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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育人环境
2 月 20 日，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发改委下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要求“面向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推动一批

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建设一流的大学，不仅

要有一流的教授，也要有一流的育人环境。在信息经济的现代社会，

新型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将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实现提供支撑条件。

现代化校园主要表现在信息化水平上。近两年，大规模开放在线

课程（MOOC）快速发展、小型私人定制课程、大一分类课程、学位

系列课程、翻转课堂⋯⋯各种各样的课堂教学模式不断进入学生的视

野，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目的在于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出

适合经济社会需求的人才。

当下，许多高校正在或已经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信息化水

平将成为高校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向标，高校应着眼于利用信息

技术改进学习方式、提升教学质量，主动适应教育形态的变迁。

2016 年，我们针对大学数字化校园环境再次做了调研，回溯 2011

年大学数字化校园的状况，对两次调研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能够梳理

出现代化大学校园发展的脉络，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提

供决策参考。

总体上看，高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之路，走得并不

平坦。不论是观念，还是工作重心，都在经历偏离轨道、校正回归的

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不管信息技术如何升级，外界

的环境与压力如何变化，我们都牢记知识是学生人生幸福的基石，坚

守教育本质、遵循教育规律。要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创新重

点放在教学方法、知识传递和能力素养提升上，而不是执着于平台、

技术本身，唱“独角戏”。

可以说，高校信息化的观念理念是建设现代化大学成功与否的关

键点。首先是办学理念，从物本向人本转化，从培养工业时代“流水

线工人”的观念，向培养信息经济时代创新型人才的方向转变；其次

是文化观念，从封闭自循环向开放协作转变；第三是建设理念，从求

大求全的“面子工程”，向小而精的“质量工程”转变，让师生有更

多的获得感。

现代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并不是残酷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互

利共赢的协作发展关系。人工智能威胁人类就业机会，并不等于威胁

人类生存，同样，在线教育颠覆传统教育模式，并不等于会抛弃教育

价值观，“传道授业解惑”传承的依然是对学习者的关怀，对知识产

生的关怀。

教育的整个生态将因为互联网而改变，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树

立育人为本、融合创新、开放共享的新理念，迎接适应信息社会新的

教育形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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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师与 AI                    
能否撑起未来教育的一片天

人工智能+远程教学能否提升

学生的数学能力？最近，英国4000

多所小学参与了远程教育平台。每周，

学生们将接受一对一的数学辅导，而

教师则是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

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与在

线学习平台合作，分析了 10 万小

时的语音和文字教程，以辨识出好

教师和成功课程具备哪些要素。

每周，学生们会有一堂 45 分

钟的课程。他们与教师通过耳麦交

流，共享一款“白板”（彼此之间

不见面）。每个学生得到量身定制

的课程，而且，依据个人爱好，学

生们会获得不同类型的奖励。最初

的分析发现，当教师说话过快，学

生更有可能失去兴趣等反馈。那么，

未来的智能软件是否会替代人类教

师？对此，参与该项目的大学教

授 RoseLuckin 说，“我们感兴趣的

是课堂上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理搭

配，找出正确的结合点”。在她看来，

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让他们得以评估教学策略的效果，

并了解如何实现个性化的教学。

可以说，他们的目标不是用机

器人代替教师。

( 来自：英国卫报 )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2016 年世界最常用密码出炉 

近期，安全公司Keeper 公布一个排名，这是在对1000万个

泄露的密码进行分析后，得出了2016年最常用的密码。排名第一

的非常好猜，因为它几乎每年都会当选，这个密码就是123456。

在这 1000 万个泄露的密码中，有 17%的用户都选择了

123456 作为自己的密码。排名第二的常用密码是 123456789。

排在第三的是 qwerty（键盘第一排的几个字母），第四名则是

12345678。第五名是111111。

Keeper 表示，安全专家三番五次提醒用户增强密码的安全

级别都被大多数人当成了耳旁风。“如果用户在设置密码时不

负责任，网站管理者应该替用户把关。”

	 	 	 	 （来自：Business Insider ）

10% 的谷歌邮件都是机器人回复的

谷歌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应用到了邮箱服务中，帮助

Inbox 应用回复了大量的用户来信。

谷歌的这项智能回复功能，能在来信内容基础上自动生成

电邮进行相应的回复。而装有 Google	 Inbox 的手机中，已经有

10% 的邮件是以这种形式回复的。

该统计数据由谷歌研究小组高级研究员杰夫·迪恩，在近

期加州人工智能前沿峰会上披露。“它所做的是：分析接收到

的电邮中的信息，然后根据这个内容，尝试预测你本人可能作

出的回应，”迪恩说。“现在，装有 Inbox 的手机中，10% 的

回信都采用了智能回复，所以它正在帮助人们节省很多回复时

间。”谷歌首次推出收件箱智能回复是在 2015 年，随后公司

又在该消息应用上增加了许多新功能。											（来自：Mashable）

LinkedIn 创始人等捐千万美元 预防恶意人工智能

近期，LinkedIn 创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以

及 eBay 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的非盈利

机构 Omidyar	Network 承诺分别捐出 1000 万美元，支持学术研

究和开发，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道德伦理，避免人工智能

威胁人类社会。

这一基金还获得其他捐款。这笔一共2700万美元的资金将被

用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以及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恩互联

网及社会研究中心。这一基金名为“人工智能伦理和监管基金”。

（来自：R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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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陶春

近日，一篇《股神巴菲特的博弈：为何冒险投资

可穿戴设备》的文章受到大家的关注。“股神”巴菲

特对投资科技股一向谨慎，曾表示不会投资那些技术

超过其理解范围的公司。其实，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

数据显示，2016 年三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仅增长

3.1%。作为可穿戴设备市场领头羊之一，Fitbit 在收购

对手Pebble的软件和知识产权后裁减了110名员工——

裁员比例为 6%。所以巴菲特到底是怎么想的？巴菲特

表示，他只是将智能首饰 Ela 视作对珠宝业务的增强，

而不是将它视作一款科技产品。

我们好像误会巴菲特什么了，然而，巴菲特此行

为却将智能穿戴话题再一次推向热点。今年的美国消

费性电子展（CES），智能穿戴市场有三个亮点值得关注：

一是AI语音助手进驻智能手表，二是续航能力的提升，

三是个性化交互和反馈的出现。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者开发的低功耗芯片

最高能把语音识别的功耗降低 99%。它的优势具体在

哪里呢？ MIT 的研究人员表示，现有手机分给语音识

别的电量高达 1 瓦特，如果用上他们的新芯片，电量

消耗能直接降到 0.2-10 毫瓦。与此前神经网络随时待

机准备探测声音和噪音不同，MIT 的新芯片将搭载一个

更为简单的“语音激活监测”电路。当该电路探测到

人类语音，性能更为强悍的识别系统才会激活。这就

意味着，即使是简单的小型电子设备，也能用上先进

的语音识别系统和 AI 助手。

所以，对于智能穿戴设备来说，这款芯片将是最

大的福利，它们因体积而受限的交互界面可借助语音

识别和 AI 助手进入新阶段。此外，一直认为的诟病的

续航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

连苹果未来都或用可穿戴 AR 设备淘汰智能手

机。根据 Re/code 的报道，最近，美国 Piper	 Jaffray 证

券公司长期关注苹果公司的知名分析师木斯特（Gene	

Munster）发出了有关苹果的一份研究报告，他对苹果

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一番预测，认为该公司可能会开发

可穿戴的增强现实设备，以取代目前的智能手机。

据称，这位分析师历史上一共撰写了有关苹果的

874 份报告，在行业内有着一定的影响。木斯特表示，

今天智能手机仍然是通往增强现实的主要窗口，不过

伴随着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的发展，这种现状会

改变，预计未来五年之内，增强现实技术的创新，将

主要发生在人们“裤兜里的设备”中。他预测，预计

厂商将会在智能手机上增加更多传感器，并开发出相

应的眼镜工具。长期来看，苹果可能会开发某种增强

现实或虚拟现实的可穿戴设备，最终取代现有的智能

手机。

此前，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

谈到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他认为这两种技术都很

酷，但是他更加看好增强现实。

麻省理工学院推出新型芯片 助力 AI 语音助手

芯片将搭载“语音激活监测”电路，当该电路探测到人类语音，性能更为强悍的识别系统
才会激活。这就意味着，即使是简单的小型电子设备，也能用上先进的语音识别系统和AI助手。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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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非常炫酷的智能穿戴，如果进入课堂，应

用到教育领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新的进步呢？斯坦福

大学近期举办了一次研究者的聚会，会议议题是基于个

人数据的研究，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的自我意识和表现。

专家说，自我追踪工具 (比如 Fitbits) 和运动传感器可能

会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学习方式。

然而，虽然可穿戴设备的计步和记录睡眠时间的

功能很常用，并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但类似的“数

字化自我”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尽管如此，近期美国的研究者提出，可穿戴设备在教

育事业中，同样有着无限的前景。如今我们有可以检

测是否走神的眼动追踪器，还有可以通过心率测出课

堂投入度的传感器。这些可穿戴设备很快就会给学习

过程带来重大改革。

随着可穿戴设备的成本不断下降，研究者们有了

比以往更多的机会来研究人类生理和学习的关系。比

如说，人的心率或皮肤温度与课堂参与度之间是否有

相关性。

“我们通过身体的变化去推断心理状态。”得克

萨斯大学、阿林顿 LINK 研究所的凯瑟琳斯潘给学生配

备了初创科技公司 Empatica 的 E4 手环，监控心率变化

和皮肤电活动，用来测量学生的情绪反应。这一研究

目的在于更深入地了解“可以被身体反应检测到的情

绪”如何影响学习。

同样，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的心理学副教

授罗杰泰勒一直在跟踪学生的心率，以了解他们在课

堂上的情绪变化。研究人员希望更好地理解学习和感

情之间的关系。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每三小时

学生们就会收到一条短信督促他们记录下自己的心率

并回答一些问题用以把数据放入具体情境，比如说“你

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正在大班还是小班上课？”

泰勒希望通过记录学生们的历史情绪图，来深入探究

学习与个人感受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甚至在研究学习姿势是如何与获取知识

的能力相关的。太平洋大学的查迪卡里教授和他的同

事们在教室里布设微软 Kinect 动作传感器，跟踪学生

48 块骨骼位置的变化。“我们能不能把坐姿与学生注

意力关联在一起呢？”卡里问到，“会不会有某些身

体活动更能让学生们振奋起来呢？”

教育者们正思考如何用可穿戴设备激发学生们的

自省。如果一个学习者可以实时查看自己学习时的体

征，说不定她就也能像有Fitbit的人真的多走几步一样，

也做一些相应的自我调整呢？犹他州大学的副教授维

克托·李，让穿戴着个人健康追踪器的小学学生在爬

山和下山后分析自己的心率和步数，这些学生在统计

推理的学习中表现比分析课本数据的同学更好。

当然，一些学生可能会反对大学测量他们的情绪

状态从而对他们的学术表现作出判断。所以，专家告

诫研究者、教育家和公司，在改进应用于学习环境的

可穿戴设备之前，一定要先仔细考虑数据的获取方式

以及去向问题。如果要把可穿戴设备融入教育事业，

需要进一步明确关于信息透明度的问题并加以妥善解

决。同时，当人们过度依赖数据也有可能导致研究人

员对学生如何学习做出错误的假设。

（本文资料摘自 36 氪）

如今记录步数和睡眠时间已然成为风潮，然而在教育领域，这种“量化自我”
的行为还只处于萌芽阶段。

可穿戴技术进入教育领域，是忽悠还是传奇？

多伦多大学HI 实验室

ACT实验室

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

谷歌X实验室

美国PLT实验室

盘点 国外的智能穿戴行业顶尖研究实验室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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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网络新闻上经常出现互联网思维的提法，有点哗众取

宠。新技术会影响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互联网是重要的

技术发明，它自身不会思维，人类思维也模仿不了其运行

方式。蒸汽机发明带来了工业革命，人类没有蒸汽机思维；

电力的发明没有产生人类的电力思维；计算机发明之后也

没有产生计算机思维。互联网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

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不存在互联网思维，只是互联网

时代的行为方式。

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现

在已经进入信息革命时代。互联网正在推动人类文明迈上新

的台阶。农业革命是通过技术提高农作物等生产效率，逐步

提高和保障人类的温饱问题；工业革命也是通过技术提高工

业消费品等生产效率，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品质提高的问题；

信息革命还是通过技术来提高人类精神生活品质。本质上讲，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主要是解决物质生产和交流的效率问

题，信息革命主要是解决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效率问题。互联

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已如同工业时代的水电一样，

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民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和

新方式，更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让信息更加透明，

信息传递更加快速与自由。互联网将颠覆传统媒体“中央复

杂，末端简单”的信息传播规律，为新闻和信息传播带来极

大的便捷。网络使网民与记者同样有了话语权；信息传播瞬

间实现且传播容量大；网民可以通过自媒体形成许多兴趣组

群；网络搜索带来了信息获取的方便和精准；图像视频等多

媒体手段可以提高传播效果。互联网给新闻和信息传播带来

极大的自由，从而直接干预影响每一个人认知过程，强烈深

远地影响着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形成。

互联网提供了网民知情权平等的平台。每个网民都拥有

获取信息与传递信息的权利，满足人们参与和表达的愿望，

博客、微博、朋友圈成为人们行使话语权的平台。互联网促

进了舆论的监督，这使得政治不再是政治家们的政治，促使

政府的信息公开化，同时也拓宽了人们的参政议政渠道，提

高了公民的参政能力。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传统新闻媒体垄断

信息的局面，国家的大事小情，都会在互联网上传播，如环境、

物价、交通等等，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知晓事件、讨论事件，

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听取民意、人民表达民心，互联网的发

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互联网超越时空的信息互通功能，让人们扩大了自己的

交往范围，把基于各种地缘关系的近距离组群，改变成无地

域限制组群。按照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六度分割理论，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

任何一个陌生人。从最早的 BBS、QQ 群到贴吧、微信，每

个个体的社交圈都在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的人际网

络，由此共建起一个庞大的网络社会。

互联网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资源共享时代

已经来临，知识共享时代必然到来。世界上最大的出行用

车公司 Uber 没有一辆自己的出租车；最大的旅行住店公司

Airbnb 没有一间自己的旅馆；Alibaba 没有自己的售货大楼或

店面；支付宝没有自己的分行和网点；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 将会取消所有单一功能的教室。

互联网已经融入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深刻

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是通过改变人类的生

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作用，具体则通过技术来实现，没有具体

的思维方式。技术的发展常常令人炫目，其中一些技术像流

星一样风靡一段时间后就难觅踪迹。而有些技术将会长期影

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不断升级。互联网对人类文明的

影响便是如此。

互联网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带来了巨

大的改变，但不存在互联网思维，只是互联网时代

的行为方式。

不存在互联网思维

政策与焦点·总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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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文 / 王继龙 

2016 年，权威安全漏洞统计和披露平台 CVE 公告

各种安全漏洞 9999 个，敲诈者病毒疯狂肆虐，美国网

络也一度沦陷，雅虎用户数据被盗。普通网民人人自危，

深感无助。

网络安全无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但目前被搞到了“全

民皆兵”的境地。用户上网必须“全副武装”，部署各种防火墙、

防病毒软件，仍然惴惴不安，不时要面对各种险情，打开一个

邮件、点开一个网页都可能是一次历险，即便什么都不做也难

保不会被攻击和入侵。

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工作也深受网络安全困扰，

不仅是面对安全侵害风险的困扰，因为被侵害而被问责的压力

甚至更大，信息化服务正成为新的高风险行业，尽管很多从业

人员还尚未意识到这一情况。根据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要求，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必须定级和部署定级，否则将可

能面临问责。这一规定就好像“如果你家被盗，而防盗门不是

A 级的就将被追责”。在一些需要进行“重点安全保障”的特

殊时期，有些单位为了减压，干脆关闭对外网络和信息服务，

这就如敌人还没有开打，我们就主动缴械投降了。“为了避免

被拒绝服务攻击，我们自己主动拒绝服务了”成为年度冷笑话，

这种明哲保身、推卸责任的做法实在荒唐。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把安全保障的重心放在向广大非安全专业的机构和

网民提出大量专业性要求，而在打击网络安全攻击和犯罪方面消极

被动，不能不说是网络安全治理的重大失误。我们在网络安全上的

投入和负担不断增加，却越来越缺乏安全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

治理方向出现了问题。维护网络安全，不能寄望于平民百姓对抗专

业匪徒，安全管理机构应成为保护伞而不是裁判员。

在线下世界，绝大多数人并非武林高手，没有防弹衣和装甲

车，但我们感觉安全，这份安全感是来自国家对违法犯罪的震慑，

国家安全保障的主要方向是打击犯罪，而不是处置和限制受害者。

安全攻击行为是互联网社会性的显著标志之一。

互联网绝不仅是一个由计算机连结起来的简单组合体。每一

台计算机都在贯彻人类的意志，互联网是人类社会在数字空间的

投影。互联网上的行为因此异常复杂，难以捉摸。安全攻击行为

具有主动性和多变性。当全世界网民为自己的网络安全谋

划时，全世界的黑客也在更加刻苦地钻研网络攻击的新

途径。由于网络安全攻击的方法和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保持同步甚至有所超前，因此很难指望通过纯粹技

术手段杜绝攻击。所以，在安全防范中，以人为本的安全

管理是第一要素，即人与人之间的角逐是胜负的关键，这种自

冷兵器时代沿袭而来的对抗法则，在数字化时代仍然无法规避。

迄今为止，在安全对抗中黑客阵营占据上风，我们总在遭

受攻击之后被动地防护，而后茫然地等待下一次攻击的到来。

黑客们取得“骄人战绩”，并非绝对依赖高明的技术手段，而

是出于对网络使用者行为的悉心推测。人们采用的仍然是以“堵”

为主的安全防护战略，即无论大型集团用户还是个人用户，都

竭尽所能，“全副武装”。即便如此，新的安全漏洞仍然不断

被发现，新的攻击方法也不断涌现。通过分析近来日益猖獗的

DoS 攻击，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目前几乎无法实现“绝对安全”，

更不能杜绝“百密一疏”。

反观现实社会的安全保障体系，可以看到，人们的安全感

并非来自自身拥有的强大防护能力，而是由于威慑犯罪的公共

安全体系和完备的司法体系。不必付出代价或较少付出代价，

正是目前网络犯罪难以遏制的根源。

既然一味被动封堵不能治水，更不能成就网络空间安全，

在网络空间公共安全保障方面，必须彻底扭转被动姿态，建立

主动的“威慑安全体系”：

第一，严惩网络犯罪，通过增加犯罪成本和代价，加大威

慑，让绝大多数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世界，

但责任主体明确，网络犯罪并非不可追究。

第二，国家有义务建立公共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保障体制，

为绝大多数用户提供低成本的有限安全，而不是要求他们全副

武装。只有针对特定对象，在需要不惜代价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才需要追求严防死守和全副武装的“绝对安全”。在应对网络

安全侵害方面，个体力量无论多强，总是弱的，社会力量无论

多弱，总是强的。因此，相对于目前草木皆兵的被动防御现状，

建设、发展具有威慑力的主动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才是网络空

间公共安全的正确方向。

网络安全治理：
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武林高手”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青年报》， 作者为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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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之教育领域，必须将教育置于互联网

的大背景、大格局中，以‘互联网 + 教育’的方式整

体推动发展。《规划》列出的‘十三五’中国教育发

展的五大具体目标都离不开‘互联网 + 教育’。‘互

联网 +教育’的难点在‘互联’二字，一是怎样使得‘互

联网 + 教育’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 二是怎样实现宏观教育管理与微观

教学实践的互联，使得‘互联网 + 教育’的效能更加提升 ; 三是怎样实现

教育领域全要素的互联，使得‘互联网 + 教育’的推进更加可靠。我们欣

喜地看到《规划》的编定展现出了对互联网、对教育信息化的深刻理解。”

——近期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五”规划》对“互联网+

教育”的内涵外延、建设路径进行了系统阐释。对此，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

家组秘书长任友群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对这一内容做出解读。

“手机进课堂试验应该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年级学生身心特点区别

对待。在大学应该普遍放开，对一些结构严谨的专业课程可以适当控制

使用手机。职业院校应该大力鼓励利用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结合职

业特点，开展创新创客式教育。中学可以允许学生带手机进学校进课堂，

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学习与交流。小学生则必须在老师和家长的监督与

指导下，利用移动终端和网络开展部分课程内容的学习活动。”

——对于开展“智能手机进课堂”，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现

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竹立主张对手机进课堂宜“疏”不宜“堵”。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便利，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进

中小学研究性学习，无疑是值得进行的尝试。从‘慕课’走向‘魔而思’，

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开展的实践探索。所谓慕课（MOOC），就是大规模

公开在线课程；而魔而思（MOOS），就是大规模公开在线研究的意思，

是借助于特定的学习管理平台，在平台上开设综合性、研究性学习的课程，

学生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研究性学习。初步实践表明，‘魔

而思’对于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开展具有显著成效。”

——华东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长陈玉琨教授在媒体组织的

专家圆桌论坛针对“MOOS”的尝试做出如上的评论。

“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有偿补课。真正应该禁止的，是有些教师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该讲的不好好讲，让学生课后交钱补课。互联网时代，

教育也在转型。应在专业调研的基础上，选择那些优秀、‘教有余力’

的教师，通过合规合法的途径实现自己的价值。还可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

鼓励好教师在教育公益网络平台讲课传播，让广大学生受益。”

——在职教师网上有偿授课是否违规？近来，江苏一中学语文老师

因在网上开收费课被举报而辞职，引发网友热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表达如上的观点。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声音 数字

560Tb/s

近日，烽火科技在国内首次实现 560Tb/s 超大

容量波分复用及空分复用的光传输系统实验，传输

容量是日常用标准单模光纤传输系统最大容量的五

倍，可以实现一根光纤上 67.5 亿对人（135 亿人）

同时通话，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容量、超长距离、

超高速率”光通信系统研究领域迈向了新的台阶。

40%

中国银联近日发布了2016移动支付安全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2016年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消费者受

损比例持续走高。约有1/4的被调查者表示遭遇过电信

网络诈骗并发生过损失，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

的受访者遭遇欺诈的比例相对较高，均超过40%。

1168

据《2016年中国高校政务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中国有 1168所高等学校已

开通官方微博。开通官方微博的高校数量已占中国高

校总数的40.6%；微博上有5200万学生群体用户，高

度活跃用户占70%。

6.95 亿

近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其中，手机网民6.95亿，

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移动互联网发展推动消费

模式和经济业态不断创新变化。

140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建设的在线课程总数

已超过 1400 门，课程平台为高校定制课程达 5600

多门次，累计 1700 多所学校在平台上选用或定制课

程，高校和社会学习者选课人次超过 3000 万，200

万人次在校生获得在线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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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中国大学 MOOC 发布              
2016 年度最受欢迎慕课

2017 年初，中国大学 MOOC 发布了

2016 年最受欢迎的 TOP10 慕课课程。

据了解，中国大学 MOOC 发布的

2016 年度最受欢迎的慕课课程，主要

根据课程报名热度进行排序筛选。入

选年度榜单的慕课课程涵盖丰富的

课程领域，从心理学到微积分、从礼

仪文化到程序语言，均有相应课程入

选，体现出中文慕课用户多元化的学

习需求。

其中，获得最高人气的是来自哈

尔滨工业大学裴秋宇老师的《沟通心理

学》，这门课程在 2016 年累计共有 26

万人次参与选课，以 30 人组成一个班

级的标准，就相当于有 9000 个班级在

同时选课，这在线下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但依靠先进的网络技术，这一切都成为

了可能。

教育部要求：                             
校园网络投票非必要不举办

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校园

评先选优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要求

各地教育部门及部属高校明确界定校园

网络投票活动的内容范围，坚持“非必

要不举办”原则，按照相关活动是否具

有法理依据、是否有利于学校事业发展、

是否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标准，完善

政策、健全制度，加强对教育系统有关

部门、单位、学生社团、个人开展类似

活动的教育引导，抵制低俗化、娱乐化、

商业化倾向。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校园网络

投票活动的规范管理，要按照属地管理、

谁主管谁负责和谁主办谁负责的基本原

则，加强对校园评先选优网络投票活动

的管理。

高校跨学科智库联合体成立

近期，高校跨学科智库联合体在北京成立，该智库联合体由八所高校

十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共同组建。该基地智库联合体由来自武汉大学、

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深圳大学八所高校的十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组成，

研究领域涵盖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十余个国家

一级学科。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表示，本次成立的智库联合体把十家基地的多

学科交融在一起，希望实实在在地为国家软力量建设做贡献。如今，国际性

课题具有复杂性，无法用单一因素来解释。通过跨学科合作，可以从全方位、

深层次、多维度来理解大局、把握大势，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划

时代方案提供智力支持。

南开大学用现代化技术改造传统课堂

“老师随时会突然蹿到你面前，你的想法所有人立刻就能看到。”南

开大学的学生李子杰这么介绍物理课，“没有一个人玩手机”。上课的地

点在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 TEAL 教室。没有整齐排列的桌椅和高高在上的

讲台，5 张大圆桌把老师环绕在中间。以每张圆桌为中心，对应在教室四

周的墙面上设置了多个投影仪和白板。学生坐在可 360 度旋转的转椅上，

这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圆心。每个人抵达教室中任何一项教学资源的半径

是均等的。有时候，老师会给出一些任务，圆桌就变成了实验台。

据介绍，现在，南开大学物理学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教

学理念，在TEAL教室中先后开设了《光学》《理论力学》《原子物理》《物

理研讨》等主干课程。TEAL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微软公司合作研究的

基于现代技术的教学改革项目。南开大学物理学院 2012 年申请得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物理基地条件建设经费支持，建设 TEAL 教室。

湖南大学的学生党课搬上手机直播平台

在线看直播最多达 300 余人，后期重播次数达 1500 余次，3500 多次

点赞，这组数据说的可不是网红直播，而是一次新形式党课。近日，湖南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将党课的授课平台移入互联网，通过手机直

播平台，将党课搬上“指尖”。

在该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党课上，除了现场 200 名学员，还有 300 多名

学生在线观看直播。与网红主播的“粉丝”们不同，这次直播并没有人送

礼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提问交流。此次党课的主持人于涵宇老师

介绍，学生党员只要有网络，就能通过直播平台听党课，有效实现以课促学、

以学促做，将党课模式由“说教式”向“分享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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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上海

大学生科技创业可申请专项经费

近日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2017年度湖北省大学生科技创业专项计

划项目已启动，拟对100个项目进行资金支持，支持额度为单个项目5万元。

该专项主要面向2014年以后在湖北省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校园科技创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初创

科技企业，企业法人代表应为 2014 年以后（含 2014 年）取得国家承

认学历的高校毕业生；支持互联网、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信息服务

以及文化科技融合领域内的创新创业项目。有意申报的大学生科技创

业企业，请尽快联系所在孵化器或众创空间。网上申报时间截止到 3

月 20 日下午 5 点，具体申报要求可登录湖北省科技厅网站。

高中名校慕课平台参与学校将增至 69 所

近期，平稳运行近一年的“上海市高中名校慕课平台”扩容，

一批新的学校已在“上海市高中名校慕课平台”（http：//gzmooc.edu.

sh.cn/）上亮出新课程，许多特色课程正在陆续上线。

上海市教委委托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对高中名校慕课平台试运

行情况进行了第三方评估。根据这份报告发现学生选择慕课更多地是

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

上海市教委表示，截至目前，慕课平台上共有 32 所学校开设了

105门课程，涵盖语言文学、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艺术、

综合实践等多个领域。2017 年 6 月 30 日前，还将新增 37 所学校 100

门课程上线。丰富的课程完全免费，上海市所有初中和高中学生，每

逢双休日和寒暑假（每天 8：00-20：00），均可凭学籍号或身份证号

登录慕课平台注册、浏览课程信息和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学习。

厦门的小学生戴 VR 眼镜上课 

你坐在厦门的教室里，往四周看，同学、

老师、教室都消失了，你发现自己置身于非洲

的维多利亚瀑布中；你也可以变身宇航员，“飞”

向太空任何一颗行星⋯⋯这是厦门市实验小学

的 VR（虚拟现实）课堂。

前不久，厦门市实验小学开始分批让学生

体验“身临其境”的 VR 技术。厦门市实验小

学副校长刘胜峰说，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数字

校园”建设进入 2.0 版本。VR是厦门市实验小

学“数字校园”2.0 的一个标志。校方说，“我

们并不是把平板电脑抛弃，而是加入VR技术。”

福建

重庆

发布智慧校园建设基本指南

近日，重庆市教委发布了《重庆市智慧

校园建设基本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

南》）。该《指南》包括基础设施、业务支撑、

数据与资源、智慧应用和保障体系等五方面

共 902 个指标。

作为全国率先出台的省级层面用于指导

智慧校园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指南》呈现

出三个特征。一是注重深度应用。《指南》

以智慧应用为重点，关注教育教学和教育管

理各环节应用需求，以推动数据智能化产生、

推送、分析及应用为主线，促进信息技术在

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方面的深度融合。二是

注重分类指导。体现基础教育、中职教育和

高等教育学校在智慧校园建设方面的不同侧

重点，进行分类指导。三是注重演进提升。《指

南》立足现有数字校园建设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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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7年教

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2017年教

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根据《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的总体部署来研究制定。

工作思路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

历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以“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

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

大批创新人才”为发展方向，贯彻落实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总体部署，按照

“服务全局、融合创新、深化应用、完善

机制”的原则，大力推动“四个提升”和

“四个拓展”，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对教

育现代化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核心目标

本次《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主要提到八个方面的核心目标。

一是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学校互联网全

覆盖、网络教学环境全覆盖，接入带宽10M

以上的中小学比例达到70%，多媒体教室占

普通教室比例达到80%，普通教室全部配备

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学校比例达到60%。

二是基本形成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

系框架。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与

全部省级平台及一批市县级平台、企业平台

互联互通。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服务

用户超过7000万人，支持全国200万个以

上的班级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

三是资源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

组织开发266学时的农村中小学教学资源，

免费播发使用。开展职业教育资源库 16个

项目立项建设和 5 个项目升级改进。270

万名教师参加“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晒课”，征集年度“优课”2万堂。

四是以“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

为目标，力争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数量超过

7500 万个，实现 90% 以上教师和 60% 初

中以上的学生开通和应用网络学习空间。

完成中小学、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教师“人

人通”专项培训 1 万人。

五是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针对不同信息化教学应用模式，

试点组建若干区域、学校联盟。出版教育

部第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优秀案例集，在

基础教育领域培育形成 30 个区域和 60 个

学校示范案例。

六是基本完成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1000 万名中教师的

培训任务。完成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

题培训 800 人。

七是管理信息化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

显著提升。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

完善，基础数据实现有序共享。印发《教

育部教育数据管理暂行办法》。

八是深入贯彻《网络安全法》，全面

完成教育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定级备案

和测评整改，信息技术安全监测和检查常

态化。完成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完成

网络安全专项培训 600 人。

重点任务

目标的实现，与具体的工作任务紧密

相关。对此，《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提出九个方面的任务部署。

（一）做好教育信息化统筹管理与指导

贯彻落实《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等重要规划和文件关于教育信息化的战略

部署，推动落实《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分片研讨，

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教育信息化管理体

制，狠抓教育信息化深化应用、融合创新。

召开 2017 年度教育信息化工作会，研究

部署年度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科技司）

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和国务院有关“一带一路”、“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信息惠民、

宽带中国、网络扶贫等重大战略的任务安

排。（责任单位：科技司、相关业务司局）

组织交流、研讨和展示活动，多种形

式指导和推动地方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应

用工作。（责任单位：基础二司、中央电教馆）

开展调研指导，探索制定民族地区教

育信息化推进策略和有效模式。（责任单

位：民族司、民族教育中心）

印发“十三五”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指导意见，完成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

学指导委员会换届。（责任单位：职成司）			

（二）完善教育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

1.加快推进中小学“宽带网络校校通”。

结合精准扶贫、宽带中国和贫困村信

息化等工作，采取有线、无线、卫星等多

种形式，加快推进农村学校互联网接入，

进一步提升学校网络带宽，推进“无线校

园”建设等。（责任单位：科技司、财务

司、督导局、中央电教馆）

2. 推动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建设。

发布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继续

开展中小学百所数字校园示范校项目，等

等。（责任单位：科技司、基础一司、基

础二司、职成司、高教司、中央电教馆，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推动落实《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

教育部印发《2017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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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继续开展“职业教育百所数字校园

建设实验校”项目，完成第一批实验校的

中期评估等等。（责任单位：职成司、中

央电教馆）

国家开放大学完成 100 间云教室建

设，实现对中西部基层县级电大的全覆盖。

启动基于 VR 的实验实训平台建设，完成

互联网 + 智慧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责任

单位：国家开放大学）

（三）推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

1.规范引导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制定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应用与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国家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十三五”实施方

案，制定适用的体系技术架构和标准规范，

并为区域平台建设和应用提供指导和服务

等。（责任单位：科技司、中央电教馆）

2. 提升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协同服

务能力。

持续完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资源服务。实现国家平台与全部省级平台

的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与主要企业平台的

对接，试点推动基于统一身份认证的网络

学习空间服务模式，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协

同服务水平，支持全国200万个以上的班级

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服务教师、学生、

家长总量超过7000万人。（责任单位：科

技司、中央电教馆、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四）深化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1. 提升中小学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水平

与能力。

配合实施网络扶智工程，深入推进“三

个课堂”的应用，大力推广“优质学校带薄

弱学校、优秀教师带普通教师”模式。（责

任单位：基础二司、中央电教馆、地方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

建立样板校、示范校及实验区，应用义

务教育“人教数字教材”，探索信息化环境

下的有效教学应用模式。（责任单位：人教社）

2. 继续推进职业教育资源建设。

继续办好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

赛。（责任单位：职成司）

3. 不断加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建设与

应用。

继续鼓励本科高校建设并开放高水平

在线开放课程，认定一批国家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遴选一批典型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开展虚拟仿真实验共享平台建设。协

调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部际协同监管机制。

（责任单位：高教司、科技司）

4. 加强继续教育优质资源开放共享。

进一步推进高校继续教育数字化资源

开放与在线教育联盟建设。大力推动农民

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

动”，建立完善信息服务平台。（责任单

位：职成司）

启动建设 60 门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核

心课程，以及涵盖学科基础、公民素质和

职业素养等3个类别50门在线通识课程。

继续建设五分钟课程，累计达到 3 万门，

构建基于网络自主学习和社群互动学习的

新型教学模式，探索建立学分认证和累积

进阶的证书制度。启动建设 50 种基于泛

在学习的课程全媒体数字教材建设，探索

全媒体数字教材的推广与应用模式。（责

任单位：国家开放大学）

5. 开发民族双语和专题教育资源。

继续做好“中国梦—行动有我”中小

学生微视频、学科德育精品课程等专题资

源征集展示活动。（责任单位：中央电教馆）

6. 推广中华语言文字和优秀文化。

完善全球汉语普通话学习平台、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测评体系。（责任单位：语

用司、人教社）

	完善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平台建

设，支持各地开展本地语言文化资源展示

网等开发应用。（责任单位：语信司、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

	加强网络孔子学院建设，完善在线

教学教师体系和课程体系，实现网站注册

人数 1100 万人、注册学员 65 万人。（责

任单位：国家汉办）

（五）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广度与深度

大力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以“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为目标，

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从“三个率先”

向普及应用发展。督促和指导各地和各级

各类学校积极利用成熟技术和平台，统筹

推进实名制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与应用，

实现90%教师和60%初中以上的学生拥有

网络学习空间等。（责任单位：科技司、基

础二司、职成司、高教司、教师司、中央电

教馆、国家开放大学）

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

训等。（责任单位：科技司、中央电教馆）

（六）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

1. 完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

服务。

修订《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总

体方案》等。（责任单位：科技司、教育

管理信息中心、相关业务司局）

做好高考综合改革网上录取系统试点

应用和运维工作。（责任单位：学生司）

做好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

全国征兵网的运行维护和信息服务工作，

建设就业大数据平台。（责任单位：就业

指导中心）

2. 加强教育行业数据管理与决策支持

服务。

印发《教育部教育数据管理暂行办

法》，加强教育部直属机关教育数据管理

工作。制定《教育部教育数据资源目录》，

推动教育业务数据资源共享。继续推进“国

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建设，构建网

络数据库和公众数据服务体系。（责任单

位：规划司、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3.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制定《教育电子政务“十三五”规划》

等。（责任单位：办公厅、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4. 推进教育系统密码应用。

贯彻落实《全国党政机要密码工作

“十三五”规划》，制定《教育行业密码

应用规划》等等。（责任单位：办公厅、

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七）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

1. 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深入普遍

应用。

推动中小学信息化教学常态化应用，

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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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参与“晒课”教师超过 270 万名，重

点征集 2 万堂“优课”纳入国家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优质资源库，做好“优课”

资源的推广应用。（责任单位：基础二司、

中央电教馆、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开展本科高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重构研究和实践探

索，推动核心课程群建设与应用，助推教

学改革。（责任单位：高教司）

2. 推动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

针对翻转课堂、网络学习空间、专递课

堂、在线开放课程等不同信息化教学应用模

式，试点组建若干个区域、学校联盟，探索

形成一批成熟的、可推广的信息技术支持下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等。（责任单位：

科技司、基础二司、中央电教馆、地方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	

3. 持续做好教师和管理干部教育信息

化培训。

推动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纳入

到师范生培养和学校、校长、教师的考核

评价体系。全面完成“全国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1000 万名教

师的培训任务，提升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完成初中 11 个学科

300 学时网络课程资源和 110 件优质培训

微课程建设，启动高中 11 个学科 250 学

时网络课程资源和 100 件优质培训微课程

建设。（责任单位：教师司）

继续举办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

培训班。（责任单位：科技司、人事司、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4. 推进网络思想政治与法治教育。

推动落实《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

设工作的意见》和《中学共青团改革实施

方案》，建立中小学网络党校培训平台，

通过信息化方式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党建团

建工作。（责任单位：基础一司）

发挥全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功能和作

用等。（责任单位：思政司）

加强普法网建设等。（责任单位：政

法司）

5.以区域为单位整体推进教育信息化。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统筹推进的基础

上，要着力加强对本地薄弱地区、薄弱学

校与教学点的支持力度等。（责任单位：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八）提高教育行业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1. 加强网络安全教育与人才培养。

开展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的专题

培训。（责任单位：科技司、人事司、教

育管理信息中心）

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办好“教

育日”，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宣传教

育活动等。（责任单位：思政司）

组织指导相关单位制定《网络空间安

全研究生培养方案》。（责任单位：研究生司）

2. 开展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

以“治乱、堵漏、补短、规范”为主要

目标，面向教育行业，治理网站管理乱象，

推进网站建设运行和内容发布规范化；堵塞

信息系统（网站）安全漏洞，提高信息系统（网

站）的安全防护能力；补齐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短板，全面推进教育行业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完成定级备案和测评整改；健全、完

善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责

任单位：科技司、办公厅、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开展教育行业网络安全专项检查，系

统排查教育行业存在的安全隐患。（责任

单位：科技司、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

3. 增强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能力。

加强网络安全应急处置与响应等等。

（责任单位：科技司、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九）强化教育信息化支撑保障措施

1. 完善多元化教育信息化投入格局。

协调财政部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转移

支付力度和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的支持力度，并引导各地根

据实际情况，加大对教育信息化投入力度。

（责任单位：财务司、督导局）

	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

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并按

照财教〔2013〕342号、343号和财教〔2014〕

47号文件要求，满足学校信息技术和教师

培训等方面的开支需求。（责任单位：科

技司、财务司、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推动建立政府和市场作用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的教育信息化投入机制。（责任

单位：科技司、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2. 加强教育信息化专家团队和研究基

地建设。

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专家组、教育

管理信息化专家组等专家机构的作用，支

持开展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和标准规范

研制，发布《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2016）》、教育信息化国际进展报告等。

（责任单位：科技司）。

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发展状

况监测、评估指标与方法实证研究，启动

基于政府、市场、学校三个层面的教育信

息化应用状况调查，形成政策建议报告。

完成教育信息化专项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研

究。推动未来学校研究计划，筹备成立未

来学校研究中心，研制未来学校评价标

准，扩大试点地区和试点学校，发布《2017

年度中国未来学校发展报告》和英文版《中

国未来学校白皮书》，召开“一带一路”

未来学校研讨会。（责任单位：中国教科院）

研制《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

指南》，实施中国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县

级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监测”项目。完成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设备配备标准与

运维政策机制研究。（责任单位：中央电

教馆、装备中心）

3. 拓展教育信息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推

进实施《青岛宣言》和2030年教育议程。

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教育战略》等等。（责

任单位：教科文秘书处、科技司、国际司）

4. 做好教育信息化宣传报道。

加强组织策划，做强正面宣传，充分

利用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手段。（责

任单位：科技司、新闻办、教育电视台、

教育报刊社）

（本文节选自教育部《2017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政策与焦点·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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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117所高校五年间信息化建设数据，可以为我们描绘和刻画高校信息化的进程，

发现其发展中存在的部分规律，为今后更科学合理地部署与推进信息化工作提供借鉴

与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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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傅宇凡 1   冀婧岩   高凯涛   吴晓兵 2

2016 年 6 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要求，“十三五”期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

更加贴近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融入教育

改革发展的核心领域，为教育改革发展增添动力与手

段。要在“十二五”工作基础上，由点及面、由单项

工作到教育教学与管理全过程，促进教育信息化全面

深入应用，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管理更加精细化、决

策更加科学化。

基于国家的规划部署需求，我们回顾这五年间高

校信息化的发展状况，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十三五”

高校信息化的建设。2011~2016 年，教育部科技发展

中心曾先后组织了三次面向全国高校的“高等教育信

息化建设与应用现状调查”活动，三次调研活动中，

2011 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2016 年是“十三五”

的开局之年，这两次调研，共有 800 多所高校参加，

其中有 117 所高校两次调研均参与其中，对比这 117

所高校五年间信息化建设的变化，可以为我们描绘和

刻画高校信息化的进程，发现其发展中存在的部分规

律，为今后更科学合理地部署与推进信息化工作提供

借鉴与决策参考。

两次调查活动，考虑到教育信息化数据分布在学

校各部门，且随着各学校对信息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加

大，一些学校对信息化工作也进行了机构细分，因此，

2011 年选择了面对信息化主管部门及教务处，2016 年

选择了面对信息化主管部门、教务部门及信息化运行

维护部门。第一次调查设计为两份问卷，分为“问卷一：

面向高校信息化主管”和 “问卷二：面向教务教学部

门”，问卷一调查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系统、信息

化建设机制保障这三个方面，问卷二调查数字化教学

资源建设与应用现状；第二次调查为四份问卷，分为

“面向校级信息化管理部门：教育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现状”、“面向信息中心 / 计算中心：信息化建设与

应用现状”、“面向网络中心 / 高性能计算中心：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现状”、“面向教育技术中心：信

息技术教学应用现状”等。

两次调查均受到了国内高校的充分重视，调查问

卷的填写者均为高校信息办、网络中心和信息中心负

责人、校长办公室负责人、教务教学部门相关负责人，

高校数字校园五年变迁记
与信息技术融合的现代高等教育初见端倪

针对 2011 年与 2016 年高校信

息化状况调研数据对比，我们能够

梳理出现代化大学校园发展的脉络，

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数字化校园建设

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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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了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可信度。

调研结果表明，2011~2016 年五年间，高校信息化

实践了《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中提出的“信息技术

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并且为适应互联

网 + 环境下的信息社会的人才培养需求，利用信息技

术因材施教，培养创新型创造型人才，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学校的管理与治理水平，初见成效，与信

息技术融合的现代高等教育已初见端倪。

在推进现代高等教育的治理水平上，许多学校逐

渐接受基于互联网的工作和管理理念，利用信息化技

术改造学校的传统工作流程，以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

效率和管理水平，并从而推进治理体系的搭建。一些

学校实行电子校务统筹发展，构建一体化校务教务管

理平台，分级分类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打通信息壁垒，

构建高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打造基于云的信息化管

理数据中心，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手段感知学校的人、财、

物发展动态、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管理科学决策。

2012 年起在线教育风起云涌，对高等教育的未来

发展提出诸多挑战，在其影响下，我国高校在教育资

源的开放共享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部分学校逐渐建立

起一套数字资源共享的长效机制，有力地推进了教育

教学的质量提升。在近几年的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年度

工作要点中，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主要是“加强优质资

源建设与应用”，从各级在线教育联盟、在线教育课

程共享等的促进下，高校信息资源、教育资源越来越

开放，共享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当然，在此期间，各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因地因人而异，并且由于一些观念理念更新不到位，

而产生的重建设轻应用、轻视运行维护、轻视服务等

问题，成为了信息化发展过程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在： 

第一、东西部互联网普及程度差异明显，基础设

施建设进入瓶颈期，东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

发达，而西部地区进入停滞期，数字鸿沟有拉大的趋势；

第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水

平普遍不高，一些学校开始进行信息资源集中，但对

数据的利用仍处于初级阶段，数据分析支撑决策的目

标还很薄弱；

第三、信息化制度保障参差不齐。信息化制度保

障与学校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越是整体发展好的学

校，越是重视信息化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相关机制体

制的保障在高校仍不完善；

第四、网络安全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地方

高校网络安全风险意识淡薄，网络空间安全面临严峻

挑战。

大学在现代社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显而

易见，“互联网 +”背景下的大学，已经不是要不要教

育信息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改造

学习，培养出更多创造性的人才。面对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浪潮，如何培养学生将

利用技术的能力与创造性思维完美融合，并将创造性

成果造福社会，是大学在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信息化十三五

阶段观察点 校园网 数字校园 智慧校园

主体时间段 1994-2000 2001-2007 2008-2015 2016—至今

IT 与业务关系 组合 整合 初步融合 融合创新

信息化程度 电算化 自动化 流程优化 流程与业务模式再造

IT 绩效重点 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系统与数据 业务流程支撑
学校事业发展 

师生个人成就

IT 集成度 系统集成 应用集成 信息集成 业务集成

IT 关注点 网络服务 业务应用系统 信息门户 服务框架

基础设施 网络 服务器 数据中心 云服务

建设模式 自建或外包 建设外包为主 建设外包为主 外包与众筹

运维模式 自主运维 自主运维 自主运维为主 混合运维

IT 支撑机构 网络中心 网络信息中心 信息化办公室 CIO 体系

表 1   我国高校信息化阶段特点（引自清华大学蒋东兴、付小龙、袁芳等《高校智慧校园技术参考模型设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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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是信息通信技术变革

实现新突破的发轫阶段，是数字红利充分释放的扩展

阶段。在“互联网 +”背景下，信息技术对教育育人方

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均产生了直接而

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大学发

展和变革的一个重要引擎，成为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

的一个重要契机，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

质量和科学研究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

未来，高校信息化整体将朝着精细化、个性化的

趋势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围绕“人本”的理念，

制定和实施具体的信息化发展策略。

第一，新型的教学环境、教学模式将产生。基于

信息化技术手段，将有更多的学校打破学校限制，实

现学分互认，并且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

建立新的课堂模式，通过综合多种开放式技术与理念，

形成因材施教、适应个性化需求的新的教学形态，让

大学教育从培养“流水线工人”的工业模式向培养创

造性人才的信息经济模式的转变。

第二，优秀资源共建共享，教学、科研资源将更

加多元化，不同学科的资源共享平台、交流平台将在

2011 年的调查共回收了 600 所高校的 747 份有效

问卷。其中问卷一——“面对高校信息化主管部门”有

效问卷共计 454 份（每校一份），问卷二——“面对高

校教务教学部门”有效问卷共计 293 份。

2016 年调查共回收了 224 所高校的 896 份有效问卷。

两次调查均参与的学校有 117 所，其中普通全日制

高等教育院校 98 所（含 211/985 高校 45 所），高职高

专 19 所。具体学校类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学校所属类型

2011年和2016年信息化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16.24%

83.76%

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院校

高职高专

高校内部产生和发展，更多的社会化软件和平台在校

内应用，平台兼容性更强。

第三，教学评价体系创新并逐步完善，与教育教

学本身的规律结合，面向过程的个性化、精确化评价，

将在高校中推广和普及；学生学习行为分析会得到越

来越多的应用，从而引导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调整与

决策。

第四，基于数据流的高校管理流程改造将成为主

流，从而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第五，智慧校园环境支撑下的学习、生活物理空

间和虚拟空间不断得到融合和改造。智慧教育指导下

作为支撑的智慧型校园环境与系统，将为高校师生提

供更多获得感，部分地方高校将实现智慧校园与智慧

城市的衔接。

第六，在信息化技术手段的支撑下，学科的国际

化交流协作将更加频繁，国际化视野也将促进高校信

息化加速发展。

（作者单位：1 为《中国教育网络》杂志，2 为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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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傅宇凡 1   冀婧岩   高凯涛   吴晓兵 2

信息化管理制度及 CIO 机制逐渐确立

高校信息化管理者将更多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案，

而不是工具，已经成为共识，“从推销工具转变到理

解事物是如何工作”，从关心单一的技术到关注整体

解决方案，从关心信息技术到关注建立 IT 技术人员与

用户之间的关系，是这几年间高校信息化管理和决策

者在角色定位中的重要转变。

两次调查中，绝大多数学校都是由校长或者副校

长分管信息化，他们主要负责制定全校的信息化规划、

信息化政策和规范制定以及 IT 预算。

而且随着信息化工作的日趋重要，学校领导对信

息化建设的投入程度也越来越高。大多数学校分管信

息化的最高行政领导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程度比较高

或很高。

如图 1 所示，调研发现，绝大多数高校尚未确立

CIO 机制及其职能和管理模式，117 所高校中确立由

CIO“负责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制订”的只有 7 所，有

3 所为 211 学校，另外 4 所为高职高专和一般本科院校。

说明，我国高校 CIO 职位设立尚在探讨中。由于 2016

年 6 月《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建立 CIO 制

度的政策导向，相信未来各高校在 CIO 制度建设上将

有突破性的增长。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同时也

明确要建立“一把手”责任制，CIO 是信息化工作的“一

把手”，未来如何让 CIO 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

一个值得各校探索的热点话题。

如图 2 所示，从两次调研的数据对比来看，各高

校已经逐渐重视信息化建设，两次调研均参与的 117

所高校中，将信息化规划单列的高校从之前的 65 所上

升到了 77 所，到 2016 年，无成文信息化规划的学校

仅 2 所，这个数字在 2011 年是 8 所。

高校信息化战略规划及保障机制对比分析

人才机制和安全制度仍是短板

专业的信息化人才队伍逐渐形成

在参与了两次调研的 117 所高校中，在 2011 年时，

有 106 所高校设立了专门的部门进行信息化建设与规

划工作，仍有 9.40%（20 所）的学校未设立专门的信

息化部门（如图 3 所示），而到 2016 年，所有学校都

已经建立相关的信息化建设与规划部门，并且，有 98

所高校设立了 “发挥实质性作用信息化领导小组”来

图 2  高校战略规划与发展策略的制定形式（单位：所）

2011 年 2016 年

65

77

44
38

8
2

单列信息化规划 分散在总体规划中 无成文的信息化规划

图 1  学校具体负责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制订的最高行政领导头衔（单位：所）

95

0
7 2

5 2 2 2

37

CIO

（首席信息官）

CTO

（首席技术官）

CITO

（首席信息技术官）

副校长 校长助理 教务长 副教务长 处长 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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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规划制定、IT 项目与经费管理、与院系部处信息

化关系协调等工作（如图 4 所示）。

在 2016 年 117 所高校设置什么样的机构进行信息

化建设这一问题上，如图 5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目

前设置的信息化管理机构并没有统一的名称指向，都

还是根据校情及历史建置来设置，各有千秋。

对比 5 年间 117 所高校信息化部门队伍建设的情

况，如图 6 所示，在信息化部门的人员组成中，信息

化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 10 人以下的学校，2011 年占了

58.12%， 共 68 所，2016 年 为 50 所。 而 2016 年 多 数

学校信息化部门技术人员的配置区间移到了“20~50”

人，10 人以下的学校仅占 42.74%，10-50 人的学校占

47.86%，共有 56 所。其中，人员配置上 985/211 高校

的信息化部门人数最多，其次是一般本科院校，高职

高专最少。

在这支信息化队伍中，2011 年和 2016 年的调查

数据均显示，学历集中在本科和硕士， 2016 年具备硕

士以上学历的学校数量、部门专业人员数量明显高于

2011 年的学校数量。总体态势是 985/211 高校信息化

管理部门人员的平均学历要高于一般全日制本科院校，

一般全日制本科院校又高于高职高专。两次调查数据

对比显示，学历层次逐渐上移，具体分布如图 7 所示。

然而，近两年来，由于社会上对于 IT 人才的需求

日益强烈，高校信息化队伍在 2016 年间出现了一波离

职潮，高校信息化部门如何留住人才的话题，再次在

各校之间热议。从调研中，在关于高校目前存在的阻

碍信息化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才队伍的

建设问题、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让许多学校感到忧虑。

有 42.24% 的高校认为目前信息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障碍

是缺乏专业人才。

图 4

图 5  学校设置专门的信息化部门

29.31%

40.52%

42.24%

39.66%

18.97%

44.83%

49.14%

其他 ( 补充 )

校园卡中心

图书馆（数字化服务部）

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电教中心 / 教育技术中心

计算中心

网络中心

17.09%

82.91%

 有 无

 是 否

12.50%

87.50%

图 6  信息化管理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单位：所）

未设置专门部门 0-5 人 5-10 人 10-20 人 20-50 人 50-100 人 大于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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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参与调研的高校信息化部门专业人员学历情况（2016 年  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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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信息化领导小组

（2016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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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学校负责信息安全的最高职位（2016 年调研）

保密办主任 

首席信息安全官 

计算中心副主任 

网络部门正职负责人 

网络工程师 

副校长 

1.74%

28.70%

47.83%

4.35%

5.22%

7.83% 

 

网络安全制度有待完善

在数据越来越重要的当下，信息安全就意味着，

采用的 IT 系统要为用户提供可靠的信息数据。信息安

全就是保护数据的机制，要保护数据免受任何类型的

威胁，而不仅仅是在 IT 系统中实施的技术控制。在目

前的高校信息网络安全建设中，这一个观念其实尚未

得到普遍认同。

2016 年的这 117 所高校调研数据表明，安全的管理

规范与制度完善仍然非常薄弱。在网络安全领域，有一

句话非常通俗也很能体现网络安全工作的艰巨性：“99

分就是 0 分。”而这一工作是需要全面的制度保障的。

如图 8 所示，117 所高校中负责信息安全的最高

职位为网络部门正职负责人的学校最多，占 47.83%，

其次是负责信息化工作的副校长，占 28.7%。在图 9

中关于“学校对于从事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的资质要求”，

可以看到，目前对信息安全人员的要求侧重在核心管

理系统和数据层面，而在中央 IT 系统和架构、科研、

教学的数据层面，安全的考虑较少，有考虑的学校数

量均不超过 30%。而在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上，已经制定并实行的学校 54 所，占不到一半。大多

数学校正在规划中。（如图 10 所示）这也与 2016 年

国家对信息网络安全的重视与政策推行密切相关。

从图 11“学校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做的工作”可

以看出，高校在 IT 系统和数据安全上的保护和防范集

中于设施和技术控制层面，对于预防管理措施、防范

故意及恶意的安全威胁，如恶意软件、重要数据加密、

采购安全审查等，还不够重视。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在两次调研中，关于信息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图 10  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实施情况（2016 年调研  单位：所）

985/211 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一般本科院校

暂无这方面的规划

正在规划中，并没实现

正在规划并逐步实现中

已制定并实行

1

2 35

7 2616

7 2423

图 9  学校对于从事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的资质要求（2016 年调研）

中央 IT 系统和架构

没做过这样的风险评估

核心管理系统和数据

其他 科研系统和数据

教学系统和数据

50%

40%

3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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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校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做的工作（2016 年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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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安全支付

国家法规落实

数字权限保护

移动设备加密

恶意邮件处理

备份容灾

电子签章

重要数据加密

审计日志

系统安全加固

防病毒及软件挑选

漏洞扫描

入侵检测

防火墙

授权访问及各级准入控制

身份认证

数字证书

0.87%

53.04% 

16.52%

52.17% 

41.74%

92.17%

73.91%

95.65%

68.70%

75.65%

63.48%

54.78%

72.17%

33.04%

20.00%

67.83%

54.78%

2.61%

6.96%

60.87%

13.91%

26.96%

29.57%

72.17%

62.61%

6.09%

人员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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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不足、专业人才缺乏、

业务部门参与不够等问题，均占较大的比重，成为

制约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业务

部门参与不够，两次调研均有一半以上的学校选择，

说明五年间，高校信息化部门，在与教育教学部门

如何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个问题上，仍有许多

阻碍，而这也反映出学校的信息技术与业务工作还

不能进行有机的融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

数学校都提出自己学校存在问题的原因，有信息化

理念的问题，有部门间协调配合的问题，有 I T 人

才流失的问题，也有技术无法适应业务个性化需求

的问题，以及在信息化过程中形成新的信息孤岛等

问题。

针对这些现存的问题，一些学校也建言献策，提

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在诸多学校的反馈中，我们发现，

有 53 所学校在问题描述和建议中均涉及到数据整合、

数据共享方面的内容，可以预测，以数据流改造高校

管理流程的思路，将成为主流的解决方案。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图 12  未来信息化建设最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2011 年调研）

图 13  未来信息化建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2016 年调研）

其他

资金缺乏

IT 人员缺乏

业务部门参与不足

支持与维护不足

系统整合不够

应用软件跟不上需求

机制问题

其他

没采用国家或国际行业标准

缺乏专业人才

系统整合不够

应用软件跟不上需求

业务部门参与不足

信息化需求不强

部门间缺乏统筹协调

缺乏顶层设计

缺乏政策保障措施

缺乏常规资金

资金投入不足

2.56% 

54.70% 

52.99% 

51.28% 

25.64% 

52.99% 

18.80% 

58.12% 

0.86% 

2.59% 

42.24% 

32.76% 

13.79% 

52.99% 

47.41% 

9.48% 

26.72% 

25.00% 

43.10% 

32.76% 

1. 确立高校 CIO 制度，确立信息化的“一把手”责任制，

从顶层设计着手，推动管理流程重组再造，从而实现学

校的治理现代化。

信息技术已经融入大多数师生的生活、学习与工

作中，大学师生希望得到一体化的服务需求日渐清晰

和强烈，如何给师生带来获得感，也是对信息化工作

好坏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传统管理模式的条块分割，

使得全校的信息化工作由不同的 IT 部门推动，并且有

形成新的信息孤岛的趋势，这种发展态势，不利于高

校适应全新的环境培养富有竞争力的人才，也不利于

信息化促进高校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需要从顶层设计开始，对学校的部门建置、

管理流程进行梳理，利用技术的手段对传统机制进行

现代化的重组和再造，以数据流推动工作流，从根源

上解决传统体制造成的资源分散、数据孤岛问题。

2.加强和完善信息化人才制度建设，建立灵活的用人制度，

适应市场的规律， 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建设一支高水

平的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

在两次的调研中，虽然时隔五年，但对于专业人才

的需求，却一直不变。如图 12、13 所示，2011 年调研，

117 所高校中有 52.99% 的学校认为缺乏专业人才，2016

年的调研，这个数据仍然高达 42.24%，IT 人才缺乏是

长期以来困扰高校信息化发展进程的一大问题，然而这

个问题在传统的用人机制中，一直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信息化人才是随着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发展而形

成的一类特殊的人才群体。我国信息化人才队伍的总

量及其比重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 信息化人才的管

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建

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

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

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需要建立“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的良好机制。

同样，教育信息化要取得成功，人才是致胜的关键。

作为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的有力支撑，高校

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应当在学校发展战略层面上加以

重视，其稳定与发展，将大大促进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因此，当前，针对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要提供

灵活的用人机制，适应市场的机制，事业留人，也要

待遇留人，为信息化人才队伍创造发展的空间，从根

源上稳定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

（作者单位：1 为《中国教育网络》杂志，2 为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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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化手段推动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这也是高

校在“十二五”期间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说明

了这几年高校信息化在综合管理信息化上的发展与进

步。从“单个应用”，到“数据互通”，再到“流程再造”

的发展阶段，成为了这几年高校综合管理信息化的主

要路线。

信息化服务于教学、科研主流业务，经过五年的发

展，已成为共识。以校务核心业务为主干，整合包括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系统应用、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应用、科

研管理系统应用、后勤管理信息应用等在内的各条分支，

进行资源整合、业务融合、数据积累，并渐渐形成对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

各个种类的应用系统贯穿在整个高校的管理过程

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积累、整合，在大数据技

术日益成熟的今天，这些数据的价值也随之浮出水面，

进入信息化的核心层。

“释放数据的能量”，是当下众多高校管理层对

信息化工作最热切的期望。通过师生在各个应用系统

中的数据情况，多维度、全方位刻画学生和教师的各

类活动，针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活动，分析学生的学

业，评估学生的经济水平，精准助学，预测毕结业状况；

针对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分析其培训经历、学习经历、

海外交流、职位晋升、科研团队，从而为教师的个性

化发展提供指引。未来，在教学管理中，通过学生学

习行为的数据，提供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参考，从而

改善教学效果，将是高校信息化的一个潜力发展空间。

 总体应用水平

两次调研数据表明，目前高校信息化应用系统已

经涵盖到教学、科研、管理等学校主要业务上，五年间，

117 所高校信息化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如图 1 所示。

调研中，选择“已建立服务师生、校友、院系、

管理部门等的各类信息系统”的高校，从 2011 年的 43

所，到 2016 年的 60 所，相应的，尚在起步阶段的高

校则越来越少，从 2011 年的 14 所，减少到 2016 年的

7 所。信息化应用系统具体包括教学管理系统、教务管

理系统、科研管理系统、信息门户系统、后勤管理系统、

网络教学平台系统、学生工作管理系统、人事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财务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

经过五年的发展，面向服务的信息化建设理念渐

渐深入人心，高校信息化业务系统的重心已经从“管

理业务为主的建设”逐渐转变为“服务应用为主的建

设”，信息化的应用越来越成熟，管理越来越精细化，

面对个性化的需求，信息系统也能作出初步精确的反

馈。根据五年前后的对比分析，我们试图描绘出一个“人

本”的信息化建设轨迹。

 信息门户已成为趋势

高校信息门户是面向高校教师、学生、职员和校

117 所高校综合管理信息化对比分析

图 1  学校信息系统具体应用情况（单位：所）

2011 年 2016 年

24 24

43

60

36

24

14
7

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服

务师生、校友、院系、

管理部门等的各类信

息系统，覆盖全校用

户，能做到信息共享、

业务联动和服务整合。

已建立服务师生、校友、

院系、管理部门等的

各类信息系统，覆盖

全校大多数用户，基本

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

联动。

还在建设服务师

生、校友、院系、

管 理 部 门 等 的 各

类 信 息 系 统， 实

现部分的信息共

享和业务联动。

尚在起步阶段，

建立若干业务

系统，尚不能

实现信息共享

和业务联动。

面向服务的理念得以渗透，释放数据能量的需求明显，根据五年前后的对比分析，

我们试图描绘出一个“以人为本”的高校信息化建设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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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大型专用网站。现阶段的门户技术包括统一用户

认证、集成服务、安全访问控制和授权管理等。部分

高校的信息门户实现了应用集成和数据集成，可

进行内容管理与知识管理，为各类用户提供业务

操作的统一入口。信息门户最重要的贡献是统一

身份认证及相应数据的积累，这为即将到来的云

服务购买以及大数据服务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从两次关于信息门户建设的调查数据来看（如

图 2 所示），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高校均已经

建立了集成度较高的校园门户系统，并且逐年上

升，在参与的 117 所高校中，建立信息门户的学

校从 2011 年占 69.23%（81 所），到 2016 年上升

为 87.18%（102 所）。

校园信息门户集成的系统有：办公自动化

（OA）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教学教务信息系统、

图书馆信息系统、财务信息系统、人事管理信息系统 

、后勤服务信息系统、科研信息系统、设备资产管理

信息系统、毕业信息系统、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和学生

管理信息系统。

两次统计数据表明，如图 3 所示，117 所高校中，

集成教学教务信息系统、OA 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的

学校最多，也均有较大的发展，从 2011 年的占比 60%

（77 所 /78 所 /68 所）左右，上升到 2016 年的占比超

过 70%（98 所 /97 所 /87 所）。 办 公 OA 系 统（ 增 加

21 所）、教学教务管理系统（增加 19 所）、科研管理

信息系统（增加 26 所）、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增加 16 所），

上升比较明显，这与高校在信息化进程中向核心业务

教学、科研等的倾斜有很大关系，表明高校信息化的

需求驱动力正在发生转变。并且，经过 5 年的发展，

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数据集成日趋完善，这也进一步说

明了高校信息化的成熟度，信息化系统为师生提供服

务的趋势明显，“人本”的核心理念得到进一步体现。

其中，门户网站提供的内容以公共信息与公共服

务为内容重点，新闻最高，两次调查的高校基本一致，

没有变化，其次是免费邮箱、搜索引擎、网络接入等。

值得关注的是，相比 2011 年，2016 年高校提供给师生

的电子邮箱、搜索引擎、免费网页空间、网络社区、

影音资讯等的学校减少了，尤其是电子邮箱和搜索引

擎，这与社会上免费电子邮箱和搜索引擎工具、网络

社区及网盘空间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导致师生需求

减弱（如图 4 所示）。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2016 年底，

许多社会上的免费网盘纷纷停止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有回暖的势头，各高校有必要进行需求调研，并做出

合理的应对。

2011 年 2016 年

是 否

36

15

81

图 2  学校建立校园信息门户的情况对比（单位：所）

102

图 3  校园信息门户所集成的服务系统对比（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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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校门户网站主要提供的内容（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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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身份认证

在移动互联网应用和服务日渐增长的现在，统一

身份认证对保障校园各项管理系统有序运行，保障校

园网数据和网络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两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共同参与的 117 所高校中，

实现统一身份认证的学校从 2011 年的 89 所（占比

76.07%）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106 所（占比 90%），

提供的服务对象也向师生和教学科研倾斜。如图 5 和

图 6 所示。

并且在这支持统一身份认证的 106 所高校中，支

持跨校区访问占到 87.74%，即支持跨校区统一身份认

证的学校达到 93 所，而几乎所有具有支持统一身份认

证的高校，都支持“移动信息平台”，但支持跨学校

访问（跨区域的联邦认证）的仍然为数不多，说明这

方面的需求仍不突出。

此外，在 106 所支持统一身份认证的学校中，有

近一半（49.55%）的学校“支持校内应用的比例”超

过四分之三。这说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是基于应

用的需求的（如图 7 所示）。

 数据共享与交换

数据共享的建设是信息化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需要，尤其是公共数据库和数据交换系统的建设，其

对数据的标准规范管理要求较高，也是信息化能否得

以成功整合的关键所在，标志着高校信息化水平的高

低程度。

两次调研的 117 所高校中，建立了校园公共数

据库或数据交换系统的学校有所增加，如图 8 所示，

2011 年建立该系统的学校有 74 所（占 63.25%），到

2016 年则上升到 86 所（占 73.50%）。在建立校园公

共数据库或数据交换系统方面，985/211 高校明显好于

一般全日制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这也与 985/211 高校

复杂的数据交换需求有较大的关系。然而这方面的工

是 否

28

11

89

图 5  学校是否建立统一的身份管理与认证系统

106

是 否

43

31

74

图 8  是否建立校园公共数据库或数据交换系统（单位：所）

86

84

97

86

102

85
94

81
85

学生 教师 行政人员 科研机构人员

图 6  实现统一身份管理与认证的用户范围对比（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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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实现统一身份管理与认证的用户范围（2016 年调研） 图 9  校园公共数据库或数据交换包含的数据类别对比（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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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实际运行中仍然由于制度建设等等问题，阻碍重

重，未来各高校将会在管理制度上有更进一步的探讨

和完善。

在建立校园公共数据库或数据交换系统的学校中，

其数据类别包含有学生信息、教职工信息、科研项目

信息、公共资源信息。对比 2011 年和 2016 年两次调

研数据，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到，117 所高校中，对学

生信息、教职工信息和科研项目信息进行共享的高校

明显增加。2016 年的调研数据中，凡是建立了校园公

共数据库的学校，基本也都进行了学生信息（85 所）、

教职工信息（86 所）的数据交换，而公共资源及科研

项目的信息交换，还有完善的空间。

 教务教学管理信息化

参与了两次调研的 117 所高校中，从两次的调研

数据可以看到，2011 年尚有零星的两三所学校未建立

教务管理系统，到 2016 年，基本所有的学校都建立了

自己的教务管理系统。而在信息门户中集成教学教务

服务的学校，也从 2011 年的 78 所增加到了 2016 年的

97 所。说明利用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信息化管理中应用

已经普及。

各高校建设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方式各有不同：

有自行开发、有购买软件产品、有与 IT 公司合作量身

定制，甚至也有购买企业的云服务等。

从调研情况来看，各高校教务系统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学籍、注册、教学计划、开课计划、课程管理、

排课、选课、评教、四六级报名、成绩管理等功能模块，

能实现业务环节的联动，基本涵盖教务管理的全过程，

其应用实施成熟度较高，为学生、教师教辅人员及管

理人员提供较为便捷的教务管理信息服务，基本实现

教学过程的一体化管理。

高校教务管理系统目前已在高校管理中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教学教务管理不可或缺的管理工

具，涵盖了教学管理的各个重要环节，促进了教务管

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是否存在全校性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了学校对教学信息化的重视度。功能设计

良好的网络教学平台不仅能有效整合优秀数字化教学

资源，同时其强大的交互功能还可以较好地支持学习

者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协作交流与研究性学习，是

深度应用信息技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基础。

从网络教学平台建设情况来看，如图 10 所示，

117 所高校中，2011 年有 98 所学校或院系（不包括

网络学院）统一建有网络教学平台，2016 年增加到了

104 所。五年间的对比差异不大。大多数学校对教师使

用网络教学平台的方式并不进行强制要求，84.62% 的

高校教师以自愿使用为主，少部分学校（约 7.69%）

对教师使用网络教学平台有名额限制，或强制教师使

用网络教学平台（如图 11 所示）。

高校在建设全校统一的网络教学平台时，主要通

过五种方式实现：直接从公司购买产品、与公司合作

开发、自主开发、使用开源软件搭建和租借购买公司

产品服务。

两次调研数据表明，高校在应用网络教学平台过程，

逐渐倾向采购和外包服务，使用成熟产品。这样不仅可

以避免大量的开发工作，而且，在线教育技术日新月异，

教学过程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明显，学校显然没有这样

的财力与人力支撑自主开发一套系统，比较通行的做法

是，结合实际教学的需求，由教务处与信息中心、网络

中心或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共同进行需求分析，通过招标，

采购具有可靠性高、支持多种教学策略的网络教学平台

和应用系统，或购买成熟平台的服务。

是 否

19

13

98

图 10  是否有由学校或院系（不包括网络学院）统一建设的网络教

学或辅助教学平台（单位：所）

102

图 11  学校教师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方式统计

学校强制使用

需要申请，有名额限制

教师自愿，无名额限制

8.70%
7.69%

11.30%
7.69%

66.30%
84.62%

2011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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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管理信息化

科研管理与科研服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为学校

科研、教学服务，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由于高校

对于科研的需求各不相同，不同学科对于科研信息化

的需求也千差万别，因此，一些高校主要还是从科研

管理信息汇总的角度，做一些信息共享层面的工作。

从两次的调研数据来看，各高校的科研信息化程度不

一，且高校对于科研信息化的需求并不明晰，主要的

工作是分散到各个学科和院系，由院系自主推进信息

化的工作，从学校层面的科研信息化工作主要是管理

数据的统计、相关科研成果的信息共享。2011 年的数

据表明，有 55 所高校已提供科研信息系统服务，2016

年，增至 81 所高校，增量明显。

如图 13、14 所示，117 所高校的两次调研数据表

明，2011 年和 2016 年，建立了“科研项目交流平台” 

（科研项目跨学科合作研究数据共享）的学校不增反减，

一些学校将这些平台进行了合并，归并到科研信息管

理系统，在一体化的信息门户下提供服务。而促进数

据共享与协作交流的“科研知识共享平台（主要指各

类研究数据等资源共享）”，建立该系统的学校并不多，

并且从 2011 年到 2016 年五年间，建立“科研知识共

享平台”的学校没有增加。

科研信息化的发展在 5 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这与高校学科发展自身的规律有关，高校学科发展更

注重校际交流与合作，包括管理信息资源共享、研究

生校际交流与访学、学位论文隐名评审校际互送、导

师队伍进修与培训、研究生招生和研究生交流平台建

设等方面，高校更多侧重于鼓励校际学科系统开展合

作，而不是在校内进行统筹管理。

科 研 仪 器 共 享 及 信 息 化 服 务， 也 主 要 体 现 在

985/211 高校和一些地方重点高校上。在“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服务有无使用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问题上， 

“有开放仪器设备展示及管理系统”的学校，从 2011

年的 33 所，增加到了 2016 年的 51 所，几乎所有的

985/211 高校均已经覆盖采用，如图 15 所示。

 校园一卡通

高校后勤信息化应用主要集中于校园卡系统、公

寓管理系统、物业管理系统等应用。

一卡通系统是信息基础设施中的基本支撑系统之

一，是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资源共享的标志，也是

高校信息化应用建设重点。从高校信息化发展的趋势

看，校园一卡通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并且，随着校园

卡的普及应用，数据积累越来越多，数据的挖掘及再

利用，也为高校的下一步提供师生更人性化的服务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高校一卡通主要是集成了消费、管理、认

证等多种功能。5 年间，校园一卡通的是高校信息化

中变化最大的一个应用系统。

在两次调研的 117 所高校中，建立校园一卡通

系统的高校从 101 所增长到 109 所，并没有明显的

差异，但所提供的一卡通的功能却有一些值得关注

是 否

88

74

29

图 13  学科是否建立科研项目交流平台（单位：所）

43

是 否

91
94

26

图 14  学科是否建立科研知识共享平台（单位：所）

23

图 15  高校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情况对比（单位：所）

84

66

15
20 18

31

无开放共享服务 有开放仪器设备展示系统 有开放共享服务管理系统，

能够开展服务和收费管理

2011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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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这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外部环境变化有关，

其变化直接影响了学校师生对一卡通功能的需求，

也间接反映了校园一卡通“以人为本”“服务于师

生”的理念。校园卡的功能实现情况，从参与两次

调查的 117 所高校数据分析中（如图 17 所示）可以

看到，在消费功能餐卡、水卡、洗浴卡、购物卡以

及身份识别功能的学生证、图书证、教职工证等方面，

五年间学校的差异较小，有的甚至完全一致。而明

显变化的是门禁卡、银行卡，集成这两个功能的学

校一多一少。门禁卡的功能在校园卡中的集成得到

加强（增加了 11 所学校），是因为许多学校统一身

份认证系统已经完成，在校园卡中集成门禁卡的功

能也相对比较顺利。将银行卡功能集成在校园卡中

的学校则减少了 17 所，说明这方面的需求减弱，其

原因与银行系统在手机终端、移动端、电脑端的普

及有关。上机卡的功能集成也减少了 15 所（从 2011

年的 89 所减少到 2016 年的 74 所），这也与学生终

端电脑普及之后对上机的需求减少有关。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当前校园一卡通正面临新一

轮的升级改造，与智能手机及手机 APP 的有机结合，“一

卡通去卡化”的趋势已经渐渐清晰。未来，智能手机

将成为信息应用的重要平台，交易过程（计算与存储）

由后端承担，使得系统可以承载更多的数据，收集业

务过程数据，从而为高校在后勤管理及至与其他信息

系统管理提供更加高效的支撑。

 问题与建议

1. 大数据离核心业务越来越近，需加强规范管理。

虽说大数据时代到来，给高校信息化发展提供了

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由于分析工具的缺乏，加上教

育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当前高校的数据积累尚处于原

始状态，缺乏统筹与顶层设计，仍然存在数字孤岛，

数据口径不一，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交错混杂，

且真伪难辨。建议 : 应尽快制定数据管理规范，建立保

存与采用的相应规章制度，从顶层设计出发，对数据

的积累与应用进行统筹规划，除了数据共享与利用之

外，还需要特别注意数据的安全与隐私保护。

2. 信息化应用系统受社会化影响加大，需与时俱进，保

持灵活性与活跃度。

在调研中，许多学校均提及信息化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与参与度相关。由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

在信息化系统应用中缺乏业务的支撑，业务部门的

参与度不高，应用系统的显示度不高，无法体现师

生的获得感。而随着网络社区、搜索引擎、大数据

技术等社会化应用系统对高校的冲击，建议：未来

应更多考虑与社会化软件（如微信、各种科研社区、

企业网盘等）的融合，充分考虑系统兼容性与可扩

展性，采纳或采购成熟的社会化软件与服务，从而

既能节约建设成本，也能提高师生的参与度，保持

系统的灵活性与活跃度。

（作者单位：1 为《中国教育网络》杂志，2 为北京理工大学）图 17  117 所高校校园卡已经实现的功能对比（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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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学校是否建立校园网一卡通系统（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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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文 / 傅宇凡 1   冀婧岩   高凯涛   吴晓兵 2

信息化基础设施是将信息通讯技术整合应用于教

育系统之中，是实现教育信息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

件之一。网络基础设施等已成为国家信息化战略的基

础，最新发布的《网络安全法》将“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的运行安全”单列一节进行重点规范，因此，我们

也重点介绍 5 年间高校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状

况及其运行管理。

2017 年 1 月下旬发布了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 数据表明，截至 2016 年 12 月，

我国手机网民占比达 95.1%，网民规模达 6.95 亿，增

长率连续三年超过 10%。线下手机支付习惯已经形成。

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移动互联网

与线下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高校的学生是利用新技术

最活跃的群体，也是新技术应用需求最强烈的群落。

用户需求驱动力是高校信息化技术部署和应用的

重要方向标，总体上看，无线网络的发展成为高校这

五年网络基础设施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从开始的校园

网“补充”的配角地位，一跃而成为校园网的主流地位。

高校网络“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已经少有人提了。

2011 年和 2016 年两次均参与调研的 117 所高校，

涵盖东中西部，涉及 985/211 高校、一般全日制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等不同类别学校，对其基础设施建设前后的变

化的分析，可以看出五年间高校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发展

脉络。无线网络和移动信息服务的情况，网络安全的状

况，可以说是这五年中变化最为明显的两个方面。

无线及移动服务已成校园网主流

对比参与两次调研的 117 所高校 2011 年与 2016

年的数据，无线网络已经从之前的补充作用逐渐转变

为高校校园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主角”

的地位。

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在无线网络的部署上，增长

非常强劲。117 所高校中，2011 年时，尚有 25 所学校（占

21.37%）未部署无线网络，到 2016 年，除 7 所学校之

外，其余 110 所学校都已经部署了无线网。2011 年部

署 AP 在 100 个以下的学校有 35 所，到 2016 年，这

个区间则上移到 1000 个以上，从图 1 可以看到，部署

1000 个 AP 以上的学校从 2011 年的 10 所，激增到了

2016 年的 65 所。无线网络在高校校园网中的主导地位，

趋势非常明显。

117所高校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比
无线已成主流，带宽升级需求明显，“以网养网”运维模式将打破

图 1  117 所高校无线 AP 部署 2011 年和 2016 年对比（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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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放对公共互联网的访问

我们没有用户认证系统

我们尚未计划对网络访
问进行用户认证

我们打算对所有有线网
络网访问进行用户认证 

我们打算对所有无线网络
网访问进行用户认证 

图 2  学校网络访问的用户认证方式（2016 年调研  单位：所）

对于来自公网的访问都需
要用户认证 

我们在用户接入时就需要
用户认证（包括有线、无线） 

我们只是在获取学校服务
的时候才需要用户认证

我们对于访客访问无线
网有专门的认证过程

我们要求全校范围的无线
网访问都需要用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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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应用逐渐成熟的一个表现是在身份认证

上，从图 2 可以看到，2016 年，基本上所有的高校均对

无线网络的访问进行了身份验证，并有 85 所（占 75%

以上）高校其无线网络已经纳入到校园统一身份认证系

统。在已经部署无线网络的 113 所学校中，仅有少量的

学校提供开放的网络，绝大多数学校都要求进行身份认

证。有 75 所学校提供了移动信息服务系统，图书馆数

字资源与校内新闻资讯为主要服务内容（如图3、4所示）。

固定网络继续增长带宽需求强劲

从图 5 可以看到，2011 年与 2016 年高校网络接口

规模在扩大中，到 2016 年全校网络接口总数主要集中

在 1 万以上的区间，有 81 所（超过 70%）学校；接口

数在 5000 以内的学校则从 2011 年的 25 所下降到 2016

年的 12 所，少了一半以上。网络接口数增长，与互联

网在高校的普及需求有关。

出口带宽的对比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 年的带

宽区间集中于 3G 以下，有 101 所学校（占 95% 以上），

而 2016 年的学校出口带宽则集中于 3G 以上，有 67 所

学校，2011 年仅有 16 所学校。并且带宽利用率上，

2016 年，超过 60% 的学校出口带宽利用率超过 60%，

其中有近 30% 的学校利用率超过 80%。说明高校的出

口带宽在需求依然旺盛，未来一年将有更多学校进行

校园网带宽升级。

校园 IPv6 网部署越来越多

学校规模扩展及上网人员急剧上升，高校 IP 地址

匮乏现象已经显现。如图 8 所示，调研的 117 所高校中，

2011 年有 76% 的学校（89 所）在校园网出口使用私

图 3  学校是否建立移动信息服务系统（2016 年调研）

B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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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 

6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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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校移动信息服务系统包含的内容（2016 年调研）

图 5  117 所高校全校网络接口（布线的网络接入点）总数对比（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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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校园网的主干带宽利用率（2016 年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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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IPv4 地址，到 2016 年增加到 86% 的学校（101 所）

采用私有地址。对比 2011 年与 2016 年的数据，可以

发现，由于高校移动设备日益增加，学校 IP 地址资源

严重缺乏，但是由于 IPv6 上的应用尚未成熟，促使更

多的学校只能采用私有地址，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

对于解决 IP 地址资源的下一代互联网部署，随着

IPv6 技术的成熟和演进，2016 年的调研数据表明，已

经有 75 所高校统一部署了 IPv6 网，另外有 19 所学校

正在规划中，有 15 所学校正在考虑中（如图 9 所示）。

可以预测，“十三五”期间，将有更多学校统一部署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在应用类型上，IPv6 也有了更多的成熟应用，

2011 年的调研中，仅有有限的如“网页、FTP、视频”

等的应用，2016 年的调研关于 IPv6 应用类型中，包含

了网络教学平台、管理系统、邮件系统、信息门户网

站及站群等（如图 10 所示）。随着互联网应用提供商

越来越多地支持 IPv6，相信未来 IPv6 将有更加丰富多

样的应用在高校推广和普及。

 传统“以网养网”运维模式将打破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维管理已越来越得到重视

两次关于 117 所高校调研中发现，多数学校“采用学

校投资自建自维的方式”来进行校园网的维护和管理，

但完全采用外包的形式进行校园网运维的学校依然寥

若晨星，更多的学校开始采用以学校为主与运营商共

建的形式。共建模式的学校从 2011 年的 7 所，增加到

2016 年的 33 所（如图 11 所示）。校园网建设过程中

以学校为主导，才能保障校园网升级和服务，这仍然

是当前高校校园网建设的主导思路。

在高校信息化“十二五”期间，“可持续发展”

一直是校园网建设的一个热门词汇，原因是“十二五”

初期学校的信息化保障机制并不完善，因而可持续发

展模式成为信息网络中心的重要话题。随着国家对信

息化建设与管理的日益重视，网络建设与运行的资金

投入已经有一定的制度保障，这个词汇的出现频率也

渐渐减少。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学校“以网

养网”的运行模式仍然在运转，向师生收费，还是主要

的运行资金来源。不少学校逐渐将教学科研工作与师生

生活的用网区分开来，有的学校则将教师与学生区分开

来。各个学校的模式各不相同。可以预见，未来会有越

来越多的高校，对师生的用网进行精细化管理。

在校园网的资费管理上，“按流量收取，以网养网”

仍然是主流做法。针对校园网，学校的收费标准不一。

2016 年有 20 所学校对校园网的使用内实行免费。总的

来说，以流量计费及包月形式为主，不少学校区别计费，

如“教师免费、学生收费”，或“教师收费，学生免费”，

“科研和办公区免费”而“家属区和学生公寓收服务

费”，方式多种多样。从数据可以看出，传统提倡的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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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未必支持

考虑中

规划中

已部署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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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图 9  117 所高校校园网统一部署 IPv6 的情况（2016年调研   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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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收费的学校越来越少，大多数学校已经开始实行

包月收费。这与电信资费整体下调，采用包月形式收费，

以及学校对网络的补贴政策越来越宽松也有关系。

在建设无线网上，建设与运维模式与有线网差异

不大。多数学校是学校主导，吸引运营商共同参与建

设（如图 13、14 所示）。

问题分析及建议

1. 无线网终将成为校园网未来，需加大移动服务及其安

全的重视

无线作为独立的组网方式纳入高校的信息化建设，

已经被许多学校接受，随着微信、支付宝、QQ 电话等

的应用，在高校师生中普及，移动信息及相关应用服务，

同样需要体现在高校的顶层设计中。如何利用移动终

端来提升教育教学管理水平、提升教育服务水平，甚

至成为教学过程的一个补充，是值得高校重视的。移

动智能终端，已被视为智慧教育、智慧校园的重要设备。

目前其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教学资源和信息

的实时共享；第二，教学管理信息的实时互动；第三，

课堂教学过程的实时互动。

当然，移动终端也被一些课堂所排斥，低头一族

对课堂的影响，也困扰了不少教师，为了学生学习的

注意力集中，禁带手机或直接关闭 WLAN 服务，也是

被一些学校采纳的做法。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阻

挡移动终端成为师生饮食起居依赖的一个设备。

需要关注的是，移动的安全已经成为校园网稳定

运行的重要挑战。长期以来，高校主要专注于有线网

络的安全管理，然而，移动终端由于流动性强，普及

性强，设备快速增长，这些设备连接到校园网，也给

校园网的运行带来了大量不可预知的安全问题。如何

管理移动设备从而保障校园网安全，将成为基础设施

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专家建议，各高校

应提高师生及工作人员的网络安全意识，加强网络安

全的管理规范与培训；部署网络安全设备，尤其是移

动网络安全的防范设施与策略。

2. 校园网升级需要重点考虑 IPv6

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发展，智慧校园的规划与部署

已经成为专家们对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建议。然而，

移动网络需求增长强劲，而却面临 IP 地址短缺，这将给

未来校园网各类移动应用推广普及造成极大的阻碍。各

高校即将展开十三五的重点建设，校园网面临新一轮的

升级，为此，专家建议，第一，避免采购不支持 IPv6 的

网络设备；第二，新建或扩容基础网络时 , 应重点考虑部

署 IPv6 网络设备；第三，在采购或研发校园的应用程序时 ,

需要考虑与 IPv6 网络层接口的兼容和可扩展性；第四，

在信息化技术人员培训时应考虑 IPv6 的内容。

（作者单位：1 为《中国教育网络》杂志，2 为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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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学校无线网络建设模式（2016 年调研  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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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2.0 时代，微信公众平台的优越性日趋明显，高校官方微信公
众号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高校建立微信公众平台，依托于平
台优势，能够迅速打开受众面，并形成较强的用户使用粘度。作为官方平台，
官微代表校方立场，也使其成为了学校处理公共事件的发声平台之一。

WCI 指数是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供学术支持，国内多个高
校的知名学者教授担任学术顾问的一种算法，综合考虑总阅读数、平均

2016年度中国大陆高校微信公众号排名

表 1  2016 年 2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浙江大学 61 2 970998 9520 29 586790 976.35
2 武汉大学 20 1 430775 4220 18 420009 918.94
3 上海交通大学 49 1 564320 8252 29 494969 909.65
4 西南交通大学 8 1 192325 2873 8 192325 885.86
5 四川大学 12 1 207053 1767 10 202412 845.46

阅读数、最高阅读数、总点赞数、平均点赞数和最高点赞数六个维度数
据后得出的综合指标。其中，R 为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文章（n）的阅读总数；
Z 为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文章（n）的点赞总数；d 为评估时间段所含天数（一
般周取 7 天，月度取 30 天，年度取 365 天，其他自定义时间段以真实天
数计算）；n 为评估时间段内账号所发文章数；Rmax 和 Zmax 为评估时
间段内账号所发文章的最高阅读数和最高点赞数。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武汉大学 50 1 1363329 13999 26 1131734 1061.25
2 上海交通大学 78 2 1388286 19029 31 1140777 1024.41
3 浙江大学 64 0 805812 12268 31 597783 920.07
4 西南交通大学 30 2 466042 8009 24 428069 914.84
5 厦门大学 40 1 506479 6794 31 448095 895.84

表 2  2016 年 3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表 11  2016 年 12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上海交通大学 31 1 655951 12267 31 655951 974.41
2 武汉大学 52 0 686328 13242 30 598053 922.35
3 南京艺术学院 28 1 494859 5881 27 487288 915.72
4 四川大学 31 0 446493 9563 26 425547 900.33
5 厦门大学 30 0 455507 9763 29 453565 898.76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上海交通大学 31 0 721877 8499 31 721877 957.72
2 西南交通大学 24 1 410170 10928 20 388562 928.39
3 浙江大学 32 0 640370 5899 30 631201 917.51
4 深圳大学 5 1 150149 4472 5 150149 907.69
5 武汉大学 28 0 424758 4517 20 386746 865.7

表 7  2016 年 8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表 3  2016 年 4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

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上海交通大学 61 4 1466920 19489 30 965497 1069.91
2 西安交通大学 61 1 913535 12378 27 624145 971.74
3 厦门大学 56 1 702776 7201 29 566690 931.59
4 中南大学 28 1 373372 7875 26 370076 898.43
5 北京大学 44 0 523768 8510 30 474877 897.26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上海交通大学 32 1 781235 12320 30 773889 993.94
2 四川大学 59 1 981466 10581 28 742998 960.97
3 浙江大学 38 1 693828 8650 29 630530 951.26
4 厦门大学 33 1 597259 9762 26 528119 948.7
5 电子科技大学 49 3 738733 10914 24 501829 942.08

表 8  2016 年 9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表 4  2016 年 5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西南交通大学 92 7 1538348 37806 25 752798 1033.49
2 浙江大学 75 2 845696 10848 30 556520 926.35
3 南京艺术学院 30 1 544332 4001 30 544332 908.64
4 武汉大学 53 0 674810 9628 29 548625 899.51
5 上海交通大学 37 0 525574 6526 31 500357 877.96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上海交通大学 31 1 854363 14287 31 854363 1011.07
2 武汉大学 53 2 888352 14555 29 790957 972.07
3 天津大学 35 1 532892 9755 31 521687 928.21
4 厦门大学 31 0 472635 8901 30 469253 914.46
5 西安交通大学 21 1 298598 7080 20 286860 887.47

表 9  2016 年 10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表 5  2016 年 6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上海交通大学 31 2 696691 8526 30 685273 968.12
2 武汉大学 61 0 984883 12577 29 748993 964.66
3 西北大学 27 0 454201 5391 24 441146 895.74
4 浙江大学 67 0 777337 8259 30 587707 893.18
5 西南交通大学 39 1 416245 7566 23 364938 880.51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武汉大学 55 1 762740 14776 29 627794 949.52
2 上海交通大学 30 0 555760 8962 30 555760 931.9
3 西南交通大学 25 2 424684 8013 18 403457 922.73
4 浙江大学 43 0 649077 9632 29 556741 918.89
5 晚安华师 20 1 365645 4967 20 365645 903.01

表 10  2016 年 11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表 6  2016 年 7 月中国大陆高校官微 TOP5

排名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
总数

发布
次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1 上海交通大学 32 1 719198 8066 31 713370 965.09
2 武汉大学 26 1 593660 7044 16 501082 951.55
3 浙江大学 45 0 702703 7209 31 632032 920.5
4 电子科技大学 16 0 322133 4508 16 322133 897.87
5 华中科技大学 35 0 475313 5796 22 434182 889

《中国教育网络》对2016年2月至12月，全国东北、华北、华中、
华南、华东、西南、西北全国七大地区的 358 所高校的官方微信平
台大数据进行回采，以WCI 指数位排名依据，并以月为单位，整理
出2016年 2~12月中国大陆高校WCI指数TOP1的名单，以供参考。
更多详情请参阅本刊 94-95 页《高校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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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门户是面向高校教师、学生、
职员和校友的大型专用综合网站。因此，高
校门户网站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
高校的信息化程度和水平。关于高校门户网
站访问排名及综合影响力排名，有不少网站
提供相关的服务。总体来说，国内外的各排
名口碑评价不一，而“访问流量监控”类的
排名也会受到诸多因素干扰，不容易作为客
观评价网站的依据。

表 1 列举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提
取在 Alexa 上的排名前 25 的中国大陆高校。由
于这个时间段恰值春节及寒假期间，访问的活
跃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中国大陆高校的师生
假期基本一致，其排名相对具有可比性。同时，
表 2 列举了 2016 年度中国大陆高校在“世界
大学网站排名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上的前 25 学校。

Alexa

Alexa 是一家专门发布网站世界排名的网
站。以搜索引擎起家的 Alexa 创建于 1996 年 4
月，目的是让互联网网友在分享虚拟世界资源
《NNT 流量》的同时，更多地参与互联网资源
的组织。 

Alexa 每天在网上搜集超过 1,000GB 的信息，
不仅给出多达几十亿的网址链接，而且为其中
的每一个网站进行了排名。可以说，Alexa 是当
前拥有 URL 数量最庞大，排名信息发布最详
尽的网站。

Alexa 的网站排名是按照每个特定网站的
被浏览率进行排名的，浏览率越大排名越靠前。

浏览率计算主要取决于访问用户数（Users 
Reach）和页面浏览数（Page Views）。Alexa
系统每天对每个网站的访问用户数和页面浏览
数进行统计，通过这两个量的三个月累积值的
几何平均得出当前名次。访问用户数（Users 
Reach），指通过 Internet 访问某个特定网站的
人数。Alexa Toolbar 的采用率在全球各地有所
差异，受用户的语言、地域、文化等各方面的
影响，英文网站相对于其它语言的网站，访问
量数据更容易被充分地统计，容易受网站对自
己宣传的程度、做广告的多少、别的网站为其
建立链接的多少的影响。浏览率太小的网站统
计数字可能不准确，总体上排名越靠前（浏览
率越大）的网站统计数字就越可靠。一般来说，
月访问量 1000 以下或排名 100.000 以后的网站
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

2016年度中国大陆高校网站综合影响力国际排名状况

ALEXA 国内
高校排名

ALEXA 全球
网站排名

高校名称 高校网站

1 2590 复旦大学 http://www.fudan.edu.cn

2 5340 上海交通大学 http://www.sjtu.edu.cn

3 5831 北京大学 http://www.pku.edu.cn

4 6840 清华大学 http://www.tsinghua.edu.cn

5 8888 浙江大学 http://www.zju.edu.cn

6 1060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ttp://www.ustc.edu.cn

7 11093 中山大学 http://www.sysu.edu.cn

8 12578 南京大学 http://www.nju.edu.cn

9 12596 天津大学 http://www.tju.edu.cn

10 12695 北京师范大学 http://www.bnu.edu.cn

11 12999 同济大学 http://www.tongji.edu.cn

12 13093 东南大学 http://www.seu.edu.cn

13 13392 武汉大学 http://www.whu.edu.cn

14 13489 北京交通大学 http://www.bjtu.edu.cn

15 13676 西安交通大学 http://www.xjtu.edu.cn

16 14054 人民大学 http://www.ruc.edu.cn

17 14132 厦门大学 http://www.xmu.edu.cn

18 14274 华中科技大学 http://www.hust.edu.cn

19 14599 电子科技大学 http://www.uestc.edu.cn

20 14916 哈尔滨工业大学 http://www.hit.edu.cn  

21 1579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http://www.xidian.edu.cn

22 16247 重庆大学 http://www.cqu.edu.cn

23 16629 吉林大学 http://www.jlu.edu.cn  

24 16695 南开大学 http://www.nankai.edu.cn

25 17403 山东大学 http://www.sdu.edu.cn

高校网
站全国
排名

高校中文名称
WORLD 
RANK 

世界排名

PRESENCE 
网站信息量世

界排名

IMPACT 网
站信息影响
力世界排名

EXCELLENCE 
学术文章发表情况

世界排名

1 北京大学 257 297 58 19

2 清华大学 313 55 119 23

3 浙江大学 353 213 116 41

4 上海交通大学 395 96 158 61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25 580 103 109

6 复旦大学 439 618 126 98

7 武汉大学 489 468 107 198

8 中山大学 503 372 157 139

9 山东大学 569 404 249 159

10 西安交通大学 577 361 245 176

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591 945 281 123

12 厦门大学 597 228 179 286

13 北京交通大学 612 5398 961 511

14 南京大学 612 564 367 119

15 华中科技大学 652 794 463 111

16 四川大学 660 617 360 183

17  天津大学 687 764 327 242

18 吉林大学 729 561 568 173

19  济南大学 747 2596 387 897

20 东南大学 747 869 548 182

21 兰州大学 775 869 345 363

22 四川大学 791 705 594 223

23 大连理工大学 793 1308 580 193

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00 1301 505 247

2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36 1462 338 418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相比其他排名主要依据网站访问流量，来
自西班牙国家科学委员会网络计量研究中心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CSIC），从 2004 年就开始统计排名全球高校
网站的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参考的
因素更多更全面，而且对下面几个分类也分别
做了排名：

Presence: 网站信息量（依据 Google 索引
内容来统计信息）

Impact：网站信息影响力（依据 Majestic 
SEO 和 ahrefs 两个服务来评价）

Excellence：学术文章发表情况
依据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6

年高校网站排名 ，中国教育网调研小组对国内 
TOP25 高校做了排序（见表 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排名的语言因素，
在该排名中，西班牙的“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是通过 google 等工具对网站上公
开的内容进行收录，所以，语言不会产生直接
影响，但是其 FAQ 中也提到，在他的测量指标中，
有国际论文（英文为主）数量等因素，所以排
名多少也会受到语言因素干扰。

表 1  Alexa 是当前拥有 URL 数量最庞大，排名信息发布最详尽的网站。以下排名为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提取的中国大陆高校在 Alexa 上的排名 TOP25 的名单。

表 2  2016 年度中国大陆高校在“世界大学网站排名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上的排名 TO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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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Susan Grajek  EDUCAUSE IT Issues Panel 

2017 年度十大 IT 议题全都是关于学

生成就的。高等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仍然

有很多重点工作，并且继续服务于数量

庞大的学校成员。IT 服务目录中有成百

上千的服务类型，来满足教师、学生、

员工在不同领域中的需求：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法律、音

乐、戏剧、美术、商业、医疗和相关专

业。凡是你能说出来的，凡是高等教育

能提供的，IT 部门都要予以支持。每个

学术领域和行政部门都会对 IT 部门分别

提出各自的需求，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尽管每个用户、每项技术都有完全不同

的要求，然而一个压倒性的焦点上升到

了 2017 年度高等教育信息技术领域的首

要地位，那就是学生成就。学院和大学

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学生成就，来应对关

于高等教育的成本、价值和产出的关注。

学生成就计划正在利用每一项可用的资

源和机会，并且将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牵

涉在内。院校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涉及三

个方面：资源、机会和相关者。

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正在

转变，而上述案例描绘了转变中角色的特

征。对于高校战略和在 IT 上的投入而言，

技术是赋能者，而非主要推动者。信息

技术为那些“难进之针”（hard-to-move 

needles）提供了牵引力。

对高等教育的经济承受力和价值的

编者按

不久前，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发布了 2017 年度十

大 IT 议题，为高等教育行业重点关注的学生成就（student success）1 提

供了支持，分别体现为四个主题：IT基础、数据基础、有效领导和成功学生。

本刊将持续连载这十大议题，本期主要对十大议题进行概括性阐述。

EDUCAUSE2017 年度十大 IT 议题（连载一）

为实现学生成就奠定基础

2017 年度十大 IT 议题
信息安全

采用整体的、敏捷的措施来降低学校在信息安全威胁中的暴露。

学生成就和学业完成

有效应用数据和预测性分析来改善学生成就和学业完成的情况。 

数据启发的决策

确保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egence）、报表和分析能贴近管理人员、

教师和学生，给他们便利，被他们采用。 

战略领导力

将 IT 领导层重新定位或加强为学校领导层的战略合作伙伴。

可持续的经费投入

建立可以维持核心服务、支持创新和促进增长的 IT 经费投入模式。

数据管理和治理

通过数据标准、集成、保护和治理来提升学校数据的管理水平。

高等教育经济承受力

在需求增长而资源有限的情境下，确定 IT 投资和资源的重点。

可持续的人员配备

在预算缩水或者维持不变而外部竞争增长的情况下，确保足够的人员

规模和人员留用水平。 

下一代企业级 IT

建立和实施企业级 IT 应用程序、架构和外包战略，以实现敏捷性、可

伸缩性、高成本效益和有效分析能力。

教学的数字转型

与教师和学术领导层合作，通过对教学法的创新和对学校使命的创新，

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

10

1

2

3

4

5

6

7

8

9

关注是当今学生成就计划的驱动力之一。

技术和数据科学的进步也是。正是由于

这些进步，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学生的在

校体验成为可能。比如，采用技术强化的、

帮助学生提高效率的学习方式，又如辅

助学生更迅速地规划学习和取得学分的

数据分析工具，还有无缝衔接且高效的

数字应用和体验。应用程序采集和报告

学生信息，提供实现和利用各种算法的途

径，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并帮助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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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师、辅导教师获得对于课

程体系、专业、课程、课外活动和

支持系统的深入了解和意见建议。

各种学生成就计划正是主要技

术和流程转型的例证，体现出了转

型的附带风险和期望得益。和所有

转型努力一样，学生成就是多维度

的，并且需要强健的基础和领导力。

2017 年度十大 IT 议题将学院和大

学正在对待的四个相关主题结合在

了一起：IT 基础、数据基础、有效

领导和成功学生（如图 1 所示）。

IT 基础 

IT 部门肩负的事情有很多：数据必须

是可用、安全、开放和隐私的；运行关乎

使命的关键职能和支持学校战略重点工作

（如学生成就）的信息系统和应用程序必

须是可用的、有效的并且具有高成本效益

的。它们必须要提供学生成就计划和其他

计划所依赖的数据——这就需要横跨多个

应用程序和多个地点集成数据，有本地数

据中心也有云端。当然，信息技术的有效

供应还依赖于一支稳定的、胜任的、积极

参与的 IT 工作队伍。

信息安全是 2017 年的首要 IT 议题，

保持了 2016 年作为首要挑战的地位：采

用整体的、敏捷的措施来降低学校在信息

安全威胁中的暴露。随着数据及其威胁都

能引发更加重大后果，可识别个人身份的

信息和学校资产和声誉都变得前所未有的

重要而且更加难以防护。2017 年，首要

议题和其他议题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这的

确是个变化。不过这是因为有了一些进展，

或者大家已经习惯了持续不断的威胁，还

是其他议题的重要性提高，这还不太清楚。

当今的企业级 IT 已不再使用，因此

需要下一代企业级 IT（议题 9）。由于

学生成就等重点工作，以及对分析等能

力的需求，高校对于企业级 IT 应用和架

构的期望已经发生了改变。企业级 IT 成

本占据了 IT 预算以及学校总体预算中很

大一部分，看起来似乎从教育和研究中

吸走了更多的战略性数字投资。传统的

企业资源规划（ERP）套件的成本高昂，

而且并不完全符合当前的需求，如用于

支撑学位规划、学生辅导和数字化学习

的分析能力和系统功能等。基于云的新

的解决方案和共享服务提供了本地化高

校服务的替代品，同时也需要时间和专

业能力上的重大投入，以及对 IT 组织架

构和人才队伍的重新思考。而且，这还

需要学校层次的努力来重新设计业务流

程，以避免在将来要有新的、持续的个

性化定制。许多成本和意义都是不透明

且难以评估的；许多收益也仍然是尚未

得到证明或者不确定的。

高等教育中信息技术价值的实现，深

度依赖于 IT 人才和可持续的人员配备（议

题 8）。IT 领导者们正在努力奋斗来寻找

人才和留用人才、稳定队伍并保持水平以

满足需要，以达到学校对他们的期望。当

就业市场改善时，尤其发生在信息技术产

业时，IT 人才们开始心猿意马、坐立不

安，而且最优秀人才的选择最多。根据

EDUCAUSE 数据显示，IT 队伍存在流失

风险的比例高达令人惊异的 48%。更加严

峻的挑战是，CIO 们报告称，保障替换现

有岗位人员的经费相对还简单；分析能力、

学生成就、数字化学习、科研计算和变革

企业级 IT 架构等重点工作和技术

进步产生了一批新的岗位，投入经

费建立这些新岗位才更加困难。

脆弱的 IT 基础可以使一个计

划、一项战略、一个职业甚至是一

所高校倒台。强健的 IT 基础则能

够推动高校进步并形成竞争优势。

EDUCAUSE 成员们对此非常理解，

并将在 2017 年为创建强健的 IT 基

础而工作。

数据基础

当今的学生成就项目都以进行

中的数据和分析革命为基础。正如

大多数革命一样，这场革命标志着大量的

重思考和重构建。学院和大学正在对数据、

应用程序，甚至是决策流程进行重思考和

重构建。2017 年的数据基础主题包括两

个议题：数据启发的决策（议题 3）和数

据管理和治理（议题 6）。高校渴望将今

天的工具和算法应用到自身数据上来提升

个人、部门和学校的产出，诸如提升效能、

简化流程、控制成本，以及使学生有更好

的体验和产出。将所有的数据良好运用起

来是一个挑战，而且要做到此事需要在正

确的时间让正确的人使用正确形式的正确

信息。可是即便如此也未必足够，因为这

些人还需要帮助和激励，才能根据他们获

得的信息采取最高效的行动。

数据启发的决策依赖于可靠的数据。

在很多高校，这个基础还正在以每次一块

的方式进行构建。数据的极大丰富在使数

据革命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在侵蚀它的基

础。多个来源的数据要按照数据标准和治

理加以清点记录和调整整合，并按照体系

结构进行集成。通过报表和分析，数据变

得更加可用也变得更加有用，也变得更易

于引发重大的后果和更加暴露。学生、教

师、职员都有隐私权利和隐私选择，这些

都要纳入考虑范围。许多高校正在推进采

用数据管理和治理的结构和政策的工作，

以明晰和强化角色、责任和标准。

图 1  2017 年度十大 IT 议题的主题

成功学生：

学生成就和学

业完成、教学

的数字转型

有效领导：

战略领导力、可持

续的经费投入、高

等教育经济承受力
数据基础：

数据启发的决策、

数据管理和治理

IT 基础：

信息安全、可持

续的人员配备、

下一代企业级 IT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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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领导

领导能力，是高校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不算什么秘方。有些专家说“跟着钱走”

（follow the money），不过大多数人还是

会把钱投入到领导能力方面。2017 年度

十大 IT 议题明确了 IT 效能和学校成就之

间隐含的和深化中的相互依赖关系。

最重要的是战略领导力（议题 4）：

将 IT 领导层重新定位或加强为学校领导

层的战略合作伙伴。随着高校战略的数字

化水平实质上的不断提高，学校领导者需

要足够的和可靠的 IT 能力来实现他们的

战略重点。这就意味着校长们、教务长们

以及其他行政领导们不光要和 CIO 们谈

话，还有更多的事要做；行政领导们要持

续地和 CIO 们合作。CIO 们要成为可信的、

见多识广的合作伙伴，而且要有战略影响

力。EDUCAUSE 数据指出，属于学校决

策圈成员的 CIO 们更可能投入到对学校决

策的讨论中并协助把握行政和学术方向。

如今，只有大约一半的 CIO 能跻身于决策

圈中，这方面的增长空间还很大。

当然，学校领导者和 IT 领导者确实

要“跟着钱走”。“找到钱”是第一大挑战。

学校的重点工作不断增加，技术方案也改

变了，CIO 们寻找充足可用的经费时困难

重重——这就是可持续的经费投入（议题

5）。学校领导者们不仅将技术视为解决

方案，也视为院校经济承受力的关切点，

并且指望 IT 领导者们能够控制或降低基

础设施的成本来使 IT 职能更高效地运作；

管理因增长而来的成本，无论是信息安全

威胁、带宽还是移动性方面的；并且投入

到转型（诸如学生成就技术、业务智能、

数字学习、科研计算等）中。

在校级总体 IT 开销中，80% 用于学

校的运行，只有 13% 用于增长以及 5% 用

于转型。高德纳（Gartner）咨询公司按照

这种分类进行的跨产业统计中，平均值分

别是 70%、19% 和 11%。有效的 IT 治理

可以使学校领导层和 IT 领导层在一起进

行沟通，并集体协商和设定 IT 重点工作

并投入经费，以符合高等教育经济承受力

（议题 7）的实际情况。这种治理方式不

存在的话，IT 领导者所获得的 IT 预算将

永远无法与院校的运行、增长和转型需要

相匹配。

成功学生

高等教育行业的 IT 领导者们都明白，

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现预算平衡、部门

人员充实、可用和可靠的基础设施、有效

的仪表盘或者足够安全。所有这些成果都

为学校及其学生能取得成就而服务。相关

的重点工作有：学生成就和学业完成（议

题 2），利用分析来帮助学生、教师和辅

导员改善保持学生、完成课程和获得学

分的情况；并且教学的数字转型（议题

10），以既符合教学法又遵循院校文化和

使命的方式来运用技术改进教学。

学生成就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最近才出

现在高等教育行业中。正如本文开头所描

述的那些高校一样，一些高校正在引领发

展，为主流高校提供了创新和学习的案例。

许多主流高校还刚刚开始定义重点工作并

进行规划。许多新技术的范围都超越了教

室空间，给予学生获得反馈和资源的途径，

使他们能够规划自己的教育，并理解目前

的定位和获得帮助的办法；同时为教师和

辅导员在对学生的辅导和支持上提供工具

和资源。

EDUCAUSE 设立了“学生成就集成

规划和咨询”（Integrated Planning and 

Advising for Student Success，iPASS）挑战

资助项目，对该领域中的早期采用者提供

支持。在这个项目中，EDUCAUSE 与少

数 iPASS 先驱院校共同开展工作，促进在

该领域的模型开发。正如 EDUCAUSE 的

iPASS 实施服务主任 Ana Borray 对此项工

作的描述：“每个被授权站点都采用了更

多不同的技术，并坚定地致力于‘打破竖

井’，因此才能部署解决方案并更加全面

地、在贯穿学生教育经历中的各个接触点

上处理他们的问题。学生相关各单位之间

打破藩篱、改变流程、共享信息，而且有

能力看到和分析整个职能领域（学术、支

持、财务等）的相关结果来处理学生成就

问题，这是‘变革’的标志性工作，也是

手头的重大任务。”

另外一组创新发生在教室里。在这一

点上，高等教育行业在开发和运用技术辅

助的教学上已经有了多年的经验。在满足

用途和体验上的期望方面，早先几代的信

息技术受到一些限制，而技术、带宽和移

动性的进步打破了许多这样的限制。与此

同时，多年来教师和教育技术人员都在学

习如何将技术适配到教学法中去，反之亦

然。学生从未像今天一样渴望着运用技术

进行学习，而且教师也从未如此对运用技

术进行教学持开放态度。

我们选择“为实现学生成就奠定基础”

针对 IT 议题进行的访谈是本报告的基础

之一，而或许一个更加不可抗拒的事实是，

议题工作组成员在访谈中不约而同地将议

题与学生成就相联系。如下七个议题尤为

突出：数据启发的决策、战略领导力、数

据管理和治理、高等教育经济承受力、下

一代企业级 IT 以及教学的数字转型。

2017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不仅触及了信息

技术和高校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反映了高等

教育行业对学生成就的关注。

（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1 译 注：“ 学 生 成 就 ”（student success）

是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界 近 些 年 来 非 常 热 门 的 术 语，

EDUCAUSE 的这份报告也以此为中心。较为权

威的对于学生成就的定义来自于 Joe Cuseo，指

的是“令人满意和有利的学生产出”。其在美国

高等教育中的使用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含义：学生

保持 / 存留（Student Retention/Persistence，

即 学 生 持 续 留 在 学 校 进 行 学 习 而 不 会 退 学 或 转

学）、教育收获（Educational Attainment）、学

业收获（Academic Achievement）、学生进步

（Student Advancement）、全面发展（Holistic 

Development，包括智力、情绪、社交、伦理、身

体、心灵等方面）。一定程度上，这是美国（或北美）

高等教育中特有的术语。参见 Cuseo J. Student 

success: Definition, outcome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J]. E-source for College Transitions, 

2007, 4(5).。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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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诺依曼生于 1903 年 12 月 28 日，

逝于 1957 年 2 月 8 日。冯·诺依曼在数学、

理论物理和逻辑领域都做出了很多贡献。

冯·诺伊曼从小就以过人的智力与记

忆力而闻名。冯·诺伊曼一生中发表了大

约 150 篇论文，其中有 60 篇纯数学论文，

20 篇物理学以及 60 篇应用数学论文。他

最后的作品是一家在医院未完成的手稿，

后来以书名《计算机与人脑》发布，表现

了他生命最后时光的兴趣方向。

 他同辈的朋友和晚一辈的同行都认

为他是当时最聪明的人。他 1930 年先知

先觉地加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33 年

再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为创始数学

家之一。二战期间他为曼哈顿计划工作。

二战结束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电子

计算机项目。

对他人产生影响

计算机科学一直都有两条互相交错的

路线，工程路线终究可以追溯到冯·诺依

曼，而理论的起源则在图灵。他们共同关

注的课题是大脑和智能。

冯·诺依曼做了无数一流的工作，但

他没有像哥德尔定理或图灵机一样的特级

成果。

以赛亚·伯林借用古希腊诗人阿基罗

库斯（Archilochus）关于刺猬和狐狸的比

喻，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狐狸是全

才，知道很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全才科学家弗里曼·戴森借用同样的说法

把科学家也照此分类，但他用了飞鸟和青

蛙的比喻，飞鸟更像是刺猬，而青蛙更像

是狐狸。

在戴森看来，希尔伯特、杨振宁都是

高瞻远瞩的飞鸟，而冯·诺依曼和费曼则

属接地气的青蛙 , 爱因斯坦当然是超级大

鸟。

是冯·诺依曼发现了哥德尔定理的重

要性，他称哥德尔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

大的逻辑学家。

他曾半开玩笑：要是他不知道哥德尔

不完全性定理的话，说不定他很快就能证

明一阶逻辑是完全的——就在他得知哥德

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前几天，他做梦证明了

完全性定理。

冯·诺依曼欣赏并提携了图灵。其实，

在图灵 1936 年那篇开天辟地的文章刚出

来时，冯·诺依曼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篇

文章的重要性，他在给图灵写奖学金推荐

信时，提到了图灵在冯·诺依曼自己感兴

编者按

2 月 8 日是冯·诺依曼逝世 60 周年的日子，他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在现代计算机、博弈论、核武

器和生化武器等诸多领域内有杰出建树的最伟大的科学全才之一，被后人称为“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

如今人们热烈讨论的 AlphaGo、人工智能，与冯·诺依曼同样分不开。

致敬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

预先编制计算程序，然后由计算机来按照人们

事前制定的计算顺序来执行数值计算工作。

        ——冯·诺依曼

研究与发展 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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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几个领域里展现的才能，恰恰却没有

提及逻辑和图灵机。

也许 1931 年由于哥德尔定理给冯·

诺依曼造成的心理冲击，他还没有缓过

劲来。就像当时所有关注逻辑的主流数

学家一样，哥德尔定理之后，他们都与

逻辑渐行渐远。倒是哥德尔最早慧眼识

英雄：他一开始也没有对自己的递归函

数那么有信心，但在得知图灵机的那一

刻，他立即认为图灵机比自己的递归函

数更令人信服。

据 冯· 诺 依 曼 的 朋 友 们 回 忆： 在

1938 年图灵回英国前后，冯·诺依曼已

经认真读过图灵那篇文章了。冯·诺依曼

曾想把图灵留在普林斯顿做自己的助手，

但已经对美国生活厌恶的图灵婉拒了。

冯·诺依曼留下了无数的继承者。他

的助手伯克斯（Burks）培养了第一位计算

机科学的博士霍兰德（Holland），冯·诺

依曼在细胞自动机和 DNA 的工作间接影响

到霍兰德，他的博士论文发明了遗传算法，

霍兰德的大弟子巴托尔（Barto）和巴托尔

的大弟子萨顿（Sutton）发明了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被用在谷歌的 AlphaGo 击败了几

乎所有围棋超级大师、被用在卡内基梅隆

大学的 Libratu 赢得了德州扑克大赛。

冯·诺依曼的同样工作还影响了天才

Wolfram，Wolfram 一直在研究细胞自动机，

他的副产品是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和搜

素引擎 Alpha。在 Wolfram 的《新科学》（A 

New Kind of Science）一书中，冯·诺依曼

被提及 12 次，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

图灵，被提及 19 次。

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摩根斯顿合

作的《博弈论》让另一位数学天才纳什的

心灵变得更美丽，助他获得 1994 年诺贝

尔经济奖。他证明了两人零和游戏中存在

minimax 策略，这从某种意义上，是计算

机下棋经典算法 alpha-beta 的前兆。丹奇

格的线性规划单纯形算法也得益于冯·诺

依曼的指教。

冯·诺依曼架构

20 世纪初，物理学和电子学科学家

们就在争论制造可以进行数值计算的机

器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人们被十进

制这个人类习惯的计数方法所困扰。所

以，那时以研制模拟计算机的呼声更为

响亮和有力。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冯·

诺依曼大胆的提出，抛弃十进制，采用二

进制作为数字计算机的数制基础。同时，

他还说预先编制计算程序，然后由计算机

来按照人们事前制定的计算顺序来执行数

值计算工作。

 冯·诺依曼理论的要点是：数字计

算机的数制采用二进制；计算机应该按照

程序顺序执行。人们把冯诺依曼的这个理

论称为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从 ENIAC

（ENIAC 并不是冯诺依曼体系）到当前最

先进的计算机都采用的是冯诺依曼体系结

构。所以冯诺依曼是当之无愧的数字计算

机之父。

冯·诺依曼架构（如图 1 所示）有五

个构成部分，分别是运算器、逻辑控制装

置、存储器、输入系统、输出系统。冯·

诺依曼架构在互联网条件下的新人工智能

时代可以补充两个部分，通过这种补充，

试图将人，机器，人工智能系统用一个更

为明晰的方式表示出来。

第一个是创新创造功能，即能够根据

已有的知识，发现新的知识元素和新的规

律，使之进入到存储器，供计算机和控制

器使用，并通过输入输出系统与外部进行

知识交互；

第二个是能够进行知识共享的外部知

识库或云存贮器，而冯 . 诺依曼架构的外

部存储其只为单一系统服务。

1955 年冯·诺依曼被诊断出癌症，

人们认为这和他参与曼哈顿项目受到核辐

射有关。在病中，他接受了耶鲁大学西里

曼讲座的邀请，但在讲座期间，他身体已

经太虚弱了，没法到现场。在冯·诺依曼

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思想仍甚活跃，他

综合早年对逻辑研究的成果和关于计算机

的工作，把眼界扩展到一般自动机理论。

他以特有的胆识进击最为复杂的问题：怎

样使用不可靠元件去设计可靠的自动机，

以及建造自己能再生产的自动机。从中，

他意识到计算机和人脑机制的某些类似，

这方面的研究反映在西列曼讲演中；逝世

后才有人以《计算机和人脑》的名字，出

了单行本。尽管这是未完成的著作，但是

他对人脑和计算机系统的精确分析和比较

后所得到的一些定量成果，仍不失其重要

的学术价值。

（本文综合 Yak 编程树、百度百科等内容整理）

图 1  冯·诺依曼架构

运算器 控制器

CPU

数据流 指令流 控制流

输入系统 存储器 输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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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Sec2016 年年会在清华大学举办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网 络 安 全 研 究 国 际 学 术 论 坛

InForSec2016 年年会在清华大学举办。此次年会主题为

“协同、跨界、联动”，由网络安全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InForSec 主办，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协办。

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软件所、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信

工所等十几个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生以及百度公司、

蚂蚁金服、奇虎 360、启明星辰、锐捷网络等企业界的研

究技术人员共 160 多人现场参与了会议。同时，来自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外高校及复旦大学、东南大学、

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大学等 120 多位安全研究

领域的人士通过网络直播参与了研讨。

学术报告环节的活动由 InForSec 联合发起人、复旦大

学教授杨珉主持。清华大学教授段海新代表 InForSec 回顾

了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InForSec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

里，在全国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武汉）举办

了 20 场学术报告会，来自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专家

为论坛做报告 54 人次，现场和网络参与近 4000 人次，绝

大多数报告通过网络向全世界视频直播。论坛通过网站、

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发布最新的学术论文 40 篇，最高的论

文阅读量一年内达 2700 多次，涵盖移动安全、软件安全、

网络安全、云计算安全、机器学习、量子密码等多个领域。

段海新代表 InForSec 论坛向赞助商百度安全、蚂蚁金服应

急响应中心、奇虎 360、启明星辰、锐捷网络、斯伦贝谢

表示了感谢，期待 2017 年有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论坛邀请了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李康、百度安全威胁

情报资深专家耿志峰、360 公司安全专家李丰沛、蚂蚁金

服安全技术总监王宇、腾讯公司云安全部总经理李旭阳等

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李康在会上做了题为“网络安全

攻防：人工智能会是下一个终结者？”的报告，他结合自

跨界联动打造网络空间安全学术社区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己参加美国国防部的 CGC(Cyber Grand Challenge) 参赛经历，指出在目

前的网络空间安全的自动攻防对抗中，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没有用武之

地，不过不排除将来人工智能在攻防对抗中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百度安全威胁情报资深专家耿志峰在会上做了主题为“网址安全

与深度学习”的报告，他指出，当前涉及到欺诈 / 挂马 / 恶意代码 / 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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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等恶意网页泛滥 , 广大网民和厂商都深受其害，巨大的利益导

致黑产对抗强度的提升，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如何对恶意网页进

行鉴定，进而阻止其传播造成危害？耿志峰介绍了百度安全如

何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与恶意网页的检测相结合，来对抗针

对网址的恶意攻击。

奇虎 360 公司安全专家李丰沛做了题为“从诸国断网说起：

mirai 僵尸网络的历史、评估和演进”的报告，他介绍了近期令

半个美国网络瘫痪、近百万德国用户断网的 DDos 攻击——mirai

僵尸网络，揭示了该攻击如何利用物联网设备，其攻击路径及

相关原理，通过真实数据描述和刻画了 mirai 僵尸网络的历史发

展、当前能力和未来预期。

蚂蚁金服安全技术总监王宇在会上做了“甲方眼中的威胁

情报”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新的“安

全概念”以救世主的身份出世，近两年的威胁情报已然被视为

新一代安全方案的灵丹妙药，针对这个热门话题，如何理性面对，

他从威胁情报的分类、当前困境及其融合，介绍如何建立消化

渠道、自我造血并完善情报网络，从而建设威胁情报的产出能力。

王宇认为：“在互联网的时代，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只有联

合真正想解决问题的甲方和乙方，才能让安全看到希望。”

腾讯公司安全云部总经理李旭阳做了主题为

“多方联动闭环打击信息欺诈”的报告，他重点

介绍了当前欺诈行业的状况及反欺诈的整体思路，

介绍了腾讯反诈骗系统——鹰眼系统的工作原理

及技术探讨，并针对反欺诈面临高对抗的现状进

行分析，提出反欺诈流程改进与技术创新思路。

当前欺诈的趋势，在渠道上正从电信转向网络，

区域的木桶效应明显，通过银行、在线支付、电商、

电信代扣费的洗钱链条日趋成熟，并且诈骗手法

越来越升级，通过专业心理分析套路令受害人深

陷其中，导致反欺诈的难度日渐加大。李旭阳指

出了当前反欺诈工作的五大难点，认为“欺诈的

最关键节点有两个，一是警方，二是资金，需要

针对这两个关键进行线上对抗和线下打击，形成

闭环，才能真正有效遏制信息欺诈。”

针对企业界与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现状，此次

年会上学术界代表与企业界代表还进行了对话与探

讨。启明星辰鸿雁基金首席研究员周涛通过“如何

更好地共建 InForSec 社区”的主题报告，介绍了启

明星辰与 CCF 合作的首期“鸿雁计划”的执行情况，

通过对比指南与项目申请，分析了产业界与学术界

在研究方向上的共性和差异；探讨了在安全新技术

方面进行产学研融合的机遇与挑战。

 复旦大学教授杨珉与启明星辰首席战略官潘柱廷共同主持了

对话环节。中科院信工所陈恺、清华大学段海新、北京大学韩心慧、

360 公司李丰沛、腾讯公司李旭阳、蚂蚁金服宋宠、中科院软件

所苏璞睿、中科院计算所武成岗、百度安全武广柱等代表企业界

与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对话，针对企业界的需求与学术界的

需求，换位思考，探讨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分享、数据

共享、需求描述，以及如何在第三方平台上进行资源共享。

另外，为了鼓励中国大陆地区学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及对

InForSec 社区工作的支持，本次年会还颁发了 InForSec 年度最

具影响力奖、学术新星奖及社区贡献奖（奖金各一万元）。

InForSec 年度最具影响力奖获奖者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研

究院）的博士生陈建军，他在今年的网络安全界四大顶级会议的

NDSS 及 CSS 上均发表了文章，其中“Forwarding-Loop Attacks i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还获评 NDSS 年度杰出论文奖。学术新

星奖由中科院软件所博士生李新宇和清华大学博士生杜昆获得。

InForSec2016 年度社区贡献奖颁给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孙茗珅博士

和清华大学的姚星昆，以表彰他们一年来对 InForSec 社区工作的

支持。

李旭阳

腾讯公司安全云部

总经理

耿志峰

百度安全威胁情报

资深专家

李康

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

周涛

启明星辰鸿雁基金首

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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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孙茗珅 

2016 年 的 CCS 是 有 史 以 来 最 大 规

模，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笔者有幸

参加了这一届的 CCS。CCS pre-conferece 

workshop 一天有 7 个 workshops 同时并

行，因为关注 mobile security 方向，所

以 笔 者 参 加 了 SPSM (6th Annual ACM 

CCS Workshop on Security and Privacy in 

Smartphones and Mobile Devices)。

Session Chair Prof. Long Lu 首先介绍

了 2016 年 SPSM 的论文接收情况，一共

有 31 篇投稿，来自 19 个不同的国家，总

计 92 个 reviews，最后接收了 11 篇 regular 

paper 和 2 篇 short paper。之后，Long 介

绍了 SPSM  workshop 的历史情况：起源于 

2011 年两个不同的 proposals，然后不断的

壮大。

最后 Prof. William Enck 上台宣布下一

年的计划：2017 年，SPSM 将不再单独举

办 workshop，并入 ACM WiSec。William 

解释了取消 SPSM，并入 WiSec 的主要

原因是 50% 的 SPSM 投稿都来自 WiSec 

recycle 的 paper，所以 SPSM 和 WiSec 的

投稿有很大的重叠，为了减少审稿的工

作量，索性并入 WiSec。其实 WiSec 这

个 conference 主要的方向应该是 wireless 

security，但是随着后来 mobile (system) 

security 的火热发展，WiSec 上面的好多 

paper 也和 mobile security 相关了。笔者之

前参加过 2015 年在纽约举办的 WiSec，

审稿质量很高，论文也非常有趣，会议组

织的也很好，建议研究 mobile security 的

人可以考虑一下投稿 WiSec。

Keynote 邀 请 了 Trustonic 的 Jan-

Erik Ekberg，做了 TrustZone 和 SGX 相

关 的 介 绍。 其 中， 他 详 细 介 绍 了 新 的 

TrustZone-M 在 IoT 设备上的应用，因

为 IoT 设备的操作系统简单，TEE 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TrustZone-M，未来 ARM-based 的 IoT 设

备可能都能用上。

Technical Session: Studies 
and Analyses

在这个 session 里有四篇 paper，分别

与 Samsung KNOX、Android 时间同步服务、

Android app 伪造用户活跃度，以及 iOS 

App 大规模的分析有关。

1.Secure Containers in Android: the 

Samsung KNOX Case Study

三星 KNOX 是基于 TrustZone 的 App 

隔离框架，只有在三星手机上才可以使用，

因为并不是开源的框架，因此没有很多文

章分析 KNOX 的整个结构框架。这篇文章

分析了 KNOX 的框架，然后讨论了两种攻

击方法。

KNOX 自上而下包括以下几层安全组

件：

编者按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CCS) 是系

统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四大顶级学术会议（BIG4）之一，一般在每年十月举行，

地点不定。2016 年的 CCS（第 23 届）于 10 月 24~28 号日奥地利的首都维也

纳举行，会议地点选在奥地利总统官邸所在的霍夫堡宫殿 (Hofburg Palace) 。

CCS 的主会是在 10 月 25、26 和 27 日三天。从 831 篇投稿中，录取了

137 篇论文，录取率为 16.5%。 会议的第一天（24 日）和最后一天（28 日）

分别是 pre-workshops （7 个）和 post-workshops（6 个），参会总人数超过

1000 人。

本刊将陆续分享香港中文大学孙茗珅博士提供的参会总结和感想。孙博士

的总结图文并茂，内容详细。既有对 CCS 相关论文的概述，也有自己的思考和

评论。相信这一系列文章，会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参会感受。　

带你走进维也纳版的 CCS2016（一）

学术专栏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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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droid: KNOX 用自己的 SEAndroid 

policy 来隔离 Apps

TIMA: TrustZone-based Integri ty 

Measurement Architecture。TIMA 包括一个 

PKM (Periodic Kernel Measurement) 组件，

每隔一段时间 PKM 就会检查 kernel 代码

和数据的 integrity。它的详细的检查工作

流程没有文档记录。另外一个组件是 RKP 

(Real-time Kernel Protection)。RKP 可以保

护运行时的 page table 只能在 TrustZone 的 

secure world 修改，在 normal world 只读。

TrustZone

Secure Boot: 启动时会在 TrustZone 中

验证代码的 integrity，确保启动的代码是

安全可信的。

作者通过使用 IDA Pro 反编译 native 

libraries，使用 Universal Deodexer, dex2jar, 

jd-gui 反编译 Android Java 代码，并且使

用 hooking 方式对 KNOX 进行动态分析。

当然，想要动态分析 KNOX 需要先 root，

本文使用了 CVE-2013-6282 SafeRoot 获得 

root 权限。图 1 是作者得出的 KNOX 框架。

本文还分析了 KNOX 2.0 之后的变化。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讨论了三星 KNOX 

的框架，以及在这些安全保护下能做的攻

击，建议做 TrustZone 的人了解一下现状，

在设计实现细节中多注意。

2.White Rabbit in Mobile: Effect of 

Unsecured Clock Source in Smartphones

本文介绍了移动系统的时间同步系

统，文章名字 White Rabbit 取自爱丽丝漫

游记里不知道时间的白色兔子。

现代的移动操作系统一般通过以下三

种方式同步系统时间。

NITZ: Network Ident i ty and Time 

Zone，一般是手机网络提供（2G，3G 和

4G）。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通 过 

WiFi 网络链接 NTP 服务器获取当前时间。

GNSS: Global Navigat ion Ste l l i te 

System，通过 GPS 获取。

前两种方式一般是操作系统自动获取

的，GNSS 是手动连接 GPS 获取的。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了 NITZ 和 NTP 两

种方式，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不同的网

络制式下，以及不同的手机上的不同现象。

比如说某些移动运营商在 2G/3G 里提供 

NITZ，但在 4G 里却没有。不同手机对于 

NTP 和 NITZ 两种方式的优先级也不同。

这些不同就引发了一些问题，作者通过伪

造时间，触发了系统的一些 bug。

3.What You See Isn't Always What You 

Get: A Measurement Study of Usage Fraud on 

Android Apps

该文针对中国市场上 App 伪造活跃度

做的 measurement study。起因是荔枝 FM

为了伪造用户活跃度，会在后台开启多个

服务，使用户数据统计工具重复统计用户

的交互次数，从而让荔枝 FM 的用户看起

来很多。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以此获得更多

的资本投资。

通过尝试欺骗现有的几个流行的分析

系统，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见表 1。

一些分析系统只使用简单的 device ID 

作为统计用户的唯一标示，稍微复杂点的

会使用简单组合变换，让伪造数据变复杂。

但是无论怎么设计 in-device 的统计

系统，都无法避免伪造数据。笔者认为服

务商只能通过数据分析，检测异常的数据

增长才能发现这种行为，也算是 anomaly 

detection system 的一种。会议上 session 

chair 询问为什么这种 usage fraud 在中国

发生，别的国家没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

国市场的同质化太严重，投资环境、舆论

环境更看重的是用户活跃度（DAU）这一

个数字。

4.CRiOS: Toward Large-Scale iOS 

Application Analysis

本篇文章下载了 43404 个 iOS 应用，

在这些应用上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动态分

析，主要结论是很多应用的证书快要到期

或者已经到期了。本文还提出了一种检测

第三方 library 的方法，因为 Android 上面

类似的方法已经有很多了，在此就不详细

介绍。

Technical Session: Privacy

 Privacy session 有四篇 paper，两篇是

讲 permission 分析的，一篇讲视频隐私，

另外一篇讲电话号码的问题。

1.SecuRank: Starving Permission-图 1  KNOX 框架

表 1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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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ry Apps Using Contextual Permission 

Analysis

现在市场上的应用相同功能的非常

多，不同的应用使用的 permission 也不尽

相同，SecuRank 可以推荐相似功能的，

并且不会需要那么多 permission 的 App。

这个系统提取应用的描述句子，用 NLP 

的方法判断相似度，然后使用 permission 

prevalence metric 来定义稀有的可能是敏感

的 permission。通过这两种方法，就可以给

用户推荐相对安全，功能类似的 App 了。

2.Securing Recognizers for Rich Video 

Applications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如何保护视频隐私

的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在视频送给应用的

时候，加入一个预处理，只提供必要的信

息，尽量减少其他不相关的信息泄漏。文

章用 privacy budget 表示一个视频包含的

信息量。

3.On a (Per)Mission: Building Privacy 

Into the App Marketplace

这篇文章研究了如何在应用市场中的

显示 App 的 permission/privacy 情况，作者

用 Amazon Mechanical Turk 测试不同用户

对于不同形式的 privacy 级别显示的理解。

4.Exploiting Phone Numbers and Cross-

Application Features in Targeted Mobile 

Attacks

这篇文章思路很简单，现在很多应

用都会把手机号码当作登录，或者用户

的 ID。 作 者 随 机 生 成 手 机 号 码， 通 过 

Truecaller 和其他一些社交网络应用的数

据，就可以发起有目标的攻击。简单来说

更像是一个自动的“社工”框架如图 2 所

示，能快速的找到手机号对应的人。

Technical Session: Attacks 
and Defenses

1.Hardened Setup of Personalized 

Security Indicators to Counter Phishing 

Attacks in Mobile Banking

这篇文章讲的是如何用 personlized 

security indicator 来区分 phishing App 和

官 方 的 App。 这 个 personlized seurity 

indicator 就是一个 PIN，银行通过邮寄的

方式寄到用户手里面。想要避免 phising 

App， 需 要 使 用 手 机 的 另 外 一 个 App: 

broker，输入 PIN 才能进入真正的官方

银行 App。可能是之前没有人研究过这

个流程，所以这篇文章又重新的设计了

流程，并且 evaluate 了这种 protocol 的 

performance。不知道市面上有银行在使

用这种方式没有，但是实体的 key——

U 盾 这 种 方 式 的 认 证 现 在 还 是 挺 常 见

的。不知道银行有没有这个动力，避免 

phising malware 盗取用户信息。

2.Picasso: Lightweight Device Class 

Fingerprinting for Web Clients

Picasso 根据 HTML5 的 graphical API 

在 canvase 上面生成图片，因为不同平台

的浏览器会生成的不可预测的 noise，这

些 noise 就可以用来区分浏览器。Picasso 

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服务器会发

送一个 challenge 给客户端，也就是浏览

器。浏览器会根据 challenge 渲染出相应

的图片返回给服务器。最后，服务器根据

图片的不同来判断是由那种浏览器生成

的，区分出是 iOS 的 Safari 或是 Linux 上

的 PhantomJS。

Picasso 可以应用在统计访问来源，

识别爬虫，判断运行环境等方面。

3.Detecting Misuse of Google Cloud 

Messaging in Android Badware

这 篇 文 章 提 出 了 检 测 使 用 GCM 

(Google Cloud Messaging) 服务的 Android 

Badware 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使用静态

检测的方法，发现 GCM 的 control flow，

提取特征，然后使用 SVM, decision tree 的 

classification 方法来做分类，从而检测出

相似的调用。

4.[Short Paper] On the CCA (in)security 

of MTProto

本文分析了 Telegram 的加密方式，

发现 Telegram 的 protocal MTProto 不

是 IND-CCA (indistinguishability under 

chosen-ciphertext attack) secure。证明

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任意密文替换成

替换为另外一个密文，使得他们解密后

的原文是一样的。作者给的 take-away 

message 是：那些已经证明过的安全加密

方法要比自己发明的 (home-brewed) 加密

方法更安全。

5.[Shor t Paper ] Breaking TETRA 

Location Privacy and Network Availability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欧洲使用的 TETRA 

(Terrestrial Trunked Radio) 通信协议。作者

实现了一个 TETRA 攻击设备，用来 fuzz 和 

jam 广泛使用的 TETRA 设备。

（作者单位为香港中文大学）

 图 2  社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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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凯 

系统服务是 Android 系统中的重要

组件：它们将内核层的底层功能进行封

装，并对上层的应用进程提供服务。这

种服务是通过程序编写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的形式给出的。

当应用进程调用这些 API 的时候，实际上

是在与系统服务所在进程开展进程间通信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IPC）。

Android 中，多数系统服务都运行在名为

System Server 的进程中。

在通常情况下，系统服务在处理完服

务请求后会将结果返回给应用进程。而为

了更加灵活地处理结果的通知，有些系统

服务接口会接收回调句柄并用其进行结果

通知。如果这些回调是以同步形式进行的，

系统服务的代码中将有可能受到来自恶意

回调方法的攻击，攻击方法有：

1. 阻止回调方法的返回过程，以阻塞

系统服务相应处理线程；

2. 返回恶意挑选的 Exception，以导

致系统服务进程崩溃。

如图 1 所示，对于方法 1，系统服务

进行回调的代码处于线程间同步的代码块

之中时十分有效。而图 2 中展示的则是利

用方法 2 攻击 Package Manger Service。由

于 Package Manager Service

无法有效地捕获 Exception

并进行处理，将导致整个进

程的崩溃。

此外，有些系统服务会

利用系统应用协助处理服务

请求。有些情况下，回调句

柄也会被交付与系统服务应

用以进行灵活的结果通知。 

因此利用恶意回调方法的攻击对于某些系

统应用同样适用。

针对此类新的安全漏洞，我们设计

了一套静态污点分析工具以实现有效的漏

洞挖掘。这套工具基于 Soot 实现，修改

了著名的 Android 应用静态污点分析工具

FlowDroid，实现了针对 Android 系统服务

代码的漏洞挖掘。污点分析工具将系统服

务接口接收的外来参数判定为污点源，将

利用被污染的回调句柄进行同步回调的语

句判定为污点陷入点，当发现从污点源到

污点陷入点的污点传播路径时，即发出可

能存在安全漏洞的警报。而后针对每一个

警报进行了人工分析，设计并运行了漏洞

验证代码，实现了漏洞的动态验证。

利用该工具分析了 Android 5.1.0 上

System Server 进程提供的 80 个系统服务

共 1592 个接口。静态污点分析工具共发

出了 11 个警报，经动态测试发现其中 2

个为误报。因此，共发现了 9 个存在漏洞

的系统服务接口。通过将这些漏洞进一步

在 Android 2.3.7 - 6.0.1 各个版本上进行了

验证，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此类漏洞

存在于我们所测试的 Android 各大版本之

中。据统计，受影响版本占据了超过 98%

的 Android 设备。

由于系统服务在 Android 系统中的关

键地位，当我们针对其中的漏洞进行攻击

时将导致关键系统功能的无响应乃至整个

系统的软重启。利用这一特性，设计、实

现了阻碍系统更新、组织应用升级、对抗

杀毒扫描等攻击场景，证明了此类漏洞所

带来危害的严重性。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利用同步回调机制攻击 Android 的
系统服务和应用

学术专栏

图 1  恶意回调函数攻击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图 2  恶意回调方法攻击 Package Manager Service

表 1  最新发现漏洞列表

王凯

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学院 2012

级硕博连读生。研究兴趣是发现系统安全漏洞，

设计漏洞挖掘工具，研究漏洞利用技术及解决

方案。目前有一篇论文被顶级安全会议 CCS 

2016 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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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羽  黎桐辛  韦韬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当今互联网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同时“钱包”类服务成为了

电子商务的关键组件。越来越多的电商服

务通过“钱包”服务来进行支付。“钱包”

提供的接口简单易用，任何一个开发者都

可以快速的将“钱包”服务供应商提供的

SDK 整合进自己的 App 中，提供 App 内

的快速支付手段。目前国内最大的“钱包”

类服务包括：支付宝钱包、微信钱包、百

度钱包等。

因此，支付过程的安全问题也成为了

关键。如果钱包服务出现了安全漏洞，那

么很可能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商家，数十

亿的现金流，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对于支

付平台的安全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

了。经过数次血的教训，几大支付平台均

修正了数个大大小小的漏洞，反复改进设

计和实现。如今的支付平台已经相当安全

可靠。

本文对借助支付平台进行的支付流程

进行分析，对支付平台的安全进行讨论。

同时我们展示了商户端和支付平台出现过

的几个严重安全漏洞。攻击者通过这几个

安全漏洞可以达到修改金额、任意购买等

效果，使得支付平台和商户的利益受到巨

大损失。本文中涉及的安全漏洞均已得到

修正。

支付流程概述

目前市场上的大大小小的第三方支付

平台有许多家，规模有大有小但是从整个

支付流程上看这些支付平台的同质化程度

很高。只有少数很大的支付平台做出了比

较大的改动，进一步增强了安全性。我们

对支付平台普遍采用的支付协议做以下

介绍。

在支付流程中主要包括四个实体：商

户前端、商家服务器、钱包模块，以及钱

包服务器。商户前端是用户直接交互的部

分，用户通过操作商户前端来购买商品等。

这里商户前端不仅限于移动设备上安装的

App，也可以是商家提供的网站。商家服

务器是商户的后端，提供相应的服务。钱

包模块是进行支付的“中介”，如支付宝、

微信钱包、百度钱包等都有对应的支付模

块。通常支付模块可以是用户 App 中的一

个 SDK，与商户 App 一起安装在用户的

手机上。支付模块也可以以 web 的形式提

供服务。钱包服务器负责处理支付请求，

并通知商家服务器支付结果。钱包服务需

要与钱包模块交互以获得订单信息，同时

需要与相关的机构（例如银行）进行扣款

处理，最后与商家服务和钱包模块进行通

信以通知支付结果。因此整个支付过程是

一个“四方通信”的过程。一笔成功交易

的后面通常包含四方之间数十次的复杂交

互，任何一个环节的安全隐患都会扩大整

个支付过程的攻击面。多个安全隐患的叠

加可能使得攻击者可以进行订单篡改等攻

击，使用户、商户、钱包服务的利益受到

损失。

一个完整的经由支付平台的支付过程

通常可以划分为以下几步：

1. 商户前端对钱包初始化。

2. 商户前端与商户服务交互，创建订单。

3. 商户前端经由钱包，对订单进行支付。

4. 钱包与钱包服务器通信，钱包服务

器进行扣款，通知钱包和商户服务器支付

结果。

5. 商户前端从钱包的支付返回中获取

结果，并和商户服务器进行确认。

6. 支付完成，商户获得对应款项。

图 1 介绍了支付的四方通信的详细过程，

具体如下。

1. 商户前端与钱包模块进行通信，对

钱包进行初始化。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需要

用户登录自己的钱包账户，进行必要的认

证等操作。

2. 钱包模块初始化完成，返回到用户

App 中。

3. 商户前端与商家服务器通信，建立

订单。带有的参数通常包括用户信息、需

要购买的商品 id、时间戳、商品金额、钱

包类型等。

4. 商家将订单参数返回给商户前端，

带 有 的 参 数 通 常 包 括： 订 单 号 (order_

no)、支付金额 (total_fee)、支付结果通知

地址 (notify_url)、消息完整性签名 (sign) 等。

此时也有另一种实现，即虚线部分的 4'。

在 4' 中，商户服务将大量参数直接通知

给钱包服务，而只返回给用户一个简短的

消息，包括一个钱包服务返回给商家服务

支付平台的安全漏洞分析

图 1  支付过程的四方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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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事务 id。此后用户只需通过钱包对

这个交易事务 id 进行支付即可。

5. 商户前端对商户返回的信息进行包

装，发送给钱包模块。

6. 钱包模块与钱包服务进行交互，带

有的参数包括用户的钱包 session 等信息，

以及步骤 4 中返回的订单信息等。

7. 钱包服务在进行必要的扣款处理

（如与银行进行交互）和风控处理后，将

支付结果以同步通知 7(1) 和异步通知 7(2)

的方式分别通知钱包模块和商户服务。在

支付结果通知中一般包括支付结果、支付

金额、支付的订单号、支付事务的流水号、

商户号，以及消息完整性签名等。可选的

参数包括商品信息、字符集 / 编码方式、

币种信息等。商户服务器在获得 7(2) 的异

步通知后，也需要验证其消息的完整性，

并对订单状态进行对应的更新（支付成功

或者支付异常）。

8. 钱包模块接收到钱包服务返回的同

步通知后，进行必要的完整性验证，并将

支付结果返回给商户前端。

9. 商户前端得到钱包模块返回的消

息，验证其完整性。若获得的是支付成功

的消息，则需要向商户服务器发起请求，

验证支付结果（查账）。商户服务器此时

即可进行订单支付完成后的处理。

在整个支付过程中，各个消息的完整

性是最为关键的。如果消息完整性保护存

在漏洞，攻击者即可发起修改金额、修改

订单号、构造虚假订单等攻击。作为消息

完整性保护的关键——签名机制，是支付

协议的核心之一。目前应用在第三方支付

平台中的签名机制可以分成两种：基于非

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和基于散列函数的签

名。基于非对称密码的签名机制只在极少数

支付平台上得到实现。而基于散列函数的签

名则基本被所有平台应用或曾经应用过。

在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机制

中，每个商户和支付平台都生成自己的一

套公钥 - 私钥对，并互相告知对方自己的

公钥。在进行支付时，发送消息方使用自

己的私钥对消息（或消息的散列值）进行

签名，接收消息方使用对方（发送消息方）

的公钥进行验签。这个方法的安全性来自

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安全性，例如 RSA

的大质数分解难度，或计算椭圆曲线离散

对数的难度。在这个机制中，最关键的是

支付平台的私钥。攻击者一旦获得支付平

台私钥，就可以对任意消息进行签名，从

而欺骗商户。其次是商户的私钥。攻击者

获得商户私钥后，结合商户 App 的其他漏

洞，就可以进行各类攻击。

基于散列函数的签名机制安全性来

自于哈希函数的不可逆性。在支付平台中

此类签名机制几乎得到所有平台的使用。

每个商户与支付平台预先共享一个密钥，

以及协商一个 hash 函数（例如 MD5 或者

SHA1）。在发送消息时，每个商户和支

付平台在消息中附加上与对方共享的这个

密钥，再对整体进行 hash 运算，得到签

名值，与原始消息合并作为最后的消息发

送给对方。在接收消息时则将签名值剥离，

将剩下的部分与密钥组合后进行 hash 运

算，检验生成的散列值是否与发来的签名

值相符。在这个体制中，最关键的无疑就

是商户和支付平台预先共享的这个密钥。

一旦该密钥泄漏，攻击者既可以模仿商户

给支付平台发信息，又可以模仿支付平台

给商户发信息，以进行各类欺骗和攻击，

危害无穷。在目前支付平台所采用的签名

机制中，以基于 MD5 的签名最为常见。

此外，以上提到的私钥泄漏，其实等

同于令商户 / 支付平台对指定字符串进行

签名的能力。如果攻击者可以在很少代价

的情况下对指定的“畸形”/“恶意”串

进行签名的话，也相当于获得了任意签名

的能力，从而以很小的代价发起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 MD5 的签名机

制并不仅限于“支付协议”中使用，在

相当多类型的通信中均得到大量应用。

而 MD5 如果不严格限定输入并使用正确

的模式将会是相当脆弱的，我们可以构

造通用的签名碰撞攻击，将在后继文章

中进行介绍。

此外，支付结果的同步、异步通知则

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点。支付结果的同步

通知可以在端上被攻击者篡改（例如使用

代理或者 Xposed）。对于异步通知，由于

异步通知经常缺乏可靠的对发送者的身份

鉴定，因此攻击者可以自行构造异步通知

来通知商户服务已支付成功，从而完成攻

击。此外，异步通知的地址往往是可变的，

以参数的形式传递给支付平台。攻击者一

旦获得了修改异步通知地址的能力，也会

对支付过程的安全性造成威胁。

签名机制

基于 MD5 的消息完整性签名机制

在目前国内大部分支付平台以及诸如

anySDK 平台等平台的接口中均使用或曾

使用基于 MD5 的消息完整性签名机制。

该机制主要用户保证图 1 中四方通信时消

息传递的完整性。

基于 MD5 的消息完整性签名机制如

图 2 所示。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商家和钱

包服务之间共享一个签名密钥。该签名密

钥参与到每个签名生成以及签名验证过程

中。该密钥不能泄漏，一旦泄漏则会造成

极大安全隐患。攻击者可以借助泄漏的密

钥来伪造消息，修改订单，发送支付成功

消息等。

在签名过程中，签名方将待签名的原

请求中的 key-value 对按照 key 的字母序

进行排序，然后连接在一起。这个连接可

图 2  基于 MD5 的消息完整性签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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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组合，也可以不使用‘&’。

再将签名密钥附带在组合的结尾，生成“待

签字符串”。有的签名方案使用‘&key=’

来连接 key，有的则直接附加 key 在末尾，

区别不大。然后使用 MD5 算法生成待签

字符串的散列值作为签名。最后将该散列

值作为一个域附加在原请求中，得到最终

的请求。

验签过程和签名过程是基本相同的。

首先从最终请求中分离出签名域，再将需

要验签的部分按照 key 的顺序排列并重新

组合，附加上签名密钥，生成签名过程中

的“待签字符串”，最后计算其 MD5 值，

判断其与最终请求中所带的散列值是否

相符。

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机制

应用这一类签名机制的平台较少，其

支付过程可参见图 3。

以 RSA 为例。商户生成一对 RSA 公

私钥对，钱包服务生成一对 RSA 公私钥对。

双方把各自的公钥（金色钥匙）发给对方。

对消息进行签名的过程和基于 MD5

的 过 程 类 似， 也 是 首 先 将 请 求 按 key-

value 对排序，再使用 RSA-SHA1 算法（先

SHA1 再变形再 RSA）和对方的 RSA 公钥

生成签名，最后将签名附在原请求中形成

完整的请求。验签过程使用自己的 RSA

私钥进行验签。

待签字符串的生成

以上两类签名机制均依赖于“待签字

符串”的生成。在待签字符串的生成过程

中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参数值为空的

情况。在某些平台中，参数值为空的参数

在待签字符串中被忽略。在某些平台中则

不被忽略；参数值的编码问题。在某些平

台中，参数值编码后（编码方式也有不同）

进入待签字符串。在某些平台中则在解码

后进入待签字符串；特殊字符问题。由于

待签字符串使用 & 和 = 作为元字符，因

此参数中存在的 & 和 = 等字符会影响待

签字符串的结构。不同平台对特殊字符

的处理也不同；进入待签字符串的参数

选择。某些平台中，所有参数均进入待

签字符串中参与签名生成。而某些平台

中只有指定参数才会进入待签字符串中

参与运算。

待签字符串的种种性质导致了其“二

义性”的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待

签字符串可以等价于两个不同请求。例如

这个待签字符串

a=A&b=B&c=C&d=D

可以由一个包含四个 key-value 对的

原请求

{"a":"A", "b":"B", "c":"C", "d":"D"}

生成。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由以下包含

五个 key-value 对的原请求生成

{"a":"A", "b":"B", "c":"C", "d":"D", 

"junk":"JUNK"}

或者，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由以下只包

含三个 key-value 对的原请求生成

{"a":"A&b=B", "c":"C", "d":"D"}

这些变形依赖于“待签字符串”的生

成方法。攻击者可以通过构造畸形请求来

生成具有相同“待签字符串”的请求，从

而绕过签名验证限制。

支付协议中的安全漏洞

由以上分析，第三方支付过程的安全

严重依赖于以下三点：密钥的安全管理；

支付平台签名算法的正确实现；商户对支

付协议的正确使用。

然而在生产环境中每个环节都有可能

出错，引起严重的安全隐患。

密钥泄漏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安全漏洞。密钥泄

漏并不是一种罕见的情况，不少 App 在开

发时，将密钥硬编码在 App 代码中（用于

本地实现签名计算）。消息的完整性依赖

于签名的计算，密钥泄漏后消息将无法保

证未被篡改或伪造。但对称密钥和不对称

密钥泄漏后的利用和危害有所区别。

图 4 展示了最常见的情况。MD5 签

名密钥编码在用户 App 中造成密钥泄漏。

在对相当多的 App 进行逆向工程后我们发

现，有部分 App 直接照搬一些样例代码，

导致 key 被直接明文编码到程序中，非常

容易提取。还有一部分 App 作者使用了一

些变形手段，例如将 key 拆成奇数位、偶

数位分别存储，或使用特定常数进行异或

存储。这些简单变形在熟练的攻击者面前

是徒劳的。

由于商户和支付平台共享密钥，密钥

泄漏后，攻击者既可以冒充商户向支付平

台发送订单消息，又可以冒充支付平台向

商户发送支付结果。当然，后者更加直接

（如图 4 所示）。

例如，若攻击者准备购买一件商品，

其订单消息为
n o t i f y _ u r l = h t t p : / / s e l l e r . c o m / n o t i f y & o u t _ t r a d e _

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00&sign=XXX,

攻击者可以首先通过修改 notify_url

到攻击者掌控的地址，如 http://attacker.

com/, 提交请求 :
no t i f y_u r l=h t tp : / / a t t acke r .com/no t i f y&ou t_ t rade_

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00&sign=XXX

来获得 notify_url 的结构。再伪造以

下消息签名后发送给商户，伪造异步通知，

图 3  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名机制示意 图 4  利用 MD5 签名密钥泄漏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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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免费购物。
target_url: http://seller.com/notify

post_data: put_trade_no=12345&sel ler=al ice&total_

fee=100&trade_status=SUCCESS&sign=XXX.

商户收到消息后验证签名正确，所有

参数均正确，将完成攻击者的订单。而事

实上，攻击者并未进行过任何支付。

另一方面，基于非对称密码体制的签

名方案中，私钥泄漏后攻击者也可以进行

攻击。但是仍依赖于其他的逻辑漏洞。攻

击者只能获取商户的私钥，而支付平台的

私钥往往被妥善保护无法获得。因此，攻

击者无法冒充支付平台向商户发送支付成

功的消息，而只能冒充商户向支付平台伪

造订单或者篡改订单，修改支付金额。如

图 5 所示，若攻击者准备购买一件商品，

其订单消息为
n o t i f y _ u r l = h t t p : / / s e l l e r . c o m / n o t i f y & o u t _ t r a d e _

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00&sign=XXX

攻击者修改金额，使用私钥重新签名，

并提交支付订单
n o t i f y _ u r l = h t t p : / / s e l l e r . c o m / n o t i f y & o u t _ t r a d e _

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sign=XXX

成功支付 1 元后，商户会收到支付结

果消息
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fee=1&trade_

status=SUCCESS&sign=XXX

商户进行消息的验证，会发现签名正

确，商户号正确，订单 12345 支付成功。

若商户没有验证支付金额与订单是否匹

配，将完成攻击者的订单。从而攻击者以

1 元购买了 100 元的商品。在许多 App 中，

曾出现过只验证签名和订单 id 的情况，

没有验证实付金额，因此可以通过这种金

额篡改进行攻击。

为了防御这样的攻击，商家一定要修

改 App 和服务端的设计，使得签名全部在

服务端进行。网上充斥着大量可以直接照

搬的富含漏洞的样例代码，一定不要简单

修改这些代码就直接接入支付平台。此外，

每笔交易均要进行查账，验证钱真的得到

了支付，才可以标记订单为成功支付。

一旦出现这样的秘钥泄漏商家将面临

严峻的安全风险，支付平台也将面临严重

的连带品牌危机。发生这样的危机时，如

果简单的替换秘钥将会直接导致老 App 客

户端无法进行交易，如果不替换则将面临

严峻的支付风险。目前临时缓解方案是依

靠商家服务后台与钱包服务后台的增强校

验和风控来探测和抵抗攻击。

签名算法实现错误

签 名 泄 漏 只 影 响 个 别 自 己 实 现 错

误的商家，而支付平台的漏洞则会影响

千万商家。在这一节讨论我们提交给两

个国内著名支付平台的平台漏洞，目前

均已得到修复。

案例一

第三方支付平台 A 采用了对称密钥

的设计，并提供了服务端 SDK 供商家集

成。服务端 SDK 提供了 API 验证签名是

否正确。

在 PHP 和 C# 的 SDK 实现中，当签

名字段不存在时，SDK 会直接返回签名正

确，这就导致了攻击者可以直接冒充支付

平台向商户发送伪造的支付结果消息并通

过签名认证。

以 PHP 版代码为例
public function CheckSign()

{

   if(!$this->IsSignSet()){

 return true;

   }   

   $sign = $this->MakeSign();

   if($this->GetSign() == $sign){

 return true;

   }   

   throw new Exception(" 签名错误！ "); 

}

public function IsSignSet()

{

    return array_key_exists('sign', $this->values);

}

检查签名时，首先会利用函数 IsSignSet

判断签名是否存在。若签名不存在，直接

认为签名正确。

由于该支付平台要求商户服务器将订

单（包括通知 URL）发送给支付服务器获

取一个 ID，随后商户应用将 ID 传递给支

付客户端调起支付界面，在实际攻击中， 

攻击者还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取通知 URL

（例如路径猜测、URL 硬编码或存在网络

请求中等）才可伪造支付结果。

案例二

支付平台 B 采用了非对称密钥的设

计，每个商户有自己的一套公钥私钥，

但支付平台的公钥私钥仅一套，即所有

商户使用同一个公钥验证来自支付平台

的消息。

除此以外，订单消息和支付结果消息

中包含字段 body 描述商品信息，且订单

消息和对应支付结果消息中的 body 一致。

如果攻击者希望免费 ( 低价 ) 购物 ,

应该如何进行呢？回顾上文中关于待签字

符串二义性的讨论，待签字符串为形如：

key1=value1&key2=value2&key3=val

ue3

的格式。& 和 = 作为了连接符号。

如果某一个参数值 (value) 中包含 &

和 = 符号，待签字符串和原始的参数集合

就可能不再是一对一，即存在多组参数集

合对应同一组待签字符串。

例如：参数集合
{"key1":"value1", "key2":"value2&key3=fake_value&zend_

key=a", "key3":"value3"}

的待签字符串为

key1=value1&key2=value2&key3=fake_

value&zend_key=a&key3=value3

考虑另一个参数集合
{"key1":"value1", "key2":"value2", "key3":"fake_value", "zend_

key":"a&key3=value3"}

的待签字符串同为
key1=value1&key2=value2&key3=fake_value&zend_

key=a&key3=value3

两组集合的待签字符串一样，但 key3

的值不同。攻击者若知道其中一组的签

名，便知道另一组参数在相同密钥下的签

名了。图 5  利用非对称私钥泄漏和商家验证不完全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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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个发现，如何在实际中利用

并实现免费 ( 低价 ) 购物呢 ? 攻击者需要

“骗一个畸形订单支付成功的签名”！

如图 6 所示，首先，攻击者需要拥有

一个商户 evil 的私钥（可自行注册或利用

已泄漏密钥）。

现在攻击者准备向商户 alice 购买一

件商品，正常的订单消息参数为
{"body":" 商 品 A"，"notify_url":"http://seller.com/notify", 

"out_trade_no":"12345", "seller":"alice", "total_fee":"100", 

"sign":"XXX"}

若订单支付成功，支付结果的参数应为
{"body":" 商品 A", "out_trade_no":"12345", "seller":"alice", 

"total_fee":"100", "trade_status":"SUCCESS", "sign":"YYY"}，

因此，攻击者的目标是向 http://seller.

com/notify 发送一个支付完成的消息，并

且包含
{"body":" 商品 A", "out_trade_no":"12345", "seller":"alice", 

"total_fee":"100", "trade_status":"SUCCESS"}

这些参数和正确的签名。

这样一条消息会经过支付平台的签

名，攻击者无法直接伪造。但是前面提

到，所有商户使用同一个公钥验证来自支

付平台的消息，也就是说支付平台发给商

户 evil 的消息若转发给商户 alice，签名可

以通过验证，仅仅是商户号等参数值不正

确。因此，攻击者可以考虑利用 evil 的支

付结果来伪造给 alice 的支付结果。

 攻击者首先发给支付平台一个属于

商户 Evil 的订单消息
{“body”:“商品 A&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

fee=100&t rade_s ta tus=SUCCESS&z=”，“not i f y_

url”:“http://evil.com/notify”, “out_trade_no”:”12345”, 

“seller”:“evil”, “total_fee”:“1”， “sign”:“XXXX”}，

 支付 1 元后，http://evil.com/notify 会

收到支付结果，并且经过了支付平台签名。
{“body”:“商品 A&out_trade_no=12345&seller=alice&total_

fee=100&trade_status=SUCCESS&z=”， “out_trade_

no”:”12345”, “seller”:“evil”, “total_fee”:“1”, “trade_

status”:“SUCCESS”, “sign”:“signed by payment 

platform”}，

攻击者可以将其变换为
{“body”:“ 商 品 A”,“out_trade_no”:“12345”，

“ s e l l e r ” : “ a l i c e ” ,  “ t o t a l _ f e e ” : “ 1 0 0 ” , 

“ t r a d e _ s t a t u s ” : “ S U C C E S S ” , “ z ” : “ & o u t _

t r ade_no=12345&se l l e r=ev i l& to ta l _ f ee=1& t rade_

status=SUCCESS”, “sign”:“signed by payment 

platform”}

然后发送给商户 Alice 的 URL http://

seller.com/notify。这些数据具有正确的签

名和期望的商家号、订单号、支付金额，

将会通过 alice 验证，从而 alice 会通过攻

击者的订单。

攻击者因此实现了免费 ( 低价 ) 购物。

商户验证支付结果时存在逻辑错误

（1）签名验证

尽管支付平台提供了服务端 SDK，商

户后端在实现逻辑时可能并未使用 SDK。

那么，商户应正确实现签名的验证逻辑，

避免相关逻辑错误，如签名不存在时通过

签名验证。

（2）总金额、商户号的验证

商户在收到支付结果通知，验证完签

名后，还应正确处理支付结果中的相关参

数。支付金额、商户号都应该被验证。

当支付金额未被验证， 攻击者可以

支付较低的费用实现购物。支付金额不一

致可能是订单消息在签名之前金额被篡改

或是攻击者伪造了订单消息（参考不对称

密钥泄漏）。

若商户号未被验证，攻击者可以考虑

复用另一商户的支付结果，对当前商户进

行攻击。攻击发生的条件在于发给不同商

户的支付结果使用了同样的私钥签名，同

时攻击者注册了自己商户。攻击者生成一

个订单，支付给自己的商户后，将支付结

果复用。

若商户号和总金额均未被验证，攻击

者还可以再次考虑复用另一商户的支付结

果对当前商户进行攻击。虽然复用支付结

果仍要求发给不同商户的支付结果使用了

同样的私钥签名，但攻击者不再需要注册

自己的商户，而是利用已泄漏的商户密钥。

实现攻击时，攻击者生成一个费用较低的

订单，完成支付后复用支付结果。

（3）只在客户端验证

在用户完成支付后，支付平台往往既

会异步通知商户服务器支付结果，又会同

步通知商户客户端支付结果以向用户展示。

然而，支付结果的验证应在服务端

完成。仅在客户端验证将容易受到攻击。

攻击者可以直接修改客户端逻辑实现免

费购物。

本文总结了常见支付平台的支付过程

的机制，探讨了其中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并通过实例展现了商户端和支付平台

出现的安全问题。除了本文中探讨的问题，

还有许许多多安全隐患在近年得到不断修

正，总的来说现在的网上支付还是比较可

靠的。

（来源：百度安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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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2016 年 12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

为 33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埃及，16B；

其次是美国，8B。12 月，除亚太、欧洲、

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

非洲地区则分配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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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B；

其次是摩洛哥，48B。

2016 年 1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53 个，其中欧洲 141 个，

亚太 100 个，拉美 76 个，北美 33 个，非

洲 3 个，分别来自 59 个国家 / 地区。申请

个数最多的是巴西，62 个；其次是中国，

56 个。12 月 较 大 的 申 请， 有 1 个 /24 来

自美国。1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455*/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美国，

291*/32；其次是英国，133*/32。在过去的

2016 年 12 月 EDU 域名注册 10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6 年 12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6 年 12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201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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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0.04 1.24 7.23 2018-06-26

APNIC 51.81 0.25 0.43 52.49 2011-04-19

ARIN 100.24 0.38 0 100.62 2015-09-24

RIPENCC 48.12 0.06 0.78 48.96 2012-09-14

LACNIC 11.05 0.3 0.02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17 36.36 2.47 256 /

址申请 8 个，IPv6 地址申请 7 个，EDU.

CN 域名注册 10 个。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英

国，9587*/32；其次是德国，1511*/32。

2016 年 12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

文 / 李锁刚

2016 年 12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2016 年 12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11 月相差不大，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图来看，

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减少了 14.09G，出流量减少了 0.95G；从国内互联流

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增加了 4.24G，出流量增加了 8.28G；

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图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增加了 0.8G，出

流量增加了 0.41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

心中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东南次之，华中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

华第一，东北第二，华东北第三位。

下列各图 1~2 表示了 2016 年 1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入流量：256G   出流量：314.5G

图 1  2016 年 12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97.51G  出流量：67.46G

图 2  2016 年 1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6 年 12 月

NOC2016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260G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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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上涨

文 / 郑志延

2016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 干 线 路 平 均 可 用 率

99.42%。

2016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相比 11 月有所

增加，12 月入流量均值为 27.61Gbps，相比 11 月增加了 8.74%，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小了 15.85％；12 月 CNGI-CERNET2 出流

量均值为 31.76Gbps，相比 11 月增加了 10.75%，与去年同期

相比减小了 8.45%。

2016 年 12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与 11 月 相 比

有 所 增 长。12 月 入 流 量 月 峰 值 为 13.70Gbps； 出 流 量 峰 值

13.23Gbps。

从 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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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平均值为 5.51Gbps；其次是北

京（清华大学）节点，其均值为 5.42Gbps，占 19.62%；第三

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0.03%。

从 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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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8.88%；其次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6.01%；流量排

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8.88%。

图 3  2016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6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1  2016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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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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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寒假及春节期间教育网运行平稳，

未发现影响严重的安全事件。

寒假期间随着网络上活跃主机数的

减少，安全事件的数量也大幅下降。

近期没有新增影响比较严重的木马

蠕虫病毒。

2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 软 今 年 1、2 月 发 布 的 例 行 安

全公告共 5 个，其中 2 个为严重等级，

3 个为重要等级，公告的数量较 2016 年

同期大幅减少，其中 2 月仅发布了一个

安全公告。这些公告共修补了 Windows

系统、Edge 浏览器、Office 软件中的 3

个安全漏洞及 Flash Player 中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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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17-jan.aspx 

及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

library/security/ms17-feb.aspx。

2.Adobe 公 司 1、2 月 针 对 旗 下

Flash Player 产品发布了两个安全公告

（apsb17-02、apsb17-04）， 用 于 更 新

Flash Player 软件中存在的 25 个安全漏

洞，这些漏洞可能导致远程任意代码执

行，用户应该尽快更新自己 Flash Player

的版本。此外 Adobe 公司还发布了公告

apsb17-01 用于更新其 Adboe Acrobat ／

Reader 阅读编辑软件中的 32 个漏洞，

用 户 应 根 据 自 己 的 使 用 情 况 选 择 版 本

更新。相关公告的信息请参见；https://

helpx.adobe.com/security/products/acrobat/

apsb17-01.html、https://helpx.adobe.com/

security/products/flash-player/apsb17-02.

html、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

products/flash-player/apsb17-04.html。

3. 服务器信息块（SMB）是一个网络

文件共享协议，它允许应用程序和终端用

户从远端的文件服务器访问文件资源。微

软 Windows 操作系统未能正确处理来自服

务器（SMB）的流量导致存在一个缺陷，

即 Windows 客户端无法正确处理一个包含

了太多字节的特制服务器响应（在 SMB2 

TREE_CONNECT 响应结构中的定义），

最终可能会引起系统崩溃（蓝屏死机）。

攻击者可以引诱用户使用 SMB 客户端访

问恶意的 SMB 服务器，从而利用漏洞。

该漏洞影响了 Windows 最新的版本（win8.1

和 win10）。目前微软还未给出补丁程序，

建议用户近期要谨慎使用 SMB 协议，并

随时关注厂商的更新动态。

4.Cisco WebEx 是浏览器扩展插件，

主要用于让浏览器更好地支持 Cisco 的视

频会议系统。最近该插件被披露出存在远

程代码执行漏洞。由于该插件有问题的函

数是内嵌在 Iframe 中的，因此只需用户访

问 了 有 攻 击 代

码 的 网 页， 无

需 过 多 交 互 漏

洞 就 能 在 后 台

被 利 用。 目 前

厂 商 已 经 针 对

该 漏 洞 发 布 了

补 丁 程 序， 建

议使用了 Cisco 视频会议系统的学校联系

厂商进行更新，并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安装

了相应插件的用户进行更新。

5.Node.js 是一个 Javascript 运行环

境 (runtime)，它封装了 Google 的 V8 引擎，

用 来 快 速 执 行 Javascr ipt 脚 本。Node.

js 反序列化模块 node-ser ia l ize 库中的

unseria l ize ( ) 函数未做安全处理，该漏

洞通过传递调用 JavaScriptI IFE 函数表

达式的方式实现远程任意代码执行的效

果。攻击者可通过远程攻击获得当前服

务器运行环境权限，由于 node.js 的执行

权限要求，多数时候它都是以 root 的身

份进行安装的，这将导致漏洞直接威胁

到操作系统的安全。Node.js 是目前比较

热门的一个前端解决方案，比较典型的应

用是一款名为 Express 的 Web 应用开发框

架。目前官方还没有针对该漏洞发布补丁

程序，建议用户关注自己新开发的或是新

启用的业务系统是否使用了 node.js 技术，

如已用该技术，应该尽快采取措施防范，

并随时关注官方的更新。

视频会议系统奇葩漏洞曝光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Cisco 的视频会议系统在很多高校

中有使用环境，而使用过该会议系统的

用户都会安装相应的会议插件，在用户

没有重新登录会议系统期间，插件是不

会自动更新的，但这个阶段相关插件的

漏洞却依然可以被利用。因此相关系统

的管理员除对视频会议系统服务端的程

序进行更新外，还需向视频会议系统曾

经的使用者发送告警信息建议他们尽快

更新相应插件。

Cisco

安全提示

2017 年 1~2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25%

8%

67%

25%

9%

20%

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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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IPv4 地址分配

2016 全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578B。获得 IPv4 地址数量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美国 256B，摩洛哥 48B，塞

舌尔 33B。

亚 太 地 区 APNIC， 欧 洲 地 区 RIPE 

NCC，拉美地区 LACNIC，北美地区 ARIN

的 IPv4 地 址 池 相 继 耗 尽， 仅 非 洲 地 区

AFRINIC 能正常分配，所以 2016 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远低于往年，见表 1。

2016 全年获得地址较多的国家 / 地区，依

次是美国、摩洛哥、塞舌尔、中国、巴西、

南非、印度、埃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其所

属地区 IPv4 地址耗尽后，仍能获得较多的

IPv4 地址，这得益于 IPv4 地址的转让交易。

2016 年全球 IP 地址分配回顾

截至 2016 年底，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总

数为 3,642,966,200, 折合 217A+35B+64C，地

址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见表 2。

各地区 IPv4 地址空间耗尽时间及剩

余地址数量 , 见表 3。

IPv4 地址转让

2016 年亚太地区 IPv4 地址空间转让交

易有 607 条记录，其中跨地区记录有 84 条，

其中从北美转移到亚太 55 条，从欧洲转移

到亚太 3 条，从亚太转移到欧洲 14 条，从

亚太转移到北美 12 条。有 458 条记录的转

让交易是发生在国家 / 地区内部，比如日

本有 227 条，印度 91 条，澳大利亚 29 条，

巴基斯坦 18 条，中国境内 17 条等。

IPv6 地址分配

2016 全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25293*/32， 与 2015 年相比，略有增多，

2016 全年获得 IPv6 地址分配数量较多的

国家 / 地区，依次是英国、德国、荷兰、

美国、俄罗斯、法国、巴西、西班牙、意

大利、中国等。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见表 4。 截 至 2016 年 底， 全 球 IPv6 地

址 申 请 (/32 以 上） 总 计 24150 个， 分 配

地址总数为 205734*/32, 地址数总计获得

4096*/32 (即/20) 以上的国家/地区，见表5。

IPv6 使用状况

根据 APNIC Labs 提供的全球 IPv6 用户

数 ( 估计 ) 及 IPv6 用户普及率的报告 (https://

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6 年

底，全球 IPv6 用户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美国、印度、德国、日本、英国、

巴西、法国、加拿大、比利时、中国等，

中国 IPv6 用户数排在第 10 位。而全球 IPv6

用户普及率排在前十位的国家 / 地区，依

次是比利时、德国、瑞士、希腊、卢森堡、

美国、葡萄牙、英国、秘鲁、爱沙尼亚等，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排

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总数 ( 个 ) 折合 (A+B+C)

1 美国（US） 1612845568 96A+34B+18C

2 中国（CN） 338097920 20A+38B+247C

3 日本（JP） 203259648 12A+29B+127C

4 英国（GB） 122022168 7A+69B+233C

5 德国（DE） 119310464 7A+28B+136C

6 韩国（KR） 112427008 6A+179B+128C

7 巴西（BR） 83063296 4A+243B+114C

8 法国（FR） 80272432 4A+200B+220C

9 加拿大（CA） 70286592 4A+48B+125C

10 意大利（IT） 54005056 3A+56B+13C

表 2  IPv4 地址分配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

年份 2014 2015 2016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
976 983 578

1 US 374 US 568 US 256

2 BR 167 EG 113 MA 48

3 MA 40 SC 32 SC 33

4 CO 33 ZA 31 CN 20

5 ZA 26 TN 28 BR 19

6 EG 24 BR 22 ZA 18

7 CN 23 CN 20 IN 16

8 CA 23 IN 19 EG 16

9 KE 22 CA 17 KE 16

10 MU 18 GH 9 DZ 16

… … … …

表 1  近年来的 IPv4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16)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数（/32） 申请数（个）

1 美国 (US) 42891 4818

2 中国 (CN) 21189 1216

3 德国 (DE) 16031 1639

4 英国 (GB) 15013 1501

5 法国 (FR) 11407 849

6 日本 (JP) 9380 510

7 澳大利亚 (AU) 8859 1013

8 意大利 (IT) 7119 613

9 欧盟 (EU) 6343 66

10 韩国 (KR) 5238 148

11 荷兰 (NL) 4859 1092

12 阿根廷 (AR) 4790 482

13 南非 (ZA) 4639 177

14 埃及 (EG) 410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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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家 / 地区

表 4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年份 2014 2015 2016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

17912 20230 25293

1 US  4930 ZA  4441 GB  9587

2 CN  2128 CN  1797 DE  1511

3 GB  1125 GB  1277 NL  1305

4 BR   865 DE  1269 US  1135

5 RU   754 NL  1010 RU  1005

6 DE   746 RU   864 FR   926

7 NL   738 BR   755 BR   732

8 FR   454 ES   716 ES   702

9 IT   412 IT   707 IT   687

10 CH   393 US   660 CN   59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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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NIC    2011 年 4 月 19 日               0.43

RIPENCC    2012 年 9 月 14 日               0.78

LACNIC    2014 年 6 月 10 日               0.02

ARIN    2015 年 9 月 24 日                 0

AFRINIC    预计 2018 年 6 月 26 日         1.24

NIC2016 年报

中国 IPv6 用户普及率排在第 57 位。

CERNIC 地址分配注册

2016 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84 个，IPv6 地址申请 90 个，EDU.CN 域名

新注册 270 个。截至 2016 年底，IPv4 地址

分配记录4929条，分配总数14879092个（折

合 227B+9C），IPv6 地址分配记录 1100 条

（包括 11*/32,1089*/48），EDU.CN 域名注

册 6914 个。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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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锁刚

2016 年 CERNET 主干网络运行情况良好，在

CERNET 国家网络中心和各节点中心的共同努力

下，主干网网络平均可用率 99.978%，完成了公司

指定的 99.95% 的工作目标，主干网延时和丢包合

格率均为 100%。

2016 年完成沈阳电信互联 10G 线路扩容工作和

大连至青岛 10G 线路升级工作，扩容和升级后极大地

改善了东北地区访问中国电信的网络质量和备份线路的保护能力。

至此 2016 年 CERNET 主干网流量数据汇总如下：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达到 585.54G，入方向流量 270.09G，出

方向流量 315.45G，较 2015 年增长了 60.06G，增长率为 11.43%。

CERNET 国 内 互 联 总 流 量 为 198.65G， 较 2015 年 增 长 了

19.87G，增长率为 11.11%；CERNET 国际互联总流量为 61.28G，

较 2015 年增长了 16.27G，增长率为 36.15%。

2016 年全年主干网流量情况如图 1~3 所示。

由图 4、5 可知 2016 年全年十大地区网入流量清华居首，华

中地区次之，第三是华东北地区；出流量第一清华，第二东北地

区，第三华东北地区。

2016 年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 完成“高招”、“两会”、重要视频会议、ETS 和托福考试、

国际学术数据库访问等重要保障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的网络保障工作。

2. 新增沈阳电信互联 10G 线路；大连至青岛 2.5G 线路扩容

至 10G。

3. 用户体验监测平台的搭建初步完成。通过在教育用户侧部

署探针 37 个，模拟用户对 CERNET 的网络访问质量进行实时监测。

4. 根据用户体验监测平台的反馈数据分析网络访问质量问

题，实施有效的网络优化，解决 CERNET 用户的网络访问质量

问题。

5. 在建成的网络安全监控平台基础上，增加了 Ticket 处理系

统，在出现安全事件时，能及时对相关学校进行通知和处理。

6. 开 发 了 CERNET 主 干 网 热 点 IP 统 计 系 统， 实 时 统 计

CERNET 主干网的活跃 IP 数量。

7. 积极配合互联互通带宽提升和直联点建设工作。2016 年

8 月完成上海 Nap 点的 CERNET 端 2.5G 线路扩容至 10G 线路

的工作；2016 年 12 月完成沈阳电信互联 10G 互联线路的开通

及流量疏导工作。

8. 坚持对网络运行质量进行分析，全年共计提交 CERNET 网

络运行周报 55 期， CERNET 网络运行月报 12 期，CERNET 网络

运行故障统计分析 12 期，坚持对主干网用户流量等数据进行日

常监测，并对发现的问题作了及时处理。

2016 年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大幅提高

NOC2016 年报

入流量：260.47G 出流量：289.73G

图 1  2016 年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90.76G  出流量：65.73G

图 2  2016 年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入流量：22.87G   出流量：23.37G

图 3  2016 年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图 5  CERNET 主干网 2016 年全年十大地

区中心出流量占比

图 4  CERNET 主干网 2016 年全年十大地区

中心入流量占比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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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显地分辨出主干网在寒暑假期间与平时的流量变化。从整

体趋势上看，2016 年流量相对平稳。2016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达到了 59.82Gbps，同比 2015 年减少 2.8%，

出流量峰值达到了 61.28Gbps，同比 2015 年减少 0.3%。

2016 年网间入出流量总体变化也是相对稳定的。入流量

峰值达到了 10.58Gbps，网间出流量达到了 9.45Gbps，如图

3 所示。

CNGI-CERNET2 的持续稳定是各高校开展学术和科研的

基础，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评价网络运行

稳定的重要标准。

从图 4 可以看到，2016 年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故

障率平均为 0.36%。最高故障率 0.91%。

而从图 5 可以看到，除南京节点外，所有节点的核心设

备的可用率在 99% 以上。

从 图 6 可 以 看 到， 北 邮、 北 京、 沈 阳 占 据 了 流 量 统 计

的 前 三 位。 其 中 北 邮 节 点 居 于 首 位， 其 年 平 均 入 流 量 为

5022.72Mbps，约占总入流量的 20.21%；北京节点年平均入

流量为 4896.768Mbps，约占总入流量的 19.71%；沈阳节点

年平均入流量为 2480.128Mbps，约占总入流量的 9.98%。而

在图 7 中，2016 年出流量居于前三位的为北京、北邮、北大

三个节点，分别占年总出流量的 18.68%、16.26% 和 8.74%。

2016 年是 CNGI-CERNET2 稳定而蓬勃发展的一年。随

着 CNGI-CERNET2 主干网的下一期升级建设在即，我们将迎

来更快、更稳定、更安全的 IPv6 网络体验，让我们共同展望

2017 年 CNGI-CERNET2 更加辉煌的发展。

2016 年 CNGI-CERNET2 接入成员同比增加 15%

文 / 王继龙

2016 年是 IPv6 网络高速发展的一年，在这一

年里，CNGI-CERNET2 也保持着稳定的发展。

由图 1 我们可以看到，IPv6 BGP 前缀数量由

2016 年年初的 2.8 万条增长到年底的 3.7 万条，同

比增长 32%。IPv6 网络的普及发展速度迅猛，在这

一年，新接入 CNGI-CERNET2 主干网络的单位相

比去年数量增加了 15%，这些新成员的接入更加壮

大了 CNGI-CERNET2 这个大家庭。

从图 2 的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曲线中，我们可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图 1  IPv6 前缀数量统计

图 2  2016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入流量

图 3  2016 年网间流量情况

   图 4  2016 年主干网线路故障率

图 5  2016 年 CNGI-CERNET2 入流量分布 图 6  2016 年 CNGI-CERNET2 出流量分布

6NOC2016 年报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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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们开始陆续

享用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应用的业务越来

越广泛。方便大家当然是好事，学校的相

关人员也非常注意网络安全保护。可是，

学校保护大家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保护自

己，不然，可能系统被黑而“蹭卡”。我

们结合新闻一起来盘点。

校园卡的烦恼

案例一：大学生破解校园卡系统 白吃

白喝两年被刑拘

事件回放：今年 1 月 21 日的新闻，

据北京晚报的报道，有的大学生所学专业

知识不用在正途，却动歪心思破解校园一

卡通充值系统，两年多盗刷两万余元，如

今终被海淀警方抓获并刑拘，盗刷校园一

卡通案告破。

1 月 9 日 13 时许，一所知名高校保

卫部门向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报警：曲

某在校就读期间涉嫌盗刷校园一卡通。通

过保卫部门提供的曲某校园卡充值消费记

录，民警发现自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该卡在学校内正常消费，并有完整的

充值消费记录。但根据学校提供的电脑充

值点记录，该卡实际上并没有在学校进行

任何现金充值。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民

警认为该卡的充值系统应该是被“黑了”。

当天傍晚，曲某见民警找来，一下子

愣住了，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民警将

嫌疑人曲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查。曲某

是这所高校 2016 年毕业生，去年 6 月至今，

他留宿在学校继续考研。2013 年 10 月，

他了解到所有系统都有漏洞后，想到如果

自己破解学校一卡通，就可以白吃白喝，

加上好奇心作祟，便想破解试试看。2014

年 1 月，曲某准备好破解软件后，又网购

了用于连接充值卡传感器等破解工具。经

过 3 个月的“钻研”，他成功破解了学校

的一卡通充值系统。

案例二：注销卡的起死回生 “坑”学

校十几万元

事件回放：去年 7 月 2 日，某城市西

青区大学城内某高校财务处报警称，在核

对处理该校校园一卡通账目时，发现一个

早已销户的卡号居然在近四年间还在持续

不断地消费，累计数额高达十几万元，怀

疑是被人盗刷。

接到报案后，公安西青分局学苑派出

所民警迅速出警，开展案件调查工作。据

校方财务处负责人介绍，“这张卡本来是

属于我校的一名学生使用，后来本人遗失，

我们就把这个卡号注销了。”民警发现在

卡片遗失注销后的四年间，学校里的超市、

食堂、小卖部等地却频繁出现了该卡的消

费记录。在某超市的视频监控录像中，校

方辨认出该卡在某次被盗刷时，使用该卡

消费的嫌疑人正是负责维护校园一卡通系

统的工作人员张某。

经过连续多日的走访取证，民警掌握

了大量证据，确定这是一起利用校园卡充

值系统漏洞实施盗刷的诈骗犯罪案件，并

最终锁定了系统维护人员张某及其女友刘

某、同事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去年 7 月

23 日，民警组织多名警力，将三名嫌疑

人全部抓获归案。

张某向民警如实交代了，2012 年他

无意中在校园里捡到了这张卡，因为之前

如何防范一卡通“漏洞”下的“蹭卡族”

在对系统进行维护时曾经发现一卡通充值

系统中可能存在“不充值也能消费”的漏

洞，便萌生了想要试一试的“邪念”。于

是，他私自从后台开通了已经被注销的卡，

并利用充值漏洞成功“充”入了 200 块钱。

自此之后，张某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

在学校白吃白喝的日子，后来甚至还为其

女朋友张某、同事周某制作这种“免费卡”，

三人经常在学校里闲逛，一起吃饭、购物。

校园卡防“坑”攻略

我们不妨逆向思维，向我们的对手打

一个反手拳。根据第一个和第二个案例的

共通点，不难发现，他们都用的一个办法

来逃避学校的注意，那就是充少量的金额。

案例一 : 为了避免被发现，曲某每次

在卡里金额剩下十多元时，就用破解系统

充 入 200 元。 从 2014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1 月，曲某利用这种方式为学校所办的校

园卡和校友卡卡中充值金额达 2.3 万余元。

而这些非法所得全部被曲某用于在学校吃

饭、喝水、上网、洗澡等消费。

案例二：因为张某每次就只充 200、

300 元钱，学校一开始确实没有发现这个问

题，没想到这一用就是 4 年，给学校造成

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面对即将要受到的法

律严惩，张某坦言非常后悔：“就像发现

自动取款机突然往外吐钱的感觉，我不差

钱，但善恶就在一念之间，没挺住。”目前，

张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西青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从这两个案例看防“坑”的重点，不

能仅仅关注大额资金的异常变动，今后学

校的相关人员要苦练内功，防漏洞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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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之外，还需提高警惕，对于小额的金

额，如果出现多回异常的状况时，需及时

地追查蛛丝马迹。当然，苦练内功，减少

漏洞还是关键。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知彼知己，百

战不殆。棋逢对手，只有过招后，我们才

能更懂对手。所以，同样地，还是逆向思

维，以下是 FreeBuf.COM 论坛的一篇帖子，

由网上技术达人介绍如何攻破“M1 卡的

漏洞”，克隆篡改饭卡去蹭饭的途径。也

许，通过此帖子，学校能从对手的角度探

索防守的方向，来减少漏洞。

帖子赢得共 670424 人围观 ，可见蹭

饭的关注度了。帖子仅仅是一个实验，第

一步，提供实验设备：PM3 及天线 + 饭卡

+UID 白卡。连接好设备后通过 hw tune 观

察电压变化，判断高低频卡。

第二步，克隆卡。

读 M1 的卡数据。记下 UID 号，用于

之后复制一张 UID 一样的卡，sector0 区

其它厂商信息地方改不了就没办法了，因

为写死了。我们可以利用一张 UID 白卡完

成克隆和修改，保证数据可对比性。连接

com3 口 proxmark3COM3 进入命令行，如

图 1 所示。

执 行：hf 14a reader， 记 下 UID:b3 

9422 d4 后续克隆卡使用，如图 2 所示。

获取区块 1 的 A/B key，如图 3 所示。

使用 hf mf nested 枚举其它区块 key，

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然后，你可以看到，区块基本都使用

的是默认的卡密。这里不展开图示了。操

作完之后，就可以将卡的原始数据 dump

出来，接着把 dumpdate.bin 文件备份，使

用 C32asm 对数据进行个性。为了克隆卡

及验证修改数据后是否可正常使用，先把

卡上的姓名进行修改。之后，把修改后的

dumpdata.bin 重新写入到 UID 白卡上，为

防止检校 UID，先把白卡的 UID 改掉。

命令 :

hf mfcsetuid b39422d4

接着就可以将 dumapdata.bin 内容克

隆到新卡上了。

使用命令 : hf mf restore 进行克隆。

PM3 灯闪一会儿就克隆完了。然后中午饭

去刷卡，修改姓名后的克隆卡正常使用。

第三步，篡改卡余额。

中饭过后，刷了一次卡，然后第一

图 1

图 2

时间就是 dump 出克隆卡的数据，将原

卡数据与刷卡后的数据进行对比。使用

bcompare 对两次数据进行比对，如图 6

所示。

对比两次刷卡记录发现有两个区块的

数据变化，同一次刷卡中，上面数据一致。

猜测是作为备份数据使用。其中红色框左

边的 0e 06 换算成十进制就是 1550，右边

F0 05 换算成十进制是 1520。正好对应我

的卡余额 155 以及刷卡后的 152。说明这

个位置是余额位。绿色框框表示的是余额

的检校位。两次数据对比很容易发现校检

位的生成方式。

余额检校位算法 :

OE+06=14

f0+05=f5

修改余额 200.0 转换十六进制：07 D0

倒序写入  06 27   检校位 2D

修改几处数据，如图 7 所示。

运行 hfmf restore 命令，重新写入白卡。

再次刷卡后，余额成为 197 元。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3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2017.2-3 中国教育网络 59

文 / 单康康  王佶  常晓洁  郑强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网站使用了联通、电信、移动、华数等

多链路运营商接入，但由于国内各网络运营商之间互联互通带宽

仍然较小，导致国内各地用户访问高校网站资源速度较慢，影响

各高校对外交流。传统的多域名服务器镜像解决方法，存在着电

信、联通、移动、华数等多 ISP 镜像同步管理难、国内用户访问

效果不佳、多域名不易宣传使用等问题。

随着低成本的基于云技术的 CDN 广泛应用推广，国内中小

型网站用户能够在减少对大量硬件设备和维护费用投入的前提

下，以较低的成本投入即可扩容提升自己的网站，使其拥有近

似于互联网大中型商业门户般的页面快速访问响应速度，可一

定程度上解决目前国内用户访问高校网站资源浏览体验不佳的

问题。

为什么需要 CDN 技术？

浙江大学目前自建有超过 400 多个网站且逐年增加，这些网

站作为学校网络教育信息资源的重要窗口，也是对外宣传、新闻、

招生、就业、学习、在线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目前这些网站部

署于校园核心机房，大部分通过教科网线路接入，近年来如下问

题日益突出：

1. 用户访问速度受限于运营商互联，从其它电信、联通等运

营商访问学校网站速度较慢，出国访问速度问题尤其突出，海外

地区和小运营商用户甚至打不开，该现象在学校师生出差和外访

时尤为明显。

2. 系统直接暴露于公网，自建数据中心受出口带宽限制，攻

击防护能力有限，安全风险较高。

3. 集中式架构在可靠性、可扩展性方面较弱，在招生、考试

等业务高峰期，网站负载高，扩容周期长、成本高。

CDN 技术好用吗？

 CDN 应用分析如图 1，使用了 CDN 技术后的学校网站的访

问过程：

1. 校外用户输入浙大网站域名；

2. 浙 大 权 威 DNS 服 务 器 向 用 户 返 回 包 含 CDN 信 息 的

CNAME 记录；

3. 校外用户根据返回信息向 CDN 资源点请求资源；

4. 调度近邻 CDN 结点向用户返回学校源站镜像资源；

提升海外地区访问速度

如图 2 所示，实线为应用 CDN 技术后的网站打开时间，虚

CDN 技术提升高校资源访问体验
浙江大学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分发网络）技术，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先进的内容智能路由技术，在用户访问网

站时将其请求自动指向到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离用户最近的

缓存服务器上直接访问，使用户可以就近取得所需的内容，

解决由于网络带宽小、用户访问量大、网点分布不均等原因

所造成的用户访问网站响应速度慢的问题。

CDN技术

图 1  CDN 技术框架

移动用户

移动 CDN 节点

联通用户

联通 CDN 节点

电信 CDN 节点

电信用户 教育网用户

教育网
CDN 节点

网通用户

网通 CDN 节点

铁通用户

铁通 CDN 节点

源站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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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为未应用 CDN 技术的网站打开时间，应用 CDN 技术后，网站

打开速度平均提升了 63%。

CDN 技术应用前，日本、欧洲、北美地区打开浙大网站的

打开时间为 30s 左右，CDN 技术应用后的这些地区打开时间缩短

到 15s 左右。

提升国内访问速度

图 3 为国内各地区打开浙江大学某网站所用时间的展示，深

色条状为应用 CDN 技术后的打开时间，白色条状为应用 CDN 技

术前的打开时间，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太原等北

方城市的打开时间从 30s 以上缩短到 10s 左右，上海、南京、广

州等南方城市的打开时间也有 1 倍以上的速度提升。

降低数据中心负载

使用 CDN 后，最终用户是通过 CDN 节点进行访问，极大地

降低了源服务器压力，浙大网站群经过 CDN 加速后，源站压力

图 2  海外访问对比

图 4  回源流量比例

图 5  可用性曲线

减轻了 78.72%，而只有原来的 21.28% ，如图 4 所示。

提高网站可用性

在网站进行日常维护或发生故障造成不可用的情况时，CDN

可以充当网站的镜像，依然提供节点上缓存的文件，保障用户的

浏览不受影响，提供网站的整体可用性。

如图 5 所示，部分地区无法打开浙大网站（虚曲线所示），

而应用 CDN 技术后的可用性仍能保持 100%（实曲线所示）。

提升网站安全性

CDN 系统是一种分布式的服务系统，并且拥有大量的带宽

和服务器资源。因此，对于常见的 DDOS（包括 SYN Flood、

UDP Flood、ICMP Flood、HTTP GET/POST Flood、CC 攻击、DNS 

Query Flood）等分布式攻击，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某些含有防

攻击功能的 CDN 系统，还可以对攻击 IP 进行过滤，把访问异常

的 IP 指向特定页面或拒绝服务。

另外一方面，网站在采用 CDN 服务后，源服务器可以隐藏

在 CDN 系统后面，只为 CDN 节点 IP 的指定端口提供服务，减

少暴露在公网上，被黑客直接访问和扫描的风险。

门户网站与教学资源的用户访问体验是提升高校整体形象

和对外宣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校可根据成本考虑选择性价比

高的互联网云 CDN 厂商平台技术加速国内资源访问，CDN 技术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将帮助高校信息化部门实现对信息

系统在全球的访问提升和统一管理，同时能明显加强高校的信息

安全防护能力，也许，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CDN 在教育行业

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中心）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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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访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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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2016 年 12 月 7-10 日，2016 年高校网络信息安全

学术年会在吉林长春召开。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

分会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组、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

大学主办。国内众多高校网络安全专家汇聚一堂，以“迈向安全

的教育信息化”为主题，共商 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大计。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顾一众、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

调研员舒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高级工程师何世平、吉林省教

育厅信息办副主任张雁东、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

教授段海新、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崔宝江、上海

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信息安全主管姜开达、东北大学信息技术

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宇等分别为大会做相关主题报告。吉林大学网

络中心主任车翔玖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副理事长

种连荣致辞。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

息化分会网络安全工作组组长顾一众在会上作年度工作报告。他

指出，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组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交大成

立之后，参加到工作组的高校有 287 所，参与的老师有 984 人。

目前工作组已开展了 11 场在线视频安全工作培训，近期就“如

何做好高校大数据安全分析，如何搭建高校大数据的安全平台”

的培训受到了广泛关注。同时，还建立高校安全技术信息库、高

校安全漏洞追踪系统等，为了提高组织能力，工作组也完善了通

报体系流程，使安全工作更加有序。工作组还不断提升能力以及

安全工作的可见度，对高校通报的漏洞进行验证，提升可信度。

另外，通过全国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促进各级领

导对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视，凝聚高校信息安全力量，提升能力，

夯实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基础。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调研员舒华指出，从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国家网络安全，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为保障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高校首先

应该提高风险认识，了解网络安全风险；第二，认真学习贯彻网

络安全法，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加强宣传；第三，梳理自己的

职责和义务；第四，对照职责和义务开展工作。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高级工程师何世平在会上作报告，他表

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 28 日，CNCERT 主办的 CNVD 漏洞库向

教育行业单位通报漏洞事件 4496 起，其中，下半年数量较多。

2016 年 8 月起，教育行业漏洞事件（以及其他安全事件）处置

机制由教育部科技司统一协调。从漏洞风险类型统计看，以常见

Web 漏洞为主，较多的是 SQL 注入、弱口令、信息泄露、通用

软硬件漏洞。从漏洞标题的关键词频分析，第一位为学院，主要

涉及分站或学院子站；各高校建设较多也同时面临较高安全风险

的是教务系统、实验（教学）平台、招生平台、图书馆、就业平台。

教育行业做好网络安全应急工作，第一，要建立统一协调机制，

健全安全运维的技术覆盖范围和标准体系，通过行业协作方式补

齐单位个体短板，逐步建立教育网全网安全监测与保障技术体系；

第二，建立与国家网信部门工作体系、国家应急保障体系的衔接，

完善行业外合作机制，持续开展高校网络安全检查工作，针对重

点威胁开展专项治理，组织人才培养活动，建立教育行业安全技

术队伍；第三，建立安全考核责任制，督促各层级做好安全保障

责任落实，建立高校供应链以及应急响应安全黑名单；第四，减

少不必要的业务出口以及不恰当的信息系统外围入口，适当采用

社会化服务力量，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应用加速等采取集中防护。

提升看见威胁的视野和能力

——2016 年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学术年会在长春召开

聚焦高校网络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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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教育厅信息办副主任张雁东在会上发表《大数据时代下高校的

数据安全》的主题报告，他指出，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大

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在高校领域得到大面积的普

及应用，高等教育行业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和信息安全挑战也越来越严重，

高校网络安全存在的许多隐患，已直接影响了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健康发

展。针对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从大数据分析的角度去对待是一种有效的方

式，也将成为必然的趋势。当前，高校网站存在“网站建设和管理不统一、

网站日常维护缺失、对于网站安全不重视、网站信息保护意识差、软件系

统漏洞、服务器漏洞”六大安全隐患。他建议，高校应运用大数据，分析

漏洞成果和漏洞原因；IP 定向分析，建立校园网络治理与稽查机制，开展

行为、网络、信息、安全的四项整治；建立大数据安全联盟体系，资源共享，

推进技术人才培养，让数据改变未来。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教授段海新在会上作《DNS-

从工程到学术》的主题报告，他指出网络安全顶级学术会议会关注现实

的、普遍的问题，不要低估了你遇到问题的研究价值，也不要以为学术

研究都需要大量的理论、数学公式 。重视工程经验，因为它将有助于

发现新的问题；了解学术前沿，关注行业的热点；培养得力的学生；加

强交流与合作，拓宽视野，了解最新技术与方法。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崔宝江在会上发表题为《网络攻

防技术前沿进展》的报告，他指出，网络攻击由“访问挂马网页”、“电

子邮件的附件和链接”、“网站下载”这类的传统攻击技术转变到“后斯

诺登时代的网络攻坚技术”。“后斯诺登时代的网络攻坚技术”的出现，

数字签名的神话被打破。安全协议的应用是互联网安全的基础，数字签名

和加密算法的破解，将振动整个安全的基石，尤其关键的是，已经大大超

越学术界的最新成果。数字签名一旦可被伪造，直接造就了一批防无可防

的攻击手段。他建议，业界应倡导共同构建“高校网络安全威胁大数据预

警分析平台”，北邮将提供网络安全威胁检测分析预警软件，攻击数据可

以汇总到有条件的高校大数据平台之上，对全国高校的网络攻击提供实时

攻击预警。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信息安全主管姜开达在《如何做好校园网

络安全管理》的报告中指出，高校应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白帽黑客”，

顶尖的防御体系需要顶级“黑客”来参设计，安全巡检、风险评估、应急响应、

演练竞赛，完全融入到日常安全工作中。提升自身安全能力是高校网络信

息安全建设的首要目标，安全能力要助力学校自身信息化建设。加强对外

交流、情报共享、会议交流，提升看见威胁的视野和能力，批判性学习，

协调联动，共同对抗全球化的安全威胁。

东北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网络中心）院长助理王宇在会上发表题为《从

事件响应到安全治理》的报告，他表示，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工作，首先需要

将 IT 资源统筹管控，从掌握的资源入手，整合简化系统入口，降低整体风险，

明确提供 IT 资源的技术部门与使用 IT 资源的业务部门间的责权利。

来自全国各高校信息化负责人、信息安全主管等 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

学术年会，针对高校建立安全监测与保障技术体系、威胁情报分析、大数

据安全、高校网络安全运维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车翔玖

吉林大学网络中心主任  

种连荣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副理事长  

顾一众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网络安全工作组组长  

何世平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高级工程师

张雁东 

吉林省教育厅信息办副主任  

段海新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网络科学

与网络空间研究院教授

崔宝江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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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最基

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安全可以分为三

个维度，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人类安全、

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国家安全、涉及个

人身生命财产的个人安全。安全的内涵是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化和拓展的。

网络安全是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产生和发

展，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后出现的安全

新议题，其产生的影响可横跨安全的三个

维度，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类生存、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和个人权益。

网络安全的“矛与盾”

网络安全归根到底是为达到某些不正

当的目的或利益，人为操控入侵或破坏目

标信息系统，所产生的入侵者与保护者之

间的“矛与盾”的冲突。网络在各领域的

广泛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网络

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网络威胁之“矛”越

来越锋利，攻击形式不断翻新，主要表现

为：攻击范围从互联网向物联网拓展，攻

击目标从个体机构向公共基础设施转移，

攻击造成数据泄露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

大。网络威胁从非传统威胁逐步转变为常

规威胁，网络安全防御从技术层面逐步上

升到国家层面，网络安全之“盾”越来越

坚固，主要表现在：多国相继发布本国的

网络安全战略，建立国家网络安全最高协

调机构，重视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研发，提

高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矛与盾”的

较量将长期存在，此消彼长，不断升级。

网络安全战略部署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网络安

全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

对加强网络安全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2015 年 6 月，我国颁布的《国家安全法》

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网络空间主

权”的概念。2015 年 11 月，颁布的《刑

法修正案九》修订和增加了关于网络安全

的条款。2016 年 11 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了《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网络安全领域

的首部基础性法律，该法将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我国网络安全体制机制逐步建

立，战略部署不断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

制度日趋完善，网络安全体系已基本建立。

教育行业扎实落实网络安全

目前，教育行业约有教育机构 50 万所，

教师 1800 万名，在校学生 2.6 亿人。2011

年以来，教育部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全国中小学联网率由 2011 年的 25% 提升

到 87.5%，多媒体教室拥有率达到 80%，

信息化教育教学逐步成为常态，教育教学

管理的重要业务普遍通过信息系统实现，

信息化已深入到教育教学的各个角落。教

育行业网络安全呈现出机构多、人员多、

系统多、数据多、关注度高、影响面广的

特点，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之复杂、难度

之大是任何行业都无法比拟的。需要“一

分部署九分落实”，仅有部署却无人落实

或落实不到位，信息化越向纵深发展，网

络安全造成的威胁性就越大。教育部高度

重视网络安全工作，面对教育信息化的快

速推进，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

统一建设、统一推进，加大力度，采取一

系列措施提升教育行业的网络安全。

在统筹部署方面，成立了由教育部部

长任组长的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明确了 17 个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

每年召开部长专题办公会或部党组会，专

题研究网络安全问题，部署重点工作；印

发了《关于加强教育行业网络和信息安全

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育行业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南》等一系列的

政策措施和制度规范；网络安全工作被写

入教育信息化规划、纳入教育信息化专项

督导，并设立了网络安全专项经费。

在落实重点任务方面，全面落实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与公安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全面推进教育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

扎实推进教育行业网络安全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舒华：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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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全威胁

后门 20%

暗链 4%

漏洞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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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的通知》，信息系统定级备案

比例大幅增长，测评整改工作逐步开

展；启动了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工作，

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专业机构等建

立了信息共享机制，2016 年共发现网

络安全威胁约 15000 多个，及时通报

相关主管单位进行核实与整改（安全

威胁情况如图 1 所示）；加强网络安

全应急响应与通报机制建设，参加了国

家有关信息通报机制，建立了教育行业

的联络机制，明确了安全事件报告和处

置流程，对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处置，对

工作不利的单位进行通报。

面对取得的成绩，我们也清醒的

认识到教育行业网络安全仍存在一些问

题：思想意识仍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强，

规定动作不到位，信息系统小散乱，安

全防护能力不强。为进一步做好网络安

全工作，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网络安全法》，

进一步提高认识，主动作为，梳理网络

运营者的责任和义务，对照本单位现状

制定方案。二是要加强和理顺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加快落实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确定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并落实责任，开展网络安全监

测预警，提升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三

是采取管用好用的措施，签订内部网络

安全承诺书，提高责任意识；加强与专

业机构、安全企业的合作，发挥工作组

作用，加强信息共享，及时发现安全威

胁；开展经常性的网络安全自查，及早

发现安全隐患；四是将网络安全关口前

移，与信息化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谋划、

统一实施。

安全不能被动应付，被动永远挨

打，必须要主动作为，把威胁扼杀在

萌芽里。“十三五”是教育现代化取

得重要进展的攻坚时期，也是加快教

育信息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希望我们

共同努力，扎实推进网络安全工作，建

立良好的网络环境，为保障教育事业持

续健康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姜开达：

多方合作 最大化聚集威胁情报

信息安全是当前网信安全工作的重点，

信息系统的安全也是教育行业安全工作的重

点。近年来，教育系统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山东“徐玉玉事件”又引起了全社会对信息

系统数据泄露的广泛关注。教育行业安全观

滞后于互联网行业发展，普遍缺乏成熟安全

体系和相应专业人员。信息安全问题不仅存

在于学校，在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甚至包

括国际知名互联网公司，都不同程度存在信

息泄露等安全问题。高校应该充分利用人才

优势，提升自身安全能力，这样一来很多安

全事件的苗头就能够在萌芽期发现和处置，

加强安全管理尤其值得所有高校引起重视。

校园网信息安全现状

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

立，说明从国家层面对教育行业信息化安全

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2016 年 11 月 7 日，

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专题研究保障信息安

全问题。会议对网信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健

全网信工作责任体系、出台教育数据管理办

法、开展网络安全综合治理活动。

对于学校而言，也应该进行思考，如何

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方面，增强自身安全

力量。比如，是不是设立固定岗位，让部分

老师的工作重心适当向网信安全方向转移。

目前，教育行业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门户网站入侵，如网

站篡改、暗链、挂马等；二是业务数据泄露，

如招生录取、考试成绩、学生及家长个人隐

私数据遭篡改窃取，被地下黑色产业链利用

牟利；三是科研信息泄密，科研信息系统防

护不到位遭入侵和教师、学生保密意识淡薄

引发泄密；四是大数据风险，教育信息化平

台建设中管理与信息资源数据高度集中，带

来更多的关注和潜在风险；五是终端安全，

移动终端引发的安全问题突出。

高校网站存在大量安全隐患由来已久，

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站建设和管

理不统一，高校内部网站数量多，建设单位

杂，安全管理困难；二是网站日常维护缺失，

高校网站重建设、重功能，日常安全维护较

差，各类安全漏洞长期得不到修复；三是对

网站安全不重视，由于高校网站的公益性，

被入侵和篡改网页造成的损失不太明显，网

站安全往往得不到重视，弱口令、信息泄露

随处可见；四是服务器普遍存在漏洞，维护

团队安全技术能力普遍不足。

从近年校园网络安全发展来看，我们

可以发现安全漏洞和安全事件大幅度增加，

安全威胁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升，管理层

和安全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安全对信息

化发展的保障作用更加突出。从学校信息

化建设角度出发，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和制

度建设，缓解安全威胁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安全和各方面都有联系，它不是孤立存在

的。在网络运行中需要安全，在系统维护

等方面同样需要安全，要把安全工作做好，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疏漏。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聚焦高校网络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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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机制要建立，支持学生信息安全社团

活动，加强专业学习和校内外交流，从狭

隘传统网络安全升级到现代信息安全视角。

当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安全就成

为了刚需，安全不能脱离业务，需要服从

和服务于业务。安全团队的责任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帮助用户服务部门进

行用户安全服务；二是协助系统部门加强

数据中心安全建设；三是协助开发部门规

范安全应用开发流程；四是规范运行部门

交换路由设备安全配置。

从学生团队建设经验来看，一方面需

要有学校的支持，同时也要有 1-2 个核心

团队成员，由核心团队成员牵头带动发展。

引入社会力量支持，共同扶持。同时处理

好新老交替和可持续发展，要持续付出，

最终才能有所收获。

安全工作要化被动为主动，如果一直是

被动抓漏洞、做通报，那么可能会发现自己

最终疲于奔命而其实并没有什么进步。这就

需要从繁杂的工作中进行思考，如何把漏洞

通报的数量降低，就不能完全被动工作，要

主动去做一些探索来建立工作体系。要提高

安全工作可见性，对安全工作进行量化，设

立短期方向和长期目标。要集中团结全校相

关力量，有组织地进行分期投入。

学校安全人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提升

看见威胁的能力：首先，加强多方合作，

扩大来源，最大化聚集安全情报；其次，

完善监控，全面记录，利用大数据增强安

全感知能力；最后要准确进行数据清洗，

对知识进行关联，及时梳理出安全威胁。

此外，要能读懂网络流量，常规定期对主

机 / 应用进行漏洞扫描，理清信息系统资产

存量，清查已经存在的风险，实施高中低

不同的安全应对策略，进行日常安全巡检。

很多时候在进行扫描过程中可能发现

成百上千的漏洞，对这些漏洞需要进行一

些分类。实际上漏洞也是有分高、中、低

三个级别：高危漏洞影响范围广，发现利

用难度低，较容易获得系统权限；中危漏

洞需要交互才能拿到部分系统信息，只有

熟练的攻击者才能利用，有一定的利用门

槛；低危漏洞影响范围小，利用条件极为

苛刻，泄露系统信息有限。只有知道攻击

是怎么进入的，才能有针对性去考虑防御，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些学校也可

以参考第三方威胁情报来源，对自己的工

作进行加强。一直以来，对某些高校特定

机构 / 老师的定向攻击从未停止过，高校

面临的 APT 攻击威胁如图 1 所示。

如今正处于大数据时代，很多学校都

开始建设自己的大数据平台。有了大数据

我们就会有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互联网

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可以把网络流

量中和安全密切相关的数据提取出来，也

需要把所有的分析日志汇总到一起等。这

时对攻击者而言他可能处于下风，因为我

们是全局可以看到所有发生的一切。攻击

者将无所遁形，这就是大数据的魅力。

但是，大数据安全对运维团队的要求

会很高，这也是很多学校面临的困难，长

期存储、分析和应用模型都是挑战。入侵

攻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整个攻击链不会

无迹可寻，充分的全球化数据共享和情报

交换才会得到安全价值最大化。

最后，对于高校而言，要做好顶层设

计，规划建设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至少

有一人的专职安全人员，组建安全团队。

争取每年有固定的安全投入，分阶段实施

补缺。积极对外参与安全学术交流，不能

闭门造车。同时，加强和国外安全组织机

构的密切联系与合作，充分发挥学生的力

量，来辅助学校的安全工作。

图 1  高校面临的 APT 攻击威胁

钓鱼软件

水坑攻击

移动介质

渗透 植入 扩散 收集 回传

下一代校园网管理

安全涉及方方面面，很难在短期内

把整个学校的安全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这项工作需要长期建设，需要从对整

个网络范围内主机进行扫描起步，通过各

种途径进行信息资产发现并有效管理，对

整个校园网进行若干安全域的划分，要有

区别地进行多方面的安全威胁发现和管

理，并在薄弱点针对性加固。

做好校园网安全管理，第一要培养网

络信息安全意识、素养；第二要建立网络

信息安全体系、规范、制度；第三要提升

网络信息安全检测、防范、处置能力；第

四要建设网络信息安全队伍、人才培养，

依托校园学科团队、信息化技术支撑团队、

学生团队这三方力量构建网络信息安全技

术防护体系。

从意识方面，要重视顶层设计，制定

相关规划，把各项“短板”补上。以上海

交大为例，学校设立安全保障委员会，同

时建立安全应急响应小组，将网络信息安

全责任逐级分解落实。

安全的本质实际上还是人和人之间的

智慧对抗，如果所在团队的能力远远低于

攻击团队的能力，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注

定会失败。只有不断提高自身能力，那么

如果攻击强度不是特别大的话，还是有能

力去抵御这种攻击。同时，需要将整个学

校的力量协调起来，建立跨部门安全协调

组，确立安全负责人，各部门对口安全联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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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全事件响应到安全治理，其核心

理念是在较充分的技术和心态准备基础上，

把握安全事件带来的机遇，在此基础上逐

步推动和促成信息安全管理的实质提升。

通过切实努力实现信息安全管理从事件响应

向安全治理跃升，变被动为主动，明细权责

划分，勇于承担责任，实现责任分担。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现状

东北大学从 2015 年起发布了网络信

息安全管理的相关政策，专门成立网络安

全管理与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网络

安全专家委员会。

学校自开展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以

来，做了诸多实际工作，具体包括梳理校

内域名、信息系统，明确使用部门，确定

责任部门；以安全应急响应为抓手，促使

职能部门和学院部处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技术部门与信网办沟通确定安全应急响应

操作流程，涉及安全事件、安全漏洞等处

置流程；强化安全应急响应的职责归属，

遇到问题第一事件处置，通知责任部门整

改和反馈。2016 年度累计获取和处置学

校相关网络安全事件 46 次，提供网络信

息安全支持 20 次。

学校以等级保护建设为契机，推动整

体安全加固专项建设。切实推进和实施信

息系统等级保护建设，以等级保护建设为

抓手，实施“东北大学网络安全防范工程”，

统筹推进信息系统定级、备案、测评、整

改、整体安全管控。

另外，还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相关信息

的宣传推广工作。如开展“辽宁省网络安

全宣传周”活动，举办网络安全讲座、网

络安全知识竞赛等；在线发布和推广安全

资料，并进行网络信息安全科普。

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实施

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实施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

资源统筹管理

一是信息化建设相关项目的统筹管

理，包括归口单位管理、年度专家小组评

审及按阶段推进项目实施。

二是基础 IT 环境的统筹管理，包括

技术部门提供托管主机、虚拟主机服务，

目前学校 80% 以上业务系统实现集中托

管管理以及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统一管控。

等级保护的开展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工作开始于 2010

年，在 2010—2013 年期间，通过校内动员

讲解、信息系统汇总与梳理、相关工作小

组决策、上报省教育厅和与公安系统沟通

等逐步推进等保工作。信息系统等级保护

工作在 2015 年加快推进，通过组建机构、

出台制度、明确责任，并推动和实施定级

备案测评及整改项目。

安全事件响应    

建立技术部门与管理部门协调的安全

事件响应，具体流程如下：安全漏洞和安

全事件的信息获取，然后进行安全事件判

定，对安全事件进行处置，让使用部门（责

任部门）整改，提交整改报告和恢复服务。

安全团队建设

建立跨网络、运维、开发的与学生团

队合作的网络信息安全团队。

网络信息安全管控

信息技术部门在网络信息安全管控中

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技术部门的定位是技

术支持而不是安全管理。网络信息安全领

域日新月异，攻守不平衡，没有绝对的安

全；使用单位和建设单位应该承担更大责

任；责任要清晰，需要明确制度和加强顶

层设计。

在技术团队组建和培育上，首先立足

已有技术团队，不能纯粹依靠第三方服务。

另外，加强与学生团队合作。

在政策背景下，以责任为先。技术部门

提供必要支持，技术部门可以统一采购第三

方安全服务，技术部门不能缺位，应以业务

为主，这才是网络和信息服务的价值体现。

同时，要注意网络信息安全组织协调

是否顺畅。一般初期会存在矛盾，后期处

置过程关注业务，适度管控，主动合作，

协调推进有所改善。此外，长期良性发展

还受到技术团队的规模、能力、专职程度

等影响，有待建设契约式的业务部门与技

术部门间的合作模式。

总之，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控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需要从掌握的 IT 资源入手；

要明确提供 IT 资源的技术部门与使用 IT

资源的业务部门间的责任权利。学校需要

转换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思路，与信息化建

设结合，充分利用政策环境推动良性发展

理念实现，变被动为主动。

东北大学王宇：

安全治理是整体组织协调的过程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聚焦高校网络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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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雯  刘永贵

“云计算”是当前全球 IT 发展的热

点。作为一种新的 IT 基础设施架构与服

务提供模式，云计算正成为全球高校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推动高校信息化建设

方式的重大转变。美国是云计算的诞生地

与引领者，美国高校也正积极推进云服务

发展。文章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联

盟——EDUCAUSE 近十年来年度十大战

略议题中“云服务”相关议题的分析，总

结美国高校云服务发展的现状，以期为国

内高校云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

美国高校云服务内涵的发展历程

2016 年，EDUCAUSE 依据每年十大

战略议题报告，绘制了美国高等教育信

息化发展重点的演变图，其中有关“云

服务”的战略议题发展变化如表 1 所示

（EDUCAUSE，2016），从中可以看出美

国高校云服务内涵与重心的发展变化。

从“IT 基础设施”到“赛博基础设施”

美国高校云服务的发展缘起于高校

对 IT 基础设施的管理。从 2004 年开始到

2008 年，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管理

一直是美国高校 CIO 关注的热点。

2004 年，美国大学校园的 IT 基础设

施变得日益复杂，如何为师生随时随地提

供整合后的信息与 IT 服务面临新的挑战。

如何利用新技术，创建可行的信息架构以

促进战略数据的组织、存储、访问和维护，

并将 IT 基础设施的管理扩展到端对端的

服务，建立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监控模

型成为美国高校 IT 基础设施管理的重点

（EDUCAUSE 2004，2005，2006）。2008 年，

美国高校在 IT 基础设施建设中明确提出

“绿色计算”，并提出用新兴的“赛博

基础设施”推进 IT 基础设施建设，让用

户使用 IT 基础设施如使用电和水一样便

捷。2009 年，将“基础设施”议题发展

为“基础设施 / 赛博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Cyberinfrastructure)”，赛博基础设施是指

由高速网络、先进计算资源、应用软件及

专业技能构建起来的一个科教平台（Molly 

Broad，2008）。他们认为基础设施和高

级网络相结合为高校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

的 IT 基础设施图景。

从 2004 到 2008 年，美国高校 IT 基

础设施的管理致力于基础设施的整合，以

为用户提供便捷的 IT 服务，IT 基础设施

的可管理性、灵活性、稳定性、隐私、安

全性和性能为重点。而赛博基础设施则是

由一系列高速的互联网络、先进的计算资

源、各种应用软件以及专业技能构建起来

的一个科教平台，是软件、硬件、分布式

计算、数据资料、通信技术、协同工具、

研究共同体等多者之间进行联结的杠杆，

体现了“硬件、算法、软件、通信、机构

和人员”整合，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新型模

式。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

将云计算定义为“实现对共享可配置计算

资源池的无处不在、方便、按需的网络访

云服务超越基础设施成为战略走向

对美国高校 IT 部门而言，不仅需要通过 IT 促进全校其他领域成本的降低，同时也要求自身建设

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云计算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美国高校：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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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模型”，提出五个基本特征 : 基于需求

的自我服务，宽带网络接入、资源池、快

速弹性化或易拓展、服务测量。可以看

到 , 赛博基础设施以及美国高校 IT 基础

设施管理，都契合云计算的重要特征。从

2009 到 2011 年，美国高校开始以赛博基

础设施建设为重点，部分高校尝试将部分

基础服务（如邮件）外包给第三方，迁移

到云中来实现成本的节省，建立绿色 IT

基础设施建设。

从“赛博基础设施”到“云战略”

随着云计算的发展，2012 年美国高

校将基础设施的管理提升到了“云战略”

高度。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正如弗吉尼

亚大学 CIO Michael McPherson 所言：“IT

变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不能让战略埋没

于细节之中，我们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原则，

并在此之上做出迅速的选择与应急计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云为学校发展提供

机会。”（EDUCAUSE，2012）。可见，

随着云计算技术、方法及提供商的日渐多

样，美国高校对云计算的关注不再局限于

具体的技术与采购的细节，而是在战略高

度思考云服务如何为组织增加价值，考虑

云服务供应商的选择标准，考虑架构、商

业模式、需求、采购和合同管理、应急规划、

安全性、隐私和规范性等问题。2012 及

2013 年，美国高校明确提出“云战略”，

要求云服务要从基础设施上升到学校战

略发展的高度去规划，要形成全校性的

云战略。 

从“云战略”到“服务战略”

2014 年，美国高校更加明确提出，

高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要转向大规模采购

技术和服务以降低成本，具体通过云、

大型机构 IT 服务和系统集中化、跨机构

合作来实现，强调通过“云服务及其他措

施，尽可能减少学校 / 部门的重复工作，

释放部门资源，发挥更大价值”。基于

此，提出“服务提供战略”（EDUCAUSE，

2014）。2015 年，更加明确定位于“开

发支持核心服务、支持创新和促进增长

的 IT 资金模型。强调通过对学校 IT 资金

资助模式的创新，推动学校云服务的发

展。2016 年，分别将“IT 劳动力的雇佣、

IT 资助模式、IT 组织发展”单列为核心

议题，重点对云服务发展中 IT 组织的改

革、IT 员工的酬金估算、IT 资助模式的

改革进行讨论，以适应云服务等新技术的

应用以及学校变革创新对技术服务的要求

（EDUCAUSE，2016）。

云服务发展趋势与重点

当前美国高校云服务的发展重点具体

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集中 IT 服务和

系统；服务、平台与基础设施的外包；规

范业务流程，提升采购规模；推动 IT 资

助模式创新。

IT 服务和应用系统集中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高校

IT 预算的缩减，美国高校 CIO 认为，高

校 , 特别是大型高校，部门，甚至实验室

自行采购并运行自己的系统，拥有自己的

IT 管理队伍，这种模式显然已不可行。

在 2014 年调查中，49% 的高校都认为分

散的 IT 服务将不断减少，IT 服务必将越

来越集中化。许多大型高校发现将 IT 服

务提供分散于各个部门，能为师生提供个

性化、定制化的个人支持和培训，有助

于 IT 与业务的整合，很好地体现 IT 在业

务方面的价值，但 IT 成本很高。随着云

服务的发展，借助云平台，全校集中统一

提供 IT 服务，可以达成原本分散于部门

的 IT 服务水平。尤其当云服务的框架设

计和实施策略合理时，集中式和分布式的

IT 服务之间可以达到平衡，不仅可以减

少重复的 IT 服务工作，同时也保证了 IT

服务与教师、学生、员工之间的密切关系

（EDUCAUSE，2014）。

推动服务、平台与基础设施的外包

随着云解决方案日趋成熟，美国高校

能够将数据中心、应用系统，甚至业务流

程外包给外部机构，从而降低成本。同时

云提供商能够使高校快速、经济、高效地

响应峰值的使用和需求。不再需要过度配

置内部基础设施以适应使用峰值。2013 年

调查显示，美国高校 IT 外包最多的是信息

安全（29.5%）、IT 部门管理（20%）、信

息系统（19.5%）、企业基础设施（19%）、

IT 支持服务（18%）、数据中心（16%）、

网络通信设施（13%）、身份与接入管理

（12%）、教育技术（10%）、研究计算（9%）。

其中 51％的机构在云中至少有一个核心信

息系统。其中 50% 有两个云，25％有三个，

8％拥有云中的所有核心信息系统，2％的

机构外包了中间件开发和支持、帮助台和 /

或数据中心服务（EDUCAUSE，2013）。

通过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实现跨组织的

集中、大规模采购

美国的高等教育组织长期以来一直

发挥机构的规模效益，集中与企业签订

采购合同，以降低成本，而非在同一个

机构内签订多个合同，甚至单个购买。

对小型学校而言，一般通过跨机构的合

作，提高购买规模来降低成本。在 2014

年的调查中，77% 的公立博士学位授予

学校、74% 的艺术硕士学位授予学校都

参与了跨校的数据服务共享。（CDS，

2015）在 IT 基础设施方面的跨校共享已

成为美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式。

企业云服务商很难为每个学校提供

个性化的云服务，所以跨校合作采购云

服务，就需要对多个学校的业务流程进

行协调、统一，然后才能进行规模化的

集中采购，并统一移到云端。虽然高等

教育确实有不同于其他部门的要求，但

议题名 IT 基础设施管理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 赛博基础

设施
云战略 服务提供策略

年份 2004,2005 2006,2007,2008 2009，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表 1   美国高校云服务战略议题的发展变化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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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否认高校已经过度定制和过度应用

现有的业务过程。如果高校愿意采用联

盟或行业的标准流程，高等教育组织就

有可能购买、实施和部署近乎相同的云

解决方案，而这必将大大减少对定制代

码和配置的需求。

当然这种跨组织业务流程的标准化

不可能一次性实施到位，而需要持续推

进。业务流程的标准化需要学校从 IT 服

务 的 集 中 与 外 包 以 降 低 IT 成 本 开 始 探

索。而提供标准化业务系统的企业则需

要不断改进云服务功能，采用高等教育

组织制定的标准。例如保险顾问认证集

团（Certified Insurance Counselor Licensing 

Group）、 东 北 区 域 计 算 机 项 目 组

(NERCOMP: NorthEast Regional Computing 

Program)、五所大学 (five colleges)、股份

有限公司 (Incorporated)、纽约六大自由艺

术学院联盟 (the New York Six Liberal Arts 

Consortium) 组建购买联盟，以及集合各大

利益相关方以进行更大商业洽谈的中西部

高等教育联盟，在建立跨校的 IT 购买联盟，

促进高校间业务标准化，降低购买成本方

面做出了探索。

推动 IT 人员、IT 资助模式的创新

高校云服务的发展必须要以 IT 组织

与 IT 资助模式的创新为保障。

在 IT 组织方面，一方面云服务的推

进必然带来 IT 工作人员薪金、福利及 IT

人员聘任制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承接高校

云服务的 IT 公司也需要拨出更多资金，

聘请高水平 IT 人员，完成过去由高校 IT

人员所完成的工作。

此外美国高校也开始推进 IT 成本、

预算模式的创新改革，其中退款和成本分

配是云服务 IT 成本和预算的常见模式。

其最常见的是退款和成本分摊方法，具体

包括：基于服务的定价、协商统一费率、

分层访问、资源使用可量化、直接成本、

低级分配、高级分配。

总体来看，美国高校云服务的发展开

始重视在战略层面对 IT 资金资助模式的

创新，倾向于以 IT 项目为中心的投资方式，

提高有助于推动学校创新发展的 IT 资助

比例。2013 年的调查显示，美国高校 IT

资金中，76% 用于支持学校运转，15% 用

于支持学校发展，9% 用于推动学校变革。

IT 资助模型的创新需要 IT 领导者向学校

领导层、董事会阐明 IT 服务对组织发展

的战略意义，要加强与学校利益相关团体

的联系，将云服务的实施与学校的战略发

展联系起来，并学会在制度与资助模式这

一战略高度推进（EDUCAUSE，2015）。

总结

从IT基础设施管理到赛博基础设施，

再到云战略、服务战略，推动美国高校 IT

基础设施建设思路发生转变的直接动因是

美国高等教育组织财政危机给 IT 部门带

来的压力。IT 投资占美国高校预算的 4％，

成为许多美国高校组织降低成本的重要对

象。对美国高校 IT 部门而言，不仅需要

通过 IT 促进全校其他领域成本的降低，

同时也要求自身建设要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云计算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在云服务推进中，自然也遇到不少问

题，尤其云服务是否起到降低高校 IT 成本，

减少 IT 劳动力，遭受很多质疑。在 2014

年调查中，39% 的人认为将应用服务迁

到云平台不能降低 IT 劳动力（36% 选择

能），44% 的人认为外包不会降低 IT 劳

动 力（31% 选 择 能）。2013 年，46 ％ 的

大学增加了 IT 员工，只有 16％的裁员。

38％的 IT 经理和员工被聘用来填补新创

建的角色，而不是替换或增加现有角色。

从数据来看，云服务并没有降低学校 IT

投资的总额，从这一个角度而言，与高校

采用云服务的初衷相悖。但深入分析，云

服务在降低现有 IT 服务的劳动力的同时，

促生了业务分析师、分析专家、项目和流

程经理、供应商管理专家、服务管理专业

等更多新的职位（EDUCAUSE，2014）。

在相同的 IT 资助总额下，IT 服务的类型

不断扩展，IT 投资效益不断提升，云服务

自身的价值已经得到体现。

虽然美国高校在云服务推进中，困

难很多，但毋庸置疑云服务已成为美国

高校信息化建设思路战略转型的重要走

向，尤其在当前全美高校资金紧缩的大

背景下。从对 IT 的技术管理转向对服务

的管理，基于云提供集中的 IT 服务，通

过校内乃至跨校的业务流程标准化，建

立联盟，提高采购规模以降低服务成本

等形式推动学校 IT 组织、IT 资助模式的

改革，并在学校战略高度推动云服务与

学校战略发展的融合，是美国高校云服

务发展的必然。

（作者单位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云服务已成为美国高校信息化建设思路战略转

型的重要走向，尤其在当前全美高校资金紧缩

的大背景下。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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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沙捷    费青松

慕课目前在国内逐步崛起，是高等

院校采用的一种新的授课方式。但伴随

着大量慕课课程的发布与使用，版权问

题已经影响到多个利益相关者并且可能

带来一系列潜在的后果，从而，引发出

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权以及著作权法之

间的紧张关系。

问题的产生

慕课最早出现在多方参加的各种会议

中，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经过

长时间广泛地讨论，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开

始提供慕课课程，这表明它是一种对教与

学的过程产生积极性作用的新模式。

随着课程的不断开展与深入，高校、

教师和学生将决定慕课的进化形式、发展

方向和慕课自身的价值，其中还包含资格

审查、学分确认等问题。

一般来讲，每门慕课课程都对其他使

用者声明了课程中各类资料、专利的所有

权、授权使用的模式，甚至还包括在使用

过程中产生的内容。

但上述版权声明往往与为教师提供保

障权利的大学基本政策产生矛盾。同样，

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也对

传统版权保护规则提出了挑战，这使得慕

课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推广面临挑战。

知识产权提出的主要问题：

□ 版权保护会对慕课产生哪些影响？

□ 技术的转让是否包含风险？

虽然在线和远程教育已经存在多年，

但慕课的规模和交付形式对版权保护提

出了新的挑战。从版权的角度来说，由于

缺乏明确的政策与理论依据以及可借鉴之

处，即使是寻求“如何确保慕课发展”的

这样的答案也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慕课、版权与各方利益关系

目前来看慕课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主要

有教师、学生、高校及慕课（平台）提供商。

教师

因为大多数教师都有课程开发及提交

作品的经历，因此对保障他们个人的作品

权益有较高的意向。

一般的课程包含教师自己开发生成内

容以及第三方的内容（例如：阅读内容、

媒体剪辑、图片、其他来源的引用等等）。

通常情况下，高校如果采用的是面对

面、在线或者混合授课的形式向那些通过

注册、授权的学生提供这些课程内容时，

其中的版权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处理，有

关版权方面的规定对这些情况也有恰当、

全面的工作指导。

但是，慕课课程却显而易见的“破坏”

了上述的传统方式及其属性，破坏了人们

对“版权”介入课程的共识。

借鉴美国的情况，在学术自由的信条

下，根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有关教师在远

程教育过程中的权利与责任的声明，教师

通常拥有那些他们自己经过开发、修改、

教授的课程以及素材的版权（除非另有其

他具体协议及说明）。

对一门慕课课程来说，高校投入的是

基础设施以及产品投资，对多门慕课课程

来说，投入的内容更多地包含了教学设计、

支撑材料，录音录像以及额外的教学助理

活动。这些投入使得所有权问题更加复杂

化了。

肯尼斯·克鲁斯，哥伦比亚大学版权

咨询办公室主任，他针对目前的“谁拥有

在线课程的版权”这样共性的问题提出：

“我们怎样做才能更好地管理、分配在线

课程中的版权”。

毫无疑问，慕课课程为课程提供商以

及越来越多的高校提供了一定的潜在的经

济利益。例如，一门由一所高校教师开发

并使用的在线课程可能会通过慕课提供商

在其他院校使用，但这会引起教职员工与

教育机构之间的版权之争。

仅就出书而言，目前高校通用的政策

是允许教师与出版商直接签订合同，版税

直接支付给作者。而慕课课程的版权则是

依据高校与慕课平台提供商签署的协议。

这样教师获得利益的机会与风险并

存（慕课提供商 Udacity 采用雇佣出版商

与大学教师签订协议的模式来解决版权问

题），但这仍然会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即高校如何在慕课课程的后续发展中

分配版权？

高校

每一所大学区分其他高校的因素包含

了它的历史、文化、声誉，同时也利用本

免费的慕课遇到版权挑战
慕课平台提供商的兴趣点在于收回投资成本、获得盈利以及扩大品牌影响，所以他们经常寻求课程的综

合许可权。对比一下 Coursera、edX 和 Udacity 三个慕课平台运营商提供的默认的许可内容，就足以警示高

校在签署协议之前必须要谨慎地评估这些协议内容了。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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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的专业知识以及教学产品来突出自

己的特点。但慕课却具有“分散高校价值”

的特点，它提供了接近学校名师教学的机

会，打破了只有学校注册学生才可以获得

学术知识的限制。

在慕课时代，管理、发展学校学术品

牌就有了新的紧迫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并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重大关注焦点。

而使用慕课的高校必须要了解这些需

求以及将要面对的挑战。从高校的角度来

看，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1. 教师的困惑

教师离开学校后如何处理相关课程

的版权问题？谁拥有慕课课程以及其内容

的版权？教师、学校还是慕课平台的提供

商？在传统情况下，版权的政策清晰、明

确，课程以及其内容明确属于教师，那么

哪些同样的政策适用于慕课课程？

2. 高校的贡献度

如果高校提供了显著的体制资源和基

础设施（例如：摄像器材）投入到了“慕课”

的建设中，但没有直接提供相同或类似的

课程资源，那么高校是否可以提出更多的

索取版权要求呢？美国教育委员会顾问委

员会的艾达·洛伊说：“法律是更多地基

于高校的资源对教师工作成果的贡献程度

进行判断的，建设成果对高校资源的依赖

程度越高，高校就拥有更多的版权权利”。

3. 技术转让办公室

虽然美国大多数高校已经制定了相关

的版权政策，但是美国大学仍然不能确定

是否应该与其技术转让办公室讨论版权疑

虑？通常情况下，技术转让办公室没有

必要卷入这些复杂、敏感的课程版权问

题中，但是由于存在从慕课内容、品牌

获利的预期，使得技术转让办公室也成

为利益相关者。

4. 第三方版权许可

高校、教师、学生一定要确保在任

何课程中使用的内容得到了版权许可或在

“合理使用”的范畴内。传统教室环境下

的版权规定已经不适用于慕课环境。所以，

针对传统课堂教授内容的第三方使用许可

需要重新进行修订以便适应慕课教学。

获得慕课环境下的清晰、明确的使

用授权可能是费时且有可能是代价昂贵

的，但这是课程开发必不可少的一个重

要部分。

学生

一般来说，学生拥有他们参与传统

课程所创造内容的版权直到其完成学业。

而参加慕课学习的“学生”却与传统意义

的“学生”存在较大差异，他们不获得学

分，不支付学费，不被特定的学术机构录

取，但是参加慕课学习的学生也需要提交

作业，参与课程讨论。那么到底是“谁”

应该拥有这些内容的版权？高校是否有兴

趣去保护那些参加了慕课学习的学生创造

的内容呢？

一方面，学生通常意识不到他们向慕

课平台提交作业中的版权问题，另一方面，

慕课平台的标准用户协议却向平台供应商

提供了重新分配这些作业内容的永久性权

利，示例如下：

作者因向网站提交或发布帖子，因

此授权平台提供商在全球范围内对上述

内容，非排他性、可转让、可分配、可

在授权、全额付清、免费的、永久的、

不可改变、对使用主机授权、转让、显示、

演示、复制、修改、发布、重新发布以

及其他方式的用途。针对用户发布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以任何形式、任何媒体

格式、任何媒体渠道（已知的或未知的）

提供可用性授权。

换句话说，参加慕课学习的使用者同

意慕课提供商以任何形式、彻底地、完全

地使用其发布的内容。而美国 2013 年一

项关于数字时代的版权法案专门强调了在

线学习环境中有关学生的知识产权权利。

该法案表示，学生同样拥有他们在参与在

线课程时创造的数据和知识产权。在线课

程应该鼓励开放性以及分享，同时也要教

育学生使用各种方法保护他们的数据以及

创造性工作成果。服务条款中的任何变化

都应该向同学们清楚地进行阐述，在学生

同意之前不得改变保密条款以及知识产权

条款。

对于学生们在慕课课程中创造出的知

识产权的归属问题，高校又希望担任什么

样的角色？

慕课平台提供商

慕课平台提供商的兴趣点在于收回投

资成本、获得盈利以及扩大品牌影响，所

以他们经常寻求课程的综合许可权。对比

一下 Coursera、edX 和 Udacity 三个慕课平

台运营商提供的默认的许可内容，就足以

警示高校在签署协议之前必须要谨慎地评

估这些协议内容了。简而言之，每个平台

供应商都会向用户要求在使用平台的各种资

料前获得版权许可，同时要求用户向平台提

供商提供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内容的版权。

由于高校的教学过程承担了创造知

识、分享知识的核心角色，因此在签署这

免费的慕课遇到版权挑战
在 慕 课 时 代，

管理、发展学

校学术品牌就

有了新的紧迫

性，提出了新

的挑战，并成

为知识产权领

域的一个重大

关注焦点。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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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协议之前需要慎重考虑。在目前流行的

多元学习文化过程中，要求慕课学习者放

弃其在学习过程中做创造的知识产权，对

学习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知识的传播

与分享过程受到限制，又会发生什么情

况？当前常见的版权许可协议支持平台提

供商同时拥有提供的内容以及使用者产生

内容的版权。而慕课许可协议（到目前为

止）模糊了传统教育价值观与商业企业之

间的界限。

合理使用

对于教育资源的合理使用也存在争

议，法律专家们分为两派，商业派与教育派。

“合理使用”的判断要素

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具有版权属性的教

育资源可以视为合理使用的情况，但是美

国法院还要根据四个要素判定是否为“合

理使用”。

为尽量减少这四个要素的影响，教师

需要修改教学大纲以及在慕课课程中对包

含版权的教学资源的使用方式。教师会更

多地依赖那些已经获得许可的课程内容，

以减少“合理使用”之外的意外情况。

四个判断要素：

1. 使用的目的与性质，包括使用是否

具有商业性质或者是非盈利的教育目的。

2. 受版权保护著作的属性。

3. 使用版权作品内容的数量以及所占

的比例。

4. 使用版权作品所带来的各种潜在影

响，包括市场、价值等。

在没有获得版权许可的情况下，平台

供应商为了将责任最小化，往往将版权责

任推向教师一方。教师要么等待版权许可，

要么使用替代品。

为获得这些许可所花费的时间往往

又成为课程开发者额外的负担。虽然可以

使用技术手段来“捕捉”侵权者，但这种

方法可能会对学术自由的思想产生不利影

响，其大小取决于在合理使用原则下对自

由探索的表达与解释。一方面它会保护版

权所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会对依据“合

理使用”原则的使用者在选择课程内容的

过程中产生不利影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慕课是内容所有

者以及平台提供商提供的通过简化“版权”

的方式来达到内容控制以及获得使用利益

的一种新的尝试。

“合理使用”示例

高校与教师一般都会关注慕课课程

的“合理使用”的影响因素，尤其是考

虑到慕课在全球范围内所具有的潜在影

响力时则更为谨慎；出版商则会阻止其

出版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授权。那些与版

权密切相关的版权专家、学校法律顾问

则坚持认为“合理使用”与慕课环境并

不相互排斥，“合理使用”在慕课环境

下也是可行的。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赞同学校应

该就在慕课中“合理使用”的范围与定

义开展全面认真的讨论。而“合理使用”

的范围应根据课程的教与学的任务与目

标而定。

对课程开发者而言，主要考虑的是选

用这些资源的原因，对高校而言要考虑“应

用这些教学资源，可以帮助完成什么样的

教学目标”。

大多数人认为应该给予“合理使用”

一个简单明了的约束以及适度的“柔性”。

像美国著名版权学者肯尼思·克鲁斯指出

的那样，“合理使用”的重点不应该集中

在“是否允许我将各种教学资源复制、粘

贴到在线课程”中，而要将重点放在“对

于在线课程的版权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选

择”上。

据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选择项：合理

使用、开放版权作品、知识共享署名、公

共领域资源、允许使用授权内容等，这些

选择项将会大大丰富慕课的课程内容。

慕课课程的关键点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慕课仍然具有

“实验”的属性，因此，在慕课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未知数、带有疑

问的并且难于给出答案的情况，有关的政

策仍旧在研究、完善中。但是与更广范围

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将会有助于明确讨

论目标、形成有关“慕课”版权的共同认识。 

1. 要综合考虑校园内各方利益相关者

的优势：图书馆管理员、校园版权专家、

课程顾问、课程指导者、教务长、技术转

让官员、教师、学生。

2. 向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版权方面的

教育与提示，包括所有权以及使用内容的

版权。尤其是要注重针对慕课环境进行的

版权教育。

3. 慕课的使用必须获得提供商针对使

用时间、使用资源等方面的明确许可，甚

至还应该包括一些许可类的选择项，这也

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4. 制定的有关慕课的管理规定要清

晰、明确，并且要合理公平地进行收益分

配。管理规定必须要明确是倾向于要求开

发商继续投资，还是要针对开发商回报的

愿景与期望，要给予明确的说明。

5. 通过声明拥有潜在的竞争性版权或

者共同所有权这些已经在现有在线课程中

获得较好效果的方式或许可以解决或改变

在慕课环境下所面临的复杂的版权问题。

6. 在与平台提供商的合同中应特别明

确指出，如果慕课课程赚钱，将分享版税；

同时也要明确学生在学习慕课课程中所创

造内容的所有权问题。

7. 应该认识到，不同的授课方式需要

使用不同的版权策略，哪怕是同一门课程。

8. 要注意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问题没

有明确的答案，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哪

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合法的？

总之，慕课面对的复杂的版权问题使

得高校与其教职工、学生之间的关系受到

了挑战与影响；现有政策规定，对“慕课”

的参与或创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

要格外注意版权；在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

进行开放、灵活的对话，加强版权分享，

有利于高等教育获得更多的益处。

（作者单位为首都体育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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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2 年到现在，慕课以轰轰烈烈

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线，大规模、大数据、

新趋势，慕课似乎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气

势席卷中国高等教育界，甚至因此引发

不少高校与教师深重的危机感。但是我

们很快发现，慕课需要走一条“中国化”

的道路。

慕课的水土不服

最初由 Coursera、edX、Udacity 等国

外的大型平台带来的慕课，讲究的是学生

数量的大规模、看重的是其背后大数据的

科学分析、关注的是大范围内的教育资源

共享。但是就目前国内慕课的发展现状来

看，这些似乎并没有有效地实现。当然，

国内不乏非常优秀的慕课资源与公益平

台，“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

“好大学在线”，或者用户数量非常多（比

如中国大学 MOOC，一门优秀课程学习

者人数达到了十多万人），或者通过慕课

修读获取学分人数非常可观（比如“好大

学在线”，数万学生通过平台课程修读获

得了学分），又或者课程资源非常丰富

（“学堂在线”课程数量与全球最大慕课

平台 Coursera 基本达到同一数量级），但

是这些看似“大规模”的背后，“慕课”

是否真的与引入之初的预想一样，真实有

效地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提供了强有

力的数据支撑呢？是否真的做到教育资源

在大范围内的有效共享呢？

事实上，大量的选修人数背后，是极

低的完成率，平均不到 10% 的完成率。真

正完成学习的学员数量，完全不足以支撑

新的教学理论和改革方向分析，这一基本

数量的不合格，直接限制了慕课在教育研

究和教学质量改革上的作用；另外，目前

的慕课教师多为知名院校优秀教师和极具

特色的专业领域教师，高水平的慕课教师

保证了慕课资源的优质，但是对于教学共

享并不完全有利。不同地域和院校的教学

理念、学生学习方式和接受程度是有区别

的，不加思考地使用同一标准的教学资源，

很容易造成优质教学资源的非优质共享，

而这些现象也正是慕课一直以来受到诟病

与怀疑的重要原因。

现在，国内的慕课依然以高等教育领

域为主，除去以上所说的三大公益平台，

国内尚有很多成功运营的商业化平台，诸

如超星泛雅、智慧树、优课联盟等，共同

构成了高等教育在线领域的教学环境。那

么，慕课作为在线教育的后来者，是否真

的居上了？如果从教学视频的精良程度，

平台的教学环节严谨程度和衍生资源配备

程度来看，似乎慕课更胜一筹，然而，事

实并非如此。

再优质的资源，只有落到了实处才是

真正的优质。何为落到实处，自然是它的

受众——学生，真正享受到了优质的教学

资源。笔者在“好大学在线”平台工作，

直接与诸多选课院校的学生频繁接触，两

年以来，无论是来自我国顶尖大学的学生，

亦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规模院校学生，都

给笔者带来一种相似的感受，那就是，他

们既是在线教育的教导对象，也是在线教

育平台的服务对象，两者之间学生的自我

认知更为偏向后者。

具体来说，在实体课堂中，学生对自

我的角色定位是求学者，被指导者；而在

在线教育领域，学生对慕课与其他在线教

育类型并未加以区分，更多地将自己定位

成客户的角色。这种不同的心理角色定位

对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态度有一定影响。

将自己定位为客户的学生，通常对慕课教

学表现出的最初态度多为轻视和漠视，轻

视慕课平台的教学资源，漠视慕课平台的

教学规则。学生将应对商业化平台的学习

套路直接移值到慕课平台上，并对慕课平

台居然不是“有求必应”，甚至考核严格

程度与实体课堂不相上下感到非常惊讶，

以致很多学生在考试前期才匆匆忙忙补上

自己缺失的学习任务，根本无暇顾及学习

体验等其它重要因素。而这样的心理落差

感，直接导致学生群体对慕课的评价也进

入了两个极端，在很多学生给予慕课高度

认可的同时，更多的学生对于这种“万万

没想到”的慕课学习模式，是非常不认同的。

慕课并不是全部

慕课来到了中国，必定是要服务于

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学生的，这一点毋

庸置疑。目前对于慕课教学法和教育资

源的利用，有非常多有益的探索，“中

国化”慕课，必须是一种适合于我国高

等教育现实情况和我国高校学生学习文

化的新“慕课”。

笔者认为，目前有几大探索方向非常

值得深入研究。

一慕课与翻转课堂的结合。慕课与

翻转课堂两者的结合，能够在很多方面

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慕课解决了翻转

课堂前期的优质资源共享和教学环节把

慕课与它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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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问题，翻转课堂一方面使学生能正确

认识慕课教学，一方面也成为学生在线

下建立学习社区的极佳机会，群体归属

感与认同感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相对地，学生在通过翻转课堂

教学实践之后，能够与教学团队、平台

运行方进行有效沟通，获得有效的学习

引导，从而使得线上环节的学习对于自

身与教学团队、平台运行方都更有价值。

学生的有效学习数据，才是慕课进一步

研究并服务于高等教育的基础，而并非

一昧强调数量的庞大。

二是慕课教学环境的多方辐射。就笔

者与众多慕课学习者的接触经历来看，其

实中国高校学生们并未完全做好接受“慕

课”的准备。面对不成熟的慕课学员，

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获得慕课带来的益处

呢？其一，在慕课教学中，引入非常重要

的角色——学习导师。这一角色不同于一

般意义上的导师，它与学科内容关系不大，

只与各个平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设计有关，

学习导师需要引导学生在慕课平台的学习

行为，控制学生的学习环节进度，并直接

提供学生关于平台教学的答疑服务，向学

生灌输平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控制标准，

保证首次接触慕课的学生能够区分慕课与

其他在线教育，并能逐步养成符合慕课要

求的学习行为。其二，慕课教学模式向更

初级的教育层面辐射。学生的个人学习习

惯，形成时间通常早于大学，高中、初中、

小学甚至幼儿教育中，早已不乏运用网络

的在线教育，那么在这些早期教育中，是

否能够将慕课的教学理念进行初步引入，

让学生更早地接触“慕课”概念和少量课程，

更早地养成符合慕课教学规律的学习习惯

呢？这样一来，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对于

慕课资源的利用可能会更好。

三是慕课教学的本地化。教育公平是慕

课背负的一大使命，可是一概而论地使用慕

课，并不能使优质资源共享，同时，学生学

习慕课，一定是在某一个平台上，此时，慕

课教学的本地化就显得非常有意义。选修学

校配备“落地教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探索。

“落地教师”来自于本地本校，对于学生的

情况掌握显然优于千里之外的慕课教师，那

么针对本地本校的具体情况，有选择性和引

导性地指导学生学习慕课课程，就是一种非

常好的优质资源优质共享模式。“落地教师”

美国相关机构前不久所做的调研数据表示，有近 1/4 的美国老师已经

在他们的课堂里采购了虚拟现实设备。有 55% 的老师表示他们将在未来考

虑使用该类设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互动性，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调查显示，虚拟现实（VR）正迅速走进课堂。在现在的美国校园中，

23% 的老师已经在学校测试或使用过虚拟现实设备。

在调查中发现，已应用过 VR 设备的学科中，科学类课程占比最高，

为 52%，余下占比较高的学科依次为历史（29%）、其他（包含计算机科

学、社会调查、语言艺术、科技） （23%）、工程 （20%）、艺术（15%）、

数学（12% ）、设计（10%）、英语（9%）。

 在 VR 设备的选择中，Google 设备占比最高，为 74%。

就目前而言，VR 设备的使用频率并不太高，只有 6% 的老师表示学

校会经常使用 VR 设备，19% 和 23% 的老师表示偶尔或不确定什么时候会

使用，而 53% 的老师则表示学校从未启用过 VR 设备。

既是慕课资源的直接利用者，也是慕课学员

的直接指导者，在本学科当中亦是具备独立

开展教学的一线教师，这样的学习，比起单

纯资源引入的模式来说，应该是更接地气的

一种“慕课”。

慕课应当越来越“中国”

大规模，大数据是慕课固有的特点，

但是在进入中国之后显然与我国高等教育

教学的发展现状并不完全契合，它需要做

出更多的改变，无论是在教学模式上还是

教学重点上，都应当把适应性提到首位，

在不改变慕课固有优势的前提下，增加适

应于中国学生的学习引导策略，延伸慕课

的教学范围，将慕课与我们已有的优秀教

学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能真实促

进一线教学，又能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

效数据支撑的新型“慕课”。

慕课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尚有非常

多的可能性，优质资源和优质教学法，只

有在使用得当的时候，才能真正服务好高等

教育，推动高校教书育人使命的完成。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慕课研究院）

美国：虚拟现实设备大获教师青睐

对于虚拟现实（VR）未来的使用场景，55% 的美国教师表示期待

并在计划使用，看上去，VR 正在迅速进入寻常教室。

但是，对于 VR 未来的使用场景，55% 的老师表示期待并在计划使用，

只有 4% 的老师认为未来的课堂中不会用到 VR 设备。

教学中使用 VR 的优势主要是什么？ 68% 的老师认为是“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39% 的老师认为是“鼓励创意”，32% 的老师认为是“化难

为简、便于理解”，23% 的老师认为是“显著地降低实地考察的成本”，

15% 的老师认为是“使学生上学不受地点限制”，另外 5% 的老师认为是“使

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

对于教学中使用 VR 的劣势的理解，47% 的老师认为“VR 素材还不

够丰富”，43% 的老师认为“费用高昂、落实困难”，21% 的老师认为“难

以管理课堂”，22% 的老师认为“可能导致学生注意力不集中”，17% 的

老师认为“可能造成头痛或大脑损伤”，16% 的老师认为“过于类似游戏”，

还有 16% 的老师认为“对于 VR 无太多兴趣”，8% 的老师认为会“造成

学生孤独”。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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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韦成府 

在众多不同的数据模型里，关系数据模型自上世纪 80 年代

就处于统治地位，如 Oracle、MySQL、PostgreSQL 和 MSSQL，也

被称为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虽然在数据库排行榜上，

关系型数据库仍然占据主要位置，但是近十年来随着社交网络、

电子商务逐步成熟，网络和电商们需要对用户的人际关系、购买

行为进行分析，并挖掘出用户潜在的人际关系、喜好商品，而关

系型数据库在这样大数据量和多服务器上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于是工程师们开始大量使用图理论相关的数据挖掘算法，图形数

据库（Graph Database）便从实验室慢慢走进实际的软件工程项

目中。这带来的结果是，工程师们发现使用图形数据库来存储和

计算海量数据更为高效和方便，于是极大地推动了图形数据库的

发展。

图形数据库

图形数据库将社交关系等数据描述为点（Vertex）和边（Edge）

及他们的属性（Property），每一张图（Graph）都是一个结构化数据。

在图形数据库里，每个节点表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实体”，每

条边为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俗地讲，图形数据库就是

把所有不同种类的信息（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连接在一起

而得到的一个关系网络。

图 1 曲线表示各种数据存储类型在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况，

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基于图的存储方式在整个数据库存储领域

的飞速发展。

而且，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基于图存储的数据库排名中（如图

2 所示，截至 2017 年 1 月），可以看出，Neo4J 在图形存储领域

里占据着第一、且遥遥领先的地位。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图

形数据库，Neo4J 如今已成为许多互联网的首选。

           Neo4J

定义

Neo4J 是开源的基于 Java 实现、完全兼容 ACID、高性能的

NOSQL 图形数据库，它是一个嵌入式的、基于磁盘的、具备完

全的事务特性的 Java 持久化引擎，它将结构化数据存储在网络

上而不是表中。

Neo4J 有三种版本：社区、企业、政府。社区版 (community 

Neo4J：帮你更好地管理学术成果数据

图片来源：《Graph DBMS increased their popularity by 500% within the last 2 years》by Paul Andlinger

图 1   各种数据存储在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况

信息来源：《DB-Engines Ranking of Graph DBMS》http://db-engines.com/en/ranking/graph+dbms

图 2   比较流行的基于图存储的数据库排名（截止到 2017 年 1 月）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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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以 GPLv3 的许可在 Github 上开源，只能运行在一个节点上，

不支持集群和热备份；企业版同时遵循 AGPLv3 和商业许可，它

在社区版基础上增加了包括高可用性 (High Availability)、聚类、热

备份、全天候支持等特性；政府版扩展了企业版，增加了政府特

定服务，包括 FISMA 相关认证支持。同时，Neo4J 的社区非常活跃，

围绕它有非常多的项目，包括 REST API 绑定，空间数据库支持等。

结构与特性

Neo4J 的图中包含两种基本的数据类型：Nodes（节点） 

和 Relationships（关系），其中 Nodes 和 Relationships 包含 key/

value 形式的属性。Nodes 通过 Relationships 所定义的关系相连起

来，形成关系型网络结构。并且 Neo4J 对于图的存储都是经过

特别优化的，不像传统数据库一条记录一条数据的存储方式，

Neo4J 的存储方式是：节点的类别，属性，边的类别，属性等都

是分开存储的，大大有助于提高图形数据库的性能。如图 3 所示。

按照上面所介绍的结点 / 关系模型组织数据，Neo4J 拥有以

下一系列特性：

1. 对事务的支持。Neo4J 强制要求每个对数据的更改都需要

在一个事务之内完成，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2. 强大的图形搜索能力。Neo4J 允许用户通过 Cypher 语言来

操作数据库。该语言是特意为操作图形数据库设计的，因此其可

以非常高效地操作图形数据库。同时 Neo4J 也提供了面向当前市

场一系列流行语言的客户端，以供使用这些语言的开发人员能够

快速地对 Neo4J 进行操作。除此之外，一些项目，如 Spring Data 

Neo4J，也提供了一系列非常简单明了的数据操作方式，使得用

户上手变得更为容易。

3. 具有一定的横向扩展能力。由于图中的一个结点常常具有和

其他结点相关联的关系，因此像一系列 Sharding 解决方案那样对图

进行切割常常并不现实。因此 Neo4J 当前所提供的横向扩展方案主

要是通过 Read Replica 进行的读写分割。反过来，由于单个 Neo4J

实例可以存储几十亿个结点及关系，因此对于一般的企业级应用，

这种横向扩展能力已经足够了。

工作原理

一个 Neo4J HA 集群的协作运行，协调行为是通过 zookeeper

完成的。

1. 当一个 Neo4J HA 实体开启时将去连接协调器服务（zookeeper）

注册其本身并询问“谁是主机（master）？”。如果某个机器是主机，

新的实体将以从机（slaver）开启并连接到主机（master）。如果机

器开启时为第一个注册或者通过主机选择算法应该成为主机，将会

作为主机开启。

2. 当从一个从机上执行一个写入的事务时，每个写入操作将与

主机同步（主机与从机将被锁定）。当事务提交时首先存在于主机

上。当主机事务提交成功，从机上的事务也会被提交。为确保一致

性，在执行写入操作前从机与主机同步必须是最新的。这是建立主

机与从机之间的通信协议，所以如果需要，更新将会自动发生。

3. 可以通过在包含 ha.slave_coordinator_update_mode=none 配

置参数的配置文件中将数据库实体设置成只作为从机。此实体虽

然在系统故障恢复选择时将不可能再成为主机，然而此从机的行

为与其他所有从机都一样，含有永久写入到主机的能力。

4. 当从主机上执行写入操作，它将与在普通的嵌入模式中执

行一样。此时主机将不会推送更新消息到从机。相反，从机可以

配置一个拉取消息的时间间隔。没有选举，更新操作仅仅只会发

生在从机上，任何时候都将同步一个写入到主机。

5. 将所有写入操作通过从机执行的好处是数据将备份到两台

机器上。这是建议的，避免当新选主机时可能造成回滚失败。

6. 当某台 Neo4J 数据库服务不可用时，协调器（coordinator）将

探测到并从集群中删除掉。当主机宕机时，新的主机将自动被选择

出来。一般地，一个新的主机被选定并在几秒钟内启动，在这段时

间将不会执行任何写入操作（写入将抛出异常）。当某台机器从故

障中恢复了，将会被自动重新连接到集群中。如果新的主机被选择

并在旧的主机恢复前执行改变，将会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数据。旧主

机将移除分支数据库并从新主机下载一个全版本的数据。

Neo4J 应用场景

网络与数据管理

现在网络和数据管理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复杂。如果是传统

的数据管理，则需要准备逻辑和物理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

描述了数据层的业务需求，物理数据模型指定数据将如何在数

据库中持久化。在关系设计中，需将一个公共结构应用于实体

的每个实例。比如，有一个客户实体，所有这些实体共享相同

的属性或属性集，这意味着必须在创建数据库和导入数据之前

发现并记录所有要支持的属性。而在图形数据库中，逻辑模型

就是物理模型，甚至可以把图模型看作服务模型。因为逻辑模

图 3  Neo4J 的存储方式

records data in

have

organize

have

Properties

Graph

records data in
Relationships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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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唯一的模型，从数据到数据库，比建立关系的主数据库解

决方案，需要更少的时间和更少的资源（人员、架构师、DBA

和开发人员）。在大部分情况下，图形数据库的潜力是显而易

见的，比如社交媒体、交友网络，实际网络技术。在这种情况下，

用户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关键的数据结构，即是所谓的网络。

作为图形数据库排名第一的 Neo4J，便是社交网络和主数据库

的最佳技术。

推理与推荐引擎

推理能力是人类智能的重要特征，使得人们可以从已有的

知识中发现隐含的知识。一般的推理往往需要一些规则的支持，

刚好 Neo4J 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工程师可以将用户的消费记

录、行为记录、网上的浏览记录、检索记录等整合到 Neo4J 里，

Neo4J 还提供新数据源的快捷添加方式，然后通过规则引擎，针

对实体属性或关系进行挖掘，Neo4J 便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未知的

隐含关系、探索相似度、分析复杂关系中存在的特定的潜在风险，

甚至是阻止诈骗团伙，形成一种链式的预测。

构建实时推荐引擎是 Neo4J 最常见的用途之一，也是 Neo4J 

强大而易用的用途之一。在互联网时代，营销手段多种多样，但

不管有多少种方式，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即分析用户和理解用户。

因为 Neo4J 可以帮助工程师结合多种数据源去分析实体之间的关

系，从而对用户的行为有更好的理解。比如一个公司的市场经理

用 Neo4J 来分析用户之间的关系，去发现一个群体组织的共同喜

好，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某一类人群制定社会关系、营销、买

卖、供应链和物流等策略。因此，只有理解用户的需求，才能更

好地去做推荐，Neo4J 便是最好的实现技术之一。

智能搜索与可视化

基于 Neo4J，系统将可以提供智能搜索和数据可视化的服务。

智能搜索的功能类似于图形数据库在 Google, Baidu 上的应用。也就

是说，对于每一个搜索的关键词，Neo4J 将返回更丰富，更全面的

信息。比如搜索一个人的身份证号，Neo4J 的智能搜索引擎可以返

回与这个人相关的所有历史借款记录、联系人信息、行为特征和每

一个实体的标签（比如黑名单，同业等）、属性等等。另外，可视

化可以非常直观地呈现出复杂的信息，使得用户对隐藏信息的如何

形成一目了然。例如搜索马云，除了马云自身的信息外，还可关联

出马云的家庭、马云的妻子、马云的企业等与搜索关键字相关的信

息。也就是说搜索引擎的图形数据库数据量越庞大，与某关键字相

关的信息将越多，再通过分析用户的特定条件，计算出用户最可能

想要看到的信息，从而大大提高搜索的质量和广度。

Neo4J 与机构知识库的结合

主数据库管理

以 DSpace 为例，合集、专题、条目、元数据字段之间的关

系相对复杂，如果数据量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度将会

呈现指数级增长。利用 Neo4J 代替关系数据库管理学术成果信息，

机构知识库将可以挖掘和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

搜索与展示

Neo4J 提供了两种便利的方式：一种是深度搜索，第二种

是广度搜索。也提供了两种搜索算法，一种是 A* 算法，另一

种是 dijkstra 算法。这些使编程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

还减少了项目时间、复杂性和成本。只要用户在查找学术资料

时提供一个简单的检索词或人名，通过 Neo4J 的图驱动推荐功

能，系统就可以推荐给用户与检索词相关的文章、学科，与人

名相关的作者、相关研究领域的其他作者等，还可以展示与检

索词或人名相关的主体信息，比如一个机构的简介、地理信息

等等。

去重

因为一篇学术成果在机构知识库中的描述字段比较多，所以

实际相同的两条数据可能会因为若干字段的错误或操作失误而被

误认为是两篇文章。如果出现这种情形的概率增大，随着时间的

增长，机构知识库系统中冗余的数据将会越来越多，统计数据也

不准确，会给学术成果管理带来诸多烦恼。利用 Neo4J 的相似度

推荐功能，系统可以通过两篇看似不同的文章的学术关系来判断

它们是否为同一篇文章，进一步推送给管理员或作者确认。

辅助认领

一篇文章的作者会有多个，另外可能会有同名或者写法不规范

的情况。利用Neo4J的社交推荐功能，系统可以通过这篇文章的作者、

单位、学科、领域等学术关系，推断出文章的所有“真实”作者，

并发送消息给这些作者进行认领或纠正学术成果的归属关系。

领域伙伴

一般而言，在检索、浏览、关注、打分方面相似的用户在其

他方面也会相似。基于在学科或相关研究领域方面的行为相似度，

利用 Neo4J 的聚类推荐功能，系统可以给学者推荐同样关注或者

擅长某个学科或领域的合作伙伴。

随着社交网络、电商平台呈爆炸性发展，各大互联网巨头越

来越看重图形数据库，它势必将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得到越来越多

的投入和应用。作为其中的一员，Neo4J 已经成为目前业界最流

行的图形数据库，呼声也最为高涨。

笔者认为，随着学术成果数据的逐年增长，机构知识库应该

考虑与 Neo4J 进行结合，才能让学术成果得到更好的交流和利用。

当然，图形数据库是这几年才兴起的，整体还不是很完善。

Neo4J 在数据插入、超大节点处理、内存分配等方面还有一些问

题，希望新的版本能够得到改进。另外，针对 Neo4J 的缺点，也

可以考虑尝试 OrientDB、Titan、Apache Drill、ArangoDB 等其他

图形或混合模式数据库。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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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吕红胤 于晨阳 苏涵 连德富 颜凯

近年来，有部分国内高校开始了数

据挖掘的探索。比如，浙江大学通过对

资产的归纳、整理，最终形成权威、全

面的资产数据，并提供数据查询和分析

服务。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能够提高教

室、实验室等资源的利用率。复旦大学

对特定群体的学生进行数据分析，发现

了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学生成绩的

显著差异性。清华大学开展了对优秀学

生成长追踪，观察成长路径的研究。以

上可以看出，虽然这些高校已经开始通

过简单统计和相关分析进行数据挖掘，

但是这些数据没有完全打通并协同分析，

而且分析缺乏深度性和广度性。

针对这些智慧校园建设的不足，电子

科技大学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设计了统

一的校园大数据分析决策平台，并首次提

出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的概念。该平台

不仅可以自动化地接入来自于校内的业务

系统数据、资源使用数据、网络日志数据，

而且能够接入来自于校外的互联网数据。

在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之后，进行数据的

标准化，存放在数据中心，同时通过应用

程序接口的方式，进行数据认证式的共享，

成功地解决了全校各个管理服务系统分割

独立，数据共享困难的问题。更突出的是

一体化平台中的计算中心周期性地调用数

据接口，进行包括挂科预警、贫困生挖掘

等的大数据分析与预测，将分析与预测的

结果提供给最上层的各类应用服务。电子

科技大学运用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提升

高校管理服务水平和质量，既是一个集成

不同部门、层次信息数据的系统性工程，

又是一个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创新管理服务

体系。

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体系架构

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是数据整合、

清洗与分析挖掘的开放平台。教育大数据

一体化平台的架构如图 1 所示，它由三大

中心组成，分别为数据中心、应用中心和

运维中心。数据中心旨在打破数据孤岛，

以 80% 的通用性对接现有的校园业务系

统，整合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等部门

的业务数据，同时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清

洗、管理与隐私保护，形成标准化的校园

数据。应用中心不仅提供隐私化的数据认

证接口与大数据算法服务，而且整合如学

生画像、教师画像等多样化的校园管理应

用，并不断横向扩展，形成“一平台、多

应用”的服务体系。运维中心采集系统应

用日志以及机器数据并为其建立索引，构

建强有力的搜索、分析和可视化能力，以

提供日常运维支持。

通过三大中心的协同工作，一体化

平台打破了学校各职能部门的数据孤岛，

不仅可以为校园师生提供便捷、高效、

精准的个性化引导和服务，而且能为学

校开展精准化、智能化师生服务提供总

体解决方案。基于该平台，电子科技大

学已开发了多项成熟的应用服务，如学

生画像、精准资助、失联告警、教师画像、

科研探索、财务评估等系统。本文将以

“学生画像”系统和“教师画像”系统

为例介绍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的应用

创新。

一体化大数据提供师生精准画像
电子科技大学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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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像：让学生得到精准的帮助

学生画像利用数据中心提供的标准化

行为与内容数据，包括课程成绩、图书馆

借阅、一卡通消费等，运用大数据分析手

段，量化学生在规律性、努力程度、学习

技能、经济状况、社交关系等多维度的特

性，揭示学生成长轨迹，基于预测模型对

学生的学业成绩、就业倾向、心理状况等

进行预测，从而可以为学校对学生进行个

性化与精准化的教育管理与引导提供重要

依据。下面针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

阐述。

1. 学业成绩预测

成绩特别好、特别差和成绩突变的学

生是教育者最关心的人群。直观地说，学

生成绩和他们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有密切

关系。特别地，基础知识的掌握好坏可以

影响到学生在相关课程中的成绩。为此，

借助以往课程成绩信息，基于矩阵分解的

降维技术，分析学生对具体基础知识的掌

握程度，并获得每门课程所含有的知识体

系。基于这些信息，该系统不仅可以预测

出每个学生在其他课程的得分，也可以预

测出这个学生在其他课程的挂科可能性。

这个算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分析课程之间

在知识体系上的相关性来进行成绩预测或

者挂科预测。比如某学生在以往课程中

曾修过微积分Ⅰ但成绩不好而且挂科了，

那么当他在修读微积分Ⅱ的时候，预警

系统就会预警该学生的挂科可能性比较

大，提示教育者及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

预，尽可能避免挂科问题。因而，挂科

预警实现了从后置性应急管理转变为前

置性预警引导。

由于课程成绩数据更新频率低，挂科

预警无法实时更新预测结果。然而，根据

我们研究发现，学生成绩也和自身的学习

以及生活行为习惯特性密切相关。学生在

校园内的行为习惯的变化是可以实时监测

的，对于预测成绩的变化特别有价值，所

以为实时地预测学生成绩提供可能。该学

业成绩预测系统借助了两个影响成绩最显

著的行为特性：努力程度和生活规律性对

学生进行刻画。用学生去教学楼打水、出

入图书馆的次数度量其努力程度。该次数

可以反映学生上自习或者上课的频率，间

接反映了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因而，

去教学楼打水次数高的学生、频繁去图书

馆的同学成绩较好。用学生出入宿舍、吃

早饭、洗澡等行为习惯数据衡量其生活规

律性。生活规律性与心理学中大五人格中

的尽责性密切相关，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尽责性高的学生，表现为自律、细心、有

条理性，有更好的学习成绩。因而为研究

行为规律性和成绩的相关性提供了理论支

持。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按时吃早

餐的学生往往会显出更好的成绩。这背后

的原因可能是早饭进餐这个事件在个体层

面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因而对个体的自律

与自控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除了努力程度和生活规律性这两个指

标外，学生的图书借阅历史也和成绩密切

相关。因为借阅的图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

兴趣爱好，不同的兴趣爱好会对成绩有不

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成绩好的学生借阅专

业方向的进阶读物，而成绩差的同学喜欢

借阅诸如小说的各类课外读物。此外，量

化了每本书和成绩的相关性，使得可以更

加精准地进行图书推荐。

最后，基于努力程度、生活规律性、

基础知识以及兴趣爱好这些特性，设计

多任务迁移学习算法来进行未来成绩的预

测。该算法不仅通过多任务特性考虑了特

征相关性在学院之间的差异性，而且还通

过迁移学习特点考虑了不同学期之间相关

性的变化。得出学生的成绩预测分析，能

很好地反映出学生成绩的未来走势。

2. 职业倾向预测

数据分析发现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技

能掌握情况、兴趣爱好是影响学生就业去

向的关键因子。家庭经济状况主要通过分

析学生消费数据，建立起消费数据时间序

列，度量消费的波动性、周期性与冲动性

图 1  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体系的架构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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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分析学生的课程成绩，判断出学

生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来预测职业选择。最

后，不同职业倾向的人的图书借阅偏好会

表现出较大差别，如考研的学生往往倾向

于数学等考研科目的书，出国的学生则对

外国文学和历史、雅思和托福类书籍情有

独钟。通过对以上三类数据的收集、分析

和挖掘，就能很好地对学生未来就业倾向

进行精准的预测，有利于就业指导教师为

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引导。

3. 社交网络构建与挖掘

社交网络的构建是通过分析学生之间

校园行为轨迹相似性来实现的，特别是统

计学生在地点共现（短时间内出现在同一

地点）的频率，分析共现的显著性。同时

通过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给不同个体赋

上独特属性标签，如专业、性别、民族等，

并以此分析出其个性化的社交需求，对其

社交圈进行刻画。以此为其定制与之适应的

社交网络推荐与信息推送服务，并将个体数

据分析结果展现给学校学生管理工作者为其

提供更好的管理工作参考。系统为学生匹配

有相同行为习惯及兴趣爱好的个体与其建立

社交关系，以此构建具有共同文化认可的社

交群体，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个体的社会交往

需要，对学生成长起到良性正面的促进作用。

4. 精准资助认定

准确定位扶助对象是实施“精准扶贫”

管理服务的前提，客观、动态和多维度

大数据整合库，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

础。对贫困生判定的影响因子主要有以下

几类：（1）学生家庭信息，包括学生家

庭成员组成、家庭成员就职单位、成员学

历、家庭年收入、负债金额等基本家庭信

息。（2）历史资助信息，收集学生以往

获得的资助信息，为其建立基础的数据库，

以便于查询学生是否获得资助、资助金额

以及经济困难情况。（3）在校一卡通消

费数据特征，包括一卡通平均单次消费金

额、单次充值金额及充值间隔、月消费总

额、逐月消费变化趋势、消费时间段规律

等。国内某大学就是利用这方面数据判别

贫困生，将 1 个月消费次数在 60 次以上，

月消费金额在 200 元以下的学生认定为贫

困生。这种单一的判别方式误差会很大，

影响判定贫困生的因素很多，应该综合考

虑。（4）资助获得后消费习惯改变的数

据信息，如在获得资助之后出现冲动消费

及大额消费的数据信息。（5）他人的客

观评价，收集来自于辅导员及周围同学日

常评价并转换为量化数据。通过对以上数

据的收集和处理分析，构建起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专项大数据库，在大数据分析的基

础上，建立起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识别系统

如图 2 所示。

它可以实现两个主要功能：一是识

别虚假贫困生，能够有效识别家庭情况较

好的学生申报贫困生冒领国家资助的现

象，对于这类学生取消其资助资格并降低

其信用评级；二是发现潜在贫困生，个别

家庭贫困学生由于自尊心较强等因素，往

往不主动申请资助，使得这类学生难以通

过传统的方式来发现。现在通过精准资助

识别系统，能迅速地发现此类学生，采取

发放隐性补助的方式进行帮扶（如每月定

时向其银行卡中转入一定数额资金），以

及实施动态补助等方式，很好地帮助困难

资助管理工作者对学生资助信息实施动态

管理。通过以上流程构建起数据收集、存

储、分析和数据挖掘为一体的大数据精准

筛选、甄别和定位系统，客观公正且及时、

动态和准确地识别校园亟待资助和扶助对

象。同时建立学生网络诚信档案体系，坚

持精准资助与诚信教育结合，核实学生资

助申请材料并将其转化为大数据记录，将

申请资助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记入学生诚

信档案并做好大数据标识，为管理者切实

做好精准资助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该精准奖助识别系统已经在电子科技大学

等高校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教师画像：为教师学术发展提供信息

“教师画像”系统是通过打通校园管

理层面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孤岛，实

现以教师为主体的数据挖掘，对教师个体

及群体的人事信息、科研项目、学科成果

及教学状况进行精准刻画，服务于高校人

事、科研管理的数据支撑系统。它具有三

大优势，一，全面：建立各门类数据桥梁，

全盘掌握学校的人事、科研、教学现状；

二，高效：打通数据流通渠道，实现信息

聚合，提高数据汇总效率；三，前瞻：挖

掘数据相关性，发现数据潜在价值，为管

理者提供决策依据。

“教师画像”系统应用方案如图 3 所

示，它首先整合校内外数据，内部数据包

括高校自身产生的项目、人员、经费、

设备等数据信息；外部数据包括各大公开

的科研成果数据库，以及各大知名高校的

科研人才数据等。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清

洗、转换、重构提取有效信息并将提取后

的信息存入数据仓库；使用关联分析技术

图 2  精准资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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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管理系统、财务系统、人事系统以

及基于互联网的大型科技文献数据库、专

利库等数据资源进行关联分析，找出数据

的相关性，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将提取

的信息应用在教师工作评估、教师成长轨

迹分析、高质量人才引进建议、学科前沿

研究方向探索、科技评价方法完善等服务

上，为解决高校人事管理工作两大核心问

题“外引”、“内培”提供建设性意见，

为传统的专家定性决策管理提供广泛的、

深入的数据支持。该画像系统的主要应用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师工作绩效自动评估

教师工作绩效自动评估系统通过整合

人事、科研、财务、教学等多门类数据信

息，采用教师经费效益、经费使用情况、

成果影响力、成果转化、同行意见等多维

度的评价因素，并支持不同单位结合各单

位的实际情况调整评价模型，全方面呈现

教师在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成绩，从而为教

师的入职、晋升、聘任、培训和奖惩提供

定量化决策依据。避免了传统教师绩效评

估受到的人为因素影响，使得评估结果更

加客观、准确。  

2. 工作轨迹评估

传统的教师发展研究主要停留在经验

层面，传统的教师信息系统只能看到单一

的信息，而“教师画像”是利用大数据刻

画教师，基于教师基础信息数据（包括学

习经历、海外经历、工作经历、岗位聘任

经历、科研项目、学科成果等），围绕教

师职业素养、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工作

绩效等多方面构建教师成长轨迹，并分析

影响教师的发展因素，从而制定个性化成

长方案，如预测发表论文数量、能否入选

人才计划、优秀青年教师等。寻求适合教

师的个性化发展路线，引导教师可持续发

展，实现教师个人与学校发展的“双赢”。

3. 学术圈层研究

搜集学术、社交网络等多门类广泛

的数据，如搜索每个文章的合作者，构建

合作者网络，挖掘隐藏其中的人才关系。

实现以人才为中心的数据整合，构建各学

科的学术圈层网络。利用该网络一方面可

以为校内教师寻找帮助自己提升的外部老

师，另一方面挖掘有潜力的学术新星，帮

助高校人事部门有针对性地获悉人才有效

信息，成功猎取高质量人才。

4. 科研热点

科研工作不能闭门造车，及时掌握

时下国内外的科研热点及难点，结合自身

能力与学科特点进行有效的科研工作对于

科研工作者至关重要。而在海量数据中分

析当下学科研究的热点及前沿，单凭人力

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

术。科研热点分析首先收集国内外论文数

据库、专利申报及项目审批等科研热点数

据信息，再对过滤后的海量数据利用大数

据算法进行挖掘分析，最后有效预测科研

热点，并结合高校学科建设现状与特点，

分析各学科前沿研究方向。为科研工作者

的科研工作提供有力的科研数据支撑，为

其选定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科研发展方向

提供有效建议，帮助其有效定位自身科研

工作努力方向及深度。

目前，一场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移动应用、智能控制技术为核心的“新

IT”浪潮风起云涌。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

的广泛应用，必将催生教育领域的深刻变

革。对此，电子科技大学抓住机遇，迎接

挑战，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创性地构建了教

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基于此平台创新性

地分别开发了服务于学生和教师的“学生

画像”和“教师画像”系统。利用“学生画

像”系统提供了精准预测学生成绩，就业倾

向预测和指导，助力学生精准资助等个性化、

精准化的管理服务；利用“教师画像”系统

提供教师工作评估、教师成长轨迹分析、高

质量人才引进建议、学科前沿研究方向探索、

科技评价方法完善等服务。

（作者单位为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

图 3  “教师画像”的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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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日前，国内大数据技术综合服务商曙光公司发布其最新的大数据技术解决方案——曙光

方舟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

据 IDC 预计，到 2020 年，全球就将拥有 40ZB 的数据量，而且如此规模之下，将是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并存。要从海量的大数据中攫取数据价值，无异于沙里淘金。

“行业用户要快速响应大数据的时代挑战、提高大数据处理效率，一款涵盖大数据全生态系

统的标准化大数据工具必不可少。”曙光公司总裁助理王海荣提出。当前各行业在从 GB 过渡到

PB 级数据分析过程中会遇到各种运维管理问题，“方舟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就瞄准了这一“痛

点”，致力于提供用户大数据融合、分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此次发布的曙光方舟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在发布前就已有多个客户进行应用，如江苏省通

信管理局、徐州公安、陆军指挥学院、镇江国税局等。“我们将进一步推进曙光方舟在更多城市

和行业的部署，以建立大数据汇聚、融合、共享到实现智慧城市的完整价值链。”王海荣说。

曙光公司发布大数据技术解决方案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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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二手商品交易成为了当代大学

生课余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学校每年都要

举办红红火火的“跳蚤”市场，可见大学

生对二手商品交易的需求很大，遗憾的是

校内的二手交易往往时间短暂，无法满足

广大学子的需求。目前应用市场上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交易平台软件，但这些软件通

常无法保证买卖双方信誉，可靠性不高。

因此，立足于满足高校学生二手物品交易

的需要，更为安全和便捷的高校二手物品

交易平台应运而生。该平台以 Web 网站

和手机 App 方式面向在校大学生提供二手

物品交易，通过学号等实名制注册来保证

交易双方信息的真实，从而保证了交易的

可靠性。

校园二手物品交易网站是基于 Django

框架开发的，该框架是一种十分高效的敏

捷 Web 框架，它把常见的 Web 开发的问

题抽象出来并提供了对频繁编程任务的捷

径，可以极大程度提高开发速度。Django

可以让校园二手物品交易这样开发复杂

的、数据库驱动的网站变得简单。Django

是一个优秀的 Web 框架，它为 Web 开发

提供了必需的组件和工具，更加方便用户

的开发。

Django 框架

Django 是使用 Python 开发的 Web 框

架，其架构如图 1 所示。Django 对请求的

处理机制主要有 HTTP 请求处理 / 响应和

URL 映射模块，HTTP 请求处理和响应主

要依靠 URL 的映射关系来找到后台对应

的处理逻辑。Django 应用的主要部分分为

模型层、视图层和模板层，分别对应着数

据库的操作部分，请求响应的处理部分和

数据展示部分。这三个层面的逻辑需要在

关系对象映射 (ORM) 和模板引擎的支持下

运作，ORM 机制将复杂的数据库操作简

化为对象的操作，构建起视图层和模型层

数据交互的通道，模板引擎则支持了模型

层数据的展现。Django 还提供了对数据库

和文件系统的支持，在 Django 中也可以

使用 SQL 语句操作数据库，并实现文件

的上传下载功能。

Django是一个基于MVC构造的框架。

但是在 Django 中，控制器接受用户输入的

部分由框架自行处理，所以 Django 里更关

注的是模型（Model）、模板 (Template) 和

视图（Views），称为 MTV 模式。MTV 模

式把 MVC 中的视图层分成视图层和模板

层，这样的分解，降低了模块之间的耦合

校园二手物品交易网站研究与设计

图 1  Django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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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利于后期的维护，因为可以随时更

换模版，而不影响程序的逻辑 [1]。Django

运作方式如图 2 所示，URL Dispatcher 根

据请求的 URL 来决定使用哪个后台逻辑

处理请求。每一个后台逻辑都将请求转化

为一个 request 对象，request 是 http 请求

的对象模型，可以使用 request 对象来操

作 http 数据，拿到用户操作的数据后，视

图层会将数据进行一定操作，提交给模型

层，模型层使用关系对象映射 (ORM) 机

制，将数据库的操作转化为对对象的操作。

Django 还提供了对 Mysql，memcahe 这些

数据库服务的支持，使开发人员可以最少

的代码、最快的速度、方便高效地进行各

种 Web 应用的开发和调试 [2]。

MTV 模式的网站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得出网站的功能架构

如图 3 所示。

网站基于 MTV 模式分为三层进行设

计，视图层负责业务逻辑，根据请求类型

返回不同的数据；而模板层负责页面设计；

模型层处理与数据相关的所有事务。

模板层设计

模板层是一些前端使用的静态文件，

主要负责数据的前端显示功能。在网站设

计中，需要在项目中创立一个 templates

文件夹存放网站所需的静态文件，然后在

setting.py 中设置好 templates 目录的路径

使得 Django 可以找到这些静态文件。

根据网站功能架构，模板层设计了登

录、注册、查看近期发布、查看用户信息、

查看我的收藏等页面。查看近期发布页面

如图 4 所示。页面设计采用了 HTML 与

JavaScript 的组合，HTML 负责显示 DOM

元素，JavaScript 实现动态效果。用户进

入最近发布页面后，浏览器加载 html 文件，

页面使用 ajax 的 post 方式将获取最近发布

物品信息的 http 请求发送出去，经过视图

层、模型层处理后，从数据库获取最近发

布的 10 条数据，经过模型层处理返回给

模板层 json 格式的数据，模板层解析后交

给浏览器渲染成现在的页面。

视图层设计

Django 中的视图层主要是用于控制要

显示什么数据，如何用代码来与 model 层

中定义的字段进行交互。视图层主要设计

的就是视图函数，在校园二手物品交易网

站的 views.py 中设计了一系列的函数，每

个函数对应一种请求，比如几个主要页面

对应的功能函数有 login（登录）、register

（注册）、recentBarters（查看最近发布）、

getUserInfo（获取用户信息）、createBater（发

布物品）、collectedBarters（获取我的收藏）、

getMyBarters（获取我的发布）等。视图层

提供了对 session 的支持，在用户登录时

调用 login 函数后，系统会生成一个随机

的 sessionid 以标识这次登录活动，并设置

了 session 的过期时间，使用 session 可以

很好地实现用户登录和权限检查的功能。

Django 的 URLconf 机制是使用正则表

达式匹配 URL 并根据匹配结果决定使用

哪一个视图函数处理来自这个 URL 的请

求，视图函数调用相应的数据模型来存取

数据、调用相应的模板向用户展示页面，

视图函数处理结束后返回一个 http 的响应

给前端。

模型层设计

模 型 层 使 用 的 是 对 象 关 系 映 射

（ORM），负责服务对象与数据库的关系

映射。针对于数据库中的每一张表，模型

层都将其映射为一个对象，表中的列映射

为对象的一个属性，对对象属性的增删改

查在底层就转化为数据库语句，对数据库

表进行增删改查。根据用户传来的数据，

模型层先根据传来的 user_id，转化成底层

的 SQL 语句，从 user 表中取到一个 user

的信息，再根据 ORM 机制，将这个 user

的信息转化为一个 user 对象提供给视图

层，视图层通过操作 user 对象就可以实现

对数据库的操作，这样可以实现请求处理

业务与数据库业务的分离，方便了操作。

使用 Django 框架不需要先建立数据

库表，当定义好 Django Model 后，在初始

化时调用 Syncdb 方法来自动在数据库里

面生成相应的表。本系统一共设计了六个

模型：未注册用户（包括学号、姓名、学

校字段）、已注册用户（包括昵称、姓名、

学号、学校、密码、手机号字段）、会话

（包括会话 ID、昵称字段）、用户收藏（包

括昵称、交易 shal 字段）、物品发布（包

括交易 shal、昵称、发布时间、交易描述、

主题、类别字段）、物品图片（包括图片

名称、交易 shal 字段）。模型层把模型映图 4  最近发布页面

图 3  校园二手物品交易网站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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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生成对应的数据表结构如图 5 所示。

由于应用目标是在校大学生，为了验

证用户的合法性，因此需要提前将授权学

校的学生基本信息录入到用户表中，需要

字段“学号”“姓名”“学校”。在用户

注册之后，需要增加“用户登录名”“密

码”“手机号”等信息。在服务器对数据

库进行访问的时候，绝大多数时间是对注

册过的用户进行访问，同时庞大的未注

册用户数量势必会增加对数据库操作的时

间，维护起来也相对比较麻烦。因此在模

型层设计时，把用户模型分成未注册用户

模型和已注册用户模型，这样在服务器对

数据库进行访问的时候可以大大增加数据

库的访问和查询速度。

数据库优化

校园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使用 MySQL

数据库，数据库的所有数据都可以由模型

层动态更新，数据库本身的性能优化则由

MySQL 来完成。

索引策略

从图 5 可以看到校园二手物品交易

网站数据库的六个表都设置了主键，而

且在主键上都建立了索引，整个网站在

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在查询发布物

品的信息、用户信息、查询我的发布和

收藏等，所以建立索引对于查询效率有

很大的提高。

当查询用户的发布时，会涉及物品发

布表和物品图片表，要对这两个表建立连

接查询，两个表中 Join 的字段是被建过索

引的，这样，MySQL 内部会启动优化 Join

的 SQL 语句的机制。而当用户查询收藏

的物品时，会涉及三个表的连接查询，这

样对于系统查询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由于网站设计了可以对发布物品进

行分类查找，所以在物品发布表的物品

种类上也建立了索引，对查询速度进一

步优化。

数据类型

数据库最基本的优化之一就是让数

据 ( 和索引 ) 在磁盘上 ( 并且在内存中 )

占据的空间尽可能小。由于校园二手物

品交易网站在用户查询最近发布、最近

收藏、用户发布的物品时，涉及数据库

中的三个表：用户收藏表、物品发布表、

物品图片表，而这三个表的信息是不能

修改的，所以这三个表的列的数据类型

都使用 VARCHAR 代替 CHAR，这样能

使每条记录的长度缩减，占据的内存变

小，这能给出巨大的改进，因为磁盘读

入会变快并且需要更少的主存储器空间。

在设计已注册用户表时，由于用户的

密码、手机号都是可以修改的，所以采用

了 CHAR 类型，避免了碎片的困扰，也降

低了在对表进行更新、插入操作时的对系

统的消耗。

使用 MySQL Query Cache

根据校园二手物品交易数据库的特

性，查询相对比较频繁，而删除、插入、

更 新 操 作 比 较 少， 所 以 启 用 了 MySQL 

Query Cache。

当页面获取最近发布物品、我的发布

或收藏时， 查询语句通过一定的 hash 算法

进行计算，存放在 hash 桶中，并把查询到

的物品信息存放到内存中，存放 query hash

值的链表中存放了 hash 值和物品信息的

内存地址和 query 涉及的所有 table 的标识

等信息。Web 端的查询语句过来会先进行

hash 计算，如果能够在 cache 中找到，就

直接从内存中取出结果返回给前端，如果

没有则 MySQL 解析器会对 SQL 进行解析

并且优化 [3]。这样对于这个读操作占主导

的网站的性能有很大的提高。

本文基于 Django 对校园二手物品交

易网站进行了研究与设计，得益于 Django

框架的高性能，使得开发过程变得简单，

而且各模块之间耦合度更低，有利于项目

的维护与扩展。本文还针对数据库进行了

一系列的优化，使得用户访问网站速度更

快，体验更好。校园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为

大学生交易二手物品提供了便利的平台，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目前，校园二手物

品交易网站已经在学校 IPv6 网络环境下

测试运行成功。

（作者单位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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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 Web 技术因其跨平台的特点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用户只需要登录浏

览器即可实现对嵌入式设备状态的查看与

控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地址

的需求量剧增，未来 IPv6 将在嵌入式领

域发挥巨大的作用 [2]。然而，目前 IPv4 技

术还无法完全被新的 IPv6 技术所取代，

这使得现有的应用程序必须同时兼容 IPv4

地址与 IPv6 地址。如何在嵌入式 Web 服

务器中同时使用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则

成为了嵌入式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3]。

本文从实际应用出发，设计了一个能够

同时支持 IPv4 与 IPv6 双协议栈的嵌入式

Web 服务器。

基本原理

嵌入式 Web 服务器的基本原理是：

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嵌入式设备的 IP 地

式为 Socket 通信。Socket 又称为套接字，

应用程序通常情况下通过套接字向网络发

出请求或者应答网络请求 [5]。Web 服务器

需要为每一个与其连接的客户端分配一个

socket 套接字，作为相互通信的基础。传

统的 IPv4 网络服务器建立 socket 描述符

的代码如下所示：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 服务器端 IP 地址 */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 客户端 IP 地址 */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bzero(&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80);

上述代码中，第一行和第二行分别定

义了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套接字地址变量。

第三行代码的作用为服务器端建立 socket

描述符，AF_INET 表明服务器使用的是

IPv4 协议族，而 SOCK_STREAM 表明使

用的是 TCP 协议。第四行代码是为了清空

址，随后浏览器向嵌入式 Web 服务器发

出 HTTP 请求，嵌入式 Web 服务器针对该

请求作出 HTTP 响应，最后浏览器对响应

的内容进行解析，以网页的形式呈现给用

户。嵌入式 Web 服务器原理如图 1 所示。

HTTP 请求和响应的报文是通过网络

进行传输的。浏览器向 Web 服务器请求

网页数据的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4]。

浏 览 器 和 Web 服 务 器 之 间 是 通 过

TCP 协议进行通信的，TCP 协议是一种面

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

通信协议。Web 服务器监听特定的网络端

口，当浏览器向 Web 服务器发出请求时，

两者之间通过 TCP 协议建立连接，然后

传输 HTTP 请求报文和 HTTP 响应报文。

Web 服务器实际上也是一个 TCP 服务器，

典型的 TCP 服务器的架构如图 3 所示。

针对现代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需

求，为了使系统中的嵌入式 Web 服务器

在支持 IPv4 地址访问的基础上，还能支

持 IPv6 地址的访问，本文按照图 3 所示

的典型 TCP 服务器架

构设计了一个同时支

持 IPv4 地 址 与 IPv6

地址访问请求的嵌入

式 Web 服务器，具体

实现过程如下。

设计实现

为了进行浏览器

与 Web 服务器之间的

通信，首先就要建立

网络连接，采用的方

支持 IPv4 与 IPv6 双协议栈的
Web 服务器设计

图 3  典型的 TCP 服务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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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缓冲区中，Web 服务器将会把数据发送

缓冲区中的内容发送至浏览器。第 6 行为

数据发送缓冲区中的内容添加一个空行，

因为 HTTP 响应报文的头部与内容要用一

个换行符隔开。

报文头部 Content-Type 表明了 HTTP

响应报文的内容类型，浏览器将根据内

容的类型来进行相应的处理。get_mime_

type( unsigned char* mime_type, unsigned 

char* source ) 的代码如下所示：

/* 功能：根据客户端的请求确定应答

的 MIME 类型 */
void get_mime_type( unsigned char* mime_type, unsigned 

char* source )

{

unsigned char *pChar = NULL;  /* 字符指针 */

unsigned char type[20] = {0};  /* 存放 source 字符串中的

type 信息 */ 

pChar = strrchr( source, '.' );  /* 寻找 source 中最后一个 '.' 号 

*/

strcpy( type, pChar );

if( strncmp(type , ".html", strlen(type)) == 0 )

{

strcpy( mime_type, "Content-Type: text/html\r\n" );

}

else if( strncmp(type , ".jpg", strlen(type)) == 0 )

{

strcpy( mime_type, "Content-Type: image/jpeg\r\n" );

}

else if( strncmp(type , ".png", strlen(type)) == 0 )

{

strcpy( mime_type, "Content-Type: image/png\r\n" );

}

return ;

}

上述代码目前可以对 html、jpg 和 png

格式的文件进行处理。如果需要对其他类

型的文件进行处理，可以再进行适当修改。

Content-Length 为 HTTP 响应报文中

内容的长度，可以用如下代码进行计算：
fseek( fp, 0L, SEEK_END );

file_size = ftell(fp);

fseek( fp, 0L, SEEK_SET );

计算响应报文内容长度的原理是将文

件指针移到文件尾，然后计算出文件尾距

sockaddr_in 结构体变量，为填充内容做好

准备。第五行是为 sockaddr_in 结构体变量

填入 IPv4 协议族。第六行填入 INADDR_

ANY 表明该服务器可以接收任意 IP 地址

的数据，即绑定到所有的 IP 地址。第七

行是为 sockaddr_in 结构体变量填入 80 端

口号，80 端口号为 Web 服务器中的 HTTO

专用的端口号。

参照 IPv4 服务器建立 socket 描述符

的过程，为了实现对 IPv6 地址的支持，

对上述代码进行如下修改：
struct sockaddr_in6 server_addr;  /* 服务器端 IP 地址 */

struct sockaddr_in6 client_addr;  /* 客户端 IP 地址 */

server_socket = socket(PF_INET6, SOCK_STREAM, 0));

bzero(&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6));  

server_addr.sin6_family = PF_INET6;  

server_addr.sin6_addr = in6addr_any;  

server_addr.sin6_port = htons(8080);  

新 的 Web 服 务 器 代 码 将 sockaddr_

in 结构体更改为 sockaddr_in6 结构体，而

sockaddr_in6 结构体的成员如下所示：
struct sockaddr_in6 {  

sa_family_t sin6_family; 

in_port_t sin6_port; 

struct in6_addr sin6_addr;   

⋯⋯

};  

成员 sin6_family 表明所使用的地址协

议族，PF_INET6 表明使用的是 IPv6 协议

族；sin6_addr为Web服务器监听的IP地址，

将其设为 in6addr_any 是要接收任意 IP 地

址发送的数据，即“INADDR_ANY”的

IPv6 版本；成员 sin6_port 则表明了 Web

服务器所使用的端口，使用 8080 端口而

不是 80 端口的原因是为了防止与嵌入式

Linux 设备上现有的 Web 服务器相冲突。

用 IPv6 建立服务器端的话，即使客户端

仍用 IPv4 的 socket 连接也可以正常通信，

IPv4 的地址会被转换成这种地址“::ffff:IPv4

地址”，即 IPv4 映射地址。

图 4 给出了浏览器向 Web 服务器发

送的 HTTP 请求报文的格

式， 其 中，URL 是 用 户

所 需 的 资 源。 例 如， 当

用 户 在 浏 览 器 地 址 栏 输

入“192.168.1.1：8080/

index.html” 时，HTTP 请

求报文的请求行为“GET 

/index.html HTTP/1.1”。从该行中即可

得到用户所需的资源信息。设计的 get_

user_url(unsigned char *url, unsigned char 

*request) 函数则可以获得浏览器所需的

URL。随后，将根据该 URL 搜索相应的

资源，并为组合 HTTP 响应报文做好准备。

Web 服 务 器 的 主 要 工 作 就 是 组 合

HTTP 响应报文，然后将其发送给请求网

页的浏览器。HTTP 响应报文的格式如图

5 所示。

HTTP 请求报文和响应报文的头部字

段主要有 Content-Length、Content-Type

等。为了实现 HTTP 响应报文的组合，本

文设计了函数 response_by_source(unsigned 

char* source, int client_socket)。该函数首

先将构造 HTTP 响应头部，然后和 HTTP

响应报文的内容即用户请求的资源进行组

合。函数代码如下所示：
strcpy( response_buf, "HTTP/1.0 200 OK\r\n" ); 

get_mime_type( mime_type, source );  

strcat( response_buf, mime_type );  

sprintf( response_tmp, "Content-Length: %ld\r\n", file_size );

strcat( response_buf, response_tmp ); 

strcat( response_buf, "\r\n" ); 

第 1 行的作用为构造 HTTP 响应报文

的状态行，向请求的服务器回应“HTTP/1.0 

200 OK”，表明请求已成功，请求的响

应头或数据体将随此响应返回。第 2、

3 行的作用是为了构造头部字段 Content-

Type，函数 get_mime_type( mime_type, 

source ) 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用户请求的

URL 得 出 请 求 资 源

的类型。第 4 行关键

字 Content-Length 指

的是用户请求的资源

大小。第 5 行的作用

是把 HTTP 响应报文

头部内容填入数据发

图 5  HTTP 响应报文的格式

协议版本           空格           状态码          状态码描述          回车符         换行符

头部字段名 值 回车符 换行符

空行（回车符或换行符）

响应报体

:

:

⋯⋯

头部字段名 值 回车符 换行符:

图 4  HTTP 请求报文的格式

  请求方法          空格            URL            协议版本           回车符           换行符    

头部字段名 值 回车符 换行符:

:

⋯⋯

头部字段名 值 回车符 换行符:

请求行

回车符 换行符

请求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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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文件头的距离，即是文件的大小；计算

结束后还原文件指针的位置。

在对 HTTP 响应报文的头部构造完成

后，可以先将其进行发送，发送代码如下

所示：
write(client_socket, response_buf, http_header_len);

这样就可以把 HTTP 响应报文的头部

发送给浏览器。接下来，就要对报文的内

容进行发送。发送报文内容部分的代码对

发送大文件进行了特殊的处理，首先从文

件中读取一定数量的内容，然后将其发送

至浏览器。循环往复，直到读到文件尾为

止，最后对文件进行关闭操作。代码如下

所示：
do{

unsigned int i = 0;  /* 用于计数的变量 */

/* 从文件中读取 20000 个数据项，每个数据项的大小为 1 个字

节，即读取 20000 字节的内容，返回实际

读到的字节数 */

read_count = fread( response_content_

buf, 1, 20000, fp );  

for( i = 0; i < read_count ; i++ )

{

response_buf[i] = response_content_

buf[i];

}

/* 分批发送 HTTP 应答报文中的内容 */

if( write(client_socket, response_buf, 

read_count) == -1 ) 

{ 

fp r in t f ( s tder r , "Wr i te Er ro r :%s\n " , 

strerror(errno) ); 

exit(1);  

}

m e m s e t (  r e s p o n s e _ b u f ,  0 , 

sizeof(response_buf) );

memset( response_content_buf , 0, 

sizeof(response_content_buf) );

}while( read_count != 0 );

fclose(fp);  

为了能对多个浏览器同

时进行服务，该 Web 服务器还增加了多

线程的机制。每当一个浏览器与之建立连

接时，Web 服务器会产生一个线程为其进

行服务，确保了服务的实时性。多线程的

代码如下所示：
pthread_t a_thread;

void *thread_result = NULL;

pthread_create(&a_thread, NULL, server_thread, (void 

*)&client_socket);  /* 创建服务器线程 */

整个 Web 服务器处理的流程如图 6

所示。

系统测试

在嵌入式 Linux 平台下，输入命令

“ifconfig”，即可得到当前设备的 IP 地址，

如图 7 所示。由图可见，该设备的 IPv4

地址为“192.168.1.106”，IPv6 地址则为

“fe80::c23f:eff:fef4:394b”。

在嵌入式 Linux 设备中

启动 Web 服务器程序，并在

后台运行。在浏览器中输入

Web 服 务 器 的 IPv4 地 址，

即 使 用 IPv4 地 址 访 问 Web

服务器，如图 8 所示。得到

Web 服务器反馈的网页如图

9 所 示。 由 图 9 可 见，Web

服务器能够输出 HTML 网页

以及 png 格式的图片。

 在网页中输入 Web 服
图 7  Web 设备的 IP 地址

务器的 IPv6 地址，即用 IPv6 地址来访问

Web 服务器，如图 10 所示，得到如图 11

所示的 Web 服务器反馈网页。

同时使用其他浏览器访问 Web 服务

器也会得到同样的响应结果，说明本文

设计的 Web 服务器能够同时支持 IPv4 与

IPv6 地址进行访问。

本文完成了一个支持 IPv4 与 IPv6 地

址同时进行访问的嵌入式 Web 服务器设

计，但目前也仅仅实现了输出网页内容的

功能，还无法对 CGI 脚本进行处理，并与

用户进行交互。后续将不断完善系统功能，

增加对 CGI 脚本进行处理的功能。

( 作者单位为南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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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是当前最热门的技术之一，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基于

网络的超级计算模式已经受到了学术界、产业界以及政府的广

泛关注 [1][2]。云计算平台利用虚拟化技术将云中强大的计算资源

和存储资源等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方便、快捷、按需的网络访

问服务，从而为用户节省大量的软硬件成本以及运营成本等。

云计算平台按照其服务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软件即服务（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平台即服务（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基础设施即服务（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不同的云计算平台为用户提供有差别的服务。因此，云平台的设

计与搭建是用户主要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 IPv4 地址资

源日益枯竭以及技术所面临的安全等问题，影响了云计算平台中

新兴业务的快速部署 [3]。IPv6 技术的出现，为云计算平台的设计

注入了新活力，使得云计算平台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安全和

快捷的云计算服务。因此设计基于 IPv6 技术的云计算平台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云平台设计方案 [4]。文献 

[5-7] 中提出在高校和科研实验室中搭建自己的云平台，主要用

于解决高校和实验室中硬件资源浪费、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

实现对高校和实验室中资源的集中管理。但是所设计的云平台

不是基于 IPv6 协议开发的，且不能够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

文献 [8-10] 中实现的云计算平台是在目前主流云平台的基础上

构建的，例如张帆等人 [8] 设计的一种基于 Eucalyptus 构建的云计

算平台，能够广泛应用于科研实验室、工作站、企业内部等小型

分布式计算环境中，但是由于 Eucalyptus 平台本身不支持 IPv6，

平台的可扩展性不强。李磊等人 [9] 提出了一种基于 OpenStack

的教学科研云计算平台框架。李小宁等人 [10] 提出了一种基于 

OpenStack 的在本地科研实验室中搭建私有云平台的方法，这两

个基于 OpenStack 所设计的云平台都能够实现资源的弹性分配，

并且能够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但 OpenStack 对于数据库具有很

强的依赖性，且网络性能并非最优。在文献 [11-15] 中，作者利

用 CloudStack 实现了相关云计算服务的优化，如负载均衡、虚拟

化部署、权限管理等。虽然 OpenStack 与 CloudStack 两个开源的

云平台支持 IPv6 协议，但是在上述相关平台应用的设计中均没

有考虑应用 IPv6 技术来提高平台的性能。

文献 [16-18] 中提出了基于 Hadoop 技术搭建云计算平台的

方法，利用 HDFS 为海量数据提供存储，通过 MapReduce 技术

实现数据的分布式处理。但是 Hadoop 平台自身不支持 IPv6 协议，

无法将其应用在 IPv6 环境中。文献 [19] 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Ceph

的云存储系统，但是该系统也仅仅是在 IPv4 网络环境下实现。

因此设计开发出一个基于 IPv6 的具有分布式文件管理的云计算

平台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基于 IPv6 的 CloudStack 云计算平台的设计与

搭建问题。由于 CloudStack 平台的高级网络部分能很好地支持 

IPv6 网络的配置，以及 Ceph 分布式文件系统支持 IPv6 协议，能

为每个用户提供私有的存储空间，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

性。本文以 CloudStack 平台和 Ceph 分布式文件系统为基础，利

用 IPv6 技术、虚拟化技术和分布式存储技术来设计一个安全、

高效的云计算平台，达到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的目的。 

CloudStack 云平台与 Ceph 文件系统 

CloudStack[20] 作为一个高可用性，高扩展性的基础设施即

 基于 IPv6 的 CloudStack 云平台架构设计

图 1  CloudStack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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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IaaS）开源云计算平台，支持 IPv6 网络协议，可以部署

在大型网络中并管理虚拟机实例。它是一个管理数据中心计算

资源的控制台，同时也是一个 IT 基础架构的综合管理系统。 

CloudStack 可以管理不同账号下任意多的虚拟机及其对应的复杂

网络。 CloudStack 通过对计算、网络、存储等物理资源的综合

管控以及完整的账户和 API 的支持，使其可以被用于企业内部

的私有云，或运营商托管的混合云以及类似亚马逊 EC2 的公有

云。它支持目前主流的虚拟机管理程序： VMware、KVM、Citrix 

XenServer、Xen CloudPlatform（XCP）、 Oracle VM 以及 Microsoft 

Hyper-V。如图 1 所示， CloudStack 采用了三层结构，客户端、

系统引擎以及资源层。用户可以通过 Web、终端和 Web 服务访

问平台。资源层将底层计算资源、网络资源和存储资源虚拟化成

资源池。系统引擎管理整个平台功能与服务。

为了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数据增长快的存储系统，我们选

择了一个具有高可靠性和高扩展性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Ceph[21]。

Ceph 分布式文件系统能够解决大量数据存储和管理的问题，

同时 Ceph 分布式文件系统支持 IPv6 协议，可以基于 IPv6 协议

实现更快速、稳定和安全的文件存储。如图 2 所示，其底层是 

RADOS（Reliable Autonomic Distributed Object Storage），允许应

用程序直接通过 LIBRADOS 访问对象存储系统，基于 RADOS 底

层结构的 Ceph 在同一个系统中同时提供了对象、块和文件存储

的功能 [16]。在云业务应用层选择 Ceph 分布式文件系统作为云

硬盘的开源方案，利用其 OSD 节点管理、冗余管理、传输管理

和检索管理等管理服务，实现可靠的多用户加密可检索文件系统。

平台的 IPv6 的网络配置

平台的 IPv6 网络配置如图 3 所示，使用 2001:250:4402:223::/64 作

为 IPv6的 CIDR，将该网络分成两个子网: 子网 A（2001:250:4402:223::/65）

与子网 B（2001:250:4402:223:8000::/65）。子网 A 分配给 CloudStack

的管理节点与存储节点使用，而将子网 B 分配给 Ceph 分布式文件

系统中的存储节点及控制节点。相对于 IPv4 地址来说， IPv6 支持

的主机数明显增加，可以更加迅速快捷的扩展云平台的规模大小，

比如在 CloudStack 系统中，通过动态的添加 Host 主机，扩大集群

的计算能力以及存储能力，在 Ceph 中，存储节点也可以进行动态

的扩充，支持 TB 到 PB 级的扩展。

平台总体架构设计

该平台整体分为五层，如图 4 所示。

表现层为 Web UI 与 Mobile Web UI 界面，分别为用户提供

电脑和手机终端访问；业务应用层为多用户加密可检索文件系统

与云资源管理系统，即云平台的 SaaS 层，实现用户之间资源的

共享和检索。在云资源管理子系统中，可以为 IPv6 的云租户提

供虚拟资源的申请，比如计算资源、服务方案、网络资源等。表

现层与业务应用层合为此平台的前端系统部分。应用支撑层分为

开源云平台 CloudStack 与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Ceph，实现对资

源的管理以及服务调配等操作。基础设施层包括服务器、存储

节点、网络设备及安全设备等，利用虚拟化技术对资源池进行管

理，实现对资源的动态分配等操作，使得该平台具有一定的扩展

图 3  IPv6 网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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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维护性。 IPv6 的支持解决了现有的 IPv4 地址不足的问题， 

IPv6 协议具有较灵活的报文头部格式和较小的路由表，这使得

该平台具有更大的吞吐量，能提供更多类型的服务。 CloudStack

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计算资源、网络资源以及服务资源等，

而在 Ceph 分布式存储系统中每个用户拥有自己的独立存储空间，

能够很好地实现用户基于 IPv6 协议上的资源的隔离与共享，这

使得该平台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B/S 架构的应用使得用户可以随

时随地访问自己的云资源，更加便捷地为用户提供服务。五层架

构的设计，完美融合了基础资源，真正实现弹性计算、按需分配

与资源共享。 

平台详细设计

平台的总体架构设计如图 5 所示。下面针对该平台的总体架

构分别进行各层的详细设计。

云平台客户端

云平台客户端主要是前端系统，即门户网站，分别通过 Web 

UI 与 Mobile Web UI 界面为用户提供手机和电脑终端的访问；门户

网站针对不同用户类型，用户显示界面有所不同，实现个性化定制。 

云业务应用层

云业务应用层的系统主要包括多用户加密可检索文件系统

和云资源管理系统。用户在使用文件系统时，可以管理个人云盘，

进行文件查询、删除、加密上传和下载解密等操作。通过 IPv6

协议的网络传输，能够保证平台与文件系统之间传输的服务质量

和安全性；管理公共文件区域，用户上传的个人资源可以选择共

享，对于用户共享资源可进行相关性安全查询；防火墙规则配置，

在 IPv6 的基础上配置网络的入口以及出口规则，实现网络安全

隔离；云资源管理系统可管理虚拟资源，通过设定 CPU 核心数、 

CPU 速率、内存大小等来管理计算资源，通过设定主数据存储

提供磁盘大小和 IOPS 等选项来管理磁盘方案，通过约定来宾网

络中虚拟路由器或外部网络设备来管理网络资源 [20]；管理门户网

站，针对不同的用户，可对其进行不同权限的控制。 

云应用支撑层

云应用支撑层由 CloudStack 开源云平台与 Ceph 分布式存储

系统两部分构成。 CloudStack 架构中涉及的服务器主要为两类：

管理服务器和计算服务器。 CloudStack 云平台的核心是管理服务

器，用于管理集群中 CPU、内存、网络以及云平台中虚拟机模板、

镜像、快照等资源 [22]。根据 CloudStack 提供的相关管理服务接口

如资源调度、资源监控、用户管理、安全管理、加密控制、安全

审计、配置管理等来实现具体功能。 

CloudStack 云平台的硬件环境应该考虑实际应用需求，实

现各种资源的整合，最大化的利用现有资源。 CloudStack 的网

络域包括基础网络和高级网络，由于基础网络的安全组不支持 

IPv6，因此本平台将会使用高级网络部署模式，在此模式下进行

虚拟实例创建以及防火墙规则配置。在高级网络中虚拟机可以接

入到多个网络，采用 VLAN 的方式进行账户间的隔离，由虚拟

路由提供多种网络服务： DHCP，DNS，NAT，Firewall，VPN，

LoadBalancing，PortForwarding 等。

根据实际项目的需求，采用如图 6 所示的架构图进行环境搭

建，当需求扩大，系统需要扩容的时候，直接在 KVM 集群中添

加 Host 节点即可。 

资源层

资源层由基础设施层和虚拟化层组成，基础设施层是云平台

的基础层，其主要部分是硬件设备，包括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

防火墙等。由于基础设备自身的差异性，所以目前主流云平台都

广泛采用虚拟化技术，包括计算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

化等，屏蔽了硬件设备的差异降低了复杂度，将底层资源进行组

织整合，实现一个高可用性、高灵活性的弹性基础架构。 

图 6   CloudStack 物理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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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原型系统的搭建和验证

该平台由 1 台服务器和 9 台 PC 机搭建而成。其中服务器 A

具有 4*E5-1603 的 CPU，频率为 2.8GHz， 16G 内存， 2T SAS 硬盘，

千兆网卡以及 HBA 卡，服务器 B-J 具有 4*i3-2120 的 CPU，频

率为 3.30GHz， 6G 内存， 500G ATA 硬盘，千兆网卡。本平台

利用开源的 CloudStack（4.6.0）与 Ceph（Jewel 10.2.1）来搭建，

每台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和 IP 地址设置见表 1。

该平台所设计的文件系统（ Ceph）的网络拓扑如图 7 所示。

搭建的文件系统集群的控制节点为三个，运行 mon 与 mds

服务，监控集群状态，每个存储节点运行三个 OSD，可以为每个

用户提供一定大小的私有文件存储空间，平台的设计具有很好的

安全性和容错性。

我们可以通过 IPv6 地址（ http://[2001:250:4402:223:10e0:3c0

f:edc4:8888]:8080/client/）访问 CloudStack 的管理界面。在管理界

面中，可以添加资源域、提供点、集群、主机等，并且可以为租

户创建相应的虚拟机实例。这说明了该平台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和可维护性。平台中的资源域所采用的网络类型可以分为两种，

即基本网络类型和高级网络类型。其中高级网络支持 IPv6 协议，

采用 VLAN 技术对虚拟机实例进行隔离。管理员创建资源域的时

候可以根据需求配置资源域的可见性。资源域可分为所有用户可

见公共区域与某些特定用户组可见的私有区域。这说明了该平台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以为不同用户分配不同的私有虚拟资源。

基于 IPv6 技术的云计算平台的建立，将加快促进云计算平

台中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共享，提升云计算平台的服务质量。

本文研究了基于 IPv6 技术的云计算平台设计问题，给出了基于 

IPv6 的 CloudStack 云平台的详细架构设计，并通过原型系统验证

了所搭建的云计算平台的性能，其结果表明所设计的云平台具有

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用户能通过 Web 浏览器或者客户

端的方式访问云计算平台的各种资源， IPv6 技术能为云计算用

户提供安全、便捷的云计算服务。

（作者单位：1 为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 为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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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服务器操作系统和 IP 地址设置配置

图 7  文件系统（ Ceph）的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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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快速发

展，高校信息化工作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的

进步和成绩，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不少短板

和问题，这其中以网站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在教育培训领域中，由于网络普及率及

信息化程度较高，网站数量多，所以存在的

漏洞相对也很多，尤其需要引起人们对高校

网站安全管理的重视。对此，南开大学从网

站安全管理面临的问题出发，结合工作中对

网站安全管理的认识和理解，提出基于反向

代理技术的网站安全管理模式。

网站安全管理面临的问题

2012 年以前，南开大学的网站都是谁

建设谁负责安全管理。但随着学校里网站越

建越多，网站安全事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校一级

信息化建设管理组织）经过组织会议研究，

最终做出决定：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以后简称“信息化办”）统一管理学校网

络建设，全面负责网站安全。从此以后，信

息化办担当起了管理全校网站安全的重任，

在管理全校网站安全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

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网站数量庞大，工作人员相对较

少，管理工作量较大。学校登记在册的网站

及信息系统数量将近 400 个，而信息化办信

息科只有 4 人，除了管理网站安全外，还要

负责科里面的其它工作。网站数量与管理员

人数的比例是 100:1，管理网站安全占据日

常工作量很大份额。

（2） 网站地理位置分散，不便统一管

理，很多网站的运行环境得不到安全保障。

搭建在信息化办数据中心机房的网站都有防

火墙、IPS、WAF 等设备进行安全防护，运行

环境相对安全；而分布在各个院系部处机房

的网站，由于经费及其他各种原因，难以保

证对网站进行有效的安全防护，运行环境比

较危险。

（3） 发生网站安全事件后，应急处理

相对容易，但追溯事件原因，进而修补漏洞

还很难。因为经验老道的黑客在成功入侵网

站后，通常会删除入侵相关日志，清理掉自

己入侵的痕迹后才会全身而退，这就导致网

站管理员难以追溯问题发生的原因，不能定

位漏洞，进而不能快速地修复漏洞。

（4） 其他问题。除了以上提到的问题

外，还存在网站管理员缺乏安全意识、监管

体系缺乏安全问责机制、网站开发管理模式

先天不足等问题。

网站安全管理模式探索与实践

2012 年以后，南开大学经过多次调研

讨论，在网站安全管理方面进行改革，相继

开展了一些工作，主要包括：

（1） 制度建设方面。建立校一级《南

开大学网站建设与管理规定》制度，明确信

息化办是学校网站安全的主管部门，确定南

开大学网站建设管理办法及相关流程。

（2） 技术保障方面。为辅助制度的执

行，开发了南开大学网站安全审查系统，结

合使用网站安全评估设备、网络防火墙等设

备，从网站安全准入、网站安全审查、网站

归档退出等三个方面（网站的整个生命周期

内）对学校网站进行全面的管理。

（3） 网站运行环境安全保障方面。采

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引进了相对安全稳定网

站群平台，引导用户将网站迁移到网站群平

台运行；二是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有安全防护

的虚拟化环境。

通过开展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解决

了前文网站安全管理面临的问题中的很多问

题，并对网站安全的管理成果已经初见成效，

网站安全事件明显减少。但是其中的问题（2）

（3）仍没能得到解决，为此，通过进一步

的调研、测试、甄选，最终选择使用 Nginx

反向代理技术作为处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学校在网站安全管理上面临的

问题，通过采用 Nginx 反向代理技术，对学

校网站管理进行优化，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自右向左看，最右面是分散的 Web 站点，其

中有搭建在数据中心机房的，也有分布在各

个院系部处机房的；中间靠右是 2 台 Nginx

互联网快速发展时期，网站安全形势越来越受到关注，南开大学通过一番改革和探索后，提出了基于反向代理技术的网站安全

管理模式，该模式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由于网站地理分散导致的网站运行环境得不到安全保障的问题；二是解决网站安全

事件发生后，日志被删除，难以追溯事件产生原因的问题。

网站安全管理难题 用反向代理技术巧应对
文 / 刘振昌 陈诗明 焦宝臣 杨阳 张弓

Nginx 是一个自由的、开源的、高性

能的 HTTP 服务器和反向代理，同时也是

一个 IMAP/POP3 的代理服务器，它是由

Igor Sysoev 于 2002 年开发，并且在 2004 年

发布了第一个版本。它的特点是占有内存

少，并发能力强，事实上 Nginx 的并发能

力确实在同类型的网页服务器中表现较好，

中国大陆使用 Nginx 网站用户有：京东、

新 浪、 网 易、 腾 讯、 淘 宝 等。 选 择 使 用

Nginx 服务器，其实就是使用它的两大特点，

一是高并发访问，二是代理，它能够快速

地解析静态文件，而对于动态语言实现的

动态程序则传递到后台的服务，实现了动

静网页解析的分离。

Nginx 介绍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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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代理服务器，反向代理服务器下面是 1

台日志服务器；中间靠左是 1 台（组）安全

防护设备；左侧是客户端通过互联网对我们

的服务器进行访问。自左向右看，客户端要

访问 Web 站点，必须要经过安全防护设备，

然后再经过 Nginx 方向代理服务器，留下访

问日志，才能访问到真实站点。为便于读者

理解，下面对示意图进行一下详细说明（自

右向左）。

（1） 最右侧，给分布在不同地点的网

站主机分配私网 IP 地址，其 Web 服务统一

通过反向代理服务器代理到公网。这样做的

优势是能够把网站主机 Web 服务以外的操作

系统及其他应用相关的漏洞控制在私网内，

从而缩小网站主机被攻击的范围。为配合此

操作，需要修改网站的域名指向到反向代理

服务器地址。

（2） 中间靠右，部署 2 台 Nginx 反向

代理服务器，服务器自身设置私网 IP，通过

Keepalived虚拟出公网IP对外提供Web服务。

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让 Nginx 服务器更加高

可用，能够稳定、高效的对外提供 Web服务。

（3） Nginx 服务器下面，搭建日志服

务器，通过 Rsync 的方式收集客户端经过反

向代理访问网站的日志。这样即使后端网站

由于网站漏洞被入侵，黑客也只能删除存在

于后端主机上面的日志，存在于日志服务器

上的访问日志是可以完整保留下来的，这对

根据日志查找漏洞，修复漏洞是很有帮助的，

直接解决了前文提到的第（3）个问题。除

此之外，反向代理上的

日志既可以设置成每个

后端网站一个日志，也

可以设置为所有网站只

生成一份日志。设置成

每个网站都生成一个日

志时，还可以配合搭建

Awstats 服务器对网站的

访问情况进行查看；设

置成所有网站只生成一

份日志时，可以对日志

进行一些大数据分析相

关工作。

（4） 中间靠左，在 Nginx 反向代理服

务器前面架设防火墙、IPS、WAF 等安全防护

设备，对通过反向代理访问的网站提供安全

的防护，减少网站被入侵的可能性，直接解

决了前文提到的第（2）个问题。

Nginx 功能很强大，使用反向代理的优

势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通过使用反向

代理还做了如下安全配置：

（1） 对学校主页等重要网站做负载均

衡。通过在 Nginx 配置 upstream 即可实现

该功能，示例配置如下：

   upstream www.nku.cn

   {

# 后端多台服务器地址

       server 192.168.16.61:80;

       server 192.168.16.61:80;

       server 192.168.16.63:80;

       server 192.168.16.64:80;

   }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www.nankai.edu.cn;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www.nku.cn/;

       }

   }

（2） 对网站的敏感目录或文件做访问

限制。通过配置目录的 Allow、Deny 选项即

可实现，示例配置如下：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www.nankai.edu.cn;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192.168.16.61/;

       }

       # 禁止 IP 地址 202.113.19.208 访问 /s/12/list.jsp

文件

location ~* /s/12/list.jsp {

deny 202.113.19.208/32;

allow all;

           }

       # 只允许 192.168.8.0/24 网段访问网站的管理目

录 /manage/

           location ~* /manage/ {

       allow 192.168.8.0/24;

       deny all;

           }

}

（3） 对网站的访问范围进行管理。可

以将网站的允许访问范围分为公网访问、校

园网访问、办公区访问、学生活动区访问、

有线网访问、无线网访问等。以允许办公区

和学生活动区为示例，配置如下：

需要首先定义 2 个访问范围的配置文

件，内容分别为：

teacher.conf

allow 10.10.0.0/16;

allow 10.15.0.0/16;

deny all;

student.conf

allow 10.100.0.0/16;

allow 10.150.0.0/16;

deny all;

反向代理配置文件 nginx.conf 内容如下：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teacher.nankai.edu.cn;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192.168.16.66/;

　# 仅允许办公区 IP 访问此网站

         include teacher.conf

       }

}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student.nankai.edu.cn;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192.168.16.68/;

　# 仅允许学生活动区 IP 访问此网站

         include teacher.conf

       }

}

网站安全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要把网

站安全做好，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用一

些安全设备或一些安全防护策略就能够完完

全全解决掉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持续不断

进行运维的动态过程。

( 作者单位为南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

图 1  基于 Nginx 反向代理技术的网站安全管理模式示意图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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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针对参加教育部“高

等教育信息化发展”调研的 273 所高校官方

微信公共账号建设情况进行分析，为使调研

结果更能全面体现全国各地的高校官微发展

现状，进而我们增补了广西、内蒙古、新疆

等地85所高校。最终，东北、华北、华中、

华东、西南、西北全国共七大地区，358 所

高校作为此次调研的调查对象。调研发现：

2016 年，微信公众号整体分布格局趋于稳

定，东南部地区情况好于西北部地区；发展

情况同样趋于稳定，受公共号运营主体的特

殊性影响，官微运营有明显的“淡旺”两季；

内容上，高校官微既会卖萌又能办事，既体

现新媒体的灵动，又不失官方性。

高校官微地区性差异较大

对调研对象重新梳理之后，发现358所

高校中，九成以上的高校都设立了自己的官方

微信，只有少数22所未设立学校的官方微信

平台，这其中不乏个别学校建立了记者团或是

团委官方微信，作为学校的官方微信平台。设

立官微的336所高校的地区分布如图1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以“漠河—腾冲”

一线为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北的每个省份、

自治州都不足十所学校设立官方微信，分界

线的东南一侧则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地区

经济发展程度，信息流通程度，对于学校信

息化，特别是学校信息发布平台建设都起到

一定影响。

北京市以 51 所高校位列第一，第二至

第五依次为江苏省、辽宁省、浙江省和湖北

省，除湖北省之外都集中在沿海经济带。分

界线东南地区虽整体好于西北地区，但省份

间差异还较为明显。北京、江苏为第一梯队，

约有30所学校设立官方微信；浙江、湖北、

天津、广东、上海等地区为第二梯队，这一

梯队约为 15 所学校；江西、海南、贵州、

吉林、黑龙江等地区每省约有 8 所学校建立

官方微信，列为第三梯队。从数值上看，各

梯队间差距较大。

2016 年 50 强整体“数”像

对 336 所高校官微信息回采，

整理出如图 2 所示的 2016 年高校官

微 50 强整体“数”像。武汉大学以

3 月份的 WCI 指数 1061.25 荣登年度

TOP1，前50所高校共发布文章数2万，

阅读量超 1 亿，平均点赞率 8.19‰。

平均每个 50 强高校官微每天推送 1.2

篇，每篇阅读数 7688，点赞数 122。

因为受到后台数据统计标准的变

化，2016年 4月 20日11时42分微信

平台关闭相关接口，此后再无10万以

上的确切阅读数，所以

该时段之前的数据，尤

其是阅读量与 2015 年

同期数据没有可比性。

但我们将春季学期与秋

季学期的相关数据进行

对比，会发现，除文章

发布总数秋季学期略逊

于春季学期之外，其他

指标秋季学期都高于春

季学期，但两者差距并

不大。可以看出，前50

名的高校官微的发展情

况已经基本稳定，只是

在小范围内波动。

上海交大包揽半年的榜首之位

纵观 2016 年一整年的 WCI 排行榜，

数值稳定在 950，最高值为出现在 3 月的

1061.25，最低值是 11 月的 949.52。上海交

通大学 6 个月称霸榜单，武汉大学和西南交

通大学分别上榜两次。上榜学校的微信推送

内容都以我很“交”傲等教育科研内容为主，

厉害了 word 微  高校官微既卖萌又办事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图 1  设立官方微信的 336 所高校的地区分布图

图 2  2016 年年度高校官微 50 强整体“数”像

高校“微”报告

读者服务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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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拇指阅读时代下的图文推送为主。

从图 3 的折线图中可以看出，5 月至 8

月 WCI 指数出现了长达四个月的下滑，不仅

如此，各项指标的最低值都出现在学校放假

期间。文章总数最低值 1219，点赞总量最

低值 98265，发布次数最低值 859 均出现在

2 月，其次 8 月的各项指标也远没有 9 月的

亮眼。这是因为学校官微不同于其他公号，

受众有较明显的活跃季和潜伏季。学校放假

期间，公号的用户活跃度大不如开学季，相

对应，高校官微团队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应对

非常时期。2016 年寒假，中南大学官微采

取只在周二、周四、周六和周日发送推送的

方式，来运营假期期间的官微。其他学校也

可以借鉴中南大学的做法，根据用户的活跃

程度，高效率地运营公号。

高校公号受众属性明显，公号与粉丝之

间有着强联系，这也是学校官微区别与其他

公号的不同之处。每所高校都应该根据自己

学校的特色、强势专业建立和运营学校公共

号，再把自己专业的影响力从传统的领域覆

盖到其他领域。例如，在“微”报告的第三

期中提到的南京艺术学院，通过发挥学校艺

术院校的特色，树立品牌文化。

“微”报告的第三期曾经提到，WCI 指

数 730 方能进入高校官微 50 强，从 TOP1 和

TOP50 的数据上来看，各学校官微建设程度

差距较大，榜首与榜末之间差距很大。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

基本稳定在每月榜单前 10 位，其他学校则

寄希望于一篇热门拉高影响力，受众习惯的

形成是需要长时间进行培养，不定期更新一

定会影响受众的忠诚度，尤其是所发的内容

和学校、教学以及考试无关时，无法触及受

众切身利益，流量和受众的大量流失不可避

免地会发生。

高校官微进“江湖”

在去年举办的 2016 中国教育政务新媒

体年会中，来自 75 所高校和 32 个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的与会者都深入探讨了一个问

题——教育新媒体未来发展趋势。东北大学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静女士认为，新媒体融

合及变革不是简单的物理汇聚，而是“1+1

大于 2”的化学聚变。互联网 1.0 到 2.0 的

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作为传播主体，有更多

的形式呈现内容，更要

做到的是传播效果的更

优化。中青报曾发文表

示“教育政务新媒体集

体 进‘ 江 湖’ 既 会 卖

萌又能办事”清华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沈阳

认为，高校官微已经不

是传统印象中那么“严

肃”，过去可能以信息

发布为主，现在更多在

展示文化内涵。

2016 年全年单日

阅读量破 10 万，以单

公众号 文章标题 发布时间 日阅读量 日点赞量

华中师范大学 关于范冰冰来我校参加活动的说明 2016/10/25 100001 4631

西南交通大学
CCTV 新闻联播丨世界最长中低速磁浮线正式载客运营  

西南交大提供核心技术
2016/5/7 100001 4554

浙江大学 浙大版《南山南》，我们把浙大唱给你听！ 2016/1/13 100001 3814

上海交通大学 五所交大版《南山南》，把百廿交大唱给你听 2016/1/8 100001 3581

深圳大学 请收下深大录取通知书，开启你的大学时“袋”【深圳大学】 2016/8/5 100001 3505

北京交通大学 赴你百廿之约：今天回家的地铁晚高峰，如此亲切 2016/9/8 100001 313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纪念建校 120 周年 2016/4/8 100001 3094

西安交通大学
我“交”傲！神舟十一号航天员、西安交大研究生景海鹏

和陈冬顺利出征！
2016/10/17 100001 2991

天津大学 南开 | 我们约定好，携手步入双一流 2016/10/17 100001 2649

武汉大学 影像 | 昨夜，我在武大走过那段樱雪纷飞路 2016/3/10 100001 2579

图 3  2016 年各月 TOP1 WCI 指数变化折线图

日阅读量为排名依据文章 TOP10，如表 1 所

示。紧跟热点，又不失校园特色。《南山南》

因为歌曲本身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没有绚

烂高亢的高音、没有华丽迂回的转音，就如

同故事般的娓娓倾诉，再加上民谣自身所特

有的讲故事的方式，在《中国好声音》第四

季中一炮而红之后，就被网友们改编歌词，

仿佛在唱自己故事般，就这样掀起了一阵“南

山热”。年度榜单中出现两回“南山南”改

编版足以见得，当时同学们对于校园版“南

山南”的追逐。东南大学版的“你在中央大

道凝视，泉映礼堂；我在九曲桥头沉醉，月

移花影。”、清华大学版的“你在荷塘的月

色里流连不归，我在学堂的窗棱间望月盈

亏。”、武汉大学版的“你在樱顶的日出里

展望远方，我在牌坊的明月里思忆过往。”

等等，这样既赶上了潮流，又符合学校自身

的特点，怪不得会受到广大大学生的喜爱。

榜单排名第一的文章“关于范冰冰来

我校参加活动的说明”，不同于其他九篇文

章，这篇文章更能体现官微作为官方平台的

作用。官微有威严，第一时间在官方平台发

声，有效控制舆论，塑立华师校园形象。

除了内容之外，语言活泼幽默，“洪荒

之力爆发！师大学子包揽奥运男子 20 公里

竞走冠亚军！”、“厉害了 word 安”像这

样的网络用语也是官微热门文章标题高频词

云的“座上宾”。

2017 年，《中国教育网络》将继续对

各高校的微信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届时敬请

关注。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 清博指数）

表 1  2016 年单日阅读量破 10 万文章一览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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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位 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基于 SaaS 的校园网监控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中心 章勇

华东师范大学：以数据流视角打造工作流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王冠西 赵春 张瑾 龚磊 沈富可

北京大学：基于微服务的数据服务框架设计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欧阳荣彬 王倩宜 龙新征

索尼：未来课堂整体解决方案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如何开展数据分析和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数据与信息中心 毛琦 刘俊 王齐

华南理工大学：基于 LMS3.0 的作业辅助评改模型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唐文军、邹杜、张凌

标题 单位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开放数据给学生创新舞台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金耀辉 符冰 王罡 王永坤

华东师范大学：数据交换体系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龚磊 赵春 王冠西 沈富可

华南师范大学：利用学生成绩数据分析调整教学策略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 何艺东 李瑞维 林南晖 
郑凯 罗辉琼

华东师范大学：数据质量管理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缪亚琴 陈丽蓉

中国矿业大学：构建主数据管理平台 中国矿业大学党政办公室、中国矿业大
学数字化校园办公室 辛良 侯效礼 陈越 崔晓鹏

华南理工大学：面向智慧校园的数据集成平台设计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梁倩

标题 单位 作者

上海海事大学：高校一卡通自助服务模式创新 上海海事大学 王玉平

锐捷网络：微哨智慧校园移动应用平台解决方案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互联网 + 资产盘点让高校资产“水落石出” 常熟理工学院 周玉珍 徐良 朱峰 蒋玉峰   

新华三应用驱动校园网解决方案：应用驱动校园网，赋能智慧校园 新华三 新华三

上海财经大学：自助服务系统让校园网申请更便捷 上海财经大学教育技术中心 陶晋

微校邦：高校智慧校园服务平台解决方案 北京微校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校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智慧校园移动应用平台创新奖” 

2016 年度“智慧校园创新应用推荐方案”

2016 年度“高校大数据创新推荐方案”

2016高等教育信息化

创新奖
（获奖名单）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网络》杂志
评选周期：2016 年 12月 16日 -2017 年 1月 15日
公示周期：2017 年 1月 24日 -2017 年 2月 6日
评选规则：网友代表投票 (40%)+ 专家评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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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位 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多链路 BGP 接入方法的探讨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中心 贺聿志 章勇

北京大学：基于用户体验质量的校园无线网络运行评价与分析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付中南 尚群 陈庆接 
公绪晓 周昌令

清华大学：基于 DNS 的用户在线检测的算法与应用 清华大学 常得量 张千里 李星

北京大学：校园网流量多维度行为分析及优化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公绪晓 钱杰 付中南 尚群

北京师范大学：高校数据中心机房建设研究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鲁学亮 陈平

北京建筑大学：校园私有云双活数据中心 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 魏楚元 牟综磊 孙绪华 
李勇振 孙頔 马驰 宋琦

标题 单位 作者

上海大学：基于 IPv6 校园的仪器设备能耗监控平台 上海大学计算中心、上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洪皓 张康  
倪剑樾 许华虎

清华大学：一种通用的需求驱动的 IPv6 地址生成方案管理系统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空间研究院、清华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系 何林 任罡 刘莹

清华大学：基于 IPv6 本地链路特性的地址配置和网络迁移技术 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 李子木 傅怡琦 郝辉

华东理工大学：基于 6LoWPAN 的教室灯光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枝琴 宋勐翔 王慧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于 IPv6 的众包技术车辆行驶行为分析与建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欧阳真超 齐之平 
赵晓柯 苏一鸣

齐鲁工业大学：基于改进 Bloom Filter 与 BP 神经网络的 IPv6 路
由查找算法 齐鲁工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魏中贺 潘岩 高鹰

2016 年度“下一代互联网校园应用创新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华南理工大学：三“云”合一让服务更灵活 华南理工大学 陆以勤

复旦大学：搭建混合云架构的高校知识管理平台 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刘百祥 尧玉恒 张凯 
赵泽宇 宓詠

上海海事大学：云计算环境下的高校 DevOps 实践之路 上海海事大学 王玉平

兰州大学：云计算为科研加速 兰州大学 张洋

浙江大学：云计算路线图 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张华 郑强 厉晓华

深圳大学：基于混合云的 MOOC 在线教学 深圳大学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 傅霖

2016 年度“高校云计算创新推荐方案”

标题 单位 作者

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区域教育身份认证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 冯骐 朱宇红 柯立新 沈富可

上海交通大学：VulTracker 漏洞管理与自动化跟踪平台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章思宇 姜开达

东南大学：基于 SDN 技术的网络入侵阻断系统的设计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磊 龚俭

上海交通大学：基于数据分析的网络黑名单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周立聘 谢锐

盛邦安全：Web 安全治理解决方案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
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当“校园云”遭遇突发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葛泓 范桢

2016 年度“高校校园网络安全创新推荐方案”

2016 年度“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推荐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