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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 将成为
高校业务流程再造的中枢
2016 年 6 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

出了高校要建立首席信息官（CIO）制度。这一制度从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

即开始动议，六年间，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逐渐融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教育管理信息化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成为教育信息化工作中浓墨重彩的

一个改变。

许多高校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真正实现学校的信息化，单靠一个部门

或技术部门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CIO 肩负着梳理学校业务流程，协调平

衡各方利益的关键，可以说是高校流程再造的中枢。而 CIO 最为艰巨的挑战，

怕也正在于触及多方利益。

CIO 机制体制建设首要工作是“名正言顺”，有权有责。如何把信息技

术真正融入现有业务流程，提高水平和效率，扩大服务范围，都需要相应的制

度设计。设立一位具备 CIO 领导力的专职 CIO，不仅在高校，在所有关注信

息化的单位，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当前，高校信息化正在与学校的发展战略目标、发展路径逐渐融合，要

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将信息化融合到各个部门、各个院系的工作中去，

其背后也意味着对学校流程及业务的重组再造。这个过程，势必影响到原有

流程中诸多利益群体。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这是充满智慧的一个倡议，有益于全球的网络治理。大到国与国之间，小

到一校部门之间，也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理念，打造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

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真正推进和落实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促进高等学校“双

一流”建设的稳步推进。CIO 在进行高校 IT 治理中，也需要打造一个利益共

同体，将各个部门、各个院系的信息化治理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

其次是 CIO 人选的挑战。CIO 本身就是泊来词，包含更多是管理的职能，

而目前高校分管信息化的副校长需要更多学习，不仅要提高管理能力，还需

要对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有前瞻性的把握能力，更需要对高等教育本质的深度

理解，才能达到专业 CIO 所需的各项能力。

第三，方法与策略的挑战。在 IT 发展战略明确之后，CIO 应制定有效

的路线图。评估分析现状，结合实际找准切入点，设定目标、统一规划、设

计并建立与决策相关的各项制度，明确标准规范，整体架构及流程规范，各

项具体任务等。

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教师和学生，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CIO 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能落入先进技术或先进系统的陷阱。我们应该看到，

当下信息化的低效应用、浪费现象屡见不鲜，信息化被边缘化是诸多学校忧

虑的问题，信息化如果停留于对高校管理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上，那么，“以

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规划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CIO 在当前环

境下提出并确立，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它将明确信息化战略与学校发展

战略保持一致的方向，并且真正带动高校向双一流、向教育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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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ig 有望 2017 年用于手机

WiFi 连接的速度正越来越快。

目前，WiFi 联盟将开始对支持超快速

WiFi 标准，即 WiGig 的智能手机、笔

记本、路由器和其他设备展开认证。

WiGig 技术将把当前最快 WiFi 网络的

速度提升一倍。WiFi 联盟表示，明年

将会有很大一部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支持 WiGig。

WiFi 联 盟 表 示，WiGig 的 适 用

距 离 较 短， 只 有 约 10 米。WiFi 联

盟营销副总裁凯文·罗宾逊（Kevin 

Robinson）表示：“我们将其定位为

房间内技术。”

这将成为 WiGig 的重要局限，不

过这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或许，

其中最令人兴奋的应用就是虚拟现实。

目前，如果你想要搭配游戏主机或 PC

使用虚拟现实头戴设备，那么必须用

到许多线缆，因为当前的移动通信标

准速度不够快。不过，WiGig 的速度

将足够快，从而可以支持虚拟现实。

WiFi 联盟表示，WiGig 的快速连接将

可以用于现实增强、4K 视频，以及将

手机和笔记本的显示内容通过流媒体

的方式传送给桌面显示器。此外，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公共接入热点可能

会使用这项技术。 

Recod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

（来自：CNN新闻）

（来自：futurism.com） （来自：recode.net）

HTTPS 日趋普及 互联网比一年前更安全

虽然关于网络黑客的报道屡见不鲜，但仅和一年前相比，

互联网的安全性提高不少。谷歌在新发表的《透明度报告》中

指出，网络安全的提高得益于使用加密连接的网站越来越多。

谷歌从 2015 年初开始检测 HTTPS 连接频次。报告称，

“通过 HTTPS 的安全浏览正在成为标准，Chrome（谷歌浏览

器）桌面用户浏览的网页中，逾半数通过 HTTPS 传输；浏览

HTTPS 网页占到用户上网时长的三分之二。HTTPS 在移动设

备上不太流行，但随着时间推移，用户在移动设备上浏览的

HTTPS 网页也会不断增加。”

Futurism

AI 算法欲以外貌判断身份

人类越来越擅长研发更好的人工智能（AI），竭力让它

们像人类那样去思考和行事。现在，AI 正继续迈向新目标：

基于人类外貌迅速判断出其身份。

近期，法国圣母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套算法，

可以通过信任度与支配度等特征识别出人脸。研究人员首先

要求人类志愿者根据感知信任度、支配度、IQ 以及年龄等特

征，判断 6300 张脸部的黑白照片。随后，绝大部分脸部照片

及其标签被用于训练算法。此后，机器开始接受测试。结果

显示，算法不仅能像人类那样，基于第一印象迅速做出粗略

判断。进一步测试显示，它还能利用人类相同方式识别出脸部，

比如嘴巴可表明信任度、垂眉则代表支配度等。

牛津大学 2017 年将开设网络公开课

在网络课程日益兴起的今日，牛津大学日前宣布，将于

2017 年首次开设网络公开课。

截止目前，世界许多名牌大学早已在网络上开设各类网

络课程。而牛津大学将于 2017 年 2 月份首开网课，对于世界

各地的学生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利好消息。根据消息，牛津将

首次在 edX（edX 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的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堂平台）上开设经济类课程，主要探讨政府在经

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问题。

开课学院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表示：“网

络课程是传播知识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它也将惠及更多世

界各地的学生。”

BBC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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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软件、云安全、物联网被划重点

两大杀毒巨头发布 2017 年安全威胁趋势预测：

无论是 BYOD 还是企业数据向云端的迁

移，企业网络边界扩展到云端，且日趋模糊。

在云服务的“成本、效率”和“更多的控制、

可见性和安全性”这一矛盾中，云服务提供

商要为不同客户提供不同的平衡点。而目前

访问控制和身份验证在云安全保护中仍是最

薄弱的技术环节。迈克菲预测针对管理员账

户的定向凭据盗窃和暴力攻击将会增多，且

攻击流量将在容器与容器，虚拟机与虚拟机

之间移动，试图攻击使用同一云服务提供商

的不同客户。

对云端数据的访问控制，赛门铁克则更

看好云安全访问代理 (CASB) 的方式，通过类

似安全网关的方式对云端数据进行访问和权

限控制，并辅以访问终端的安全防护，来保

障数据的安全性。

2016 年 10 月末，美国 DNS 管理优化提供商 Dyn 遭遇僵尸网络 Mirai

发起的 DDoS 攻击，这一僵尸网络是由暴露在互联网上的大量存在弱口令

漏洞的摄像头组成的。这直接导致大半个美国互联网瘫痪。并且攻击仍

然在全球其他地区延续。物联网设备的安全风险以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

果再次引起人们广泛重视。

除了工业用物联网设备以外，企业与家用物联网设备的数量也在与

日俱增。打印机、恒温箱，甚至是洗衣机或者冰箱，一切联网设备都有

可能成为攻击发起的跳板。目前，大量已进入市场的物联网设备在设计

之初便缺少有效的安全防护机制，且有很大一部分无法通过软件 / 固件更

新得到改善。2017 年针对物联网设备发起的攻击可能会进一步增多。

勒索软件下一站：
智能汽车和云基础设施

用于控制汽车的手机应用、内部复杂的传感器控制系统、

软件漏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风险点。除了可能的远程攻击、未授

权监控并获取汽车定位数据等信息外，2016 年非常活跃的勒索软件也

可能通过锁死汽车控制系统索要赎金。此外，云基础设施也正成为网络攻

击者获利的重要攻击目标。一旦发动勒索，攻击者突破云服务提供商对云

基础设施的基础性安全保护，没有在云上做额外安全加固的企业数据也可

能受到影响。为了避免关键数据的丢失，企业将不得不支付赎金。

仅 CryptoWall 3.0 这一单个勒索软件系列收入就可能超过 3.25 亿美元。

但随着“停止勒索”等相关计划的展开，安全行业和国际执法机构的联

手合作，2017 年下半年全球勒索攻击的规模和效果会开始下降。

1

物联网设备引发的DDoS攻击增多

云威胁与日俱增

赛门铁克和迈克菲（McAfee ），

全球两大终端安全技术与反病毒厂

商，近日几乎同一时间发布了对 2017

年的安全趋势预测。

2

3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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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胁情报共享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虽然之前威胁情报的共享受到“可能无意共享客户隐私

信息”、“失去企业竞争优势”以及“公众会知晓哪些组织

受到黑客攻击”这三点阻碍，但这些担心目前正烟消云散。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 已经将美国政府与私营企业

间的责任保护，延伸到共享实体的私有企业间，为下一步威胁

情报共享提供了法律基础。美国企业正在评估相关的威胁情报

共享政策。

同时，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的信息共享和分析组织 (ISAO)，

将在 2017 年建立 ISAO 平台，根据细分市场、区域并围绕利益

相关性建立 ISAO 社区，以及允许企业将威胁情报添加到自己的

安全系统中。可以预测，随着 ISAO 和其它威胁情报共享计划的

发展（目前国内也有相关行业联盟），其管理和业务将得到改善，

2017 年将会有更多的威胁情报共享。

（来源：安全牛）

	 越来越多攻击将目标锁定硬件和固件

因为硬件漏洞可以侵蚀整个软件堆栈运行和安全的特性，对

硬件的攻击成功，即意味着所有系统基于软件的安全机制和保护

措施全部失效。虽然硬件相较于软件更不容易被攻击，但是利用

硬件逻辑漏洞的攻击也并不是天方夜谭。迈克菲认为，有理由相

信黑客高手有能力攻击基于传统 BIOS、(U)EFI、固态盘、网卡和

WIFI 设备及其上的固件系统。同时，固件也是恶意软件理想的藏

身地，如 BIOS 会被大多数杀毒软件无视，即使系统重启也不会对

恶意软件造成任何影响。在防御的一方，基于硬件层面的安全防

护技术，如使用 UAF 和 U2F 协议的 FIDO、可信执行环境 (TEE)

以及可信平台模块 (TPM) 也在被广泛实践。

	 无文件恶意软件蔓延

传统终端安全防护需要检测执行文件，并依据特征库对可疑

文件进行鉴别。而无文件感染不需要使用任何类型文件作为载体，

可以在不写入硬盘的前提下将可执行文件解密并直接加载入内存，

使得终端防护产品无法进行侦测，也无法获取恶意软件的执行记

录。这种非硬盘驻留型恶意软件因为其没有文件实体，所以可以轻

易逃避入侵防御和防病毒程序的阻拦。赛门铁克预测其会在 2017

年继续蔓延，目前其主要攻击方式是通过 Windows 的 PowerShell，

一种任务自动化及配置管理框架进行传播。

	 无人机劫持风险显露

通过拦截无人机控制信号而篡改无人机定位或航线信

息，甚至被攻击者远程控制后，遭劫持的无人机可被用于

各种违法行为，如盗窃其上的设备和数据（特别在物流领

域），对其它机构网络进行渗透等。相对的，也会出现“反

无人机”攻击技术，例如利用漏洞设置禁飞区。

消费类无人机因为其开放端口和弱身份验证，使其可

被轻易进行中间人攻击。所幸，目前商用无人机大多数漏

洞可通过安全补丁进行修复。它们更多是因为没有采取安

全措施，如不使用加密通信和大量开放端口而容易被成功

入侵。

		 机器学习双刃剑：也会被攻击者利用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海量的安全数据分析上，给

了企业安全人员更多的能力。企业需要拥有更强的洞察力，

这将增加人与机器的进一步协作。除了要求企业能够收集

和分析不同企业、行业和地区中的端点和攻击传感器数据

外，对于云端的庞大实时威胁情报网的利用方面，赛门铁

克也认为机器学习会在安全威胁分析中起到重大作用。

但是，机器学习对大数据分析处理的能力，也可以

被攻击者利用。迈克菲认为，试图进行企业电子邮件攻击

(BEC) 的诈骗分子，也正试图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从海量

的公开曝光数据、社交媒体以及泄露数据等社工库中挑选

更高价值的攻击目标。

2017 年，可能会出现提供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和海量公

开企业数据的“目标获取即服务”数据盗窃服务提供商，

并加速社会工程学攻击的进步。

4

5

6

7

8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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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科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科学是所有涉

及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医学、

经济学等。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

天文、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可进一步分为基础科

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

学问，应用科学是利用科学发现原理研究生产技术和

工艺过程的学问。

科学涵盖如此之多的分支，深入我们生活的许多

方面，有的人会忍不住为它的“高大上”而膜拜。且慢，

这里给大家降降温，我们不要美化科学，不要“迷信”

科学，其实，科学不是万能的。从数学的角度看，无

穷大和无穷小对应的自然表象难以展现；从物理学看，

空间无限大与物的无限小无法确定，请问最远之处在

哪儿？最远之外是什么？最小之内是什么？从化学看，

科学解释不了生命起源，也无法预测人类的终结。科

学仅仅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行为过程。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科学很“酷”。

比如，科学与直觉无关，直觉和表象往往掩盖自然的

本质规律；科学与预期无关，科学是发现，而发现是

无法预期的，因而科学不像工程和技术可以制定发展

规划，科学是不可以规划的。科学是唯一的、客观的。

综合来看，科学是中性词，科学不代表正确或高尚，

科学不能变得自高自大。科学是人类对真理和真相永

无止境的追求，通过不断探索去发现事物的本质规律。

科学新知识必须经过实验或观察并经得起重复检验。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给“科学”下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

没有公认的定义并不等于就没有了公认的判断标准。

从科学的自身发展来看，现代科学产生于四百年

前，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假说、新的学科产生，

并不断更新、淘汰原有的理论。但其基本假设一直未变，

就是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不

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盏明

灯，但其所照亮的领域是有限的，而未被科学照亮的

世界又是动态的、变化着的。

简言之，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科学是客观事物属

性和自然规律的反映；科学是对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

的总结，是人类认识达到成熟阶段的成果；科学是对

经验资料进行抽象、总结和归纳而成的系统理论；科

学要运用经验的方法，形象构思的方法，逻辑的方法；

科学与宗教迷信相对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

科学不等于正确，有非议和不足是论文的常态，

科学的不断进步不仅要求科研人员尊重他人发现的优

先权，还要尊重他人理性怀疑的权利。因为科学上新

的命题往往是挑战已知概念，不可能符合传统逻辑，

引起非议是必然的。同时，科研人员不仅要严谨，而

且要诚实守信，准确无误地报告研究过程，诚实地向

科学界开放自己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要客观公正

地评价他人的科研成果，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维

护自己和同行的社会声誉。

                                    

科学不等于正确，有非议和不足是论文的常态，科学的不

断进步不仅要求科研人员尊重他人发现的优先权，还要尊

重他人理性怀疑的权利。

科学不代表正确或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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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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推出掌上 AR           
运用于教学

近日，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协会举办了第

十九届菌草培训班活动，85 名学生参加了

本次培训。在线下，学员们通过林文钦教授

的讲座学习菌草的相关知识，通过参观学校

菌草研究所与菌草进行亲密接触；而在线上，

首次将 AR 掌上智库运用于培训，其立体菌

草体验活动均获学员好评。“现在在手机上

就可以看到灵芝的生长过程了呢，就像是亲

手栽种了一样。”林学院 2014 级林学专业

徐桂霞在 AR 立体菌草体验中不仅收获了菌

草的相关知识，还过了一把“种植瘾”。

据本次培训活动负责人宁叶平介绍，

AR 掌上智库应用将使乏味又耗时的种植农

科知识变得立体化、互联网化，更加符合学

生的阅读和学习，有利于菌草等农林类种植

知识的教学。

浙大学生在黑客“世界杯”夺冠

前不久，世界顶级黑客大赛 Mobile Pwn2Own 2016 在

日本东京落幕。腾讯科恩实验室以 45 个积分和 215000

美元奖金摘得桂冠，获得了“The Master of Pwn”（破解

大师）的称号。

这支冠军队伍的主力队员中，有两位来自浙江大学

计算机学院——何淇丹是浙大毕业生，目前供职于腾讯

科恩实验室；刘耕铭是一名大四学生，主攻信息安全方向。

Pwn2Own 是世界著名的黑客大赛，由 Trend Micro 旗

下的著名安全项目 Zero Day Initiative 举办。此次在东京

举办的 Mobile Pwn2Own 重点关注移动操作系统、手机浏

览器和手机应用 APP 的安全性问题。由于比赛关注点是

移动端，所以参赛者瞄准的目标是智能手机。参赛团队

以 iPhone6S、Google Nexus 6P 和 Galaxy S7 为硬件目标，

完成获取手机内部敏感信息、给手机安装恶意应用程序、

固件及破解三个攻击项目。比赛中，有一个数据被外人

津津乐道。腾讯科恩实验室团队在远程攻破 Nexus 6P 时，

仅仅用的 10 秒钟的时间。

近期，从教育部网站获悉，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战略部署，切实做好新时期的教

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教育部成立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任组长，教育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杜占元任副组长。成员为教育部有关司局和

直属单位（办公厅、政策法规司、发展规划司、人事司、

财务司、基础教育一司、基础教育二司、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高等教育司、教育督导局、民族教育司、教师工

作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科学技术司、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教育司、中央电化教育馆、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要负

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主任由科

学技术司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战略部署，统筹协调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重大问题，研究制定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

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

同时撤销“教育部信息化领导小组”和“教育信息

化推进办公室”。

教育部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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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平台覆盖近 30 万大学生

11 月 11 日在成都召开的全省高校教育教学信息化工作会传出消息：到

2020 年，四川省将基本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高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格局。

“十二五”期间，四川全省高校积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教育教学信息化建

设步伐，共有 50 多所高校开通了网络学习平台；共立项建设省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 33 个，获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6 个。各高校积极推进

教育信息化深度应用并尝试融合创新，网络学习平台现覆盖高校教师 1.8 万余人、

学生 29.6 万余人，使用网络教研室功能的教师 1.4 万余名，采用网络空间进行课

堂教学的教师 1.9 万余名。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全省精品开放课程累计覆盖学

生人数达 436 万人，课程网址点击数超过 8644 万人次。

浙江：
拟建基础教育信息化专家库

近期，福建省教育厅下发通知，拟建立福建省基础教育信息化专家库。推

荐专家库人选包括学科专家、管理和技术专家。学科专家的推荐范围是福建全

省中小学、幼儿园学科教学骨干教师、各级教研机构教研员。每个设区市每学

科类别推荐 2~3 名。管理和技术专家的推荐范围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电教部门、

中小学校 ( 幼儿园 ) 教育信息化管理人员。每个设区市推荐 5 名。

据悉，当选为福建省基础教育信息化专家库的专家，需要在省教育厅信息

化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根据福建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参与福建省基

础教育信息化标准的制定 ; 为基础教育信息化项目的研讨、规划、评审、验收

等工作提供咨询和服务 ; 承担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基础教育资源及应用的

审查和评价等工作。

北京：

四川：

宁波教师培训开启“互联网＋”时代

怎样让教师的学习做到“全时空、

全过程、全领域”覆盖？日前，浙江省

宁波市“互联网＋培训”正式启动，一

款移动应用程序（APP）——“宁教慧师”

上线试用，今后，老师们下载此软件，

就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重复学习。

“互联网＋培训”平台将通过新

技术与课程的融合在教育培训中全面推

进，让全市教师更好地利用碎片化时间

学习。此次上线的 APP 是“互联网＋

培训”平台的一项内容，面向宁波市及

浙江省内外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开展专业

发展培训，适用于自主选课、指令性培

训、校本研修等。教师们通过手机，即

可学习针对性微课程，还可在线研讨。

据悉，这个浙江全省率先实行的教

师智慧培训项目还可共享教学资源，任

何好的微课程均有机会成为培训课程。

它还具有选课、学习、交流、考试、学

分统计、班级管理等多项功能。它采用

问题导向的微课程体系，可将片段化知

识联结成学科体系，每位学员都能自定

学习计划，随时随地回顾学过的课程。

福建：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反电信诈骗宣传将走进当地高校

11 月 8 日，由北京市公安局、人民公安报社共同主办的“做

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大型公共安全教育高校巡演活动正式启

动。15 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了“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大型

公共安全教育高校巡演活动启动仪式。从 11 月起至年底，活

动将陆续走进北大、清华等 15 所在京高校，提升在校师生安

全意识、自防技能。

高校行活动期间，除了各警种教官上台讲解互动，还会

创新形式举办校园户外活动，运用模拟驾驶器、消防逃生设

备等科技装置，更加真切地让师生感受各类危险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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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当信息技术给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许多领域

带来革命性变化之时，教育领域还普遍存在着低效应用、浪费等现象。这些

现象的出现与教育信息化遭遇到‘顶棚效应’有着密切关系。所谓‘顶棚

效应’是指，在现有学校教育教学体制机制下，教育信息化经过建设高潮后，

逐步达到发展极限，出现低效应用甚至停滞现象。据粗略估算，目前我国

教育信息化已经出现了 5-7 年左右的停滞期，而美国、日本则出现了 10-12

年左右的停滞期。深层的原因是被‘添加到现有学校’的信息技术，基本上‘被

置于学校的边缘’或停留在对现有体制机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杰夫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

提到教育信息化的“顶棚效应”。

“大数据应用于生活，信息的甄别和提取是第一步。大数据清洗，

就是用电脑把不规则的数据制作成规则的数据，让它们发挥价值。如同

河水必须经过净化才能饮用一样，过滤、漂白、杀毒的过程，就是大数

据的‘清洗’过程。”

——中国大数据行业领军人物、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

在近期青岛召开的 2016 全球大数据应用研究论坛上会上提出大数据“清

洗”，剔除无效信息，加强隐私保护的建议。

“现在我们说互联网 +，更多谈的是各行各业的创业企业如何和互

联网结合跨界。我们要留意跨界。在两个领域之间——比如 IT 和医疗等

这些跨界的领域是不是有机会，因为那是一片蓝海，其他的都是红海，

再细分下去也都是红海一片。未来的创新包括以后很多传统行业的转型，

往往是跨界，而且这个产业它是会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里面你

能抓到机会的话，是一个创业的好方向。”

　——前不久 ,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参加清华大学经管学

院 2016 清华管理全球论坛 , 与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进行对话，谈自

己的成长经历、创业中的困难及对创新创业的看法。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19亿英镑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11 月 1 日宣布，

英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投资 19 亿英镑（约

合 23 亿美元）进行“世界级”的互联网安

全建设。同时，英国将设立网络安全研究

所，与高校合作，共同研究提升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的安全性。

87.5%

据 2016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

导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全国中小学互联

网接入比例为 87.5%。全国普通教室全部配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中小学比例为 56.6%。

目前，全国已有 6.4 万个教学点全面完成“教

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建设任务。

45%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智联

招聘日前联合发布的第三季度《中国就业

市场景气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劳动力市

场继续保持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景气程

度企稳回升，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就

业形势最好，IT 互联网领域用工需求同比

增加 45%。

10秒

日本最大的信息技术提供商 NEC（日

本电气）近日表示，它已经建立起一个人

工智能系统。该应用名为 NeoFace 图像数

据挖掘，据公司人员称，“从 100 万个人

中定位某一个人只需 10 秒。”

915亿

据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等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中国网

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 (2016)》披露的信息，

从 2015 年下半年到 2016 年上半年，中国

网民因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

露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 915 亿元。

 

教育变化有三个阶

段：第一是技术的变革，

其 次 是 教 育 模 式 的 变

革，最后是教育结构的

变革。

——2016 腾讯网教育年度盛典上，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朱永新提出了“未来学校的 15 个变革

可能”，他说，美国有个著名的“乔布

斯之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

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

令人吃惊？美国前教育部长邓肯回答：

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发生变化。他

认为，未来学校会成为学习共同体、开

学和毕业没有固定的时间、学习的时间

弹性化、教师的来源和角色多样化，游

戏在学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教育目

标将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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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2亮点1 亮点3	 				以法律形式明确																				
											“网络实名制”

“垃圾评论”充斥论坛，“一言不合”

就恶意辱骂，更有甚者“唯恐天下不乱”

传播制造谣言……一段时间以来，种种乱

象充斥着虚拟的网络空间。随着网络实名

制概念的提出，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表

示担忧。

网络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

实名制”作出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

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

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

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

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

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

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王四新表示，网络是虚拟的，但使

用网络的人是真实的。事实上，现在很

多网络平台都开始实行“前台自愿、后

台实名”的原则，让每个人使用互联网时，

既有隐私，也增强责任意识和自我约束。

这一规定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在于，网

络服务提供商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审

核把关。

	 				严厉打击网络诈骗

个人信息的泄露是网络诈骗泛滥的重

要原因。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

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详细

信息后，再实施精准诈骗，令人防不胜防。

今年以来舆论关注的山东两名大学生遭电

信诈骗死亡案、清华大学教授遭电信诈骗

案，都是因为信息泄露之后的精准诈骗造

成。

除了严防个人信息泄露，网络安全

法针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网络诈骗犯罪还规

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

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

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

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与实施诈骗，

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

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表示，无论网络诈骗花样如何翻新，

都是通过即时聊天工具、搜索平台、网络

发布平台、电子邮件等渠道实施和传播的。

这些规定，不仅对诈骗个人和组织起到震

慑作用，更明确了互联网企业不可推卸的

责任。

	 				不得出售个人信息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２０１６

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８４％的

网民曾亲身感受到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带来

的不良影响。从２０１５年下半年到今年

上半年的一年间，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

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经济损

失高达９１５亿元。近年来，警方查获曝

光的大量案件显示，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

收集、转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网络安全法作出专门规定：网络产品、

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

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

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任何

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

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个人信息，并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主任王四新表示，网络安全法作为网

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聚焦个人信息泄露，

不仅明确了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运营者

的责任，而且严厉打击出售贩卖个人信息

的行为，对于保护公众个人信息安全，将

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网络安全法》公布  具有六大突出亮点

11 月 7 日， 十 二 届 全 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下称：《网络安全

法》）。作为我国网络安全领

域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

从首次审议到最终通过，一直

备受各界关注。这部法有哪些

亮点？

明确网络空间主

权的原则；

1 2 3

4 5 6

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

供者的安全义务；

明确网络运营者的

安全义务；

进一步完善个人

信息保护规则；

建立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

保护制度；

确立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重要数据跨境

传输的规则。

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网络安全法六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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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4

亮点5

亮点6

２０１４年国家网信办曾披露数据显

示，我国一直是网络攻击的受害国，每个

月有１万多个网站被篡改，８０％的政府

网站受到过攻击，这些网络攻击主要来自

美国。

网络安全法规定，境外的个人或者

组织从事攻击、侵入、干扰、破坏等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活

动，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并可以决定对

该个人或者组织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

“物理隔离”防线可被跨网入侵，电

力调配指令可被恶意篡改，金融交易信息

可被窃取等。这些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隐

患，不出问题则已，一出就可能导致交通

中断、金融紊乱、电力瘫痪等问题，具有

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

网络安全法专门单列一节，对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进行明确规定，指

出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

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

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

重点保护。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表

示，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使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成为社会运转的神经系统。保障这些

关键信息系统的安全，不仅仅是保护经济

安全，更是保护社会安全、公共安全乃至

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

国际惯例，此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和

强调，非常及时而且必要。

惩治攻击破坏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织和个人

要的制裁措施。

左晓栋表示，网络空间的主权不仅包

括对我国自己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保

护的权利，同时包括抵御外来侵犯的权利。

“当今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防范自

己的网络空间不受外来侵犯，采取一切手

段包括军事手段保护其信息基础设施的安

全。网络安全法作出这一规定，不仅符合

国际惯例，而且表明了我们维护国家网络

主权的坚强决心。”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徐麟

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会议期

间，大家也很关注不久前中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这部法

律的出台，目的是为了保障网络安全，

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

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通过立法保护网络安全，也

是国际通行做法。

中国是一个互联网大国，中国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我们的

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开放的大门打

开了就永远不会关上，出台《网络安全

法》是为了更好促进发展而不是限制发

展，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合作而不是

搞贸易壁垒，更不是针对哪个国家、地

区或企业。

奇虎 360 公司董事长周鸿祎
随着越来越多人用手机支付，有人

就把目光放在了手机钱包和银行账号，

因此引发的网络犯罪也层出不穷。随着

物联网的兴起，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连

在了一起，对这样一个复杂网络的保护，

将会成为一个巨大挑战。例如，前段时

间乌克兰遭遇网络攻击，当地的变电站

被攻破，最后导致了大规模停电。现在

的网络攻击造成的损害，不亚于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这就对于网络安全公司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出台《网络安全法》

首先从立法上对网络安全工作给予了肯

定和支持，从法律上可以更好地打击犯

罪。这部法律的颁布，对于网络人才的

培养也给出了法律的规定，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是双轮驱动，这个法相当于给了

大家一个保障。

据新华社等综合汇编 

现实社会中，出现重大突发事件，为

确保应急处置、维护国家和公众安全，有

关部门往往会采取交通管制等措施。网络

空间也不例外。

网络安全法中，对建立网络安全监测

预警与应急处置制度专门列出一章作出规

定，明确了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有关部

门需要采取的措施。特别规定：因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

会安全事件的需要，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

准，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

重大突发事件可采取“网络通信管制”

等临时措施。

左晓栋认为，在当前全社会都普遍使

用信息技术的情况下，网络通信管制作为

重大突发事件管制措施中的一种，重要性

越来越突出。

“比如在暴恐事件中，恐怖分子越来

越多地通过网络进行组织、策划、勾连、

活动，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对网络通信进行

管制。但是这种管制影响是比较大的，因

此网络安全法规定实施临时网络管制要经

过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这是非常严谨的。”

声音

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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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至 18 日，世界的目光聚焦在浙江桐乡

乌镇，一场与全球互联网发展息息相关的盛会第三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上演。来自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多位境内外嘉宾参加论坛，分享最新、最前沿的

业界理念。本届大会主题是“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

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大会设置了 16 场论坛、20 个议题，涉及互联网经济、

互联网创新、互联网文化、互联网治理、互联网国际合

作等前沿热点问题。在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十余

场分论坛座无虚席，精彩纷呈。

聚焦“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布

8.84 亿

36亿

“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

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1 月 16 日

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通过视频方

式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的“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

网络空间目标，得到与会嘉宾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这一提法，也在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成为热词。

对于习近平主席关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

提议，国际信息安全标准化组织 ISO/IEC SC27 WG1 组长爱德华·汉姆普

利（Edward Humphreys）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网络安全有着精准的认识，

对于网络空间的议题也给出了恰当的界定，我很认同他提出的‘四项原则’

和‘五点主张’，充满了智慧，有益于全球网络治理。”

牛津大学全球网络安全能力中心教授保罗·康沃尔（Paul Cornish）

也深有同感：“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在全球互联网中的位置有着非常清晰

的描述，很多理念对其他国家同样有用，大家在很多方面都能达成共识。”

11 月 18 日，互联网大会闭幕时发布了《2016 年世界互联网发展乌

镇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互联网对推动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文化交流、

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如何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网络空

间国际治理也在这几年的互联网大会上有了更深的探讨。比如，今年 10

月 1 日美国把互联网域名管理权正式移交给一家非营利性机构，互联网

域名这一核心资源将不再由某个国家控制，这将对互联网今后的发展产

生巨大影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李晓东认为：“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

互联网基础资源的管理权，这是全世界互联网治理中的一个大事，我们

这一次也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我们希望这种治理结构能够最终推动互

联网健康有序发展，这是根本，如果互联网能够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一定能够惠及人类。”

互联网全球治理 :

《2016 年世界互联网发展乌镇报告》称，互联网

进一步普及，推动弥合数字鸿沟。一年来全球互联网基

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各国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移动蜂窝网络已覆盖 95% 的人口。预计 2016 年底，全

球固定宽带用户数将达到 8.84 亿，移动宽带用户数将

达到 36 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有 75% 和 50%

的用户带宽达到 10Mbps。截至 2015 年底，全球大多数

发达国家、83 个发展中国家和 5 个最不发达国家都已

实现宽带委员会提出的价格可承受性目标。

盘点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全球固定宽带用户数 全球移动宽带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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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全球共同努力促进互联网技术普及

呼吁发达国家对技术培训和普及的支

持，呼吁全球共同努力推进互联网技术在发

展中国家的普及。

“互联网全球治

理论坛”现场

11 月 17 日下午，第三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分论坛之一 ——“互联网全球治理

论坛”召开。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

论坛邀请了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世界经济论坛数

字经济与社会的未来系统挑战行动倡议

负责人兼执行委员会会成员德里克·奥

哈洛兰、ICANN 董事夏芍婷、APNIC 的

总裁保罗·威尔逊等嘉宾做主题发言，

邀请国际互联网协会亚太区总监拉什尼

什·塞恩、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北

京咸鱼数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庄振宏、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主任黄

澄清、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 GIIC 委

员、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卡尔·劳舍

尔等进行沙龙对话。

吴建平院士在沙龙对话中指出，目前

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极不平衡，互联网技术

的普及问题是当前最大的压力。亚太地区

40 多亿人，仅有 17 亿互联网用户，中国

13 亿人口只有近 7 亿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不到 50%（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普遍

超过 80%），因此，对这些地区来说，未

来几十年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在技术创新上仍有非

常大的空间，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技

术人员不断投入增强技术，同时呼吁发达

国家对技术培训和普及的支持，呼吁全球

共同努力推进互联网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

普及。

互联网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安

全、稳定、互联互通的网络基础设施和资

源基础上的，此次沙龙对话重点关注互联

网基础设施层面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

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促进下一代

互联网下一个 10 亿网民可持续发展。沙

龙针对互联网基础资源建设在全球互联互

通的目标中有何重要意义；如何确保互联

网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互联网可持续

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互联网区域化、本土

化发展和普遍接入对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

者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和新契机；如何通过

搭建“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对话机制

共促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创新与发展等

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吴建平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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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尼尔森的数据，全球网民数已达到 32 亿人，较

十年前增加了 22 亿。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提供的数

据，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了 7 亿 1 千万人，渗透率为 52%。

尼尔森预测，中国渗透率到 2020 年会超过 68%。在全球

范围内，有线电视普及率一百年没有达到的目标，互联网

在短短 30 年内就赶上并远远超过。

移动端在线购物已经超越了电脑端，普及率达到了

81%。消费者行为已经转变为完全使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

移动端购物。尼尔森在24个国家进行了在线调研；数据显示，

在中国 86% 的在线购物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

远高于 55% 的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仅有 35%。　

尼尔森针对全球 24 个国家的研究显示，货币安全和

携带货币人的人身安全是网上支付增长主要原因。网民在

移动终端平均每周花费近 27 小时时间，很多时间花费在

社交媒体上，这为腾讯、微博这样世界级的平台提供广告

业务增长的大好机会。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和普遍性不仅仅是在中国，还有在

全球范围内已经产生了很多商机、很多的机遇，让整个世

界可以更为全球化。

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移动互联网论坛上，华为消

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

将通过“智慧型手机”与世界产生联络，手机将成为人类

的分身，并通过大数据、算法协助人类进行决策。余承东

称，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智慧手机会变成人的分身

或者是化身，通过它可以直接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它主动

和拥有者一起来进行镜像的工作和交互，交互的方式变成

更加双向的交互方式。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对于它们的未来，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认为，未来 30 年属于“用好互

联网技术”的公司、国家和年轻人。未来 30 年，新技术将

融合到传统行业的方方面面，引领人类社会天翻地覆的变

化。未来互联网没有边界，就像电没有边界一样。过去是

知识驱动，未来是智慧驱动；过去把人变机器，未来把机

器变人；过去是以制造为中心，需要能源、电、石油；未来，

把一切非标准的变成标准，而未来以创造为中心，需要的

是数据、智商、情商，把一切标准变成非标准，变成个性化。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结

束。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处在一个新的阶段，两年

前我还在讲如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今天就要

讲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一个公司现在

还没有成立或没有做大，靠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已

不可能再出现“独角兽”，未来属于人工智能。

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体量变大，增长“斜率”梯度放缓，但还有很大

空间。比如摩拜单车这样的模式还是很快就成长

起来。大家都认可的人工智能更多是云端的变化，

移动互联网是终端变化，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百度总裁张亚勤：以往互联网依靠粗暴的流

量模式扩张和单纯的“连接”红利已经结束。在

“连接”使命结束后，数据量暴涨要求新技术替

代旧技术，并依靠技术作为数据处理的基础能力，

中国互联网才能延续后发制人的传奇。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移动互联网

的红利有相当部分已经被释放了，商业模式的机会

还会涌现，但一定越来越少。从最近看的项目来判断，

光靠商业模式的创新已经很难走入市场。

58 集团首席执行官姚劲波：移动互联网的

时代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对生活的改造才刚

刚开始。我们的用户量完全看不到增长减缓的

趋势，我判断下面机会最多的领域还是“互联

网＋生活服务”。

（综合新华网、央视等报道汇编）

移动互联网的是与非

移动互联网时代结束，迎来新浪潮？观点的碰撞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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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机会在人工智能

今年的大会上，脸谱、思科、爱立信、联想、百度等国内

外知名 IT 公司企业界的大咖们将话题聚焦到人工智能。人工

智能已经成为 2016 年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之一。基于大数据生

产产品的智库机构乌镇智库联合多家媒体在乌镇正式发布《乌

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6》显示，2015 年全球共

有超过 800 家人工智能企业成立。

中国在这股浪潮中表现抢眼，《报告》显示，在 2015 年，

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投资达到 146 笔，超过 26 亿美元融资规模。

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和专利数量都仅次于美国。包括百度、

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将人工智能提到了公司战略层面，不

少企业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华为等企业也纷纷

表示，将启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并将之称为“改变人类信

息化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认为，当下正是从移动互联网向智

能互联网迈进的年代，未来互联网是一个“懂你”的小伙伴。

“人工智能将推动互联网形态出现新变化。如果上一轮互联网

的变革是从 PC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话，那么这一轮的变革

是从移动互联网向智能互联网跨越。”

“未来的机会在哪里？我认为是在人工智能。每当我想

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这些可能性时，我都觉得非常兴奋。”

百度 CEO 李彦宏说。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介绍，“人工智能

技术已经诞生 60 年，但真正引爆全球关注的却是 2016 年 3 月

AlphaGo 在人机大赛中赢了韩国棋手李世石事件。目前人工智

能技术在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领域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在方

言的理解力方面甚至比人类还要准确，这就使得负载了人工智

能算法的很多设备可以提供类似私人秘书的服务。”

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人工智能时代领军人物杰瑞·

卡普兰认为，“互联网的未来中，人工智能将无处不在。向一

个机器算法投入的数据越多，它的反馈就会越好，而互联网的

特点就是海量数据，人工智能对于互联网而言，就像是鱼和水

的关系，鱼当然要在汪洋大海中畅游。”并描述了一个令人期

待的场景，未来可能有一种小设备，可放置在耳边或眼镜上，

它能观察到主人与周围的场景，提醒主人钥匙还在桌上或是今

天血压有点高；还能根据主人的习惯提醒，好久没给爱人买花

了；甚至对面走过一位熟人，马上提示其姓甚名谁。这背后依

靠的就是人工智能技术。

11 月 16 日下午，第三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发布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

果，特斯拉、阿里巴巴、IBM、百度、

华为等公司的 15 项领先科技成果获准

在大会上发布。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

举办以来，首次向社会发布世界互联

网领先科技成果。

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发布																																										
15 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一、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二、IBM 人工智能系统 Watson

三、阿里巴巴商业生态体系的技术应用

四、卡巴斯基 KICS

五、中国科学院广域量子通讯网络

六、微软的 HoloLens 全息眼镜

七、加州大学伯克利“鳍式晶体管”

八、百度大脑

九、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寒武纪 1A”深度神经

元网络处理器

十、三星复合生物信号处理器

十一、“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及应用系统

十二、SAP 与中科院沈自所联合研发的工业 4.0 智能制造

生产线

十三、微信智能生态平台

十四、华为麒麟 960 手机芯片

十五、高通 5G 通信技术

15项“高大上”的世界互联网领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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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推出“出行云”

“出行”成为今年的焦点问题，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还

专门开设了“互联网 + 出行”论坛。百度地图与交通部主导

创建的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出行云”在论坛上

正式上线。“出行云”是交通运输部采用政企合作模式建设

的、基于公共云服务的综合交通出行服务数据开放、管理与

应用平台。

“出行云”平台的三大功能：出行数据开放、决策服务

支持、应用服务开发。 “出行云”本质是交通大数据的全

面开放，随着交通部自上而下支持“互联网 + 出行”， “出

行云”必然会成为“互联网 + 出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云计算的那些事

腾讯公司CEO马化腾：																														
终端变化和云端变化相辅相成

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兼 CEO 马化腾表示，目前移动互联

网领域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被解决，还是有创业机会的。他认

为，人工智能是未来的方向，但是目前的基础设施还差很远，

未来人工智能主要在云端进行一些整合和创新。

马化腾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新技术和工具，它会结

合所有领域，通过大数据，提升各个行业发展，绝对不会因

为人工智能来了，移动互联网就毁掉了。

在马化腾看来，“人工智能我理解是在云端的，所以移

动互联网很多是终端的变化，终端变化和云端变化这两者是

相辅相成的。”

亚马逊全球公共政策总裁杰伊·卡尼：											
云应用让创新机会更多

亚马逊是全球电商行业的标杆，但它的云计算 AWS 业务

在 2016 第二季度贡献了亚马逊公司约 55% 的运营利润，超过

亚马逊其他业务的总和。杰伊·卡尼说，亚马逊各项基于大数

据云计算的创新技术与应用给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

崭新的体验，在中国，亚马逊正与宁夏联袂打造的“西部云基

地”助力西部“一带一路”“互联网 +”发展。

杰伊·卡尼表示，云应用使得每个企业都有机会进行创新，

并且更加有针对性地创新，亚马逊正在加大与大学的创新合作。

“我们和大学之间的云计算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阿里巴巴CEO张勇：																															
“双 11”交易新高依赖于云服务

阿里巴巴 CEO 张勇表示，“双 11”天猫创造的 1207 亿

元能在 24 小时内发生，背后是以阿里云飞天技术平台为基

础的整个技术架构在发挥作用。

张勇介绍说，今年是阿里云整个大数据在个性化上面的

全面应用，整个电子商务交易系统在“双 11”实现了充分

弹性计算，使得阿里为此准备的基础能力可以和阿里公共云

计算的能力进行实时调度。张勇指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双

11”关键技术使用，包括了首先采用的异地双活技术和首创

模拟“双 11”当天的各种变化，特别是数亿人访问的全链

路压力测试的体系，这个压力测试的体系由阿里云的大数据

来支撑的。



18 中国教育网络 2016.12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封面报道
政策与焦点

19  杨宗凯：教育创新正处在“十字路口” 

23  杨宾：建设数据为主干的“参天大树” 

26  刘东志：信息化应是“外化于形内化于心” 

29  梁茜：信息化要给师生更多的获得感 

31  王涛：信息化工作要以人为中心 

33  彭说龙：为高校治理开创自下而上的渠道 

35  王晓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CIO：利益重组中枢



2016.12 中国教育网络 19

政策与焦点

文 / 本刊记者  傅宇凡

2016 年 10 月中旬，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

前往华中师范大学，参加该校一年一度的“教学节”，

并重点参观了“信息化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展”，

盛赞：“网上来云里去，‘互联网 +’搞教育；云里去

网上来，教育创新好平台。”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

凯也积极鼓励参与的教师：“这说明我们前期的教学

创新效果显著，华中师大的特色就是通过国际化和信

息化来带动教师教育现代化。”他希望华中师大未来

将教学节办成“一种文化”。

10 月下旬，在“2016 中国高校 CIO 论坛”期间，

本刊记者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杨校长开

宗明义地说：“教育创新就摆在我们面前，已经到了

一个‘十字路口’，这是千年等一回的机会，我们要

找到真正适合中国教育的模式。”

千年等一回的机会

在 10 月华中师大的教学节上，陈宝生部长说：“大

学要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要回归培养人才的初心。”

而这正是华中师大办教学节的本意。

从 2015 年起，杨宗凯在华中师大积极推动举办教

学节，打造“重视教学、崇尚创新”的教学文化，并

且将“信息化”的理念蕴含其中。对所有的教师来说，

这样的活动，“就像是头脑风暴”，也催人猛醒，推

动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西方在中世纪起开始建立和发展大学教育体系，

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那个时代开始建

立的，期间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至今已有近千年的

历史。“哈佛大学等在当代发展比较好的大学，都是

跟西方的两次工业革命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而我们

的大学体系真正建立才只有百二十年的历史，如何追

教育创新正处在“十字路口”
——专访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全球都处于十字路口，我也希望在这个路口我们不

会错过，西方的优秀大学也在变革，还在引领，但这是

我们缩小距离的一个机会，甚至可以超过。	 	 	

	 	 	 	 	——杨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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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杨宗凯说，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相应地也要对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变革，当前对教育而言，全球都处

于十字路口，而这个“千年等一回的机会”不容错失，“我

也希望在这个路口我们不会错过，西方的优秀大学也

在变革，还在引领，但这是我们缩小距离的一个机会，

甚至可以超越。”

而信息化则是教育创新非常重要的手段。杨宗凯

认为，信息化可助力有效解决教育的三大难题：教育

公平、教育创新和质量、终身教育。“为什么我们要

精准扶贫教育？不用说东西部差异，仅就一个城市中

教育的发展，也是层次差异化明显，而网络空间则给

我们提供了消除差异化的手段和方式，从手段上为消

除不均衡提供了可能性。”“终身教育更是互联网能

够助力和发力的一个地方，可以学到老，活到老，时

时可学、处处可学、人人可学，因此，构建终身教育

的体系，教育信息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2011 年，国家制定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时，杨宗

凯作为规划编制专家组组长参与了整体框架的制定与

撰写；今年初，《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教育信息

化领域）规划编制启动，杨宗凯又再次担任专家组组

长主持该规划的制定。谈及教育信息化的短期、中期、

长期的发展阶段，结合近年的实践工作，杨宗凯认为：

“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们无法预期，但从教育与

技术结合的角度，近期主要是应用，中期应进行深度

的融合，远期就是改变，从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模式，

教育的方法，教育的评价，重塑和再造教育的新生态。”

创新是对教育生态的整体重构

华中师大在 2011 年提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

将“信息化”、“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两只翅膀。

针对近几年的信息化建设，杨宗凯校长认为：“信息

化其实是利益重组再造的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重新组合。”

重组再造为什么具有挑战性，为什么具有革命性

影响呢？杨宗凯分析指出，“最重要在于这是一个利

益再造的过程。”

从华中师大确立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那一天起，杨

宗凯就在打破各种传统和惯性，而且从一开始就将目

标锁定“教师”。他认为，教师才是信息化成功与否

的关键，而教师的改造，无疑是最困难、最具挑战的

那个群体。2013 年，华中师大出台了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提出了“数字化教师”的培养目标，要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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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转变，从以结果评价为主向以

结果和过程评价结合转变；并且引进了网络课堂和混

合式课堂形式。这些还只是华中师大创新的冰山一角，

在“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

标下，杨宗凯在华中师大进行了一系列的理念创新、

模式创新、方法创新、资源创新、科研创新。

这样具备改革意味的举措，并没有引发想象中的

轩然大波。分析原因，杨宗凯认为这与教师的自主变

革意识也有很大关系。“一开始也有阻力，反对意见

很集中，但渐渐地，阻力越来越小，因为大家逐渐都

认同我们的发展目标。作为师范大学，我们的责任是

培养未来的教师，而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师，必须自主

革新，创新教育模式。”两年多以来，杨宗凯更多地

在进行鼓励和引导，“信息化的过程，切忌使用大棒，

我觉得更多是要引导。可以战略任务目标的形式提出

要求，更多的依托于教师的自主驱动力。”

近两年，华中师大的教学创新也给了其他学校很

多启发。华中师大建立的“云平台”，让学校与教师

能第一时间跟踪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的最终成绩

不再由一张期末试卷决定，出勤率、课堂研讨、虚拟

论坛发言、平时作业和小测验，“云里来云里去”，

云平台上记录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并成为了教师最终

的发展性评价的依据。而全校 1800 名教师都开设了个

人教学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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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教学环节也都

在云端进行。

杨宗凯认为：“2015 年是教育信息化广泛应用，

2020 年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2030 年信息化教育体系

变革，教育模式、理念、文化的深刻变革和教育生态、

业态的整体重构。”他提出，到 2030 年将实现全面整

合国家、地方各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形成覆盖全国、

协同服务的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教学评价将从基于

分数的评价转到基于大数据的评价，从结果评价转到

过程评价，逐步实现考核评价方式全数字化，到 2030

年实现全面机考，全面评价师生教与学绩效。

CIO 领导力决胜

早在制定《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的时候，杨宗

凯为组长的专家组即提出了在教育领域建立首席信息

官（CIO）体制。今年 6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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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明确：要建立“一把手”责任制，

主要领导亲自抓信息化工作……要在各级各类学校逐

步建立由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CIO）的制度，全面

统筹本单位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

谈到这一制度的确立，杨宗凯说，CIO 为什么是

今年确立？“信息化”，核心在于“化”；“化”即

重组和流程再造，直接成效就是“变革”和“创新”。

而这个“化”的过程，核心就是利益重组与流程再造，

只有确立了 CIO，才能真正实现重组。

今年 5 月，杨宗凯出席“高校信息化校长高峰论

坛”时提出信息化领导力的内涵：要具备“信息化意识、

传递愿景理念、信息化环境下决策能力、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信息环境下沟通能力和信息社会责任感”，

并提出了信息化领导力基本框架：“愿 景（Vision）、

应 用 创 新（Application & Innovation）、支 持 保 障

（Support）和评 估 引导（Evaluation）”。

10 月中旬，《光明日报》刊发了杨宗凯关于“领

导力”的文章《高校“一把手”如何提高信息化领导

力》。在该文中，杨宗凯开篇即明确高校信息化一把

手的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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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用十六个字简单概括了他对如何提高 CIO 领导力的看

法：根在观念，要在学习，贵在创新，重在担当。他

强调 CIO 要“因势而动，及时转变教育观念，面向未

来培养人才。”

当然，杨宗凯也清醒地知道 CIO 面临着艰巨的挑

战，而 CIO 的关键挑战也恰恰在于“利益的重组和再

造”。“信息化”的过程必然会涉及学校内部资源、

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也会牵涉教师教学理念

方法及职能部门管理模式的关联变化。

如何让 CIO 体制真正落地，并且不会流于形式？

杨宗凯认为：“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才能真正让 CIO

体制落到实处。”内因就是 CIO 的理念与能力，外因

是要组建一支强有力的信息化执行团队、在重大决策

中依托这个团队。

CIO 并不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个名词，在杨宗凯看来，

CIO 的全部工作可以凝炼为一个字——“化”。CIO 需

要为这个字的真正落地担负责任，在融合和创新上发

力。现实的校情需要 CIO 切实对传统的空间进行重组。

如何重组？杨宗凯提出了三个切入点：第一，网络虚

拟空间的管理人员重组。传统物理空间上的管理，一

个学校可能会配备几百管理人员服务于整个校务流程，

而在网络空间，目前最突出的情况是管理人员远远不

够，非常不匹配，“我认为这是首先要加强的地方。”

杨宗凯说。

第二，管评办分离。华中师大采用了云平台的做法，

使得管理与评价在某种层面上实施分离，让重组的管

理理念得以实施。

第三，CIO 的职责要明晰。首先是统筹规划，包

括信息化经费的统筹，都是 CIO 的职责；其次要分步

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发挥 CIO 的作用；再者要组建一

支强有力的信息化执行团队。“重要非核心不是我们

对于信息化执行部门的定义，仅仅是支持或支撑部门，

也不是我们对这个部门的定位，信息化部门在高校中

一定是重要核心部门，才能真正承担并最终实现学术

上水平，管理上水平，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

针对如何让信息化部门真正成为重要核心部门，

杨宗凯也为 CIO 支招，他说，“我觉得 CIO 首先要做

的，是找到一个适合于本校文化和本校实际形成的一

种 CIO 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机制，能让部门与部门

沟通，业务能够重组，利用信息化能力为业务重组，

为流程再造，提供一个很好的协同领导的环境。并且

信息化部门要参加学校的规划，甚至学校的重大决策，

也要有这个部门的身影。流程再造的种种规划，包括

职能部门的设定等，需要听取这个部门的意见。

事实上，杨宗凯对 CIO 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创

新文化。“信息化不仅仅是在建设，更长远的影响，

是文化的形成。我希望 CIO 能尽快承担起教育创新文

化的建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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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华中师范大学主动因应国家需

求和形势发展新变化，成为教育部首批本科院

校信息化试点单位，将信息化试点工作作为学

校应用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重要契机。	

2014	年	1	月，学校确立了“建设教师教育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发展战略总目标。

理念创新：21 世纪人才培养观，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

华中师范大学提出“3-4-3”育人理念，要

求学生应具有批判性思维	与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有效的

沟通能力（Effective	Communication）、协作能力

（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和创新能力（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即“4C”能力。	同时，传统的

教师角色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教师成为学习

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知识传授者，而是

知识生命化的帮助者、知识生活化的引领者、知

识生产化的促进者、知识生存化的合作者，	人

才培养的组织者与学习者的关系将是学习伙伴、

协作者、服务者，因而要注重教师对学生学习

和生活过程的引导，教会学生“学会生存、热

爱生活、珍爱生命”（“3	生”），又特别注重

学生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	的“自	主	学	习（self-

learning)、自助	服	务 (self-service)、自我管理（self

－management）”（“3s”），促进学生的养成教育。

本着把方法教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的

理念，华中师范大学提出从“四个纬度”全面

调整人才培养	方案，努力实现“四个转变”，

即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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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结合转变，从以结

果评价为主向以结果和过程评价结合转变。	

在此理念指导下，学校从	2013	年起对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通过修订培养目

标、重构课程体系、改变教学方式、	改革教学评

价和提出信息化融合的具体要求来做好顶层设计。

模式创新：四维度融合的学习模式。

学校建立了教学活动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机

制，	鼓励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贯彻“以

生为本”的理念，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主体

作用，	用信息化的手段支持学校的教学改革，

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探索和创新，对成绩

显著的探索与创新成果予以表彰。	

学校探索了信息化条件下的教育教学新模

式，根据学习对象、教师和环境等因素融合不

同的学习模式和学习风格，	让学习实践更富有

吸引力和个性化。	通过学习空间的软支持体在

校内、校外教学和培训中的应用，形成了校园

内课堂内与校园外课堂内、校园内课堂外、校

园外课堂外四维度融合的学习共同体，	促进学

习实践过程中隐性知识与宝贵经验的传递。

方法创新：信息环境下的 PBL 教学；搭建

云端课堂，必修课上线

华中师范大学新一轮的教学改革依托信息

技术对传统实体课堂进行改革，推进研讨式教学，

引进网络课堂、混合式课堂，借助信息技术（“云

端一体化”的教育云服务体系），推动混合式教学，

改变了传统课堂一统天下的格局，教学形态从一

元化转向多元并存，传统实体课堂、网络课堂

（在线学习）、混合式课堂（传统面	授课堂与

网络课堂相结合、	线	上	学	习	与	线	下	学	习	相	

结合）、开展新生研讨课等课堂形态多元并存。	

实际运用中，开展信息环境下的	PBL	教学。	学

校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	以教材为中

心的中心主义要过渡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

学习；同时，借助信息技术（“云端一体化”的

教育云服务体系）搭建了云课堂，实现必修课

上线。	目前，华中师大云课堂已有课程数	3496	门，

课堂数	13137	次，教师人数	2292	人，学生人数	

26714	人，资源总数量	520187	个，资源总容量

为	4.2T；其中，学习行为记录的条数在	2014	年

度约	1500	万条，2015	年度约	1900	万条。

资源创新：共建共享

学校在推行信息化的本科教学改革中，注重

建立与信息化等教学要求相结合的教学工作考核

体系。	在学校年度的目标考核体系中，将必修课

的数字化资源建设等纳入学院年度目标任务，坚

持推进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在信息化

的教学环境中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化教学资源。

华中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	6	所师范大

学之一，	与教育部相关机构共同创建了	“全国

教师教育网络联盟”，承担职前免费师范生培养、

教育硕士进修、职后的在职培训三大任务。	该

平台于	2012	年	9	月上线，三大任务共享课程资

源共	175	门次，学生注册人数超过一万名。	同

时，	华中师范大学作为牵头单位，	与湖北省

教育厅共同创建了“湖北省教师教育网络联盟”，

为湖北省	23	所联盟成员高校提供教师教育优质

华中师范大学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资源共建共享服务。	

华中师范大学还与北京师范大学、台湾师

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中原大学、	香

港教育学院等高校共同成立了	“两岸四地

MOOC	平台”，积极开展校际合作，多元共

享信息化教学资源。

教学评价创新：强化过程评价

实施新的教师课堂教学测评指标体系，涵

盖教学基本标准、信息化资源教学制作、现代

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学生过程评价

改革等现代教学要求。

设立本科教学创新奖，引导教师开展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教学创新。	明确学业评价向

平时学习过程转变，	规定平时成绩考核比例最高

可以占到	80%，	对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核进一步规范。

教师的教学评价也相应发生变化，出台了适

应研究型教学的新的教学评价体系和鼓励开展信

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教学创新评价体系，	推出

了教学创新奖，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本科“教学创

新奖”评选工作。	新的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

在教学设计、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考核方式、

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要求

有别于传统的课堂教学。	建立了新的教学评价指

标体系，从教学态度、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教学

研讨与习题测验、教学效果等方面对教师的课堂

教学和通过网络指导学生学习的情况进行整体评

价，	课程资源、课堂教学、网上学习指导是评价

的重点，体现了对教学过程的重视。

科研创新：互联网 + 支撑科研创新与学科融合

	华中师范大学着力创新工作机制来推动学

校的教育发展，利用互联网支撑科研创新与学

科融合。	搭建了人文社科数字化平台，建立了

夸克与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立了教

育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

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为了应对信息时代教育变革的浪潮，华中

师范大学成立教育大科学研究中心，结合学校

发展特色和学科优势，	聚焦信息时代教育如何

发展的核心问题，落地落实协同创新体制机制，

组织跨学院、跨学科的协同科研，整合配置优

势资源，针对信息时代教育支撑技术开展理论

研究、技术开发、应用创新和实践示范，创新

教育体系，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

信息时代教育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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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两年前，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杨宾开始负责

学校的信息化工作。“常务副校长的身份可能更有助

于工作推进，这样的安排也体现了学校对信息化工作

的重视。”杨宾说。

对于 CIO 的角色，杨宾认为其核心职责是“协调”：

“信息化的实施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有节奏地推

进信息化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

CIO 的作用是理顺整个过程。”信息化归根到底是要

实现对学校业务的重组，中间会碰到许多障碍和矛盾。

杨宾表示，破除这些矛盾和阻力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杨宾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转入了全新的“信

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在分

毫之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必须与时俱进，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各种创新和信息资源的开发，

以信息技术来促进现代化大学的创立。

杨宾认为，信息化并非一个阶段的目标或者手段，

相反，它正在成为“始终伴随着学校发展的一项基础

必需品。” 

“双一流”建设要解决国家重大需求

《中国教育网络》：今年以来，国家提出了“双

一流”大学的建设，您认为“双一流”的核心是什么？

信息化在促进“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

杨宾：“双一流”指的是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学科。

而这其中，一流的科研对支撑一流学科有着重要的作

用，要进行真正的创新，要有颠覆性的技术和颠覆性

的研究成果。

大学要建设“双一流”大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能深深地扎根中国大地，从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中寻

找突破口，寻找学科发力的方向。

就北京理工大学而言，目前最优势最能解决国家

建设数据为主干的“参天大树”
——专访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杨宾

北京理工大学“十三五”信息化专项规划坚持数据

为核心的思想，构建学校的大数据，从而形成一棵数据

为主干、系统为分支的“参天大树”。	 	 	

	 	 	 	 ——杨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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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需求的学科是信息安全，我校在这方面承担了许

多重要的课题，信息安全是我们建“双一流”大学的

一个重要发力点。 

在“双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信息化起到了

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通过信息化，我们可以解决两个

问题：一是解决高校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信

息化建设对于大学提高管理效率，实现扁平化管理以

及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共享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以信息化来促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越来越得到广泛认

识；二是以信息化促进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改革，信息

化在此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信息化如何与教育教学

结合，实际上很多高校都进行了阶段性探索和实践，

比较热门的就是以 MOOC 促进教学改革。但是在这方

面我们深入得还不够，下一步应当加大力度，政策上

要引导、机制上要鼓励，要加大对教师的培训。

目前来说，信息化能不能深入到大学的各项改革

中，最关键的还是理念和认识的问题。如果每一位校长、

每一位教师能形成一个共识，意识到没有信息化我们

无法更好地走向未来，无法更好地实现大学的愿景，

那就意味着信息化已融入到大学的血液中。

《中国教育网络》：请结合贵校的“十三五”规

划介绍一下，信息化战略在大学的“十三五”中应居

于怎样的位置？

杨宾：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整体，信息化是其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

人认为信息化是一项技术工作，但实际上，这项工作

往往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因此，我们应当站

在学校发展的高度去思考信息化能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抓住机遇，创优争先。

“十三五”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瞄准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和世界教育科技发展前沿，在“十三五”

这个关键时期，北京理工大学进一步认准信息化这条

发展之路，充分抓住和迎接信息技术对学校教学、科研、

管理等事业带来的契机和挑战。通过实施信息化战略，

北京理工大学要全面做到以信息化整合资源、优化办

学效益，以信息化创新机制、提高办学质量，以信息

化推动改革、激发办学活力，以信息化促进发展、提

升办学水平，从而实现支撑和引领创新学校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十三五”信息化专项规划坚持数

据为核心的思想，构建学校的大数据，从而形成一棵

数据为主干、系统为分支的“参天大树”。着重实施

教学信息化、管理信息化和服务信息化三个方面的工

作，进而实现智慧校园建设。其中，教育信息化以实

施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为目标，着力平台建设，同时

在人才培养规划中实施内容建设，全面做到教学模式

的变革，提升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管理信息

化则以管理流程再造为抓手，结合“管理即服务”的

理念，实现管理现代化；服务信息化上，一方面将管

理过程中的服务做到更加人性化，另一方面在学校生

活中，通过物联网等技术的实施，使其更加便捷化。

最主要的职责是统筹规划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高校信息化工作的着

力点是什么？贵校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和

队伍建设上都有哪些举措？

杨宾：信息化工作要想顺利进行，机制，资金，

队伍缺一不可。在信息化机制上，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学校信息化建设不能政出多头，必须由学校信息化行

政管理部门统一牵头，技术部门具体负责，协调各学院、

部门切实分析和梳理各类信息化需求，站在学校的高

度统筹协调、科学分配 IT 资源，消除信息孤岛，实现

校园网络与数据的集中管理，促进学校整体信息化水

平持续提升。

也就是说，单纯的物理基础建设不是也不应当是

学校信息化部门的核心职能，信息化部门担负的最

重要的职责是要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学校的信息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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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认识上，北京理工大学首先改变了现有学

校信息化建设的机制，形成“3+2”的管理体系，即学

校层面的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层面的信息化

办公室和部门层面的各部门信息化建设队伍的三个层

面，和技术支持团队、信息化专家咨询团队两支队伍；

其次，在“自主研发和外包采购有机结合”的思路下，

进一步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在学校人才队伍建设中综

合考虑，建成一支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团队；再次，在

整体发展建设经费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

事，一方面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另一方面

更加有效地发挥效用，统一归口所有信息化建设经费，

避免重复建设、无效建设。

我个人很看好购买服务、云服务等方式。信息化

部门不必花太多人力、物力去开发和维护系统，重要

的是，我们要站在全校发展的角度上，看信息化如何

更好地参与到学校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去，为学校最重

要的几项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持。所以外包、云服务是

一个发展趋势，我个人很赞成。当然，目前信息安全

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果能很好地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信息化部门的工作将会更加有效。 

《中国教育网络》：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提出

要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您觉得智慧校园的要素有

哪些？北京理工大学是如何推进智慧校园建设的？

杨宾：首先，智慧校园的建设中，数据是一个核心。

我们通过各种应用来收集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

使用，使得其能够支撑学校做出各种发展决策。假设

我们对学校几万名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分析，将会产

生很多有意义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反馈教学，反馈

管理，可以支持我们更好地做出教学、管理的决策。

其次，智慧校园是一个综合体，没有大数据、没

有云计算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校园”。智慧

校园的物理基础是物联网，物联网需要大量的投资，

在北京理工大学，我们计划与企业合作来逐步完成这

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总之，智慧校园就是让教师、业务部门、管理层

清醒地知道我们的问题和方向在何处。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信息化在大学的下一

个阶段发展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杨宾： 信息化技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行为方式、甚至正在一步一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它对大学体制的改革、队伍的建设乃至在我们现代大

学的建设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相应地，信息化建设将对大学人才的培养产生不

可低估的影响。有些影响是颠覆性的，一定会让我们

在某些方面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但是，信息化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时刻审视，

为了让师生更好地接受这一切，在信息化的环境下更

好地成长，还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信息化带给了我们很多正面的影响，但无疑也让

学生对信息的接受和使用与过去全然不同，学校的教

育如果忽略这种变化，将是很危险的。

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线上加线下的学习，但是也

要明白，许多学科是线上课程无法取代的，仍然需要

大量的动手和实验。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审视和关注信息时代大学

生的信息素养和相关的法律知识。通过信息素养课程

的教育，让学生既能分辨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欺诈信息，

也能从自身做起，不做违反法律的事情，有一个正确

的人生观。

“十三五”期间，北京理工大学集合全校信息化资源

打造全新网上“北理家园”，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化、管

理决策数字化、交流沟通网络化和服务保障便捷化。以

数据为核心面向管理建立准确权威数据中心，实现信息

化与管理工作深度融合，使管理扁平化、决策科学化；

面向师生与校友建立方便快捷的交流沟通渠道，构建传

承北理文化的网上精神家园；面向在校师生提供全方位、

个性化一站式服务，实现快速便利的服务与保障；面向

公众全面展示学校成果，为社会提供丰富信息。

着重提升教学科研信息化、管理信息化和服务信

息化水平，建成“一个核心、两个平台、三个面向、

多个汇集”的总格局，促进教学模式变革、高水平科

研快速发展、管理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全面实现“智

慧校园”建设目标。在信息化建设的全局着眼点上，

以数据为核心，将所有系统的数据汇聚到核心数据库，

成为学校发展的数字资产；打造高速、泛在的基础网

络平台和稳定、共享的云平台，为全校的信息化建设

提供基本保障；从面向校务管理、面向教学科研、面

向校园文化三个方面统筹相关建设内容，最终实现所

有系统向“一个核心”汇聚，达到基础设施虚拟化、

业务系统一体化、资源平台集中化、信息服务个性化

和管理保障制度化。

北京理工大学“十三五”发展目标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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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应是“外化于形内化于心”
——专访天津大学副校长刘东志

高校目前的 CIO，多数是身兼多职，这其实会带来更多

的困惑。CIO 进行统筹、决策，在全校层面如何有效展开与

实施相应策略，遇到的阻碍远比专职要复杂，尤其是在信息

化应用、整合资源、提供决策支撑等方面。	 	 	

	 	 	 	 	 ——刘东志

文 / 本刊记者  傅宇凡

在“2016 中国高校 CIO 论坛”期间，本刊记者对

天津大学副校长刘东志进行了专访。刘校长解释说，

自己刚刚分管天津大学信息化工作，时间并不长，还

在探索阶段；但提到工作的理念时，他很认真地介绍

说，“我在学校里主张信息化要外化于形，内化于心，

推行信息化重在应用。”

2016 年天津大学新校区的智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

初步完成，刘东志关于如何“内化于心”的思路也有

了一个“一盘棋”的规划。

理念到位是第一步

在刘东志看来，“外化于形”是指软硬件建设，“内

化于心”则需要能真正为决策系统提供服务，“信息

化绝不仅仅是便利化、少跑腿，内化于心是要将信息

化技术渗透到教育理念和观点中去，引领学校的发展。”

刘东志表示，理念到位是他在天津大学要做的第一步

工作，而这一步其实是最为困难的。他指出，当下高

校多数信息化仍然停留于“外化于形”，即硬件建设

层面。“重表观不重内在，这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

问题。内在就是结果，信息化重在应用，建以致用，

用起来才是王道。”他说。

2016 年，天津大学确定了“新三步走”的“双一流”

发展路径：到 2020 年初步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若干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世

界一流大学；到 2045 年，即天津大学建校 150 周年，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刘东志认为：“天津大学‘新三步走’的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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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显然是需要信息化全方位跟进的，要对学校的信

息资源进行顶层设计，规划，深入推进信息化的建设，

让信息化真正支撑教育现代化，引领教育现代化。”

信息化的顶层设计需要对学校管理全过程进行重

新思考、定位，并有必要进行改造。2016 年 9 月，刘

东志在参加天津大学网络学院的开学典礼时，提出网

络学院与成教学院应合二为一。网络学院的教学过程

是网上授课，老师当面答疑；成教学院的教学过程特

点则是传统授课、网上答疑过程。“这两种发展模式，

在今天的环境下，完全可以融合的，没有必要设置两

套管理班子，既不科学也很浪费资源。”在刘东志的

设想中，天津大学应该用两三年的时间，将两个学院

合并成一个“开放学院”，提供终身学习的服务。

刘东志说，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理念要深入人心，

与学校要营造什么样的文化、创造什么样的氛围直接

相关。长期以来，天津大学致力于营造“对学生的关

爱、对学者的尊重，对学术的崇尚”的文化氛围，“这

些都需要信息化的支撑，又反过来促进信息化技术与

教育教学过程进一步融合。”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校园

2016 年初，天津大学新校区智慧校园的基础建设

告一段落。占地 3750 亩、总体建筑面积 130 万平方米、

拥有 2 万多名师生的新校区，基本实现了云端管理：

教师资源和课件存在桌面云，随时随地调用；校区照

明系统自动感应人流调节明暗；学校一卡通在双校区

的应用畅通无阻；校务管理逐渐无纸化办公……

刘东志认为，这只是完成了智慧校园的第一步，

下一步将着眼于“大数据”，在全校“一盘棋”的

设计思路下，使智慧校园真正融入支撑一流大学发

展战略。

“从无到有，我们已经开始积累数据，但目前数

据尚未进行有机的整合。”刘东志分析天津大学的现状，

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全校范围内对信息系统进行

整合，统一标准规范，形成一套完备统一的数据，并

基于数据进行相应的软件应用开发，最终形成一个可

分析的决策支撑系统。刘东志说，“高校内部部门林立，

数据不关联，其实正在形成信息化环境下新的孤岛。

系统与系统之间不连通，将是未来发展最大的瓶颈。

路已经建好了，我们希望上面跑的车能统一规格，通

过车辆的运行过程，找出有机的规律支撑学校的发展。”

前不久，刘东志曾安排学工部门分析学生的运动

形态。通过物联网统计学生外出的时间、在图书馆的

时间、在教室的时间，以及在运动场馆的时间。由此，

可以了解学生整体的户外运动情况，即：有多少学生

是宅宿舍型的？有多少学生是运动型的？……有了这

样的整体状态图，辅导员针对本班学生的状况如何进

行运动的引导，学校层面是否可以增加相应的运动场

馆，以及学校应如何制订相应的策略，调动“宅在宿舍”

的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引导学生保证每天至少一到两

小时的运动时间，也就有了一个依据。“通过云计算，

物联网，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就可以刻画出

一个大学的学生运动形态，提供信息分析，提供决策

参考。”

刘东志认为未来类似的工作将会更多，“对学生

的关爱如何落到实处，是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的。”

比如根据学生一卡通的消费情况，判断学生的消费水

平，判断可以开发什么样的菜品，甚至从而判断贫困

生的资助对象等等。“未来，教师的教学行为，学生

的学习行为，学生的运动行为，学生的整体发展评价

等等所有的过程，都可以在信息化支撑下，发展得更

加科学，更加有效。”

CIO 必须是专职

2016 年 6 月正式公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明确提出了建立首席信息官（CIO）制度，刘东

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欲谋其事先正

其名，CIO 的制度建设与确立，对整个信息化建设来说，

这是一个顶层设计的关键环节。”他希望未来 CIO 制

度也能像总会计师制度一样，职责清晰，制度分明。

刘东志强调，CIO 应当是专职专任，才能真正落

实顶层设计的各项规划，真正发挥作用。“高校目前

的 CIO，多数是身兼多职，这其实会带来更多的困惑。

CIO 进行统筹、决策，在全校层面如何有效展开与实

施相应策略，遇到的阻碍远比专职要复杂，尤其是在

信息化应用、整合资源、提供决策支撑等方面。“

作为天津大学的 CIO，刘东志对这一职位应当具备

的素质有着清晰的界定。2016 年 9 月 30 日，钟登华院

士就任天津大学校长。履职伊始，钟校长就提出：“作

为高校领导干部，必须增强三种意识：不断创新意识、

敢于担当意识和主动服务意识。”刘东志认为，作为信

息化的分管领导，更应当增强这三个意识，“信息化的

全过程，要充分体现主动服务的思想，以人为本的理念。”

分管信息化工作之后，刘东志着手的首项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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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合资源”。信息化资源整合，这个问题在高校

已经谈了很多年，知易行难，不少学校因为找不到合

适的切入点，只好退而求其次，先在局部实现。刘东

志寻找到的突破口在“人事系统”。“所谓人财物，

人是第一位的，在高校，只要掌握了人的信息，统一

了人的信息，其余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以信息化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人事系统是天津

大学实施管理流程优化的第一步，随后将通过人事管

理系统引导全校的大数据建设。“有了人，才能把教

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真正带动起来，以这一数据为基础，

才可能关联到其他的数据，也才能从而引导其他资源

的整合。”

未来，天津大学还将推行校务管理的云端一体化

管理，建设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慧校园。“一个键盘，

一个显示屏，一上网打开键盘和显示屏，就进入学校

的云桌面，所有的校务流转，数据交换，都在这上面

完成。管理流程大大简化，整个办事过程透明化，还

节约了资源，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主动服务。”

未来校园要保持创新

在采访中，当被问到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校园什么

样时，刘东志并未正面回应，而是说起了科幻小说《三

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宇宙中每一个智慧

生命都是猎人，猎人就是要隐藏自己，一旦暴露，就

会被消灭掉，那些隐藏在黑暗森林里的其他猎人或者

豺狼会毫不犹豫点杀你。”刘东志强调：“在技术面

前，未来是不可预期的，我们要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感，

也要保持自我革新，因为你无法确认这个技术会带来

什么样的颠覆性影响。”

他认为，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这些主流的

前瞻技术已经对现有的高校教育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互联网时代是有丛林法则的，“隐藏”并不是指要当

驼鸟，而是要用现代技术将自己武装起来，如果不及

时变革自己，就会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用户的时间、终端的

屏幕，互联网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大学的发展

目标是培养未来的人才，如何保持大学在未来立于

不败？只有保持与时俱进，大学要不断创新，自我

革新。大力发展信息化是当前大学必须坚定不移要

走的路。依托信息化技术，培养最优秀的学生，建

设一支世界一流水平的师资队伍，使天大校园成为

一个创新创造、开放包容、充满生机活力的校园。”

刘东志说。

《中国教育报》记者：研制教育现代化指标

体系的思路有哪些？

褚宏启：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对于教育

现代化概念的不断分解和细化，主要有两种方

式，一是根据教育的层级划分为基础教育的现

代化、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职业教育的现代化、

继续教育的现代化等。二是把教育看作一个由

输入（投入）、过程、输出（产出）等环节所

构成的系统，从教育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办学条件、

师资条件、信息化水平等的现代化、教育过程

包括教育教学活动、管理活动等的现代化、教育

结果主要是教育质量的现代化几个方面衡量教

育现代化水平，遵循 CIPP 模式（亦称决策导向

或改良导向评价模式，由背景评价、输入评价、

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构成）。

《中国教育报》记者：在设计教育现代化指

标体系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褚宏启：首先要注意指标的重点与非重点。

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现代人，增进人

的现代性。因此，学生的民主素养、科学素养、

人文素养和法制素养等现代人的品质，是衡量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培养人的过程和为此提供的支持也要反映

现代精神。相对而言，结果性和过程性指标更重要，

支持性指标是从属性的。

要科学设计课程，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尊重

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师生关系民主平等，促

进学生自主发展。做到教育的科学管理、民主

管理、依法管理，实现教育决策的理性化和民主化。

而在教育支持层面，要建设具有现代精神的教

师队伍，提供支持现代教育的经费投入，政府

对教育的公共投入达到一定的比例要求，提供

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等。

如果把上述这些方面予以指标化，新的指标

体系就将充溢着现代精神，现代性气息就会扑

面而来。

其次要注意指标的多与少。指标不是多多益

善，面面俱到，也不是越少越好。应该根据教育

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距离教育现代性的远近程度，

提出教育现代化的指标细目，然后按照重要性

进行排序，确定最终的指标构成。三级指标以

20 至 30 个为宜。

再其次要注意指标的软与硬。硬指标容易测

量，指标开发往往重视一些硬指标，如各种入学

率等。一些软指标如学生的民主素养、教育管理

的民主化与法治化等难以测量，往往被省略和忽

略。如果指标都易测量，指标体系却不能反映教

育现代化的实质，那么这样的指标体系可以说效

度很低甚至没有效度。不能因为测量困难而舍本

逐末。随着测量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教育管理

的民主化”等软指标已经有了有效测量的先例。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现代化

（本文节选自《中国教育报》2016 年 7 月 7 日第六

版刊文《构建充满现代精神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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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李宝进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梁茜赶赴重庆参加“2016 中

国高校 CIO 论坛”时，该校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大学生

“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刚刚闭幕不久。在这

次总决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有四个项目获得金奖，名

列全国高校第一，向社会再次亮出了创新创业教育的

新名片。

本刊对梁茜的专访，就是从这次决赛说起的。梁

茜认为，成绩虽然耀眼，但已属于过去。这次大赛的

决赛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让学校从中学到了不少东

西，将会促进学校进一步思考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接。

信息化是双创名片的有力支撑

近几年，创业圈出现的“华科男”现象引起了大

家的广泛关注。微信创始人张小龙、风投教父汪潮涌、

PPTV 创始人姚欣、淘米网创始人汪海兵等一批优秀的

互联网创新创业人才，均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梁茜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学生们自身澎湃的创

新创业激情，另一方面也源于华中科技大学良好的育

人环境和培养模式，尤其是为创新创业所提供的适宜

的氛围与条件。华中科技大学如今拥有上百个学生创

新创业社团，学生根据兴趣爱好，申请加入社团。部

分团队入驻了创新教育试验田——启明学院。启明学

院刘玉教授当起了“创业红娘”，为创业团队和投资

人之间牵线搭桥。另一方面，华中科技大学精心打造

了优秀的创新创业平台。学校在培养方案上，完善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开设“科技创业”等选修课，

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成立大学生创

业指导委员会，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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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茜援引学校的一个办学指导思想，“办大学就

是要办一个氛围”，信息化建设无疑是营造办学氛围

的重要内容。华中科技大学闪亮的双创名片背后，离

信息化要给师生更多的获得感
——访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梁茜

未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离不开高水平信息化的支

持，信息化一定要为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起到重要的

支撑甚至引领作用。

	 	 	 	 ——梁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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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校园信息化的基础支撑。该校是共同发起和承担建

设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的十所高校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也于 1994 年在全国高校中第一批建立了

校园网。经过多年的持续投入建设，华中科技大学“智

慧校园”已全面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与学生

的日常生活，校园网已经成为华中科技大学重要的信息

基础设施、互联网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

体制机制是信息化的重要抓手

高校信息化工作意义重大，难度不小。梁茜的体

会是，信息化技术靠专家，信息化应用靠师生，信息

化工程靠领导。这里的“靠”，不是指唯一性，而是

指重要性：专家引导了信息化技术发展，师生作为用

户决定了信息化应用是否能真正出效率出效益，而信

息化工程的顶层设计和项目落实，因为涉及资源的配

置和利益的调整，所以需要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的高

度重视和强力推进，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

体制机制是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的首要抓手。

学校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担任组长的网络安

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

决策和总体推进。两个“一把手”任组长，充分显示

了学校对信息化工作的重视。

学校还成立了实体化的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简

称“网信办”），负责统筹管理推进学校信息化工作。

网信办负责组织编制网络与信息化发展规划，制定相

关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负责学校网络与信息化建设

管理工作，网络与信息技术安全管理、网络与信息化

预算、经费和项目管理，确保信息化建设“全校一盘

棋”，避免重复建设或建成信息孤岛；网络与计算中

心负责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集成、综合性信息化平

台建设，挂靠网信办；校内其他二级单位负责其业务

信息化。

在流程方面，网信办对信息化项目只管不建，这

种体制的设计既保证了管建一致性，防止出现管建“两

张皮”的问题，又保证了“管建分离”，做到“管钱

的不用钱，用钱的受监管”，职责清晰，相互制约。

梁茜认为，推进信息化工作既要有体制机制上的

保障，又要有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的保障。近几年，

华中科技大学通过编制的调整与转换，给了网信办用

人方面特殊的政策，灵活的机制有望帮助解决近年来

困扰信息化发展的人才问题，打造一支“技术过硬、

沉得下去、反应迅速、忠实可靠”的高水平技术队伍。

用户体验是信息化的检验标准

2016 年发布的《华中科技大学“十三五”信息化发

展规划》，提出信息化建设以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

规划总目标为依归，全面支持学校培养英才、提升科研

效能和提高治理能力，助力学校综合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为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坚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梁茜介绍，为了确保信息化发展规划落到实处，华中

科技大学信息化规划的举措十分明确，即通过“十个一”

工程建设，最终建成全国一流的“智慧校园”。“十个一”

是指，在技术上实现“全校一张网，基础一平台，网站一

个群，数据一个库，集成一总线”，在为师生服务上实现“上

网一个号，信息一个站，消息一通道，校园一张卡，办事

一张表”。“十个一”工程中既有技术方面的建设，又强

调用户感知与体验，让师生充分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成果。

在梁茜看来，用户体验是考评信息化工作成效的

最主要指标，信息化一定要让师生有更多的获得感。

为了提升师生的获得感，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化建

设重视“民生项目”。比如，加快了校园无线网络覆

盖工程，除保密区域外，校园 Wi-Fi 室内覆盖率 2016

年底将基本达到 100%，室外主要公共区域也已实现了

覆盖；建设了数字迎新系统，新生在报到前就可以通

过迎新系统完成选宿舍、购买保险、选购生活用品、

军训服装尺寸采集、财务缴费、户口迁移等十余项任

务，实现了到校后的拎包入住，极大简化了流程、方

便了师生；建立了数字化财务平台，实现不见面报账、

报销费用自动到账等，使原来存在的“报账难”的情

况大为改观；推出了校园移动应用“华中大微校园”，

工作人员可在手机上批阅文件，师生可收到精准推送

的上课提醒、校园卡消费、通知公告等微信提醒，等等。

华中科技大学从去年开始在国内高校当中率先推

出大数据“毕业礼物”，以“光阴的故事”电子信件，

记下学生的校园时光。这份大数据礼物提供了学生从

生源地、在校班级、学期注册、所修课程和相关成绩，

以及奖助学金、荣誉称号、食堂、校内超市、校车、

图书馆借书和党员发展历程等所有相关数据，并以故

事的方式叙述出来，语言感性，画面温馨，让毕业生

感受到了学校的关怀。这份特殊的礼物让很多毕业生

为之动容，也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梁茜说，信息化发展永无止境，不断有新技术、

新需求出现，学校也正在积极建设网上办事大厅、大

数据分析平台、智慧教室等项目，希望为满足学校发展、

为满足师生需求提供更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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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专访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已不是第一次，

每次见面他谈得更多的是“老师的观念”“学生的满

意度”“用户体验”等等，并不涉及太多的技术。从

高校第一批“211 办”主任，到分管信息化的副校长，

王涛见证了高校信息化建设太多的技术更替和应用发

展，而以人为中心则是不变的法则。

当前，以学习者为中心是高教改革的方向，也是

高校信息化工作者熟知的信条。但信息化工作要真正

让师生感知，让学习者受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涛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

以高度解决认识问题

信息化工作的首要难点是观念。上到学校决策层，

下至普通师生，要让全校在信息化方面统一思想，当然

不能就技术去谈技术。用哲学智慧来指导全局工作，从

思想高度去对话观念问题，这是王涛多年积累的经验。

在王涛看来，当信息已经成为教育的核心要素、对

信息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工作生存能

力，信息化工作的推进就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王涛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教育

教学工作是高校的理论自觉，大学的人才培养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关于大学的全面发展理论，教学理论离不

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科技创新离不开系统科学理论。

同样，信息化推进工作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在他看来，中国农业大学现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

是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与大学人才、科技有效供

给不足的矛盾，其中大学发展能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要提高大学发展能力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其中最根本

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来把握教育教学工作。

提高高校教育教学水平，要统筹好发展和改革两

信息化工作要以人为中心
——访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

信息化工作不能只是技术化的网络和系统，一定要

体现出对学生的关怀、对老师的帮助，大家才能真正认

可信息化工作成效。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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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当前发展的主题是专业建设，改革的主题是

建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和推进互联网背景

下的教学方式改革。

王涛认为，教育教学发展方式落后是制约教学质

量提高的关键因素。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

信息技术就是生产力，教学、科研、管理等则属于生

产关系的范畴。信息技术已深刻改变了知识获取、加

工和交流方式，但与之相适应的“以学习者为中心”

教学方式还没建立起来。

王涛强调，“落后的教育教学方式将是今后改革

的重点所在，要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推动落后的教育教

学方式的改变。学校要从核心课程入手并逐步延展到

其他课程，通过混合教学、讨论式教学，强化平时考核、

实现考试方式多样化等手段，促进本科教学由以教师

‘教’为主向以学生‘学’为主转变。”

用创新解决体制问题

当然，解决认识层面的问题，还只是信息化工作

的开端。如今已经是信息无处不在、网络随时互联的

时代，大学已突破传统意义的围墙，迈上了“互联网 +

教育”的新台阶。信息化工作也不应该局限于过去的

基建和维护了。如何才能让信息技术真正发挥生产力

的作用？

王涛认为，要通过体制机制的突破来赋予部门新

的管理权限，要通过考核政策的调整来引导和释放老

师信息化应用的积极性。

信息化过去不被认为是教育的要素，信息化部门也

只是一个支持部门，只要将硬件买好、将软件配好、将

校园网建好、将资源系统搭好，其工作就完成了。但信

息化现在已经内化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融入到高校的

血液和基因里，所以信息化管理体制必须要有所突破，

信息化部门应该从技术部门变成综合部门，要赋予它管

理职能，才能统筹和协调全校的信息化工作。

在王涛的推动下，中国农业大学就此问题已进行

了长时间的调研，预计今年内会完成管理体制和部门

职能的调整，予以组织协调的保障。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够。过去对于信息化教学手

段的运用，老师们虽然理念认同，但在实际工作中的

响应并不积极。问题出在哪里？

王涛认为，推动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信息化手段，

会使大幅度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现有的考核考评政

策又难以将其折算为老师的经济回报。没有利益导向，

老师的积极性就很难提高。如果将老师与学生在网上

互动的投入折算成课时，最终换算成经济激励，或者

将职称、评优等都与信息化应用挂钩，那么效果一定

大不一样。目前学校正在积极研究相关配套政策。

王涛介绍说，“十三五”期间，中国农业大学的信

息化工作将贯彻“网络支撑主流办学业务”的工作思路，

转变发展模式，突出支撑效益，立足需求，整体规划，

分步推进。将以构建智慧型教学、科研和和管理服务信

息化环境为出发点，以“互联网 +”为手段，以基础设施、

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为支撑，支撑学校提升办学效能、

管理效益和决策效率，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以细节提升用户体验

中国农业大学在其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要立足“互联网 +”的信息化思维，从理顺学校信息化

管理运行体制和建设机制入手，促进信息技术和学校

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业务的深度融合。除了建设

智慧型学习环境和智慧型科研环境之外，学校还将升

级完善应用信息系统，建设校级数据信息平台，支撑

管理服务水平提升。

王涛说，他的愿景就是要像地方经济运行有定期的

决策分析数据一样，为学校提供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月度、

季度和年度运行数据，而且要将此作为常态。在这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今年上

半年刚推出的《学生上网行为数据分析报告》。

为了了解学生网络使用情况学生网络使用情况，

特别是学生夜间玩游戏的情况，以及网络流量 / 网络游

戏与学生成绩排名的分布关系等，网络中心对在校学

生的上网大流量信息进行数据采集、挖掘和分析，为

教学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从中可以得出了一些有意思

的结论；比如：使用网络流量大的学生中，成绩不好

的占大部分；游戏流量较大的学生中，大部分学生成

绩欠佳；学生夜间玩游戏较多，对学习成绩的确存在

相当的影响。统计数据还表明，在网络使用流量大的

学生中，有将近 41% 学生的专业排名在倒数 10%。

王涛说，信息化工作不能只是技术化的网络和系统，

一定要体现出对学生的关怀、对老师的帮助，大家才能

真正认可信息化工作的成效。信息化工作一定要以人为

本，信息化系统应该是有温度的。关注小细节，用好大

数据，往往会成为信息化撬动教育教学方式的有力支点。

“有为才有位！”在专访即将结束的时候，王涛

这样概括了自己对信息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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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 中国高校 CIO 论坛”期间，本刊记者采

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彭说龙。彭说龙刚刚结束贵

州六盘水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任职，回到学校，他对

比了在高校和政府工作间的差异性：“高校管理是行

政管理体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信息化手段为这最后

一公里的治理，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渠道。”

彭说龙认为，当前要建设“双一流”尤其在信息

技术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教师、教授的积

极性，更多地把自主权还给教授，“可以一日无校长，

不能一日无教授”，“搭建一个体验良好的信息化环境，

教授治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教育网络》：结合贵校的“十三五”规划，

您认为信息化战略在大学“十三五”中应居于怎样的

位置？在大学的未来发展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彭说龙：华南理工大学的信息化战略定位于推动

学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提升学校治理能力，推进内

涵发展，改进教育手段 , 加强学校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

核心竞争力。

目前，信息化发展模式已由技术驱动转变为业务

驱动和战略驱动，信息化的内容也由数字化校园建设

向智慧校园纵深发展，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信息

化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引擎之一。华

南理工大学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校长两个一把手为

组长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十三五”期间

信息化的投入将仅次于基建和后勤，排在第三位。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现阶段学校信息化工

作中有哪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彭说龙：现阶段，学校信息化工作中亟需解决的

问题有：第一，华南理工大学基础设施由于建设时间

早，建设模式复杂，目前面临更新换代的压力；第二，

为高校治理开创自下而上的渠道
——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彭说龙

高校管理是行政管理体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信息

化手段为这最后一公里的治理，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自下

而上的渠道。

	 	 	 	 ——彭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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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顶层设计和标准化建设，完成全校性数据治理，

消除数字孤岛，建立数据交换和共享中心；第三，加

强信息化和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活动的深度融合，

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开放式业务开发平台，提高业务

部门进行信息化的积极性，全面梳理业务流程，推动

业务流程重构，鼓励第三方创新。

《中国教育网络》：您如何看待信息化与教学和

科研的关系？信息技术在高校中如何发展，才能更有

力地支撑教学和科研的创新发展？

彭说龙：教学和科研是每一个学校的核心功能，

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水平也是评价学校发展的主要指标，

而信息化是深化教学和科研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信息技术要有力支撑教学和科研的创新发展。首

先，必须将信息化融合到教学和科研业务流程和数据

流通中。其次，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建设模式。这个

用户，除了学校二级部门外，更多的是广大师生，因

此，还需建立信息化在教学和科研的评价体系，形成

闭环的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第三，充分利用信息化

技术的发展，如大数据、个性化资源推送、移动互联

网、虚拟现实、智慧校园等，支持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建设互联网 + 教学实验平台，丰富教学和科研资源，

推动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创新发展。

从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层面来

看，我认为应当更多发挥教师的自主性。教师是一个

自我完善、自我克服的群体。“可以一日无校长，不

能一日无教授”，是这两个主体的辩证关系。大学教

授这个主体的自组织、自运作能力不可小觑。作为培

养人才的主体，教师是有自我革新的主动性的，创新

是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的，这与高校“双一流建设”

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资源是有限的，但是

生产资源的主体主动生产，就会带来无穷的资源。当前，

高校需要搭建一个体验良好的信息化环境，为教师的

教育教学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将自主权回归给他们。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高校信息化工作的着

力点是什么？机制，经费，人才队伍，还是其他？贵

校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上有哪

些举措？

彭说龙：各个高校的信息化工作着力点都不太一

样，在华南理工大学，主要是机制，其次是经费和人才。

为规范学校软件和信息服务项目建设管理，加强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建立信息化与信息安全同步机制，

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我们制定了《华南理

工大学软件和信息服务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在全校

软件的立项、采购论证、合同审核、测试、上线运行

和验收，都由信息化办公室负责，以提高学校信息化

办公室协调能力，落实学校信息化的顶层设计，保证

应用系统的信息安全。另外，学校重要的信息化项目，

纳入学校督办的内容，以提高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在人才培养方面，华南理工大学信息化队伍比较

庞大，也比较稳定，主要举措如下：一是将信息化队

伍纳入学校兴华人才工程；二是利用学校学科优势，

鼓励信息化队伍在完成信息化建设和维护工作的前提

下，参与国家和部省的科研活动中，让信息化队伍能

接触到信息化最新的技术，提高其综合素质；三是打

造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创新空间，老师搭台，学生唱戏，

支持学生创新。

《中国教育网络》：您如何看待大数据环境下高

校信息化的发展？您觉得大学在大数据应用上可以有

何作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立的“大数据智慧校园分析

平台”目前进展和效果如何？未来有什么计划？	

彭说龙：大数据是高校信息化由数字校园向智慧

校园发展的基础，也是未来高校发展的核心资源。李

克强总理提到大数据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科学

依据，还称之为重要生产力，这同样适用于高校。在

高校中，大数据除了优化业务流程、促进业务融合、

提高办事效率、分析校情、辅助决策的基础，还可以

为科研和创新活动提供核心支持。

华南理工大学建立的“大数据智慧校园分析平台”

目前完成了第一期建设，初步建立了学校的标准基础数

据平台，为业务系统提供交换和共享。未来还会在此基

础上优化业务流程、促进业务融合；此外，还将建立全

校科研大数据平台，为科研团队提供大数据服务。

《中国教育网络》：在信息化工作中，您认为当

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关注？

彭说龙：信息化工作中还有三个值得我们关注的

问题 : 第一，对信息化重要性的认识往往局限于信息化

部门本身，如何在全校范围内提高学校二级部门对信

息化重要性的认识，理念一致是行动前头等重要的工

作。第二，随着信息化与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的深

度融合，信息化不再是信息化办公室一个部门的事情，

如何调动业务部门参与信息化建设和维护是另一个关

键问题。第三，信息化工作往往重建设、轻运维，而

且又比较专业，在用户培训和宣传方面做得不够，很

大程度影响了业务系统的执行效果。这都是需要我们

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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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来参加中国高校 CIO 论坛，收获太大了，

真希望以后能多一些这样的交流机会！”面对本刊的

专访时，青海大学校长助理王晓英抑制不住自己的兴

奋。她坦言，这次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能寻找到

一条信息化基础薄弱学校的发展之路。

只有适合的，才是自己的

青海大学是青海省唯一一所国家“211 工程”重点

建设大学，也是 14 所国家“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

工程”入选高校。2001 年，为了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

育的发展，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教育部开始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

并指定由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专访青海大学校长助理王晓英

无论是管理办法，还是应用系统，都只能从方法论

上借鉴，而不能在实践中照搬照抄。	 	 	

	 	 	 	 ——王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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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英也来自清华大学。她于 1999 年考入清华大

学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免试直读博士；

2008 年 7 月获博士学位，并被评为“优秀博士毕业生”。

毕业后，王晓英来到平均海拔 2300 米的西宁工作，成

为青海大学计算机系的一名教师。

那时的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刚刚建系一年，师资严

重不足，设备极其简陋。王晓英就跟大家一起，几乎

从零开始建设计算机系。

2015 年 6 月，王晓英被任命为青海大学校长助理，

分管校园信息化建设工作。其分管的青海大学信息化

技术中心（原名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成立于 2001 年 5 月，

在学校信息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教育部和青

海省的支持下，青海大学近年来完成了校园主干网升

级改造，并陆续建成了教学、科研、管理、办公、教

育在线等应用系统，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但在王晓

英看来，青海大学的信息化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虽

然领导们很重视，也联了网、上了信息系统，但青海

大学的信息化仍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还远远谈不上

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谈不上对教育创新和改革的推动。

这与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青海大学的校园地处西宁市郊，基础设施的薄弱

导致校内经常断电。王晓英说，最近一周停了两次电，

这一次就停了两天。而校内仅有的两台发电机要优先

保障食堂供电。电一断，网肯定断，电来了，网也不

一定有。如果说只是电力跟不上，还可以通过向政府

申请支持来解决。但如果老师们的积极性提不上来，

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就只能停留在梦想层面了。

这也是青海大学信息化面临的最大问题。

到青海大学工作已经 8 年多了，王晓英发现，对

于习惯于长期传统手工操作的人来说，熟悉一套信息

系统还要投入很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虽然大

家都认同信息化很重要，但是实际推行的过程中还是

会遇到不少阻力。

在“2016 中国高校 CIO 论坛”期间，不少高校的

校领导交流了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例如从体制机制

上理顺关系，从政策激励上引导老师，等等。王晓英

听得很仔细、记得很认真，也从中发现了一些窍门。

她觉得，专家们介绍的都是好方法，但省情不同、校

情不同，无论是管理办法，还是应用系统，都只能从

方法论上借鉴，而不能在实践中照搬照抄。青海大学

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信息化发展之路。王晓英坚信：

“只有自己的，才是最适合的。”

先用足现有条件，才能找到最优解

在王晓英看来，青海大学信息化建设最缺的不是钱，

而是人。在她刚到青海大学的那一年，计算机系和当时

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人员规模差不多。经过几年的努力

和发展，计算机系的师资规模有了数倍的增长，但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的人员几经挽留才勉强维持原有规模。

招人有多难？王晓英说，2014 年青海大学计算机

系有 5 个招聘指标，最终只招到 3 个。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选择往往比较多，较

少有愿意到西部地区工作的；另一方面，尽管有国家

多项政策的支持，但青海大学的薪资待遇仍缺乏足够

的吸引力。

计算机系招聘尚且如此，就不用说信息化技术中

心了。按照现有的制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工作人员

的考核评聘，都需要遵循教师的考核标准。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教学任务的话，中心工作人员在考核和晋升

方面就没有多大的空间。这就意味着，中心的工作人

员要做好手头的信息化工作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去

上课、申请并完成科研项目。信息化工作本来就颇有

难度，考核晋升之路又不顺畅，久而久之导致大家士

气普遍不高。这成为王晓英分管信息化工作后首先要

面对的一大难题。

相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受限于省里的政策；招聘

高水平的信息化人才，又受限于环境因素和待遇因素。

王晓英觉得，既然一时无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那就

先以精神激励为主，结合具体工作任务责任到岗、到人，

现在中心的氛围已经有了一定改善。

为了解决“人”的问题，王晓英还积极发展研究

生助管，补充信息化工作队伍。学生们对于信息化助

理工作都很有兴趣，既在工作中增加了实践经验，又

从服务中发现了自身价值。当然，由于相关专业的研

究生总体人数非常有限，这也局限了王晓英的挑选

范围。

王晓英说，她分管校园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时间并

不长，虽然此前没有太多的信息化管理经验，但她一

直谋求工作方法上的突破。

在制定青海大学“十三五”规划时，王晓英努力将

体制机制和政策引导问题都列了进去，将大数据支持教

学科研和管理决策也都写了进去。尽管她知道这些事情

实施起来肯定会有难度，但“再难的事，只要方向正确，

就只剩下坚持了”。对此，王晓英态度十分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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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0月25~26日，“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在西安开幕，百余名国内外院士、专家出席，

现场听众近 700 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论坛由中国工程院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工程院信息

与电子工程学部共同承办，是中国工程院信息学部最重要的年度学术活动。本届论坛设置主题演讲、分论坛两大环节，26 位专

家将各自研究领域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发表演讲，研究范围涉及人工智能、认知计算、人机交互、云计算、知识自动化、机器人、

大数据、虚拟现实、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空天一体化信息网络、计量检测等领域。本刊撷取部分与会嘉宾的精彩观点与读

者一起分享。

科学的发展是延续的。科学在发展过

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个突破期，突破期的出

现必然与新思想有关，而新的重大思想一

定出现在哲学界。历史的经验表明，三

次哲学上的突破带来了三次技术的重大

改革。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等哲学

家都探讨过人的精神世界，但从未考虑大

脑这个基础。现在我们承认人们所有的精

神世界都是有生物基础的，这是一个不得

了的突破。脑是物理世界，心智是精神世

界，行为是可以观察、测量、推测的，这

三者虽不同，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我

们现在研究突破的基础，也是发展的机遇。

人们一辈子都在做选择，这个选择有

一定的原创性，因此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

别，在于决策能力的高低。我们培养的人

才，应该是具有决策能力的人。2002 年

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 现为教育部

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 成

立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探索建立一个基

于神经科学的，对人智能发展进行研究和

测试的平台。2014 年，我们初步完成了

该平台框架的建设。这个平台聚焦于人智

能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核心能力，将与它

有关的脑的结构和功能改变，以及评测方

法和干预手段的信息整合在一起。此平台

可以应用于实证性教育、精神健康保障和

个性化的教育、医疗仪器的研制。

现在信息界有人认为人脑很像计算

机，这是最坏的比喻，使得后面研究的人

走入歧途。人的大脑是最复杂的，是具有

非线性动力学过程的复杂性系统。要研究

这个系统，必须使用大数据与搜索引擎。

人脑中有很多功能区域，能够进行记忆存

储，已形成的知识结构会在大脑的某些区

域里形成模型或支持，这对人能否做正确

的决策非常重要。 如果人们有了正确的

韦钰：应培养具有决策能力的人 

韦钰

电子学专家，1994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任国家教

委副主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现任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本文根据韦钰在“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上的讲话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院士谈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

观念，那么就需要做认知控制，在进行决

策时需要执行功能。在这个经过长期积累

的模型上，你看到类似的东西才能灵机一

动。现在讲创新，有的领导比较着急，把

人集中在一起头脑风暴，这不可能立竿见

影，一定要有执行功能，要有正确的概念，

才会有创新的思想。

这项研究对于教育来说，是跨越式的

发展。它不仅会改变国家对教育政策的制

定，改变教学过程，还能改变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同时，它也可以应用于生物医

学工程领域。将来有可能透过智能平台去

看人的精神世界。可运用平台检测一个人

是否适合某项工作，是否具备此项工作的

决策能力。若是不具备，通过何种方式可

以改进提升。它还可以做决策辅助系统，

帮助人们做决策。例如，我们利用网络理

论解决抑郁症的自杀预测，网络变化的灵

活性可以预测你是否具有自杀倾向。

这些并不是不可达到的梦想，目前国

外很多专家已经研究得更加深入，现在已

经研制出根据脑科学研究结果配合儿童学

习的机器人了。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个

领域，不能让市场被国外占领。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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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空间的基本安全态势是“攻

易守难”。其根本原因在于网络空间存在

泛在化的基于未知漏洞和后门等的不确定

威胁，且缺乏彻查漏洞和后门等的科学与

技术方法。

以人类现有的科技能力，还无法从理

论和实践上解决网络上未知的问题：一是

不知道潜在的漏洞究竟有多少，二是没有

办法完全避免漏洞，再就是软件后门的问

题，甚至还有前门的问题。现在还未发现

的漏洞，如茫茫宇宙、浩瀚星空一样庞杂。

迄今为止人类的网络技术尚未形成可以穷

尽复杂系统漏洞和后门的理论和方法，在

这一设计缺陷的背景下，我们无法期待一

个无毒的环境。

网络空间现有的防御体系必须获得攻

击来源、特征、行为、机制等知识，才能

实施有效防御。而现有的信息系统和防御

架构，在本质上是静态的、相似的和确定

的，体系架构透明脆弱，成为网络空间最

大的安全黑洞。

生物学上有一种现象：一种生物在色

彩、纹理、形状上模拟另外一种生物使其

一方或双方受益，这被称为“拟态现象”。

邬江兴 : 网络安全再平衡战略——拟态防御

邬江兴

通信与信息系统、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著名专家，现任国家数字

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03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奖。

我们提出拟态安全防御，以期能从主动性、

变化性和随机性中来获得有利的防御态

势。所谓拟态安全防御，是指在主动和被

动触发条件下动态地、伪随机地选择执行

各种硬件变体以及相应的软件变体，使得

内外部攻击者观察到的硬件执行环境和软

件工作状况非常不确定，无法或很难构建

起基于漏洞或后门的攻击链，以达成降低

系统安全风险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讲，拟

态安全防御是一种主被动融合防御体系，

即拟态安全主动防御与传统被动防御相融

合的引入“安全基因”的主被动融合防御

体系。

“已知的未知”可以防御，但是“未

知的未知”让全球正在使用的网络系统

倍受威胁。拟态防御理论和基础技术架

构，以创造性的主动防御思想成功探索

出解决网络空间不确定性威胁问题的新

途径。

钱学森说过：“从复杂问题的总体入

手，总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这也是拟态

防御构建的基本思想。现今的科技条件下，

我们不能完全避免软硬件的漏洞，又缺少

检测的成熟方法。那么，是否能用系统工

程的思想，通过系统架构技术创新来克服

不确定威胁的安全问题？

今年 1 月，国家科技部曾委托组织了

对拟态防御构建的测试。系统是不是能够

隐匿漏洞后门？攻击者能否利用未知漏洞

和后门上传病毒和密码？防御方能否有效

抑制危险的协同攻击？拟态允许不允许使

用不可信，或者不可控的软硬构件？带有

病毒和密码的软件能否运行？我们得到了

两个结论：一是拟态防御是安全的，二是

漏洞只有在非配合条件下联合起来在同一

时间同一地方做同样的攻击才有可能突破

系统。

同时，可以看到拟态防御的效果：一

是可以建筑攻击链的可靠性，现有攻击链

对拟态系统是相当的无效；二是可以构造

在“去协同化”条件下的协同攻击难度；

三是它获得的防御特性，与传统的安全技

术无关，但是可以融合传统安全技术，是

独立于安全技术存在的属性；四是能够适

应这种不可信供应链的产品，当然对于受

测服务系统是没有影响的。

理念的进步总是要先于技术的进步。

拟态防御是一个架构技术，当然它首先是

用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它是一种原理，

利用这种原理可以解决任何不确定问题。

它颠覆了安全领域的许多规则，比如说未

知风险不可防御的理论。已知的风险可以

解决，未知的风险也可以解决，开放和安

全第一次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院士谈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

（本文根据邬江兴在“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

坛”上的讲话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2016.12 中国教育网络 39

知识自动化及工业运用是一项用知识

推动经济发展的颠覆性技术，能够为相关

行业带来一些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

自动化系统将可能推进新的软件产业的发

展，从而提升工业软件的技术水平。

当今社会，知识型工作基本上占据压

倒性的地位。知识型工作是对知识的利用

和创造 , 是具备知识才能完成的工作 , 或

者有知识的人或系统完成的工作 , 是生产

有用信息和知识的创造性脑力劳动。从事

知识型工作的人是知识型工作者 ( 如专业

技术人员、咨询人员、技师、科学家、管

理者、分析师等 ), 知识型工作者依靠知识

和信息创造价值 , 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智能

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和创造新的知识。知识

型工作在当代社会分工中占有压倒性的重

要地位 , 其核心要求是完成复杂分析 , 精

确判断和创新决策的任务。知识自动化主

要是指知识型工作的自动化。

它需要具备知识能力的人完成，并具

有问题分析、精确判断、创新决策三大特

征。随着社会发展，体力型劳动逐渐被自

动化技术所替代。而通过知识型工作自动

化，可以解决提高效率、提升应对复杂问

题的能力等问题。

知识型工作在工业企业运行中起核心

作用 , 如工业生产中的决策、计划、调度、

管理和操作都是知识型工作 , 完成这些工

作需要统筹考虑各种生产经营和运行操作

要素 , 关联多领域多层次知识。在流程工

业的运行优化层 , 由于难以建立精确数学

模型 , 操作参数选择设定以及流程优化控

制都依赖工程师凭经验给定控制指令。工

程师的知识型工作包括分析过程机理、判

断工况状态、综合计算能效、完成操作决

策等。在计划调度层 , 需要统筹考虑人、

机、物、能源各种生产要素及其时间空间

分布和关联等 , 调度员通过人工调度流程

协调各层级部门之间的生产计划 , 完成能

源资源配置、生产进度、仓储物流、工作

排班、设备管理等知识型工作。在管理决

策层 , 决策过程涉及企业内部的生产状况 ,

外部市场环境以及相关法规政策标准 , 管

理决策者根据一系列经营管理知识进行决

策。现代工业中机器已经基本取代体力劳

动 , 工业生产管理、运行和控制的核心是知

识型工作 , 离不开具有高水平的知识型工作

者进行分析、判断和决策 , 目前在各个层面

都要依靠知识型工作者来完成工业的生产。

我们所说的知识自动化系统，实际是

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自动化

系统技术的结合，更注重其与对象和场景

的密切结合，是在与应用对象和场景结合

中间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有着自己的知

识特点和特殊策略。

知识自动化不仅将计算拓展到新的领

域 ( 如具有学习和基本判断的能力 ), 并且

可以使知识工作者和机器之间产生新的关

系 , 比如极有可能像人与其合作者间那样

实现人机之间的交互。

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包括移动互

联网、先进机器人、知识工业自动化、物

联网、云技术、自动驾驶汽车、下一代基

因组学、储能技术等多项内容。现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无时无刻不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并对经济发展起着支撑作用。

在高新技术里，信息技术是领头羊。我们

所指的颠覆性技术，是指驱动未来经济发

展的颠覆性技术。它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制

高点。国外的顶级技术能够真正对经济发

展起到颠覆性作用，我国虽然在基础方面

做得不错，但比起国外还是有差距。

工业生产过程的知识自动化主要有四

个方面：一是现状，二是为什么要在工业

生产中研究知识自动化；三是能不能在工

业过程中实现知识自动化；四是如何去

做。在现代工业生产中，机器已经基本

取代体力劳动，而管理运行、控制核心

的工作，都是属于知识型工作，主要依靠

的是知识型工作者来完成。

一个企业的生产调度往往是根据市场信

息，通过相关部门来制定生产计划，生产计

划定了之后就开调度会，协调以后才是正式

的生产调度计划下发到各个分厂或者各个车

间去执行。在人调度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可

以看到比较滞后，并且较复杂，难以应对市

场和环境的变化。知识自动化要解决什么问

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流程能不能扁平

化和更加优化；二是流程过程中一系列决策

点，如何实现知识驱动决策。

桂卫华：知识自动化将提升工业软件的技术水平

桂卫华

有色金属工业自动化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南大学教授、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有色冶金自动化”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院士谈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

（本文根据桂卫华在“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

坛”上的讲话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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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6 年 Hinton 等人提出深度学

习概念，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崭新的发展

时期，也不断地影响、推进着相关众多产

业、行业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精彩回

归”，重新受到学术界、产业界等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

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

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使机

器能够像人一样思维和认知。当前人工智

能的研究前沿之一是如何实现由完整信息

到非完整信息的处理，构建更加健壮的人

工智能，使人工智能系统对用户错误、目

标偏差、错误模型以及未建模对象具有更

好的适应性。无人驾驶就是一种典型的非

完整信息处理问题。

由于我们不可能为所有的问题建模，

“未知的未知”问题对构建稳健的人工智

能系统提出了挑战。为了设计更加健壮的

人工智能，需要采用稳健优化、学习因果

模型和组合模型等方法来提高人工智能建

模问题的稳健性。

要设计更加健壮的人工智能，首先要

提升对于模型错误的稳健性，对风险敏感

的目标进行优化，采用稳健推理的算法，

如采取谨慎的策略提升应对建模错误情况

下的鲁棒性；其次，需提升对于为建模

验，并选择了乐团的指挥。乐团的指挥实

际上是乐团的灵魂，在乐团演出中每一个

人都要按照指挥的动作把曲子用自己演奏

的乐器表达出来。通过身上的标记点把指

挥的动作通过摄像机模拟出来，把一个指

挥家的动作合成以后，我们让机器来指挥。

人工智能是一门综合性的前沿学科和

交叉学科，其发展与信息科学、认知科学、

神经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学科深度融

合。发展人工智能要做到“两手抓”，即

一方面要踏踏实实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的基

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重视人工智能在

重大学科领域和重大工程中的实践应用。

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是造福人类，但在

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也曾被别有用心

者利用而阻碍了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

带来灾难。

实现类人水平的人工智能还需要迎接

哪些挑战？一是如何让机器在没有人类的

帮助下学习，二是如何让机器像人类一样

感知和理解世界，三是如何让机器具有自

我意识、情感以及反思自身处境与行为的

能力。使机器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是

类人智慧最难的挑战，无论对科学和哲学

来说，这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探索领域。

未来三十年，人工智能将在计算能力、

人工智能系统等方面催生颠覆性技术，其

研究成果将在社会管理、国防、生命健康、

金融、能源、农业、工业等众多领域大放

光彩，人工智能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未来，人工智能将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各

个角落，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郑南宁：人工智能的下一步是什么？

郑南宁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教授

问题的稳健性，扩充模型、学习因果模

型、采用组合模型监测模型表现以检测

异常等。

从人工智能的研究来看，我们长期以

来坚持两个目的：一是如何使机器更加聪

明，二是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同时

能够发展出更聪明的机器帮助人类更好地

发展。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建立一种智能

系统需要以下基本的因素：它必须要适应

我们的世界，要具备学习的能力，同时需

要有记忆能力，在学习记忆的基础上完成

推理，另外在推理的过程中还必须建立一

种因果模型。

直觉推理可以看成两个方面：一个是

物理层面的推理，就是可以跨越时间尺度

给出判断和情景演变的过程；另一个是心

理层面的推理。无人驾驶车事故的例子，

说明无人驾驶车是在非完整信息下出现的

问题。如何在不完整信息下让机器做出正

确判断，使得机器具有推理和自主学习的

能力，这样的过程是健壮的人工智能能够

实现的。

人的认知过程，在很多场合下是从全

局到局部的，在大量先进知识的前提下，

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我们做了一

个让计算机实现对人体运动进行分析的实

院士谈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

（本文根据郑南宁在“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

坛”上的讲话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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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何种基础设施的架构，任何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数据系统都含有一个大

型数据集合。该集合的设计目的是提供有

用和可靠的信息来反映高等教育中的学生

成就和教育成效。“大数据”通常定义为：

来自于多个来源的、大型的、复杂的电子

数据集，以及这些数据集的事务数据（或

元数据），因而相应地必须是“集成的、

关联的或者共同分析的”。   

数据集的安全和隐私关注点

由于数据的规模和复杂度，为了解决

如何在这些数据集和支撑大数据集合的 IT

系统之间和之内维护信息安全和隐私的问

题，必须要进行协同的探究。鉴于在全国

范围内对学生平等和教育成效的疑问日益

紧迫，而为了回应这些疑问又需要大量的

数据，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数据体系方

案都受到了安全和隐私方面的关注。

对大数据的安全和隐私的高度关注

点包括：数据量（采集到的数据的规模）、

敏感性（采集到的数据的敏感性以及在

不同系统之间潜在的敏感性差异）、访

问权（为达到在更大数据集合中查询的

目的而拥有多个大数据集合访问权的个

人或实体）。

经过慎重的考量，利益相关者们可以

在国家高等教育数据技术设施中实施全面

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措施，以回应这些关注。

数据量

数据量涉及两个方面问题：第一个是

大数据集合中的记录数量，无论是来源于

学校、机构或者其他组织。第二个是采集

到的关于每个人的数据项目数量。在大型

数据集上实施的复杂分析，以及研究者从

这些分析中分辨出的个人或群体的动向，

其范围可能是非常广泛的。这种大型的数

据集合，以及从中揭示出的洞察成果，经

常会受到充满怀疑的目光的审视，尤其是

当这些采集到的数据中含有可以识别出个

人身份的信息时。对不同来源的数据匹配

可以创造出新的数据集，其中包含可以识

别出对应个人身份的充足信息；这种情况

下，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就要采取额外的

保护措施。

在国家高等教育数据体系中，数据量

两方面的问题都会涉及。数据可能取自于

美国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中的
信息安全和隐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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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中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是该成果的系列论文集——《展望21世纪的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的一篇。

上期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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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阐述高等教育数据集合的

信息安全和隐私的关注点及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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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中的多个实体（如学校、州和联邦

机构）。另外，不同的实体（以及对应的

IT 系统）可能持有不同的个人数据项目。

当合并这些数据项用于分析时，可能导致

产生关于某个个人的详细描述，比任何单

独一个实体本身能描述的都更加详细。

敏感性

数据的敏感性也是对大数据集合的一

项关注，有两种互相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

敏感性问题。

第一种问题是大数据集中可能含有不

同类别数据的多种组合。普遍的数据分类

包括可识别身份的数据、擦除身份的数据、

匿名的数据和汇总的数据。因为数据的敏

感性不同，不同类型的数据要有不同的安

全和隐私保护措施。例如，可识别身份的

数据要比匿名数据更加敏感。

第二种问题和第一种关系很近，不

过仍然有细微差别，主要是在大数据集合

中可识别身份的数据的使用方面。各种类

型的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并不是都有相同的

敏感性。理解数据集中不同数据项的敏感

性是至关重要的。某些数据项属于最高敏

感性的数据类别，例如姓名和社会安全号

（Social Security Number，SSN）。因为它

们仅凭单独一项数据就可以独立唯一识别

某个人，或者它们被社会观念认为是高度

敏感的。州和联邦法律，如《1974 年家

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FERPA）》或《1995

年健康保险转移和问责法（HIPAA）》等，

通常会要求对这些最敏感的数据项目进行

保护。

另外一些数据项也可能被认为是敏感

的，因为当它们组合在一起后很可能可以

识别出唯一的个人。虽然其他的一些数据

项仍然会被认为是可识别身份的数据，但

是它们不太可能会被用来识别出唯一的个

人。表 1 标出了不同类型的可识别个人身

份的数据以及它们的敏感性。

在大数据集合中，不同类别的数据

和不同的可识别身份的数据项进行组合，

对数据的查询所返回的结果中包含的数

据项也具有不同的敏感度。此时，对这

些查询的结果必须要进行安全保护，而

且保护的方式应当与其中含有的最高敏

感度的数据的保护方式相一致。这样的

要求对于单点数据系统和多点数据系统

都是一项挑战。

在国家高等教育数据体系中，IT 从业

者要采取两种方式来应对敏感性挑战。首

先，参与体系的实体必须在其所控制的 IT

系统中实施适当的安全和隐私保护。这表

明，要确保那些系统对其所采集到的数据

的保护级别符合系统保存的最敏感的数据

项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同一个实

体的不同系统也可能有不同的保护级别。

其次，除了单个 IT 系统级别的保护以外，

在国家体系中的所有实体要联合协作，以

确保在实体之间和体系之内共享的数据受

到妥善的保护，即任何分析在向最终用

户报告数据的终端点上，数据的保护水

平达到其中所包含的最敏感的数据项目

的要求。

访问权

采集和存储的个人信息的访问范围

十分广泛，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和个人移动

设备时，访问范围几乎是全球的。几乎所

有的大数据集合都设计成为供多个实体、

从多个地点、为了多种目的而进行访问。

对访问权的关切一般分为两类：一是针对

无合法访问权的外部角色，对数据进行保

护；二是针对有合法访问权的人员等内部

角色，在出现故意超出事先批准的授权范

围、通过未批准的设备、或偶然错误地披

露数据的情况时，对数据进行保护。国家

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多个 IT 系统

可以互相链接，来自多个所有者的数据集

在共享系统中组合，而且有访问数据的人

数众多。因此，信息安全控制不仅有必要

防护数据免于外部侵入，而且有必要实施

控制合法人员的访问政策。

基础设施的数据安全保护

对于一个高等教育数据系统和构成整

个体系的底层 IT 系统而言，不存在信息

安全和隐私保护一刀切的设计公式，可以

用来确保在其中流动的所有数据的安全和

隐私。在《展望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数据

基础设施》中所提出的所有方案中，每一

个都提出了信息安全和隐私方面的、自身

特有的一组技术挑战，这需要根据解决方

案中所采用的底层技术和流程逐一加以应

对。因此，采用全面的解决途径是必不可

少的，即乐于采用最佳实践、降低整体风

险降低、实施数据保护，以及实现整个体

最敏感 敏感 不敏感

摘要 可以直接识别出唯一
个人身份的数据项

组合在一起时可能可以识别出唯一个人的
数据项

不太可能识别出唯一个
人的数据项

数据项

姓名

社会安全号

驾驶证号

护照号

纳税人识别号

生物信息（如指纹、

虹膜扫描、声纹、面

部纹理）

面部或识别特征的照

片图像或

实际地址

电子邮件

电话

出生日期（当与姓名或部分姓名联合使用

时则为“最敏感”）

金融账号和金融交易信息

健康信息和医疗保险信息

就业信息

教育信息（如就读学校、就读日期、毕业

日期、入学水平、学校与学生互动情况等）

邮政编码

电话区号

表 1   可识别个人身份的数据项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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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透明、问责和信任。

信息安全保护

一些信息安全标准和最佳实践的资源

是现成的。几乎所有的标准都是基于同一

个概念，即良好的信息安全实践是在试图

降低风险和保护数据。此处的风险指的是

某个威胁利用某个漏洞产生损害的可能性。

例如，某个恶意的黑客（威胁）猜出了某

个用户的 IT 系统弱密码（漏洞），然后从

数据库中盗窃出了数据并随后利用数据伤

害了某人（身份窃取）。风险实现的可能

性以及风险实现的损害影响因环境不同而

不同。并不是所有的风险或者漏洞都需要

同样级别的关注，而且大多数机构并不拥

有尝试消除所有安全信息风险的资源。通

过风险并评估其相对严重性，是国家高等

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大多数风险评估方法包括了四个基本

的风险评估步骤：一是对评估了解范围内

的数据资产和数据开列清单；二是确定这

些资产和数据所面临的威胁和漏洞（统称

风险）；三是对特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

潜在损失进行分类；四是记录下为应对所

确定出的风险所需的控制点。

风险评估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可能性

和影响程度（如低、中、高）矩阵识别出

IT 资产和数据的风险，并且制订计划方案，

用对底层组织而言切实可行的方式应对风

险。组织根据其风险容忍度，可以选择应

对不同类型的风险：（1）最有可能发生

的风险；（2）一旦发生将可能造成最严

重损失的风险；（3）从资源角度来看最

容易应对的风险；（4）同时满足上述某

些条件的风险。

IT 从业者在识别出风险并进行评估

后，可以采取信息安全控制措施加以解决。

评估风险和实施信息安全控制措施的最终

目的是保护组织的 IT 资源和其中的数据。

为了恰当地应对风险，可以采用信息安全

领域中的以下通用措施：

（1）资产管理的关注焦点是如何从

创建或获得到销毁的全生命周期中，管理

IT 系统及其中的数据。

（2）身份认证、鉴权和访问控制涉

及如何识别授权用户的身份、鉴权（证明

其身份）以及被授予 IT 系统及其中数据

的访问权。

（3）运行安全指的是 IT 系统及其中

的数据是如何操作，如何防范威胁，以及

如何测试漏洞的。恶意软件保护、系统日

志和监控、数据备份以及漏洞管理都包含

在这个大类中。

（4）通信安全指的是当数据在网络

或者 IT 系统中移动，包括在一个组织内

部或多个组织之间移动的情况下，IT 系统

及其中的数据是如何受到保护的。

（5）物理环境安全涉及 IT 系统及其

中的数据如何防范物理丢失、机械故障和

环境破坏。包括如何通过防范如下风险来

保护 IT 系统：盗窃或丢失；自然灾害，

例如火灾、洪水、台风；蓄意破坏；电源

中断或其他机械故障。

（6）事件响应、业务持续和灾难恢

复指的是当出现涉及 IT 系统及其中数据

的事件时组织如何响应，以及如何从这些

事件中恢复。组织必须为一些不同类型的

事件（如恶意攻击、自然灾害、断续的网

络连接等）建立响应和恢复规程。

（7）培训和意识涉及组织如何培训

雇员和其他 IT 用户，并且传播关于如何

推动良好信息安全实践的意识。培训和意

识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有最好的意愿，雇

员和其他可信个人也有可能会无意中损害

IT 系统及其中数据的安全。

隐私保护

作为一个领域主题，过去十年中隐私

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不断在提高。包括

FERPA 在内的法律以及教育技术市场的增

长在教育体系中甚至将隐私概念变得更加

重要。与信息安全概念非常类似的是，也

没有一个单一的全面控制措施，能够确保

数据在任何情形下都能保持足够隐私，并

且每种可能的数据方案都有其特有的隐私

挑战，要求有专门的隐私响应方式来应对。

尽管如此，对任何一个改善国家高

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的可选方案而言，

建立一系列共同的隐私原则都有助于保

护学生隐私。坚持这些原则可以提高国

家体系中的透明、问责和信任。《公平

信息实践原则（FIPPs）》是《1974 年联

邦隐私法案》的一部分，对美国的隐私

法律有重要影响。这些原则的设计目的

是为了要应对大型的个人数据集合所带

来的隐私关切，因此，对于国家高等教

育数据基础设施中应当采用的隐私原则，

它们可以作为很好的范本。FIPPs 包含了

对 任 何 一 个 改 善

国 家 高 等 教 育 数

据 基 础 设 施 的 可

选 方 案 而 言， 建

立 一 系 列 共 同 的

隐 私 原 则 都 有 助

于保护学生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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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隐私原则。

（1） 目的规范：组织应当在采集数

据之前，告知个人为什么要采集数据，以

及用于何种用途。

（2）采集限制：组织应当只采集他

们所需要的数据（称为数据最小化），而

且获取数据的方式是经法律途径批准的，

或者是告知了相关个人并得到知情同意的。

（3）数据质量：组织应当只采集准

确的数据，并且当因某种原因使关于某人

的数据不正确时，此人可以遵循现成的适

当程序加以解决。

（4）使用限制：组织应当只将数据

用于最初采集数据时指明的用途，或者是

其他法律许可的用途。

（5）安全防护：组织应当保护所采

集的数据免于未授权的访问（即机密性）、

破坏（即可用性）和篡改（即完整性）。

（6）公开透明：组织应当保持透明，

将采集个人数据的活动情况提供给涉及的

个人。

（7）个人参与：个人应当能够知道

自己的数据是否被某个组织所采集，并且

应该能够获得被采集到的数据。

（8）可问责性：采集数据的组织应

当对上述的隐私原则承担责任。

隐私原则不是凭空实现的。全体高等

教育数据社群必须在全面应用于整个体系

的原则上保持一致。为实现这一点，利益

相关者们应该考虑随着体系的演进而建立

协作的数据治理程序。数据治理程序中要

部署相关的政策和流程，以满足在国家高

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管理所采集、使用

和共享的数据的需要。这样的程序将能够

提供指导，说明可利用的数据、数据的敏

感性、数据的责任方、数据的存储位置、

数据的访问权，以及与数据有关的风险和

法律制度规定。

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向学生、家长、管理人员、教师、

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对学生教育成效有兴

趣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的数据，和确

保那些数据的安全和隐私，这两件事情

并不互相排斥。为了在国家高等教育数

据基础设施体系内确保有效的信息安全

和隐私保护，下列的四项建议共同构成

了一个框架。

1. 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来理解信息安

全和隐私的威胁及漏洞。无论国家高等教

育数据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或架构如何，

利益相关者都必须要理解信息安全和隐私

风险。对于任何一个系统，这类风险都会

影响到系统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提升学

生教育成效的信息的能力。IT 从业者评估

风险后，可以采取信息安全和隐私控制措

施来应对风险，以及对国家高等教育数据

系统的组成部分——IT 系统及这些系统中

的数据加强保护。

2. 建立和坚持一组信息安全保护的基

本措施。在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

这些保护措施是对采集、处理、存储、传

输的数据进行安全防护所必需的。如果这

样的一组标准并不是州和联邦法律（例如

为保护联邦 IT 系统而采用美国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所 NIST 特别出版物 800-53 所

实施的控制措施）要求的话，那么最低水

平下也要基于体系中的不同系统的内在风

险来实施控制措施。相关控制集见表 2。

3. 建立和坚持一组基本的隐私标准。

为了在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保护

学生隐私，需要实施一组指导性的隐私原

则。国家层面的努力尚未出现时，实施这

些原则将提供学生隐私保护的最佳方案。

最基本的也是必须要实现的原则是：采集

数据之前，相关个人收到通知并确认知情

同意；学校和其他组织只采集满足回答学

生教育成效测试中关键问题所需的、最小

范围的数据；并且学校和其他组织所采集

的数据只用于采集时的原始用途或者法律

许可的其他用途。

4. 建立协作的治理体系。在国家高等

教育数据基础设施中，为了确保所采集的

NIST 800-53 安
全控制集

ISO/IEC 27002：2013
安全控制类

访问控制

审计和问责

意识和培训

配置管理

持续性计划

身份和鉴权

事件响应

维护

媒介保护

人员安全

物理和环境保护

规划

项目管理

风险评估

安全评估和授权

系统和服务获取

系统和通信保护

系统和信息完整性

资产管理

访问控制

业务持续性管理

通信安全

兼容性

加密

人力资源安全

事件管理

信息安全政策

运行安全

信息安全组织

物理和环境安全

供应商关系

系统购置、开发和维护

数据对必要的测量和指标提供支持并回应

利益相关者的疑问，治理体系是必要的。

这个治理体系也可以审核数据体系中数据

可用性和确保对数据的保护。除了定义数

据所有权和管理措施、为信息安全和隐私

的最佳实践以及基本要求提供咨询以外，

治理实体还可以考虑培训系统用户的最佳

方式，并就协调数据分享和分析的收益进

行交流。

学生、学校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关于高

等教育的更高质量的信息，利益相关者们

最需要的是关于学生教育成效的有意义的

信息，而获得这些信息要求在现有方案和

考虑之中的方案中取得更高质量的数据。

当利益相关者们考虑满足数据需要的最佳

方式时，势必要在讨论中加入如何能最恰

当地保护学生隐私和确保国家高等教育数

据系统中的数据安全方面的内容。通过谨

慎细致的规划，国家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

施中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实施全面的信息安

全和隐私保护，从而做到降低风险，保护

数据，确保透明、可问责和信任。

（翻译：陈强）

表 2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NIST 800-53 和  

  ISO/IEC 27002：2013 标准中的控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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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Chris  Dede  Andrew  Ho&Piotr  Mitros

高等教育中数据密集型研究和分析所

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探寻适当的方法，

从当今正在生成的、极其丰富的数据集中

提取出知识，并提炼成为对学生、教师和

公众有用的信息。

技术和方法的进步使人们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基于大数据的决策能力。大数据已

经在商业、娱乐、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

中充分确立了这一用途。高等教育尽管也

在决策领域中利用了大数据，但在教学的

实际应用中仍然非常稀有。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独特挑战阻碍了这

些应用。在高等教育行业中，有效采集、

清洗、分析和发布大数据集所需的计算设

施、工具和人员能力都严重匮乏。此外，

学校在学生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中面临着隐

私和安全问题的挑战，这一挑战在很多科

学学科中并不存在。并且，高等教育关注

长期目标，如就业能力、批判性思维，以

及健康的公民生活等。由于这些结果难以

衡量，尤其是在短期研究中，因此在高等

教育中我们要以理论或实践的依据作为短

期内进行衡量的替代。

除了利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实时、诊

断性数据来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数据密集

型的研究和分析还可以实质性地促进高等

教育实践的演进。提升我们的能力，以迅

速处理和理解目前不断增长的大型、异质、

嘈杂和丰富的数据集，将是值得迈出的下

一步。

大数据和 MOOC

2011 年，META Group 的分析师 Doug 

Laney，用了一组以“V”开头的词语来

描述大数据，以指称不断增长的数据规模

（Volume 容量），持续加快的数据生成

和分析速率（Velocity 速度）和不断扩大

的来源、格式和形式（Variety 多样）。其

他研究者增加了 Veracity（真实性），以

表示不同来源中参差不齐的数据质量，

包括数据的范围、准确度和时效性上的

显著差异。本文对高等教育中大数据分

析的希望和困境的讨论，特别强调真实

性因素。

此外，作为高等教育中数据密集型

研究和分析的机遇，MOOC（大规模开

放式在线课程）是本文的一个关注点。

MOOC 演示了从学习环境中采集到的多

种类型的大数据。大量数据不仅有通过

采集于多个学习者的广度数据，也有单

个学习者经历中的深度数据。MOOC 中

高等教育中的 MOOC 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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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涵盖了历时数据（如单个学生横

跨多年的若干门课程），丰富社交数据（如

集体解决问题的视频会议录像），以及

特定活动的细节数据（如在观看不同视

频片段、教育游戏或问题解决过程中的

个人行为等）。数据的深度不仅受某个

学生数据的原始容量决定，还受到情境

信息可用程度的决定。

这些类型的高等教育大数据有潜力为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创造以下机遇：

通过适应性学习或者基于能力的教育

（CBE），以使学生掌握学习内容的过程

更加个性化；

迅速深入地诊断学习需求或课程难

点，将系统性思考、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

等能力评价纳入深入和真实的学科领域知

识评价中，以实现更好的学习效果；

采取目标导向的干预，来提升学生学

习效果并降低学生和院校的总体成本；

利用基于游戏的学习和评价环境，使

学生在复杂的信息和决策情形中学习。

复杂技能评价中大数据的价值

高等教育课堂中的传统评价方式的频

度不高，形式也有限，无论是在设计方面

（采用命题作文和多项选择题方式），还

是在评价反馈方面（往往是延后的和主观

的）。教育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可行方法，

用来评测学生在诸如工程设计问题和自由

写作等真实任务中的表现。通过对这类任

务进行评测，能够提高对学生学习效果评

测的相关性和精确性，能够根据特定学生

的需求调整教学，也能够就一系列学习问

题提供个性化的反馈。

此外，社交互动也逐渐从面对面转成

了在线方式。大数据可以对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进行详细追踪。通过整合社交数

据和其他数据，也许能对更加复杂的问

题解决技能和团队合作的技能进行评测。

要实现这个希望，就要探寻能分析异质

来源的数据并提取出测量结果的方法，

这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已经出现的类似

进步是并行的。

过去二十年中，教育技术的这一项

基础进步是和教育技术的大范围采用密

切相关的。数字化的评价使得直接审视

相关的真实表现成为可能。此前，广泛

用于大量学生情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标

准化考试或标准化研究工具，例如物理

学中的“力学概念目录”（Force Concept 

Inventory）。这些评价的时间长度都很短。

其结果就是，评价内容要么包含了大量

的小问题，能保证评价结果准确，但是

无法捕捉耗时较长的复杂技能；要么涵

盖了少量的大问题，在单个学生情况上

缺乏准确度。

与此相反， MOOC 课程中的很多数

据来源于正在完成大量复杂问题的学生，

而且这些问题是他们日常课程学习的一部

分。例如，编号为 6.002X 的《电路与电子》

是 edX/MITx 的首门课程，其中考查内容

几乎全都是由和表现相关的任务构成的。

学生以公式、数字或电路的形式完成对设

计和分析问题的回答。这类问题的解决方

案几乎是无限的，答案不可能是靠猜的。

必要时，学生可以多次提交答案并获得反

馈，直到最终解决问题为止。这些考查很

花时间：在大多数周，课程仅仅安排四次

考查，但要完成这些考查需要 10~20 个小

时的功课。类似的和表现相关的考查在诸

如化学、生物、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等课程

中都已经得到采用。对于给定的学生，如

果把在多门课程中的这种复杂的评价结果

合并到一起，将会形成与问题解决技能和

合作活动相关的丰富数据。

研究者可以采集到与单个学生的行为

有关的细粒度的数据。通过分析正确和错

误答案以及得到答案的行为，这些数据可

以提供学习轨迹的特性的细节。延伸研究

展示了新手和专家的问题解决策略的差异。

专家能够积累信息，例如看到一个模拟电

路就能够记起这个电路，但是新手就记不

起来。这就可能会导致行为模式的差异，

比如新手会向前滚动内容。丰富的考查数

据可以提供专家技能培养方面的信息。同

时还可以记录某个学生在某个问题组上翻

页的次数，或者是在课本中查找公式的次

数，然后就可以研究这些变量中的哪些包

含了能够表示专家技能的数据。

随着数字化的团队工作越来越多地

引入到课程中，服务器日志文件中出现了

更多的社交追踪轨迹。这些日志文件有助

于识别在团队工作中表现不佳或表现突出

的学生，而且可以直接测量单个学生对团

队的贡献。这些系统可以提供充足的数据

作为起点，用于探寻形成良好的团队整体

表现的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可以用来向学

生反馈相关信息以提升团队表现。还有

自然语言处理程序框架，例如开源的 edX 

EASE and Discern，当然主要用于对短小

答案打分，但也可以用于对社交活动进行

分析，诸如电子邮件和论坛发帖等。这些

程序框架有希望实现对书写过程和群体动

态的洞察力。

最后，除了对单门课程的内部进行观

察以外，MOOC 数据系统还使得对学生教

育轨迹的历时性分析成为可能。大多数案

例中，独立的时间点上得不到值得关注的

学习相关信息；对学生教育经历中的所有

项目加以审视就能更加精确的估计学习的

效果和水平。学习分析系统正在越来越向

着汇聚多门课程的多个来源数据的方向发

展。开源的分析框架，如 edX Insights 或

Tin Can，都为学生的所有数字化学习活动

提供了通用的数据仓库。

数据创造

分析上的很多困境都是因为少问了一

个问题，即“数据从哪里来？”数据采集

和数据挖掘两个短语都隐含着一个意思：

数据就在那儿，等着研究者去挖掘和采集。

在教育研究中，我们设想数据创造这个更

加有用的观点，因为这可以把分析师的

注意力集中到最初的数据形成过程上。按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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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个观点，大数据的形成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由于从现有情境中提取数据的新方

法，而且是由于新出现的情境。创建一门

MOOC 课程、在线教育游戏、学习管理

系统或在线考试，我们就能采集数据；

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新情境中创造数据，

而且是在一个恰好能够采集这些数据的

情境中。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基于这一

观点的前期工作没有将 MOOC 课程视为

新型课程，而是视为新的情境，其中的入

学、听课、课程和成果等传统术语都要重

新定义。MOOC 课程的特征是异质的参与

者，异步的使用，和入学的低门槛——这

样的描述关注到了 MOOC 课程不同于貌

似相近的在校教育和在线教育的原因。在

MOOC 课程的情境中，有人也许会主张说

退学是许多 MOOC 参与者想要的结果，

因为他们的意图仅仅是浏览和寻找一个合

适的课程。因此，在研究提升课程完成率

时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不切

实际的行为，完成 MOOC 课程是否是人

们实际上想要的，以及是否要将研究范围

缩小到那些确实想完成课程的人们身上。

MOOC 研究中的分析还面临着其他挑战，

包括实验组间的流失率差异和严重扭曲的

分布等。

不仅是 MOOC，要理解基于数据密集

型或大数据导向的工作，都要置身于数据

形成过程的情境中。特殊的情境和过程经

常在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出现。当在特殊的

情境和过程中进行研究时，研究结果到底

是这种特殊情境的特性，亦或是有普遍意

义的、对认知科学的学习领域的贡献，就

难以区分了。大数据研究并不天然地隐含

跨情境的可复现性。尽管如此，大数据可

以实现与其他情境中的数据集的关联，相

应地，对研究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普遍适用

的程度进行评估也就成为可能。

定义 MOOC“学生”

上文已经主张不要将教育中的数据

密集型情境视为熟悉的含有数据的情境，

而是视为不熟悉的可以从中采集数据的情

境。我们相信，这个观点可以有效地将研

究重新聚焦于对这些情境的描述，并决定

其中的研究发现能否以及如何普遍地适用

于其他更加熟悉的情境之中。对哈佛大学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式在线课程的研究

已经发现，参与学习者的年龄、教育背

景和地理位置有令人关注的多样性，连同

大量教师的课程参与和变化多样的初始投

入。我们和其他研究者主张，这样的特点

使 MOOC 课程难以评价；其中，不加鉴

别地使用“完成率”作为一项产出指标的

做法尤其有问题。如何定义 MOOC 的衡

量指标并能取得一致，正是这一难点展示

的一项挑战。

在线内容和在线课程有什么差别？

答案可能是这样的：内容无论是被消费或

者未被消费，几乎都不需要照料；而在课

程中，开设者和学生对于特定的学习目标

有共同的承诺。如果在一门课程中没有学

习到知识，学生会失望，院校也应当会失

望。这种失败的学习必须要加以纠正。答

案还可能是这样的：课程是有学习活动和

结构的；而内容是被动的、形式是自由的。

通过利用数据不断地向教师和学生提供反

馈，这种积极的做法是高等教育中数据密

集型分析和研究的一部分潜力。

内容本身算是一项贡献，而且某些

教师和院校提供的也只有内容而已。但

是，如果仅仅提供内容的话，会导致完

成 MOOC 课程的学生更可能是那些知道

自己需要什么的学生，那些自我激励的

学生，以及那些用必要的时间和技能保

持学习进展与课程进度接近的学生。研

究中普遍发现，受到过大学教育和来自

于美国的富裕地区的 MOOC 注册学生不

成比例地集中，这与上述假设是一致的。

如果没有诸如学分、补习、问责等教学

制度要素，在缺少有目标的干预措施的

情况下，MOOC 课程不太可能会缩小美

国的成绩差距，而只有一些 MOOC 课程

提供了这种干预措施。当然，缩小成绩

差距对于发挥 MOOC 课程的积极作用而

言既无必要又不足够，因为 MOOC 课程

已经大规模地提高了课程的可用程度。

然而，既然到了将缩小成绩差距作为目

标的程度，那么相关的努力就需要可观

的资源和全力专注的使命。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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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自我评估的需要，MOOC 提供商

们应当对坚定学习者（committed learner）

下一个定义，并且使注册学生和公众了解

这一定义。坚定学习者的一个可行定义是：

一个注册学生，他或她声明承诺为完成课

程而投入，且在线活跃时间至少有 5 小时。

对于一个学生，如果要理解他或她正在参

与的是一项怎样的课程，这个时间（正如

四处闲逛的“购物时间”一样）看起来充

足；而且，这个时间投入带来的完成率可

以达到 50%（根据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数据）。按照当前许多 MOOC 提供者

使用的另一个定义，一个坚定学习者是至

少在一次作业中完成了一个问题的学生。

根据相应的 MOOC 数据，符合这一定义

的学生的完成率接近 25%。教师和院校可

以公开坚定学习者的数量以及完成率，为

他们负责，并且努力在当前的基准上提升

他们的数量和完成率。

重要的是，坚定学习者的这一定义并

不排除其他的参与者。在此模型中，好奇

的浏览者、很少看视频的听课者（听众）、

寻找资料的教师都会用 MOOC，只要他们

愿意。这些学习者可以按照反映 MOOC

满足需求程度的适当尺度继续进行划分。

只要课程的教师和管理者了解课程的参与

者，教学的本质就是要使得教师和管理者

在帮助 MOOC 参与者达到目标方面负起

责任。在校高等教育中大数据带来的机遇

也和这一本质是类似的。

数据：用于预测还是学习？

对于数字化学习数据的最常见疑问就

是预测，包括对毕业、流失，以及诸如修

习课程模式等对未来产出的预测。但是需

要牢记的一点是，在所有教育改革过程中，

衡量预测和实际产出之间差距的预测标准

都是不准确的。相反地，衡量采用预测算

法时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没有预测算法时的

差距，这个标准才有重大意义。我们发现，

人们对技术复杂的预测模型和对错综曲折

的学习途径的关注是不成比例的。而且，

为了确定学生和教师是否能使用数字化工

具来提高学习效果，要进行严格的实验设

计，但是极少有人关注此事。

简而言之，如果预测模型说某个学生

将会失败，我们要让这个预测只有在无法

干预的情况下才能成真。如果这个学生真

的失败了，应当看作是整个系统的失败。

预测模型应该是预测 - 响应系统的一部

分，这个系统要对没有响应的失败情况做

出准确预测，而且启动响应使得预测变成

错误（例如，准确预测在特定的干预下学

生将会成功）。在良好的预测 - 响应系统

中，所有预测都最终被负反馈调整。展现

这一效果的最佳经验方式是在系统分派上

引入随机变量，例如将预测 - 响应系统随

机地分派给部分学生而不是全部学生。这

个方法极少用于在校高等教育，而数字化

数据的存在使之变得可行。

在 MOOC 中评价复杂技能

将评测方法作为教学设计的目标之一

会带来实质性的挑战。课程作业和考核有

多个目标：

作为持续监控学生所了解内容的方

法。这可以使教师和学生将教学调整到难

点区域。

作为学生习得新信息的主要方法。在

很多学科中，大多数的习得都是通过作业

实现的，学生在作业中应用、推导或构建

知识，而不是在课堂讲授、视频或阅读中。

作为评分的关键组成部分。评分有多

重目标，从验证学生的完成情况，到激励

学生的期望行为。

作为学生、教师、院校和课程的总结

性评价。总结性评价有很多高等级的目标，

例如学生的毕业和学校的认证等。

不同的研究社群强调不同的目标，

因而为如何构建良好的评价提出了不同原

则。例如，量化方向的心理计量学家可能

会强调可靠性和可比性，因此一般都要达

到高水平标准化。相反，物理教育研究

社群可能更强调概念，通过深入的练习，

迅速的反馈，积极的学习和建设性学习

等方式。

结论

尽管教育经历的许多目标难以被衡

量，但是高等教育中数据密集型研究和分

析可以帮助人们改进、控制和理解那些可

以被衡量的目标。目前可用数据的广度和

深度有潜力从根本上改善学习效果。我们

相信，当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和分析上发

生的一切，可以与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明

相提并论。这些发明揭示出了此前一直存

在但从未被获取的数据。

数字化评价长期以来都是解放教师时

间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同时也是进行即时的形成性反馈的有效方

法。在此基础上的后续工作，一方面向着

真实性评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为

了迅速准确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评价反馈，

而寻求人类和机器共同协调工作的方法。

其中数据从多样的来源中集成而来，通过

历时性的采集而来。

随着这一改变，我们拥有的数据涵盖

了学生技能的几乎所有方面，包括高等教

育力图促进发展的复杂技能，在现代经济

中，这是比单纯的事实知识更加重要的能

力。这为我们带来了以更深入、更频繁、

更迅速的方式来评价高等教育学生的潜力，

扩展了学生和教师监控学习效果的视野，

包括对高等级技能的评价并提供个性化的

基于这类评价的反馈。然而，理解这些数

据所需的工具（例如 edX ORA、Insights、

EASE 和 Discern）都还处于萌芽阶段。高等

教育中的数据密集型研究和分析所面临的

巨大挑战，在于探寻从目前产生出来的、

极度丰富的数据中提取知识的方法，也在

于将这些理解整合到学生、校园、教师和

课程设计的图景中去。

（来自 EDUCAUSE  Review； 翻译：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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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卢康杰 

操作系统内核作为可信计算基（TCB），

其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为保证内核的安

全性，多种安全机制已经被普遍应用，其

中主要包括 kASLR 和 StackGuard。然而这

两种安全机制的有效性的前提是内核中没

有信息泄漏。换句话说，如果有信息泄漏，

kASLR 和 StackGuard 将会变得没有意义，

因为它们所依赖的一些随机值会被泄漏。

那么问题来了，内核中是否存在大量的信

息泄露？我们通过调研分析发现答案是肯

定的：内核中存在大量的信息泄漏漏洞。

比如，仅 2013 年就有近 60 个有 CVE 的

Linux 内核信息漏洞。随着进一步研究发现

大部分信息泄漏（大约 60%）是因为读取

未初始化内存（uninitialized data read）导致，

如图 1 所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建立一个内存

对象（memory object）但不去初始化它，

那么读取这个内存对象所得到的数据将

会是以前遗留在内存中的一些数据。如

果这些数据包含 kASLR 随机过的地址，

StackGuard 使用的随机 canary，或者是之

前用户遗漏的密码等重要信息，那么就会

造成这些重要信息的泄漏。而导致读取未

初始化内存的原因又分为两种：程序员的

疏忽和编译器的优化。编译器的问题导致

了一个严重且普遍的问题：即使程序员初

始化一个对象中的所有成员，仍然有一

些字节没有被初始化。代码 1 列出了一个

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程序员初始化了内

核堆栈对象“ci”的每一个成员，然而编

译器在第二个成员“slow”之后插入的 3

个填充字节仍然没有初始化，当“copy_

to_user”把未初始化字节拷贝给用户空

间时导致信息泄漏。目前已经有很多攻

击利用这样的信息泄漏来突破 kASLR 和

StackGuard 然后实现 iOS 越狱，Android 

root 等等攻击。虽然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然而，目前并没有有效地防止读取未初始

化内存的方法或工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读取未初始化导

致信息安全泄漏，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

LLVM 编译器的方法。简单来说，需要通

过细颗粒度的（字节级别）、跨函数的、

精确的可到达性和初始化性程序分析来检

查是否存在这样一些不安全内存对象：存

在至少一条程序路径使得一个内存对象在

离开内核空间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被初始

化。当检测出这样的内存对象以后，我们

会在内核中插入一些代码对这些内存对象

进行置零初始化。在实现 UniSan 过程中，

通过设计很多方法来保证程序分析的完全

性（也就是没有漏报），比如解决了找间

接调用对象的问题。目前已经基于 LLVM

实现了 UniSan，并且用它来保护最新的

Linux 内核和 Android 内核。实验结果显示

UniSan 保护过的内核运行非常稳定，毫无

问题。作为验证，我们发现 UniSan 能完

全防止已有的信息安全漏洞并且发现大量

的新漏洞。

从性能角度看，UniSan 几乎没有引

起任何性能的降低（大多数情况下，性能

影响小于 0.5%）。综合这些实验结果，

UniSan 以一种有效的，高性能的，无漏报

的方法解决了操作系统内核中由读取未初

始化内存导致的普遍的信息泄漏问题。

UniSan：防止操作系统内核中
由未初始化导致的信息泄漏

学术专栏

卢康杰
佐治亚理工学院一

名 5 年级计算机科学博

士生，导师为 Wenke 

Lee 和 Taesoo Kim。

他的研究兴趣是发现并

解决系统安全，软件安

全，及手机安全领域的

根本性安全问题。他的

研究成果颇受学术圈认

可，目前他已经发表 8

篇四大顶级安全会议的文章。

个人主页：

http://www.cc.gatech.edu/~klu38。

图1  导致Linux 内核信息泄漏原因统计（2013-2016年）

 代码 1  编译器优化插入未初始化的填充字节，

导致信息泄漏

（注：原文发表在 ACM CCS 2016，更多细节请看

UniSan 文章：http://www.cc.gatech.edu/~klu38/

publications/unisan-ccs16.pdf）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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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高级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和高级机器学习由深

度学习、神经网络以及自然语言处

理等技术组成，其中还可以包括理

解、学习、预测、适应潜在地自主

操作的高级系统，可以帮助一系列

的设备和服务实现智能化，其中包

括物理设备（机器人、自主车辆、

消费电子）、应用以及服务（虚拟

个人助理、智能顾问）。

Gartner 发布 2017 年十大战略技术趋势 

2016 年 10 月，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发布 2017 年十大战略技

术趋势的预测研究成果，本文将对这十大战略技术趋势进行简要介绍。

自适应安全架构

物联网的边缘是非常脆弱的领域，

将会出现很多安全漏洞，它们需要不断

提供新的修补工具和流程。因此在创造

物联网平台的时候，安全性是必须要考

虑的问题。

数字技术平台

数字技术平台是数字业务的基石，

并且是进入数字领域的关键。数字能力

和商业模式由五个重点数字技术平台组

合成：即信息系统、客户体验、分析和

智能、物联网以及业务生态系统。

   网格应用和服务体系架构

智能数字网格将会改变解决方案的

架构、技术和工具。网格应用和服务体

系架构包括网络、移动、桌面以及物联

网应用程序。它们将会通过物联网连在

一起，并将会展示多层次和跨越传统边

界的 API。这将有助于促进服务的可拓

展性、敏捷性和技术的再次利用。

对话系统

对话用户界面 (UI) 可以从简单的非

正式向双向对话转变，比如收集来自犯

罪证人的口头证词，以此来生成嫌疑人

的图像草图。对话系统将从聊天机器人

演化到更广泛的数字网格，而数字网将

扩展成为更大范围的端点的集合体，我

们将会每天利用它们进行交互互动。

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的账本，其

中的价值交换交易被有顺序地分组成

块。每个区块都与迁移块区块相连，

这个过程中在特别加密的 P2P 网络中

最常见。未来区块链技术将会分为音

乐发布、身份验证、权利登记以及供

应链等领域，使用率会越来越高。

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操作实际上是对元数

据、条件或状态、事件数据和分析的

交集进行运行处理。在未来的十年里，

将会出现数以亿计的数字孪生。它们

将被企业用于规划设备服务、经营工

厂、预测设备什么时间会出现故障、

如何提高运营效率以及帮助新产品的

开发等。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已经捕捉到了很多游戏玩家和其他消

费者的想象力，但它们未来将会对企

业产生难以想象的影响。在 2021 年之

前，沉浸式的消费方式、业务内容以

及应用程序将会得到快速的发展。VR

和 AR 的功能将与数字网格相结合，

形成更加无缝的设备系统。这个系统

可以整合来自用户的信息流，为用户

提供超个性化的应用程序和服务。

智能对象

智能对象将会利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技术与人类及其周围环境进行

交互互动。比较典型突出的例子就是

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以及未来将

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智能厨房和智能家

居产品。

智能应用程序

智能应用程序在很多情况下执

行的是人类助手一样的功能。在未

来的十年里，几乎每一款应用程序、

服务都将包含一定程度的人工智能

技术。这将形成一个长期的趋势，

这些趋势也将会促进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的发展，并增加在应用和服

务中的使用范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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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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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 日， 英 国 政 府 启 动

新 一 轮 的“ 国 家 网 络 安 全 战 略 2016-

2021”，指出英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投资

19 亿英镑（约合 157 亿元人民币）加强

互联网安全建设，旨在防范网络攻击，维

护英国经济及公民信息安全，提升互联网

技术，确保遭到互联网攻击时能够予以反

击。相比英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2011-

2016”8.6 亿英镑的国家网络安全投入，

近日，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邵中小

组成功研发世界上第一个反黑客攻击操作

系统 CertiKOS。

一直以来，计算机科学家都认为，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在其核心应该有一个小

的、可信的内核，促进系统的软件和硬件

之间的通信。 但是操作系统是复杂的，

并且它需要的是一个单一的弱连接代码，

该代码通过传统测试几乎不可能检测到，

并且使系统易受黑客攻击。

CertiKOS 具 有 极 高 的 安 全 性 和 可

《2016 年版美国机器人路线图》发布

英国启动《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2016-2021》

新计划的投入翻了一番。行动计划包括：

（1）开展“国际行动”，包括投资

发展伙伴关系，使得全球网络空间的发展

朝着有利于英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方向发

展，发挥英国影响力。不断扩大与国际伙

伴的合作，推动共同安全。同时通过双边

和多边合同，包括欧盟、北约和联合国，

加强网络安全。

（2）加大干预力度，利用市场力量

提高英国的网络安全标准。英国政府将与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行政管理部

门合作，与私营和公共部门合作，确保个

人、企业和组织采用措施保持自身的网络

安全。不断加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的网络

安全，推动网络安全领域的改进，使其符

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3）借助工业界的力量，开发和应

用主动式网络防御措施，以提高英国的网

络安全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最大程度减少

最常见的网络钓鱼攻击，过滤已知的不良

IP 地址，并主动遏制恶意网络安全活动，

提高英国对最常见的网络威胁的抵御能力。

（4）启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

使其成为英国网络安全环境的权威机构。

该机构将致力于分享网络安全知识，修补

系统性漏洞，为英国网络安全关键问题提

供指导。

（5）确保武装部队具有网络弹性以

及强大的网络防御能力，从而能够捍卫其

网络和平台的安全，并能够协助应对重大

的国家网络攻击。

（6）确保能够采用最恰当的能力，

包括进攻网络能力，应对任何形式的网络

攻击行为。

（7）利用英国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

面向学校和整个社会，投资人才发展计划，

解决英国网络安全技术短缺的问题。

（8）成立两个新的网络创新中心，

以推动先进网络产品和网络安全公司的发

展。拨款 1.65 亿英镑设立国防和网络创新基

金，以支持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创新采购。

终结黑客攻击的操作系统问世

（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供稿）

靠 性， 采 用 了 模 块 分 层 验 证 法

（modular layered ver i f icat ion 

methods），拥有并发性，可同时

在多个 CPU 内核上多线程运行。

此外，该系统整合了形式验证，

对无论是智能家电还是物联网设

备都能起到防黑客攻击的保护作

用。CertiKOS 的高可信度操作系

统内核，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免

受网络攻击的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

Physical Systems）。CertiKOS 的模块分层

验证法还可被应用到除操作系统外的任何

软件中。                                ( 来源：Yale News)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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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10 月 全 球 IPv4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49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35B；其

次是科特迪瓦，4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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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B；

其次是塞舌尔，64B。

10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 有 346 个， 其 中 欧 洲 173 个， 拉 美

85 个， 亚 太 61 个， 北 美 22 个， 非 洲 5

个，分别来自 63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

数最多的是巴西，68 个；其次是德国，

22 个。10 月 全 球 IPv6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1361*/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德

国，141*/32；其次是英国，135*/32。在

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

10 月全球 63 个国家 / 地区申请 IPv6 地址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10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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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0.05 1.35 7.23 2018-05-30

APNIC 51.79 0.21 0.45 52.45 2011-04-19

ARIN 100.27 0.38 0 100.66 2015-09-24

RIPENCC 48.08 0.06 0.82 48.96 2012-09-14

LACNIC 11.04 0.3 0.03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01 36.34 2.65 256 /

9 个，IPv6 地址申请 7 个，EDU.CN 域名

注册 28 个。

最多的是英国，9424*/32；其次是中国，

1591*/32。

10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10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随着高校的陆续开

学，10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9 月有所上升，从主干网的流

入、流出流量图来看，相比于 9 月入流量增加了 23.05G，出流量增加

了 24.24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于 9 月入流量增加了

10.22G，出流量增加了 6.59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图来看，

相比于 9 月入流量增加了 6.29G，出流量增加了 2.3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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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次之，华东南位列第三；教育网的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

东北第二，华东北第三位。

图 1~2 所示为 2016 年 10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78.41G 出流量：306.68G

图 1  2016 年 10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90.22G 出流量：60.48G

图 2  2016 年 10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10月

NOC2016 年 10 月

10 月 CERNET 主干网出流量比 9 月增加 24G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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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11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近期值得关注的安全事件

是发生在十月下旬的针对美国基础网络服

务运营商 DYN 的大规模 DDOS 攻击，攻击

使得 DYN 公司的 DNS 解析服务陷入瘫痪，

进而引发了依托这些 DNS 服务解析域名的

大批网站无法提供正常服务。事后对攻击

流量进行分析时，发现大部分的攻击流量

来源于一个叫做 Mirai 的僵尸网络，该僵

尸网络里主要的受控设备都是物联网设备，

其中又以网络摄像头居多。物联网设备的

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各类原来独立的设备

在没有考虑安全因素的情况下就匆匆地接

入了网络，必然带来大量的安全问题。这

些网络摄像头被用来进行 DOS 攻击还是小

事，如果被用来直接监控现实世界，那就

会让我们毛骨悚然，而实际上类似的操作

Mirai 可以轻松地实现。因此，物联网接入

设备的安全是时候该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随着上层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视，网

络安全事件也越来越得到各单位的重视，

大量的安全事件通过各种渠道被快速分发

到当事人的手里，需要投诉到 CCERT 来

解决的事件数量也就越来越少了。

近期需要关注的病毒木马还是各类

比特币敲诈病毒，因为一旦被这类病毒感

染必然会给用户带来损失。由于比特币交

易的监管困难，这类敲诈方式得不到有效

抑制，类似的病毒模式会在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里呈现高发态势，而且加密的对象也

会花样翻新。最近就检测到有加密 Oracle

数据库来进行敲诈的病毒，这类病毒通过

Oracle 数据库的组件工具进行传播，一旦

数据库管理员在网络上下载了有问题的组

件工具并登录数据库，包含在组件里的脚

本就会加密数据库里的数据，并要求管理

员支付若干个比特币进行解密操作。因此

使用正版的数据库软件及到正规的软件源

上下载软件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11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发布了 11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

本次公告共 14 个，其中 5 个为严重等级，

9 个为重要等级。这些公告修补了 Windows

系统、IE 浏览器、EDGE 浏览器、Office 软

件、Office Service、SQL Server 及 WEB APP

中的 27 个安全漏洞。建议用户尽快使用系

统的自动更新功能更新相关的系统及程序。

公告的详细信息：https://technet.microsoft.com/

zh-cn/library/security/ms16-nov.aspx

2. Nginx 软件是目前互联网上使用较

为广泛的 WEB 前端反向代理服务软件，

Nginx 软件最近被发

现存在安装包对系

统日志文件读取权

限控制不严导致的

权限提升漏洞，本

地的普通权限用户

可以利用这个漏洞

获得 Root 权限，而

如果 Nginx 网站上存在漏洞，可能导致远

程的攻击者获得服务器的系统权限。目前

各系统都发布了新版本的 Nginx 来修补这

个漏洞，使用 Nginx 搭建网站的管理员应

该尽快更新自己的程序版本，因为该漏洞

的攻击代码已经在网络上公布，存在漏洞

的系统随时有被攻击的风险。

3. NTP 是目前互联网上主要的时钟同

步协议，Ntpd 是实现 NTP 时钟同步的程序，

改程序被广泛应用于各系统当中。最近

NTPD 的官方团队发布了最新的 NTPD 版

本（4.2.8p9 和 4.3.94），用于修补之前版

本中存在的多个拒绝服务漏洞。其中特别

需要关注的是 Windows 系统中的 NTPD 程

序，如果用户向 Windows 系统中的 NTPD

服务发送特定的 UDP 数据包，可能导致

NTPD 进程崩溃，并进一步促发 Windows

系统拒绝服务。各系统管理员应该尽快更

新自己系统所使用的 NTPD 服务。

是时候关注物联网接入设备安全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大部分的物联网设备目前对安全的

考虑都不足，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网络安

全问题，并且这些设备中的系统升级往

往比较困难，在出现安全问题时不能及

时有效的自动升级。因此学校对于各类

物联网设备的网络部署需要多考虑安全

因素，不能过份地依赖设备本身的安全

防护，而是需要借助传统的网络安全手

段加强这些物联网设备的安全防护，例

如利用防火墙来严格限制物联网设备的

网络访问范围。对于学校来说，目前问

题比较多的物联网设备，包括网络摄像

头、网络打印机等。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安全提示

2016 年 10 月 ~11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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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I-CERNET2 出口流量大幅增长

文 / 郑志延

10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42%。

10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相比上月略有减小，10

月入流量均值为 25.12Gbps，相比 9 月减小了 6.14%，与去年

同期相比减小了 11.70％；10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

为 28.55Gbps，相比上月减小了 0.03%，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小

了 5.71%。

10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 9 月相比增长较大。10

月入流量月峰值为 10.24Gbps；出流量峰值 8.88Gbps。

从 10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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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平均值为 5.11Gbps；其次是北京（清

华大学）节点，其均值为 4.96Gbps，占 19.73%；第三位是沈

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9.65%。

从 10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

流量最高，其流量为 5.2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8.21%；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5.46%；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

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8.36%。

图 3  2016 年 10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6 年 10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1  2016 年 10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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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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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谷歌第一次提出了“云计算”

的概念。10 年来，我们解决了云计算“从

无到有”的问题，各高校也普遍部署了云

服务，部分业务从传统物理机迁移至云计

算集群中，实现了云计算中基础架构即服

务的部分。而现在云计算“有和优”的问

题随之出现。换句话说，在云计算诞生 10

年之际，它完成了从 0 到 1 的小时代，迎

来从 1 到 N 的大时代。高校在这一过程

中是否充分利用云计算，是否跟上了云计

算的步伐，是本文商讨的话题。

从云计算的服务范围来论，分为私

有云、混合云和公有云，而目前高校都

是奢侈地建设了私有云，混合云和公有

云使用的比例相对较少。

云计算的发展

全球 IaaS 市场在 2016 年仍然保持稳

定增长，云主机依然是最主要的产品。这

种现实在高校中得到了延伸。多数高校中

云计算管理部门对外业务重点是 IaaS 服

务。若师生需要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

云计算管理部门提供的是以虚拟机为交付

单位的服务，这种方式避免了云计算管理

部门与需求部门之间的业务交叉，责权明

晰，便于后续问题的追踪、解决。

而 PaaS 受限于高校规模、高校云计

算运维团队技术能力和高校教学科研的核

心目标，一直处于低需求甚至于无需求的

状态，也就很少有高校提供 PaaS 服务。

SaaS 服务的定位原本是多所高校的共

同需求，而非一所高校内的服务需求，因

此高校内提供的 SaaS 服务较少，只有部

分高校使用站群系统或者面向师生的个人

网站系统冠以 SaaS 服务。但随着外部云

计算环境的发展成熟，高校对于云邮箱、

统一通信平台等基础通信软件服务有所增

长。尤其是云邮箱服务，服务提供商以低

廉的价格向高校推广，越来越多的高校将

学生甚至教职工的邮箱服务租用云服务。

高校能否成功跨越

王玉平 

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办副主任

云计算 1 到 N 的大时代：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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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高校管理类的 ERP、CRM 等系统方

面，鉴于各高校情况不一样，地域发展不

平衡，管理模式不统一，难以出现购买云

服务的方式。

最近几年，公有云存储服务逐渐向

免费用户关闭，导致师生对于校内私有云

存储的需求服务增加。从而引起公有云与

私有云的发展战略之争。据不完全统计，

高校中使用公有云提供服务的数量还比较

少，这主要受限于网络速度、数据隐私、

经费来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容器技术带来的创新

在技术方面，2014 年 1 月， Docker1.0 

版本正式发布。2014 年 OpenStack 社区

决定开始支持容器和第三方容器支持者，

创造一个多种技术混合的多元环境；同

期各大云计算商业公司也对 Docker 技术

进行了支持和使用。由于 Docker 技术可

以帮助开发者很简单地实现开发环境和

生产环境一致，因此提高了系统运维的

自动化，在业界引起了广泛应用。2016 年，

高校信息化和云计算服务厂商也开始多

次交流容器技术在高校环境中的使用，

但是其是否适合高校还值得商榷。高校

是否引入容器技术，需要根据第三方软

件开发商的情况决定，若校方使用容器

技术，而第三方软件开发商不熟悉容器

技术，则该技术必然是一种摆设，而且

加剧了运维的复杂度。

容器技术发展面临的一个急迫的问题

在于安全等级保护的认定工作。随着中国

互联网信息安全工作的推进，对于所有在

线业务系统都需要核定其安全等级，只有

解决了这一问题，容器技术才能更稳健地

推广使用。

高校云计算面临的环境挑战

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教育

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各个高校已经梳理了

信息化现状和诉求，熟悉了自身业务需求

与矛盾，清醒地认识到信息化的定位。在

“十三五”中，高校信息化的发展是完善

管理信息化，加强教育信息化，助力科研

信息化。而云计算承载了信息化的基础平

台，也是加强教育信息化合作大局观的纽

带，其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强。

在后续的发展中，高校云计算必然面

临几个问题：

1. 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前期尝试性的

建设，未来几年的云计算必然是规模化的

扩建，以支撑校内师生高并发的访问和使

用。随之跟进的有效的集中化数据备份、

计算和管理是实现云业务的保障。

2. 云计算中心的高能效。云计算是一

种集中化的部署方式，计算量和数据量的

爆发式增长决定了服务器和存储的功率密

度增加，因此对于现有机房的能耗要求

较高。云计算数据中心需要通过设计绿

色节能数据中心，才能满足云计算的能

耗需求。

3. 高可靠性的需求。学校云计算中心

美国教育机构 AdvancED 近期发布的报

告显示，虽然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和电子教育资料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但

这些电子产品及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仍

十分有限，即使在硬件设备齐全的学校，信

息技术仍不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

过去 3 年，AdvanceED 对美国 39 个州

和 11 个国家的中小学课堂进行了调查研究，

研究人员通过约 14 万次、每次约 20 分钟的

直接观察，发现只有极少数的课堂教学将电

子产品的使用有效融入了日常教学。

在课堂观察中，研究人员收集学生活动

的相关数据，包括讨论与互动、学习资源的

使用、学习行为、表现等。针对教育信息技

美国调查：信息技术尚未有效应用于课堂教学

对校内师生提供了大量服务，承载的云计

算服务、云存储服务量巨大，涉及到的业

务也多种多样，如果云服务出现故障，其

影响广度和深度将非常大，因此云计算中

心需要具有高可靠性，而其管理部门必然

面临较大的压力。

4. 高效自动化交付的需求。与以往购

买传统服务器和存储方式不同，云计算中

心需要快速高效地提供所需服务，其服务

效率的等级测定、服务质量的等级制度都

需要进一步完善，并形成统一的质量测评

标准。随着高校流程再造的深入，云计算

资源申请流程与现有工作流对接，并自动

化交付也是发展的目标。

5. 智能运维的引入。云计算数据中心

规模庞大，大批量的服务构建在云计算平

台中，其可靠性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因

此需要推动监控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并尽

快实现自动化的监管手段。

总之，云计算数据中心在“十三五”

发展过程中将进一步完善成熟，并将和物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一起促进高校教育信

息化。

术的使用，研究人员主要提出了 3 项观察指

标：使用信息技术手段收集、使用或评估学

习资源，使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研究或解决

问题，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沟通或合作。

通过观察，研究人员发现未使用任何信息技

术手段进行研究的课堂占 63.3%，而在团队

学习中未使用任何信息技术手段的课堂占

64.6%。

研究人员认为，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态度

是信息技术进课堂的重要决定因素，教师不

应过于担心学生使用电子产品不当或对学习

分心，学习内容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核心，因

此，应将关注点放在学习内容上，通过适合

的手段帮助学生对学习真正产生兴趣。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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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云计算应用前景与需求

目前，高校虽已建立了很多信息系统，

如教学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但

这些系统都是分散的，数据也没有共享，

更没有统一规划建设，这就导致各种资源

的浪费，缺乏共享的资源平台 , 缺少资源

平台和教学、科研支持平台的联合贯通，

因此应用合成和信息整合就成了当前高校

数字校园的建设热点。

云 计 算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点 就 是 面 向

服务。云计算安全联盟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曾指出了云计算的本质，云计算

是一种服务提供模型，通过该模型用户可

不受时空的限制，根据自身需要，通过网

络选择资源池中的共享资源；同时这些资

源的分配是动态的和弹性的，可以在不同

用户之间灵活划分。云计算的特点是通过

网络连接来共享计算资源；其核心是用户

服务。包括基础设施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等不同层面。

高校对云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需求：

1. 一站式服务需求

现有高校信息化系统“重管理、轻服

务”现象严重，为师生提供的信息服务不

够全面。原有模式按照管理信息化系统和

教学信息化系统的分类来投资和组织实施

教育信息化工程项目，“技术导向”的思

维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重

建设、轻应用”偏向，不仅导致教育信息

化投资效率不高，而且对促进教育改革、

推动学习方式变革、提高教育质量影响不

大。需要实现业务的整合贯通，通过信息

门户，提供面向师生的一站式服务。

2. 数据共享需求

缺乏数据标准，业务系统之间数据难

以共享，给各部门的协作业务处理带来困

难。由于数据缺乏标准，现有的系统无法

提供相互数据交换的功能，这使得某些数

据需要跨部门使用时，还依赖于手工的传

递或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半手工的传递。

这种低效率的信息共享方式无法满足各部

门及时获取需要其他部门信息的需求，同

时也无法进行跨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系统

建设。需要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及规范，实

现校园数据的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3. 安全需求

云计算为高校图书馆信息管理工作提

供了一定的帮助，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信息

管理安全问题。针对当前高校可能面临的

安全存储、访问控制、权限管理、数据保

密及知识权等信息安全问题，云计算下的

高校信息平台应采用最新的技术手段、统

一身份认证、严格控制访问权限、加快信

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相关标准及政

策法规 , 以保障高校信息化平台的合法权

利和数据安全。

高校云计算体系结构设计

体系架构是指如何让系统以最佳方式

分解为不同部分，以及各个部分的静态结

构关系和动态交互关系。在符合国家教育

部门和行业标准的体系指导下，本文遵循

“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以“智

慧高校”为建设目标，基于 IaaS、PaaS 和

SaaS 技术构建云平台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最 底 层 的 资 源 层 由 服 务 器、 存 储

器、网络设备等物理硬件构成 , 通过使用

VMware ESX 或 Xen Server 等虚拟化软件，

将它们整合成一个资源池，组成虚拟服务

器集群。这些资源根据上层业务的实际需

云服务以用户体验为判断准则

图 1  高校云平台体系结构

湖北工业大学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云平台

运营管理

故障管理

认证管理

性能管理

配置管理

安全管理

mSpaces Web Hosting Mobilemarket

业务支撑系统 OPhone

数据挖掘 信息搜索 并行计算 海量存储

任务调度

定制代码

第三方软件

应用代码
应用

软件层

用户状态

平合层

资源层

数据挖掘

OA

IDC

云应用

HA

通信 位置 内容分发 支付

虚拟机和操作系统层 硬件平台 存储平台

绿色数据中心

SaaS PaaS LaaS

开放 API



58 中国教育网络 2016.12

求按需分配，并实时监控资源的动态变化，

实现负载均衡。

在 认 证 管 理 方 面， 通 过 RBAC（ 基

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的系统权限控制策

略，控制整个系统的操作和数据权限。在

RBAC 中，用户与角色之间、角色与权限

之间都是多对多的关系。会话是一个用户

对多个角色的映射，此时的用户权限可以

为激活角色权限的并集。RBAC 对资源授

权管理过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实现访问

权限与角色相关联，然后再实现角色与用

户相关联，从而实现了用户与访问权限的

逻辑分离。

为了无缝集成学校已建和新建的业

务应用系统，促进数据利用的最大化。该

云平台业务部分把数据交换集成、用户管

理、统一身份认证、业务数据整合、信息

资源展示等都融合起来，以标准、数据、

应用、用户作为重点要素为主线进行规划

和建设。

1. 公共服务层提供

公共服务层为公共组件对外提供的标

准服务，包括统一登录服务，统一用户管

理服务，文件传输服务，报表服务等。

2. 基础服务层

为整个云服务平台架构的核心，它提

供云服务的注册，调用，监控，事务等服务。

3. 应用服务层

应用服务层是整个系统业务服务的中

心，对内对外提供基于用户价值实现的各

种服务。

4. 服务门户

为用户交互和业务处理的窗口。对于

用户来说，隐藏系统的实现，使其用户只

面向业务，关注业务处理。

5. 对外服务

主要是将本系统的服务提供给其他

系统，或将其他系统的服务或数据接入

本系统。

在安全保障方面，在操作异常情况下，

系统恢复能力强；安全内容和网站处于适

当的安全等级之上，确保数据传输流、采

用多层次安全控制手段，建立完善的安全

管理体系。

校园云平台业务建设内容

基于对校园云平台的功能需求分析，

高校云平台业务系统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如图 2 所示。

1. 全面推进以电子校务为引领的多业

务应用

建立学校统一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和门

户，建立统一身份认证与授权，实现校园

网用户单点登录、合理权控和多业务跨平

台访问。以电子校务为引领，支持管理流

程的优化与再造，适应无纸化办公的需要。

建立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

根据不同权限，完成教学、科研、人事、

资产、财务、图书资料、档管管理等数据

的提取及综合分析等工作，开发行业产业

大数据，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 完善校园“一卡通”功能拓展及应用

进一步完善“一卡通”功能应用，逐步

搭建与图书借还、医疗管理、教室管理、实

验室管理、水电管理、门禁考勤、会议签到、

班车管理等业务方面的对接应用。配合学校

账务管理部门，发挥“一卡通”的电子支付

功能，方便师生在校内的各项应用。

3.MOOC 教学云平台

建立视频服务应用平台，以录播技术、

大规模跨平台互动技术、跨平台直播技术、

跨平台点播技术为核心提供以校园内部为

主，同时通过网络与教育云平台对接，扩

大优质教学资源的应用和推广。

4. 校车管理

可精确定位和查询校车位置、状态及

车速等信息，可以对车辆状态设定预警条

件，达到预警条件时系统将自动发出预警

信息给用户，防患于未然，保障学生人身

安全。

5. 信息化安全体系

增添VPN 设备和上网行为管理设备，

构建网站内容保护系统、企业级数据备份

系统，制订异地容灾措施，有效防范恶意

攻击，确保关键数据、关键区域及关键应

用系统的安全。将数字化校园核心系统与

校园公共网进行物理隔离，进行专网建设。

重点加强关键设备、关键系统和关键人员

的管理，制订常规操作、应急操作和常见

故障处理方法、流程和网络信息异常情况

的应急预案，形成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机

制。加强专职、兼职网络管理人员管理。

当前，高校数字化正处于高速发展

阶段，云的建设与利用过程也是高校信

息化能力提升过程。应当以用户体验为

判断准则，用户的任何便利，都与云端

的有效提供相关联的。搭建基于云服务

的数字校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高校数

字云服务的体系架构必须利用现有设施，

连接当前和未来的公共云服务体系，尽

最大可能标准化。

（作者单位为湖北工业大学）

图 2  云平台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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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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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珊

“十三五”期间，国内高校已逐步将一些非核心业务或者新业

务部署在云基础设施上。那么，高校云基础业务的需求如何？他

们更看重哪些基础服务？在选择产品方面，他们关注什么？

就这些问题，最近，《中国教育网络》杂志做了一项调研，

共收回 239 所高校 378 位老师填写的有效问卷。我们将本次调研

院校划分为三类：211/985 院校、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

部署云基础服务首选数据和安全

本次调研显示，各高校网络信息中心老师已普遍了解云基础

应用，并对学校的云基础服务有一定的考虑。

针对“云基础服务与传统 IT 服务相比有哪些优势”这一问题，

调研显示，高校用户更看重云基础服务在“系统升级和迁移更方

便更灵活”，“应用部署迅速、维护简单”方面的优势。选择这

两项的老师高达 61% 和 60%。从这个调研来看，云基础服务的

优势在成本、效率、部署、迁移等多方面的优势很明显，高校用

户都比较认同，意味着云方面的市场空间很大。如图 1 所示。

针对“高校在选择云基础服务时应关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

调研显示，高校用户选择云基础服务时最关注的还是效率和安全

性，选择这项的占到 78% 的比例。这非常符合目前高校信息化

部门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其次是技术成熟度和运维管理标准

化。最后是投入成本，占 48%。如图 2 所示。

在分析“高校用户关注哪些云基础服务”这一问题时，我们

可看到，信息化部门的两大关注点：数据和安全。这两类分别占比

63.23% 和 56.61%。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未来将应用和数据迁

移到云端是发展的趋势；安全是所有数据存储、分析的先决条件。

其中存储与 CDN、管理与监控占比也达到近 48%。如图 3 所示。

而对于“您了解贵校的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团体

的 IT 基础服务主要来自何处”的问题，57% 的高校用户选择了

由学校提供，这说明高校在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等部门的 IT

服务选择上都很谨慎，大部分选择学校提供的服务。团队自建

和购买云服务都占比不大，分别是 19% 和 15%。如图 4 所示。

不同规模高校建“云”方式不同

针对“贵校建设或采购云基础服务主要面向哪些应用”这一问

混合云成高校云服务主流选择
《中国教育网络》对 239 所高校进行云基础服务调研的结果显示，“混合云”是现阶段最受青睐的一种

云服务方式。 “灵活”是其最大的优势——既能满足学校数据安全的需要，又能满足云基础服务的需要。

图 1  云基础服务有哪些优势

图 2  云基础服务选择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图 3  高校用户关注哪些云基础服务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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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调研数据来看，57.67% 的高校用户选择了辅助教学，其次是

资源建设，占比 54.23%，网站建设和平台建设分别占比 48.41%、

46.56%。相信未来云基础服务的应用会更广泛。如图 5 所示。

针对“贵校如近期有采购云基础服务计划，每年投入规模将

有多大”这一问题，从参与本次调研的 239 所学校的问卷来看， 

211/985 院校总共 41 所学校，有 12 所学校选择 80 万以上，8 所选

择 50~80 万，9 所选择 20~50 万，7 所选择 20 万以下；普通高等院

校共 148 所学校，其中 50 所学校选择了 20~50 万，31 所为 20 万以

下，33 所为 50~80 万，28 所为 80 万以上。高职高专院校有 20 所

图 5  云基础服务主要面向哪些应用

图 6  云服务方式

为 20~50 万，15 所为 50~80 万，7 所 80 万以上，7 所是 20 万以下。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211/985 高校主要是 80 万以上；普通院校主要

在 20~50 万，高职高专院校处于 20~50 万及 50~80 万中间。

调研显示，用户关注混合云的最多，211/985 院校为 61%，普

通高校为 59%，高职高专有 64%。混合云方式相对较灵活，既能

满足学校数据安全的需要，又能满足云基础服务的需要。另外，

还有 30% 左右的学校倾向于私有云，是学校出于对数据安全的考

虑。如图 6 所示。

从参与本次调研的 239 所学校老师的选择来看，211/985 学

校倾向于通过自建的方式获得云服务。普通高校对于三种方式的

选择相对均衡，都是 30% 左右。高职高专院校较多选择购买服务，

达到 42%。如图 7 所示。

那么，在选择云基础服务商时，学校主要考虑哪些因素？调研

显示，学校更关注产品的性价比，产品功能和服务保障等。企业品

牌也是一个关注点。其中选择性价比的占 69.05%，产品功能占比

61.9%，服务保障占比 59.26%，企业品牌占比 44.97%。如图 8 所示。

通过本次调研数据，我们看到，随着云计算技术在高校进入应

用普及阶段，云基础服务的优势得到认可。高校用户更关注数据及

安全方面的云基础服务，他们从安全性和效率等方面考虑，主要应

用在辅助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他们更多希望以混合云方式提供

服务。在选择云服务提供商时，更关注产品功能、服务保障等。

图 8  选择云服务商需要考虑的因素

图 7  获得云基础服务方式

图 4  科研团体的 IT 基础服务来源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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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往往以为高校网络中心的管理

员，工作仅仅是负责网络不掉线，保证网

速那么容易。这样的误解，经常让网管员

们哭笑不得。

其实，高校的管理员承担着建设和管

理数字校园的重任，一方面，平时的工作

相对繁琐，另一方面，网管员需要面对许

多的质疑。例如，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

隐私和网络安全的意识提高，对于会不会

被监控的担忧、隐私的泄露等等问题，都

越来越受到关注。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如

何科学管理数字化校园是一项既迫切又艰

巨的任务。

当前国内高校的数字化建设 , 需要涵

盖多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讲，第一，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统

一信息门户都是大家普遍受关注的问题。

第二，在校园管理中心、资源中心和

以校园一卡通、网络基础服务系统为核心

的校园服务中心建设方面，网络服务是其

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何使师生能更方便

地申请和使用网络，并规范网络申请的管

理流程，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

本期，我们将看到不错的案例。上

海财经大学网络中心对此问题做了专门

研究，设计并建设的校园网络自助服务

系统，让校园网申请更便捷。同时，上

海财经大学在网络申请维护过程中，将

一些原本孤立繁琐的操作，包括管理员

对 Radius 账号的管理、查找文档并登录

到网络交换机中修改配置、对网络环境

的监控等过程进行了优化整合，实现了

自动化和智能化。

第三，在安全与标准体系方面，例如安

全体系、信息标准体系、系统监控和维护服

务等数字化校园运维管理体系，是保障数字

化校园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支撑体系。

对网络管理员来说，为保证网络的服

务，不仅要监控物理网络设备的运行状态，

还要监控网络应用服务的运行状态。人工

监控在网络规模过大、业务量过多的情况

下无疑是灾难性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

设计一款智能监控系统，将可有效解决对

大规模、密集业务量网络设备和应用服务

的实时状态监控，及时发现服务故障并智

能告警。

本期的案例中，华中科技大学根据校

园网络监控的特点设计的系统，独立设计

的一套基于 SaaS 模式的分布式网络监控

系统报警系统，实现了对网络设备和服务

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控。

此外，随着各类移动信息化技术的普

及，如何利用原生 App、跨平台移动 App

及 HTML5 等手段将校园传统信息系统进

行移动化，如何提供共享利用高的移动信

息服务构建校园移动服务平台成为当前校

园信息化移动转型的重点与机遇。

本期的案例将详细地介绍西安交通大

学如何进行移动微校园建设。西安交通大

学以移动微校园建设为研究背景，提出以

“轻应用、碎服务、快响应、多兼容”的

理念构建高等学校移动微校园服务平台，

将传统数字化校园里的各类信息系统作为

数据及服务母体，从各服务系统中筛选出

师生访问频度高且贴近用户细粒度交互需

求的服务对象，进行移动端集成。

低头模仿不如抬头创新
想轻松管理数字校园？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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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陶晋

对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来说，以往，如要申请校园网需首先

登录网上平台提交申请订单，然后管理员根据订单在校内 Radius

服务器中添加对应的账号。随后根据用户申请的账号类型划分不

同的 VLAN，因此管理员还需手工找出用户的网络端口，登录到

对应的网络交换机修改 VLAN 标识号。用户提交完订单后还需到

学生服务中心 pos 机上去刷校园卡，全部完成后通知用户到系统

中去获取最新的账号密码。整个网络服务的申请流程不够智能化，

需要建设一个高效自动化的服务系统，既可以简化用户的申请过

程，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也可以减轻网络管理员的工作量，提

高管理效率。

上海财经大学网络中心设计并建设了一套校园网络自助服务

系统。该系统整合了相关公司的智能管理平台，用于网络账号的

管理。同时，为师生提供了电信和联通多个运营商的接入选择，

针对不同的接入网络划分不同的 VLAN 虚拟局域网，因此系统也

整合了 VLAN 的自动切换功能，用于接入网络的转化。考虑到移

动终端的日益普及，系统除了传统的 B/S 网页架构，还结合上海

财经大学微信企业号部署了移动端的应用接入，并设计建设了支

付平台，支持用户通过网上微信支付。将部分重要的网络监控集

成进微信应用，通过微信通知管理员及时进行处理。

校园网自助服务系统 Radius 解决方案

上海财经大学的有线网络使用了 802.1x 认证协议，Radius

采用了相关公司的 IMC 智能管理平台。在这样的系统框架下，

设计了接口方案，如图 1 所示。自助服务系统后台采用 Java 开

发，通过 SOAP 协议进行跨语言、跨操作系统的互操作。智能管

理平台采用了 SOA 基于服务的架构，设计采用了 Apache Axis2

的 WebService 框架。

下面描述下接口调用的具体过程：

1. 首先使用 Axis2 中的 ConfigurationContextFactory 类获得配

置上下文，创建一个用于保持 Session 状态的 ServiceClient 实体，

使多个 Service 可在同一个 Session 中处理。

2. 调用 login(imcEndpointStr,sc) 接口登录 IMC 服务器，使用

stub.toOM(login, true) 方法构造 SOAP 报文，然后通过 stub 转换为

OMElement，再使用之前的 ServiceClient 对象发送该 SOAP 报文。 

发送结束后，还会收到回应 SOAP 报文，用 Stub 创建的回应实

体 Response 来解析这个 SOAP 报文。在对操作员的身份验证及

ACL 合法性检查通过之后，才能调用后续的其他接口进行业务

处理。

3.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同样的方式调用其他接口进行相应的业

务处理了。业务功能接口中，提供了接入用户的增删改查等功能，

还包括按账号进行服务申请或服务注销等操作。

4. 当 客 户 端 程 序 退 出 或 是 客 户 端 注 销 时， 需 调 用

logout(imcEndpointStr,sc) 接口，进行操作员注销。

如图 2 所示，考虑到客户端在与 IMC 服务器通信过程中需

对用户的账号密码等敏感数据进行加密，为了保证用户可鉴别性

和交互信息的安全性，设计采用了非对称密钥的加密体制，即公

钥和私钥。由 IMC 自己生成 client.ks 和 service.ks，service.ks 通

过 client.cer 获得 client 的公钥，client.ks 通过 service.cer 获取到

server 的公钥，同时完成双方的 cer 信息认可。之后我们就可以

对传输的 SOAP 报文进行签名和 3DES 加密。

在整合了 IMC 服务接口模块后，自助服务系统就能对用户

账号进行智能的管理了，在前端门户系统中增加对后台 Radius

服务器操作的支持，既方便了广大师生用户维护自己的账号，又

减轻了网络管理员的工作负担，提高了管理效率。

在当前国内高校的数字化建设中 , 网络服务始终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如何使师生能更方便地申请和使用网络，同时

规范网络申请的管理流程，上海财经大学网络中心对此问题做了专门研究，设计并建设了校园网络自助服务系统。

自助服务系统让校园网申请更便捷

图 1  相关系统框架下设计的接口方案

10. 获取返回值

Java 客户端
SOAP 引擎
（Axis2）

SOAP 引擎
（Axis2）

二次开发接口
（iMC-WS）

1. 函数调用

2. 对象映射 SOAP 请求

3. 发送 SOAP 请求（HTTP） 4.SOAP 请求映
射 JavaBean

5. 函数调用

6. 获取返回值

9.SOAP 响应映射对象

8. 发送 SOAP 响应（HTTP）
7. 返回值映射
SOAP 响应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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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自助服务系统网络切换方案

在网络切换方案中，首先在之前所述的 Radius 服务器上通

过接口得到认证数据包，然后绑定用户名与发送上来的终端设备

MAC 物理地址间的对应关系。接着需要遍历整个校园网的网络

交换机，找到上述 MAC 与交换机网络端口间的关系。通过 MAC

这个桥梁，就能实时得到用户与网络端口的映射表，以及该端口

上的 VLAN 标识号。最后系统就能自动根据用户申请的某个具体

网络业务，配置相应的 VLAN，进行网络切换。

在自助服务系统中，设计通过 SNMP 网络管理协议去获取

MAC 与网络设备端口的映像表。采用该协议是考虑到它是当前

网络管理的标准，绝大多数设备厂商都提供了对它的支持，且该

协议基于 UDP，面向无连接，传输数据效率较高。而上海财经

大学校园网本身网络设备众多，且需不时地进行扫描更新，因此

在这样的体系架构下采用此协议比较合适。

选择 SNMP4J 开源包来实现底层协议传输。找到 MIB 树中

的 dot1qTpFdbTable 表，经过某个网络设备转发的单播物理地址

信息被保存在该表中，dot1qTpFdbTable 还包含了 dot1qTpFdbPort

和 dot1qTpFdbStatus 等只读属性的 OID 节点，分别表示终端设

备 MAC 物理地址，交换机端口，端口上的 VLAN 标识号等。系

统对这张表进行读取，将 SNMP 协议报文中的 PDU 类型设置成

GETNEXT，不断进行轮询直到读取表的最后一行。

在设置网络设备中的 VLAN 时，选择了 dot1qPortVlanTable 

表中的 dot1qPvid 节点进行操作。该 OID 节点表示经过该设备端

口转发的 tagged 和 ntagged 帧的 VLAN 标识号，是可读写的。找

到该表中需要设置的某行端口，将 SNMP 协议报文中的 PDU 类

型设置成 SET，数据类型为 Integer32，执行写入操作。最后操作

完成后还需对该设备上的 MIB 配置保存节点进行写入操作，将

RAM 内存中的配置文件写入到 NVRAM 启动配置文件中，以免

RAM 中的配置内容断电后丢失。

另外，在设置完成后，也需要定期将前面网络设备各端口上

的 VLAN 信息进行保存，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方便网络管理员进行

替换。对此，设计采用了 Tftp 协议，当系统中保存网络设备配

置的线程被唤醒时，在服务器上启动该协议的服务端守护进程，

自助服务系统则通过 Telnet 协议登录到各网络设备中，执行保存

到该 Tftp 服务器的操作。  

网络设备管理软件与移动微信应用的协同配合 

根据上文所述，自助服务系统会根据用户申请的不同网络业

务，自动在网络设备端口上配置对应的 VLAN 标识。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这种模式都是正确的。但不能排除某些意外的场景，比

如用户名本身有问题等，这时就需要管理员的干预了。对此，专

门设计了解决方案，在学校的微信企业号应用中添加了一个网络

管理模块，只有拥有该权限的用户方可进入，该模块对一般用户

是不可见的。网络管理员在应用菜单中手工输入用户名等信息，

系统会根据网络管理协议的扫描结果找出与之对应的网络设备端

口。然后管理员就可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在微信菜单提供的几

种网络业务切换选项中进行操作。

另外，将设备端口上的进出流量及广播组播等监控参数

集成了进来。通过对 MIB 树中 ifXTable 表里的 ifHCInOctets、

ifHCOutOctets、ifHCInBroadcastPkts、ifHCOutBroadcastPkts 等参数

进行定时采样，获取网络设备端口上各数值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量，

进而得出这段时间内网络设备端口上的流量及广播包数据。该表

将原先的 32 位类型数据升级到了 64 位，扩充了对高流量网络设

备端口的支持。当系统通过监控发现某设备端口流量出现异常或

是广播组播包数目异常，就会触发服务告警，通过微信消息推送

到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同时该微信网络管理应用菜单中也包含了

对该端口的断开等操作，由管理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断开某

个异常端口，以保证校园网整体的稳定运行。利用该系统，曾经

成功处理过一起故障。当时系统侦测到某个交换机设备端口上广

播包数目异常，在 5 秒内收到 30 多万个广播数据包，通过微信消

息通知，网络管理员在 1 分钟内就锁定了该端口。然后通过观察，

发现该端口下存在环路。因为大量的数据包需要处理，进而导致

核心设备 CPU 使用率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多，全网出现故障。网

络管理员当即断开该端口，随后整网恢复正常。正因为微信通知

及时，操作方便，整个故障从出现到解决没有超过 2 分钟。

上述管理模块是提供给网络管理员使用的，随着移动微信的

日益普及，上海财经大学微信企业号的注册师生用户数已有 16000

多人，普及率超过 95%，因此在设计自助服务系统时通过建立消

息型应用和配置自定义菜单，将自助服务系统用户端的功能和网

图 2  设计采用了非对称密钥的加密体制

Client 端 Service 端

发送经 Client 端 private key 签名和
经 Service 端 public key 加密的消息

发送

Service 端获取 Client 端的签名

失败返回
认证签名成功

用 Service 端的 private key 解密消息

失败返回
解密信息成功

Service 端发送使用 Client 端的 public key 加密消息

失败返回

Client 使用自己的 private key
解密消息，获取数据。

发送 加密信息成功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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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需要人工干预，往往造成每年学生入学高峰期间长时间的排

队。因此在设计自助服务系统的支付功能时，摒弃了原先的做法，

统一使用微信网上支付的方案。在架构中添加了支付平台这一层，

它将前端业务商户系统和后端微信支付系统隔离开来，对业务系统

来说只需向支付平台发送支付请求即可，不用关心财务账号归属

等细节问题，降低了系统的耦合性。在自助服务系统中统一使用

POST 提交表单的方式，将参数传递到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支持两

种模式 JSAPI 和微信扫码支付。使用 JSAPI 用户可以在微信内打开

网页，调起微信支付控件后输入密码完成订单支付，支付平台返回

支付结果并跳转到指定的页面。而微信扫码支付中支付平台会返回

订单号和二维码字符串给自助服务系统，由系统将该字符串生成二

维码并显示在网页上，供用户扫描二维码进行支付。

支付平台的输入及回调参数方面，设计了业务系统接入码、

业务系统订单号、商品 ID 与描述、收费金额、交费人编号姓名、

跳转页面的 URL、时间戳等参数，以及通过 md5 方式对上述参

数进行数据加密。平台还设计提供了对账统计功能，可通过 api

实时获取微信支付平台的信息，包括交易的金额与笔数、交易时

间、支付方式等信息，与自助服务系统进行比对，核实两者之间

的数据是否匹配一致。

图 3 是设计的自助服务系统后台商户 JSAPI 支付的整个流程。

由系统生成图文消息，展示给用户。用户打开微信客户端点击该

图文消息，在该客户端网页内请求生成支付订单，并向支付平台

发送支付请求，再由支付平台向微信支付系统发起支付请求。微

信支付系统生成预付单并将该信息返回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根据

预付单信息生成支付参数并将参数返回微信客户端。

随后用户在微信客户端发起支付并将参数传递给微信支付

系统，支付系统校验参数合法性和授权，返回微信客户端校验结

果，并要求支付授权。微信客户端提示用户输入密码，用户确认

订单信息并支付，客户端将支付授权发送给微信支付系统。微信

支付系统异步通知支付平台支付结果，同时支付平台通知微信支

付系统处理的结果，支付系统再通知微信客户端支付结果，并发

送微信消息提示。支付平台异步通知自助服务系统支付结果，同

时通知微信客户端跳转到指定页面完成整个流程。

自助服务系统应用效果

通过设计建设自助服务系统，上海财经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将网络申请维护过程中一些原本孤立繁琐的操作，包括管理员对

Radius 账号的管理、查找文档并登录到网络交换机中修改配置、

对网络环境的监控、人工进行 pos 刷卡缴费、定时统计核实账务

情况、通知用户绑定的账号信息等过程进行了优化整合，实现了

自动化和智能化，且以该系统为核心统一进行管理。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教育技术中心）

络事件的通知也集成到了学校的微信企业号中，给一般用户使用。

用户点击该微信企业号的自助服务应用，通过手机相册上传

身份证照片，补全个人信息，然后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电信或联

通的上网卡，能直接使用手机微信来完成支付，系统后台处理完

成之后会将账号密码通过微信消息通知该用户，完成整个流程。

整个过程可随身通过手机在 1 至 2 分钟内完成，简化了之前繁琐

的申请流程，给广大师生带来了极大方便。在日后使用过程中，

用户如遗忘了自己的账号，也随时可通过该微信应用找到自己名

下所有的账户信息。当某些网络网段出现故障需要维护，系统也

会提前通过消息通知给相关用户，让他们获知当前网络出现故障

将中断多长时间，管理员正在尽快解决，增加了网络服务的透明度。

微信网上支付方案

支付方面，原先采用校园一卡通在 pos 机上刷卡的方式。效率

图 3  设计的自助服务系统后台商户 JSAPI 支付的流程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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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校园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校园网规模不断扩大，网

络所承载的设备和服务应用越来越多。对网络管理员来说，为保

证网络 7×24 提供服务，不仅要监控物理网络设备的运行状态，

还要监控网络应用服务的运行状态。人工监控在网络规模过大、

业务量过多的情况下无疑是灾难性问题，这种情况下，智能监控

系统可有效解决对大规模、密集业务量网络设备和应用服务的实

时状态监控，及时发现服务故障并智能告警。

软件及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简称 SaaS）是一种新型的

软件应用模式。它是一种通过网络提供软件服务的模式，软件服

务厂商将应用软件统一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实际需求，通过网络向厂商定购所需的软件服务，按需计费，

不需要再单独购买软件许可和设备，由软件服务厂商负责对软件

系统的部署实施和运行维护。

基于 SaaS 的网络监控平台的简单介绍

对于大型校园网级别的园区网来说，网络设备和网络服务

众多，通常不同的设备和服务由不同的人员进行管理，传统的

单用户的网络监控系统无法满足需求，需要实现多用户自主注

册，自主配置高度灵活的监控系统。基于 SaaS 的网络监控平台

具有多用户的特点，可以向用户提供可配置、高可扩展的网络

监控服务，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租用监控服务，定制监控

节点，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网络设备和网络服务的定制化监

控。平台管理员只需关注平台本身和监控节点的维护，不必介

入用户监控业务，同时也便于平台功能扩充，可以随时增加监

控方式和监控节点，现有用户业务不受影响且能快速使用新的

功能。

基于安全考虑，校园网中的一些重要设备如核心交换机、路

由器、用户认证服务器、Portal 服务器、校园卡服务器等关键设

备和服务不适用于从外部进行监控，某些设备甚至会禁止外网访

问；另外还有大量的二层设备仅配置了内网地址，其外网是不可

达的，这就决定了无法从外部进行监控，必须在校园网内部建立

一套监控系统。

 Nagios、Zabbix、Cacti 等为开源网络监控平台软件，其中

Nagios、Zabbix 具备分布式监控功能，支持 Agent 部署，Cacti 为

单机版软件。这些开源平台均可部署在校园网内部对网络设备进

行有效监控，但均不支持 SaaS 模式，当监控目标数量到达一定

程度后，会给平台管理员增加巨大的工作量。

根据校园网络监控的特点，华中科技大学独立设计了一套基

于 SaaS 模式的分布式网络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实现了对网络设

备和服务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控，通过在不同地区分布式部署监控

节点进行多点交叉式监控和日志收集，并进行分析判断，形成较

准确和有价值的告警信息，以短信推送的形式及时通知相关管理

人员。

监控平台总体设计

监控平台设计的目标包含以下几点：1. 用户自主注册，自主

修改信息；2. 用户能自定义监控项目，并能自助配置相应资源；

3. 监控平台稳定可靠，减少误报和漏报的情况；4. 信息推送稳定

可靠，确保能及时到达相关管理人员。分 5 个模块对系统进行设

计开发，包括：（1）核心数据库与平台运行调度模块设计；（2）

告警预处理模块设计；（3）信息推送模块设计；（4）用户管理

界面设计；（5）监控节点设计。

整个系统的硬件架构由核心服务器、信息推送服务器、分布

式监控节点三个部分组成。核心服务器中部署核心数据库和平台

如何提高校校园网运维管理？本文将介绍一套相对有效的网络监控管理平台。例如，将“软件即服务（SaaS）”模

式应用到网络监控系统中，实现多用户按需自主设定对相关网络设备和网络服务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控；通过将监控节点

分布式部署在网络不同位置的方式对目标进行交叉监控，提高监控精度；通过设定的规则库和历史信息对当前告警数据

进行关联分析，来判断故障是独立故障还是关联故障，提高告警准确度；同时设计并实现了一套高可靠性的信息推送系

统用于将故障信息推送给相关管理人员。

基于 SaaS 的校园网监控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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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调度模块、告警预处理模块以及用户管理 WEB 界面，负责

整个系统运行，各模块之间的调度，以及告警日志存储和告警信

息的分析与生成；信息推送模块部署在另外 2 台服务器中，安装

短信 Modem 池并连接外部 Internet 短信服务网关，提供高可靠性

的短信发送服务；分布式监控节点部署在网络的各个网络节点中，

用于响应用户发出的监控任务，对监控目标进行监控探测，并将

监控结果发回到核心服务器中。

系统工作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SaaS 用户管理界面设计

根据 Saas 软件服务成熟度划分，SaaS 可以分为四个成熟度

等级，分别是：可定制性 (Level 1)、可配置性 (Level 2)、高性能

多租户架构 (Level 3)、可伸缩多租户架构 (Level 4)。在 Level 1 模

型下，软件服务提供商为每个用户定制一套软件，并为其部署。

每个用户使用一个独立的数据库实例和应用服务器实例。根据本

平台实际应用场景：校园网运维环境，被监控对象数量 <1000、

用户（管理员）数 <50 人。采用 Level 1 可定制性的 SaaS 成熟度

即可满足需求，可定制性 SaaS 成熟度可以在传统的 B/S 软件架

构的基础上进行细节改进，开发出用户自定义定制等功能，并对

用户数据库进行设计，使每个用户可以使用一个独立的数据库实

例，根据需求利用平台提供的各项插件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监

控项目。每个用户之间不互相干扰。

详细用户需求如下：

1. 用户可自行管理自己的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姓名、

电话号码等；

2. 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添加监控项目，并可自行修改和删除

已添加的监控项目；

3. 不同用户之间使用不同的数据库实例，不能相互干扰；

4. 用户可可从全部监控节点中挑选一部分或选择全部监控节

点对监控项目进行监控；

5. 根据被监控目标的不同特征，可以选择不同的应用程序

进行监控，如：ICMP_PING、PORT_SCAN、SNMP_OID 值校

验等应用程序。每个用户调用不同的应用程序实例，不互相干

扰；

6. 用户可以自行设定监控时间；

7. 监控项目出现状态变化时（正常 -> 异常、异常 -> 正常），

向用户发送短信提醒；

8. 用户可选择将信息转发给其他相关人员；

9. 系统管理员可管理所有用户信息和监控项目信息。

核心数据库及平台运行调度模块设计

根据以上要求我们对核心数据库中单个用户实例表项进行

设计，各表项及功能表如表 1 所示。

各数据库表项结构关系如图 2 所示：

数据库表项 功能

USERS

PROJECTS_INFO

DETECTOR_ICMP_PING

DETECTOR_PORT_DETECT

DETECTOR_SNMP

TIME

TIME_PROJ

PROBES

存储用户名、密码、姓名、电话等信息

存储用户创建的监控项目信息

存储 ICMP_PING 监控信息

存储 PORT_DETECT 监控信息

存储 SNMP 监控信息

存储时间段设置

存储时间段和监控项目之间的关联信息

存储监控节点信息

表 1  核心数据库表项

图 2  数据库表项结构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图 1  系统工作示意

核心路由器 核心交换机 Mail 服务器 Web 服务器

被监控网络

监控节点 1 监控节点 2 监控节点 3

监控

核心服务器
信息推送
服务器

Internet
短信发送网关

本地
Modem 池用户 1 用户 2 用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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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监控节点的设计

分布式监控节点部署在被监测网络中，各节点与核心运行平

台之间采用专网连接，不具备专网条件的分布式节点可采用公网

VPN 的形式与核心运行平台进行连接，以保证与各节点之间通

信安全。各节点均运行一个主循环进程，定期从核心平台获取数

据，包括节点控制信息，用户数据，监控目标和参数等信息。并

根据当前用户情况为每个用户发起一个独立的监控进程，用于满

足用户定制的各种监控需求。为了提高效率，可采用多线程技术

同时对多个监控目标发起并行检测，减少间隔时间。检测完毕后

将结果传回核心运行平台进行反馈。同时核心运行平台需定时对

各个监控节点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测，使其保持正常运行状态。

单个分布式监控节点的工作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分布式监控节点硬件设备可以是 PC 机、工控机、嵌入式设

备等，操作系统使用 Windows 或 Linux 均可。我们采用可移植

性高的 PERL 语言进行开发，通过相应 PERL 运行库实现 ICMP 

PING、PORT SCAN、SNMP OID 值获取等监控方式，并运用多线

程技术增加并发监控线程，在大量监控目标的情况下仍能获得较

短的监控时间间隔。

信息推送预处理模块

为了提供高效的信息推送服务，减少误报情况，必须在产生

的告警信息传输到信息发送模块之前进行信息预处理。预处理模

块主要功能是对原始告警信息进行缓冲，在突发大量告警信息时

介入处理，对信息进行分类优化，根据管理员设定的网络拓扑结

构和设备功能优先级来区分独立告警信息和关联告警信息，将独

立告警信息发送出去，将关联告警信息过滤或整合成单条信息后

再发送。避免关键设备出现故障同时产生大量的无关告警信息对

相关人员构成干扰，以及短信发送列队过长引起设备拥塞故障并

触发运营商垃圾短信限制造成后续无法发送的情况。

高可靠性信息推送模块设计

为了使网络设备和服务出现故障时将信息有效推送到相关人

员手机上，必须设计一套高可靠性的信息推送系统，本系统由 2

台信息推送服务器组成，每台服务器配置一套 Modem 池，并接入

Internet 短信服务网关。信息推送预处理模块通过轮询算法将待发

送列队推入到 2 台服务器中，正常情况下每台服务器首先会将信

息发送到 Internet 短信服务网关，由服务网关发送给相关人员，当

网络出现故障或服务网关无法发送信息时，就将短信通过 Modem

池发送出去。信息推送预处理模块会同时监控每台信息推送服务

器，当其中一台出现故障时，将短信列队推入另一台正常的服务

器中，并通过另一台服务器向平台管理员发送该短信服务器故障

的信息，使管理员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高可靠性信息推送

模块工作流程如图 4 所示，其中 m 表示配置的信息推送服务器总

数，m 越大表示系统可靠性越高，本平台设置 m=2。

由上可知，本系统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基于 SaaS 的网络监控平

台，可部署于校园网内用于监控网络关键设备和服务，并可在设

备和服务出现故障时及时将通知短信推送给相关人员。解决了多

用户状态下的独立管理和相关应用的自助配置问题，将网络监控

和信息推送相结合，设计了一种可扩充的高可靠性信息推送系统。

本平台的部署有利于提高校园信息化建设和校园网的管理水平。

需要改进的方面包括：可以添加更多的监控模式如数据库表象

扫描，DNS 解析校验，网站返回值校验等；在信息推送预处理模块

中加入自动关联分析设置，依靠历史告警日志产生自动关联分析结

果来区分独立故障和关联故障，进一步减少误报情况发生。

  （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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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可靠性信息推送模块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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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洪丹丹  张晋安  徐墨  锁志海 

校园信息服务移动化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各类移动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利

用原生 App、跨平台移动 App 及 HTML5

等手段将校园传统信息系统进行移动化，

为师生提供便捷、快速、不受设备型号及

地理位置限制的信息化服务，成为越来越

多高校的关注重点。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

由于校园用户的移动服务需求种类庞大，

服务项目较多，给传统校园信息平台带来

诸多挑战：

1. 传统信息系统服务重，技术路线陈

旧难改造。此类系统多以具有庞大数据对

象的学生系统，研究生系统，教务选课系统，

一卡通系统，财务系统，科研项目管理系

统等校园传统核心业务系统为主。

2. 移动设备类型多，差别大，针对

性开发压力大。如针对安卓系统、iOS 系

统或其他移动操作系统都独立开发移动

App，对应用建设单位和应用管理单位均

带来巨大建设压力和维护管理压力。尤其

由于安卓系统各版本差异性较多，需要更

多的针对性开发。

3. 数据多，标准少，接口难统一，

数据共享利用率低。由于学校核心业务系

统的建设单位不一、开发平台及实施路线

不同，导致同类型数据共享服务接口格式

差异较大，数据标准依据各个系统的开发

单位习惯各自独立，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高校越来越多地关注移动微校园如何建设的话题。本文以西安交通大学移动微校园建设为研究

背景，分析了当前校园移动信息化面临的挑战，提出以“轻应用、碎服务、快响应、多兼容”的理念构建高等学校移动微校

园服务平台，并利用 kettle 实现相关数据交换任务，以轻量级 json 为数据接口标准，打造集微教务、微生活、微财务、微就

业于一体的移动服务平台，并对系统架构、功能设计及数据交换等关键技术进行了描述。

移动微校园建设及关键技术探讨

图 1  移动微校园逻辑架构

标注，在重新规划校园移动服务平台时，

需要对同类型业务重建并重组大量数据接

口，往往工作效率低下，开发进度缓慢，

维护工作增大。

因此，在构建校园移动服务平台时，

屏蔽个性化、以较少的开发成本提供共享

利用程度高的移动信息服务成为当前校园

信息化移动转型的重点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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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微校园的建设目标

移动微校园立足于高校信息化的历史

建设成果，将传统数字化校园里的各类信

息系统作为数据及服务母体，从各服务系

统中筛选出师生访问频度高且贴近用户细

粒度交互需求的服务对象，将此类对象通

过移动手段（微信、微博、移动 APP 等）

进行移动端集成，形成响应速度快，用户

体验细致入微的移动一站式服务（系统架

构如图 1 所示）。

为实现主动适应各类移动智能设备、

移动应用轻便，使用户在各类碎片化时间

段内均可获得校园信息系统提供的便捷、

及时的响应服务，移动微校园的建设目标

如下：

1. 客户端层构建面向各类校园微服务

的碎片化服务产品，发布紧贴用户个性化

需求的校园微服务，如微教务（课表查询、

成绩查询）、微财务（学费、党费、工资、

公积金）、微科研（项目查询、资金明细

跟踪）、微评教等动态化多元化碎片服务。

2. 整合微信、移动客户端、Wap 及传

统 PC 信息系统等服务渠道，建立健全信

息系统多渠道协同服务，保持数据一致性

及服务体验多元性。

3. 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基础，为用户

提供多维度、智能化、专业化的碎片服务

智能管理平台。

4. 以 SOA 为技术基础，建立服务注

册与数据开放管理平台，形成多部门协同

开发的移动数据服务模式。

移动微校园实现

系统架构

以“轻应用、碎服务、快响应、多兼容”

的原则，移动微校园逻辑架构如图 1 所示。

1. 数据层：由数字化校园多年建设累

计的各类核心信息库组成，如教师库、教

学资源库、学生信息库、一卡通数据库、

教务数据库、财务数据等组成。各数据通

过数据总线方式或数据交换方式为上层提

供共享数据服务。

2. 数据交换与共享层：提供各子系统

接入的接口，实现数据交换平台和各信息

系统的有机结合，以统一的接口规范实现

数据自动提取、数据转换、数据发送、数

据校验、数据审核等；同时支持数据同步、

历史数据迁移等。实现“统一标准，统一

交换的”构想，为不同的数据库、不同数

据格式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3. 业务层：由校园各类核心业务系统

组成，全面负责移动校园的各类核心业务

的处理，在上层校园用户提供基础业务信

息处理、业务集成与分享等、并重点将繁

重的业务处理及计算集中此处处理，保证

上层应用的便捷性，轻便性。

4. 安全控制层：以统一身份认证、基

于角色的细粒度功能控制、授权控制及细

粒度数据控制等，保证移动校园的数据安

全和用户大数据隐私保护。

5. 移动服务层：该层的建设对象与研

究对象均是移动校园的重要组成内容—碎

服务。其主要工作就是立足校园移动用户

需求研发各类细粒度碎服务，并适当对碎

服务进行集成重组，便于上层客户端的轻

展现，达到服务快速响应。

6. 客户端层：以微信、移动 APP，

WAP 及浏览器等将移动服务层提供的各

类微服务进行集成与展现，并且可以依据

用户的偏好，自动加载或卸载相关微服务。

功能设计

1. 微教务

学生成绩：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

为教师提供多维度学生成绩查询，如以时

间维度为向导，提供教师各学年各门课程

学生成绩统计分析；以课程为维度向导，

分析该教师某门课程历年教学水平变化趋

势；以教师为维度，分析该教师各门课程

在全校同行中的绩效变化等。

教学督导：为学校教务督导成员提供多

维度教师业务水平的统计分析；同时依据校

园一卡通的考勤记录，经大数据筛查，分析

学生上课质量与上课行为的关系等。

2. 微生活

一卡通分析：为师生提供一卡通微服

务，帮助其查询每日一卡通消费明细及地

点，同时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可横向、

纵向分析其消费能力在全校范围内的排名

及消费习惯，帮助用户合理规划健康的饮

食生活。

图书借阅：为师生提供移动服务解决

服务，如借阅查询，归还超期提醒等。

教室查询：提供学校 3 大校区所有教

室的空闲时间情况，方便学生合理规划自

习时间与地点。

3. 微财务

工资查询：为教职工提供当月及历史

工资明细查询。

公积金查询：为教职工提供公积金查

图 2  移动微校园中的一卡通服务的数据交换示意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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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

4. 微就业

为学生提供就业互动服务，如就业问

答、活动与讲座，招聘信息及在线咨询预

约服务等微服务。

移动微校园关键技术

Kettle 数据交换

由于移动微校园的建设依赖多项校园

移动碎服务，尤其每个碎服务的接口规范，

数据库类型、数据标准等差异较大，因此

需要应用数据交换手段，把来自不同数据

源与数据标准的数据进行优化表达，提高

数据质量，对数据进行按需增量抽取、转

换、加载。

Kettle 作为纯 Java 编写的开源 ETL，

可以为开发者提供图形化差异数据处理页

面；基于 transformation 和 job 两种脚本，

实现数据基础转换和工作流控制。

以移动微校园中的一卡通服务为例，

其 job 工作流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Json 数据 / 文件抽取

为提高移动微校园的数据交换速度，

引入 Json 格式作为数据交换的标准传输

格式是当前比较流行的移动轻量级数据交

换方式，其不仅提高数据交换效率，又具

有较高通用性，适合各类数据库系统间的

数据交换，且扩展性强。以用户一卡通消

费分析为例，其历史消费记录的 json 数据

流片段如图 3 所示，移动客户端仅仅需要

展示消费时间、地点、交易额及卡内余额

信息，但原始数据流却提供了非常庞大的

冗余字段，导致数据传输缓慢，且与用户

身份信息相关的字段缺失。因此数据清洗

与封装的处理过程如下：

1.Java 读取原始数据流，提取消费记

录字段 sysname1、tranname、poscode、

nowAmt、ftranAmt；

2. 从校内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中依据用

户登录时使用的统一身份认证用户名，提

取用户身份信息，如职工号、年级、用户

类型、专业、性别等与前面清洗过的数据

进行重组与封装处理；

3. 经 kettle 数据交换，将清洗重组后

的数据导入移动微校园的数据库，供上层

应用共享。

其中数据封装的 Java 代码片段如下：
ja.getJSONObject(i).put("userno", userno);

ja.getJSONObject(i).put("grade", s.getGrade()); 

     

图 3  一卡通原始数据流片段

图 4  西安交通大学官方微信号之微校园应用效果展示

ja.getJSONObject(i).put("classid", s.getClasssid());     

ja.getJSONObject(i).put("usertype", s.getUsertype());  

ja.getJSONObject(i).put("zydm", s.getSpecialityid());

ja.getJSONObject(i).put("sex", s.getSex());

ja.getJSONObject(i).put("netid",s.getNetid());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sysname1");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tranname");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poscode");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nowAmt");

ja.getJSONObject(i).getString("ftranAmt");

根据校园移动服务面临的新挑战，本

文以“轻应用，碎服务”理念，将传统校

园信息化的重服务进行碎片化处理与精炼

提纯，将用户日常关心的核心业务进行碎

化与再重组，快速搭建适应数据多元，服

务动态的移动微校园服务平台。该平台基

于 kettle 和 json 有效屏蔽了数据库与数据

接口的差异性，构建的微生活、微财务、

微教务等应用，可便捷集成入校园官方微

信公众号进行发布，也可同时嵌入校园官

方移动 App，真正实现校园移动服务跨平

台共享，极大减少客户端应用的开发量和

维护量。

截至目前，该研究成果已经集成入

西安交通大学官方微信号中（如图 4 所

示），学生端集成的微服务共计 9 项，

教师端集成微服务共计 7 项，数据量达

10 余万条。

未来的工作将集中放在移动客户端的

用户交互体验升级，将智能移动设备的各

类传感器优势发挥最大，研发适应时代潮

流和用户细粒度需求的碎服务，随时集成

入移动微校园供用户使用。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数据与信息中心）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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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

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教育信息化建设也

在从数字化向智慧化演进升级。如何促进

教育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 IT 技

术高度融合，进而驱动教育教学方式创新，

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发展水平，成为

整个教育信息化行业都在思考的问题。

新华三立足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新

IT 新教育新价值”的智慧教育理念。在中

国，已有 200 余所高校通过新华三云计算

整合 IT 资源，提升 IT 服务效率；2200 余

所高校基于新华三校园云、网、端解决方案，

结合 MOOC、网上教学等解决方案形成无

边界学校，面向社会共享教学资源；同时，

新华三为高校提供定制化的高性能计算服

务，亦正在加速高校科学研究。在普职教

领域，新华三大力推进教育云、教育城域网、

云学堂、物联校园的建设实践，为教育公平、

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在以信息化撬动教育变革的大潮中，

作为清华紫光旗下企业，新华三集团扎根

教育，聚焦创新，扮演着新 IT 赋能者的

重要角色。通过将新 IT 技术领域的领先

优势与服务教育用户的经验积累相加，新

华三帮助教育行业更顺利地迈出“智慧”

步伐。

新 IT ，开启智慧之门

新技术对教育发展带来的创新空间一直

是无比巨大的。新华三结合信息化教育教学

场景推出多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入手。

1. 把考试放在“云”端

发展云计算在教育行业的应用，有利于

传播知识和资源共享，降低社会教育成本。

不久前，许昌市会计考试中心迎来了

参加河南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三批共 1000

多名考生，该中心是河南省会计中级资格

无纸化考试的首个试点单位，需要无纸化、

防作弊，端到端试卷加密等场景应用。借

助新华三云学堂 2.0 解决方案，许昌市会

计考试中心实现了 500 台考试机仅仅需要

3 分钟便可完成会计考试客户端的安装部

署，且搭建的考试专场环境与日常教学均

互不影响。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主管领导说，

“未来，我们不仅会把更多的考试放到云

学堂的环境中，而且学院的日常教学也将

借助云学堂展开，以优化我院财经类专业

学生的教育环境，进一步提升教学的效率

与品质。”

新华三集团推出的云学堂 2.0 解决方

案，通过虚拟化和云计算技术，将学校教

师办公、学生学习、教务管理等业务，通

过教育城域网互联，打通教育局和学校资

源；同时，针对教学多场景定制的点名签

到、屏幕广播、作业空间等功能，让学生

体验到内容精彩、操作简单的“云中”课程，

更让老师和学校管理者提升教学效率。

2. 一个手环带来的物联校园

在普教市场，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情况

一直都是家长和老师都比较关心的。新华

三研发推出“物联校园”解决方案，实现

了校园全场景部署物联网和 WiFi 融合为

一体的网络，通过一个手环直接将学生的

健康数据、安全状态，通过物联网网关上

传给应用平台，建立了教委、学校、教师、

家长多方沟通平台，学生成长的每时每刻

都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

学生早晨到校就会给家长发送到校信

息，让家长放心；异常离校会形成异常通

知学校和家长；在校期间，还会通过危险

区域设定和拥挤区域监控进行报警，判断，

并做出处理建议，这就是安全的校园。

通过互动课堂和智能终端，手环可以

让多媒体教学不再单调，实时互动的课堂

测验将知识消化。此外，学生在课堂的表

现也可以形成数据和结论，从参与情况，

活跃情况来初步衡量教学结果。这就可以

帮助教学进行改进。

通过智能穿戴设备，记录学生的各种

运动数据和身体体征参数，都会形成学生

个人的运动画像和健康 BMI 评价建议，

指导学校、家庭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策略。

这就是健康的学习。

引领新 IT 实现新教育

目 前， 新 华 三 集 团 已 服 务 于 所 有

985/211 高校，包括其他类别高校累计超过

2200 余所高校，以领先的校园云、高性能

计算、校园网等解决方案，有效支撑了高

校云平台、图书馆平台以及科研计算平台

建设；从校校通、农远工程到三通两平台

的推进，新华三实施了 500 多个教育云、

教育城域网，参与了 1000 所职业院校的校

园网及实训室建设，承载管理平台和资源

平台，是三通两平台试点、实践的先行者。

不仅如此，新华三还打造了权威的 IT

培训与认证体系，共计为超过 23 万人实

施了认证培训，其中超过 12 万人获得认

证证书，为中国培养和输送创新的 IT 技

术人才。

在“以技术引领教育变革”的大潮中，

新华三高举新 IT 大旗，与致力于教育行

业升级的企业、学

校、政府携手，共

同实现智慧教育新

世界。

新 IT：催生教育新世界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 , 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2016.12 中国教育网络 71



72 中国教育网络 2016.12

手机学习，由此获得的数据相比 PC 端更加真

实，因为 PC 是多业务的，手机是单任务的。

从数据获取角度来说，现在获取的数据

比原来更大量、精细，既有传统的线上学习

数据，也有传统的线下教室学习数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当下阶段可以充分、

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我觉得 2017 年到 2018

年，我们可以在获得基于真实课堂的教育大

数据的基础上，实现在大容量课堂内的因材

施教。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MOOC的发展，

您最想分享的观点是什么。

于歆杰：MOOC 的发展从两个角度看，校

内和校外。从校外看，对于社会学习者这是完

全的好事，而且由于国家行为的介入，让更多

想学习的人可以享受高水平的教育。从校内看，

如果这些课程仅仅拿出来做知识共享的工具就

太可惜了，它的厚度远远大于这个意义，它能

让学校内部的教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教育网络》：有什么 MOOC 授课

或者雨课堂的趣事分享吗？

于歆杰：我们原来设计和使用雨课堂的

初衷仅仅是做为学生课间调侃、吐槽的工具。

但是它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回答问题的

人多了。在现实的课堂内，学生往往羞涩不

敢回答问题，但弹幕是匿名的，看不到是谁

发的，所以大家都很踊跃地提问和回答问题，

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授课教师应得到更好的尊重

相比较 2013 年到 2015 年的巨大变化，在线教育似乎进入一个平静期。对于 2016 年的在线教育，

或者说是 MOOC，有人认为是风云变幻，而有人认为波澜不惊。那么，投身 MOOC 的教师对这一年

在线教育有何想法？年终我们做了一个微访谈，本期我们采访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授于歆杰。

《中国教育网络》： 有人认为2016MOOC

波澜不惊，有人则认为风云变幻，您眼中2016

的MOOC是什么样子？

于歆杰：我觉得 2016 年 MOOC 的变化还

是挺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政策层面的力推，

这让很多学校对 MOOC 的重视相较以前有了非

常显著的提高。而且，从我们这些做 MOOC 比

较早的一批人来看，除了 MOOC 的制作、运行，

现在 MOOC 的应用开始被许多学校所认可，这

也是 MOOC 在 2016 年比较重要的改变。

《中国教育网络》：从最初做MOOC到现

在，您认为在MOOC中最重要的事情有哪些？

于歆杰：首先，从制作层面看，对知识

点的拆分和知识图谱的绘制极为重要，可很多

制作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如果

这件事一直不被重视的话，制作出来的 MOOC

实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

其次，如何让 MOOC 教师的努力得到更

好的尊重。MOOC 教师在 MOOC 资源落地后

其生存之道在哪里？这是 MOOC 发展急需解

决的问题。

《中国教育网络》：基于学生学习行为的

数据分析已经提出了很久，2016 年您认为有

什么质的变化吗 ?

于歆杰：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原来我们

是通过 SPOC 收集，现在有了雨课堂工具，

这使我们掌握大容量教室里的学生学习行为

数据的目标基本实现。在雨课堂，学生通过

于歆杰

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授，《电

路原理》主讲教师。第一批吃

MOOC 大螃蟹的教师之一。早

在 MOOC 还没有进入公众视线

的时候，他就提出：MOOC 是

洪水猛兽还是济世仙丹？他也曾

在大会上说，也许未来飞黄腾达，

也许会默默无闻，但是在线教育

一定一往无前，大踏步往前走。

2015 年他又作为雨课堂的

发起者之一，将社交元素加入线

下课堂，在真实课堂内得到很多

惊喜。

MOOC下一站：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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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展  鹏

随着高校学术的不断发展，教师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在高

校的年度考核、岗位聘任、硕 / 博导遴选等工作中，学术成果的

重要性尤其突出。每年在进行诸如考核、遴选等工作时，老师需

要到多个职能部门签字、盖章，尤其是有多个校区的高校，情况

更为突出。为了提高学术成果的利用效率，加强科研服务能力，

依托科研管理系统，开发一个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与校内其他

系统实现数据共享，以实现网上考核、遴选等工作。该平台减少

了教师的工作量，同时提高了管理效率，该平台的实现是非常有

必要的。

本文基于成熟的 SSH（Spring+Struts+Hibernate）框架结构

构建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Spring 作为平台核心框架，负责管

理数据源、业务 Bean 等，Struts 作为平台表现层，负责前台

展现以及请求处理，Hibernate 作为平台数据持久层，采用成

熟的 MVC 分层结构，大大提升了系统的高可维护性、高可拓

展性、高稳定性。

服务平台设计

平台架构设计

本文设计的平台采用如图 1 所示的网络拓扑结构，教师、管

理人员可随时通过电脑、笔记本、平板等上网终端设备访问本平

台，完成数据获取、编辑、审核等工作。

本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基于 SSH 框架进行封装、整合，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架构模型，包括数据资源层、基础框架层、

核心组件层以及业务模块。如图 2 所示。

数据资源层包含平台数据库和文件资源服务。考虑到并发

量、数据容量等实际需求，采用 MySQL 作为系统数据库。文件

资源服务包含用户上传的附件、平台配置文件等。

基础框架层包含平台使用 Spring、Struts、Hibernate 框架以

及 POI、FastJson、Log4j、Dom4j 等常用工具包，以实现对文档、

XML、JSON 数据、日志等的管理。

核心组件层是本架构的重点开发模块。其包含了一系列的代

码封装，包括 Action 封装、业务 Bean 封装、DAO 封装、工具类

封装以及扩展模块。通过代码封装，使得开发过程符合既定约束，

以实现开发过程可控，同时能够提高代码质量以及可维护性。

业务模块层是平台实现的功能模块。主要包括教师的项目、

论文、奖励、专利、著作等成果的浏览、管理、审核、统计等功

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图 1  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网络拓扑

图 2  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技术架构

山东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74 中国教育网络 2016.12

能，同时对外与人事系统、财务系统、国际部出入境等实现数据

对接，以满足不同部门对学术成果的数据需求。

功能模块设计

根据服务平台的需求分析，将功能模块按照角色划分，主要

包含教师、学院秘书、部门管理员、平台管理员四种角色。教师

主要查看、维护自己的学术成果。学院秘书主要查看本学院的学

术成果，并可对学术成果进行初审，根据某些业务需求，只有初

审通过的成果才能用于考核、遴选之类的业务场景。部门管理员

主要对学术成果进行终审，根据某些业务需求，只有终审通过的

成果才能用于某些业务场景。平台管理员可设置数据筛选条件，

如针对年度考核的成果需求，仅能获取教师当前考核年度的成果

数据。平台功能模块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数据接口设计

本文设计的服务平台可与人事系统、财务系统、科研统计等

实现数据交互，提供了 RMI 远程调用、WebService 以及中间库

的数据交互方式，满足多种调用需求。

RMI（Remote Method Invocation， 远程方法调用）是 Java 的

一组开发分布式应用程序的 API。RMI 充分发挥了 Java 的安全性

与可移植性，其他系统（以 Java 为后台语言开发的应用系统）

可通过 JRMP 协议进行通信，实现数据获取。WebService 通过

SOAP 协议实现异地调用，实现了跨平台的数据交互。中间库的

交互形式适用于对数据操作要求较高的交互场景，如与财务系统

对接，财务系统是严格内网系统，与其进行数据交互必须通过中

间库的读写来实现，数据交换双方不直接进行访问，通过写入、

读取中间库的数据完成数据交换。本平台的数据交互方式如图 4

所示。

数据库设计

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涉及到项目、论文、著作、奖励、专利

等成果，成果均与教师、学院进行关联。本平台数据库 E-R 图

设计如图 5 所示。

以项目为例，主要包含基本信息表（project_info）、项目

扩展信息表（project_supply_info）、项目人员信息表（project_

person_info）、项目经费入账信息表（project_fee_info）、项目合

同信息表（project_contract_info）等、项目表结构（核心字段）。

RMI 技术功能配置

本平台使用 Java 作为后台开发语言，得力于 Java 语言的跨平

台、可移植等强大功能，尤其在开发网络应用时，远程方法调用

（Remote Method Invocation, RMI）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基于学

校主要业务系统大多采用 Java 语言开发的现实情况， RMI 在分布

式应用开发中是非常便捷的。使用 RMI，请求客户端可以像访问

本地方法一样调用远程服务器上的某个方法，同时可以序列化远

程服务器对象到本地，在本地以对象的形式操作返回数据结果。

本 平 台 使 用 Spring 框 架 的 RMI 支 持， 通 过 使 用 org.

springframework.remoting.rmi.RmiServiceExporter，可以把系统

服务类对象暴露为 RMI 对象，客户端使用 org.springframework.

remoting.rmi.RmiProxyFactoryBean 或普通的 RMI 调用来访问服务。

本平台的 RMI 配置如下。

图 3  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功能模块

图 4  数据交互方式示意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 

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 

图 5  数据库 E-R 图设计

人员 学院

学术任职
奖励 项目

著作专利

论文

隶属

归属

归属 负责 /
参与

归属归属

归属

学院编码 院系类型

学院名称

联系方式

论文名称

期刊杂志
收录方式

成果形式

名称出版社

类型

代理公司专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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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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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励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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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经费

起止时间

担任职务

组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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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服务 Remote 接口实现类 配置 start -->

<bean id="sysService" class="cn.edu.sdu.framework.cs.SpringRmiSysService">

<property name="baseRuleManager">

 <ref bean="baseRuleManager" /><!-- 业务处理 Bean -->

</property>

</bean>

<!-- 平台服务 Remote 接口实现类 配置 end -->

<!-- RMI 方法调用 配置 start -->

<bean id="registry" class="org.springframework.remoting.rmi.RmiRegistryFactoryBean">

<property name="port" value="20030" /><!-- 调用端口 -->

</bean>

<!-- RMI 方法调用 配置 end -->

<!-- RMI 服务 配置 start -->

<bean id= " rm iSe rv i ceExpo r t e r " c l ass= "o rg . sp r i ng f ramework . r emo t i ng . rm i .

RmiServiceExporter">

<property name="serviceName" value="SysService" />

<property name="service" ref="sysService" /><!-- Remote 接口服务实现 Bean -->

<property name="serviceInterface" value="cn.edu.sdu.framework.cs.SysServiceI" />

<property name="registry" ref="registry" /><!-- 调用注册 -->

<property name="servicePort" value="20010" /><!-- RMI 服务端口 -->

</bean>

<!-- RMI 服务 配置 end -->

<!-- 业务管理类 配置 start -->

<bean id= "baseRu leManage r " c l ass= "cn .edu .sdu . f r amework . ru l emanage r .

BaseRuleManager">

<property name="logger">

 <ref bean="baseLogger" /><!-- 日志记录 -->

</property>

</bean>

<!-- 业务管理类 配置 end -->

服务平台功能实现

数据对接实现

本平台与校内多个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对接，综合系统性质、

安全等级、系统框架等因素，有多种数据交互方式。

人员数据对接。平台通过 RMI 远程方法调用人事系统方法，

获取教师基本信息，通过工号（校内教师唯一识别码）匹配人员，

并更新本地教师基本信息。人事系统通过 RMI 远程调用平台方法，

通过教师工号，实时获取教师的科研数据，以便年度考核、岗位

聘任等业务使用。

到账经费对接。由于财务系统的安全等级较高，且运行在财

务内网，财务系统与校内其他系统对接均通过中间库的形式实现。

本平台将科研经费到账明细发至中间库，财务系统读取中间库的

科研经费数据，在财务系统中进行入账流程，入账完成后，财务

系统将该经费的处理结果状态回写至中间库，平台读取中间库的

对接系统 对接数据 数据交换方式 时间滞后性 说明

人事系统 教师信息
RMI 远程获取人事信
息，更新本地数据。

每日凌晨 1 点启动同步任务
每日自动更新人事数据，可手
动执行同步更新。

财务系统 经费入账信息 中间库 每 15 分钟扫描中间库
最多 15 分钟的滞后，经部门协
商，滞后可接受。

财务系统 经费结余信息 中间库 每月月初扫描中间库
有一个月的时间延迟，该数据
仅供教师查看，滞后可接受。

研究生系统 硕 / 博导信息
RMI 远程获取教师身
份信息，更新本地数据。

每次硕 / 博导遴选工作结束
后，手动执行同步

由于遴选工作工作复杂，一般
在工作结束后的某个时间点，
手动执行同步。

表 1  数据对接实现效果

经费状态，将结果保存至本地。

经费结余对接。财务系统负责经费的支出管理，每月将经费

支出、经费余额信息发送至中间库，平台读取中间库数据，将结

果保存至本地。

硕 / 博导对接。平台通过 RMI 远程方法调用研究生系统方法，

获取教师的硕 / 博导身份信息，通过工号匹配教师，更新本地的

硕 / 博导字段。研究生系统通过 RMI 远程调用平台，通过教师工

号，实时获取教师的科研数据，以便硕 / 博导评审使用。

平台提供了科研数据的 WebService 获取服务，通过教师工

号、数据类别可实时请求获取教师的科研数据。不同平台、不

同开发语言都可以调用平台发布的 WebService 服务，更加具有

通用性。

项目、成果查看实现

本平台实现与人事系统对接，教师登录人事系统后，可通过

API 调用访问科研系统数据，包括文字类成果（论文、著作）、

项目、奖励、专利、学术任职等。点击成果名称链接可从科研系

统调取成果详细信息数据，并在页面展示。

成果编辑实现

本平台与人事系统对接，教师登录人事系统后，在人事系统

填写成果信息，RMI 远程请求科研系统业务保存成果数据。

年度考核与学术成果对接实现

本平台通过 API 接口为人事年度考核提供科研成果数据，

通过数据过滤规则获取当前登录教师当前考核年度的成果数据。

项目经费认领与财务对接

平台通过中间库的数据交互形式与财务入账进行对接，教师

在科研系统获取财务经费到账信息，认领后由财务审核通过，即

可继续完成科研入账打印的相关工作。

平台实施效果

平台与其他系统实现对接的实施效果如表 1 所示。

现以 2015 年年度考核期间学术服务平台提供的科研数据访问

为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年度考核启动时，学术科研数据请求量

激增，最高达每日 5.2 万次请求，随着年度考核工作进行，访问

量逐渐下降。在平台运行过程中，没有出现

宕机或访问异常等事项的发生。本文实现了

基于 SSH 框架的学术与科研服务平台，具有

良好的可维护性、可扩展性。该平台充分考

虑信息化服务要求，致力于为学校其他系统

提供数据服务，大大提升了学校信息化服务

水平，降低了学校工作的复杂度，提高了职

能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教师满意度。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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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美国大学学生就业模型作了分

析，提出了我国高校就业服务生态模型，通

过学生在校期间产生的数据，形成学生数据

生态闭环，辅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

高学生整体就业质量。综合利用大数据技术

和数据挖掘技术，搭建高校学生就业大数据

框架体系，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提高就业

服务质量，辅助管理机构的决策。

国外高校就业服务特点以及        
模型构建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职业指导服务

的国家，美国高校的大学生的就业服务机制

在提高大学生成功就业和减少人为失业等方

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功经验，从美国高校大学

生就业服务可以一窥其对促进就业的各种努

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以学生为本”的就业服务

以学生为本是就业服务的教育价值观、

教育发展和教育人才的根本性的理论基础。

就业服务指导部门作为大学生就业和联系社

会的一个平台，不仅要提供就业服务，还要

通过完善的职业生涯指导服务帮助高校的学

生认识自己和社会，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在

此理念之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

性、创造性。

2. 扩展学生就业服务的范围

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服务是与学生的四

年学生规划相关的：（1）第一年帮助大学

生了解市场和专业的特性；（2）第二年在

有一定的价值观认识的基础上，

不断挖掘学生的兴趣爱好、潜力

和特长；（3）第三年帮助学生

深入了解学生的专业市场需求，

提供实习机会；（4）第四年强

化技能训练，提高市场竞争力，

提供就业服务信息。

3. 就业服务多样式

就业服务是集服务、管理、

教学和研究四维一体的多元化的

活动方式，目前国内高校重管理

和服务，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投入

较少，很多高校的学生在大一到

大三基本没有就业的投入，缺少对大学生技

能的培养、潜力的挖掘、职业生涯规划、心

理健康服务等全方面的了解和培养学生。而

美国高校在此也有一定的经验，通过一些工

具和计算机针对学生进行测试和培养。

4. 专业性的就业指导队伍建设

美国高校针对学生就业方面成立了专业

的就业管理服务部门，按照与学生1:200的配

比进行人才队伍建设，而且人才队伍按照不同

大数据让就业有迹可循

图 1  就业服务生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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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招聘专业性的博士或者硕士，这就提供了

研究性人才队伍的基本保障，实现实践与研究

相结合，提供专业、专家型的指导服务。

5. 就业导向的信息化服务

美国高校除了基本的就业信息推送和管

理之外，主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尤其是交叉

学科人才的培养。美国把高等教育作为为经

济建设服务的三大目标之一。优势主要体现

在交叉学科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能带动学

校传统的专业，最终受益的学生本身在社会

的激烈竞争中能脱颖而出。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高校在就业服务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我国高校就业服务的

理念、过程、方式、队伍建设等方面和国外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互联网 +”概念

给了高校提高就业服务质量的一个契机，传

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高校的需求，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引起了社会以及高校

的重视，对高校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

用，改变着以往人们对业务的认识。

因此在此基础之上，结合高校现有的业

务，根据“数据来源于学生，服务于学生”的

理念，建立学生就业服务生态模型，如图1，

此模型主要围绕学生来校之后在大学期间产

生的个人行为数据不断地积累，借助高校信

息中心的大数据平台技术，对高校积累的数据

进行采集、清洗、转换，建立就业数据仓库，

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提供全面、客观、科学的分

析，提高就业管理部门科学管理与学生的职业

生涯规划能力。

就业大数据框架体系构建

就业大数据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学校的大

数据框架的基础之上，有着共同的数据来源、

数据平台，就业大数据分析应用是大数据框架

的一个基础应用。大数据框架体系主要包括三

个层面：数据来源层、数据平台层、数据应用层，

同时在数据平台层要进行运维管理、数据安全

管控。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层是数据应用的基础，包括了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学生在校数据与网

络数据、学生第一课堂数据与二三课堂的数

据，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来源，因此数据

具有种类繁多、价值高、数量大、要求处理

速度高等特点，符合大数据的显著特征。

数据处理主要是对学生的数据进行大数

据处理，包括语境搜索、数据仓库、Hadoop

系统。语境搜索指对信息进行索引与联邦搜

索，在上一步信息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

上下文协作洞察。数据仓库是档案数据按照

预定规则进行存储，进行先进的数据库分析。

Hadoop 系统是一个分布式基础架构，实现一

个分布式文件系统，适合超大数据集即大数

据，可以经济高效的方式分析 PB 级的结构

化与非结构化信息。可视化显示利用最佳的

可视化组合，收集、提取并探索大数据的处

理结果。数据分析包括 BI报告、预测分析、

内容分析、辅助决策分析等。在企事业单位，

预测、BI、辅助决策更为有帮助。

就业数据源

学生的基本数据来源大致分为两方面：

1. 学生在校数据，主要包括学生的第

一课堂学习、二三课堂学习、参加社会实

践、消费轨迹、学习轨迹等数据，这些数据

是目前高校要攻克的难点，大多数高校都在

“十二五”期间完成了高校数据中心的建设，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的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也就无法做到真正科学的、全面的学生

素质评价，因此，高校的数据质量是一个不

可逾越的鸿沟，是所有数据应用的基础，因

此在校学生数据就需要高校信息化部门从整

体考虑，进行顶层设计，积极地协调各个部

门与业务疏通，打破传统的业务习惯牢笼，

建立新的信息化秩序。

2. 学生网络数据，此类数据主要包括学

生的上网行为数据、上网学习行为轨迹、网

络资源等数据，网络数据目前高校的学生比

较敏感，信息化部门应该做足充分准备和沟

通，循序渐进地推动学生网络数据应用，要

对学生的数据进行筛选，抽取有效信息，去

除脏数据，这样既保证学生的隐私问题，使

学生不会对此类数据敏感，又保证学校的信

息化顺利进行。

数据平台层

数据平台层是对数据整合和治理的过

程，从松散的、异构的、孤岛的数据到标准

化、有机联系的、科学的数据，主要包括对

数据进行抽取、清洗，数据共享和转换，数

据标准化、结构化的处理等操作，最终把数

据存入相应的数据仓库，为不同的数据分析

提供不同的角度。

总之，信息技术手段提供了高校实现针

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和就业率这一指标，反过

来分析其在学校的行为轨迹，把学生个人因

素与学校的客观因素区分开来，更加透彻地

挖掘深层次的影响，才能深入了解到影响学

生就业的因素是哪些指标，影响的权重，对

于决策者可以针对这些指标和因素进行调整

高校的决策，从而提高学校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图 2  就业大数据框架体系

应用层

数据平台层

数据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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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前，制定切实可行防台预案

因为超强台风可能所带来的长时间断

电、机房和设备进水，所以对于信息与网络

中心整个部门来说，在停电情况下如何最大

程度保障学校网络核心设备的运行以及核

心信息化服务的正常工作是防台工作的当

务之急。

9月12日，超强台风“莫兰蒂”预警前夕，

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许卓斌副主任建立

了微信群，建立了应对台风的便捷通讯渠道。

13日，厦门大学萧德洪馆长召集单位核心业

务的技术骨干，集体研究并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防台技术方案，明确了各种预设情况下应

该采取的技术措施及措施的实施人，并制定

了如出现长时间断电的信息化系统停机保护

预案、出现机房和设备进水的抗涝预案、出

现外部设备灾损的抢修预案等紧急应对方案。

如何缩短停电时间，是整个防台预案的

重中之重。网信中心对此采取两套方案，一

方面，网信中心许卓斌副主任，联系为学校

主机房提供电源服务的厂商，希望能在台风

期间向厦大派出移动柴油机，提供额外一路

电源，可以提高主机房供电的可靠性；另一

方面，将超级计算系统、托管机等无持续在

线需求的系统进行主动停机操作以节约备用

电源电量。

与此同时，在台风登陆前一天，网信中

心各单位办公室的同志备齐了面包、矿泉水

等用品，逐个检查工作场所的窗户。

登陆，全员出动保障主机房安全

9月15日凌晨，台风“莫兰蒂”开始登陆。

厦大嘉庚主楼 2 楼、4 楼分别出现玻璃破损

风雨灌入的情况，4 楼以下弱电机房设备进

水出现跳闸，导致主楼外围网络、门禁系统

停止服务。1 楼网络设备主机房出现上部进

水，静电地板下部积水等险情。若洪水进一

步涌入机房的话，就会危及供电线路，作为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福建主干

节点，一旦短路将使全校网络和 CERNET 福

建地区全面断网。

网信中心按照事先制定好的防台预案执

行，所有人员分为三路，后台管理人员在线

待命，统筹大局；一部分人员负责 12 楼办

公室的安全，其余所有人在叶世满副校长的

带领下用人力排出一楼过道积水，保障主机

房的安全。

15 日上午，大风基本过境，但仍下着

大雨。网信中心的同志开始检查设备，检查

线路，排除故障，并着手一卡通外围设备的

抢修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台风登陆并未造成

厦门大学的网络和核心信息服务的终止，而

且大部分信息系统与通信网络很快应急恢复

工作。但是外围户外设备和部分弱电机房受

灾严重，存在大量设备、线路泡水的问题。

对此，下一步将思明校区和翔安校区的通讯

数据机房配备固定可靠的柴油发电应急系统；

加强主楼与各个楼宇内数据中心机房与弱电

间的抗风防漏能力，安装排水设施，以防止

在同类灾害中设备面临进水损毁的风险。

打赢“莫兰蒂”保卫战

9 月 15日，第 14号台风“莫兰蒂”在厦门翔安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48米 /秒，强台风级）。然而，

来势汹汹的“莫兰蒂”并未给厦门大学的网络造成巨大损失，

厦门大学的网信中心创造了大灾之下基本不断网、核心信息化

服务不中断的奇迹。

读者服务 新视角

CERNET 厦门节点

（整理：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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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11 月继续针对高校

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设工作进行的调研。此次，

我们将样本容量从原来的 273 所高校扩充为

288 所建立官方微信公众号的高等院校和职

业院校。研究发现，相比 9 月份，10 月份

整体高校微信建设稳步发展，上海交通大学

一枝独秀，连续五个月称霸榜首。从内容上，

双十一是 11 月份上半旬的热点话题。

10 月整体“数”像

10 月，高校微信公众号 50 强中，共发

布文章 1829 篇，总阅读达到 153 万。具体

情况，见图 1。相比较 9 月，上述数据，除

发布次数和总阅读量小幅下降之外，其他数

据都呈增长趋势。

其中单篇阅读量破 10 万的文章有 11

篇，分别来自于十所不同高校。内容涉及到

学校学术研究成果、校庆宣传和校内活动。

其中点赞数最高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关于

范冰冰来我校参加活动的说明》，点赞数为

5498。“华中师范大学赶走范冰冰”事件不

仅在高校内引发热议，也是 10 月份娱乐圈

的热点话题。在此次事件中，华中师范大学

的官微显然成为了校园危机公关处理中第一

对外发声平台，官方声音第一时间发布，“华

中师范大学历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事发之

后，我校高度重视，重申欢迎名人名家进校

园开展学术活动，不涉入任何商业活动的一

贯立场，切实保证校园环境的平安、宁静和

高雅，确保广大学生都能安心读书、学习。”

有效塑造华师校园形象。

上海交通大学连续五个月 TOP1

以 WCI 指数为排名依据，整理出 10 月

高校微信 TOP10 榜单，如表 1 所示。其中，

上海交通大学已经连续五个月排名第一，天

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空降榜单。

作为霸占高校微信 TOP1 五个月之久的

上海交通大学，他们从 5 月份的总阅读

量 525574 一跃晋升到 10 月的 854363，

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纵观这 5 个月的大数据，我们会发

现，上海交大每月发布次数和发布文章

数都保持在 30 左右，这就意味着，每

天你都能看到上海交大推送的文章。这

样高产传播，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受众习

惯，增强受众黏度。而且发布时间集中

在上午 9 点到 10 点之间，这期间为学

校的课间时间，也正好是受众群，也就是在

校生的使用手机的高峰期，推送文章易于

被受众群注意和阅读。这种针对受群众阅

读习惯的运营方式，势必会打造官微品牌

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中国高等

学府之一，拥有着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可以比

肩世界的科研水平。其官微推送的文章内容

以“我很‘交’傲”主题为主。以 10 月的

31 篇文章为例，45% 的文章涉及的是上海交

大在各类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喜讯，这样的

文章很容易激起在校生的集体荣誉感。其次，

校内活动新闻稿，占比重 26%，与时事相结

合的校园软文占 23%，校园风光图集只占总

高校“微”报告

高产传播增强受众黏度

学校名称
WCI
指数

次数 /
文章
总数

阅读
总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平均
阅读数

点赞
总数

平均
点赞数

超 10W
文章数

上海交通大学 1011.07 31/31 854363 854363 27560 14287 461 1

武汉大学 972.07 29/53 888352 790957 16761 14555 275 2

天津大学 928.21 31/35 532892 521687 15226 9755 279 1

厦门大学 914.46 30/31 472635 469253 15246 8901 287 0

西安交通大学 887.47 20/21 298598 286860 14219 7080 337 1

浙江大学 881.07 31/41 533264 473239 13006 7623 186 0

西南交通大学 866.75 22/39 386494 350291 9910 7763 199 1

山东大学 863.67 30/55 500515 381990 9100 8331 152 0

四川大学 858.85 24/32 397465 367363 12421 5526 173 0

华南理工大学 853.17 19/21 293473 287977 13975 3139 150 1

表 1  10 月高校微信 TOP10（以 WCI 指数为排名依据）

图 1  10 月份高校微信 50 强整体“数”像

读者服务新视角

图 2  排名前 10 高校微信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活动预告 5.71%

学校地图 5.71%

文章投稿 5.71%

历史文章 5.71%

二手市场 5.71%
表白墙 5.71%

学校主页 17.14%

其他 14.29%

校园信息查询 22.86%

招聘信息 11.43%

上海交通大学“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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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0 月高校微信文章高频词词云

体的 6%。但是，上海交大的微信介绍是，这

里是“图、文、影、音”并茂的高教信源、

时政平台、微型课堂，用图解、短文、视频、

语音等灵活形式推送媒体信息。

就目前情况来看，上海交大基本做到了

图文的形式，并没有灵活运用其他形式。这

也是所有高校微信号的通病，形式多集中在

文字和图片。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清博指数）

图 3  上海交通大学提供的查询项

除了“厉害了”、“word”这两个词

之外，“是种怎么样的体验”、“剁手”、

“懵”、“点赞”等网络词语也大量出

现在文章的标题中，预计 11 月下半旬，

会充斥着大量的“蓝瘦香菇”。这些网

络词语的使用，一方面是公众号的运营

就是学生主体，从编写风格上就带有学

生的风格，另一方面，公众号的受众主

体也是学生，从传播效果出来，也要贴

近学生，以求较好的传播效果。高校的

微信公众号的建设与发展都离不开学生。

校园微信公众号   
功能大揭秘

学校官方微信往往下

属于学校的校党委宣传部

或是团委，有专业的主管

老师进行把关。随着微信

公众号自身功能的增多，

高校官微也不单单是信息

传播的渠道，也是为校内

学生提供服务的“服务号”。

单以前十名高校官微为例，

10 所高校中，或通过功能

条，或通过自动回复，都

以不同形式为在校生提供

信息查询。图 2 显示出，

10 所高校所提供的各项服

务及其所占比重。可以发现，校园信息查询

是近八成的学校都会提供的服务功能。图 3

显示了上海交通大学所提供具体的查询项，

成绩查询、课表查询、空教室查询和四六级

查询都是在校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常常使用到

的。近六成的学校会链接到学校的官方网站，

打通了学校对外宣传平台，引入更多流量。

另外，四川大学等学校还特意设计了适合在

微信终端上阅读的学校“微主页”，方便受

众阅读。

高校微信中的 11 月上半旬

我们通过调取 11 月份上半旬 288 所高

校发表 4665 篇中阅读量排名前 1000 篇文

章的大数据，制作图 4 所示的微信文章高频

词词云。出现频率较高的三个词汇是，出现

336 次的“大学”、297 次的“双十一”、

和 277 次的网络词汇“厉害了”。

11 月上半旬发生了件不得了的大事——

双十一。自从马云带领一波电商“入侵”双

十一之后，11 月 11 日不仅仅是单身狗们的

狂欢节，更是购物大军的狂欢节。作为这群

体中的主力军，大学生也“义无反顾”地加

入这波狂欢中。  

在 11 月上半旬期间，高校官微共发布

关于双十一的微信文章总计 53 篇文章，内

容不局限在单纯的新闻播报，采用更多的技

术手段，呈现全方面的高校双十一盛况。

大数据挖掘在校生的网购习惯，这是今

年学校官微报道双十一网购的新角度。华

南农业大学、集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郑州大学和江南大学五所高校，通过和阿

里巴巴大数据合作，用大数据图文的形式

呈现专属于自己学校学生的网购习惯。其

中，郑州大学的“看看郑大双十一购物分析，

  大数据解读在校生网购习惯 

你们的败家情报！”、江南大学的“独家！

江南大学双十一购物大数据出炉，你‘贡

献’了多少？”，在发布当日阅读量就破万。

有意思的是，对比这五所学校的大数据可

以发现，女生网购金额大于男生网购金额，

差距并不大。研究生的网购金额远远高于

本科生。服装类是男女生购物的首选项，

每所学校光是菜鸟驿站的包裹数就在 3 万

左右。

除了“双十一”之外，11 月 12 日恰值

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纪念日，这也是高校官

微集体关注的热点事件。这期间，关于孙中

山先生的文章共有 7 篇，主要角度是以介绍

孙中山事迹和与该校的渊源为主。由孙中山

先生创办的中山大学，设立小专题“逸仙往

事”，发布四篇推送讲述孙中山先生的轶事，

平均阅读量为 2689。

热闻   网络词汇贴近同学 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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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敬请关注。

读者服务 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