网络教学
支持课程学习的全过
程

线上线下真正融合
常态化应用

存在不足
课程制品而非课程
缺少互动交流

缺乏对学习全过程及学习成果
的有效评价

在线平台入口单一
与实体教学脱节

实现教学系统结构性
变革有待进一步发展

表 1  互联网在线教学发展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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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催生智慧

大数据催生了很多“智慧”、无论是教

学效果、资源利用、还是学生服务、招生策略、

就业指导、教育评价等，数据都可以告诉我

们怎么做决策。 比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

通过整个智慧校园平台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

过程，详细了解每个知识点学生掌握的情况，

也就是对每门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实时跟踪。

整体来说，在智慧校园的框架下，高校

教学模式以及管理模式都在深深地影响着高

等学校。此外，云计算已经实现了业务之间

的分离，我们可以通过云计算、云平台节省

开支。大学的信息化建设从数字化正在慢慢

进入数据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实现个

性化的教育，这使得我们的学位课程体系向

终身教育和泛在学习演变。 

智慧校园的模式，把我们从传统的教学模

式转变成现代的教育，使得每个人的潜能得到

最大的发挥，从简单的课堂理论的学习到随时

随地的泛在学习模式将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在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信息

技术作为手段服务于教育教学方式

的变革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智慧校园最终的目的是提升开

放教育生态，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智慧校园建设有三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以信息化为目的，第二个阶

段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第三

阶段是要建立生态系统，让师生共

同参与建设智慧校园。

数 据 是 智 慧 校 园 中 最 有 价 值

的。实际上，现在的高校本身有大

量的数据可以供我们使用。我们拥

有丰富的数据来源，有不错的设备

进行数据的感知。怎么利用它们产

生智慧？ 

智慧校园的核心必须要有云平

台，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放在

云平台里面让师生共享；我们要开

编者按

智慧校园建设要有大智慧。人人参与的智慧校园才是真正的智慧校园，在智慧校园的框架下，每个校园中的

主体都是智慧校园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本专题将分享专家对智慧校园的观点，目前高校在智慧教学、智慧食堂中

所做的一些探索以及高校开放数据促进智慧校园的行动。

罗智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副校长

倪明选

澳门大学副校长

（本文根据会议录音摘选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放给学生，鼓励学生提出他们的创意；

我们要培养创新型人才，给他更大的

空间和平台全方位尝试，我们提供可

动态配备的资源，提供有高可靠性，

按需服务的模式。

学校最大的资源就是老师和学生。

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的改革，阻力最大

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老师不愿意改，

我告诉他们这不是你愿不愿意改的问

题，学生跑得比你快。

对政府而言，智慧校园就是智慧

城市的缩影，我们支持政府做智慧城

市就要首先支持我们自己做智慧校

园，智慧校园培养的人才就是将来的

生力军。

我 们 构 建 智 慧 校 园 要 以 培 养 创

新人才为目标，以新兴科技为手段，

拥抱大数据，从而推动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

智慧校园需要大智慧

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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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会议录音摘选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雨课堂”诞生于清华大学几位老师

2015 年申请的在线教育重点课题：《可

扩展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转眼一年过去了。“雨课堂”已经在全国

超过 16000 多个真实课堂中应用。无论是

中小学生课堂还是大学课堂，都被“雨课

堂”滋润。“雨课堂”简单说起来就是将

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到 PowerPoint 和

微信，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沟通

桥梁，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使用“雨课

堂”，教师可以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

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手机，师

生沟通及时反馈；课堂上实时答题、弹幕

互动，为传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提供了完

美解决方案。“雨课堂”科学地覆盖了课

吃什么，真的是个问题。爱吃的鸡腿、

冰激凌……早就被下课早的人捷足先登，

在食堂转一圈后，我们又回到起点。

吃 点 好 的 很 有 必 要。 印 象 中 古 老

的学校食堂怎么才能变得智慧？最近厦

门大学一个团队推出了一款针对食堂的

App“食厦”。“食厦”的理念是重新定

义美食与健康。这款 App 提供给你食堂

所有的菜品，卡路里明码标出。使用者

可以查看个人饮食数据、选择餐厅、查

看个人菜谱订单等等。

看到合适的菜，但是在点菜时候找不

到怎么办？后面排了好长的队，不好意思

智慧食堂：
重新定义美食与校园用餐习惯

雨课堂：
让更多人跑步进入智慧教学时代

慢慢挑？

不用着急，学生可以坐在教室点餐，

然后再去食堂取菜。当然你暂时不用付款，

在订单确认后你会获得一个条形码，带着

它去食堂的相应窗口取预留的餐并且用校

园卡消费即可。

那 App 中所谓的添加到“饮食数据”

是什么？

在校学生的大部分饮食是在学校食

堂，而市场上缺乏针对食堂的饮食记录和

监控 App，在个人数据页面，你可以看到

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偏好口味以及卡路里和

消费金额的情况。

前 - 课上 - 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为师

生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个性化报表、

自动任务提醒，让教与学更明了。可以说，

雨课堂的出现，让更多教师跑步进入了“智

慧教学时代”，让教学从“经验驱动”变

成“数据驱动”。

“雨课堂”最开始只在手机端可以使

用，现在已经有了电脑端产品了。清华大

学的相关人士说，期待“雨课堂”能够让

师生保持连接，“大鱼前导，小鱼尾随，

让师生能够通过智慧教学如鱼得水”。

接下来，“雨课堂”将从智能推荐、

数据挖掘、社交互动等方面进行产品升级

迭代，为教学提供更好的服务。看来，使

用“雨课堂”发红包的日子可能不远了呢。

个人饮食数据

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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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使用，不论是要拿来出版或是做其他

的运用都不加以限制。但在目前绝大多数

信息系统封闭的现实下，依据不同的应用

场景，制定不同类型的数据开放和共享可

用规则更有操作意义。

简单来说，数据若想被认作是“开放”

的，其必须满足：1. 可访问，通常意味着

在网上公开发布；2. 以机器可读的格式提

供；3. 具有允许任何人访问、使用和分享

的许可证——可以是商业的，也可以是非

商业的。

以开放数据为核心的校园创新生态

世界银行发布题为《2016 世界发展

报告：数字红利》的报告，尽管互联网、

移动电话和其他数字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快

速推广，预期中的数字红利，如更高的经

济增长、更多就业机会以及更好的公共服

文 / 金耀辉   符冰   王罡   王永坤 

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随着高等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

升，产生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过去这

些数据封闭、沉睡、孤岛现象严重，2015

年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

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

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加快政府信息平台

整合，消除信息孤岛，推进数据资源向社

会开放。数据开放将会有力推动产业的创

新发展，培育新兴业态，促进分享经济的

发展。

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开源文化，也推

动了开放数据运动。严格意义上讲，维基

百科定义的开放数据 (Open data) 指的是一

种经过挑选与许可的数据，这些数据不受

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其他管理机制所限制，

可以开放给社会公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

务却没有如期而至。互联网通过三种重要

机制推动发展，促进包容、提高效率、推

动创新。世行解释了三种机制如何作用到

企业、个人和政府。

按照世行这个思路，笔者尝试用包容、

效率、创新三种机制作用到大学校园中三

个主体：教授、学生和管理，关于教授和

学生的部分限于篇幅，不赘述。管理部门

在事前事中事后，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鼓

励师生更广泛地参与，更快速地了解主体

需求、适时调整决策、评估决策效果。最终，

高校的创新成果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为

社会培养更多的高水平有责任感的人才，

教授的学术追求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所有这些的核心要求是管理部门的数据能

力提升，大数据时代需要重新定位高校信

息化部门。

数据是智慧校园的基础，数据平台

作用是数据的管理和共享，包括数据采

集、治理、存储、计算、应用等等。高

等学校的数据产生除了教务、科研、财务、

人事和资产等核心业务系统，随着高校

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数据逐步延伸

到校园文化、学工、校友等内涵建设，

这类数据以结构化数据为主，但由于各

种原因，数据质量普遍不高，需要加强

数据治理。网络信息安全在高等教育领

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高校加强了网络

流量和系统日志的收集，这类数据量巨

大，异构复杂，同时还需要有实时处理

能力。物联网、视频监控网的应用在各

高校也得到了应用，社交网络和舆情新

闻受到高校宣传部门的关注，这些都是

非结构化多媒体数据，对这类数据的分

基于数据掀起创新浪潮

趋势

平台

学生的参与度、想象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超乎想象，甚至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了校园管理的盲区。

上海交通大学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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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应用各高校都在探索中。不同于一般

企业的数据，高校的统一身份认证和一

卡通系统普遍应用，因此上述几类数据

都可以通过身份数据关联起来。

在建设数据平台过程中，虽然有很

多方案可以选择，架构也日趋成熟，但目

前还没有一个一站式方案解决采集、治

理、存储、计算和应用等所有问题。尤其

在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以科研创新为主的

高校，不仅要满足日常信息系统业务的需

要，更要满足科学研究和教学创新的需要。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独立地使用开源

社区的解决方案来搭建一个一站式的共享

数据、计算和代码的数据平台。我们的平

台完全使用开源软件，自己选取设计组

件，包括了 Hadoop、Cassandra、Kafka、

Gitlab、OpenRefine、Kibana、Grafana、

Jupyter 等 20 多个开源软件，自己搭建和

运维。开源软件代码公开并且由开源社区

维护，非常适合高校这种 IT 经费相对较

少但是智力资源较多的环境。我们的平台

用于校内部分公开服务，也定期提供给数

据大赛这种大规模、高强度、集中式、密

集计算的场景使用。

在开放数据门户建设方面，我们采

用了 CKAN 开源软件搭建了 data.sjtu.edu.

cn。CKAN 是可以方便搭建集数据发布、

数据共享、数据搜索和数据使用为一体的

管理平台，并且提供了强大而完善的 RPC 

APIs 供用户调用。它的基本组成是数据

集和组织，数据集是数据存储的基本单

元，其中可以包含多个资源文件，提供丰

富的元数据，同时可以方便快速地搜索和

下载使用。组织是用来创建、管理、发布

数据集集合的，用户可以在组织中扮演不

同的角色，并被赋予不同级别的权限来创

建、编辑和发布数据。CKAN 已被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部署用于国家层面的政府

开放数据平台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内

较早使用 CKAN，Bing 用 CKAN 关键词搜

索，data.sjtu.edu.cn 网站排名第三，第一是

CKAN官方网站，第二是CKAN的维基百科。

上海交通大学开放数据及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于 2015 年在国内高校

率先举办了智慧校园开放数据大赛，我们

开 放 了 2014 年 8 月 ~ 2015 年 3 月 WiFi

网络、一卡通、气象三个数据集。网络数

据集由上海交大 WiFi 网络用户的上网流

量统计产生，该 WiFi 网络覆盖交大主要

校区，WiFi 热点涵盖了教室、宿舍、公

共活动建筑以及部分室外开阔场地，包含

了 20000 个匿名用户，1200 万条数据记

录，包括上网地点、上网时间、应用类型

等。用户特征包括了性别、年龄、年级、

本科或研究生等。一卡通数据集由上海交

通大学一卡通的消费记录产生，消费包括

了食堂餐饮、洗浴、超市购物等，包含了

30000 匿名用户、300+ 校园商户、420 万

交易流水。气象数据包括了上海气象局交

大观测点每 10 分钟采集的数据，温度湿

度风速降水等 14 个气象要素。

大赛吸引了校内外 500 多人参与，经

过宣讲会、数据训练营、初赛决赛，最终

60 个队伍提交作品，冠军由中科院联队

获得。学生的参与度、想象力和数据分析

能力超乎想象，甚至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了

管理的盲区。

大赛请到了复旦大学公管学院、校内

电信学院、管理学院、数学系、工业设计

系等多个院系的专家教授以及学校后勤集

团、赞助企业、投资人，汇集各方力量，

从可行性的角度共同商讨智慧校园开放数

据环境下的创新创业机会，促进作品以校

内应用或创业项目的形式落地。

大赛直接孵化了科赛学生创业团队，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大数据竞赛平

台，获得了数百万的天使投资。大赛的

所有成果也在 kesci（www.kesci .com）

网上开源。开放数据的理念在上海交通

大学也催生了多个学生创业团队，比如

迈科技致力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获得

了数百万天使投资。执楠信息是上海交

通大学与上海气象局共同孵化的创客团

队，利用气象开放数据研发了可穿戴设

备“气象徽章”，得到了国家气象局的

高度肯定。

开放数据的风险防范与法规监管

数据开放可能会涉及国家安全、商业

机密和个人隐私，因此数据开放共享的同

时一定要做好风险防范，加强法规监管。

对于数据的误读也是数据开放共享中的主

要风险，由于院校合并、部门调整、集成

商变更等原因造成目前高校基础数据的质

量普遍不高，数据冲突、数据缺失、数据

错误、数据杂乱导致分析结果不可信，因

此需要加强数据治理。

我们的思路是做好学校的数据编目、

数据资产和数据血缘的梳理，联合业务部

门共同做好数据治理以及开放共享风险评

估。这里我们强调风险评估一定是基于应

用而不是基于数据集的，不同的应用可能

并不需要原始数据，仅仅需要脱敏数据或

者统计数据。然而，由于确定数据应用风

险无经验可循，需要业务部门付出很多额

外精力，对于风险评估可能存在潜在的消

极影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借鉴了美

国华盛顿大学的案例。华盛顿大学信息技

术中心设立了信息集成与分析部门，该部

门负责数据集成、元数据管理、信息设计

与架构、数据仓库、商务智能、数据管理

和分析工具等技术解决方案，为学术和管

理提供决策支持，并提供培训服务。这个

技术部门接受数据管理委员会的指导和监

督，数据管理委员会由教授和职能部门官

员共同组成。各类系统应用和教职员工可

以向数据管理委员会申请访问数据。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案例

思考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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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焦宝臣 1   罗敏 2   李珊珊 1   张四海 1

本文在建设智慧型生活服务校园的思

想框架下，对学生注册业务进行了梳理和

优化，并结合物联网的技术特性，提出学

生自主注册形式。利用一卡通平台终端圈

存机，为学生自主注册提供服务。这一模

式不但能够使学生在注册时有更多的自主

性，即依据自己的时间、地理位置等进行

更加方便的注册；而且能减轻学院管理工

作压力。

采用智慧型校园的思想，构建学生自

主注册形式，解决旧有模式的注册系统的

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广阔的

应用前景。

旧有注册系统的问题

注册系统主要是管理学生注册报到的

重要业务系统。学生注册报到是指学生在

每学期开学之初进行的工作，来标记该学

生已经到学校报到，并进行下一步的学习

生活。如图 1 所示，给出了与注册系统有

关联的业务流程情况。首先，将财务系统

中学生缴费情况数据传送到注册系统；其

次，注册系统根据学生缴费情况对学生进

行注册管理（已缴费学生正常注册，未缴

费学生提示先缴费后注册）；再次，将学

生注册状态依据学生类别分别发送到研究

生系统和教务系统；最后，研究生系统和

教务系统依据学生注册情况分别控制研究

生和本科生选课等工作。传统的注册系统

是基于上述业务流程，通过管理学生注册

来获取学生在校注册状态数据，并为相关

联业务系统提供数据支持。

具体的注册工作是，学生到各自的学

院，由负责注册工作的老师核实学生身份

后，使用注册系统设置学生注册状态，即

对学生进行现场注册报到。在这一工作模

式下，存在如下问题：

1. 对学院管理有较大压力。由于学

生注册是学生到各自学院进行现场注册报

到，而学院工作人员是有工作时间限制的，

一般是正常工作时间，因此学生将会集中

在学院工作人员工作时间进行注册报到，

工作量较大，工作强度高。

2. 学生排队现象严重，效率低下。由

于在同一时间段内大家都会去注册，因此

不免会出现排队现象。对于学生来说，注

册将会消耗较长的时间，效率低下。

3. 由于注册时间集中，在同一时间段

内注册业务量较大，对系统和服务器产生

较大压力，系统运行缓慢。

综上所述，现有的注册系统运行使用

模式存在较大问题。虽然在数字校园框架

下建设了注册系统，但是给高校学生注册

业务本身办事效率没有带来本质上的提升。

其根本原因是虽然建设了注册系统，但是

注册业务本身还需要学生到学院现场，业

务办理老师使用注册系统为学生注册。这

主要是因为必须对注册学生的身份进行核

实，所以要采用现场注册的管理工作模式。

学生自主注册的设计

随着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校园的提

出，各高校积极开展了对数字校园进一步

建设和提升工作，希望能够实现智慧校园

为师生提供更加智能的校园环境。变管理

为服务，是智慧校园建设的指导思想。物

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是通过信息传感设

备按照指定协议，把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

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网络。

通常情况下，一卡通平台在学校网络

中是以信息专网的形式存在，来保障数据

信息的安全。一卡通平台在与其他校园网

络中的系统产生业务功能或数据交互等网

络通信时，通常将中间服务器配置双网卡

来实现互相通信。从物联网角度看，整个

一卡通平台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一卡通专网

和校园网可视为物联网。师生通过一卡通

卡片在圈存机、消费机等终端上进行网络

通信，在身份认证的基础上可进行查询、

消费、转账等业务。身份认证是一卡通平

台所具备的重要功能。用户可以在终端圈

存机上进行身份认证。

通过前面对旧有注册业务的分析中得

出，根本原因是在对学生进行注册时，需

要学院中办理业务的老师当面对学生身份

进行核实，然后再进行注册。在建设智慧

校园的思想指引下，提出将具有物联网特

性的一卡通平台与注册系统进行对接，使

用一卡通平台的终端圈存机代替学院办理

智慧校园框架下设计自主注册系统

图 1  注册系统相关业务流程

财务系统

注册系统

研究生系统 教务系统

学生缴费数据

学生注册状态

学生选课

南开大学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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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老师，利用其身份认证的功能，让

学生在圈存机上自主注册。

学生自主注册流程

图 2 给出了具体系统流程图。具体流

程如下：

1. 财务系统中学生缴费数据传送至注

册系统。

2. 注册系统将学号、注册状态等注册

所需要的字段传送至一卡通系统。

3. 一卡通系统将相关数据与圈存机通

信，学生在圈存机上进行身份认证，实现

自主注册。

4. 一卡通系统将学生注册字段返回给

注册系统。

5. 注册系统将学生注册信息依据学生

类别分别传送至教务系统和研究生系统，

以完成相关操作。

自主注册特点

这样利用一卡通平台圈存机上对用户

确认的功能，通过将相关系统做数据和系

统接口集成，可以实现学生自主注册。该

注册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1. 减轻学院管理压力，降低人力成本。

由于一卡通平台的终端圈存机取代了学院

里面负责注册业务的老师，学院不用负责

学生注册业务，减轻了学院管理压力，同

时也节约了人力成本。

2.由于圈存机是全天候24小时开放的，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时间和现场注册人数情况

自主安排注册的时间。这样使学生注册的时

间比较分散，避免集中办理和出现排队现象。

提高了学生自己时间的利用率。

3. 由于学生注册的时间分散了，避免

出现集中办理的情况。这对系统和服务器

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了，提高了系统响应速

度和运行平稳性。

4. 比较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学生自

主注册比原有模式只是多了一个与一卡通

平台相关联的步骤。这样可以保证原有相

关系统在不做任何修改的前提下，原有功

能也可以正常使用。

5. 学生自主注册这一模式归根结底就

是实现学生注册这一功能，但是涉及五个

系统，包括：注册系统、财务系统、

教务系统、研究生系统和一卡通平台，

这使整个体系的通信比较复杂。但是

只涉及到数据的流转，并没有要做功

能上的集成。这降低了上述五个系统

集成的难度和整个体系的故障率。

综上所述，通过将一卡通平台与注

册系统相连接，实现学生自主注册，能

从多个方面提高学校办事效率，也能为

学生提供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服务。

学生自主注册的实现

要实现学生自主注册，需要将注册系

统与一卡通平台相关联，如图 2 所示。各

系统之间也只是做一些数据集成，并没有

做业务功能上的集成。此外，学生是在终

端圈存机上进行注册需要对终端圈存机上

开发一个相关的功能模块。因此必须做两

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图 2 中给出的各系统

之间做数据集成；二是在一卡通平台的终

端圈存机上开发相应的功能模块。

1. 财务系统与注册系统：需要做由财

务系统到注册系统单向的数据推送。大多

数情况下财务系统都部署在财务专网内，

因此在为注册系统推送数据时需要部署一

台中间服务器。财务系统将数据推送至中

间服务器，注册系统再从中间服务器读取

数据。该中间服务器要具有双网卡配置，

既能够通过财务专网与财务系统相连，又

能够通过普通校园网与注册系统相连。

2. 注册系统与教务系统和研究生系

统：只需要做由注册系统到教务和研究生

系统单向数据推送。

3. 注册系统与一卡通平台：技术要求

较高的是注册系统与一卡通平台的数据通

信。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这两个系统之间

需要做双向数据通信，即：注册系统需要

向一卡通平台推送数据，并且一卡通平台

也要向注册系统推送数据。由于一卡通平

台的使用通常会涉及终端消费等情况，因

此一卡通平台通常也会部署在一卡通专网

中。同样道理，在注册系统与一卡通平台

之间进行数据通信时需要部署一台中间服

务器。该中间服务器要具有双网卡配置，

既能够通过一卡通专网与一卡通平台相

连，又能够通过普通校园网与注册系统

相连。

4. 虽然相关系统之间只需要做数据通

信，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各个系统之间的数

据同步时间的设置问题。对于自主注册来

说，注册系统与一卡通平台之间的数据同

步时间设定更为关键。如果同步时间间隔

过长，则会出现虽然学生在圈存机终端完

成了自主注册，由于数据没有同步到注册

系统中，注册系统中该学生的状态还是未

注册，导致该学生不能完成选课功能。但

是如果设置时间过短，由于频繁的数据同

步会对中间服务造成较大压力，对中间服

务器的性能要求就会提高。这需要学校根

据自身情况来进行设定。

在采用自主注册这一模式后，南开大学

的学生注册效率有了很大提升。不但减轻了

学院的管理压力，而且学生注册更加灵活自

主，为师生提供了更加智能化的服务。 

注册系统是管理学生在校状态的重要

系统。虽然实现了对学生在校状态的管理，

但是并未改变旧有的学生注册模式。

学生自主注册的实现，充分体现了智

慧校园建设的思路，即变管理为服务。这

样才能建设成更加智能化的校园，为师生

教学、科研和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为

学校其他业务的改进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作者单位 1 为南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2 为南开大学财务处）

图 2  学生自主注册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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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开篇来认识一位负责网管的赖老

师，这是他每天上班的日常状态。

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先检查资源接收

站是否正常工作，“每天，成都市实验小学

的课件资源修改完后，晚上通过卫星发给我

们。”当一切就绪，他通过校园网向各科的

老师广播，通知他们下载课堂实录、课件并

结合本校的实际进行相应的修改。

接着，登录 QQ 群、微信群处理工作的

事务。有时候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去各信息

化的区域检查一遍。比如，每个教室、信息

技术室、展台、师培室、电子备课室、校园

网络、OA办公网、安防系统、视频播放系统。

没错，那么多地方都是数字校园涉及的

系统，因为学校的整一层都是数字化走廊。不

要以为这学校在东部发达城市，这是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的一所乡镇小学——康定市姑咱

片区寄宿制学校。2014年 9月，1139名来自

于大渡河沿岸四乡一镇的学生们搬到这个依山

傍水的新校区。近期，教育部全国边远、民族

地区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现场会在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召开。本刊记者作为媒体采访团之

一，进入大山深处，近距离地了解甘孜康定地

区的智慧教育，这便是其中之一。

变化的背后，                             
是 A 平台和 B 平台的支撑

其实，无论是旧址还是新址，该学校位

于大山深处，是不变的主题。而不同的转折

是，2014 年学校被确定为甘孜州的首批信

息化数字校园。学生们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

么，但是他们知道，以后可以多“来电”的

经历了。因为，搬入新校区前，全校 24 个

班级唯一的“来电”，只有通过仅有的一个

多媒体教室，平均每个班级一学期才争取到

两三次上课机会。六年级的高爽回忆起旧校

区的“来电”经历仍然很激动，“只有晒课

才能有机会去那里，我们班级的老师要‘舌

战群儒’，才能抢到一次机会。”

搬到数字校园的新校区后，不仅每个教

室都有电子白板，而且连音乐、美术等课程都

用多媒体设备，比如PPT和一些视频来学习知

识。高爽提到一个片段，“有时候，我们班被

选来抽课，上课的时候发现后面的机器给我们

录课，我们好奇地都去监控室查看摄像头。后

来，老师将上课的内容发到微信群里啦。”

他们不清楚这录课的背后是在做什么，

老师又是如何电子备课同步课堂，因为这背

后支撑的是复杂的甘孜州创建的 A 平台和 B

平台两类智慧教育平台。

其中，A 平台以“省内优质带动州内优

质”，依托成都市机关三幼、成都市实验小学、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成都七中四所省内优质

幼儿园和学校，把教学资源引入州内。同时，

根据学生年龄及接受程度，针对不同年级，

开展幼儿园“远程观摩式”教学、 小学“远

程植入式”教学、初中“远程录播式教学”

和高中“远程直播式”教学。

为了防止教学的“水土不服”，B平台以“州

内优质带动州内薄弱”，录制甘孜州内康定市

回民小学、康定市民族中学、康定中学等本土

学校的优质资源，通过网络传输到较为偏远的

农牧区学校。记者了解到，A平台覆盖30%左

右学生，实现学生足不出户、就能远程跟读省

内名校的梦想；B平台覆盖70%左右学生，坚

持教学贴近农牧区实际，促进州内教育均衡优

质发展，B平台与A平台形成互补。

所以，有的学校担任双重身份，它既是

A 平台的远端学校，通过“直播式教学”吸

收借鉴成都七中的优质教学资源，又是 B 平

台的前端学校，把校内名师执教的课程综合

成教学视频，传送给州内其他学校，让全州

信息化的世界，没有边远地区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智慧甘孜”专访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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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共享优质教育。

例如，建立于 2015 年 10 月的康定中

学智慧教育中心，由远程教育管理办公室、

师培室、导播室、录播室、控制室、备课室

AB 平台组成。康定中学初二民族班是 B 平台

前端班，也是甘孜州第一个初中录播班，能

与州内其他初中同步教学。资源通过录播后

传到 B 平台，州内的老师可以通过平台，查

看、下载课件和课堂实录。同时，该中心还

承担学校教师“每天一小时”专业能力提升

的培训任务，自建成以来的一年时间里，总

计培训学时数已超过 200 小时。

同样的，在康定市民族中学，从教学楼

设置来看，五楼是甘孜州第一批建在学校里的

“数字化科技创新体验区”；四楼是计算机教

学区；三楼是多媒体录播区，包括一间RBL和

一个校园电视台；二楼是视频调度中心；一楼

是网络管理与远程听课区。其中，RBL教室（由

recording、broadcast、listen三个英语单词首

字母组合而成）集录课、听课、直播课堂功能

为一体，可以录制优质课程，发布网络公开课，

听远端教师授课。全州的学校可以在康巴网校

B平台的组织下实现协同教研，经验同享、区

域互补，提升各学科的教研水平；在此录制骨

干教师的精品课上传至B平台全州共享。

小学方面，甘孜州康巴网校回民小学建

成了三间主播教室，成为康巴网校 B 平台小

学优质教育资源录制主阵地。主播教室实现

课堂自动录制、直播、点播和自动上传功能，

具有跟踪拍摄的系统，可以实时同步获取老

师和同学的声音、画面，还可以将教室、学

生以及 PPT 画面进行自动切换。

目前，甘孜州已开展远程网络教育的学

校有 95 所，其中幼儿园观摩式教学学校 20

所、小学植入式教学学校 38 所、初中录播

式教学学校30所、高中直播式教学学校7所，

实现了优质教育从“前端”向更加偏远的“远

端”学校延伸。

教育信息化枢纽中心是康巴网校

“智慧甘孜”教育的做法，在顶层设计

上，构建了“1+2+3”的模式。“1”就是

建设一个中心，甘孜智慧教育云服务中心。

该中心基于教育城域网，运用云计算技术（大

数据）手段，集成教育资源、教育管理两大

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上下连接、左右互通”

的甘孜智慧教育云服务数据库和信息枢纽。

“2”是上文提到的搭建两类平台。“3”

是创建三级形态。在州一级的建设中，甘孜

智慧教育云服务中心康巴网校，是甘孜教育

信息化枢纽中心；在县一级创建“智慧教育

中心”，上连康巴网校、下连县内学校，服

务县域内学校信息化实际运用；在校一级创

建“数字化校园”，有效拓展校园管理、教

学、教研、服务空间。

“我们建立康巴网校，是将教育信息化

的很多资源进行整合，把电化教育馆、网络

建设、信息管理进行整

合，把康巴网校作为一

个整合的载体。”甘孜

州电教馆馆长何光良向

记者介绍。如今，甘孜

智慧教育云服务通过卫

星天网和教育城域网，

覆 盖 了 全 州 18 个 县

（市），开通 398 个点

位，接入 826 所学校。

进入康巴网校优

质资源开发区可以看

到，优质资源制作室和

主播教室完成了 1840

余节优质资源的录制，也邀请了州内实体学

校多位专家来到这里录制名师讲座。

此外，远程视频管理与调度室开通远程

听课评价系统、师培督察系统和校园安全管理

系统。其中，师培督查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督促

教师学习。目前，甘孜州开展的“每天一小时”

教师远程培训、远程协同教研、远程同步备

课等新型教研模式，通过这个系统能进行督

查。因为，康巴网校的大屏幕能呈现各个学

校师训室里教师们听课的情况。屏幕的下方

有一个抓图按钮，以帮助考勤的常态管理。

通过设在康巴网校的远程师培管理大屏幕，

甘孜州各个学校的师培情况一目了然。

对于学校的安全管理，康巴网校通过远

端实时查看学校安全情况，能够及时有效地

预防和杜绝校园安全事故。比如，屏幕上能

显示的康定市第三中学室外的画面，也可以

切换到该校教室内的画面。

教师的职责重新定位

甘孜州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要想进行

不同地区学校间的校际交流可谓困难重重。

康定市姑咱片区寄宿制学校任职多年的何

校长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因为，如今，

100M 的光纤进入大山深处的校园，通过远

程网络，网络教学与教研全覆盖、管理与培

训全覆盖，优质资源开发与服务全覆盖，都

已成为现实。

然而，相对于硬件的配备，更为严峻

的考验是师资。搬入新校区前，何校长特意

配备两套电子白板系统，培训关于电子产品

的使用、信息化的课件制作和使用，整整

2014 年上半年都在为此做准备。

尽管如此，由于学校的师资平均 40 岁

左右，其中有的接近退休，对此不解，“明

明一支粉笔和一个黑板能解决的教学，为什

么还非得学习呢？年纪那么大了，如何学得

会呢？”校长说，“他们首先需要克服的不

是技能，而是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事实证明，

后来慢慢地都学会了。”

该校和甘孜州多数教学信息化的学校一

样，搭建了植入式教学管理平台，通过“四
未来课堂，学生用平板电脑学习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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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循环”“五项植入”，教师们在学习中不

断提高。“五项植入”是指将实小常态管理、

课程、教研活动、校园文化、第二课堂植入

学校教育教学中。“四课循环”即“读课、

备课、还课、议课”，教师通过以上的四个

步骤完成一个教学的循环，理解成都市实验

小学课堂背后的教学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教

学认识，形成教学相长。

正如我们采访现场看到的，在姑咱片区

寄宿制学校的电子备课室，教师们集体观看

成都市实验小学的教学视频，记录着同步教

案。他们将吸收借鉴省内优质的教学资源，

进行二次备课。先行消化后，再根据姑咱学

生的特点，把名校课程“植入”进自己的课

堂。除了电子备课，在师培室，按照康巴网

校提供的师培课表，十四位数学老师正在进

行当天的培训。

据了解，自 2015 年 3 月开展至今，由

甘孜州教育系统骨干教师组成的网络培训师

资队伍，利用远程网络，已累计开展“甘孜

州教育系统校长、班主任及任课教师三支队

伍每天一小时专业能力提升培训”千余节次，

参训人数 16 万余人次，甘孜州建立师培室

272 间。

然而，任何成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学生和老师都是如此。对于教师转型的难

处，康定中学校长陈军深有感触：“在这

种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职责如何重新定位。

实际上，课前准备、课后指导、作业考试

以及学生的思想工作还是要自己的老师来

做。教师要成为学习情况的掌握者、学习

课堂的组织者、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学习

疑难的点拨者、学习疑问的辅导者、学习

结果的诊断者。”

未来课堂，                                
让大山不是阻隔未来的理由

康定市第三中学的课堂上，学生们每人

手持一台平板电脑，接收试题、作答、提交

都在上面进行，通过平板的原笔迹书写。老

师手中同样有一台平板电脑，进行及时评

改、讲解和补充。据了解，学生的家庭作

业回家后完成传给老师后，老师能及时地

掌握和了解。

校长刘志介绍，“2009 年实现电子白

板的班班通，去年开始采取录播制的方法远

程教学，主要采取的 A 平台。根据生源基础

的不同，老师将成都七中的课件进行修改，

例如，一节课分解为两节、三节的课程。”

其中，选取三个接受能力相对强的班级，进

行云班教学，正如前面提到的课堂现场。相

对于常规课堂，未来课堂更注重拓展方面的

教学。

有的学校开展的是直播教学。例如康定

中学高中直播班。高中每个年级六个直播班，

完全与成都七中同步备课、同步上课、同步

作业 、同步检测。每个年级一个班，与成

都七中进行未来课堂模式教学。高二 17 班

的课堂，该班在远程直播教学模式基础上，

通过使用平板电脑，实现前远端实时交互。

老师通过数据分析及时把握学情，反馈信息，

引导学生及时补正，实现了分层教学，因材

施教。

康定中学高中直录播教室能看到，由

学校名师执教异地同堂直播课，直播过程

中可以自动定位老师、学生和授课 PPT 课

件，并把课堂教学实况同步综合成教学视

频，并以数字形式传送给异地同堂学校，

让全州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该教室也承担

学校优秀骨干教师专题讲座录制，并由甘

孜网校通过不同网络平台，向全州高中、

初中、小学进行播放。远端学校可以在不

同时段对不同学科专题进行全程观看，接

受培训。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些“高效课堂”，

主要开设了专递课堂、云课堂、植入式课堂、

异地同堂等新型教学模式和开展了远程协同

教研、远程同步备课等新型教研模式。目前，

甘孜州“未来课堂”班共有 42 个，并且在

逐年增长。

“互联网 +”时代，教育行业如何融合新 IT，点燃信息化创新活力。

10 月 26 日，在郑州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上，

新华三集团细致分享了在教育应用创新方面的心得体会，并通过物联校

园、云学堂 2.0 等解决方案，展示出新 IT 为教育行业信息化变革带来的

新价值，成为“新教育”应用落地的“主力”。

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出席大会，并在致辞中表示，

教育信息化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不懈

推进教育信息化”，“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资源，通过知识

改变命运”。作为清华紫光旗下企业，新华三与教育行业发展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更将推动教育信息化改革列为己任。如今，新华三的教育

信息化方案已覆盖所有 985/211 高校，从 CERNET 骨干网、校校通工程

再到三通两平台，新华三至今已经服务超过 500个教育云、教育城域网，

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同时，新华三一直把国家人

才智库建设放在企业战略高度，并将整合新集团所有培训业务资源，打

造集内部培训与对外服务于一体的新华三大学，为国家输送更多信

息化人才和管理人才。未来的新华三，将继续基于新 IT的技术积累，

结合对教育行业的需求理解，不断地为教育创造“新价值”，推进“新

教育”。”

本次大会上，新华三重点推出的云学堂 2.0 解决方案和物联校

园智慧解决方案，让与会的教育工作者们眼前一亮。其中，物联校

园解决方案融合多种终端 (手环、体温枪、身高体重仪、摄像头等 )，

通过物联网网关 ( 行星卫星 AP) 实现统一和高并发的接入、供电和

数据采集，实现智能设备高密并发安全接入，同时基于 500 万台企

业级AP搭建的绿洲平台，针对学校开发了针对学生安全、学生健康、

课堂表现、家校互动等应用。而云学堂 2.0 解决方案则基于教育城

域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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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三再推创新方案落地“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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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的10月14日下午14时，

全国微信公众号累计60万+，累计阅读量超

59亿。作为互联网2.0的产物，微信公众号平

台建立成本低、消息推送及时、熟人圈子传播

效率高等特点，迅速成为热门的宣传渠道。与

此同时，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如雨后春笋般

迅速发展起来。高校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对内

来说，重视交互性的特点，无形之中拉近了学

校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校不再是高高在上

的教育者，而是学生成长过程中亲切的引路人。

对外，和互联网1.0的产物——网站，相辅相成，

共同成为学校对外交流的窗口。对此，《中国

教育网络》针对全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

华东、西南、西北全国七大地区，参加教育部“高

等教育信息化发展”调研的273所高校官方微

信公共账号建设工作进行分析，调研结果表明

近九成的高校设立自己官方公众号，但在日常

建设方面，各学校间差距较大。

近九成高校设立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教育网络》在对 273 所高校进行

调查时发现，如图 1 所示，其中 89.74% 的

高校都设立自己学校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其

名称基本为自己学校名称的全称或简称。在

没有设立自己学校官方公众号的 28 所高校

中，有占 46.43% 的学校存在学校团委或记

者团等形式的官方公众号。换句话说，在调

查的 273 所高校中，高达 94.51% 的高校设

立了官方公众号。可见，在高校信息化建设

过程中，绝大部分的高校很重视微信平台的

建设。有趣的是，作为公众号“门面担当”

的公众号头像，各个学校的选择则大有不同。

在 245 所设立官方公众号的高校中，235 所

高校都使用学校校徽作为“门面”，另外，

重庆大学、中南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 6 所高校使

用了校园动漫形象，武汉大学的头像是由武

大学生亲手绘制的珞珞珈珈，平时也会使用

珞珞珈珈的语气来发文。南开大学、中国海

洋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使用了学校大气的

主楼或是正门照片。有意思的是，哈尔滨体

育学院则使用五环的照片作为头像，与学校

特色相得益彰。

高校公众号其实都是隐藏的大 V

《中国教育网络》采集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5 日期间的 273 所高校的微信发布大数

据，并以活跃粉丝数为排序依据排出中国高

校 TOP10，如表 1 所示。“活跃粉丝数”根

据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力，根据智能分析模型

来评定，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公众号的影响

力和价值。从榜单上来看，前十的高校都是

活跃粉丝数超 10 万的“大 V”，而且前两名

的活跃粉丝数近 20 万。从第 11 名以后就是

10 万以下的公众号，第 11 名是活跃粉丝为

93350 的南京艺术学院，该校也是职业学校

中排名最高的。活跃粉丝数超10万的学校中，

10 所中有 9 所是 211、985 高校，说明在发

展微信公众号过程中，高校已经充分利用校内

外优质资源。在前十的高校中，每月发布次数

基本维持在25左右。可见，想成为有影响力

的微信公众号，是与日常的运营分不开的。

除此之外，从阅读总量上来看，半数的

官微阅读总量突破 50 万，虽然总阅读量与

头条文章阅读量差距不大，但是与平均阅读

量差距很大，几乎是 10 倍的关系。这就说

明官微很重视每次头条文章的推广，并且受

众也比较容易在推送中点击头条文章阅读。

但是其他文章的推广程度和质量远远不及头

条文章。

国防科技大学如何做到微信原创榜第一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图 1  高校设立微信公众号情况 图 2  各项指标排名冠军（时间为数据峰值出现的时间段）

学校名称 活跃粉丝 次数 / 文章数 超 10W 文章数 文章总阅读数 头条文章阅读量 平均阅读数量 点赞总数

武汉大学 19 万 + 24/46 2 678035 592054 57385 10111
四川大学 19 万 + 22/46 1 672694 475515 58699 7936

上海交通大学 18 万 + 28/29 0 603600 599452 78920 9442
厦门大学 15 万 + 25/46 1 520236 517523 80662 9511
浙江大学 14 万 + 28/31 0 476438 466944 61633 7103
北京大学 12 万 + 27/38 0 368536 316373 39171 7515

电子科技大学 12 万 + 25/50 3 734218 498677 49570 11582
东北大学 12 万 + 25/38 0 385592 343419 41580 8948

华南农业大学 11 万 + 13/18 0 145538 118519 43300 1880
重庆大学 10 万 + 27/40 1 316023 296543 30600 4366

表 1  高校 TOP10（以活跃粉丝排名）

高校“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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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领跑“各项指标  
排名冠军”

图 2 显示的“各项指标排名冠军”中，

WCI 指数是考虑总阅读数、平均阅读数、最

高阅读数、总点赞数、平均点赞数和最高点

赞数六个维度数据后得出的综合指标 , 可以

显示公众号在单位时间内影响力。电子科技

大学在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 日期间，WCI 指

数高达 1041，排名第一。同时，电子科大

以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 日一周累计发布 24

篇文章的优势，领跑榜单。但是在平均阅读

量和点赞数上，“西安石油大学”以一篇“65

校庆！西石大官微给你送礼物”在榜单上遥

遥领先。足以可见，涉及到受众的切身利益

的文章易于在朋友圈内的广泛传播，且会得

到较高的阅读量和点赞量。

单篇文章的阅读量还需要提高

从调取的2000篇微信文章大数据来看，

如图 3 所示。单篇文章的阅读量多集中在 5

千至 1 万，说明学校官微的阅读量正常水平

值为 5 千至 1 万。13 篇阅读量破十万，占

0.65%，所占比例比较小，学校的官微还需

要在文章的推广方面多多下功夫。

从单篇文章的阅读量上看，具体情况如

表2所示。其中6篇的文章借以校庆的背景，

以软文形式介绍学校校史，这样将文章的受

众群不仅仅局限在在校的大学生，还可以扩

大到所有的校友，一份份浓浓的母校情便体

现在破十万的阅读量。两篇文章来自武汉大

学的“集体婚礼”，一篇是活动推广文，一

篇是现场活动的新闻报道，这也是前十文章

中唯一一篇新闻事件的报道，呈现形式上多

图、少字，符合现在“读图时代”的特点。

其中一篇文章是来自厦门大学的“跨校最强

CP”，讲述的是川大和厦大互相庆祝校庆，

这样无形中扩大了文章的受众群，也会增长

阅读量。另外一篇是“最美方队评选”，恰

值军训季，符合校园热点。

高校官微原创程度不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官微的原创程

度不高，从图 4 上看，国防科技大学以一月

45 篇原创文章高居榜首，其次是 41 篇的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从原创率上看，国防科技

大学以每周高于 72.72% 的原创率一直领跑

原创榜。但是从整体的原创文章数榜单上看，

差距明显。重庆大学以 21 篇排名第六，这

几乎是第一名的一半。某种程度上说明，高

校官微文章申请原创的程度不高，一方面说

明学校官微等级不高，还不够申请原创的级

别，也阻碍了官微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

校园官微承担着学校对外窗口的作用，会引

用其他微信号已经发布的校园信息，这一点

是不可避免的。单以“国防科大”在 10 月

份第二星期中唯一一篇没有申请原创文章

“厉害了！兵哥哥的跆拳道世界”为例，内

容以推广校内跆拳道社团视频为主。

国防科技大学这一月的每周原创率为

图 3  单篇文章阅读量

图 4  官微单月原创文章 TOP5

公众号 标题 单周阅读数 单周点赞数 原创标识

山东农业大学 生日快乐，山东农业大学 100000+ 2285 无

武汉大学 太美太浪漫，武大 123 年来首次集体婚礼！ 100000+ 2001 无

厦门大学 谨以此文献给厦大第一 CP 100000+ 1884 有

武汉大学 让爱回”珈”——武汉大学首届校友集体
婚礼即将隆重举行 100000+ 1446 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你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0000+ 1279 无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00000+ 1048 无

重庆大学 87 岁重大丨时光深处，与你相遇 100000+ 984 有

电子科技大学 盛装只为你！亲爱的成电人，欢迎回家 100000+ 980 无

成都理工大学 最美方队你说了算｜近期不会再有投票了 100000+ 853 有

电子科技大学 这所大学搞出来这么多黑科技，但居然低
调了 60 年 100000+ 845 无

表 2 单篇阅读量的前十文章

80%、93.33%、72.73%、73.33%，每周以热点

时事评论、校园人物采访为主，还会有“有

声小说”这样的特色板块。内容全部与国防、

练兵等校园特色紧密相连。这一点是值得其

他学校学习的地方。

总的来说，学校官微的建设都已经提

上了日程，但是建设程度差距很大，排名

靠前的学校与榜单末尾的学校在各项指标

差距较大。从发布文章内容上看，内容多

以软文为主，贴近校园，易读性很强。其次，

内容紧跟热点，这期间恰值国庆，官微文

章内容多以“为祖国庆生”为主，并结合

学校校庆加以宣传。第三，娱乐话题不多，

这体现了官微的官方性。第四，文章原创

率不高，这不仅是官微角色定位所致，也

是与日常运营息息相关。

针对此，《中国教育网络》还会在年末

推出高校数据更为全面，分析指标更为细化

的“中国大陆高校微信公众号排名”分析报

告，届时尽请关注。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清博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