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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 :“教育”在先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 年，办好公平优质教

育，制定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

面对教育现代化的新挑战，面对新一轮的政策导向，不管是互联

网 + 教育，或是教育 + 互联网，我们有必要思考教育本源，来展望技

术将发挥的作用。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高等教育数字资源得到整理并开放共享极

大丰富的一年。从数据规模上看，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

台主要有四个，分别是爱课程网和网易云课堂合作推出的“中国大学

MOOC”平台、清华大学推出的“学堂在线”、北京大学的“华文慕课”

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好大学在线”。目前这些平台提供的慕课

在线数量已超过 1400 门，选课人次也已超过 3000 万。就单个学校注

册选学在线课程人数讲，仅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学校，2016 年一年选

课总人数就达到了 136 万人次，武汉大学则达到了 101 万，这是非常

令人振奋的。可以说，互联网等技术在教育普惠上，迈出了可喜的一

大步。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活动适应社会

转型（变迁）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是教育“硬件”和“软件”上同

时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精英教育，

还是大众教育，教师与学生不是各自独立的主体，教师的任务不止是

教，学生的任务也不止是学。利用现代技术，使得在知识生产的同时，

也使知识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同时知识得到再生产、再创造。互联网

+教育，能够使我们用更有效的方式，使千百倍于传统教育的学生受惠。

两会期间，北京大学李晓明教授等几位政协委员曾针对在线教育

进行过一次观点碰撞，这也为我们回顾了互联网 + 教育的初心，那就

是“公平”、“质量”，我们都不会也不应该偏离教育本身的规律，

要服务于教育的本质，那就是培养优秀的人才。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

合，将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还会降低教育成本。

从历史发展上看，高等教育既要培养人才的职业素养，又要塑造

能够创造未来、迎接未来挑战的人才，这也是国家正在提倡的推进“双

一流大学”的核心意义所在。今天的热门职业岗位，可能我们十年前

就没听说过，简单说，高等教育培养的不是面对已知的工作机会和挑

战，而是要培养能够自主学习的终身学习者。

互联网 + 教育，是教育形态的变革，是教育要素逐步集中在网络

平台上，而我们谈论教育现代化，在谈论现代化技术之前，先要谈教育，

要谈教育的要素，即如何在网络平台上，以适应现代技术的有效方式，

更好地集成和体现教育的要素，完成教育的目标。

教育优先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永远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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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向高校投入 1730 万英
镑研究人工智能

近期，英国政府宣布向全国

高校投入 1730 万英镑用于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的研究，文化部部长

Karen Bradley 表示，这是政府数字

战略的一部分。

Accenture 公司在去年的调查

报告中预测，截至 2035 年，人工

智能对英国经济作出的贡献将高达

6540 亿英镑。但是英国政府由于对

科技的过高投入而在去年曾遭到批

评。作为新兴数字战略的一部分，

计 算 机 科 学 家 教 授 Dame Wendy 

Hall 和科技公司 CEO、前 IBM 首

席数据科学家 Jerome Pesenti 受邀

重返人工智能领域。Dame Wendy

说：“我们的科学家、研究工作者

和企业家们都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

最前沿，我很期待这一产业和政府

之间将怎样合作互助 , 从而推动英

国科技的发展。”Bradley 女士认

为英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

她说：“支持我们正兴起的数字化

经济，把最好的硬件设施提供给发

展中的新技术是政府计划的一部

分，这一计划就是要发展一个现代

化、有活力、国际贸易型国家。”

（来源：BBC）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比尔·盖茨建议向机器人收税

近期，经常在人工智能话题上语出惊人的盖茨，又开了一

次脑洞。他建议政府应该向机器人收税。根据比尔·盖茨的说

法，如果机器人代替了人的工作，也应该对应于同等水平下的

人力劳动缴税。

在与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Quartz 的采访中说到商界想要

取代人类劳动，就应该负担一些后果。他说：“现在工人在工

厂中创造 5 万美元的价值 , 要为此收入缴税。如果机器人来做同

样的事，我们应该对机器人征收同等水平的税。”他说，“你不

能不收所得税，因为这也是同等水平下员工的支持资金。”

（来源 : 今日美国）

美国教授开发出新型浏览器跟踪技术

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已经开发出

一种新的浏览器跟踪技术，该技术可能让网民再也没有隐私可

言。该技术可以对互联网用户进行跨浏览器“指纹识别”，并

且其准确性达到 99％。

这意味着，即使网民习惯性地切换浏览器，他们也可能

被跟踪，跟踪者可以是广告公司、信用卡公司和网站运营者，

或任何其他人。浏览器“指纹识别”技术的原理是识别计算

机硬件和软件的一组特性，并为追踪的系统创建“指纹”。

网民可能毫无知觉，但他们的一切活动，包括安装字体和选

择屏幕分辨率都被监测，其信息被利用来创建可以大致识别

的个人资料。

（来源：Mashable）

Wi-Fi 或将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运营商纷纷开始推出无限流量套餐，未来消费者将不

再需要登录 Wi-Fi 来避免昂贵的流量费了。这一重大变化可能

会促使 Wi-Fi 退出历史舞台。

Telecom Media Finance Associates 的创始人蒂姆·法勒表

示，“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转变，自己经常光顾的咖啡店

可能不再那么迫切需要为顾客提供 Wi-Fi 了。”法勒估计，在

不限流量的世界里，消费者在体育馆和机场这类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所占的移动流量比例将从 1/2 降至 1/3。

（来源：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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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每年推出的“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堪称预言之书，

其上榜的多项技术，在未来都已经成为了改变世界的重要科技成果。

2017 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公布

今年 2 月下旬，《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2017 年

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发布。这些技术都是从过去一年的各项或攻克疑难问题、或

催生科技使用新方法的创新中遴选出来。而每年评选出来的榜单，均在科技界产生

极大的反响。那么 2017 年，这份榜单上出现哪些技术呢？

强化学习
技术突破：

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是一种人工智能方法，能使计算机在

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像人一样自主学习。

重要意义：

假如机器不能够自主通过环境经验磨

练技能，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其他自动化领

域的进展速度将受到极大地限制。

360°自拍 
突破技术：

消费级 360°全景相机，能

够更真实的还原事件和场景。

重要意义：

能提供 360°全景拍摄的廉

价相机将开启摄影的新篇章，也

将改变人们分享故事的方式。

基因疗法 2.0 
技术突破：

美国即将批准首个基因治疗

技术，更多基因疗法正在开发与

批准的进程中。

重要意义：

很多疾病都是由单个基因突

变导致的，新型基因疗法能够彻

底治愈这些疾病。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细胞图谱 
技术突破：

这是人体中各

种细胞类型的完全

目录。

重要意义：

超精确的人类

生理学模型将加速

新药研发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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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物联网 
突破技术：

可以感染并控制摄像头、监视器以及

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恶意软件，可造成大

规模的网络瘫痪。

重要意义：

基于这种恶意软件的僵尸网络对互联

网的破坏能力将会越来越大，也会越来越

难阻止。

治愈瘫痪 
技术突破：

无线脑 - 体电子元件可绕过神经系统

的损伤来实现运动。

重要意义：

全球有数百万人被瘫痪所折磨，无时

不刻都渴望着摆脱疾病的困扰。

实用型量子计算机 
技术突破：

制造出稳定的量子比特。比

特是传统计算机中的信息单位，

而量子比特是量子计算机的信息

单位。

重要意义：

在运行人工智能程序以及处

理复杂的模拟和规划问题时，量

子计算机的速度可能是传统计算

机的指数倍，而量子计算机甚至

能制造出无法破解的密码。

太阳能热光伏电池 
技术突破：

一种可以让太阳能电池效率翻倍的技术。

重要意义：

这项新设计可能会催生出在日落后依然

可以工作的廉价太阳能发电技术。

刷脸支付 
技术突破：

人脸识别技术如今已经可以十分精确，在网络交易等相关领域已被

广泛使用。

重大意义：

该技术提供了一种安全并且十分方便的支付方式，但是或许仍存在

隐私泄露问题。

自动驾驶货车
技术突破：

可以在高速路上自动驾驶的长

途货车。 

重要意义：

这项技术的发展将帮助货车司

机更高效地完成运输任务，但这一

岗位的薪酬可能会因此下降，货车

司机最终也将失业。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2017.4 中国教育网络 7

 

文 / 李志民

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并不十分清晰，从字面

来看，教育现代化隐藏的假定是教育不够现代，教育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是需要更新的，是指让教育从传

统迈向现代，而与现代社会同步之义。一直以来，我

们把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定义为以国际教育最高水平、

最先进的状态为参照的目标体系和追求，反映未来某

阶段或现实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

状态，教育现代化既是目标，又是过程，这种定义是

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

今天我们的国力强大了，教育投入增加了，教育进步

不断加快，逐渐变强了，如果继续稳定高速发展下去，

总有一天我们会是国际教育最高水平和最先进的状态。

在我们实现了原来定义的教育现代化目标之后，教育

肯定还要开拓创新，不会止步不前。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指教育现代性的实现，教育

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教育活动适应社

会转型（变迁）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在“硬件”

和“软件”上同时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的过程，

是指教育形态的不断变迁相伴随的教育现代性的不

断增长的过程。

教育形式和形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的，

因而，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也在不断改变。人类

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教育形式也从原始的

口耳相传教育发展成了适应农耕时代的教育。农业社

会的教育要素和教育实施主要集中在教师个人身上，

师傅带徒弟，名师出高徒。工业社会的教育要素和教

育实施主要集中在学校，学生和家长追逐名校，全社

会都是名校情结。

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正在推动

人类文明迈上新的台阶。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

的手段，还正在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也

正在影响人类的思维和情感沟通，必将改变教育形态。

信息社会的教育要素将集中在网络平台上，教育实施

将以个人选择为主，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真正实现个

性化学习，教育现代化的概念随之而变。

教育家顾明远最近指出，教育现代化就是以现代

信息社会为基础，以先进教育观念为指导，运用先进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过程。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过

程，就是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要求，通过教育改革和体制创新，由传统教

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教育现代化内涵十分丰富，

包括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多个层面，其灵魂是

教育观念的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指教育现代性的实现，教育现

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教育活动适应社会转型

（变迁）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在“硬件”和“软件”

上同时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的过程，是指教育形态的

不断变迁相伴随的教育现代性的不断增长的过程。

教育现代化的概念也要与时俱进

政策与焦点·总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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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有 70% 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一般

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传统方法满足部分需求，而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与发展，已经出现了全民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通过数年

的积累与发展，两三年后全球慕课课程将达到 5000 门这个重要门槛。

5000 门课是个什么概念？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课程总数也就大致

如此。当互联网上有了成千上万门慕课，我们不难意识到两点：第一，

其中有足够多优秀的课程；第二，将若干相关课程（不一定来自同

一所大学）组织成各种有意义“套餐”的可能性会很大。在这样的

视野下，我们看到在中国率先实现一种“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

的机遇，让每个愿意学习的年轻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一种系统化的高

等教育，其实践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闪光的元素。”

此次两会带来的提案之一就是加速慕课的建设与配套支持。

建议首先国内的大学可以将优秀课程彻底开放出来，并形成每

套 20 门左右的基本高等教育套餐；然后免费向社会上的年轻人开放，

进行套餐学习后给予结业证书，作为求职简历的一部分予以认可；

最后鼓励有条件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为这样的学习提供有意义

的附加服务，例如适当的面授辅导、师生见面、有监督的考试、身

份认证等，进行创新的学历衔接，对于这类服务产生的额外成本，

可考虑给予补贴。

全面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不仅是扩大高层次教育规模的问题，

更是我国在借助全球化浪潮获得蓬勃发展后，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

社会分化严峻挑战的基础保证。

本次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中，包括一个利用信

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的建议。建议国家鼓励

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一批虚拟现实教育示

范项目。

虽然国家已将教育信息化列入了“十三五”规划，

但制约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因素仍然较多。目前影响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区域经济

文化不平衡，导致教育信息化设施的条件仍然不能满足

实际需要，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城区与郊区、乡村学校

在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别；同时，重建

设、轻应用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地方虽然也投入了资

金，配备了硬件，开发了相应的系统，但是实际使用效

率不高。有的验收达标后就被闲置了，严重地影响了“三

通两平台”和教学应用的融合发展。

另一个原因是目前我们在解决了“受教育难”的问

题后，“受好教育难”的问题出现，虽然通过学校和社

会力量的努力，众多在线开放课程纷纷涌现，特别是国

家主导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信息化内容的获取问题。但现有的内容资源数量

依然偏少，名校、名师的核心优势资源较少，缺少激励

名校、名师开发在线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手段。

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对“三通两平台”的建设投入，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做政府工作的报告时指出，“扩

大数字家庭、在线教育等信息消

费。”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在线教

育被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在

“互联网 +”的大战略下，教育行

业将迎来什么重大机遇 ? 相关的

教育问题是全国“两会”的热议话

题，一起看看今年“两会”代表委

员们都提了哪些观点。

“两会”教育观点集萃
在线教育仍是讨论的热点

李晓明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教授 

利用慕课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

杨元庆

全国政协委员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希望国家推动建设虚拟现实教育示范项目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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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

全国人大代表

西安工程大学校长

整理 / 陶春（ 此文综合腾讯科技、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新闻编辑）

两会期间，我们提交了关于《关于加强互联网教育立法

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建议加强和完善互联网教育

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互联网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互联网教育在当前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说

形成了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对教育普及化、教育服务性、教育

终身性等方面都能做很多贡献。

目前我们的互联网教育发展非常快，势头也很猛，但无

序化程度很高。互联网教育目前几乎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比如

大多数互联网教育内容的承担者并非专业从教者，大多是技术

专家，正式教师进入得非常少，内容也是良莠不齐。因此，当

前急需立法来对互联网教育予以保障，使其健康有序发展。我

提出互联网教育立法的建议，并不是为了限制它的发展，而是

要让互联网教育未来能够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立法方面，《议案》建议应该借鉴国际上互联网教育

立法的经验，针对我国互联网教育已有的相关内容，将其综合

形成一部更具时代性、前瞻性、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有效减少

网络教育的负面影响，让更多人享受到网络共享知识的资源。

对此，《议案》中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首先建议将互

联网教育立法纳入“十三五”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启动互联网

教育专项工作，制定符合国情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互联网教育法》。

其次建议分领域分层次推动和完善互联网教育立法，互

联网教育是教育、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叉，不能指望“立

一法而管百事”，其法律体系还需要《教育法》、《学位条例》、

《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来统筹引导。

最后建议教育部出台相关规章、细则或办法，对此，《议

案》还专门罗列关于互联网教育的顶层设计、实践操作、保障

体系三个部分，供出台相关规章、细则作参考。

随着国家对教育公平化的重视，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一些

学校硬件条件已经有了改善，但软件方面比如优质的教学资

源等还是比较稀缺，而通过“互联网 +”手段能得到部分改善，

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情况下，一定要重视技术在教

育普惠化过程中的应用。

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化手段加速教师培训来提升优质

教师资源的供给，慕课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例如近几年，

翻转课堂教学法 (Flipped Classroom) 在国内外受热捧，从基础

教育到高等教育，成为不少教师选择的先进教学法。

另外一个方面，由于教育资源与模式的限制，传统的教育

体系中，与发达城市学生相比，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很难得

到一对一的教学辅导，学习的数据也很难得到记录与分析，帮

助实时改进。

据了解，目前部分互联网教育平台已经在积累相关大数

特别是向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倾斜，确保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均

衡发展。另一方面，完善“三通两平台”运营模式，积极探索

“专业运营企业参与、学校购买服务”的运行模式。通过市场

机制，引入第三方运营企业参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技

术培训和运行维护，把单纯购买硬件变成购买综合服务。通过

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让中国教育的“高

速公路”成为提升中国教育的推动力量。

在培育优质教育资源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在线开放

课程的开发设计、建构和推广工作，优化现有优质资源的开发；

在现有“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活动的基础上，认定一

批精品课程，支持名校名师等权威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向社会

开放，从而为在线开放平台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近几年，教育云、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迅速，

建议国家鼓励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合作，推动这些新技术在

“互联网 + 教育”的应用和推广，规范教育云实施标准，建

设一批虚拟现实教育示范项目。同时，鉴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日

益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存技能，学校适当提高相关知识的教学

比重，引导学生提高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技能，与时俱进地改

变传统学习方式，推动学生自主式、体验式和互动式学习，增

强自学能力，培养创新创造精神。

周洪宇

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互联网新技术提升优质资源供给

据，希望相关部门也能重视大数据教学在欠发达地区的应用，

做到真正因材施教，甚至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

的进步，做到给每一位学生配备一名优秀的“教师”，从而解

决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问题。所以，在这些互联网技术

的研发阶段，就应该把教育的应用结合规划进去。

互联网教育“野蛮生长”，建议完善立法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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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借助“互联网” 进行传统党建教育

近日 ,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孙景宏做客人民网论坛，就“学生党员

先锋工程”话题与网友进行交流时表示，信息化时代，各高校要积极利用互联网

的技术和，学会搭乘“互联网”的顺风车，探索通过网络进行教育引导的新模式。

孙景宏表示，在互联网思维的启发下，北京科技大学研究开发了具有北

京特色的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在线学习与考试系统。该系统有以下特点：第一，

系统为学生提供全天候的网上学习交流平台。第二，系统功能多样，使用便捷。

比如，该系统的在线考试模块，采取上机考试，考完提交，即时出分的运行方式。

第三，课程内容全面，形式丰富。系统的表现形式参照某卫视的“一站到底”

节目，设计了“一站到底”党课知识竞赛游戏模块，学员可以通过手机，自主“练

习”，也可以与他人对战，通过竞赛答题，学习知识。此外，借助该系统的平台，

课程内容能够为北京所有高校共享，入党积极分子只要登录，就可以进行在

线学习。

湖南师范大学反占座神器走红

读大学时，占座之风盛行，几乎每个人都体验过“一座难求”的窘境。近日，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出座位管理系统，巧妙解决了占座的问题。

3 月 6 日早上 8 点多，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5 级研究生刘同学来到图

书馆自习，发现座位的右上角有个二维码。原来，这是该校图书馆新开发的

一套“座位管理系统”。这套系统怎么使用呢？刘同学称，对方只要用社交

软件扫一下二维码，就会进行 20 分钟的倒计时。如果自己在 20 分钟内回来了，

还可以继续使用座位；如果超时，这个座位就得让给别人。“对于离开的人来说，

20 分钟短了点。”

“恶意占座一直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座位使用率很低。”湖南师范大

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鄢朝晖说，推出座位管理系统后极大地简化了座位管理

的流程，可以充分利用被占的闲置座位。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网络直播课程 

“在我的课上欢迎大家带手机，多说话。”老师通过手机直播对学生说。

这是发生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网络直播”课堂上的一幕。

时下，网络直播已成热潮。近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就推出一

门名为“网络直播”的公共选修课。在这门课程中，老师会在课上进行直播教学，

学生也将根据直播效果获得平时及期末成绩，考核合格后还可获得 2 个学分。

据了解，该门课程不仅会教授直播技巧等“干货”，同时也会让学生在课上

直接进行直播考核，甚至会邀请一些本地直播“红人”参与互动。该课程要

求报名学生至少拥有一个直播平台账号；播过一次观看人数达百人的直播；

对网络直播感兴趣并有一定了解⋯⋯虽然设置了重重关卡进行筛选，但课程

一经推出，仅有的 140 多个名额，就被哄抢一空。

中国“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近期，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此次大赛由教

育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人社部、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共青团中央和陕西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承办。

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介

绍，第三届大赛的主题是“搏击‘互联网 +’

新时代 壮大创新创业生力军”。大赛采用

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

与往届相同。3~5 月为报名阶段，初赛复

赛安排在 6~9 月，全国总决赛将于 10 月中

下旬举行。参赛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

生（不含在职生）和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

相比往届大赛，本届大赛进行了优化。

一是增加参赛项目类型，与第二届大赛相

比，增加了“互联网 +”文化创意服务组。

二是增加就业型创业组。三是鼓励师生共

创。四是增加协办单位。五是进一步加强

项目线下对接。六是进一步完善线上对接

服务。七是新增两项大赛同期活动开展“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召开“一带一路”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校长论坛。

《清华汉语》列 2016
全球新慕课排行榜第二

根 据 美 国 课 程 中 央 网 站（Class 

Central）对全球 2016 年新上线的 2600

门慕课进行的评选，清华大学开设的课

程《清华汉语》（Tsinghua Chinese: Start 

Talking with 1.3 Billion People）被评为

2016 年全球新慕课排行榜第二位。

《清华汉语》慕课作为汉语的入门

级课程，由清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

丁夏教授、王小宁副教授、鲁俐副教授、

李园讲师组成的教师团队打造。该课程

采用故事化教学法，使学习者更容易融

入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激发学习兴趣。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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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口

高校智慧校园 动动手指就畅通

未来五年，温州高校校园还会发生哪些改变 ? 日前，由温州商学

院主办的“十三五”信息化规划和云安全实践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传媒大学、温州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商学

院的专家，就“十三五”时期的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进行研讨。

会上，温州商学院副校长孙玉甫等专家提出的下一代校园网、高

校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得到与会嘉宾的一致肯定。“不久的将来，我们

的学生可以带上手指头就可畅通校园，用一个二维码就拥有用人单位

所需的一切数据。”温州商学院实验实训中心主任陈伟表示，“手指

头或者虹膜本来就是身体一部分，不可能不带，而二维码在手机里就

马上生成。所以，不久后，我们的学生在温州商学院或者大学城甚至

所有的高校，学生根本无须带现金、银行卡和手机就便利生活，去应

聘时既不需要打印大堆资料，因为学校整理的大数据已很齐全。”

121 所中小学完成光纤进校园

近期，据海口市教育局向媒体介绍，为加快海口市中小学校教育

信息化发展步伐，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以及“千兆进校园”

项目，海口市已完成 121 所学校的光纤铺设工作。

同时，海口市与西南大学合作举办两期海口市教育信息化高级研

修班，共培训教育信息化管理人员、教研人员和骨干教师 110 人。今

年海口市将继续推动“海口市基于大数据的发展性评价及教与学分析

系统”普及和应用工作。有序推进与企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合作项目，

选择 207 所学校作为第一批智慧教育试点学校，目前海口市已完成对

207 所学校 4000 余名管理员和教师的培训工作。

全面启动“互联网 + 教师专业发展”工程

近日，山东日照市教育局出台《2017 年互

联网 + 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实施方案》，以推进

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与“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整合设计，开发菜单式课程

资源，推进全市教师专业发展。

该工程包括网络课程学习和实践应用两个环

节。通过开发丰富的菜单式课程资源，组织全市

中小学教师通过山东省教师教育网完成不少于 36

学时的网络课程学习。同时，建设自主、开放的

教师个人空间和工作坊，推动网络研修与校本研

修整合，逐级建立优质课程资源库，不断完善中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2017 年“互联

网 + 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将强化各级专家队伍

建设，“一线名师”培训“一线教师”。

“数学高考机器人”通过中期评测

近期，全国 10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20 多

位专家，对成都的数学高考机器人进行了中期

监测。根据高考机器人的研发进度，本次考卷

总分 120 分，按照文科高考水平和方式出题，

监测组自带两套密卷，高考机器人分别取得了

86 分和 87 分的成绩。

据悉，数学高考机器人是国家 863 项目《基

于大数据的类人智能关键技术与系统》中的子

课题《初等数学问题求解关键技术及系统》。“数

学高考机器人”创始人、准星云学 CEO 林辉介

绍说，准星云学利用人工智能开发的一款产品

就是一支智能笔加上后台的人工智能系统。系

统通过这支笔进行数据采集，一键传输到云端，

后台系统就能对他在这个学科的学习力进行画

像。哪里写得快，哪里写得慢，出什么问题，

思维有什么缺陷，系统全能知道。

山东日照

浙江温州

四川成都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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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学有其新的特征，

最大特征是开放性：经济全球化，

教育则是国际化，尤其是大学。

亚洲正在经历快速发展时期。为

此，清华大学联合亚洲十余所

代表性高校共同成立亚洲大学联

盟。联盟将促进亚洲高等教育领

域的合作创新与文化交流，共同培养根植于亚洲多元化文化环境的青年

领袖人才，整体提升亚洲区域高等教育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亚洲

高等教育的崛起。”

——3 月 23 日下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由

清华大学牵头发起的亚洲大学联盟将于 4 月 29 日正式成立。

“我们需要将数字转型的效果最优化，避免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威

胁，要加强国际交流，考虑共同的标准和做法，考虑网络安全、知识产

权等种种问题。要在全球来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国家是无法独立解决的。”

——近期，克里斯托夫·拜尔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数字化

的转型不容易，并提出相关的观点。

“毫无疑问在线教育会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它在今天已经如此。我

对在线教育最赞赏的，是它能对传统的课堂教育予以补充，如果我现在还

在教授心理学课程的话，我肯定不会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我会让学生们

在网上观看课件，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更多的探讨、辩论、试验和推理。

所以我相信在线教育会创造改变教育方法的机会，让我们得以用更

有效的方式，去教育到较以往千百倍的学生。我相信在线教育将会扮演

愈发重要的角色，我对此非常支持，但我不认为它会代替那种坐在课堂

中，与师生共同学习的感受。”

　——3 月 18 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上，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先生接受中国青年报·中

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谈到对于在线教育的认识。

“每个人都有约束自己的方式，比如有同学习惯在桌子上贴张小

纸条，提醒自己要完成哪些任务等。随着技术的发展，同学们开始使用

App 学习，打卡也是约束自己的一种方式。对于打卡热的背后，衍生出

来的打卡任务化、功利化的问题，明确学习目的很重要，如果不明白自

己为什么要打卡，只看效率，不看结果，问题自然出来了。”。

——近期，学习类 App 打卡在高校里流行起来，成为督促同学们自

我学习的新方法。然而，舆论认为，打卡现象恰恰说明了大学生对于自

我的监督与规划能力的缺失。对此，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提出如上的观点。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声音 数字

1.9 亿
据《2016 中国网络安全报告》发布，去年 360

安全卫士捕获新增恶意程序 1.9 亿个，平均每秒出

现 6 个新病毒，其中网页挂马利用广告联盟再次大

规模活跃，正规网站甚至使用影音播放器等客户端

都频繁发生广告挂马事件，加密文件敲诈钱财的勒

索软件成为新兴的“病毒之王”。

60%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5G 在加速发展，但 4G 也没有停滞不前。截至

2016 年年底，已有 580 个 4G 网络在 188 个国家中

投入使用，这让 4G 网络覆盖全球近 60% 的人口。

4G 网络连接数在总体移动网络连接数量中的占比还

在增长，预计到 2020 年将上升至 41%。

2000 万
据近期“互联网 + 推进教育普惠恳谈会”公布

的消息，由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研发的“中

国大学 MOOC”平台，2016 年共向全国开放 542 门

慕课课程。目前，合作建设在线课程的高校已达到

90 多所高校，累计选课人次突破 2000 万。　

63.3％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 2001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3.3% 的受

访者自认是“低头族”，48.6% 的受访者忍不住看

手机的原因是担心错过电话或信息，47.1% 的受访

者表示过分依赖手机会降低工作学习的效率，70.5%

的受访者希望改变自己是“低头族”的现状。、　

1.67 倍
近日，百度宣布推出一款能将音频转化为文字

的 SwiftScribe 网页应用，将改变完全依赖人工的速

记行业现状。该网页应用背靠百度深度语音识别系

统，将音频文件转为文本，转化效率较人工速记快

1.6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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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本刊讯 近日，“IPv6 World Leader 

2017”（2017 全球 IPv6 世界领袖奖）颁

奖典礼在北京举行。CERNET 网络中心副

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星获得 2017 年度

该项殊荣。

1998 年 12 月，IPv6 被 IETF 通 过 公

布互联网标准规范（RFC2460）的方式

清华大学李星教授获
“2017 年度全球 IPv6 领袖奖”

2016 年 6 月	
IP/ICMP Translation Algorithm

2015 年 7 月	
Mapping of Address and Port 

using Translation (MAP-T)

2015 年 7 月	
Mapping of Address and Port with 

Encapsulation (MAP-E)

2012 年 11 月	
S t a t e l e s s S o u r c e A d d r e s s 

Mapping for ICMPv6 Packets

定义出台。就在这一年，李星主持建立

了中国第一个 IPv6 试验网络 CERNET-

6BONE。2004 年 12 月，中国下一代互联

网示范工程 CNGI-CERNET2 正式开通，

在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和李星教授的主导

下，CNGI-CERNET2 选择了纯 IPv6 的技

术路线，这也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纯

IPv6 互联网，并因此入选当年两院院士评

选的“十大科技进展”。2016 年底，国

际互联网标准组织体系架构委员会 IAB 向

全球倡议“放弃兼容 IPv4 协议”，证明

了这一正确的技术路线选择。

IPv4/IPv6 的过渡技术是李星近年来

关注的重点。其领导的团队在基于纯 IPv6

的网络上发明了 4over6 过渡技术，获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作为中国大陆首个非

中文互联网标准 RFC4925 的第一作者，

李星还领导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明了促使

不兼容的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的 IVI 技

术，该技术获得了 9 个国际互联网标准化

组织 IETF 的标准文档（RFC），并应用

于思科、华为、瞻博等国际知名的互联网

核心路由设备中，已经成为下一代互联网

最主要的过渡技术之一，为下一代互联网

在中国以至全球的发展与普及，起到了促

进作用。

2013 年，李星教授当选国际互联网

标准组织（IETF）的体系架构委员会 IAB

的一员。这也是这个互联网最权威的 13

人专家组织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委员。

“要充分认识 IPv6 在互联网发展中的作

用，针对中国特点实现跨越式发展，应对

网络空间安全的机遇和挑战，抓住超大规

模互联网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最关键

的，要重视技术研发和国际标准的推进。

必须鼓励在全球范围上的技术研究合作和

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互联网强

国。”李星教授表示。

李星领衔的研究团队历年获得通过的 RFC
2011 年 5 月	
T h e  C h i n a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Research Network (CERNET) 

I V I T r a n s l a t i o n D e s i g n a n d 

Deployment for the IPv4/ IPv6 

Coexistence and Transition

2011 年 4 月	
IP/ICMP Translation Algorithm

	2011 年 4 月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I P v 4 / I P v 6 

Translation

2010 年 10 月	
IPv6 Addressing of IPv4/ IPv6 

Translators

2010 年 3 月	
4over6 Transit Solut ion Using 

IP Encapsulation and MP-BGP 

Extensions

2008 年 6 月	
A Source Address Val idat ion 

Architecture (SAVA) Testbed and 

Deployment Experience
Rfc

RFC7915

RFC7599

RFC7597

RFC6791

RFC6219

RFC6145

RFC6144

RFC6052

RFC5747

RFC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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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Minerva 以一种革命性的做法试图开辟一种线上大

学范式，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这种几乎脱离实体校园

的“大学”遭遇了各种质疑。但其出现与发展，提醒

着我们一件重要的事，高等教育正在处在一个极富挑

战的环境中，这种挑战可能是大学存在几百年从未有

过的。说到 Minerva 模式，就不得不说慕课。

2012 年兴起的慕课，如今发展如何？

现在，全球慕课平台学习者规模为 6 千万左右，

课程规模在 6 千门左右。它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

名校、名师、名课；第二，服务社会学习者为主，以

Coursera 为例，超过 60% 的学习者为非在校学生；第三，

全球化服务，例：美国慕课平台的学习者大部分来自

美国本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第四，少量课程进入正

规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显示了慕课在高等教育中一个

独特的身份。现在，Coursera 少量课程被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学分认可，而 edX 与 ASU 合作开

设全球新生学院（GFA），被 MIT 承认的“微硕士”

慕课：重构大学课堂

与慕课相关的那些词

慕课英文名字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这个词出现多年，但是
到 2012 年才火起来。北京大学
教授李晓明在《慕课问道》中
对其的定义是：“主讲教师负
责的，通过互联网开放支持大
规模人群参与的 , 以讲课短视频、
作业练习、论坛活动、通告邮件、
测试考试等要素交织的，有一
定时长的教学过程。

SPOC（Small Pr ivate 
Online Course 小规模限制性在
线课程）。这个概念是由加州大
学伯克分校的阿曼德·福克斯教
授 最 早 提 出 和 使 用 的。 当 前 的
SPOC 教学案例，主要是针对围
墙内的大学生和在校学生两类学
习者进行设置，是一种结合了课堂
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混合学习模式，
是在大学校园课堂，采用 MOOC
的讲座视频 ( 或同时采用其在线评
价等功能 ) 实施翻转课堂教学。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也可译为“颠倒课堂”，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
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翻转课堂式”
是对基于印刷术的传统课堂教学结构与教学流程的彻底颠覆，
由此将引发教师角色、课程模式、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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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位 于 美 国 旧 金 山 的 新 兴 文 理 大 学

Minerva，把通识教育的种子撒向了其全球七个

校区。这所学校致力于培养“全人”，彻底变

革全球通识教育。

在 Minerva，人们看不见大型足球场、豪华

宿舍和宏伟的图书馆，甚至找不到实体的校园。

诸多美国媒体把 Minerva 称为“线上常青藤”，

这是因为 Minerva 设计了一个在线系统，让全

球学生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加入研讨课。从此，

传统教室不复存在，教授也能更好地了解学生、

发起互动。

校方介绍说：为保证积极参与，Minerva

规定每门课最多 19 人，教授一次说话不超过

4 分钟。在线系统会实时测量这些数据，控制

进入网络课堂的人数，一旦教授超时计时器就

会响起。此外，在线系统还能把课堂讨论时

间反馈给教授，以把未参与的学生带入讨论。

由于 Minerva 不设考试，所有课堂会被全程

录制，教授根据学生发言和思想的质量及发

言活跃度，用统一测量标准最终确定其成绩。

在培养学生良好思维习惯的同时，Minerva

Minerva 的新式通识教育之路行得通吗？

这两年受到广泛关注，英国开放大学也在 FutureLearn

开设学分课程。慕课继续发展，将面临着一系列功利

性挑战，比如慕课版权的规则制定，基于慕课的学分

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学历的取得等。

超脱慕课所面临的这些教育功利性挑战之外，实

际上慕课是非常自由的。它既可以实现大规模在线教

学，也可以深入大学帮助课堂实现从“教”到“学”

的转变。

回顾慕课发展的这几年，我们看到，慕课正在促

使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发生改变。首先，教师教学模式

发生改变。慕课给传统大学课堂教学带来冲击和启示，

促进教师对教学的反思以及对教学方法的探索、研究，

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变。其次，学生学习方式发生转变。

慕课为学生在网络平台上提供课程学习的全部环节，

学生可以按照课程进程规划，通过自主的学习、研究、

互动，讨论获得知识。在此之上，我们从前所提倡的

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有了依靠。

慕课最开始出现时指向的是自由学习者，后来随

着各种发展和实践，进入实体课堂，以 MOOC+SPOC+

翻转课堂的混合形式改变着课堂。“慕课正从课程

资源共享走向教育教学共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

化。”爱课程中心主任吴博认为，慕课应用到大学

课堂中，与传统教学融合结合，让课堂更开放、平行、

混合。

目前，慕课与课堂的结合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

以慕课为基础促进本校课堂的教学。如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专业的教学。“慕课首先是突破了时空限制。”

《金融学》慕课授课人、博士生导师李健说。2013 年，

他们把慕课引入课堂，这之后正好碰到全校教学改革，

这门课程从原来的 4 个学分降到 3 个学分，课时减少。

慕课于是成为学生课程学习的助手。二是以其他学校

的慕课为基础开展本校教学。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

如东南大学学生集中学习武汉大学所提供的思政课，

这种尝试和应用正在一点一滴改变着高等教育的生态。

在这样的实践中，慕课也被重新定义——慕课不仅是

课程教学资源，而且是教育教学服务。

在慕课的参与下，传统大学的课堂教学正在被重

构。

的学生第一年在旧金山

进行统一学习，然后在

接下来的三年里访问全

球七个左右的国家，收

获独特的学习体验。

不 过， 在 与《 经 济

学 人》 杂 志 的 访 谈 中，

校方也承认，说服学生

注册这些对于美国高等

教育而言还“未经验证”

的新式课程还存在挑战。

针对硬件设施的必

要性，Time 杂志指出，

越来越多的数字教育支

持者发现线上教育并不

是万能的。一名湾区的

大学顾问对她的学生说：

“要小心那些没有太多毕业、就业记录的学校。

在选择精英教育时，一定要慎重考虑，你真

的愿意在没有实验室的学校学生物吗？你真

的愿意在没有剧院的学校学表演艺术吗？” 

Minerva 回应道：“学生可以在实习中完成实

验室的工作，直接去所居住的城市的图书馆，

然后去附近的健身房使用运动设施”。

（本文摘选自《中美对话》）

第一年：正式体系
学习规定的核心课程及“120 种良好思维习惯”主题课程。掌握

基本学术语言，培养逻辑、推理和数据运用能力，提升批判性思

维能力

第二年：经验体系
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为确定专业做准备。鼓励学生观察世界、提

出假说、验证设想、得出结论，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第三年：复合体系
确定专业，深入研究。启迪学生观察多种多样的社会互动，并思

索如何提升社会互动的有效性。

第四年：修辞体系
根据个人兴趣确定毕业项目，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自主学习，

提升语言应用能力、交流沟通能力。

1

2

3

4

Minerva的四年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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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进课堂，教师最关键
“教师的教学习惯要变，他要跳出原本的心理舒适区，重新适应，重新定位，努力融到

现在这个生态里边去，这是必须跨越的一步。”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国内对慕课的认识正在趋于理性，最主要的原因

是从一开始的远距离发展到了现在的零距离。”接受本

刊采访时，爱课程中心负责人吴博说。

吴博认为，在国内， 人们对慕课的认识经历了从“很

美”到“比较美”的转变。“2012~2013 年，慕课横空出世，

它看起来足够的美，被寄予各种厚望；2014~2015 年，慕

课一时间风生水起，离它近了，挨着看很美；2015~2016年，

慕课被更多地应用，用起来比较美。”

资本的撤退也是慕课回归理性的一个原因。从 2013

年资本大规模进入，到 2016 年逐渐撤出，慕课的功利

性色彩正在减弱。针对此，吴博说，教育本身有其特殊

规律，任何试图改变这种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会在现实

中败下阵来。“教育慢工出细活，无论是慕课还是信息

技术都可以参与到教育中，但无法改变教育的规律，只

能去适应教育规律、优化教育。”

在吴博眼中，现在是慕课融入大学课堂，促进课堂

重构的好时机。课堂的重构是指在信息技术的参与下，

课堂由“教”的范式向“学”的范式的转变。“在信息

技术的参与下，课堂的重构是迟早会发生的，慕课是一

种可以推动重构发生的要素。而且，前期各种尝试和应

用，慕课与课堂的结合有了更丰富的经验。” 

慕课刚出现时，人们期待而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

慕课对高等教育产生革命性变革。既然这么多高质量的

课程可从网上获得，完备的人才培养环节也可由线下复

制到线上，那么，实体大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吴博没

有这种担忧。对于在线教育先驱密涅瓦大学革命性的教

学模式，吴博觉得这是一种试验。“实体课堂取消，教

师在网上授课的经验来自何处？如同电子商务与实体经

济的关系，实体经济都不复存在，电子商务还能好吗？

换言之，老师的根在哪里？教育的本在哪里？”

吴博觉得，教育在中国被全民关注，一种新的并且

愈演愈烈的趋势是，家长们把教育作为一项投资，每个

人都在谈论教育，每个人都在批评教育，但正如人们对

银行的各种服务有诸多不满但也绝不希望银行倒闭关张

一样，人们对教育机构的态度也是如此。因此，慕课不

会取代高等教育实体，但慕课可以融入高等教育中，从

而催生高等教育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生态。

吴博认为，慕课参与下的大学课堂面临的关键问题

是：如何在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中发挥作用？

他觉得，慕课要进课堂的关键是教师。教师永远

要和学生处于同一个频道，知道学生的需求，满足和

引导学生学习。“教学重构，最重要的是教师习惯的

重构。过去几年中，我们强调了慕课的制作技术，强

调了慕课的传播效应，但却忽视了课堂定位和教学设

计，而这是当下真正重要的。教师的角色如何配置，

他如何基于慕课对课堂进行重新设计，这对教师挑战

很大。要跳出原本的心理舒适区，重新适应，重新定位，

努力融入到现在这个生态里，这是必须跨越的一步。”

吴博说。

吴博：

吴博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教学研究室、爱课程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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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问题翻转比内容翻转更重要

《中国教育网络》：慕课进入课堂，可以给我们带

来什么？主要解决目前教学中的哪些问题？

吴博：慕课可以给我们今天的课堂带来什么？回

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先了解目前课堂的“痛点”。

今天大学课堂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粘合度，教师和学生

不在一个频道上。首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学生跟十几年

前，甚至几年前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互联网帮助教学的同

时也在打扰教学，学生的信息来源渠道极多，课堂就不那

么吸引他。其次，在传统的课堂里，学生是很少发声的，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他对哪些了解、对哪些不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课堂要如何变化才能实现教学的高质量？

慕课对课堂的重构，首先，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倒

逼”。它倒逼着教师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学模式，

逼着教师了解讲台下学生的思维和学习习惯，增加课

堂粘合度。其次，促使教师做教学设计的改变，教学

设计要以线上和线下一体化教学来支撑教学目的。第

三，慕课平台上的问题和评论要被课堂有效使用，有

时候问题的翻转比内容翻转更重要。

特别重要的是，无论你如何做教学设计，必须要

考虑到现在的学生和过去的学生的差别，学生阅读习

惯的改变引发了学习上的一系列改变。如果我们的学

生能认可慕课所扮演的角色对教学所起的效果，这样，

才真的叫进入课堂。

即使到现在，慕课已出现 4、5 年，但其实慕课

仍然是很小众化的，大部分教师并不理解慕课，做慕

通过率并没有那么重要

课的这批老师也是极个别的。所以我在 2013~2014 年

曾经说过，全中国极个别的老师在做一件很特殊的事情。

为什么一些老师做了慕课又回去？因为工作量太大。把

慕课真正用到课堂里，老师要处理好一件很关键的事，

就是线上和线下内容的结合。如何让线上和线下的学习

支撑这门课的教学目标，对教师是巨大的挑战。一开始

是很难，但如果形成了习惯，就是一种新生态。

《中国教育网络》：您提到，问题的翻转比内容翻

转更重要，怎么理解？

吴博：过去对学生问题的积累和管理很少，而这

恰恰是应当被重视的。2002 年，我去美国，见到一位

大学物理老师，他上的物理课全球有名。在 32 年的教

学生涯中，在计算机不发达时代他一直坚持手写教学

笔记，把每届学生在不同章节的知识点上出现的疑问

和问题记录下来。这些问题收集和分析后被用到以后

的教学中。每节课开课之前他会给学生抛十个问题，

这十个问题就是从这三十多年的教学中积累下来的。

他会基于这些回答结果对课程做调整。

我们课堂的问题很少，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学生

不好意思问，或者担心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

一个问题。而在慕课中，成千上万的学习者，他们对

于每节课的问题都不一样，教师把课堂上的 40 个学生

驱赶到慕课几万人的圈子里，他可以看别人怎么讨论，

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会成为重要的知识，把这些问

题收集、管理、分析后，将在现实课堂内产生价值。

学分互认短期难以实现

《中国教育网络》：爱课程现在发展状况如何，有

“慕课是新模式，它与传统教学模式有许多不一样，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学习者的不同。

如果我们理解并且接受慕课的多元化，通过率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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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慕课与课堂结合的应用新模式？

吴博：爱课程现在有中国大学 MOOC、中国职教

MOOC、中国大学先修课 MOOC、学校云 SPOC。我们

为 117 所高校提供在线课程中心云平台服务，支持高

校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包括 MOOC 和 SPOC），累计

开设 SPOC1400 余学期，支持 40 余万在校学生开展混

合式、翻转式教学和学习。

课程应用主要来自社会学习者自主学习、校内课堂、

校际课程。前两者比较常见，后者的合作现在正在不断

建立。如，东南大学正采用武汉大学的文科类慕课进行

本校的教学。东南大学是一所理工科见长的学校，文科

以及通识类课程教师比较缺乏，他们组织学生选择了武

汉大学的文科类课程进行学习。爱课程为东南大学生提

供一个专有的通道，学生通过身份认证学习相关课程。

东南大学本校也做了整体的教学设计，如，配备助教

组织学习、解答问题、布置作业。而武汉大学的老师

一学期会在东南大学面授 2~3 次课程。学期结束，由

武汉大学出题，东南大学判卷，东南大学根据本校情

况给学分，这样完成一个完整学期的慕课学习。爱课

程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了记录。

这样的案例不是个例，而且越来越多。这种模式

往后拓展会对高等教育整体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中国教育网络》：学分互认一直被认为是慕课发展

中的一个挑战，在您提到的案例中，学分认定是如何做的？

吴博：我一直认为学分互认在目前来说是一件难

以实现的事，原因在于学分认定的主体和依据都不明

确，《高等教育法》规定，学分认定的权利属于学校本身。

同理，在慕课环境下，本校学生学习外校课程，学分

认定的主体仍然也是本校，这是最科学的。学分认定

要找到一个双方彼此认可的逻辑。第一，认定的主体

是谁？如果 A 校外聘一个 B 校的教授，在这种情况下，

无疑学分是由 A 校来认定的，慕课的学分就可以这么

认。第二，学分转化。A 校这门课可能有 3 个学分，B

校可以根据实际进行自己本校的学分转化。

要实现学分互认，我认为那是很难的。但是目前

即使做不到学分互认，也得往前走。

《中国教育网络》：通过率会成为慕课发展的一个

制约因素吗？

吴博：慕课是多元化的，大规模学习者目的是多元

的。许多专家都在研究慕课的通过率低以及这个问题如

何解决，可是通过率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学校组织

学习这门慕课，通过率一定是百分之百。但是慕课平台

有很多自由学习者，他们的需求和前者需求很不一样，

我们没有必要用一种传统的指标来评判新型的教学模

式。慕课是新模式，它与传统教学模式有许多不一样，

如果我们理解并且接受慕课的多元化，通过率就变得不

那么重要了。

图解“中国大学MOOC”现状
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大学 MOOC 累计注册人数突破 620 万，累计选课

人次突破 2000 万。数据显示，本科学生人群最青睐慕课学习。讨论也很热烈，目前

讨论区每天的用户发帖量维持在 3000 左右，平均一个发帖能够引发 1.77 个评论和

11.26 个回复。还出现了课程“网红”——武汉大学等高校合作推出的 “思政课”慕课，

9 门课程 18 个学期，累计学习者 26.9 万，同步 SPOC 校内学生 1.64 万。

SPOC 课程数量达到 1329 门探索和实践在线课程应用新模式

校际 SPOCMOOC 本校 SPOC

91

570 门

43

143 门
96

116 门

学校 课程

课程类型

独立 SPOC

同步 SPOC

异步 SPOC

课程数量（单位：门）

373

624

332

71.11%

9.07%

6.09%

4.79%

3.25%

1.89% 3.81%

累计注册人数突破 620 万，累计选课人次突破 2000 万

139
214

373

638

累计选课人次（万）

2069

1424

1154

846

2015.03 2015.06 2015.09 2015.12 2016.03 2016.06 2016.09 2016.12

17 以下 18-23 24-26 27-30 31-35 36-40 41 以上

慕课学习用户中整体年龄偏年轻化，18~23
周岁用户比例为 71.11%，24~26 周岁用户
比例为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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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

员李晓明提交了一个关于慕课的提案。提案里，李晓

明提出，应加速慕课的建设与配套支持，以慕课为基

础推动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当互联网上有了成

千上万门慕课，我们不难意识到两点：第一，其中有

足够多优秀的课程；第二，将若干相关课程（不一定

来自同一所大学）组织成各种有意义‘套餐’的可能

性会很大。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看到在中国率先

实现一种‘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的机遇，让每

个愿意学习的年轻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一种系统化的

高等教育。”这并不是李晓明第一次在两会上提到慕课。

慕课参与下的高等教育

以慕课为主的信息技术参与下的教学会给全球

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李晓明的答案是：混

合——混合学习、混合教学、混合教育。虽然教学从

来都是混合的，但慕课参与下的高等教育，却超越传

统教学中的所有混合。这种混合正在慢慢地融入高等

教育的发展洪流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李晓明分

析认为，这样的混合是多层面的，将在高等教育领域

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其中，学历混合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慕课出现

后，学分互认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挑战，国际几大平台

也在一直试图做一些改变。到 2015 年，“微硕士”

（MicroMaster）概念出来，这是 MIT 宣布提供的一

个基于 MOOC 的供应链管理微硕士学位，明确是硕

士层次的，被 MIT 承认。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设计了

这种学位与传统学位的衔接，即学完之后可以申请去

读常规的供应链管理硕士学位，但课程量、所需的时

间和学费都减少，这可谓是慕课发展的一缕曙光。因

此， MicroMaster 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到 2016 年，多所大学参与一下子又发布了 18 个新的

MicroMaster 学位，这就是一种基于慕课的 “文凭创新”

（所谓 new credentials）。李晓明认为，当慕课发展到

一定阶段，得到全社会足够的关注和认可，甚至学士、

硕士、博士这种三层结构也是可以突破的。只要有社

会需求，新型的文凭就可能破土而出。“如果社会认，

就业认，学校反过来都会认。”这也是一种倒逼。“慕

课再往下深入，不同的大学有望互认新型学分，进而

互认前序新型学历。”李晓明说，现在慕课上的学习

经历和证书在同等竞争情况下是管用的，加分的。这

预示着慕课在社会层面上的进展，未来慕课成熟到一

定阶段的话，社会对其认同程度加深，会使得慕课在

学分层面有更多进展。

是挑战也是机遇

信息技术对大学教授而言，带来了什么？李晓明

说，首先是挑战。就在最近，他因为准备一个 PPT 拍

了一张课堂教学实景照片，发现偌大的教室里，只有

5 个学生。 “这是信息化社会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

教学生涯‘被’信息化影响的结果。信息时代，首先

给教师带来的是挑战，学生们不再甘心于‘认真听

讲’，你要先正视这种挑战。但信息化，也给我们

李晓明：以慕课为基础的教学将是未来常态

李晓明

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北京大学 MOOC 工作

组组长，在慕课平台上开设《人群与网络》和《慕

课问道》，还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了解慕课，进

入慕课。在 edX 平台上，他学习了由康奈尔大学

三位教授开设的一门名叫“网络、群体与市场”

的课程并且取得证书。撰写了《慕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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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生涯带来机遇——更加有意义，更

加愉快。”李晓明说。

2015 年， 李 晓 明 出 了 一 本 小 书， 这

本长相很“小清新”的小书名字就叫《慕

课》。这本书的诞生很偶然，5 月份，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邀请他去录一个课程，这个

课程是以慕课为主题的。正好这期间，高

教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他，希望能写一些关

于慕课的内容，普及慕课的相关概念，这

本小书就应运而生。这是高教出版社有史

以来唯一一本如此设计的书，李晓明称之

为“口袋书”，是一本体现 MOOC 风格的

BOOK。这本书之后，中国大学 MOOC 找

到他，希望能以这本书为教材，呈现一门

关于慕课的课程，这就是《慕课问道》的

来源。

仅仅半年的时间，他出了一本书，开了

一门课。 “为什么提到这些，其实是想说：

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支持下，以视频为基本

要素的、有质量的、低成本的开放式大规模

在线教学活动已经可以是常态，而不再是需

要特殊动员才能实现的例外。” 

所以他认为，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将成为未来

教学的常态。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技术已经成熟到可

以低成本实现有效的在线教学活动，二是在线（混合）

教学将会广泛融入到大学教学活动中，无论现在是否

刻意推动。 

“就好比现在我们用 PPT 教学一样，20 年前还是

个新奇的东西，现在几乎完全渗透在教学活动中了。未

来，混合式教学也将如此。而慕课的出现，不仅使这种

未来从现在就可以开始，而且同时也自然地让学校的课

程资源能够以几乎零附加成本大范围辐射到社会。”

开放共享推动慕课应用

现在许多文件里提慕课，都提到要建设慕课资源，

李晓明认为，用“开设”更合理，慕课最重要的就是

用起来。

如何实现他提到的慕课环境下的“全民义务基本

高等教育的愿景”？李晓明认为，有两个至关重要的

因素，一是版权需要开放，二是教师拥抱慕课。“大

范围慕课应用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知识产权安排

上坚持一种行之有效的开放共享精神与实践。为此，

建议借鉴国际公认的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简

称 CC）许可协议，既保护慕课作者的著作权，也排除

影响开放共享的不必要障碍。只有消除了使用权障碍，

各种应用创新才能层出不穷，从而推动慕课本身的持

续发展。否则，共享障碍重重，难有应用的动力，本

身发展必然乏力。尽可能开放，无障碍共享，是慕课

的希望所在。”

除此之外，是不断涌现出的慕课教师。目前做慕

课的教师仍然只是很小的比例，但李晓明认为会有越

来越多的教师加入这个群体，他说，“慕课将成为一

种社会性爱好，尤其是成为对广泛传播教育有兴致的

教师们的一种爱好。” 

在跟北大教师的接触中，他发现一个现象正蔓延，

慕课主力中不仅仅是中青年教师，许多老教师也很愿

意通过慕课传播自己的学问。“对于慕课课程的设定

应当是自由的。可以降低难度，也可以保持难度。我

们要允许各种尝试和各种想法，社会那么大，需求不

一样。”

2015 年，李晓明访问 Coursera。（从左到右分别是：李晓明， Coursera 的 Daphne Koller, 北京大学副

校长高松， Coursera 的 Rick L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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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全国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

共有专任教师 157 万人，高校教师中 45 岁以下者占

71%，中青年教师已经成为高校教师的主体。而高校教

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绝大多数教师来自非师范院校，

刚毕业就走上教学工作岗位，缺少教学实践，从 2012

年起，教育部正式建立了 30 个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

范中心，地方高校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也纷纷建立起

来，用以促使教师培训制度化，从而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那么，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如何让教师适应这个

时代的特点，提升信息素养，为此，我们采访了北京

大学教育学院的汪琼教授。汪教授目前正在组织开发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系列的慕课课程。第一批九门课已

在 2016 年下半年陆续上线，第二批也有九门课入选了，

计划于 2017 年暑假上线。

目前国内高校采用慕课大多是教师自发行为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当前高校教师采用慕

课教学的状况如何？ 

汪琼：关于慕课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目前来说如

果没有组织，基本上还是自发行为。比如，开设慕课的

教师要求学生学习自己的慕课。很少有老师会要求学生

学习别人的慕课，或者要求学生做别人慕课上的练习。

老师们会担心如果使用了别人的慕课作为教学资源，自

己讲课少了，或者不再批改作业了（因为可以使用慕课

的自动判题功能），学生可能会不乐意，学校政策可能

也不允许。换句话来说，如果要做到慕课进入高校课堂，

政策的挑战还是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

目前我看到的一些高校在校内教学中使用慕课资

源，要么是将慕课作为公选课，承认学分，要么是做

一些教学改革试验。大张旗鼓地建议在教学中采用慕

课这种优质教学资源提升教学质量的学校政策，我目

前还没有看到。

慕课建设能够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中国教育网络》：推广慕课的建设和使用，是

否有助于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素养以及教学能力？

汪琼：制作慕课，确实会对教学能力提升有帮助，

因为慕课的教学设计不只是设计知识的传递过程，更多

的是教师设计学生怎么学习的体验和历程，所以这就需

要把教师的教学经验集成到他的学科知识的传授过程中。

学习慕课也会有助于教师教学技能的发展，我看

到不少学校的骨干老师都自觉地在看同专业的慕课，

很大的动因是作为骨干教师，他在思考如何把自己的

课程做成精品慕课，因为教育部在未来的几年内准备

评选 3000 门精品慕课。

当前慕课的发展，主要还是依赖于教师的热情，

只有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课程建设过程中，为了让这

个课程禁得住考验，他才会在教学表达、知识传递等

方面动脑筋，也才会有教学能力的真正提升。

edX 和 Coursera 这两年在评选优秀慕课，其中有

一条评审条件我很认同，就是要看“教师对慕课的认

识和热情”。在目前的阶段，有热情的教师才可能想

方设法做一个不同传统的课程，也才会从学生学习的

角度去考虑课程内容设计，从而在改造课程的过程中

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汪琼：借助慕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汪琼

有热情的教师才可能想方设法做一个

不同于传统的课程，也才会从学生学习的

角度去考虑课程内容设计，从而在改造课

程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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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通过慕课建设来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

可能作用有限。因为目前高校教师自己制作慕课的，

少之又少，大部分还是依托一些公司。很多高校都有

慕课立项，制作单位基本是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教

师可能还要多学一种能力，那就是如何跟制作公司进

行沟通和交流。

希望通过开设慕课来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恐怕也会失望。因为要么是教师已经具备较好的信息

化教学能力了，所以开设慕课，要么就是教师在完成

慕课讲课环节的拍摄后，由学生来完成授课 PPT、或

者出考试题，甚至慕课授课过程的教学辅导也都是由

研究生来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信息化教学

能力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借助慕课资源可以培训教师教学能力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学校为了提高教师的

关于MOOC的几个话题

慕课：“回归课堂”还是“从未离开课堂”

汪琼：我理解提慕课“回归课堂”的

人是从旁观者角度说的，想强调慕课不能

只是给外人用而自己不用，或者想强调：

慕课是一种优质资源，不在课堂上使用太

可惜了。而谈慕课“从未离开课堂”的老

师是从慕课建设者角度说的，大多数慕课

建设教师都会在自己的教学中使用慕课资

源，甚至做慕课的动机就是想给自己的学

生用，不想日复一日重复讲授同样的知识，

所以从没离开过课堂。两种说法一致的一

点是：慕课应该也必须服务于课堂。

怎么看待国内慕课的发展趋势

汪琼：国内目前建设慕课热潮未退，

比较担心的是重复建设，因为大家在建设慕

课的时候都是想着要开设学生人数多的基础

教学能力，可以借助慕课做哪些改变？

汪琼：学校负责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部门就是教

学发展中心。借助慕课，教学发展中心可以做好多事

情。比如，组织学科教师分析该专业的某门慕课，研

讨慕课的教学设计，或者组织教师学习有关教学法内

容的慕课。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现在就有一些用于教

师发展的慕课，另外国外慕课平台如 Coursera 上有 100

门给教师的课程，edX 上有 80 多门，Future Learn 也有

40 多门。这些慕课都可以成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很好的资料。

比如，国内有些大学的教学发展中心已经开始向

新教师推荐《翻转课堂教学法》等慕课，还有的学校

在进行教改项目申请的时候，规定申请做翻转课堂教

学改革试点研究的团队必须有至少两个人拿到了《翻

转课堂教学法》慕课的优秀证书，这都是教学发展中

心借助慕课资源提高本校教师教学能力的一些举措，

是值得其他学校借鉴的。

课、专业课，实际开设出来的课程同质性很

高，缺乏区分度，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出彩。

未来的慕课建设应该会更加专题化，

一个话题讲三四周，也会更加成体系化，

若干门课程构成一个培养方案，真正服务

于终身学习者。

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退休教师有兴趣

自己制作慕课，一门课一门课做，将毕生

的学识固化为数字资源，这也可能会成为

一个现象，形成一种教育自媒体。

慕课知识产权主要遵循 CC 协议

汪琼：关于慕课知识产权，目前的通

行做法都是按照 CC 协议，如果你用的别

人版权的内容，上面写有“同样方式分享”，

而你的慕课却要做成收费的 SPOC，那你就

违背了别人的知识产权约定，只是很少有

人来较真。CC 协议的做法就是让知识产权

的问题通过公共规则来解决。至于自己原

创内容的知识产权，那就自己说了算。我

也是建议遵循 CC 协议，比较简单。教育

部关于精品共享课的版权协议是按照电子

出版物的版权规定制订的。至于各个学校

对慕课版权的约定，是归教师所有，还是

归学校所有，看各个学校的规定。国外也

有高校认为慕课是职务作品，归学校所有。

但大多数都是学校、教师共有使用权，教

师拥有著作权。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将课程及

资源公开给别人以后，就像数字文档拷贝

了一份，而自己手上的这一份并不会消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别人还帮你做了宣传。

很多人在允许别人复制作品的情况下，他

的声誉和名望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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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0 日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了全球第一个

中文 MOOC 平台——学堂在线。2016 年，学堂在线上

线三周年前夕，学堂在线注册用户数突破 500 万，选课

人次超过 690 万。日前，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主任

聂风华接受了本刊采访。

《中国教育网络》：自学堂在线平台创建以来，清

华大学不断创新，推出了混合式教学模式、混合式教

学专业硕士、学分认证等举措。您认为，在大学的整

个教育中，慕课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哪些是慕课不能

做到的？

聂风华：慕课并不是永恒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线教育比它更长久。大学教育中慕课可以实现两个

功能：一个是提高教育质量，另一个是促进教育公平。

无论是清华大学，还是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并不

是所有课程都是最好的。慕课使得老师和同学能够有

机会更方便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有了慕课，优质的

教育资源传播就比以往更加便捷。过去也有一些公开

课、视频课程等，但是慕课的出现又添砖加瓦，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公平。 

当然，慕课不是“万能药”。慕课对知识的学习

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教育不只是学习，还包括技能

培养、价值塑造等。虽然有些实践课程，学生在慕课

平台上学习时，通过 VR 技术可以更好地感受，但是与

实际操作还是有差异。比如电焊操作实习，通过传感

器与模拟的设备，学生可以感受相关力度、速度和角度，

但与实际操作时的心理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中国教育网络》：慕课往后发展，将会面对许多

功利性挑战，如学历、就业、对慕课教师的激励机制等，

您认为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吗？

聂风华：凡事都没有绝对，最难能可贵的是掌握

一个度，需要有一个平衡。对于就业、学历等方面肯

定要考虑，这个度把握得好自然会促进慕课发展。所

以关键是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和更好的模式、机制，让

它发挥出积极作用。

根据全球主要的慕课平台的统计，2015 和 2016

年清华大学的慕课数量，已经连续两年排在全球第一。

这里面既有学校的战略部署考虑和鼓励倡导，也有一

些机制上的保障。比如，对于老师第一次做慕课给予

特别的工作量认定、对于优秀老师的宣传、鼓励、表彰，

以及对于课程建设中资源的配备等，需要实和虚相结

合的措施进行引导和推动。

《中国教育网络》：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在线

教育的政策，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对在线教育在高校的

发展做出的支持？

聂风华：文件的下发对在线教育工作有很好的促进

作用，最重要的是教育部的表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另

外从如何建设、如何应用和如何管理上给出了明确意见，

政府、社会、学校应该分别承担什么职责，也都有表述。

总的来说，政策在促进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工作中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我们欣喜地看到，文件发布以后，各个

学校的课程建设势头非常迅猛，使用日益广泛。 

《中国教育网络》：慕课在高等教育中，从其历史

演变来看，您觉得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聂风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理论的演进，

总还会有其他新生事物来替代慕课，但是慕课发挥的

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

骚数百天”。对于慕课，我认为就要从它的本义去解

读，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在线

开放课程），很多高校也在建设慕课，这是很好的势

头。它不拘泥于学校使用或者是企业使用，重点在于

是 Massive 和 Open，以此为基础，提高教育质量，促

进教育公平。

聂风华：慕课不是“万能药”

——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在线教

育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在线教

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聂风华博士

慕课是现代科技和

教育理念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有其发生、

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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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建波

慕课走下神坛，回归课堂势在必然。自 2012 年以

来，慕课历经了喷发、质疑、反思的发展过程，并在

成熟的路上前行。虽然我们一直在实践、推广慕课，

但从师生、高校、教学管理等角度来看，慕课并未真

正全面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慕课的成长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我们大胆畅想，2017 年慕课将回归课堂，混合、

融合、翻转等慕课所延伸的不同教学模式将一点一滴

改变或影响传统课堂。

慕课资源将广泛用于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概念的出现先于

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在慕课

出现之前，混合式教学就已出现。混合式教学有不同

的定义，最简单的解释为：一部分教学通过线上完成，

一部分教学通过线下课堂完成，选取一门慕课的部分

资源与教学过程同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便构建了一门

属于自己的混合式教学课程。

1. 利用自己的慕课在校内开展混合式教学

如何将这些慕课与校内课堂教学相结合，以期更

好地提高本校课堂教学，是我们一直致力研究与实践

的。2014 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选取了部分上线运行

的慕课（如《工程图学》、《大学物理》等）进行混

合式教学改革：10%~30% 的章节通过线上教学完成，

其余部分以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完成。为了对两种教学

模式进行比较，我们还选取了参考班级或对照班级进

行试验，发现两门课程的教学实践效果均优于纯传统

教学班级。自 2015 年起，越来越多的课程开展了基于

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并扩大了实践范围，在线教

学的章节比例扩大到了 30%~60%。

2. 利用自己的慕课在校内开展翻转课堂教学

混合式教学与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在定

义上有一点区别，混合式教学强调将教学内容分为线

上和线下（主要是教学内容的线上线下混合）。翻转

课堂教学则是将教学分为课前与课后，先让学生在课

前通过线上资源自学课堂内容（一般为线上教学视频），

后由教师在课堂中组织学生开展多种模式的主动式学

习（主要是教学秩序的先后翻转，知识传授前置，知

识内化在课堂中进行）。翻转课堂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其常

见的教学方式有：小组讨论、情景模拟、辩论赛、游戏、

模拟法庭、社会实践、实验、激战游戏等。

上海交通大学自 2012 年以来就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翻转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以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李威仪

老师的《物理异想》为代表，2012 年暑假我们将李老

师的课程录制成视频课程，2013 年开始实施翻转课堂

教学。教学安排不再严格按照周次与章节对应，学生

课前在线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课堂教学中不再

讲授之前的教学内容，更多是根据学生在线学习的总

体情况进行以下教学工作：

测验——每次 5 分钟左右的课堂测验，目的在于

检查学生是否独立完成在线部分的内容学习（通过课

堂测验，李老师发现 90% 以上的学生自觉完成）。

游戏——组织学生进行分组游戏，使其对物理学

习产生兴趣，再对某个知识点进行深入解析，并对课

前教学内容进行归纳应用，让学生更好地学会理论知

识的实际应用。

参与——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参与物理课堂，线

上可以通过讨论区互动，线下以小组讨论方式参与课

堂教学。

翻转课堂的应用与实践更大程度地让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教学，将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还给学生。

3. 利用慕课课程为其他高校开展翻转课堂教学

上海交通大学“好大学在线”的使命是让所有人

都能上最好的大学，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强调

共享教学服务，而非教学资源。2014 年，“好大学在线”

组织了大规模的线下共享翻转课堂实践活动，将课堂

送进国内高校，学生在线完成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任

慕课 2017：回归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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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学团队接受选课学校的邀请对课程进行翻转教

学。在此模式下，有带着学生进入药用植物园开展“闻

香识草药”的活动，也有带着“设备”为学生进行“心

肺复苏术”等常见急救与自救技能的现场训练， 还有

带队进入高校开展常见慢性病的情景剧演练和课堂体

验环节。翻转课堂也成为好大学在线的特色，同时也

是学生通过慕课获取学分的“重要环节”之一。

国内各大平台相继开展了基于慕课的翻转教学，

这些翻转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教学内容的前置，

而在于将慕课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利用慕课的优势帮

助传统课堂突破时间、空间、人群的限制，让学习者

在自由的网络空间内学习和讨论，同时利用了翻转课

堂的“明星效应”。

4. 将他校慕课资源用于教师的课堂教学

越来越多的老师发现，网络上的慕课课程资源可

以用作自己的课堂教学素材。在开放课程时代，就曾

有教师选用 MIT、Harvard、Yale 等高校的开放课件作

为自己的教学资料，进行适当地改编后使之更适合于

自己的课堂，并遵从 CC 协议（共享协议）进行有限的

传播。我们也推荐老师们开展多种形式的翻转教学。

基于慕课平台的 SPOC 平台将服务于课堂教学

在慕课出现之初，伯克利大学阿曼德·福克斯教

授提出了私播课概念（SPOC：Small and Private Online 

Courses），也有高校指出，SPOC 就是校内在线学习

管理平台（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的在

线学习部分。实际上两者有所区别：LMS 是将教学资

源通过在线的模式发布，在教学设计方面主要是辅助

传统课堂进行线上教学，它更强调资源管理；SPOC

是 MOOC 出现后高校将 MOOC 平台开放给选课规模

小的课程使用，但在实际应用中，老师们发现 MOOC

平台设计的特色功能——在线互评、大规模讨论、

教学大数据采集等优势都无法在 SPOC 中发挥。传统

的 LMS 也希望将慕课的元素融入平台中，我们看到的

Blackboard、Moodle、Sakai、Canvas 等平台都在尝试，

不过最终很难“跨界”。

1. 高校 LMS 平台面临服务与共享双重困难

各高校的 LMS 是相对独立的平台，大学购置平台

后不仅要提供平台的硬件设施和网络服务，还需要雇

用信息化服务团队为平台提供日常维护服务。平台的

应用成本高，教师投入少，在线课程应用不理想。在

共享方面，SCORM 的标准可以保证课程在平台之间物

理共享便捷，但教学服务共享始终无法突破，这使得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选择 SPOC 平台。

2.SPOC 平台之争让学校“选择成本”上升

2015 年以来，MOOC 平台开始大规模“圈地”，

提供免费赠送“SPOC 平台”、SPOC 平台免费试用等

服务。有的学校来者不拒，出现部署的平台比开放的

课程还多的现象，老师在开课时需要不断试用，这给

师生带来了数倍的“选择成本”。因此，高校在选择

SPOC 平台的时候不能只看价格和包装，需要根据学校

的应用场景和平台所提供的教学服务来选择适合本校

教学实际的 SPOC 平台。

3. 传统 LMS 在线资源的转换与混合式教学的继承

在 MOOC 和 SPOC 出现之前，高校开展了基于

LMS 的混合式教学。MOOC 和 SPOC 出现后，大量的

在线教学资源需要转换，在线课程的教学设计发生了

变化，老师们开展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也需要不断

地改进。SPOC 更强调移动、互动、协同、共享，教师

在基于 SPOC 进行课程教学时需要将资源进行结构化设

计，使之成为以知识地图、讨论分享、协同参与等为

主的在线课堂，因此实施过程中我们要杜绝照搬照用。

不管是 LMS 还是 SPOC，我们可以预见，这些平

台将逐步融入课堂教学。

慕课进课堂对教学管理的挑战

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已不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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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事物，在互联网 + 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在

各大高校也铺展开来。各省市争相建立在线课程联盟，

通过联盟促进本省市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应用，各省教

育厅配套建设经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均开展

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应用实践，我们似乎看到了在线课

程与传统课堂的深度融合，但在教学管理方面还有很

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线课程主管及实施部门明确

部分高校将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归口教务处（本

科生院），也有部分高校将其划拨教学发展中心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的在线课程建设与实施由教务处专设独立科室

管理，明确管理部门将大大促进在线课程建设与运营

效率。

1. 办公室的职能

在国内，开展在线课程建设和研究的部门越来越

多，其职能主要由教务处、教育技术中心、教学发展

中心、网络中心等部门的相应职能整合而成。各高校

的在线课程管理办公室在运行过程中的侧重点不一，

有的侧重管理，有的侧重建设，有的侧重服务，有的

侧重研究。

2. 服务功能的调整

负责管理的部门在课程选择和运行及学分转换方

面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以服务于在校生选择修读学分的

在线课程；负责建设的部门主要从课程的摄制、在线

课程的建设与运行方面对课程制作过程开展服务工作；

负责运行服务的部门主要针对校内在线课程的校外服

务开展课程的在线运行服务工作。

各高校建立在线课程管理规范

在线课程不断涌现，高校在选择本校学生修读学

分的课程时应当综合从课程类型、学时、学分、课程

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考虑。一门《高等数学》课程在不

同平台开设，但在平台一上只是课堂实录视频，平台

二中仅有教学资源却不提供答疑和作业批阅，而平台

三中该课程内容要求过高不适合本校学生学习⋯⋯，

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充分利用在线课程，高校应从课程

选择、课程运行、考核要求、学籍管理、教学改革等

方面建立管理规范。

1. 课程选择

高校在选择课程时应由各专业委员会根据专业培

养计划的要求选择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由通识教育

委员会根据平台提供的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选择适合

本校学生的通识课、通选课。高校课程的自主选择已

经由各专业或通识委员会负责，高校对在线课程的选

择也应由专业负责人来负责组织。各高校在建设本校

课程过程中也开始遴选供应商，为教师提供课程建设

服务，不再采用统一招标的模式。

2. 课程运行

在 校 学 生 通 过 选 课 平 台 或 学 校 提 供 的 SPOC、

MOOC 平台选择在线课程。教学管理部门在课程运行

过程中需对学生的学习进度进行跟踪和督促，适时增

设校内助教协助课程运行。在线课程在授课过程中需

要有相应的线下服务才能确保学生有效学习，越来越

多的高校开展线下的翻转课堂以深化、巩固学生在线

学习的知识。

3. 考核要求

学生完成课程的在线模块内容学习后，平台将对

其在线学习部分进行线上考核，也有平台提供在线统

一考试，考核结果作为学生线上成绩。为了确保学生

学习的真实性，高校对选修在线课程的学生实行线下

考试（纸质考试）。线上学习成绩、线下考试成绩、

线下翻转课堂成绩等组成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最终成绩。

4. 学籍管理

慕课出现后，各个平台纷至沓来。有的平台提供

跨平台登录，更多的平台需要学生单独注册，学生在

各个平台注册了多个在线学习账号，其学习记录如个

人档案，各自独立、互不共享，因此，学生的学籍管

理也将成为后续管理的一道屏障，未来学生在线学习

应该统一身份和学习记录。

5. 教学改革

为推进在线课程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高

校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老师开展基于在线课程的混合式

教学改革，改革的项目越来越倾向于实体课程的建设

与应用。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让我们拭

目以待在线课程在未来课堂中“唱响主旋律”。

2016 年，慕课不再“慕”；2017 年，在线课程

真正步入传统课堂教学中。我们相信，通过几年来的

不断实践，慕课的建设、运行、管理流程将越来越

清晰，措施越来越得力，高校也将把在线课程建设

纳入常规工作，教师将开展基于在线课程（慕课、

SPOC）的混合式教学或翻转课堂教学，学生将习惯

于在线与老师同学进行课程学习的交流，混合式学习

将成为常态。慕课将不再高居云端，越来越多的在线

课程将与传统课堂融合，更多的积极互动课堂也将呈

现在眼前。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MOOC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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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TEAL 教室进行本地化实现

《中国教育网络》：南开大学引入 TEAL 有什么样

的契机呢？

李川勇：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一直以来专注本

科生教学改革，在 2009 年为建设 “国家基础人才拔尖

计划”——物理伯苓班时，调研了国外高水平高校物

理学专业的教学，了解到 MIT 的 TEAL 教学模式。当

时觉得 TEAL 与南开物理伯苓班教学改革思路有相通

之处，2012 年，我们申请得到经费支持并建设了“南

开公能 TEAL”教室。通过对 TEAL 的了解，我们觉得

相比原有授课方式，其特点在于：师生互动性强、小

组合作、同伴学习、自主学习、物理图像可视化等。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引入 TEAL 教室的时候，

有没有顾虑？

李川勇：当时最大的顾虑是 TEAL 模式如何中国

本土化的问题以及中国学生对 TEAL 模式的适应情况。

但我们当时认为这种新教学模式是有益处的，经过我

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国家基金委的物理基地条件建设”

的支持。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是全盘引进，还是加以研

发和落地化的改进，如果有研发，主要是哪方面的研

发和新设计？

李川勇：依据 TEAL 教学思维，结合南开大学教

学需求和当今技术条件，我们的技术团队对 TEAL 教

室进行了本地化实现。具体方案为：

1. 教室硬件方面全部使用国产视频数字矩阵并进

行了二次开发，实现了将任意视频源（教师电脑、学

生电脑、讨论白板、桌面演示摄像头）投射到任意的

投影幕布，支持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投射方式，

南开大学带你认识现代化的 TEAL 教室

编者按：

南开大学新闻网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标题为《走进大陆首家TEAL教室，感受南开互动课堂》，正文一看，那更为奇妙：

“一间教室，拥有 6 台投影仪、10 块白板、10 个摄像头，授课教师会不停穿梭在同学间，听课同学可以随时‘交头接耳’。”

这就是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 TEAL 教室。为此，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李川勇教授。下文带大家一起走进该

课堂，看看与传统课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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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支持触控电脑和手持设备控制方式。

2. 南开大学基础物理实验中心为 TEAL 教室设计

研发了多种演示实验教具及学生桌面实验设备。

3. 引入了课堂应答系统（Clicker），老师可以在

讲课中插入互动试题或者讨论题目，学生通过手机

APP 答题或利用小组电脑实现小组答题，将学生“听课”

与“参与互动”两种状态无缝融合，教师随时掌握课

堂教授效果。

随着对 TEAL 教室使用深入，迫使教师必须改变

原有的备课方式，投入精力设计课程，包括课前的预

习系统，课中的测试环节，课后的习题系统，答疑系

统也需要跟进，这样才能保证 TEAL 的效果。在硬件

设备上主要调整的是根据教师反馈优化教室总控的控

制界面，增加更多的快捷操作方式。  

《中国教育网络》：介绍一下教室和普通教室不一

样的布置以及上课的特点。您认为，带给学生最大的

不同是什么？

李川勇：上课时，学生围绕教师而坐，教师可以

利用 TEAL 教室的“投影书写笔”功能自由书写公式

及教案。在这里，每一位学生都能与老师近距离交流，

360 度自由转动的座椅也更加利于课上同学与老师的互

动。小组讨论时，平均 3 名同学便可使用一块白板进

行问题研讨，而教师也可在 3 秒钟内到达任何一名同

学身边，为大家答疑解惑。讨论结束后，授课教师可

以利用“白板讨论”功能将每个小组的讨论情况用摄

像头投射在屏幕上，帮助同学们理解课程、分析结果。

根据教学的需求 , TEAL 教室设计布局如图 1 所示，

有 5 张圆桌（圆桌兼具简单实验台的功能），每张圆

桌可供 2 个小组（每 3 人 1 小组）6 人使用，每个小组

配备一台电脑。在教室四周间隔布置 10 块白板和 6 块

投影幕布，10 台高清摄像头分别记录每块白板前的活

动。这样的布置保证坐在任何位置的学生都能够清楚

地看到投影的展示，同时每个小组就近都有一块白板

用于小组讨论。

教师桌位于教室的中央，是整个教室的控制中心，

桌上配有触控电脑、实物投影仪、摄录演示台等设备。

这样整个教室没有前后之分，教师可位于教室中任意位

置，学生参与课程的程度均等。另外，在教室的一端做

出一个准备室，用于存放与准备课堂演示实验器材。

相比于以往传统教学的场景，一张讲台、一块黑

板、一台多媒体以及上百人的大教室，TEAL 教室具有

其独特的优势。它让学生感到自己真的成了教室的主

人，正像学生总结的：“我们自己讨论，自己作展示，

自己讲解，这也加深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

总结起来 TEAL 的核心优势在于：一是现代技术

在课堂上的应用，比如电脑、多媒体、互联网等；二

是 TEAL 的投入和使用大大提升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改变了传统教室中“教师主体”的固定模式，使学生

真正变成了“主角”；三是能随时了解学生的进度，

有效地控制课堂的进度；四是更加注重同伴学习和师

生互动，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更加热烈；最后是强调了

学生课上的参与和知识的真正掌握。 

面对 TEAL 教室  师生都需调整状态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讲，主要是

哪方面的挑战？老师需要哪方面的调整呢？  

李川勇：TEAL 强调学生课上的参与和知识的真

TEAL TEAL 是 Technology Enabled Active Learning 的缩
写，顾名思义，TEAL 教室是利用科技支援学生能动性
学习的地方。与传统教室相比，它配备有更多科技产品，
为学生创建了一个能够高度合作、动手实践、在计算
机支持下进行交互式学习的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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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L 以一种全新的
方式讲授课程，强调互动性、可视化和物理图像的建立，

需由特殊设计的教室来实现。在授课过程中，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参与课堂实验
和问题讨论。教师除了传统的课程讲授，还能随堂测验学生的理解和参与程度，以
便随时对授课内容和形式做出调整，确保课堂效果。从 2000 年秋季开始，该项技
术被用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电磁学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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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掌握 , 因此对学生来说，课前

要有充分的预习准备才能参与讨

论，同时 TEAL 课堂对交流沟通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也有较高的

要求。

对于学生来讲，同学们大都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非常

有利于协作式学习（例如《光学》

课的课堂讨论，尤其是小组讨论

时候的演算和成果展示），有利

于同学们随时交流讨论和互助学

习，课堂的讨论气氛浓烈。而且

可以随时查询网络，对知识点有

更深刻的认识。并且，更加强化

了对物理概念的理解。因为教室

的布局技巧，老师授课时不用局限于讲台这“一亩三

分地”，可以处于教室的任何地方而不影响讲课质量，

这就使得每个同学无论坐在哪里都有均等机会与老师

互动。

对于教师来讲，TEAL 要求更多精力投入，需要

教师对上课过程做精心的设计，比普通的备课更加

花时间。当时，TEAL 第一个引入的是由孙骞教授全

英文讲授的本科二年级上学期的《光学》课程。教

案为针对“伯苓班”授课目标由任课教师自主编写的

全英文教案，课程同时使用多本英文教材作为参考书

目。同时课程引入了自主研发的“光弹性效应”、“光

偏振”、“光色散”等系列实验互动演示教具，并使

用课堂应答系统，实现对学生学习效果现场调查。

TEAL 教室的建设门槛主要为师资团队

《中国教育网络》：在 TEAL 教室中先后开设了《光

学》《理论力学》《原子物理》《物理研讨 2》等主干

课程，这些课程有什么新的教学理念？主要体现于哪

里？您认为，哪些课程适合在这样的教室中开展？

李川勇：“南开公能 TEAL 教室”中体现的教学

理念是和南开物理本科教学以及物理伯苓班教学改革

理念一脉相承的。南开大学物理学科学院“伯苓班”

于 2009 年开始招生，其教学理念为：1. 强调学生个

性化培养，关注学生个人成长，班级成员在学期间参

加素质拓展训练、井冈山理想信念教育、西南联大物

理营等活动；2. 努力培育学生国际化视野，每名学生

均有 2~3 次境外游学和科研实习的机会；3. 注重课堂

教学改革，关注国际教学前沿，不断创新教法、学法；

4. 开设了针对本科生科研训练的《物理研讨》系列课

程；5. 通过物理学术竞赛（PT）系列活动，营造学术

氛围。

经过实践，我们认为 TEAL 教室适合学习主动学

生的小班教学。适合讨论式课程如“理论力学”。老

师讲授在普通课堂进行，定期的讨论课安排在 TEAL

教室方便互动，激发师生讨论兴趣。再如“光学”实

验现象较多，TEAL 教室很好地支撑了演示教学。

《中国教育网络》：类似的 TEAL 教室是否适合在

全课程、各大高校普及？申请 TEAL 教室的建设需怎

样的条件呢？ 

李川勇：TEAL 是利用现代科技教学的一种方式，

它的优势在于体验性和互动性，轻松活跃的教学环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我们

认为它能很好地支持各种学科。只要（经费、场地）

条件允许可以普及到各高校甚至中、小学教育。TEAL

教室的建设门槛主要在师资团队上，毕竟硬件作用的

发挥最终还是要落在使用人员的能力上。

《中国教育网络》：翻转课堂的推广，最大的瓶颈

和困难是什么？

李川勇：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所面

临的困难就如通过 TEAL 遇到的一样，教师方面要根

据课程节点的变化重新设计课程，投入更多的经历；

学生方面要把学习前移，同时整个课程必须全身心投

入，改变不习惯讨论的学习方式，要积极表达。

对于国际先进教育方式引进上，我们觉得要注

重思路借鉴，积极将先进技术引入课堂，激发教法

和学法的改变，通过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真正提高

学习效果。

《中国教育网络》：今后的考虑是什么？

李川勇：虽然 TEAL 教学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在以后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

一是硬件方面，随着深入使用，各种设备不适应

的地方需要调整，还得投入硬件上的一些使用技巧和

匹配程度等。

二是教师投入精力设计课程，包括课前的预习系

统，课中的测试环节，课后的习题系统，答疑系统也

需要跟进，这样才能保证 TEAL 教学的效果。

三是授课团队的跟进，使用 TEAL 教室的课程，

一名主讲教师不能顺利完成，需要配多名助教，帮助

课程讲解、演示，还有其他准备工作。教师的专业水平

和课程的准备是永无止境的，需要我们不断提高。

图 1  课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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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组 织 形 式 上， 慕 课 如 何

进入课堂？综合目前中国大学

MOOC 上的尝试和实践，全国高

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教学研究

室、爱课程中心主任吴博认为，

线上线下教学组织与分享体系可

以是图 1 这个样子：也就是在课

堂内采用 MOOC+SPOC+ 翻转课

堂多种模式的组合。

而具体到 SPOC 的方式：有

三种。

MOOC+SPOC+ 翻转课堂改变教学

拷贝一门已经结课 MOOC 学期内容，教师可以

对其内容做调整，也可以新增自己的内容。

教师可以：

灵活应用 MOOC 资源，同时根据本校实际情况，

自由安排教学进度；

自主设定 SPOC 内评分规则；

获得学生视频等学习数据。

学生可以：

在教师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参与 SPOC 小班学习。

引用一门正在开课的 MOOC 学期，教师不能对

其内容做调整，只能在其基础上新增自己的内容。

教师可以：

充分共享 MOOC 课程资源以及 MOOC 团队提供

的教学服务获得学生的 MOOC 学习成绩与 SPOC 成绩。

学生可以：

参与 MOOC 学习者高活跃度的广泛讨论；

得到本校教师的针对性指导；

有机会获得课程证书。

同步 SPOC 异步 SPOC

独立 SPOC 而如何考核？基于中国大学MOOC的实践，

可以如下考核方式进行：

1 2

3

教师可以：

获得一个独立的教学空间；根据本校实际情况，

从零创建一门 SPOC 课程；有机会发布成 MOOC。

图 1  线上线下教学组织与分享体系

MOOC 教学团队
MOOC 课程

（所有在校生 + 社会学习者）

他校 SPOC 教学团队

本校 SPOC 教学团队 SPOC 课程 1
（本校各专业学生）

SPOC 课程 2
（他校各专业学生）

线下任课
教师 A

线下任课
教师 B

课程班 A

课程班 B
课堂学习

SPOC 学习

MOOC
学习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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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课堂

将《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导论》这门慕课课程以

MOOC+SPOC+翻转课堂方式在课堂应用时，参照如图1的模式组织。

教师在 SPOC 课程中可规定，为获得本校学分，本课程为

学生必修的内容，而学生可在同一界面按照 SPOC 的要求选择

MOOC 内容进行学习；同时，教师在 SPOC 课程中针对本校学

生基础组织测试，既可共享 MOOC 测试资源，又可专享 SPOC

测试资源，而学生可参与 MOOC 测试与考核，亦可参与 SPOC

测试与考核，进而实现不同的 SPOC 解决不同基础学生的差异

化考核问题。

2014~2016 年连续三个学期，《大学计算机 - 计算思维导论》

课程团队联合国内总计 40 余所大学开展了面向在校生的大规

模基于“MOOC+SPOC+ 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实践，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例如 2016 年秋同期课程有 8 万多在校学生网上

同步学习，60 万余人次互动讨论，万余条好评，在计算机教育

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燕

山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高校均基于该课程该模式进行了全校

范围 ( 指学生覆盖面 ) 的全面内容改革 ( 指课程内容覆盖程度 )；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均基于该课程该模

式进行了全校范围过渡性内容改革。30 多所大学基于该课程该

模式进行了部分专业过渡性内容改革。

图 1 “MOOC+SPOC+ 翻转课堂”新型教学模式示意

（供稿：战德臣  张丽杰  聂兰顺  宋巧红）

教师要实现三个“再造”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中国教育网络》：慕课进课堂，您

从实践中觉得要解决哪些关键的问题？

战德臣：慕课需对传统的课程进行

再造。第一，内容体系的再造。第二，

教学方法的再造。第三，考核方法的再造。

从知识型考核转为能力型考核、转为过

程化、个性化的考核。随着学习的进展，

在学习成果形成的过程中进行考核，针对不同的学生出不同的

试卷。

同时，慕课对于自制力较弱的学生而言，坚持很难，互动

相对较弱，需课堂教学的补充。另外，想更好地发展，需解决

优质慕课学校化、本地化的问题。例如 985、211 院校的慕课课

程，提供给地方院校的学生，可能他们学起来费力。这时候，

需 MOOC+SPOC 的模式加以本地化转化，学校可在 SPOC 下提升

或降低难度，做出特色化、差异化的处理，渐进式地提升教学

内容和教学质量。另外，需解决慕课教师、学校与慕课平台的

利益分配，建议国家有针对性地投入一部分经费支持。

《中国教育网络》：慕课与课堂如何更好地结合？

战德臣：慕课不是取代教学，慕课应该与课堂教学互补，

优质的慕课，需要在教师督导下，保证学习的效果。教师需转变，

从知识型传授转变为引导、指导督导，检验学习的效果。慕课

学习，课堂一定要翻转，老师需要在课堂上通过观察学生练习

效果，去讲授，然后学生再学习。

MOOC+SPOC+ 翻转课堂，这种新的教学模式若干年后在学

校应该会普及，因为碎片化、系统化，不受时空限制的网络第

二课堂，与展示评价型、深度研讨型、导演串演型等多种翻转

形式的实体第一课堂，以及跨校跨专业大讨论区组织的互动第

三课堂的有机结合，共同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能

有利于实现“一师带多校”“多校带多群”“校校互动”“群

群互动”，有效地建立学生“自学 - 互学 - 群学”、教师“引导 -

指导 - 督导”的新型教学环境。   

战德臣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思维

导论》等系列课程主讲人

哈工大《大学计算机 - 计算思维导论》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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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主讲人，博士生导师

李健教授认为，慕课不仅可以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

和方法，突破校园围墙实施开放性教育教学，通过

开发集成和普及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满足学生、教

师和各类学习者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同时也可

以拓宽原有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从时间上

看，加入慕课之后的教学时间已经远远不是传统课

堂的 50 分钟；从空间上看，在课堂之外学生还可

以自行搜索国内外的慕课和资源共享课，大大扩充了教学的空间。

同时，慕课教学具有动态互动的优势，通过学生在慕课讨论区的留

言，教师一方面可以知道学生们现在关心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反

馈教学结果。这种教学的动态互动性，是传统课堂很难反映出来的。有

了这样的互动性，反过来可以促进传统课堂的教学，比如结合慕课学习

的翻转课堂教学，学生可以“点餐”式地建议教师调整课堂教学内容。

尽管有如此多益处，但慕课终究不可能取代传统课堂。“传统中有

诸多精华是要继承的，而不能颠覆所有。我们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观察到，

现在学生普遍存在人际沟通问题，在网上发帖很热烈，但在现实中却难

以面对面沟通，课堂讨论时口头表达能力较差，这是我们教育应该反思

的。教育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激发学生活力和培养综合素质，不能只会

网上做题或僵化学习。所以，不能把课堂全部网络化，慕课是不能替代

现实课堂的，面对面的人文交流极为重要和可贵。”李健说。

她认为，慕课和现实课堂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性等相对稳定的知识点可以放在线上讲授，课堂上用更多

的时间来结合现实组织学生研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活动可以深化教

学，同时也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和探究能力。特别是《金融学》这类应用性强的课程，就应该把大学课

堂延伸到社会，阐释原理并结合现实来组织教学。通过两种课堂教学

的有机呼应达到互补的最佳效果。为此需要解决慕课课程结束之后不

能随时回看的问题，使高校的课堂教学和慕课线上线下的学习进度能

够同步。

《金融学》在中央财经大学是全校一本教材，采

用慕课后，在教学组织上，教师每周发布教学视频、

课件讲义、参考文献、教学案例和问题释疑等教学资

源，教学内容按单元分工并由教学团队的老师分别承

担主持教学的工作；实录课堂教学和学生讨论的全过

程，使慕课学生产生真实感受，增加教学参与感；每

周发布的测试与作业模块由教学团队老师反复讨论研

究最终确定发布题目，每轮题目至少更新 30%，现已

建成 APP 题库；隔周发布思考讨论试题，讨论题由同

学互评和教师点评共同决定最后成绩；开辟教师答疑

区、课堂讨论区、热点问题讨论区和综合讨论区 4 个

区块，教学团队十余位老师与学生就课程内容、理论

研究和当下热点等问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针对学

生每天提出的大量问题和互答讨论，教师们每天都会

及时参与各区的讨论评论并予以答疑解惑，让学生们

感受到教师对他们学习状况的高度关注。

在 MOOC 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授、答疑回帖

时，还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利用资源共享课来进行扩展

性学习。例如，利用案例库把对问题的分析理解引向

深入，利用媒体素材库把所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

来，利用数据库做深入的定量分析等等 , 在课程进度

的导学和助学过程中不断调整教学安排，增进与学生

的互动，实现动态化教学。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
慕课拓宽了教学时空 但不能代替传统课堂

MOOC+ 课堂

案例 2

（节选自 2016 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教育论坛论文集（2015）》）

李健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

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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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从 2013 年开始尝试慕课教学，2014 年开始在

国家级慕课平台“爱课程”上线课程，到 2016 年年底共上

线 29 门课程。其中涉及到人文科学学部 10 门，社会科学

学部 8 门，信息科学学部、医学部各 4 门，理学部 3 门。

无论是从选课人数、开设课程数还是课程学期数都在“爱

课程”网站上排名第二位。

武汉大学的思政课在上线课程中属于网红级别，并刮

起了一阵高校思政风。第一季选课人数达 88881 人，这其

中包括在校学生、在职教师、社会学习者，但主要以在校

本科生居多。现在武大思政课第二季已经运行到第四周，

截至目前，选课人数已达到 5 万多人。

课前，教师把课程任务和测验发布在平台上，学生需

要及时完成，教师就可以通过平台反馈的数据基本了解学

生知识点掌握情况，这样课堂上，教师就有依据地组织教

学设计，组织相应的案例展示、讨论、讲解并安排更深层

次的研讨。将刚性知识的学习放在课下完成，课堂上就可

以省出时间讲解自己独创性和深层次的知识，让教师找到

真正教学乐趣之所在。

在课程运营方面，武汉大学慕课课题小组运用互联网

思维建立立体化的社区，比如建立并维护课程的公众账号、

课程讨论区和 QQ 群。名为“武大思政课 MOOC 学习群”

的 QQ 群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四个课题组共同负责运营和维

护，十多位老师负责管理，目前已经有 2000 多人加群讨论

学习。并在慕课讨论区设有“向老师提问”和“学员互动”

两个板块，学生可以在这里提出问题，分享经验，老师则

必须在 24 小时内作答。负责课程运营的老师会时刻关注讨

论区，做好学习者和主讲老师的纽带。运营者需要及时和

主讲老师反馈讨论区中学习者提出的问题，这样方便老师

及时、充分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通过建立社群来建立老师

与同学之间的强关系，既方便老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学

生也能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

目前，武汉大学全校还在制作 30 多门涉及不同学院、

不同学科的课程。（整理：高锦）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不光是思政课慕课老师，其他学科的慕

课老师，突然站在摄影机前讲课，多少有点

不适应，有点儿拘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实验中心主任陈训威认为，这需要适应

的过程。“我个人预测，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时间内，支持慕课的短视频制作技术和成本

会大幅下降。到时候，老师在课程设计上会

更灵活和多样，适应整个慕课体系的状态也

会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慢慢地，教师就

会适应慕课的讲解方式，并会逐步运用到课堂中。武大将会制

作更为细致的翻转手册，指导教师如何运用线上内容进行课堂

设置。

慕课真正的价值就是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当以教师讲为主的课堂

逐步转换为以慕课为基础的混合式课堂时，最重要的就是教师能够掌

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地安排实践教学活动，这一点

是在传统课堂上做不到的。

在课程设计方面，教学内容如何能够既有思政课课程政治理

论的高度，又能接近学生的话语体系，是高校思政慕课老师一直

在探索的问题。在这方面，武大老师在课程内容整合和形式上，

都有突破性的想法。将知识点细化之后整合，建立知识点体系和

图谱使学生建立起体系化的知识结构。并充分运用慕课的特色，

精心提炼授课视频，以图片、录音、电视记录片等形式，在视频

中插入测验，做到形式灵活，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

运用互联网思维运营课题组，也是陈训威所强调的。“我们面

向的是学生，要用互联网思维运营项目，用年轻人的语言体系组织慕

课脚本。脚本质量作为慕课制作最关键的一环，关系到知识的传达，

受众的感受和慕课制作周期。这其中，教师应该学会把知识碎片化之

后，通过图谱等形式再次搭建起联系。”

未来武汉大学，还会在课堂的移动端中与慕课结合。“我们

在课堂上就实现实时的交互，借助于一体化的工具，把交互内容

记录下来，也会作为课堂考核、考评的依据。”陈训威说。

慕课，给点儿时间  加点儿互联网思维

MOOC+ 课堂

案例 3 “慕课界网红”武大思政课

陈训威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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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晓兵  冀婧岩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基础建设状况主要包括教学平台的建设

状况、教学资源的建设、共享和评价机制及学校提供的支持服

务等方面。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针对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方面的调研中，2011 年和 2016 年两次均参与调研的共 70 所高校，

涵盖了华中、华东、华北、华南、东北、西北和西南七个地区，

包括 985/211、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三类不同类型的院校，

本文对 70 所高校在 2011-2016 五年间数字化教学资源基础建设

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基本上能够反映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基

础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教学平台建设呈白热化趋势

教学平台作为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载体，其基本的建设

状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规

划。建设良好的教学平台不仅能够起到存储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作用，同时能够帮助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是学习者获得学习

资源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应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成效的基础。

参与两次调研的 70 所高校 2011 年与 2016 年的对比数据表明，

教学平台的建设比例已有了大幅度的上涨，从 2011 年的 64.29% 扩

展为 2016 年的 97.14%，如图 1、2 所示。

同时，在对教学平台的使用方面，高校也表现出对于教师使

用教学平台意愿的尊重，

越来越多的高校并不对

教师使用教学平台进行

强制要求，而选择尊重

教师的意愿，且无名额

限制，但是仍有一定数

量的高校对于教师使用

教学平台的名额有一定

的限制，如图 3 所示。

其次，高校每年用于数

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投

入费用也在逐步增加，

从 2011 年三成左右的院

校处于 30 万以下投入到 2016 年三成左右的院校能够达到 100 万以

上，如图 4 所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重视程度以及教学平台建设比例扩大、使用限制放宽的必然性。

高校在使用全校性网络教学平台时，主要来源有五种渠道：

直接从公司购买产品、使用开源软件搭建、公司与学校合作开发、

自主开发及租借购买公司产品服务。

两次调研的数据表明，高校在建设教学平台时，正在逐渐

近五年高校数字化教学状况对比分析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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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教学平台的建设比例（2011 年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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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校教师使用全校网络教学平台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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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校每年用于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投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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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赖外部公司转向学校与公司合作开发或者租借购买公司产

品服务。可见，使用市场上相对成型的产品固然可以避免大量

的开发及后期维护工作，但是其产品与高校的教学需求、教学

系统是否能够兼容以及数据安全等问题值得考虑，而与公司合

作开发的教学平台更能满足高校的实际需求，如图 5 所示。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何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什么样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这是高校数字化建设最为核心的两大问题。从 2011 年和 2016

年调研的整体情况来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正在逐步趋于

丰满，各项资源的建设强度日益增大，同时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建设也将越来越趋于规范化、科学化。

从两次调研结果来看，较 2011 年，2016 年高校领导的数字化

教学资源建设已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具有课程网

站的课程总数，增长率达到 57.8%，其次增长较多的为校级以上精

品课程 /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数量，如图 6 所示。目前网络课

程建设得如火如荼，其中不乏各高校的助力支持。网络课程的建设

能够扩大教学的范围，降低学习的成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学习方

式，这也是高校网络课程建设量相对增长较多的原因之一。

随着各高校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重视程度的加深，高校数

字化教学资源创建的主体已经从 2011 年的以教师个人、院系规

划为主，转到更高层次的学校规划或教育部门规划，如图 7 所示。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由此可见，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不仅是受到了基层教学人员的

关注，也得到了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

上级部门的关注必然会为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带来理论

和实践层面上的升华，对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进行统筹，

将原本无序、分散的建设方向进行聚类和凝合，建设高影响力、

高成效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从两次的调研来看，高校对于统一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制作规

范改变尚无明显变动，但各高校规定数字化教学资源版权的比例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如图 8、9 所示。数字化教学资源版权问

题是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有了明确的规

定将更加有利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共享。

学校支持服务正在逐渐强化

学校的支持服务是教学一线工作者创建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主要动力，同时能够体现高校发展的主体方向。在数字化教学资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图 5  高校使用的全校性网络教学平台的来源

2011 年 2016 年

32
17

5
7

24
40

6
10

7
1租借购买公司产品服务

自主开发

公司和学校合作开发

使用开源软件搭建

直接从公司购买产品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图 6  高校领导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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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创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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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图 8  高校是否有统一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制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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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高校是否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版权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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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源创建的过程中，学校提供的各种支持和帮助都有一定幅度的提

升，如图 10 所示。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提供一定额度的资金奖

励及提供资源开发的相关培训是目前两次调研中高校选用较多的

方式，技术支持和资源开发的相关培训能够帮助数字化教学资源

创建者提升智能形态的软实力，资金奖励能够帮助创建者提升自

身物理层面的硬件设施。

而在智能形态，学校提供的帮助教师记录教学过程的手段或

服务中，提供录制视音频的软、硬件设施，提供为老师录课服务，

以及提供录像、录音编辑服务三种方式最为普遍，如图 11 所示。

在 2011 和 2016 年的调研中，高校进行全课程课堂实录的课

程变动相对平缓，其中对于在录播教室的课程录制有了一定提升，

如图 12 所示。从图 13 可以看出，高校所录课程用于为只选课学

生点播的频次有了明显的增长，而用于校内开放点播、对社会开

放点播的高校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高校所录制课程更多的

趋向于为本学校学生服务的趋势，其开放性有所降低。

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服务有待深化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已成为高校教学资源建设的主流业务，

资源共享、数据安全成为高校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资源共享必然

会带来对数据是否安全的质疑，这也是 2016 年各高校对于数字化

教学资源共享支持服务弱化的关键。从两次调研可以看出，与 2011

年相比，越来越多的高校选择不提供数据共享服务，且提供共享服

务的高校有意识地将教学资源共享服务的范围限定在分布于多个地

区的高校之间或一定地理区域内的大学之间，如图 14 所示。校 - 校

联合、校-校共享成为高校进行数字化资源共享服务的一种主要方式。

同时，高校对于资源共享的热情已有所消退，从 2011 年大

部分高校仍然利用学校的政策鼓励宣传教师使用其他来源的开放

教育资源，到 2016 年高校对于教师使用其他来源的开放教育资

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均呈下降趋势，如图 15 所示。

图 12  高校进行全课程课堂实录的课程

图 13  高校所录制的课堂实录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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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在数字化教学资源创建中，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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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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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鼓励教师使用其他来源的开放教育资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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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校提供的帮助教师记录教学过程的手段或相应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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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共享可以有效解决师资不足，但是如果教

学资源缺乏规范化和科学化、数据安全等问题无法解决，将很难

做到大范围的资源共享。

数字化教学资源评价体系正在稳步完善

目前不少高校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但自主开发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是否能够符合、

满足高校的教学需求，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数字化教学资源评

价体系的建立将成为衡量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是否达标的标尺，

为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开发提供约束力。

在两次调研中可以发现，高校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评价已有

足够的重视。2011 年高校对自主开发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进行评

估和审核的比例达到 66.67%，2016 年攀升到 77.14%，如图 16 所示。

数字化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主要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大奖赛评优、通过立项结题进行评价、组织学科专家团队进行评

价以及社会性 / 师生用户评价五种方式。

两年的数据表明，通过立项结题进行评价（占 78.57%）、

组织学科专家团队进行评价（占 55.71%）、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占

52.86%）等方式都较为普遍，同时建立项目评估数字化教学资源

对教学影响的高校数量也有所增多，如图 17、18 所示。种种迹

象表明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评价体系正在稳步完善，在数字化教

学资源丰富化、多元化的今天，未来数字化教学资源评价将成为

建设优质教学资源不可多得的助力。

讨论与建议

1.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硬件基础逐步夯实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已经具有一定的根基，教学平台的建

设在逐渐完善，从实际情况来看，各高校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建设一直在稳步推进，学校提供的支持服务也在逐渐强化。高校

应坚持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提升，并

在此基础上，为硬件基础设施的使用者进行培训等，以发挥硬件

基础设施该有的作用和效果。

2. 数字化资源建设的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从总体来看，目前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并没有统一的规范，

缺乏抽象的顶层设计理论来进行指导，这就导致资源之间无法进

行共享，数据共享程度缓慢下滑。即使高校有心进行资源共享，

但限于资源规范不一，难以进行资源的迁移和再利用。未来应加

强数字化资源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定相应的建设标准，完

善版权保护等，建立明确的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推动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共享服务。

高校对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重视是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良

好开端，但在资源建设过程中，与高校教学需求是否匹配、资源

建设该以什么样的规范来运行、以及资源版权和数据安全等问题，

需要高校仔细斟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成为开启高校之间资源

互通新世界的钥匙。

3. 数字化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效果亟待提升

数字化资源建设的目的之一是利用 IT 等技术为教学相关人

员对资源的获取和应用提供便利。虽然目前数字化资源的基础建

设正在逐步夯实，资金投入与日俱增，但是这些投入并没有表现

出与数字化资源的利用率成正比的效果。因而高校不止应当将注

意力全部放在对于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中，也应有意识地培养教学

相关人员对于教学资源的利用观念，做到建有所用，建为所用，

减少资源的浪费。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北京理工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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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高校对自主开发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进行评估和审核情况

66.67%

77.14%

是 否

33.33%

22.86%

2011 年 2016 年

图 18  是否有项目去评估数字化教学资源对教学的影响

36.76%

46.27%

是 否

63.24%

53.73%

2011 年 2016 年

图 17  高校对自主开发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评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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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8 日下午，《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技

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美国北德克

萨斯大学校长 Neal J. Smatresk、美国新媒体联盟执行总裁 Eden 

Dahlstrom 等中美高校校长和国内外教育信息化领域的专家出席

了发布会。

地平线项目中国区联合首席调查员、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黄

荣怀在大会上正式发布了《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技术

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这是继智慧学习研究院与美国新

媒体联盟联合发布《2016 新媒体联盟中国基础教育技术展望：

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之后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该报告由 85 位

国内外专家组成的“2017 年地平线项目中国专家委员会”，采

用 Delphi 方法，经过“桌面研究”、回答研究问题、多轮投票和

案例收集等阶段，最终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中推动技术应用的 9

大关键趋势，影响技术应用的 9 项重大挑战和 12 项教育技术的

重要发展。

9 大关键趋势：

短期（更多应用混合式学习设计、开放教育资源快速增加、

STEAM 学习的兴起）；中期（重设学习空间、跨机构协同日

益增加、反思高校运作模式）；长期（程序编码素养的兴起、

推进变革和创新文化、转向深度学习方法）。

9 项重大挑战：

可应对的（将技术融入师资培训、混合采用正式与非正式学

习、提升数字素养）；有难度的（个性化学习、教育大数据的管

理问题、推广教学创新）；严峻的（培养复合思维能力、平衡互

联生活和非互联生活、重塑教师角色）。

12 项教育技术的重要发展：

一年之内（翻转课堂、移动学习、创客空间、大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二至三年（学习分析及适应性学习、增强现实及虚拟

现实技术、虚拟和远程实验室、量化自我）；四至五年（情感计

算、立体显示和全息显示、机器人技术、机器学习）

该报告的发布能够为教育家、大学领导、教育行政人员、决

策者以及技术人员提供可信的参考资料和直观的技术规划指南；

能够为学校相关技术决策提供借鉴依据，从而提升、支持或拓展

中国的教学、学习及创造性探究成果。

成果发布后，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

长刘德建与美国新媒体联盟执行总裁 Eden Dahlstrom 共同

签署两机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今后两机构的深度合

作指明了方向。

最后，大会成功举办了“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未来教

育”论坛。论坛由智慧学习研究院与百度时代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崔光佐

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北德克萨斯大学信息学

院教授 Michael Spector，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钟义信，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吕赐杰，清华大学“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史元春，百度教育事业部总经理张高博士等出

席论坛并作报告。出席此次论坛的还有美国加州州立大

学海峡群岛分校技术与通信副校长 Michael Berman、圣

哈辛托山学院副校长 Niki Whiteside、教育部虚拟现实应

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周明全、中国物理学会教学委员会

副主任杨再石、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樊磊等 20 余位专家

学者。座谈会由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陈年兴主持，他们就

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挑战及发展趋势、AI 时代背景

下互联网企业与高校合作方式探讨两大议题进行了热烈

讨论。 （责编：杨洁）

2017 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在京发布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与美国新媒体联盟共同签署两机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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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高茜 1   殷丙山 2

2017 高等教育版《美国新媒体联盟

地平线报告》（下称“报告”）从“加速

高等教育技术采用的关键趋势”、“阻碍

高等教育技术采用的重要挑战”、“高等

教育中教育技术的重要进展”三个方面，

展望了未来五年国际高等教育信息化发

展。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为学校管理、

教学创新、技术环境的构建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图 1 汇总展示了报告的主要内

容框架。

学校管理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实践，高等教育

院校需要更新管理理念和机制，担负起科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要职责。一方面鼓

励创新文化，发挥高校发明创造的中坚力

量；另一方面努力促进数字公平，让更多

的学生利用信息化资源实现个人发展与成

长，减少成就差异。高校应为新技术与教

育的融合、应用、改变、创新，提供政策、

资金、环境等方面的支持，适应新技术带

来的教与学变革。

主要趋势和挑战

文化转变是学校组织结构和教学模式

改变的重要推动力。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

发展要在整个校园中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鼓励更多创新的产生。创新文化是新技术

在高校落地生根并得以有效运用的重要养

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2016 亚

洲大学峰会主题发言人曾提出，高等教育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塑造一个生态系

统，人们可以没有约束地去探索、干预和

学习。如何形成持续创新文化将是高校重

点关注的主题。

信息化发展进程中，高校面临的“公

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和具体举措
 ——《地平线报告（2017 高等教育版）》解读

图 1  2017 高等教育版《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内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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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问题可具体为两类：提高数字公平，

减少成就差异。高校担负着促进数字公平

的责任，让更多的学生拥有获得数字化资

源和工具的机会。同时，虽然开放教育资

源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学习的可

能性，但受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民族或

性别影响，很多学生仍然面临成就差异问

题。

应对举措及实践案例

高等院校在组织构建和活动创设时，

要授权利益相关者，支持创新变革。很多

院校已经开始尝试构建“创新文化蓝图”。

美国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与城

市领导合作，举办首届创新节，为大学和

当地企业提供机会进行合作和对话。美

国马里兰大学学院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College）设计了持续创

新文化蓝图，开发能力为本的项目，创新

学习模式，积极适应变化，在院校内部形

成持久的创新发展力。

在提高数字公平方面，除了政府努力

提供更多的互联网接入、为数字化资源和

设备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外，高校还要制定

相应的数字化战略，提高开放教育资源的

使用，减少教育成本，利用技术满足更多

学生需求。技术在促进低学历人口接受高

等教育和确保残疾学生使用网络材料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 年，牛津大学将在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 edX 平台

上提供免费在线课程。设计良好的 MOOC

课程让成千上万的学生能够接受到优质的

教育。

想要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减少成就

差异，高校要调整高等教育课程，促进学

生深层次学习，获得适应 21 世纪的学习

技能；通过个性化的学习策略和数据驱动

的学生支持系统，促进学习目标的实现，

提高就业率；改变现有资历认证模式，提

供更多的资金资助。皇后社区学院采用

了“海星早期预警”系统（Starfish Early 

Alert），将学术素养中心、校园写作中心、

学院探索中心、数学学习中心、学生学习

中心连接起来，建立了学生支持服务的虚

拟网络。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学生能够收

到即时反馈，接收到符合自身需求的推荐

资源。

教学创新

在教学领域，不论是教学法的创新发

展，还是教学支持设施的更新完善，都旨

在为学生创造更丰富、更具有实操性、更

接近真实世界的体验，促进深层次学习。

在未来五年信息化发展中，教学创新趋势

集中表现在：创设多样化、灵活的学习方

式，促进学习行为的有效评估，实现智能

化教学管理。

主要趋势和挑战

技术增强的学习正在影响着校园生活

的方方面面，教与学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

化、灵活，在线学习、合作学习、移动学

习、混合式学习成为主要趋势。学生不再

局限于传统的课堂之中，而是在信息丰富

的环境下体验、实践和创造，开展正式学

习和非正式学习。

在 21 世纪，学习成果强调的是学习

者完整的成就——学术能力、以及人际交

往能力和内省能力。为了评估这些学习成

果，学习测量和评估的策略将有所转变。

新一代评估策略将需要测量一系列的认知

能力、社会情感发展和深层学习，收集学

习过程中的多维数据，包括生物学和心理

学数据，为学生和教师提

供可操作的反馈。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

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刻

影响。在高校信息化教学

管理方面，管理系统可以

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地监

控和管理学生学习行为。

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的发

展将致力于实现复杂的学

习分析、自适应学习和动

态的社会交流，让院校和

个人能够灵活地创建适应特定需求的定制

化学习环境。

应对举措及实践案例

高校已经尝试利用新技术，创新教学

方式。移动设备的普及让学生能够随时随

地地获取学习资源。基于云技术的服务、

应用程序和其他数字化工具能改善连接的

持续性，学生、教师及其他合作群体可以

随时进入共享工作空间，开展合作学习，

定期交换想法和见解。混合式学习融合了

在线学习和面对面学习的最佳实践，让学

习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的医学生参与了一门混合式学习课程。研

究显示，学生们很喜欢两种方式的结合，

既能够在课堂环境下互动，又能够在线便

捷地完成任务和观看视频讲座。学生认为

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高质量的设计和结

构，采用浅显易懂的动画和互动测验。

为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基于数据的

学习评估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领域研究者

的关注，并逐渐进入应用实践中，用以多

维、便捷、系统地描述学生行为。评估的

数据信息通过自适应学习工具促进更个性

化的学习体验，分析教师教学设计及学生

需要改进的领域，并相应地为每个学生提

供定制化内容，促进学习行为，帮助学生

取得更深度的学习成就。澳大利亚伍伦贡

大学的教师采用 SNAPP——一种学习管

理系统插件，分析在线论坛上学生的互动

情况。它将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图实时可视

图 2  基于 LoudCloud 平台的心理学基础课程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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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师能够比较和对比不同时间的交互

模式，对教学进行调整。

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研发重点也将

逐渐转向深化学习行为。一方面，管理系

统需要支持能力为本教学方式的实施，

支持学生技能获得；另一方面，管理系

统需要能够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全面

了解学习过程。美国大峡谷大学使用了

LoudCloud，利用大量开放的教育资源和

学习分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图

2 为基于 LoudCloud 的心理学基础课程。

技术环境

为了有效推进数字化战略，各个大学

正在调整技术环境，改变学习空间，尝试

在教学领域引入正在影响社会变革的新技

术，为学习提供更多的可能。技术环境的

改变一是体现在物理实体环境的变化，创

设支持主动学习的环境；二是各种前沿技

术逐渐融入校园生活的诸多层面，影响着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主要趋势和挑战

各个大学在实体课堂中越来越多地

应用到主动学习，为了促进这些教学方

式转变，大学正重新调整实体环境，设

计学习空间。高校在创设新的教育环境

时，关注更高的移动性、灵活性，分析

应如何利用学习空间与师生的反馈，提

供职业发展机会，鼓励新建或翻新空间，

实现创新教学。

高等教育是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沃

土。物联网、人工智能、自然用户界面等

新技术的出现，影响着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的变革。新技术的教育属性，将渗入高

校的方方面面，包括基础设施、教学环境、

教学管理、资源获取等，逐步改变着人们

与技术互动的方式。这些前沿技术在教育

中的潜力还未被充分挖掘，高校正在努力

将设想变为现实。

应对举措及实践案例

高校重新设计学习空间，配备各种先

进技术和工具，营造更为真实的环境，鼓

励学生探索、创作，为学生开展基于项目

的学习、合作学习提供灵活的学习空间。

西澳大利亚大学重新设计了里德图书馆空

间，旨在以学生为中心，促进正式和非正

式学习。里德图书馆一楼设计了合作区，

提供技术支持下的各种小组研究空间，以

及专用的休息区域，学生在进行长时间学

习时，感到更为舒适。图 3 为改造后的里

德图书馆。

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院校尝试充分

应用技术的教育优势，为学生学习提供支

持。人工智能算法为个性化学习及自适应

学习技术应用提供支持。自然用户界面在

教学中的应用让更多的学生，包括残疾人，

能够方便地获得学习资源。物联网影响着

院校的基础设施，还影响着学校的课程体

系设计和过程数据挖掘。英国萨塞克斯大

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将皮肤作为触摸屏

的接口，这可作为减小可穿戴设备（如智

能手表）尺寸的解决方案。这个工具被称

为 SkinHaptics，通过身体传送超声波，在

皮肤上产生聚焦触觉反馈，将身体作为传

感器和显示器。图 4 显示的是 SkinHaptics

的工作原理示意。

图 3  改造后的 

            里德图书馆

图 4  SkinHaptics

         工作原理示意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印发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

通知》中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的总体目标是“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

水平”。这与报告中的重要主题不谋而合。

在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下，以“创

新”、“公平”为理念引领的高校顶层

设计和管理，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支

撑的“软环境”，以及各种智能技术打

造的“硬环境”相互作用，成为高等院

校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共同

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

工作场所能力的发展。

技术和教育的相互作用并非一成不

变，在学校管理、教学及技术环境的彼此

适应、融合、调整的动态过程中，院校需

要积极地寻求多机构合作，分享成功的实

践经验，制定指导政策；教师需要转变自

身角色，提高数字化素养，更好地适应教

学变革；积极应对信息化进程中可能遇到

的各种问题，如教学模式创新、学习分析

与干预等。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1 为北京开放大学城市管理学院，2 为

北京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学院）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2017.4 中国教育网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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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提供了支持。上期对 IT 基础、数据基础、有效领导和成功学生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期将对十大议题分别进行阐述。

EDUCAUSE2017年度十大 IT议题 (连载二 )：

以学校的重点工作和需求为中心

和院校所维护的实物资产及知识资产一样，信息资产也是

高价值的。有大批的人乐于窃取这些资产，或许是现在和此前

学生的身份信息，或许是诸如信用卡号码之类的财务信息。和

实物资产不同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信息资产都是脆弱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保护

层，不过坏人（个人或者国家政府）都在持续寻找高校信息资

产的软肋。

以下面的具体情境来说明，据某重点研究型大学的人士报

告称：每天，有 10 万人使用两到三台设备接入大学网络，收

到的电子邮件中的 75% 是垃圾邮件，每秒中有超过 1000 次侵

入校园网络的尝试。学校社群成员们从家里、办公室、教室、

实验室、宿舍、机场和其他地方相互连接，有些是本地的，有

些则遍布全球。海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和可识别个人身份的

信息正在被存储、传输和访问。学院和大学都致力于开放，然

而校园里成千上万的服务和设备往往处于不同方式和不同标准

的管理之中。这样的方式能有多安全？

 “人们认为信息安全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是教

育人的问题。90% 的安全侵害中都存在某种类型的人的

因素。”

——Patricia Patria，贝克学院（Becker College）负

责信息技术的副院长

信息安全不是非黑即白的：并没有彻底安全的状态。相反，

安全是分层的，而且是在不断调整适应中的。全面的安全项目，

以降低风险为重点，能够极大地降低安全暴露。这样的项目应当

包括人、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

一是教育用户；

二是建立流程来识别和保护最敏感的数据；

三是运用加密数据技术，并找出和拦截来自于校园网络以外

任何设备的高级别威胁。

信息安全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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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数据驱动的决策和学生成就成为了大多数高校

的关键事务。如今的学院和大学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采集到了海

量的数据，通过将存储于学生保持管理、学习管理、学生信息

系统的数据组合起来进行联合分析，高校能够更好地理解学生

是如何与信息系统互动，以及学生是如何在课程项目和专业中

流入流出和与之互动的。投资充足和数据众多的情况下，高校

可以构建出每个学生的整体图景。拥有这种类型和规模的数据，

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有校际合作时，高等教育行业就有能力开

始从描述性分析走向预测性分析，并有能力利用预测性分析来

对提供给学生的服务实施变革。

预测性分析让我们可以跟踪趋势，发现缺口和低效之处，

并替代那些基于隐式建构（implicitly developed）的学生描述形成

的“最佳猜想”场景。分析工具可以让辅导不再依靠猜想，并

将课程的即时反馈和学生个体级别的成就指标提供给教师。

然而，预测性分析的结果通常需要识别可能存在风险的学

生，并导致涉及“侵入式辅导”的改变。预测性分析也引发了

重大的关切：关于隐私的关切，关于学校变成了代理父母的关切，

以及关于“学业完成目标应该多大程度上胜过培养学生意志力

和从失败中学习成长的目标”的关切。

“维系一名学生比招收一名学生要容易，尤其

是在当前的人口形势下。校长和他 / 她的决策圈最

需要关心的是对学生成就的预测性分析，因为坦率

地说，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什么都不会发生。”

——Eric Sakai，佛蒙特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of Vermont）教学技术主任

通过帮助更多学生更迅速、更经济地取得更多学分，学院

和大学都在努力奋斗来提升自身的价值。通过为高校跟踪各个

目标的表现提供信息。进行数据启发的决策是高校所面临的最

重要和最困难的议题之一。

高等教育信息系统每天都在产生海量的数据（包括教室 / 学

习管理系统在内）。这个潜力巨大且丰富的信息源还远未得到

利用。即使大多数学校都建立了报告、仪表盘，以及其他一些

数据精选产物，但是在为诸如学生成就或院校效率等战略目标

提供信息方面，仍然不够有用，也不算是对数据的充分利用。

如今的主要挑战包括：在全校范围内持续不断的决策中集成数

据；无论何时何地，让需要数据的人很容易就获得数据；以及

超越基础报表阶段，进入到预测性和情境化分析的阶段。

“如果你能取得数据并创造效率、最佳实践和

流程来加强教室及学习环境，那么你就提高了院校

的效率和效能，以及学生的产出。”

——David Starrett，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教育长兼负责学术事务副校长

“IT 领导者实质上是

学院领导者。他们对每个

领域的重要角色要有充分

理解，才能将业务目标翻

译成这些目标的实现所需

的技术类型。”

——Victoria Duggan，

蒙哥马利学院（Montgomery 

College）首席合规官

学生成就和学业完成议题 2 数据启发的决策议题 3

战略领导力议题 4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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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充满了每所高校。学院和大学热切渴望着在更大程度上

应用数据来改进学校及其成员的产出、服务质量、效率和其他方

面。数据有其应用情境，而且（如今）都是分别在各自狭窄的情

境中创建和定义的。正因为如此，现在相似的和相关的数据存在

于不同的办公室，以不同的格式、标准，用不同的系统进行存储。

它们针对各自的环境进行优化，大致没有相互进行协调。如果数

据的利用是在学校层面上，如用于学生成就，那么学校级别的措

施就是必要的。

数据管理和治理不是一个 IT 问题，每个部门都要参与和取

得一致，因此要有广泛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利益相关各方（数

据所有者和院校研究、信息技术及学校领导）必须合作开发一组

共同的数据定义，并就什么数据是需要的、以什么形式、为了什

么目的等问题达成共同认识。这种协调，或者治理，将使学校成

员在沟通中对数据（例如“真实情况的唯一版本”）的遵循的数

据采集标准（如 APLU、IPEDS、CDS）保持信心。

高校往往选择从三个角度实施数据管理：准确性、可用性和

隐私性。IT 部门在构建和维护数据仓库、进行系统集成促进数

据交换和维护数据隐私及安全的标准方面发挥作用。数据所有者

和学校领导设置要求和标准，并帮助评估和确保数据准确性。

IT 经费始终是一个挑战，因为院校总在寻求为 IT 服务和投

入提供恰好足够的经费。近年来，两方面的复杂性使得 IT 经费

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了。

首先，信息技术现在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学院和大学的

使命和职能的核心，对于开展教育、研究、家长关怀、社群服

如今的学生从出生以来就生活在一个充满IT技术的环境里，

这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生、教师和其他成员在高等教

育中的每件事情都和 IT 技术有接触点。关于学校战略的决策更是

不可避免的和 IT 技术相关，IT 领导层需要参与到这些决策中去。

在这方面的考虑中，CIO 们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要

能“上桌”——有机会参与决策。如今对 IT 领导者的要求明确

了他们在战略领导层中的定位。这些要求包括在管理和业务实践、

项目组合管理、协商和变革领导方面的专业能力。然而，在业务

上很精明的 CIO 可能会冷落一些学术人才，尤其是那些对行政

人员出身的领导者持反对态度的。更坏的情况是，有些 CIO 并

没有做好处于管理层位置的准备。

第二个挑战是“待在桌子上”实施领导。CIO 们负责的不仅

是战略，而且还要负责日常运行。重大事件（例如，严重的安全

破坏、系统宕机、服务终端）都会将 CIO 的优先工作从战略领

导转到应急管理上。

即便 CIO 不直接隶属校长，也不在核心决策圈，仍然有机

会与全校范围内的领导者们讨论目的和目标问题。通过建立对话

和关系，CIO 们可以了解学术和管理部门的志向和挑战，并为此

提供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做未必能让 CIO 进入管理层，

但是可以让 CIO 成为战略领导者。其目标是要影响战略，而不

是隶属关系。关键是成为受信任的咨询者，而且这是 IT 领导者

所在的极好的位置。

可持续的经费投入议题 5

“失败于为信息

技术提供充足的经费

投入，就是失败于为

将来的繁荣提供一个

根本基础。”

—— D w i g h t 

Fischer, 达尔豪西大

学（Dalhousie University）副校长助理兼首席信息官

数据管理和治理议题 6

“精通数据治理和管理

才能创造最重要的机会。”

—— T i m o t h y  M . 

Chester, 佐 治 亚 大 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负

责信息技术的副校长

务和行政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 IT 经费受限，那么我们就

要面临学校的基本工作放缓、恶化，甚至是彻底终止的风险。

其次，在大多数高校中，数字投入和技术更新曾经都属于建

设投资。运行经费的增长普遍上更加困难。然而，IT 服务和基

础设施正在向学校之外迁移，其中一半都迁移到了云上，而云相

关的经费依赖于持续开支，而不是一次性的投资。

向 IT 服务的持续性经费投入的改变正在迫使学校清楚地认

识到其对于技术的依赖性以及技术的战略价值。是否能将 IT 投

资模式变革为更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方式，以替代一次性的建设经

费分配方式？只有可持续的 IT 经费投入才能支撑院校的目标和

长期的战略规划。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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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校变得更加依赖它们的 IT 部门一样，IT 部门也更加

依赖于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和质量。新聘人员必须是优秀的人

员，而且优秀的人员必须想要留下。每个新聘人员都会改变 IT

部门的文化和效率，并且扩展到整个学校，使之往好的或者坏

的方向改变。

首要的威胁是对 IT 人才的外部竞争。事实证明，随着外部

就业市场走出低谷，IT 员工聘用和留任越来越不稳定。商业公

司正在雇佣更多的员工，尤其是 IT 员工。高等教育界一般情况

下无力与工商界的薪酬和福利相竞争，而且很多学校也不再提

供补偿性的待遇，例如压力更小的工作负担和参与学术生活的

感觉。

未来几年的挑战还来自于人才的流失，特别是年轻人才的

流失。员工离职会导致学校相关知识（对学校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的损失，加重了全职人力的损失。小学校和农村地区的学校的

风险尤其突出。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在职员工不能持续地更

新技能，也是人才流失的一种形式。

IT 领导者正在为了向人事、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学校领导者

施加影响而奋斗，去构想和创建一个更加“有黏性”的部门来

挽留人才。解决方案包括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确切相关的职

位描述、灵活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以及持续的奖励和职业

发展。

经济承受力的问题的动因来自于经济衰退以来的迟缓复苏，

人口形势的根本变化，以及与高等教育的成本和资金筹措有关

的观念认识和现实状况等。信息技术可以以多种形式为经济承

受力做出贡献。

高校能够通过利用现有应用系统的能力，让人们能更易于

自行行事，并且当有人离开学校时不必一对一相应地进行补充

和替代。

IT 成本也要加以检查。正如高等教育领导者们正在质疑

的，是否每个校区都需要各自版本的心理学课程（或生物学、

经济学等），他们或许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质疑为什么那么多

的高校（以及校内的单位）都在建设研究生申请系统或奖助

学金管理系统，或者为什么每个学院和大学都有大量的电子

邮件服务、本地的高性能计算集群、大规模大数据存储阵列，

或同一个软件的多个站点授权。不协调的、冗余的开支挤占

了其他急需的投资，例如稳定教室技术或尽职的信息安全人

员。在学校和部门层面上要有规划，但是规划也要在某个地

方联合，并在地区、全国和某种情况下在全球范围进行评估，

因为并没有那么多钱来实现学校领导者、教师和其他人想要

做的所有事情，甚至做所有必需的事情都不够。公立学校系

统在共享服务的某些方面走在了前面，但是，局部优化依然

超越了合作和妥协。

经济承受力不仅是降低成本。资源在任何地方都是有限的。

但是在很多高校，尤其是小型私立院校，资源尤其有限。这些

院校必须仔细确定投资和项目的优先级，并指望能实现 IT 投资

 “我们要将重点放在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学校真正

应对与经济承受力有关的问题上。”

——Ellen F. Falduto， 伍 斯 特 学 院（College of 

Wooster）首席信息和规划官

的最佳利用。

信息技术同样可以在取得学校产出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得

高等教育的费用更易承受。帮助学生更容易和更迅速地取得和转

移学分是技术有助于解决的一项挑战。阻止学生流失同样也能够

增加年度收入并降低授予每个学位的成本。

高等教育经济承受力议题 7

可持续的人员配备议题 8

“某些人将云视

为能大规模降低成本的

万能良药，尤其是在人

员方面。但是我们现在

看到的是对核心技能

（安全、集成、云架构

等）的内在需求的浮现，

这可都不便宜。”

——Stuart D. Lee,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IT

服务部门，副首席信息官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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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已经被技术改变了。新兴的数字生态使创造和出版

变得容易；受到了很大程度具有社会性的网络的塑造；它还提供了

随时可用的数据，这些数据受算法驱动，为用户进行信息的个性化，

并提供信息来支持人的判断。如果我们在数字化文化的情境中重新

构建高等教育，那么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教学的数字转型正在超越对传统面对面教学的在线替代，而

进展到应用现有和涌现出的工具来获得非凡成果的地步。学院和

大学正处于一个特别好的时间点上来全面改进教学从面对面到混

合到在线，正因为新技术正在促使我们提出关于学生学习的最佳

方式的问题。

个性化教学“为每个学生提供了独特的、高度聚焦的学习路径”。

它运用“IT 系统和工具来根据每个学生的长处、短处和学习节奏定

制学习体验。个性化学习为每个学生建立了一份‘档案’并基于学

生的表现对学习路径进行不断的调整。而技术，包括分析方法、适

应性学习、数字课件和其他类似的技术，是个性化学习的基础。它

同样也为教师提供辅助信息，以更好地针对每个学生进行教学。”

根据迈克尔·费尔德斯坦（Michael Feldstein）和菲尔·希尔（Phil 

Hill）所述，个性化教学在三个方面应用了技术：内容（将内容讲

授移出教室并允许学生自行设定学习节奏）、指导（对学生和教师

都允许互动反馈）和联系时间（让教师观察学生的工作并更多予以

指导）。

教学的数字转向从教师开始：帮助他们理解学生从技术强化的

教学中获益的方式；让 IT 人员、教学技术人员、教学中心和其他关

键单位与有创新力的教职成员合作，共同构建和分享成功的案例。

学校的建筑可以比校友寿命更长，而技术不应该。

今天的高等教育企业系统往往比现在的学生年纪都大。

大概四成的 ERP 系统是技术“婴儿房”的一部分，受到

过修补“千年虫”问题的影响，另外的百分之二十甚至

更老。基于上世纪 80~90 年代的设计原则的企业应用系

统司空见惯。这些系统跟不上学校及其成员的需求——

数据、数据集成和移动访问。由于这些方案都不提供现

代的接口和流程，学校只能将很多其他的方案像打螺栓

一样固定上去来填补空缺和满足要求。并且，为了支持

学校独特风格的工作方式，这些方案都是高度定制化的，

因此它们也为 IT 人员和预算带来了持续的维护负担，

以及一想到要替换它们就会产生的恐惧感。一年又一年，

它们的缺点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学生信息系统的缺口和

过度定制化正在阻碍学校的工作。

IT 领导者正在审视核心企业应用在满足当前和将

来要求上的能力，包括 ERP（传统 ERP 和财务、人事、

学生信息系统套件）和学习管理系统（LMS）。尽管

要求和问题都很清楚，但是解决方案未必那么明显和

容易。

 “我最近参与了一

个校园技术研讨会，学

到了一个称为 Hypothes.

is 的工具。然后，我立

刻就重新设计了我的一

门课程。结果，学生参

与进了一种有意义的、

互动的数字化活动，其中

关键概念和学习产出都以一种有趣的、记忆深刻的方式得

到了强化。”

——Aimee Whiteside， 坦 帕 大 学（University of 

Tampa）副教授

“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修改，而且竭

尽全力才将运行恢复到基线水平。大家都一样，

因为都在同样的人事系统中。”

——Kirk Kelly，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副校长助理兼首席信息官

下一代企业级 IT议题 9 教学的数字转型议题 10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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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DUCAUSE 社区从 IT 议题工作组成

员确定的18个议题中选择出了十大议题。

下列 8 个议题未出现在十大议题中，按照

优先顺序排列。

1. 下一代 IT 工作队伍：建立适应性

的 IT 组织架构、人员岗位和员工发展战略，

来支持创新和适应高等教育、IT 服务交付、

技术、分析和其他方面的持续变革。

2. 领导变革的能力：与学校的利益相

关者合作应对快速的变革，同时在全校范

围内将变革疲劳最小化。

3. 教师对技术的采纳：通过培训、咨

询、激励和其他支持来推动教师在教学中

对技术的采用。

4.IT 合作关系：在全校内和多个学校

之间发展共享 IT 服务、平台和资源的合

作关系。

5. 身份管理：采用系统范围内的身份

管理系统。

6.IT 服 务 管 理： 采 用 IT 服 务 管 理

（ITSM）方法来提升 IT 部门的效率和效能。

7. 在线教育：提供可扩展的和配备良

好资源的服务、设施和人员来支持在线教

育。

8. 学术和研究的数字转型：提供可扩

展的和配备良好资源的服务、设施和人员

来适应在数字化学术和研究中的进步。

在 EDUCAUSE 的 IT 议题工作组选定

的 18 个议题中，有 2 个是与 IT 工作队伍

有关的：可持续的人员配备和下一代 IT

工作队伍。

 “可持续的人员配备”关注的是如

何实现人员配备充足，而“下一代 IT 工

作队伍”强调的是应对当今挑战的组织结

构和岗位需求。某些类型的高校（博士层

次的和倾向于早期采纳技术的）更加关注

优化 IT 部门，因此“下一代 IT 工作队伍”

出现在他们的十大议题中。晚期采纳者、

最小规模的高校（小于 2000 人）和中等

规模的高校（4000 至 7999 人）将实现充

足的人员配备（“可持续的人员配备”）

排在了优化 IT 部门之前。两个 IT 工作队

伍有关的议题都没出现在最大规模的高校

（15000 人以上）的十大议题中。人员规

模可以成为一个缓冲，并且弱化单个 IT

专业人员流失的影响。更大的 IT 部门也

有更大余地来构建组织和设置专门岗位，

而较小的则不行，因为其中的人员必须要

从事多个岗位工作。

高校的技术采纳方式也许会降低学校

规模的影响。早期、主流和晚期采纳者在

每种类型高校中都有发现。因此，尽管大

多数规模较小的学校更关注“可持续的人

员配备”而不是“下一代 IT 工作队伍”，

也许其中的早期采纳者已经有能力获得充

足的人员配备，借助于更多的学校支持或

者是更能激励 IT 员工的工作环境。

当今的学生成就计划很大程度上是由

分析推动的。用于引发行动和决定的分析

工具和算法的应用案例仍然在我们的生态

系统中涌现着。其前景是光明的，成功案

例的数量也在增加中。从叙事和直觉转移

到数据是一个强有力的转变，能够帮助减

轻偏见、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并确保每

个学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以他们需要的形

式受到关注。

对于十大 IT 议题中的每一个，工作

组成员都被问到：“谁应当是在 IT 部门

之外最关心这个议题的？”他们最初的回

应都是一致的：“每个人都要关心！”

而实际上，大多数 2017 年度十大 IT 议

题中都涉及大量的学校成员。工作组成

员发现确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相对简

单，而决定每个议题中谁不受影响则更

加困难。

IT 职能可以被描述为整个学校的缩

影，牵涉到所有职能、所有成员、所有关切。

然而，如果仅靠自身，IT 部门只能取得微

不足道的成就。学校的所有成员，无论是

数据和良好安全实践的联合设计者、经费

提供者、合作者或者贡献者，都会对 IT

部门的成功和失败施加影响。EDUCAUSE

成员们理解并乐于接受这一关系。

在 IT 部门的重点工作和学校的重点

工作之间的界限正在变模糊，工作组成

员非常清楚这一点。非常频繁地，他们

评论到：“这不是一个 IT 的议题 , 然而

它却是十大 IT 议题中的一个。”多年以

来，EDUCAUSE 十大 IT 议题变得更加

以学校的重点工作和需求为中心，而更

少地从运作 IT 部门的要求出发。 （责

编：杨洁）

（本文作者为 EDUCAUSE 负责社区和研究的副主

席 Susan Grajek 及 EDUCAUSE IT 议题工作组

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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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2016 年 CCS 在霍夫堡宫殿 (Hofburg Palace) 举办。这次 CCS 

是历史上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一共有 1006 个参会者，来自 42 

个国家、426 个组织。会议组织者统计了参会者来自的国家，前

三是美国、德国和英国，随后有韩国、奥地利、法国等等。来自

中国的参会人数排名第八。如果按照组织排名的话，第一是德

国的 TU Darmstadt，后面还有 SBA Research, ETH Zurich, Google, 

Penn State 等。

本次论文接收情况如下：一共收到了来自 2000 个作者的 831 

篇投稿，相比 2015 年多了 185 篇。会议邀请了 138 位 PC，3 位 

chair 和 360 位 external reviewers。总共写了 2368 篇 reviews，每篇文

章大概能收到 3 篇 review，应该算是正常水平，这么多的投稿，估

计审稿的压力也很大。总共接受了 137 篇文章，接受率 16.5%。 

Keynote

2016 年图灵奖获得者 Martin Hellman

Keynote 来自 Martin Hellman，2016 年图灵奖获得者——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 (D-H) 中的 Hellman。Keynote 的题目

是 Cybersecurity, Nuclear Security, Alan Turing, and Illogical Logic。

主要讲述了他发明 key exchange 的经历，对于图灵奖的一些

感想，以及和他的夫人写的一本关于爱情的书 (A New Map for 

Relationships: Creating True Love at Home & Peace on the Planet)。从 

Martin 的 keynote 演讲中能感受到 Martin 对于科研的热爱，为之

不断奋斗的热情，非常鼓舞人心。Martin 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科学家，在 keynote 的后半部分他也讲述了和他妻子的爱情、家庭、

生活。他用 illogical logic 这个词来形容爱情中的关系，讲述了他

在科研中的严谨逻辑也没办法明白爱情中的 “illogical”。就像

他书中写道的：

The essence of this book is: “You have to believe in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gifts of unconditional love and a more peaceful planet, and 

then dedicate yourself to discovering how to achieve them.”

Is it practical to build a truly distributed payment 

system- Ross Anderson

Ross 主要介绍了他在发展中国家试验的一种 distributed 

payment 系统，利用了简单的密码学知识，使用一个手机和短信

验证码，完成了交易。加密方式很简单：

The crypto is simple enough: a challenge is copied from the 

payee’s phone to the payer’s, and an authorisation code is then 

copied back to the payee.

他的项目得到了 Gates Foundation 的资助，在一些贫穷国家

尝试使用，效果非常不错。Ross 的研究真的改变了一个村子里的

支付方式，这就是科研的影响力。

视频连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fG_KSlTD4

安卓安全相关的文章

这里主要介绍四篇 Android 相关的文章，包括 Android Unix 

domain sockets 的问题，call-back 函数的错误使用，恢复混淆后

的 Android 代码，还有第三方包的检测。

◇ The Misuse of Android Unix Domain Sockets and Security 

带你走进维也纳版的 CCS2016（二）

编者按

2016年的 CCS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参

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本期将继续分享香港中

文大学孙茗珅博士提供的参会总结和感想，

本文主要介绍CCS论坛主论坛上图灵奖获得者 

Martin Hellman发表的演讲，几篇与Android

有关的论文，以及10月26日分论坛中的主题

报告及keynote, web/mobile security分论坛等。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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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 Android 的 Unix domain sockets，Unix 

domain socket 和传统的 internet socket 。不同的是：通信是在

操作系统 kernel 中完成，而不是通过 network protocol；服务器

监听 Unix domain socket namespace 而不是 IP 和 port number。 

Namespace 包括 FILESYSTEM 和 ABSTRACT 两种，它们分别有对

应 security enforcement 

级别，见表 1。

正 式 因 为 Unix 

domain socket 的特性，

我们可以做如下两种攻击，见表 2。 

本篇文章针对这个问题设计了一个检测因为 unix domain 

socket 引起漏洞的系统 SInspector。SInspector 通过结合静态检测

和动态分析两种方式，检测出漏洞。

Address Analyzer 找出 socket 地址，并且检查是否有保护，

Authentication Detector 用来检测是 peer authentication 是否保护 

client 的连接，如果用 UID 和 GID 来检测就很难伪造，但是只用 

PID 就容易伪造。

文章还讨论了应该如何在 Android 安全的使用 Unix domain 

socket，适合普通的开发者详细阅读，滥用 domain socket 会引起

严重的信息泄漏漏洞。

◇ Call Me Back! Attacks on System Server and System Apps in 

Android through Synchronous Callback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 callback 函数在使用中的问题，如果 

callback 函数使用不当，则会让系统服务锁死或者崩溃。最后文

章建议尽量异步处理事务，多用 try catch 捕捉异常。

文章提出了静态分析的方法，提出的工具 KMHunter 基于 

FlowDroid。作者通过 taint analysis 找出错误调用 callback 函数的

地方，并找到了 6 个漏洞，见表 3。

◇ Statistical 

D e o b f u s c a t i o n 

o f  A n d r o i d 

Applications

这篇文章要

解决的问题非常

简单，就是如何

恢复混淆后的代码。Android 的代码混淆最基本的就是文章所谓

的 "layout obfuscation"，简单来说就是把包名、类名、方法名重命

名成一个类似的名字，比如说 "a", "a.b" 这种名字，让分析人员

不容易搞明白代码的功能。

作者使用的是 probabilistic model，拿 open-source 的没有混

淆的源代码作为 ground truth，经过 static analysis 找到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当作 taining set。然后就可以用这些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去推测那些混淆过的类名，包名。

◇ Reliable Third-Party Library Detection in Android and its 

Security Applications

文章提出了一种检测第三方库的方法，很简单，从 method 

到 class 再到 package 一层一层的做 hash，然后进行匹配。不得不

提的是，这个方法在我们 2013 年的 DroidAnalytics 的系统中已经

用过了，这次竟然在 CCS 看到同样的方法，我们主要用于检测重

打包的恶意软件，而这篇文章主要是检测第三方库。

最佳论文均与 crypto key 相关

Banquet 上还颁发了一些奖项，Best Paper Award 是下面这三篇论文：

High-Throughput Semi-Honest Secure Three-Party Computation 

with an Honest Majority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Juniper Dual EC Incident

A Surfeit of SSH Cipher Suites

这三篇论文都是和 crypto key 相关的，虽然 crypto 是个很古

老的研究方向，但是对于传统加密方式的应用依然很有影响力，

特别是滥用（或者错用）传统加密方法造成的安全隐患值得重视。

还有一些 Test-of-Time Award, Europe Council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以及 Dessertation Award 和 SIGSAC Awards，详细列

表可以在：https://www.sigsac.org/ccs/CCS2016/awards/ 看到。

技术分论坛

◇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Private Key Sharing in the 

HTTPS Ecosystem

 如今，大部分热门的网站都有在第三方的 CDN 上有部署。

比如说 CloudFlare 就提供免费的 CDN 服务。你把 DNS 解析服务

放在 CloudFlare 上，一个 request 就有首先到达某个 CDN 服务器。

CloudFlare 也提供了 HTTPS 链接服务，如果使用了，那么所有的 

HTTPS 访问就会使用 CloudFlare 的证书，而不是网站本身的证书。

因此，在 HTTPS 传输中，使用的 key 则来自于 CDN 服务。

如果某个 CDN 服务出现漏洞，泄漏了 key，那么所有使用这个 

表 1

表 2

表 3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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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的网站可能都会收到影响。

作者首先通过 WHOIS 里的信息区分了每个网

站的拥有者，然后利用收集的数据回答了以下几

个问题：

How many organizatins share keys?

How may keys do providers have?

How are SAN lists used?

随后，文章又研究了 certificate management 的

问题，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 Heartbleed 漏洞之后

的证书管理情况。

如图 1 所示，左边的是在 Heartbleed 漏洞公

开之后证书没背撤销的比例，右面是没有 reissue 

的证书的比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outsourced 

的证书（也就是 CDN 提供的证书）在漏洞刚出时，

反应慢于自己管理的网站的证书。而一段时间之

后（一周后），因为 outsourced 能够管理大量网站

的证书，所以能够统一撤销、重新发放证书。

◇ Build It, Break It, Fix It: Contesting Secure Development

这个 talk 并不是讲科研的，而是主要介绍了作者组织的一种

安全编程的比赛，不同于传统的 CTF, CGC，这个比赛主要面向

刚刚接触安全的学生。比赛包括三个阶段：build, break, fix，模

拟了真实世界当中的安全编程的情况。所以这个比赛考察了一是

如何写出安全可靠的代码，二是如何找到软件的漏洞并且加以利

用，最后如何修复有漏洞的代码。作者在论文中分析了 2014 年

的比赛的一些信息：图 2 中最下面的部分很有意思。比赛在 build 

阶段会考虑 testcases 和 performance 的分数，在 break 阶段考虑 bugs 

和 vulnerability 的分数，在 fix 阶段考虑 fix 后的结果。几乎所有的队

伍在 break 阶段都会有减分，但是有些队伍在 fix 阶段就修补了漏洞。

◇ SandScout: Automatic Detection of Flaws in iOS Sandbox 

Profiles

这 篇 文 章 主 要 研 究 了 iOS 的 sandbox 机 制， 主 要 是 由 

container profile 控制。iOS sandbox 是一种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 

policy，使用了 Trusted BSD MAC framework: http://www.trustedbsd.

org/mac.html. 它可以为不同的 sandbox 设置不同的 “profile”。

通过使用一种 SBPL (SandBox Profile Language) 的语言，可以在 

Profile 里面可以定义 system call 的使用权限。

图 3 的这个例子就表示了 mobilesafaris 和 safarifetcherd 可以

访问 /Media/Safari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除了 secret.txt. 需要注意的

是苹果并没有公开最新的 SBPL 语法文档，profile 也是编译之后

二进制文件。

这篇文章要解决三个问题，反编译 profile 文档，model sandbox 

policy，自动化发现漏洞。正是因为 SBPL 的复杂，定义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逻辑上漏洞。沿着这个思路，作者把 graph-based SBPL 转

化成 Prolog 的逻辑

定义。profile 变为 

Prolog 后，就可以

用一些 policy quiery 

来检查 profile 是否

存在漏洞。

通 过 这 种 方

法，作者发现了七

类漏洞，并且通知了 Apple，大部分漏洞都能修改 profile 解决。

下图这个例子是 iTunes 的隐私泄露漏洞，主要原因是 /private/var/

mobile/Medi- a/iTunes_Control/iTunes 目录可以被任何第三方 App

访问，而目录下面包含一些隐私数据。

iOS 的安全问题历来都是 "under the hood"，这次的 profile 机

制以前确实没人研究过，但是想一想 SELinux/SEAndroid 不也是 

MAC 么？同样的问题，在 iOS 上一样存在，就是需要深入挖掘。

◇ The “Web/Local” Boundary Is Fuzzy: A Security Study of 

Chrome’s Process-based Sandboxing

这篇文章讨论了在现在的浏览器中 Web 和 local 的 boundary 

开 始 模 糊， 因 此 造 成 的 安 全 问 题。 图 4 左 边 描 述 了 传 统 的 

process-based 浏览器模式，在这种框架下 Web/local boundary 非

常清晰。最近出现的 cloud service （比如说 Dropbox） 引入了 

cloud App， client App，使得 web/local boundary 不是唯一的。

文中介绍了三种可能引起的问题：

accessing files on the local system

interacting with the local system

misusing system sensors

利用方法是假设通过 rederer 的 memory corruption exploit 修改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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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SOP enforcement，

使 a.com 可 以 加

载 b.com 到 iframe 

里。 那 么 就 能 通

过 iframe 与 cloud 

service 通 信， 进

而 修 改 local file 

system。

作 者 举 了 个

例 子， 在 iframe 

里显示 DropBox share file 的按钮，就能绕过以前的 web/local 

boundary 直接通过 DropBox 获得／修改文件。

因为从 memory corruption exploit 到 bypass SOP 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作者还详细介绍了如何绕过 Chrome 的 memory protection 

(ASLR, CFI)。

下面是 POC 的代码，以及视频。

POC: https://github.com/jiayaoqijia/Web-Local-Attacks

DEMO: https://youtu.be/fIHaiQ4btok

◇ UniSan: Proactive Kernel Memory Initialization to Eliminate 

Data Leakages

UniSan 是一个检测 Linux kernel 的 memory initialization 问题

的。在这篇文章，作者为了找到这类的 initialization 引起的 data 

leakage，提出了用 program analysis 的方法检查程序是否初始化

内存对象。具体是基于 LLVM 检查 （没有选择 GCC 的原因是 

LLVM 提供了更多的 API）是否存在程序路径，使得一个内存对

象离开内核空间时候没有被初始化。

◇ iLock: Immediate and Automatic Locking of Mobile Devices 

against Data Theft

iLock 利用声音检测手机是否丢失，如果丢失了就锁定手机

保护手机内的信息。具体的方法是使用了 FMCW 的方法，传输

的信号频率回随着时间变大，通过计算接收到的信号的时间差，

就能判断反射物体的距离。图 5 是 FMCW 的示意图。

◇ On Code Execution Tracking via Power Side-Channel

这篇文章是用 MCU 的 power side-channel 来判断 control-flow 

integrity。 具 体

的 方 法 是 通 过 

power trace 把 

CFG 构建为一个 

hidden Markov 

model。 作 者 对

原始的 HMM 进

行了修改。使在 

CFG 里 的 一 个 

block 表示 HMM 的一个 node。

Singnal extraction 是这篇文章的另一贡献，如何把 power 

signal 抽象为 observation symbol ？如何修改 Viterbi algorithm 使它

能够判断 execution sequence 是否是 HMM 的一部分（也就是判断 

CFG 是否被修改了）。

◇ Drammer: Deterministic Rowhammer Attacks on Mobile 

Platforms

作者利用 Rowhammer 攻击巧妙的拿到 root 权限。因为是 

memory 的特性引入的攻击，系统也没有什么办法防御。简单来

说利用了 "DRAM hardware glitch casing disturbance errors"，结果

是会造成 DRAM 中的 bit 在某些情况下翻转（0 -> 1 或 1 -> 0）。

并且这种 bits flipping 在同样情况下是可以重现的。作者利用这

种“特性”，攻击 page table entries，可以让某个 memory page 

mApping 指向上一个 page，从而可以在 page table entry 写入任

意值。

随后，写入 kernel memory 的 page table entry 就可以访问到 

kernel memory，找到 struct cred 修改 uid 和 gid 就能拿到 root 权限，

如图 6 所示。

因为要不断扫描 DRAM 找到会发生反转的 bit，作者 evaluate 

不同机器所需的时间，如图 7 所示。

此外，在 panel discussion 环节还讨论了几个非常有争议的

话题：安全学术研究的价值，攻击和防御哪个更重要，四大安

全会议收录论文的现状，应用密码学和传统密码学的冲突，未

来安全研究的发展方向（例如：usable security）。 （责编：

杨洁）

（作者单位为香港中文大学）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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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连莹

留在计算机内存中的敏感数据，在

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ACPI S3) 时极易通过

旁路攻击 (side-channel attacks) 被窃取。

这类敏感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全盘加密秘

钥 ( 如 TrueCrypt) 以及正在被查看的保密

文件 ( 尽管它们在磁盘上已加密 ) 。当计

算机被偷盗或丢失以及机主被威胁时，由

于攻击者得到几乎不受限制的物理便利，

他有条件利用系统 DMA 漏洞直接访问内

存数据或者冷起动内存映像攻击 (cold boot 

attack) 等旁路攻击来窃取数据。

应对这类威胁的一个挑战是由于计

算机不能直接运行加密指令，系统内存中

无论待机中或系统苏醒时敏感数据已经明

文存在，操作系统提供的重新鉴权保护无

法奏效。一些解决方案选择将秘钥暂存在

CPU 寄存器等特殊位置以躲避攻击，但一

方面这种方案只能处理极少量的敏感数据 

( 如只针对数个字节大小的加密秘钥 ) ，

另一方面在系统苏醒时或者不对用户重新

鉴权 ( 被攻击者直接获取 ) 或者鉴权受限

于用户密码的有限的 entropy ( 可被字典攻

击 )。另一些产品如 BitLocker 虽然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但是是通过强制计算机进入休

眠状态 (hibernation, 即 ACPI S4) 来实现，

由于硬盘性能的瓶颈严重影响可用性，即

使 SSD 通常也要接近十秒左右。

鉴于待机状态的普遍性，我们提出

data-in-sleep 的概念，来区分于 data-at-

rest，data-in-transit 以及 data-in-use 等已

经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我们解决 data-in-

sleep 问题的两个原则是：一是在整个待

机期间没有敏感数据以明文形式暴露于内

存中；二是当系统苏醒时对用户的重新鉴

权必须可以承受字典攻击且不可绕开。

基于这两个原则，我们设计并实现了

Hypnoguard，以保护 data-in-sleep 为目的

的工具。它利用现代 CPU 的 AES-NI 硬

件加速指令集、多核并行处理以及合适的

AES 工作模式，在进入待机前实现高速的

完全内存加密 ( 对于 8GB 内存加密或解

密只需要一秒左右 ) 。而在系统苏醒时，

我们整合 CPU 的可信计算运行环境 ( 如

Intel TXT) 和 TPM 安全芯片来达到绑定系

统硬件平台的用户重鉴权。Hypnoguard 的

核心特性即这种不可绕开的系统硬件平

台绑定：正确的软硬件运行环境决定正

确的秘钥被释放 ( 而不是完全取决于相对

较弱的用户密码 )，错误的环境 ( 即绕开

Hypnoguard) 无论密码猜测正确与否都无

法得到正确秘钥。

在系统部署时，一对公钥和私钥被

生成 ( 足够的长度 )，其中公钥被明文保

存在公共区域。而私钥直接被封存 (Seal) 

在 TPM 的 NVRAM 中， 绑 定 于 正 确 的

Hypnoguard 运行环境以及用户密码。每次

待机前，一个足够强的随机对称秘钥 ( 如

128bit 以上，只一次性使用 ) 被用来加密

整个内存。而后此对称秘钥立即被上述公

钥加密存放于公共区域。系统进入待机。

至此，整个系统内存为加密状态，攻

击者无法直接窃取。由于我们选择的秘钥

长度适当 ( 和用户的密码强度无关 )，绕

过 Hypnoguard 进行字典攻击通常是不现

实的。如果他进入正确的 Hypnoguard 环境，

虽然此时的保护只取决于用户密码，但猜

测密码会以很高概率触发对 TPM 中的私

钥的永久性删除。我们可以配置特定的策

略 ( 如错误次数 ) 来决定对删除秘钥的触

发；也可以设置一定范围的密码为删除密

码 (deletion passwords) ，既可用于提高攻

击者触发删除的概率也可用于用户在被胁

迫时提供给攻击者。

在 系 统 从 待 机 状 态 恢 复 时，

Hypnoguard 进入 TXT 环境，并提示用户

输入密码。此密码和当前正确的软硬件环

境一起用于释放上述私钥。私钥解密对称

秘钥后立即被从临时内存中删除。随即，

对称秘钥解密整个内存并将控制权交回操

作系统。恢复时的用户密码输入可以取代

操作系统的用户密码输入来完全保持现有

的用户体验：待机时无需密码，唤醒时输

入一次。这种优势得益于公钥系统的引入，

即进入待机时无需密码和 TXT 环境释放

秘钥 ( 使用公钥即可 )，而只在唤醒时需要。

在此项目中，我们开创性地解决了一

些技术问题，如系统唤醒状态下的显示和

输入 ( 一直存在但未被解决的问题 )；同时

也依据 Hypnoguard 的特定需求提出了改进版

的 AES GCM 解密过程。 （责编：杨洁）

保护待机状态下的内存数据

学术专栏

现就读于 Concordia University ( 加拿

大 ) 。毕业于天津大学并获得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学位。此前的工作领域包括嵌入式系统

软硬件以及大型主机 (Mainframes)，在业内

从事相关工作 6 年 (IBM China) 。当前主要

研究方向为信息系统安全，包括硬件 / 系统相

关的安全问题，基于密码的鉴权，可信计算

等。并发表多篇文章于 ACM CCS, NDSS, 

NSPW 以及 IEEE TIFS。

   赵连莹

论文链接 : Hypnoguard: Protecting Secrets 

across Sleep-wake Cycles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2978372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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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连接欧洲设施（CEF）”

项目申请说明，将提供逾 2750 万欧元的首批资助以激励和支

持欧洲数字服务基础设施的部署，从而满足公共行政部门、企

业和公民在跨境活动中的需求。

2017 年，CEF 电信基金将为欧洲数字服务基础设施提供

总计 7700 万欧元的资金，旨在支持那些共同利益项目，以期

提高泛欧数字基础设施的互操作、连接和部署，改善公民、企

业以及公共管理的日常活动，进而促进数字化单一市场的发展。

感兴趣的申请者需在 2017 年 5 月 18 日前提交项目申请书，

CEF 电信基金的首批项目申请领域可包括：电子认证和电子签

名、社会保障信息电子交换系统、商业登记系统互连系统和欧洲

电子司法门户网站等。四大领域的具体资助额度与建设内容如下

所示：（1）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提供 700 万欧元以解决电子身

份证的跨境验证以及电子签名的使用；（2）社会保障信息电子交

换系统：提供 1700 万欧元以改善欧洲国家社会安全保障组织之间

的跨境通信；（3）商业登记互联系统：提供 200 万欧元以提升公

众获取欧洲公司信息的便利度，并确保所有欧洲商业登记处能安

全可靠地实现电子通信；（4）欧洲电子司法门户网站：提供 150

元欧元以在司法领域提供在线信息和服务，促进建立单一欧洲司

法区。

2017 年 2 月 21 日，《科学》杂志网

站报道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家克瑞斯

·门罗等研究人员开展的首次量子计算机

对决，研究论文《两种量子计算架构的实

验对比》已发表于预印本网站 arXiv 上。

两 台 计 算 机 分 别 来 自 马 里 兰 大 学

和 IBM 公司，前者是使用五个镱离子的

ionQ 量子计算机，以电磁阱和激光进行

操纵；后者以五个超导金属环路为核心

的可在线编程量子计算机，通过微波信

号操控。研究人员使两种完全不同技术

类型、但均拥有 5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

算机运行相同的量子算法，进行硬件性

能对比。

在实验中，门罗团队让每台量子计算

机运行了一系列标准算法，然后进行比较。

美研究人员开展两种量子计算机的首次实验对决

结果，IBM 超导计算机运算更快，在 250

到 450 纳秒内就能完成双量子操作，是离

子计算机的 1000 倍。但在可靠性方面，

马里兰 ionQ 量子计算机略胜一筹。在一

项特别任务中，ionQ 成功率达到 77.1%，

而 IBM 超导计算机只有 35.1%。业内人士

分析认为原因在于连接方式的不同，ionQ

使用的量子比特全部两两互联，更能实现

信息共享；而 IBM 的 4 个量子比特与另

一个中心量子比特分别相连，必须通过一

个中央端口交换信息，这一过程可能导致

精细而脆弱的量子状态受到破坏。

研究论文指出，虽然目前的量子系

统还不够强大，无法匹敌常规架构的计算

机，但本实验揭示了量子计算机未来发展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量子比特连通性

与门表达性。此外，实验结果也显示，为

特定的硬件架构设计专有优化的量子应用

是未来量子计算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来

自 Microsoft 的研究员克瑞斯特·斯沃尔

（Krysta Svore）表示，这种“比赛”对于

了解特定结构组成如何影响量子计算机性

能具有积极意义，可帮助开发者找到优化

算法的突破点，是量子计算机展开“交流”

的第一步。

欧盟委员会改善欧洲数字服务生态系统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2017.4 中国教育网络 55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日前正式启动，英

国女王为该中心揭幕。NCSC 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

的一部分，是英国网络安全官方机构，其主要目标是通过

改善英国网络安全和网络恢复能力来降低网络安全风险。

NCSC 合并和汇集了三个现有的网络安全组织——网

络评估中心（CCA）、英国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CERT 

UK）和 GCHQ 下属的通信电子安全组（CESG）以及国家

基础设施保护中心（CPNI）的网络方面的业务。该中心去

年 10 月开始筹建，将搬进伦敦市中心地点正式运作。

NCSC 的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包括：更多国家的更多

威胁、量子信息技术、4000 颗低轨道卫星、日益提升的技

术依赖度、机器人的崛起、物联网。NCSC 认为未来十年

将有以下十项技术会改变如今的网络空间状态：智慧城市

和智慧政府、下一代生产力、新的太空竞赛、网络服务个

性化定制、云的情景化、虚拟数据库、自主代理、互联式

人力资源中的数字原生代、生物识别的发展、想象中的未

来技术发展。

欧洲开放科学云（EOSC）建设已进

入第一阶段，欧盟委员会拨款 1000 万欧

元启动了为期两年的 EOSC 科研试点项目

（EOSCpilot）。EOSC 第一阶段建设由英

国科技设施理事会的科学计算部门牵头，

旨在开发共享计算基础设施以实现科研数

据的开放和多方式利用。覆盖生命科学、

能源、气候科学、材料科学和人文科学的

15 项试点项目将展示创新原型。

EOSCpilot 的目标是展示不同数据基

础设施如何交换数据，重点是要减少数据

基础设施间的碎片化，并改善互操作性。

相关行动将基于欧洲科研基础设施和信息

化基础设施机构现有的资源和能力，并最

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试点项目将提升再

利用数据资源的能力，向建设可靠的开放

数据研究环境迈出重要一步。

来自多个领域的 33 家泛欧机构和 15

家第三方团体组成了 EOSCpilot 联盟，他

们将合作达成下列目标：

（1）治理：在科研团体、科研机构、

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资助机构的参与下，

设计并测试一个利益相关方驱动的治理框

架，以实现并监管 EOSC 的未来发展。

（2）政策：针对开放和可信 EOSC

的有效运营、访问和使用创建相应的政策

环境，以通过降低与 EOSC 交互的障碍推

动科研进展。

（3）科学示范：打造若干科学示范

项目，特别是在那些能展示 EOSC 服务的

相关性与有用性及对数据再利用的实现，

以及能推动 EOSC 进一步发展的领域。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科技战略情报团队编译）

欧洲开放科学云科研试点项目启动

（4）服务：打造若干能联合数据与

基础设施的 EOSC 试点服务，以及能促进

跨地域、跨时间多学科研究的服务。

（5）互操作性：定义并实施相应的

规范、接口、标准与进程，实现和支持跨

学科、跨供应商的 EOSC 数据与基础设施

的互操作性和共享。

（6）技能：开发通用标准与评估框架，

确保机构和个人有动力开发 EOSC 可以依

赖的能力，并制定 EOSC 教育和培训战略

并协调相关的实施行动。

（7）利益相关方参与：明确来自科

研界、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利益相关方

主要团体并促进其参与，通过有效交流和

扩展战略为项目提供支持。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正式启动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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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1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4B，2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49B。其中获

得最多的是美国，33B；其次是埃及，4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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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B；其次是塞舌尔，33B。

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计有 341 个。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05 个，其中欧洲 157 个，

亚太 68 个，拉美 50 个，北美 25 个，非

洲 5 个，分别来自 66 个国家 / 地区。申

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29 个；其次是美

国，22 个。2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4

来自美国。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

为 1436*/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

过去 12 个月英国获 IPv6 地址最多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7 年 2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7 年 2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203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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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0.18 1.08 7.23 2018-06-14

APNIC 51.83 0.24 0.41 52.49 2011-04-19

ARIN 100.22 0.36 0 100.59 2015-09-24

RIPENCC 48.18 0.06 0.76 49 2012-09-14

LACNIC 11.07 0.29 0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27 36.47 2.26 256 /

1483*/32。2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

申请 2 个，IPv6 地址申请 8 个，EDU.CN

域名注册 2 个。 （责编：高锦）

美国，291*/32；其次是荷兰，136*/32。

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

最多的是英国，9582*/32；其次是德国，

文 / 李锁刚

1 月、2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2 月 CERNET 主

干网流量相比于 1 月相差不大，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图来

看，相比于 1 月入流量增加了 3.81G，出流量减少了 3.05G；从

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于 1 月入流量减少了 0.33G，

出流量增加了 7.61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图来看，相比

于 1 月入流量减少了 0.96G，出流量减少了 1.03G。从 C E R N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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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北次之，华中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华东北第二，

华中第三位。

下列图 1~2 表示了 2017 年 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

编：高锦）

入流量：226.74G   出流量：269.71G

图 1  2017 年 2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95.71G  出流量：73.02G

图 2  2017 年 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7 年 2月

NOC2017 年 2月

2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达 226G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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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3 月教育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攻击事件。2 月有两个事件值得关注，

一是 Apche 的 Struts2 又曝出两个高危漏

洞，不过得益于广大院校对网络信息安全

的重视，这次有该漏洞的网站的修补速度

较之前有了明显提升，这是好现象，说明

只要重视安全工作，漏洞本身就没那么可

怕了。另一个需要关注的事件是 Cisco 公

司发布了一个安全预警，用于向用户预警

其存在于 IOS ／ IOS XE 系统之中的漏洞，

这个漏洞影响 Cisco 公司旗下 300 多款不

同型号的交换机。如果管理员开放了相关

设备的 TELNET 远程登录服务，那么攻击

者无需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登录并控制交

换机。目前官方还没给出修补的补丁程序，

厂商建议用户使用 SSH 协议服务替代原

有的 TELNET 服务。

由于 Struts2 漏洞的出现，相关的网

站漏洞事件数量有所上升。

近期没有新增影响比较严重的木马蠕

虫病毒。

3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 3 月的公告共 18 个，其中 9

个为严重等级，9 个为重要等级，这些公

告共修补了 Windows 系统、IE 浏览器、

EDGE 浏 览 器、office 办 公 软 件、Skype 

for Business、Microsoft Lync、Microsoft 

Silverlight、Server 软件、Microsoft 通信

平台和软件、Adobe Flash Player、Office 

Services 和 Web 应用中存在的 146 个安全

漏洞。利用这些漏洞攻击者可以远程执行

代码、权限提升及获得敏感信息等。用户

应该尽快使用自动更新功能安装补丁。公

告的详情请参见：https://technet.microsoft.

com/zh-cn/library/security/ms17-jan.aspx 

2.Windows 2003 系统上的 IIS6 最近被

曝出存在一个远程溢出漏洞，如果攻击者

向服务器发送较长 Header 头的 PROPFIND

请求，就可能导致漏洞被利用。成功利用

该漏洞攻击者可以以 IIS 运行权限在服务

器上执行任意命令。由于微软已经停止支

持 Windows2003 及 IIS6 的版本，所以漏

洞没有补丁程序。用户能选择的就是使用

更高版本的 IIS 替代原有的 IIS6。

3.Adobe 公司发布了 3 月的例行公告

APSB17-07，用于修补 Flash player 软件中

的 7 个安全漏洞，这些漏洞可能导致远程

代码执行，敏感信息泄漏等。用户应该尽

快升级您所使用的 Flash 产品。漏洞的详

情请参见：https://helpx.adobe.com/security/

products/flash-player/apsb17-07.html

4.Struts2 是第二代基于 Model-View-

Controller(MVC) 模型的 Java 企业级 Web 应

用框架，并成为当时国内外较为流行的

容器软件中间件。Jakarta 是 Apache 组织

下的一套 Java 解决方案的开源软件的名

称，包括很多子项目。Struts 就是 jakarta

的紧密关联项目。此次 Struts2 被曝出存

在两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7-

5638、CVE-2017-5638），为此 Apache 发

布了两个安全公告（S2-046、S2-046），

这两个漏洞都是因为 Struts2 框架中基于

JakartaMultipart parser 的文件上传模块在处

理文件上传 (Multipart) 的请求时没有正确处

理导致的，只不过漏洞是出在两个不同的

函数中。虽然 Apache 分两次为这两个漏洞

发布安全公告，但是却在一次版本更新中

同时修复了这两个漏洞，所以管理员只需

将自己 Struts2 升级到最新版（Struts2 2.3.2、

Struts2 2.5.10.1）即可。 （责编：高锦）

Struts2 曝高危漏洞 高校修补速度明显提升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CCERT月报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Struts2 漏洞是一直让各学校头疼的

问题，因为 Struts2 作为底层的 Web 开

发框架，只有开发人员才能接触，系统

一旦开发完成就会移交给系统管理员来

维护，如果移交过程中相关的文档并不

完善，那么系统管理员很可能根本不知

道网站使用了 Strtus2 框架，也就不会想

起来需要更新补丁，这种情况在一些开

源的 WEB 系统中尤为突出。要应对这

种问题，学校下一步需要对自己的信

息系统进行摸底统计，建立起资产管

理制度，这样在出现问题时就能够及

时快速地解决了。

安全提示

2017 年 2 月 ~3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31%

53%
2%

1%

13% 41.6%

8.4%
50%



58 中国教育网络 2017.4

2 月清华大学 IPv6 入出流量

占全网近 20％居首

文 / 郑志延

1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83%，2 月 CNGI-

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54%。

由于假期的原因，1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呈下降趋

势，1 月入流量均值为 19.67Gbps。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

呈明显上升趋势，2 月入流量均值为 16.92Gbps，相比 1 月减少了

13.99%，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70.31％；2 月 CNGI-CERNET2 出流

量均值为 18.73Gbps，相比 1 月减少了 14.22%，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了 70.27%。

1 月入流量月峰值为 9.96Gbps, 出流量峰值 7.24Gbps。2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上月相比略有所降低。2 月入流量月

峰值为 9.91Gbps, 出流量峰值 6.91Gbps。

从 2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来看，北京（清华大学）、北邮和北大

节点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位。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居于首位，

占到总入流量的 19.70%，平均值为 3.33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

值为2.89Gbps，占17.08%，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9.64%。

从2月的出流量分布图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量为最高，

其流量为 3.59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9.20%；其次是北邮节点，占到

总出流量的 14.75%。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

的 10.37%。 （责编：高锦）

图 3  2017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7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1  2017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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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NOC2017 年 2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2017.4 中国教育网络 59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文 / 王河堂 

校园一卡通系统涉及到校园生活的诸

多方面，概括为三大类：消费类，金融类，

身份认证类。这三类基本覆盖了多数应用，

如图 1 所示。

除了前端应用之外，一卡通的运行离

不开后端基础网络和硬件的支持，其所关

联的网络与终端硬件也是非常庞大的，遍

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与每位师生的生活

关系密切。随着技术发展，一卡通在数字

化校园中的地位及重要程度与日俱增，其

安全问题关系面广，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

和长久防范的问题。

一卡通应用多，安全因素也多。

下文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剖析一

卡通系统的安全因素，如图 2 所示。

传统角度：                                      
通信安全、网络安全

从传统的角度看，一卡通系

统的安全要考虑它的通信安全、

网络安全；校园一卡通系统是一

个金融消费系统，与钱有关，安

全起见，校园一卡通的网络必须

是专用网络。通常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 TCP/IP 主干网，另一部

分是 485 协议的局域网。每一部

分都会涉及到网络安全问题。传统的网络

安全问题：防火墙、安全策略等本文不做

深入讨论。

主干网安全问题：

对于一卡通网络，有一些高校是专用

的物理网络，有一些高校是通过分离校园

网的 VLAN 网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

保证通信和网络安全。一卡通网络接入的

主要对象是一卡通相关设备，相对来说网

络环境简单。但是存在一个弊端，网络

端口遍布校园各个楼宇公共场所，不可

能有专人值守，蓄意破坏者可以接入到

一卡通网络，存在冒充网关、散播病毒等

安全风险。

局域网的安全问题：

七大角度剖析高校一卡通安全

图 1  一卡通系统功能

支付宝转账

银行圈存

火车票优惠卡

宿舍用电缴费

四六级缴费

一卡通系

统功能

就餐消费

商店消费

水控消费

洗衣消费

教工考勤

图书馆借阅

学生上机

门禁、道闸

医疗挂号

金融类

身份识别

消费类

作为与师生最密切相关的应用，校园一卡通对安全的要求极高。影响其正常安全运行的因素很多：

包括卡片本身，通信，数据⋯⋯除了传统的卡片外，电子一卡通这种“新新”应用的安全又如何保障？

本专题，我们从两种卡的角度揭示校园一卡通存在的安全问题和应对策略。

一卡通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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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机消费，还有实时的在线应用，比如

考勤、报名等应用系统、学生购电系统、

自助充值等。如果一卡通运行中断，那么

在线业务都会中断，将直接影响学生的购

电、充值及自助卡务等业务，进而会影响

到师生的生活。在某些高校曾出现一卡通

无法购电，导致寝室没电引发轩然大波的

案例。

一卡通服务器安全，是系统安全的基础，

是所有因素中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服务

器安全主要包括：服务器硬件设备运行安

全、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安全、核心数据库

的安全等。服务器稳定性与构建服务器的

策略有关，例如是否采用双机热备，是否

使用了高可用性，数据库的备份恢复机制，

应用后台的稳定性等都直接关系到一卡通

系统的运行安全。

智能卡系统角度

智能卡系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安全因素。目前很多高校都仍然在使用

M1 卡，M1 是非接触逻辑加密卡，密钥是

一个预先设定的固定密码，存储在卡片扇

区内的，很容易复制。早在 2008 年 10 月，

互联网上公布了破解 MIFARE CLASSIC IC

芯片密码的方法，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方

法可以很低的经济成本对采用该芯片的各

类“一卡通”、门禁卡进行非法充值或复

制，带来很大的社会安全隐患。对于该问

题，大部分高校升级系统时，基本上都采

用 CPU 卡系统。

CPU 卡打破了原有 M1 卡的模式，不

再是扇区存储。所有的应用都是以文件

的形式，加密后存储在卡片中，对于文

件的读写都是通过卡内芯片 OS 对指令的

响应来实现，这极大的提高了卡片的安

全性。

除了卡片本身之外，与 M1 卡所配套

的机具也是一卡通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

M1 卡系统的逻辑密钥体系与 POS 设备，

缺乏有效的安全认证机制，可以相互伪造。

而 CPU 卡的加密算法和随机数发生器与

安装在读写设备中的密钥认证卡 (SAM 卡 )

相互认证可以实现：

1. 通过终端设备上 SAM 卡实现对卡

的认证。  

2. 非 接 触 CPU 卡 与 终 端 设 备 上 的

SAM 卡的相互认证，实现对卡终端的认证。

3. 通过 ISAM 卡对非接触 CPU 卡进行

充值操作，实现安全的储值。 

4. 通过 PSAM 卡对非接触 CPU 卡进

行减值操作，实现安全的扣款。

增强了安全性，避免了原有 M1 卡一台

设备既可以减值又可以加值的不安全问题。

关于该角度的安全问题，M1 卡更换

1. 一卡通消费 POS 设备，身份识别

设备等的接入网络都是 485 协议局域网，

比如食堂的 POS 机局域网，它的潜在安全

问题主要是网络线路本身所处环境高温高

湿，容易导致网络线路老化，影响通信。

2. 局域网络的通信网关也是经常出现

故障的安全隐患点。由于其所处的弱电间

身处一个高温高湿的大环境中，而没有制

冷设备，特别是到了夏季，环境温度过高，

散热不及时，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网关设

备容易死机、损坏，导致通信中断。

业务角度：                                    
业务操作安全、业务对接安全

一卡通是一个应用系统，同时也在发

挥一个身份接入平台的作用，其业务涉及

范围较广。

业务操作安全：一卡通所涉及到的业

务操作包括：卡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的日常

操作包括卡初始化、卡发行、卡回收、卡

充值等业务；一卡通系统运维人员日常的

运维操作包括一卡通终端设备的注册、接

入、交易冲正、卡库不平处理、账务问题

处理等。业务操作会涉及到密钥、卡片结

构信息等安全的关键因素。需要确保工作

计算机的安全。

业务对接安全：一卡通基于其身份识

别功能，较多业务考虑到了把一卡通作为

身份的线下入口。本文中业务对接安全指一

卡通系统既能实现与第三方系统的互联信息

互通，又能保证数据和系统的安全。业务不同，

对接方式也不同，比如开放卡片的某个扇区

密钥与结构、提供数据库访问接口、以 Web 

Service 的方式提供数据接口等等。一卡通在

与第三方做对接时，一卡通核心服务信息及

数据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提供给了第三方，增

加一卡通的安全风险。

运行角度：                                   
7×24 不间断运行

一卡通系统不仅有一些可以脱机的

图 2   一卡通系统安全运维七个角度

一卡通安全

日常管理

业务角度

运行角度

智能卡系统角度

财务严谨性

传统角度

工作人员管理

终端设备管理

系统、财务管理

系统安全使用

操作安全

业务对接安全

7×24 小时不间断

高稳定性

高可靠性

数据安全

交易安全

自动对账

异常情况交易处理

密钥安全

卡片安全

终端安全

通信安全

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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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PU 卡，基本上确保了卡片本身的安

全性。所以在升级或者新建一卡通系统时，

选择 CPU 卡系统，可以规避卡本身的安

全问题。

财务严谨性角度

把一卡通归为一个财务系统也不为

之过，每天全校师生的消费都会产生大

量 的 消 费 流 水， 系 统 每 天 都 要 对 流 水，

按商户进行结算，然后产生财务报表。一

卡通系统内部有一套完整的财务机制及

财务流程。

首先，在这个财务系统中，交易的

安全性是一个前提性安全因素。系统必

须保证交易数据的正确性、完整性、不

可篡改或者伪造。另外，一卡通系统内

的交易，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异常情况，

如非法卡消费、一卡通丢失后挂失卡消费，

一卡通卡状态不正常、一卡通被非法持有

后的恶意大额消费等等都会存在安全问

题。这些问题，必须要有相应的机制来

规避，如：

通过数字签名、双向认证实现卡与设

备真伪的双向确认；

系统通过黑白名单管理实现交易的安

全；

卡状态及有效期识别功能 ，能有效的

防止过期卡片使用；

系统还提供了非法卡、黑卡报警功能；

大额度消费需要输入密码等机制。

其次，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完整性机

制也是一卡通财务安全的重要因素，系统

创建时考虑到审计功能，内部自动对账功

能，卡库不平自动报警功能等，可以多方

位地发现账务或财务安全问题。

日常管理角度

一卡通系统的日常管理也涉及到较多

安全问题。

日常管理主要有：一卡通工作人员管

理、一卡通终端设备管理、一卡通系统财

务、账务的管理、系统安全使用管理等。

一卡通工作人员管理：一卡通工作人

员包括系统管理员、系统运维人员、卡业

务人员等，这三部分人员是保证一卡通安

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力量，团队管理的好坏

决定着系统能否持续稳定良性的运行。比

如工作纪律、日常业务操作的规范性、系

统的保密制度等等，都可能会直接和间接

影响到一卡通的安全。

一卡通终端设备管理：包括硬件资产

管理、维修管理、硬件接入管理等等。一

卡通终端设备种类繁多，校园内分布广泛，

而无人值守，所以资产的财产安全也是一

大问题；设备损坏维修有可能会导致设备

内流水丢失，导致账务问题及商户营业额

损失；硬件的接入必须按照相应的技术

规范，比如食堂 POS 机具、水控 POS 机，

严谨随意移接及乱拆乱接等，会导致短路，

烧坏设备。

一卡通系统财务、账务的管理：一卡

通有现金业务，对于现金收支存放等必须

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有时会出现现

金与账务不一致问题、当天的现金未结算

问题、现金被盗等安全问题，现金操作人

员的职业道德和素养问题等等，这些因素

都是管理制度必须要考虑的，也是潜在安

全风险。

系统安全使用管理：一卡通子系统较

多，系统必须具备权限分级管理的功能，

来保障操作的安全性。不同级别的人员具

备不同的菜单和系统权限，各业务互不影

响。同时系统具备安全审计功能。管理员

在系统使用和登录时避免密码泄露，确保

在安全无毒的工作环境中使用系统，严禁

随意接入外部 USB 设备等等，这些都是

系统安全必备的要素，如图 3 所示。

数据安全角度

一卡通产生了很多的消费数据、考勤

数据、门禁数据，还有人员基本信息的数

据等等。大部分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同时

数据本身也隐藏着很多重要信息，数据安

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确保数据的机密性、

完整性、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数据的使

用也涉及一些安全因素：一卡通账户信息

和数据的共享问题、数据访问传输问题、

数据加密机制、数据存储备份机制等。随

着大数据时代的兴起，数据安全也愈加重要。

综上，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安全性包括

了许多方面，有些方面是在系统建设时期

就要规避的，有些方面是通过日后监督管

理等策略来加以控制的。一卡通安全是一

个综合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各种安全策

略必须相互配合，有机协调才能真正起到

保护作用。即便如此，安全问题也没有一

劳永逸，绝对安全的策略，需要我们不断

地去探索，做到防患于未然。 （责编：

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图 3  系统分级管理保障操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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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系统总管理员，只需管理各专业的分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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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欢  刘畅  沈富可

转变：从实体校园卡到电子校园卡

众所周知，过去十年间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

校园卡建设，其目标是“一张卡打通所有服务”。以华东师范大

学为例，校园卡不仅能够用于基本的图书馆入闸、食堂就餐，还

能够用于沐浴、门禁、考勤、签到、宿舍充电等多种多样的校园

生活场景。校园卡不仅是一项便利的信息化服务，在使用的过程

中它还逐渐成为了一种校园文化，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仍然希望

保留一张实体校园卡，以作为一种情感的寄托和身份的象征，在

此需求下，高校中还出现了“校友卡”等新的校园卡形态。经过

了多年的建设，这样的校园卡体系已经逐渐定型、成熟，成为高

校信息化整体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

而同时，实体校园卡的一些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容易遗

失，易被盗刷等。此外，在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师生对于

信息化服务的诉求也在发生着变化，实体校园卡只能完成单向的

信息输出，并不具备信息交互功能，充值和支付方式较为落后，

不能较好支持移动支付，这些因素都对高校进一步推进“智慧校

园”建设形成了制约。因此，在新的信息化建设阶段，我们有必

要对校园卡的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尝试对校园卡的未来模式

和形态进行新的描绘。

根据这样的需求，华东师范大学开展了相关探索，通过与

微信团队的合作，于 2016 年 9

月推出了新型的电子校园卡——

“微信校园卡”。该电子卡模式

是借助微信这一成熟的移动化

载体，在实物校园卡之外，创

造出一套独立的虚拟卡体系，将

身份识别和消费支付这两大功

能在实物卡和电子卡之间分离

开来，使电子卡跳出实物卡的

桎梏，实现“实物卡能做到的，

在移动设备上也能实现”。目前，

该微信校园卡提供了食堂就餐、

图书馆入闸、校园卡查询、校

园卡充值、消费查询、借阅查询、

通知公告查询等诸多功能，如

图 2 所示。

电子校园卡的安全问题及应对策略

在微信校园卡的研发过程中，研发团队所面临的最大的

问题即是安全问题。问题又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

确保电子校园卡身份识别的唯一性，二是如何确保将身份识

别整合到电子校园卡消费支付的过程之中。这两方面的关键

问题是否能够顺利解决，将决定电子校园卡是否能够真正落

地并“存活”。

电子校园卡：“以动制静”让安全相随

图 1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卡

图 2  华东师范大学微信校园卡

2016 年 9 月，华东师大国内首个推出电子校园卡，“去卡化”的校园卡

安全策略是怎么做的？

一卡通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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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识别

电子校园卡的身份识别场景主要包括图书馆闸机出入、实验

室门禁刷卡、自助考勤等，其目标是在刷卡的过程中确定用户身

份，并尽可能确保使用者即持卡者本人。

目前常见的电子卡身份识别技术为静态二维码，如屈臣氏、

家乐福等商家在微信上发放的各种会员卡。但这一技术路径在高

校校园环境中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首先，学工号作为判断身份

的重要依据，实际上处于半公开状态，同一个班级的同学都能够

知悉彼此的学号，在工作中教师的工号也是公开信息，由此生成

的静态二维码容易被仿造；其次，一旦持有者的静态二维码被他

人仿造或拍照，则获取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该二维

码进行身份识别，相当于拥有了一张永不过期的身份凭证拷贝；

再次，若电子校园卡持有者的手机被木马感染，二维码详情页面

被截图，或卡数据被盗，二维码被通

过多种方式还原，则该码也可在任何

时间和地点被使用。

为保证电子校园卡的身份认证安

全，防止卡片被盗用，则必须采用安

全性更高的方案，即动态二维码。在

微信校园卡中，这一动态二维码体系

是以原生方式在微信 APP 中实现的，

其服务的稳定性和前后台运行环境的

安全性均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学校

在这方面并不需要投入额外的精力。

用户在微信中打开校园卡详情时，触

发动态二维码的更新，其生成过程如

图 3 所示。

为了保证动态二维码在用户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每个码的

有效时间均被加以限制，时间越短二维码的安全性越高（默认为

1 分钟变动一次）。此外，每个动态二维码都是唯一的，其最大

长度为 18 位，其中一部分位数为分类号、版本编号和保留区域，

另一部分位数为随机码。借助以上机制生成的动态二维码，其运

行界面如图 4 所示。

在使用过程中，每个动态二维码只能识别一次，一旦识别后

立即失效。为了增加安全性，我们还对闸机和后台验证系统进行

设置，制定多种安全策略，如一段时间内实体卡和电子卡不能先

后使用，一段时间内同一个学工号不能多次进入图书馆等，以尽

可能避免用户将实体卡和电子卡主动出借给他人使用。以图书馆

闸机为例，动态二维码的使用过程如图 5 所示。

消费支付

基于电子校园卡的消费支付实际上属于移动支付的范畴，这

一环节由于涉及到用户资金，较之身份识别而言更为敏感，安全

性尤为重要。其中的安全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付本身

的安全性，一是支付过程中身份识别的安全性。

由于电子校园卡本身就以微信作为载体，其支付环节是通

过调起原生的微信支付能力来实现的，因此，支付的安全性是

由微信来加以保障的，高校并不需要在这个环节的安全问题上

投入精力。

而对于支付过程中的身份识别而言，这一安全性问题才是制

约移动支付在高校各个场景中推行的关键因素。由于高校存在学

图 3  动态二维码的生成时序

图 4  动态二维码界面

图 5  动态二维码的使用时序

客户端 卡券后台 图书馆闸机 卡券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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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在其中调出支付

界面，或是直接打开

原生的微信支付，即

可发起带有身份识别

功能的支付行为。食

堂窗口工作人员在支

付机器中输入消费金

额后，用户再进行支

付二维码扫码，此时

系统将判断用户的微信校园卡状态，若存在卡片则表明该用户为

校内人员，此时继续完成支付操作，若不存在卡片则表明该用户

当前身份并不明确，系统将中止支付，如图 6 所示。在支付过程

中，经定制的系统还将显示消费者的公共数据库照片，以便于窗

口工作人员进行相貌比对。

微信校园卡在上线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领取总量达到 25000

张，仅中山北路校区的图书馆闸机刷卡数据就达 1.5 万条，用户

活跃度达到 100%，在师生中得到了普遍好评。在我们开展的随

机校园调查中，一些学生认为，“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还是要比

从书包里翻出校园卡、钱包方便”，还有一些学生认为，校园卡

是一件“神经大条”同学们特别容易忘带或者遗失的东西，以前

如果没带校园卡的话，还要和同学“前胸贴后背”刷一张卡进去，

现在有了微信校园卡，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此外，微信校园卡也为师生提供了另一种消费支付方式，同

学们不用像使用实体卡那样担心卡上的余额够不够吃一顿饭，或

是被迫长期在实体卡钱包中预存“冻结”一部分资金，而是即用

即付，整个过程方便快捷。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微信校园卡在安全性上仍然存在着一

些瑕疵。一是即使将动态二维码的有效期设置得再短，或是增加

截屏即失效功能，用户还是可能通过拍照后快速发送给他人等方

式，将该码出借使用；二是虽然操作风险颇高，但理论上用户也

可能将支付二维码界面拍照后发送给他人，供校外人员扫码就餐。

要解决以上潜在问题，一种方法是在图书馆闸机和食堂窗口

支付机器中增加显示屏（后者目前已经实现），让工作人员进行

相貌比对，这一方式的缺点是会产生较高的人力负荷；另一种方

法是在微信校园卡中不断增加功能，使得用户通过动态二维码能

够实现更多基于身份的服务，以无形中增加其出借成本。如我们

后续推出了基于微信校园卡的图书馆借书服务，用户在出借二维

码给他人时，就要自己承担被他人使用该码借书的风险。

目前，电子校园卡仍然处于摸索、起步阶段，相关案例还较少，

相信随着更多高校的重视和跟进，未来电子校园卡会得到更加广

泛的应用，其安全体系将更为成熟和稳固。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生食堂补贴政策，餐厅等消费场所往往是不对外营业的，仅限校

内用户消费，因此高校餐厅的消费支付需要建立在身份识别的基

础之上，而微信、支付宝等社会化移动支付方式默认是不能对支

付用户进行区分的，这就产生了电子校园卡在支付中的巨大障碍。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

了两项措施。首先，以微信企业号

作为基本框架，将电子卡的用户

体系与企业号平台紧密衔接，实

现用户在企业号与卡券平台服务

之间的无缝配对；然后，通过在

原生的微信支付中引入电子卡接口，

使得支付发起过程中，后台可以

通过用户的 OpenId 实时获取到电

子校园卡状态，继而对用户是否为

校内人员进行判断。

以食堂窗口消费为例，用户

在付餐费时，可以打开微信校园

图 6  微信校园卡消费支付流程

图 7  微信校园卡图书馆入闸场景

图 8  微信校园卡食堂消费场景

用户在支付机器上进行扫码

支付系统判断用户的微信校园状态

有卡片 无卡片

通过接口获取学工号 中止支付

通过微信支付扣款，
完成支付操作

用户打开原生微信支付 食堂窗口工作人员在支付
机器中输入消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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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凌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进入校园，第

一件事情就是要办理一张校园卡，有了它，

吃饭、洗澡、喝水就不用发愁了。但也许

很多人并不了解，校园卡系统是如何工作

的。譬如，很多人都在问，为何微信支付

为校园卡充值之后，还要跑去贴卡领取呢，

这也太麻烦了吧？的确，这很麻烦，但个

中缘由，还要慢慢说来。

为离线消费而生

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卡系统的建立，是

在 2004 年前后，在那之前，食堂也早就

有了专门的饭卡系统，但随着门禁、开水

机等各种需求的增加，各种独立的卡片使

用起来并不方便，于是学校开始统一规划

建设校园一卡通。后来为了和银行一卡通

区别，更多的场合学校工作人员会称之为

校园卡。校园卡系统，是一个对稳定性要

求极高的系统，部署于整个校园各个楼宇

的各类读写卡设备，必须随时可用。对于

学校这样的单位而言，想要一个信息系统

后台实现 99.99% 的可用性，也是非常困

难的。但校园卡系统的要求就是这样，无

论何时，消费行为都可能发生，校园卡系

统必须可以工作，甚至即便是是断电断网

了，食堂的饭也要能卖。局部的故障可以

接受，但大面积的故障决不能发生。

为了适应这样一种环境，整个校园卡

系统是按照短时离线可工作的方式设计的，

而这就要求存入校园卡的钱，不仅要记录

在后台数据库中，还必须要记录在卡片中。

一旦断网，任何一个机具都可以独立地根

据内置的程序和配置完成对卡片的操作，

再在网络连通时将操作结果回传给后台服

务器。系统的这种设计，最大程度地降低

了整个系统对网络和服务器后台的依赖，

使得整个一卡通系统得以长期平稳运行。

享受了可离线系统的优点，也就必须

要接受可离线系统的缺点。这种缺点体现

在很多方面：

卡片挂失后，依然可能有经济上的损

失。当用户丢失卡片后，即便做了挂失操

作，也没有人能保证卡片内的钱不被用掉。

因为挂失操作虽然会触发系统下发黑名单，

但系统广播黑名单信息时，未必所有的消

费终端都处于在线状态，如果消费终端离

线了，那么它就会漏掉这一条黑名单信息。

而这张卡，就可以继续在这个离线的终端

上使用。只有卡片在一台接收到黑名单信

息的消费终端上使用时，才会被锁定，进

而实际进入挂失状态。

线上给卡片充值，必须贴卡领取。通过

微信支付等支付手段向个人的校园卡账户充

值，只是完成了后台数据库这一端的数据修

改，而卡片内部所记录的账户余额并没有修改，

必须通过贴卡，充的钱才能加到卡片里。

设备长期离线或损坏，会造成消费流

水丢失。当用户在一台离线的消费终端上

用卡后，消费记录被缓存在本地设备中。

长期线路故障或工控机故障等原因，都有

可能造成消费流水丢失。这就给后台对账

和结算等管理工作造成困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接触的两类

卡片就是银行卡和市政公交卡，前者就是

典型的将钱记在数据库，而卡片只相当于

一个号码，消费时 POS 机必须连接银行网

络。而后者，就是将钱写在卡片里面，虽

然库中也有，但消费时以卡内金额为准。

大多数学校的校园卡，其工作原理，跟公

交卡类似。为何公交卡不可挂失？即便你

挂失了，在根本不联网的公交车上，那张

卡也还是能用的。

庞大古老的系统

学校的校园卡系统，从业务逻辑上来

三大步破解校园卡系统困局

一卡通是对稳定性要求最高的系统，如何改造一个存在 10 多年

古老庞大的校园一卡通系统？
一卡通

安全

校 园 卡 与 图 书 馆、

考勤、宿舍楼门禁、

校医院 HIS 系统的

对接接口需要重新

调 整， 消 费 类 和 非

消费类需求的对接

可以考虑采用不同

的 方 式， 进 而 降 低

整个系统的耦合程

度， 实 现 学 校 与 厂

商之间的适度解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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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讲并不复杂，无非是开户、销户、挂失、

解挂、充值、消费等，但随着校园信息化

建设的不断进行，各种其他系统与校园卡

系统不断连接，整个校园卡系统已经非常

庞大。从功能上，今天的校园卡已经涉及

到食堂、浴室、开水、借还书、班车、门禁、

考勤、签到各个领域；从范围上讲，校

园卡专网已经铺设到学校的几乎每一个楼

宇；从机具数量上讲，食堂消费类 POS 有

三四百台，而浴室和开水类的 POS 有一两

千台。目前校园卡系统中的卡片有四五万

张，涉及学校各类人员。

北京理工大学一卡通已使用十多年，

随着系统的不断扩展和机具长期使用的老

化，系统的维护工作逐年增加。在所有维

护工作中，最困难的莫过于水控类 POS。

一方面，由于北方水质比较硬，极容易造

成水控阀门的阻塞；另一方面，工科学生

“动手能力”太强，动不动就剪断设备控制

线直接造成设备损坏或脱网。如果说前者

还可以通过加强维修而减少，后者简直就

是维修工人的噩梦。而这些脱网的水控设

备，由于无法接收解挂失指令，又会不断

地造成一些同学的卡片被锁定。

由于校园卡系统小问题不断，时间久

了，无论是用户还是学校的工作人员，都

难免对这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抱怨。经常

有人在问，这样一个系统能不能换个厂商

重新来过？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能

的，但从现实上来说，要想把一个规模如

此巨大的系统，直接推倒重来，其投入和

难度可想而知。更大的问题是，即便是彻

底换过一遍，谁又能保证新换的一定比现

在好呢？

破解困局三大步

问题虽多，解决虽难，但也不能一

拖 再 拖， 在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观 察、 思 考、

调研、总结之后，校园卡系统升级这件事情，

也就列入了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议事日程。

面对一个怪兽，要将其驯服就要有策略

有步骤。

现有校园卡系统的一大问题就是核心

软件过于陈旧，目前校园卡系统依然使用

着 2004 年部署的软件，虽然厂商在十几年

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通过推出新的方式解决

了很多大小问题，但学校若不采用新系统，

则这些问题对学校依然无解。而且，由于

旧系统的开发技术过于老旧，在对接一些

新功能时，必须通过打补丁的方式重新开

发，不仅大大拖延了建设工作的开展，同

时这些补丁也把学校一次又一次送上了小

白鼠的位置。因此，只有更换掉陈旧的软件，

才能把校园卡系统的改造拉上正确的轨道。

（作者单位为北京理工大学）

校园卡系统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

是卡片安全度不足，虽然通过后台对账机制可

以防范不法分子对校园卡的破解，但最好的解

决方法依然是使用新型卡片。但要起用新型卡

片，就必须更换所有不支持新型卡片的旧机具。

当所有机具都支持了新型的 CPU 卡，

通过手机 NFC 等新兴技术实现卡片与手

机的合一，吃饭刷手机，就有了技术上的

基础，也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

以上三步，最难的是第一步，一旦走

完，后面两步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一切顺

利，北京理工大学升级的新系统会在今年

五月前后上线，而后面的两步，会在未来

的一到两年内逐步实施。

相对于校园卡联网设备的数量而言，

目前的设备维修力量的确是捉襟见肘。而

联网设备的脱机，对于整个卡务系统的伤

害就如蚂蚁对大象的噬咬一般。既然不能

保证全部设备实时在线，不如干脆将数量

最为庞大的水控设备直接设计为离线工作

模式，因为水控类设备的特点是每一笔消

费的金额都非常小。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校园卡已

经 启 用 了 一 种 俗 名“ 小 钱 包” 的 机 制，

用户可以持卡在水控类 POS 上直接消费，

在更换软件的同时，要将校园卡系统

的人员信息库与学校注册中心的人员信息

库对接，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校园卡系

统中历年来积累的错误信息特别是未升级

的教职工工号进行调整。完成这一对接后，

可以保证未来的人员信息一次录入直接进

入卡务系统，为自助办卡创造条件。

同时，校园卡与图书馆、考勤、宿舍楼

门禁、校医院 HIS 系统的对接接口需要重新

调整，消费类和非消费类需求的对接可以考

虑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而降低整个系统的耦

合程度，实现学校与厂商之间的适度解绑。

改进技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当消费额累计到一定程度如 3 元后，一

次性贴卡从账户中付款。通过这种机制，

只有贴卡付款的机具需要联线，而所有一

两千台水控都可以作为扣款傻终端。这一

技术上的改造，将会大大降低水控类设

备的维修难度和长期维护成本，进而提

高服务质量。

同时设备在线程度提高，也可以大大

提高账务的准确程度，不仅可以减少后勤

部门因流水丢失而造成的回款损失，也可

以减少因卡库不平给用户用卡造成的困扰。

更换旧机具，启用新卡片

但升级新系统，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招行圈存机将会下线，

因为银行为学校定制的旧机具早已停产，

连维修时需要的配件都已经只能通过拆掉

另一台机器来寻找了。这也是为何学校要

在升级系统前推动新兴的第三方支付手段

向校园卡充值通道的建立，否则到时候就

只能用现金充值了。

在这些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许还需要

探索一种方式，可以在拥挤的食堂和潮湿

的浴室中，补充现有校园卡消费模式。也

许未来的校园卡，会被彻底颠覆。 （责编：

王左利）

STEP1

STEP2

升级系统，更正数据，重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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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问题

高校信息化经过多年发展，学校各类

核心业务都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

日常业务运作已经离不开信息系统，而且

不同管理部门及业务的相互协作越来越

多，需要不同管理系统联动的情况也越来

越普遍，很少有系统能够独立于其他系统

而运作。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也正在逐步

迈入智慧校园时代，但是由于高校信息化

规划相对落后、建设思路不同、实施厂商

众多、开发技术多样等等原因，数据孤岛

现象依然很严重，各业务系统在相互联动、

协作方面还存在很多困难，未能形成有机

整体从而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由此产生

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各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也是一直困扰信息化从业人员的棘手

问题，比如：缺乏数据标准、数据源头不

唯一、数据不一致、数据无法共享使用、

上报数据困难、对外口径不一致、各系统

交互形成网状结构增加运维难度和工作量

等等，这样也就导致信息系统虽然产生了

很多有价值的数据，但是无法深度利用，

更无法产生更多价值，仅仅完成了最基本

的支撑日常业务运作任务。

以上所有问题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

于缺乏有效的主数据管理，本文从管理和

技术两个方面详细介绍在高校如何有效实

施主数据管理，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高校

信息化建设。

主数据定义及作用

主数据（MD Master Data）是信息系统

中描述核心业务、实体并且在不同业务系

统间共享使用的数据，共享是关键词，它

们分散在各业务系统中，是企业内部能够

跨业务、跨系统重复使用的高价值数据。

一个机构有很多业务系统，每个系统又有

很多数据，那么如何去鉴定哪些是主数据

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原则去区分，凡是

需要在不同业务系统间进行交互和共享使

用的数据都可以称之为主数据，比如教师

基本信息就是高校的核心主数据，因为教

师基本信息是很多业务系统中都要使用的

关键数据。主数据具有准确性、一致性、

集成性、共享性、高价值等特点，其范围

和内容无法一次性完成定义，需要根据业

务需求逐步扩展完善。主数据通常需要在

整个业务范围内保持一致性、完整性、准

确性和实时性 ,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 就需要

专人采用专业管理工具或平台进行主数据

管理。

通过主数据的定义可以总结出主数据

的主要作用：1. 在企业内定义完整的全局

业务实体；2. 保证核心业务实体数据的准

确性、实时性；3. 为业务系统提供共享数

据，保证数据一致性。

主数据管理在高校的实践

主数据管理（Master Data Management，

简称 MDM ）描述了一组规程、技术和解决

方案，它们用于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如用

户、应用程序、数据仓库、流程）创建并

维护业务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相关性

和精确性。主数据管理的关键就是“管理”,

主数据管理不会创建新的数据，它将业务

系统中各类主数据进行归集和整理，纳入

到统一管理平台 , 进行统一编码、发布和

更新，自动、准确、及时地为使用方分发

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验证。主数据管理涉

实施主数据管理 高效发掘数据价值
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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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门广，牵涉系统多，实施难度大，需

要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相互结合才能有效

地推动项目开展，取得成效。

管理措施

1. 提高数据共享意识

目前信息化环境中存在数据孤岛、数

据源头多、数据不一致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没有进行数据共享，根本原因是数据共享

意识不强，没有将数据共享意识提高到足

够的高度。因此，为了走出目前由数据问

题造成的困境，首要问题是从上到下、从

管理层到一线人员提高数据共享意识，首

先要有开放的心态，数据是全校公共资产，

应该与所有相关部门、业务共享使用；其

次，在建设业务系统时如果需要跨业务的

数据，应该考虑通过共享手段从准确的数

据源头来获取数据，坚决杜绝另起炉灶再

维护一份新数据，本系统只需维保本业务

领域的数据即可。

2. 改变数据共享模式

目前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数据共享思路

已经基本普及，但是共享模式多种多样，

由此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如：数据接口重

复开发、数据接口维护复杂、系统间相互

共享数据形成网状结构、系统间耦合程度

高等。为此，应该建立专门的主数据管理

平台，维护标准的数据接口，提供统一的

数据共享方法，为不同应用场景、应用需

求提供不同数据接口，断绝业务系统间的

引用关系，各业务系统只与主数据平台有

关系，形成数据共享星型结构。

3. 技术部门统筹管理

不论是企业还是高校，主数据管理、

数据共享在整个信息化环境中是一盘棋，

开发、维护和管理又具有一定的技术门

槛，因此需要由技术部门站在全局角度

去统筹规划和管理，同时成立专职技术

小组去开发、维护，这样既可以避免重

复建设，又可以避免业务系统间共享数

据的情况再次发生，同时又能全局掌握

主数据使用情况。

4. 定义数据管理规范

主数据的流畅运作离不开规范的约

束，配套的规范制度应该随着主数据管理

平台的建设而一起制定。规范按使用对象

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对内的主要供主

数据开发、维护、管理人员使用，侧重技

术方面的要求，具体包括开发技术规范、

日常运维管理规范等，技术人员需要清晰

掌握主数据平台有哪些主数据、来自于哪、

为哪些用户提供了服务、每一种主数据有

哪些共享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对外的主要

供数据使用方使用，具体内容包括主数据

申请、审核批准、下发使用、注销停用、

安全等方面内容，数据使用方需要向数据

主管部门（数据属于业务部门的资产）说

明使用目的并获得同意，主数据平台管理

员才能对其授权使用，用户在使用中需遵

循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不得对外泄露

数据。

5. 落实数据维护职责

主数据对准确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不言

而喻，所有的主数据都来源于业务系统，

主数据管理平台本身不产生、不修改主数

据，这就有必要明确数据维护责任和要求，

业务系统管理员应该及时维护数据，保证

系统提供高质量的源数据。

技术手段

1. 构建校级主数据平台

主数据管理平台一定是一个全局性平

台，统一管理全校的主数据和数据共享，

平台架构如图 1 所示。

平台的核心是数据抽取层、数据存储

层和数据分发层，按数据内容和性质主数

据可以分为三类：代码数据类、基础数据

类、交易数据类，代码数据类一般指各类

数据字典，基础数据一般是数据量相对较

少、变化相对缓慢的用于支撑其他业务活

动开展的核心数据，如教师信息、学生信

图 1  主数据管理平台架构

主数据管理平台支撑工具

数据质量管理

主数据管理平台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

业务系统

数据源
数据抽取层 主数据存储层 数据分发层 业务系统

人事系统

教学系统

学工系统

科研系统

资产系统

⋯⋯

工具推送

数据库接口

Webservice

逻辑模型

物理模型

元数据

抽取

转换

加载

调度控制 /

日志

出错处理

回溯

数据质量

检查

教师 DB

学生 DB

教学 DB

科研 DB

线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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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交易类数据一般指数据量较大、产

生较快的业务数据，如一卡通交易流水、

学生课表、学生成绩等。数据分发层完成

对外提供数据的功能，根据应用场景选择

具体的工具及技术方法。

2. 定义主数据模型

定义主数据模型包括识别主数据实

体、识别主数据属性、识别主数据关系等

几个环节。一个主数据模型就是对一个业

务、实体的准确全面描述，主数据模型在

结构关系上并不复杂，主要由实体和描述

实体的属性组成，不同主数据之间通过逻

辑主外键来产生关系。主数据模型不应直

接依赖于具体应用需求，准确、完整地描

述业务实体即可，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模型

的标准性、通用性和扩展性。不同模型之

间要划清界限，尽量避免模型重叠导致不

同模型存放同样的数据，每一个模型针对

一类应用场景，不能期望一个模型满足所

有需求。定义一个主数据模型不可能一次

性完成，定义之初先确定该主数据所要描

述的业务含义，然后参考现有数据共享需

求填充属性，后续再根据新增需求逐步扩

展、完善。这其中一定要注意数据粒度问

题，同一类数据，不同粒度就是不同的模

型，比如一卡通消费明细和一卡通月汇总

就是不同的模型，虽然汇总数据可以由明

细数据生成，但最好还是单独定义。

3. 主数据命名规范

主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需要有规范的

名称来标识以便于理解和使用，建议主数

据名称采用英文三级形式命名，具体约束

如下：

第一级表示数据存储形式，T 代表数

据库表、V 代表视图、MV 代表物化视图；

第二级表示主数据来源或业务领域，

统一使用源系统三位英文简称；

第三级表示数据内容，如果数据内容

无法用一个单词完整描述可以采用下划线

命名方式，单词可以用全拼或缩写，保证

名称长度不超过数据库限制即可。

主数据名称形式：数据存储形式 _

业务域简称 _ 数据内容描述。例如，教

师基本信息主数据可以定义为：V_HRS_

EMPLOYEE_INFOR。

4. 主数据提取分发

主数据管理平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使用数据集成工具将分散于各业务系统

的源数据按主数据模型抽取到存储主数

据的数据库中，抽取过程完成分散数据

的整合和异构数据源的同构。抽取过程

中可对源数据进行逻辑转换或计算，比

如做一些值映射、衍生一些新的属性字

段等，但不得修改源数据，主数据开发

完成后需要进行测试、校验，确保抽取

过程进行关联、转换的正确性。数据抽

取可以使用 ETL 工具 Informatica、ODI、

Kettle 等，也可以编写存储过程。由于不

同数据共享需求对实时性要求不同，可

以根据具体需求对不同的抽取任务设置

抽取频率。对于一些标准类的线下数据，

一般变动较少，维护频率较低，如果没

有相应的管理系统，可以一次性导入主

数据管理平台，后续在主数据管理平台

中进行简单维护。

主数据管理平台的另一个任务就是

为数据使用方提供数据，可以采用主数据

平台主动推送和使用方主动提取两种方

式。开发工具可以采用 ETL 工具，也可

以在业务系统和主数据库间建立 DBlink

进行读取，对于第三方用户建议封装成

Webservice 供其调用。这其中要注意两个

问题，一是访问安全性要求，比如为了主

数据库的安全，不允许建立 DBlink，或者

不允许直接访问数据库；另一个是数据实

时性要求，这依赖于主数据的抽取和分发

频率。由于应用需求存在差异性，使用方

拿到数据后可以进行再次加工，如只挑选

需要的属性，或者扩展属性等。

5. 主数据平台监控

主数据平台的稳定运行离不开完善的

系统监控，主要包括数据共享功能监控和

数据质量监控两个方面。功能监控主要监

控数据抽取和分发任务是否正常执行，对

于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给系统管理员发送

报警信息。主数据管理平台本身不产生数

据质量问题，为了保证共享数据的有效利

用，有必要对主数据相关的业务数据进行

数据质量检查和监控，对于发现的数据问

题还是回归到源头去解决。数据质量监控

具体方法可以参考中国教育网络 2016 年

1 月文章《利用数据质量规则库推动数据

质量管理》。

主数据管理是目前解决数据孤岛、

实现数据共享比较好的方法，也是数据

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搭建主数据

管理平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涉

及组织架构、管理流程、技术攻关等多

方面内容。本文基于上海财经大学主数

据管理项目的实施过程，从管理措施和

技术手段两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实施主数

据的几个重要环节，为高校信息化建设

提供一些参考。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本刊讯  近日，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

学院（简称：华为 ICT 学院）“2016-2017

大学生 ICT 技能大赛”决赛圆满闭幕。32

个参赛队96名选手经过两天激烈的比赛，

来自广东和南非的代表队荣获本次大赛的

一等奖。

华为企业 BG 全球培训与认证部部长

冯宝帅表示，本次 ICT 技能大赛是第二届，

与首届相比，无论参加人数还是赛事规模，

都成倍增长。本届大赛有中国、英国、西

班牙、澳大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南

非等国家共计 12000 名大学生参与其中，

经过初赛的层层选拔，共计 96 名选手晋级

决赛，所有参加 ICT 技能大赛的大学生们，

都将成为华为ICT学院播种的一颗颗种子。

华为大学生 ICT 技能大赛以华为 ICT

学院为基础。目前，华为 ICT 学院在全球

已经超过 300 家，每年为 ICT 产业链培养

人才超过万名，学生经考核可取得职业认

证书。

据悉，华为职业认证证书是学生能力

水平的一个有效证明，除了毕业证和学位

证，获得华为职业认证证书能够极大地提

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016-2017大学生 ICT
技能大赛决赛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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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葛泓  谢琦

IT 服务在我国

ITIL 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职能和十

个流程。一个管理职能即是服务台，十个

流程分布归属 “服务提供”和“服务支持”

两个流程组。服务提供关注的重点是如

何签订服务级别协议 , 并监控目标的实现 ,

主要包括明确需求、制定计划、变更提升

等。服务支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按照标准

向客户提供服务 , 主要包括进行 IT 管理

和控制 , 提供服务等。

ITIL 并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套实

践经验的工具集和知识库。它对 IT 服务

管理具有革命性的指导作用，源于实践并

指导实践。通过实施 ITIL，能够让组织

既有的信息化资源发挥更大的效能，提升

服务的效率、改善服务部门间的横向沟通、

平衡服务和管理的成本和质量，帮助组织

规划、研发、实施和运营，从而在可控

的成本上提高管理效率、服务质量以及

用户满意度。

我国高校经过几轮信息化的投入和

发展，现阶段网络基础设施，涉及教学、

科研、教育管理以及校园生活的信息系

统已经具有较高的普及率，高校各项业务

的运行和开展，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非

常高。加之高校具有人员及活动场所集

中的特点，导致信息资源分布的规模大、

集中度高。在这样一个现状和背景下，高

校 IT 服务管理的效率、成本和质量，成

为高校信息化规划、建设和发展所关注的

焦点之一。

高校 IT 服务管理有四个共性问题：

1. 软件、硬件设备数量多、来源多、

种类多、种类复杂，服役时间长、服役期

交叉层次多，IT 服务管理难度大。

2.IT 服务受理的渠道渠道少，问题多，

渠道归口分散，用户有问题不知道到哪里

解决或得不到解决。

3.IT 服务管理效率低，表现为 IT 系

统运行故障多，IT 服务响应慢，用户体验

不够良好。

4.IT 部门人员少、人员梯队结构不完整、

技术力量薄，同时，IT 部门自身仍存在重

技术、轻管理、轻服务，导致 IT 服务能

力不够。

ITIL 对提升 IT 服务管理的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十年数字校园建设，

在软硬件基础、数据共享、应用架构以及用

户参与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信息化

渗透到校园方方面面，现阶段，我校正在从

基础信息化建设阶段向以提升 IT 服务管理

为重点的阶段过渡，其核心目标就是追求信

息化运维高效率以及用户良好体验。

依据这一目标，我们的主要建设内容

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相对完善的硬件基础设施以

及教育管理的基础应用和数据积累，丰富

校园应用，加强与教学科研的关联。

二是提高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提高对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管理水平，降低

成本。

三是加强 IT 服务管理投入力度，提

升师生对校园信息化的体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建设过程

中运用 ITIL 思想作为指导，以 ISO20000

体系为鉴定标准，全方位打造 IT 服务管理，

提升 IT 服务管理水平。

总体上讲，实施 ITIL 对 IT 服务管理

可以实现三个根本目标： 

1 . 以用户为中心提供 IT 服务。  

2. 提供高质量、低成本、高满意度的

服务。  

3. 提供可量化、可定价的服务。

大量的成功实践表明，实施 ITIL 可

以提高 IT 部门的运营效率，达到以上三

个目标。国际权威研究机构加特纳（Gartner）

和国际数据集团（IDG）也给出了大量具

体的数据和案例证明。目前我国已经有相

当一部分企业通过实施 IT 服务管理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高校与企业的运行在模式和目标上，

存在较大差别。ITIL 是针对企业 IT 服务

管理的最佳实践，其在企业中实施的成功，

能否复制到高校呢？照搬显然是行不通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SLA（服务级别管理）。

高校不可能跟每位师生签订一个有偿服务

协议，绝大多数高校都将 IT 服务定位为

辅助教学科研、服务师生，基本是无偿服务。

但是，我们将 ITIL 体系中流程化、持续改进、

服务台的核心思想，在学校 IT 服务管理

中落地实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不仅

是可行的，而且是易操作的。在此，仅以

我们在流程化、持续改进和服务台三个方

面的实践为例来介绍。

全面流程化

首先我们尽可能全面合理高效地设计

IT 服务管理流程。例如，在各个流程在

建立之前，我们先做了六个方面的“固化”

工作。

1. 定义规范、制度、分类、响应时间、

运用 ITIL 打造高效 IT 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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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间、优先级。例如，重点事件报告

制度。

2. 定义服务人员职能和梯队，例如：

ITS 客服专员、ITS 工程师、后台工程师、

厂商工程师、客服经理、技术经理、部门

负责人。

3. 定义管理人员的职能，例如，流程

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体系负责人、中心

主任。 

4. 定义反馈渠道，例如，投诉、满意

度回访和调查、学生团体的采访。

5. 定义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例如，

结合考勤、事故、投诉、受理数量、同事

间互评设计一套考核办法。

6. 定义基本的服务礼仪，例如，接听

服务电话的基本话术、现场业务排队叫好

办法等。

然后定义了流程之间的传递关系。例如，

一旦出现 IT 系统故障后， IT 服务人员创

建事件或者让监控系统自动创建事件。创

建事件时选择事先“固化”的分类、优先

级、处理人员。服务人员按照职能划分梯

队或者事件的分类、优先级等，逐层递交

事件进行处理。所有处理结果都反馈到客

服，由客服统一答复用户，并获取用户意见。

如果故障得到解决，则该事件关闭。整个

事件的处理流程中的每个时间节点、每个

结论都记录下来。根据情况，并将解决方

案记录到运维知识库中，为新员工的上岗

培训以及以后处理同类事件提供参考。

如果故障没有解决或者此类故障再次

频繁发生，那就需要将事件提交到问题管

理流程，由后台工程师分析并找出事件的

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案，把事件的影响最小

化。另外，寻找潜在事故，减少甚至消除

事件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

如果在事件处理的过程中需要变更软

硬件、系统配置或者服务，那就要触发相

应的变更管理、发布管理和配置管理流程。

变更管理按照变更权限逐级操作，控制变

更的随意性，增强规范性和有序性。重大

变更要求有完善的回退和应急方案，经部

门负责人或者中心主任办公会批准，最大

程度地确保变更中不造成 IT 服务的中断。 

变更往往会触发配置管理流程，识别、

定义、记录在线运行的 IT 系统中的软件

和硬件等配置项资源，确保准确性、一致

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发布管理常常是与变更管理和配置管

理以及新服务的上线相伴的。我们定义的

发布权限是跟变更权限相对应的，特别是

重大变更后的发布，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

充分的评估，版本的授权，确保服务的连

续性和品质。

流程的建立，表面上看会使得业务运

行复杂化，实际上合理有效的流程不仅规

范了业务，也简化了业务，促进了效率的

提高。

 持续改进

ITIL 体系中，定义了五个阶段：服务

战略、服务设计、服务转换、服务运营和

服务持续改进，形成了 IT 服务的生命周期，

遵循 PDCA 质量循环，不断改进，螺旋上升。

为什么当前很多高校的 IT 运维和服

务呈现“救火式”运行状态？不断出现问题，

不停扑救应对，解决了问题就放在一边了，

陷入到一个只循环不提升的漩涡。

持续改进是注重规划设计、明确量化

指标、细化管理的循序渐进过程。我们从

以下三方面进行实践：

1. 设定目标

设定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目标。例如，

我们设定了“五星级服务”的长期目标；

在服务中心平台上推广服务达到一定数量

的目标等；

2. 建立定期评价改进机制

通过定期的服务报告，例如年报、季

报、月报，评价服务是否达标。通过定期

的问题汇总和交流，评价问题解决的进展

和程度。根据评价进行改进，重大问题需

要制定改进计划和方案。

3. 持续优化流程

ITIL 体系的落地实施，是通过服务台

和十个核心流程的运行支撑的。流程成熟

度对于质量、成本和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ITIL 流程的成熟度可以类比软件开

发的能力成熟度模型（CMM），分成五级：

初始阶段、可重复阶段、以定义阶段、可

管理阶段和持续优化阶段。我们根据用户

反馈以及问题汇总评价，定期和不定期由

流程负责人牵头制定流程优化方案，经中

心主任办公会通过后落实优化。

服务台

在 ITIL 体系中，服务台不是一个服

务管理流程，而是一种服务职能。是 IT

部门面向用户的单一窗口。它常常与事件

管理紧密绑定，同时连接和汇聚其他管理

流程。主要目标是协调用户，展示服务，

提供支持，收集反馈，推进流程。

2014年10月我们成立了IT服务中心（简

称 ITS），下设三个部门：品牌部、技术部

和业务部，把全部 IT 相关服务整合在一起。

装修服务场所，统一服务窗口；开通服务热线；

开通“IT 服务 QQ 群”；随后又开通 IT 服务

微博；开通 IT 服务微信公众号；开通“微人

大”服务中心平台的 IT 服务项目。形成线上

和线下并存的“综合服务台”，为师生提供

每天 8:00~20:00 全年无休的 IT 服务。 

ITS 特别设置了品牌部，重点树立服

务形象、监督服务质量、宣传服务内容，

并建立与师生用户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用 ISO20000 国际标准认证

基于 ITIL 的流程框架，有几个系列

的 IT 服务管理标准。当前被广泛采用的

是国际标准组织（ISO）发布的国际标准

ISO20000。

ISO20000 是用来衡量一个组织实施

IT 服务管理的质量标签。 中国人民大学于

2011 年获得了 ISO20000 认证（认证有效

周期为三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第

一家。2014 年再次获得认证。这是我们运

用 ITIL 思想打造 IT 服务管理的实践成果

和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力争将中国人民大

学的 IT 服务打造成一个高质量、高竞争力

的高校 IT 服务品牌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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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佶  单康康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高校师生已经开始习惯于使用电

子资源检索并获取信息，然而也随之产生了电子资源违规使用的

情况，查处电子资源违规使用行为成了高校图书馆和网络管理部

门日常工作之一。为了提高电子资源访问速度、改善用户访问体

验，国外数据库商开始尝试使用内容分发网络技术 (CDN) 来加快

电子资源的访问速度。目前电子资源访问控制主要以 IP 授权为

主，结合 CDN 技术原理和国内高校的网络现状，违规行为查处

却成为了网络管理部门的难题。本研究基于网络数据，分析用户

违规使用 CDN 电子资源的行为特征和准确查找出违规用户的方法，

从而减少因电子资源被封而给高校师生带来的不利影响。

历年违规情况统计及问题分析

2011 至 2016 期间，浙江大学共计发生电子资源违规行为

216 次，涉及 25 种电子资源，均为国外电子资源，其中 6 种电

子资源启用 CDN 服务。CDN 电子资源违规行为 106 次，其中约

70% 违规 IP 并非单一用户独享的 IP，而是使用了端口多路复用

(PAT) 技术的动态 NAT 转换 IP，同一时间段内单个 IP 地址对应

多个用户，电子资源违规次数 TOP10 如表 1 所示。

一旦发生违规使用电子资源的事件，数据库商一般会临时

封闭违规 IP，并通知所属高校，经高校查明违规用户身份并确

认其删除已下载文件后才解封该 IP。数据库商向所属高校提供

的违规行为信息，一般包含时间、违规公网 IP 和电子资源域名，

部分数据库商会附上日志，但是数据库商一般不提供与违规 IP

通信的服务器 IP。对于没有 CDN 加速的电子资源，短期内 IP

和域名是对应不变的，只要通过域名解析，就能将域名信息转

换成 IP 信息，从而实现违规用户的定位。而部分电子资源启用

了 CDN 服务，同时国内高校由于公网 IP 地址有限和多互联网线

路等因素都会采用 NAT 地址转换方式提供上网服务，高校网络

管理部门所保存的网络运行数据与 CDN 电子资源之间无法直接

确立域名和 IP 的对应关系，使违规行为查处变得更为复杂。国

内有高校采用“端口镜像 + 旁路阻断”方式控制电子资源违规

使用行为，通过镜像 Web80 端口数据获取用户访问电子资源域

名 URL 信息，当用户访问量超过一定阈值时实行 TCP 旁路阻断，

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国内高校网络现状是多出口链路、NAT

地址转换、异地设备备份等，使端口镜像变得不那么容易，同时

随着高校出口带宽的提升，万兆出口链路已经很常见，旁路阻断

技术在高流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失去对网络的控制管理，另外以浙

江大学为例，年均违规次数不足 40 次，其中涉及 CDN 加速的电

子资源违规事件更少，为此建设及维护一套违规行为管理系统收

益并不高，不是所有高校都愿意采用。如何在现有网络日志的基

础上利用简单的方法实现电子资源违规用户的准确定位，是本文

研究的重点。

违规用户定位

数据采集环境

浙江大学网络运行数据一般包括认证信息、NAT 日志和

DNS 日志等，NAT 日志主要是 IP 信息相关的 syslog，里面仅包

含时间、用户源 IP、NAT 转换 IP 和被访问目的 IP 四个要素，并

不包含域名信息，而 DNS 日志仅包含用户源 IP 和访问域名，并

电子资源违规使用分析及用户定位研究

浙江大学

ACS 71 32.9% Yes

APS 43 19.9% No

ACM 17 7.9% No

ScienceDirect 17 7.9% Yes

IEL 15 6.9% No

Annual Reviews 9 4.2% No

Web of Science 5 2.3% Yes

Wiley 5 2.3% No

AIP 5 2.3% No

CA 4 1.9% Yes

电子资源 违规次数 占比 CDN 服务

表 1  2011-2016 年浙江大学电子资源违规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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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该域名解析的返回 IP 信息。本文通

过安装嗅探器 (Sniffer) 的方法获取电子资源

解析返回 IP，用于确立电子资源域名和 IP

对应关系。为了避免对生产系统产生影响，

采用交换机端口镜像的方式，将三台主

DNS 的流量镜像到备用 DNS 服务器上，在

备服务器上抓包，获取 DNS 报文。不同于

DNS 日志，DNS 报文含有域名解析返回的

IP，可用于建立域名和 IP 对应关系，将 DNS 报文与 NAT 日志等

统一存储于日志服务器内，用于违规用户的定位，数据采集架构

如图 1 所示。

数据分析

收集启用 CDN 服务电子资源 DNS 报文数据，能获得该电子

资源 IP 地址列表。以违规下载最多的 ACS 数据库为例，单日内

共解析出 8 个不同网段的 IP。7 日内解析相对稳定，然而半年前

解析的该域名的 IP 不在其中，可见 CDN 服务商 IP 变化属正常情况，

因此需分析违规事件发生时间内的电子资源解析结果，方能准确

分析违规行为。

结合 DNS 及 NAT 日志的用户行为分析

以违规行为期间的 DNS 返回所有 CDN 电子资源 IP 为目标，

以数据库商提供违规用户的公网 IP 为 NAT IP，在相应时间内筛

图 1  数据采集架构

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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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网络数据分析违规访问 ACS 行为示例

选 NAT 日志，定位违规用户。如表 2 所示，与 ACS 完整的 IP

地址列表相比，该时段内，全部用户仅解析获得 4 个 IP，而违

规用户仅访问了其中一个 IP，如果以传统单次域名解析结果为

筛选条件，如果解析返回 IP 不是违规用户访问的电子资源的 IP，

将直接遗漏该用户，使违规行为查询陷入无结果或者错误的困

境。通过 DNS 报文数据结合 NAT 日志，可以筛选该时段内出访

问 ACS 的所有用户，按访问量排序，可以确认违规用户，表 2

中内 10.190 段 IP 地址 NAT 转化 124 段公网 IP 后访问 ACS 数据

库的其中一个 CDN IP，可见只有结合 DNS 报文和 NAT 日志，才

能准确定位违规用户。

误判分析及排除方法

由于 CDN 服务商有一定概率为不同的电子资源或者网站提

供加速服务且使用相同的对外虚拟 IP 地址，以 ACS 为例，ACS

与 iCast 媒体等网站使用同一家 CDN 服务商的内容分发服务，

根据单日 DNS 数据统计，ACS 解析占比为 83%，因此存在一定

的误判率，有必要进行误判排除。误判排除的方法是筛选疑似

违规行为用户 IP 的域名解析请求数据，如果该时段内对应资源

IP 对应的不是该电子资源而是其他网站，则排除该用户的违规

嫌疑。

此外，为了降低误判率，应将数据库商提供违规下载日志时

间明细与筛选结果时间比对，确认时间上的一致性。

本文针对电子资源的特性而产生的违规行为分析，在统计历

年电子资源违规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网络数据不足，提出

了通过采集 DNS 报文和浙江大学互联网出口链路 NAT 日志的电

子资源违规行为分析方法和误判排除手段，并验证了该方法的可

行性。此方法避免了审计高校互联网出口链路的海量数据，仅在

现有日志系统下，抓取少量 DNS 数据，过滤分析获取违规行为数据，

是相对低成本的违规行为分析方式。

然而，日志服务器每天接收 20 亿条 400GB 的 NAT 数据和 2

亿条 80GB 的 DNS 数据，长时间储存日志信息会生成海量数据，

在单一机器上处理往往耗时很长，现有 IT 架构在处理和计算能

力方面存在瓶颈，如何利用分布式存储等大数据技术构建高效的

日志分析系统是下一步继续研究的课题。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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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各大高校连年扩招，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增多，中国

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在 2017 年将达到 795 万人，而如今企业“用

工荒”撞上大学生“就业慢”，无论是政府、社会、学校，还是

家长、学生都感受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

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

已经渗透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领域，但就业信息化建设依然存在

很多不足 , 如就业信息整合程度低、就业信息平台功能不完善、

学生网络求职成功率偏低、学生网络求职风险大等。在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 ,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 +”对就业与

创新的支撑作用。教育部在 2016 年 11 月 25 日发布的《教育部

关于做好201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中也提到：各地各高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 就业”新模式，准

确掌握毕业生求职意愿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实现人岗精准

对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针对毕业生不同特点和需求，送岗

位、送政策、送指导；充分发挥校园市场的主体作用，积极组织

用人单位参加各类招聘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联合搭建

跨区域、跨行业、跨类别的综合信息招聘服务平台。由此可见，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事关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 更关系到社会

的和谐稳定 , 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大学生的共同努力。

 在“互联网 + 就业”的蓬勃发展下，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卓智”）对高校大学生就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招聘双方

跨地域交流为出发点，构建高校就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并研发迎

合现代技术趋势、融合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卓智智慧就业”，

旨在解决更为广域及高效的人才对接问题，倾力为高校、企业、

学生三方提供卓越服务，让每位高校学子“尽其才，皆乐业”。

卓智“智慧就业”解决方案的核心价值

卓智智慧就业解决方案是适用于高校就业信息化管理的平

台，采用经美国 HIPAA 认证的 V-RTC 视频技术，由软件、硬件、

服务三大模块构成。该平台拥有七大系统，包括就业大数据分析

系统（总端）、智慧就业管理系统、基础支撑系统、智慧大屏呈

现系统、智慧招聘系统、智慧就业系统、就业大数据分析系统。

重点支撑高校大型招聘会、就业分析及辅导、可视化管理三大就

业业务，解决高校、企业、学生人才对接与就业问题。学生通过

手机就业助手，可以随时随地向意向企业投递简历，并且可以预

约心仪企业在智慧就业大厅举办招聘会，进行一对一的视频面试，

提高招聘双方效率。同时，通过规范化管理和数据分析，智慧就

业可全方位提升高校就业管理能力。其核心价值为：

多样化就业形式

高校使用招聘会智能排期功能，定期举办在线视频招聘会，

通过视频面试，打破地域限制，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异地求职。

同时高校通过智慧就业平台能够轻松举办定制化专场招聘会，实

现人岗精确匹配。平台帮助高校多方式、多渠道地与用人单位进

行联系，累积优质企业资源，为毕业生就业牵线搭桥，创造良好

的就业条件，打造全新、高效的就业渠道。

常态化就业辅导

智慧就业平台可帮助高校进行多维度的就业数据分析，并

标识就业困难学生。高校可依据系统所提供的数据，开展个性

化辅导，包括在面试沟通技巧、面试心理素质、专业能力阐述

等方面进行反复练习，熟能生巧。同时可以帮助学校就业指导

中心、各辅导员、教师发挥其就业指导的职能，开展就业指导

活动并提供就业咨询服务，从而提升高校就业指导水平以及就

业服务能力。

尽其才，皆乐业
——卓智“智慧就业”解决方案

图 1  在线视频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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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就业管理

“智慧大屏呈现系统”支持实时呈现学生各项数据，即时获

取面试学生以及招聘会整体情况，展现招聘会智慧情景，有利于

高校全面把控招聘会数据，包括学生学院分布、学生专业分布、

行业热度、面试次数、面试成功率等数据。

就业大数据分析系统是智慧就业平台的数据中心平台，用于挖

掘招聘会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形成

报表输出。通过大数据准确掌握毕业生求职意愿和用人单位的岗位

需求信息，帮助学生建立求职目标，定向推荐职位，帮助学生实现就

业目标的精准化。通过就业工作信息化，大量数据可形成闭环，有效

追溯就业工作改革根源，促进教学优化，使之有理可循，有据可依。

智慧就业助力智慧高校建设

去年，智慧就业解决方案已经面世并接受市场的检验。卓智

协助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成功举办“福建省 2017 届高校毕业

生冬季综合类供需见面会网络招聘会”。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首次使用卓智“智慧就业”平台，为招聘双方搭建“零距离”交

流平台，吸引了百余名全省各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毕

业生参加应聘，得到协和学院教学实践与就业指导事务部主任陈

争平的充分肯定。陈主任表示：“通过云平台收集资料，能够更

加真实有效地收集学生就业的数据情况。在‘互联网 +’的大环

境下，网络面试是一种趋势，将成为未来的一种新的面试方式。”

腾讯网、福建日报、东南网等多家媒体就该校首次启用卓智智慧

就业解决方案的创举发布了相关报道。

由卓智提供的软件、硬件、服务一体化的智慧就业配套解决方

案，力求为高校构建信息化、数据化的就业管理平台。通过综合运

用众多先进技术，转变传统就业模式，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搭建“互联网 + 就业”新模式，打造高效、全新的就业渠道，

帮助学校完成信息闭环，从就业反向推导至教学的各个阶段，以数

据为导向，优化、改革教学模式，从而建立信息化的智慧高校，真

正让高校的莘莘学子“尽其才，皆乐业”。 （责编：杨燕婷）

图 2  可视化管理界面

图 4  智慧就业大厅图 3  可视化管理（学校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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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为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因聚而生——ΣCO-Partner，华为

中国生态伙伴大会 2017”。 教育部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杨进所长和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理工科教育处吴爱华处长莅临大

会，杨进所长做了“实行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聚焦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题发言，

吴爱华处长也发表了“产教融合，共促中

国工程教育发展”的主题演讲。

人才培养需要满足新的需求

杨进所长指出，中国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面临挑战，全球经济发展改变了产品

和服务本质，也改变了产品生产和服务提

供的技术和通信形式，这意味着生产和服

务过程的变化。为了提高竞争力，工商业

特别需要高技能、能动性强和具有创新能

力的从业者。这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提出

了很高要求。质量成为提高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当务之急，而质量管理大师

CROSBY 对质量的定义是——满足需求。

吴爱华处长也表示，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极大的重要

性，新经济快速发展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新

的需求，我们要面向未来布局新兴工科专

业，建立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工程教育培

养模式，让工程科技人员具备更高的创新

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神州数码华为本部技术中心总经理

高洪福先生的发言给人以启示。企业的

战略决定了所需的人才。代理、分销起

家的神州数码，今年提出从分销贸易型

企业向技术服务型企业转型，与战略匹

配的企业人才需求也从注重营销管理能

力、运营管理能力向注重技术服务及研

发能力迁移。借助华为售前和售后的认

证体系，通过考核认证的人员初步具备

了基本工作能力。

高洪福先生特别强调“技术服务能力

不仅仅是售前能做解决方案，售后能做项

目管理服务，更包含了良好的沟通表达能

力，以及对厂商政策了解和行业洞察力，

特别是后两点也是人才生态需要着重培养

的学生素养”。 

聚合资源加速 ICT 人才生态建设

本次大会上华为提出了其共建、共享、

共生和共赢的 ICT 人才生态战略，核心内

容是与生态各方共享华为全球领先的技术

能力、知识体系、管理经验以及商业实践，

通过 ICT 的认证、培训、人才输送等方式

为生态利益相关方 ICT 从业者、教育机构

以及企业输送养分。 

华为企业 BG 中国区副总裁 ( 渠道 )

杨文池表示，华为愿联合企业、院校、教

育主管部门、教育机构、行业组织等多方

力量，倾注各方的力量、知识与智慧，共

同构筑起 ICT 领域的人才生态。华为愿意

持续地为 ICT 人才生态提供强有力的能量

支撑，在生态各方角色的共同努力下，助

力 ICT 产业可持续的繁荣发展。

华为企业 BG 中国区渠道综合业务部

部长张静也表示，ICT 人才需求已从 1.0

时代步入 2.0 时代， 1.0 时代通过学习技

能解决问题，而 2.0 不仅仅是通过技能解

决问题更需要具备综合能力推动商业应

用，华为将坚持多方构建、智慧共享、合

作共赢理念，构筑 ICT 融合领域的人才可

持续发展体系，互相成就、持续发展。具

体将通过 ICT 学院、人才联盟、合作伙伴

大学三种具体方式来汇聚各方力量，输送

智慧资源共同培育 ICT 未来发展土壤。

特别是针对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华

为企业 BG 中国区副总裁（交付与服务）

李同广告诉记者，目前华为企业 BG 中国

区的产单合作伙伴有近 6000 家，服务的

客户 3 万多家，估算其中的从业人员近

50 万，预计未来五年华为所助推的 ICT

产业生态系统对人才的需求将超过 80 万。

此种挑战下，华为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东北大学、湖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中南大学共计 12 所高校签署

华为 ICT 学院创新人才中心校企合作协

议，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创新 ICT 人才

联 合 培 养 模 式。 据 悉 2017 年 华 为 将 与

20~30 所高校开展创新人才中心合作，让

百名以上骨干教师参与合作并为产业培

养千名以上创新型人才。华为 ICT 学院

创新人才中心这种人才生态模式的建设，

将实现院校教育与 ICT 行业用人需求的

快速有效衔接，充分应对未来 ICT 行业

人才的需求挑战。

世界经济论坛在《未来工作报告》中

指出：到 2020 年，工作世界对从业者所提

出的最重要的十项能力分别是复杂问题的

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创造能力，

人员管理能力、人际协调能力、情商、判

断力和决策能力、服务导向、谈判能力和

认知灵活性。华为的人才生态战略也许不

能使所有学习者获得以上全部能力，但至

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责编：杨燕婷）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全面加速 ICT 人才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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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校园里的许多事物、教师、学生、

活动仍是离线的，很多离线的数据都沉淀在

那里，大部分事实上已经丢失，且离线的数

据很容易造假，比如实验室使用登记本上的

实验室使用登记数据，这些数据仍然在纸上，

没有录入系统，没有在线，这些离线的数据

难以产生价值，无法挖掘和发现这些数据的

价值。然而，校园里的很多管理与决策活动

又急需这些数据，传统的、离线的校园管理

模式与手段无法适应新环境下管理与服务的

需要。当下校园里的管理与服务模式需要做

出适应性转变，在线是互联网世界的本能，

要不要进入一个在线世界，变成了一个不能

回避的问题。数据的收集，实现从不在线到

在线的过程，对于学校来讲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么如何让我们在校园里的学习、工作、

生活在线呢？可以借助每个人在互联网上的

身份 ID（校园工号、微信号、QQ 号等），

借助智能手机及其中各传感器、定位功能等

主要功能，通过二维码可以实现在线。所以，

常熟理工学院设计了基于二维码的移动物联

解决方案——“码上理工”，根据学校制定

的二维码编码标准，为校园里所有对象设计

一个二维码，让校园里的所有事物都贴上二

维码，校园二维码涵盖的标识对象包含以下

内容。人：教师、学生、校友、家长等；物：

学校、校区、楼宇、房间、场所、图书、车辆、

软件、设备、家具、植物等；教学：学科、

专业、课程等信息表示；科研项目：论文、

项目等管理信息；管理项目：上课课程、考

试、体育锻炼、上班考勤、会议、实训项目、

财务等等， 如图 1 所示。

有了这些二维码标示，借助通信手段（校

园WiFi、3G/4G）、个人智能手机或智能终端，

老师和学生在校园里进行学习、工作、生活

等活动时，只需简单的扫一扫相关对象的二

维码，就让所有的校园行为在大数据的沙滩

上留下了一串串脚印，这样采集和存储的各

类活动过程数据，让以前许多的离线数据变

成在线数据。

在线世界的探索与实践

围绕着校园里的一些管理与服务痛点、

效率洼地，立足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常

熟理工学院在资产清查、实验室管理、值班

巡检、资产报修、会议签到等活动场景进行

实践与探索。

构建互联网＋资产清查工作新模式

在传统的校园资产盘点模式下，校园

数万师生只能用 20-30 只专业盘点设备来

进行资产清查，虽然人数、资产众多，却受

限于这 20-30 只盘点设备数量的限制，资

产清查的效率极差，效果很差。为改变这一

现状，提升资产清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落实责任，盘清“家底”。常熟理工学院自

足自主研发，充分利用二维码和条形码 (BAR 

CODE)、定位服务功能（LBS）、校园 WIFI、

3G/4G、智能手机的各类传感器、地理信息

系统(GIS)、 数据共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借助每位师生的智能手机，通过扫描房间的

二维码和资产的条形码，实现全员参与资产

清查盘点工作，建设一个人人参与、高效、

便捷、开放、安全的校产清查系统。

实施该清查工作模式体现了以下几个优

点：低成本，打印和张贴二维码后，只需使用

智能手机，无需任何专用设备；全员参与，责

任到人，摆脱受数量很少的资产清查设备限制，

从而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全员化参与管理，据统

计，2015年常熟理工学院参与的资产盘点工作

的人员达到1000多人，占学校总职工的90%左

右，资产盘点率达到98%以上，甚至可以实现

各扫门前雪，即责任到人；效率高，常熟理工

学院教职工是1120左右，也就是具备了1120

个资产清查设备（未包含协助清查工作的学生

数量），传统资产清查设备是20个，因此实

现了以1120÷20≥ 56倍速率提升资产清查工

作效率；提高真实性，通过智能手机和盘点软

件实现了从盘点责任人、地点（位置）、时间、

设备编号、照片等多个维度数据反复校验，确

保清查工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如图2所示。

让隐形校园数据都在线

图 1  校园二维码标示

当下校园里的管理与服务模式需要做出适应性转变，在线是互联网世界的本能，要不要进入一个在线

世界，变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数据的收集，实现从不在线到在线的过程，对于学校来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个二维码

文 / 先晓兵  张尔喜  朱峰  蒋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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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 + 资产盘点工作模式的改

变，彻底改变了高校资产管理中一直无法解

决的一个老问题，较好地解决了高校资产清

查效率低下的管理“洼地”和家底不实的管

理“痛点”。

让更多的行为活动都在线

通过资产盘点的实践和成效，常熟理工

学院认为校园里更多的活动可以进行探索，

这些项目是：晨练签到、体育俱乐部项目签

到、校外实习签到、座位预约、设备报修、

会议签到、加班值班、巡检管理等，可以让

更多的活动、物、人、时间、场所等数据都

在线。

对于值班巡检的实践，该项目是伴随

着解决本部门（信息化办公室）工作中实

际问题而启动的，信息办承担的业务较多，

主要有：校园网络、校园卡、多媒体教室、

视频拍摄制作、报告厅管理、信息化建设

与管理等，由于工作性质，人员分布在两

个校区的多个地点。最初的加班、值班、

巡检工作是让工作人员各自在值班、加班、

巡检的场所填写纸质登记簿，每月进行统

计，带来的问题是：分布在多个地点的值班、

加班、巡检汇总登记汇总很不方便，还要

额外耗费不少人力来录入和统计；登记的

记录真假难别，比如：事后登记甚至没有

值班、加班、巡检也造假登记的情况无法

鉴别；加班值班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反馈渠

道不通畅，比如在值班时发现一些问题，

即使登记在记录簿上，相关工作人员和部

门领导无法很快掌握情况。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这个过程管理是

离线的，没有在线。为解决在线问题，常熟

理工学院开发了基于工作流的加班值班登记

和审核系统，解决了数据在线的问题，但仍

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是该活动的真

实性，工作人员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进

行了该项活动仍然无法识别。

基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尝试，总结经验和

教训，又进行改进，自主开发值加班巡检系统，

加班、值班或设备巡检人，在执行任务时，只

需用个人智能手机扫描执行任务场所的二维

码标示，拍照上传照片，并填报工作内容的文

字描述，比如检查的设备是否正常、巡检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等情况，点击提交后，在巡检系

统中就产生一条包含有巡检人工号、姓名、巡

检地点、巡检情况、巡检日期、巡检时段、次数、

使用网络介质、GPS位置、巡检照片等数据信息。

有了这些在线的巡检、加值班数据信息

后，除了能统计每月每人的执行次数和部门

值班、巡检的总次数统计外，其他多个维度

的统计分析也应运而生，比如可以从巡检地

点、巡检情况、巡检时段、巡视问题点等多

个角度进行统计。另外，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手机看到其他人巡检或值班时发现的问题，

可以及时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

等工作。

让“僵尸”设备无处可藏

资产盘点实现了盘清家底，但每个高校

数亿资产、数万件设备的使用效率如何，楼

宇、场所、房间、设备是否闲置，如何科学

合理购置设备和扩建楼宇等问题，由于缺乏

在线的数据，学校的管理决策层无法知道这

些家底的真实使用情况，特别是一些从未开

箱使用或只是个别人在使用的高价值资产设

备。而且也无法得知学生上课考勤情况、参

与实验的真实考勤数据信息。没有在线真实

数据是无法做出科学的决策，不科学的管理

决策又会加大建设资金投入，进而造成更大

的国有资产浪费，这些问题才是管理决策中

的最大痛点。为解决这些痛点，常熟理工学

院尝试建设校产绩效监管系统。

该系统分用户端和管理端两个部分 , 用

户端实现功能是：实验人员（教师、学生）

参加实验项目时，只要使用个人智能手机或

智能终端扫描上课课程、实验课程二维码、

指定实验室二维码，以及仪器设备条形码 ,

就完成了实验的人员、设备使用、实验课程

信息（包括实验过程、人员、仪器等）的登

记过程管理数据。

系统管理端的主要功能：通过数据共

享中心，管理人员从其他信息系统如教务

系统同步或手工导入方式获取实验课程、

实验师生等相关基础数据，为实验项目、

实验课程、实验人和实验仪器生成二维码，

实现对上述信息的添加、编辑、修改和导

入等功能；收集智能移动终端采集的数据；

将实验课程和实验课程记录供实验人员和

管理者查询；对实验登记管理数据进行分

析，生成统计报表。

该管理系统解决了传统管理的一些弊

端，如实验室使用和实验情况等信息难以查

询，手工形式录入导致信息更新不及时、容

易出错和工作效率低，资源利用率不高，无

法为实验室建设提供数据支撑等问题。通过

二维码与移动终端技术融合的方式使得师生

和实验室管理者能实时了解实验室资源的使

用情况，及时发现一些长期闲置不用的“僵尸”

资产，提高校产绩效考核管理的精细化，通过

这些数据还可以更进一步来判断学校是否该

添置设备、扩建楼宇等，提高决策水平，提升

国有资产利用效能。

在线的价值思考

通过以上这些项目的实施，让校园里的

一切，包括教师、学生、楼宇、房间、设备、

家具、图书、课程、实验课、会议等都在线了，

构成了一张移动物联网，而且让校园里一切活

动都留下了记录痕迹。这些数据在线后，想造

假就变得极其困难，数据的真实性大大提高，

且操作成本降低，而成本的降低，使得以前只

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的数据，变成了大家都可以

享用的东西，同时利用这些数据完成基本的数

据统计分析后，还可以开展更多的多维度交叉、

综合的数据分析、统计、挖掘和可视化活动，

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责编：陶春）

图 2  资产盘点清查后台统计效果图

该文章受江苏省高等教育改革项目 2015JSJG105 支持

( 作者单位为常熟理工学院信息化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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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3 月上半旬的高校官方微

信公众号正应了这句话。高校带你赏花，邀

你谈人生理想。《中国教育网络》对 3 月上

半旬的 358 所高校公号进行调研发现，“赏

花”和“复试”成两大热词。同时，2 月正

处于学校放假期间，各项数据并不亮眼，但

阅读量超 10 万文章数并未降低。

2 月整体“数”像

2 月高校公众号 50 强中，共分布文章

1105 篇，阅读量达 110 万，超 10 万阅读

量文章 10 篇，具体数据如图 1 所示。

上海交通大学依旧稳坐 TOP1 交椅。其

他单项指标都比 2016 年 11 月大幅下滑，

总发布文章数下降 38%，导致总阅读量、点

赞数等相关数据都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是一

件坏事。2 月处于学校放假期间，用户活跃

度明显不如上学期间。非常时期，倒不如减

少发布数，起到稳定用户群的作用即可，高

效率运营公号。与此同时，阅读量超 10 万

的文章并未降低。虽然文章数有所下降，但

并未降低高质量的文章数。这也是“高效率

运营公号”的正确打开方式。

回访 2016 年整年微信大数据，高校公

众号 50 强共发布的阅读量超 10 万文章数都

基本保持在 10 篇以上，但 2016 年 7 月和

12 月数据则差强人意，数据分别为 5、3。

7 月也处于放假期间，12 月情况则不同，

查看 12 月的阅读量前 50 的文章标题，并未

发现有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第三期“微

报告”中提到电影《你的名字》成 12 月上

半旬的热词，但因为形式和内容结合方式并

没有创意点，最高阅读量才达 66845。这一

点在整月的数据中也有所体现，46 篇标题

带有“你的名字”的文章只有 2 篇进入了前

100。所以，关注近期热点话题的同时，也

需要在形式和与自己学校特色结合上创新，

不要仅仅是“新瓶装老酒”。

河南大学 2月进步最大

河南大学虽 2 月并未进入总榜单的前

10，但却是前 30 所高校中 WCI 指数增量最

大的高校，也就是进步最大的高校。河南大

学 1 月和 2 月微信文章阅读量占比对比图，

如图 2 所示。整体来看，整个占比图大致呈

轴对称，说明河南大学整体情况并未有本质

性提高。河南大学 1、2 月整体从发布次数

上来看，也并没有明显地变化，分别为 12

和 16。从阅读量区间占比来看，也并未有

明显地变化，近半数的文章阅读量都集中

在 5 千至 1 万，这也与高校微信文章阅读量

占比一致。而且阅读量

超一万的文章占比均为

25%。

从图 2 明显看出，

2 月河南大学有一篇超

十万的文章，使得 1 万

+ 的区间之中又细致地

划分出 10 万 +，低阅读

量文章的占比从一月的

33.3%下降至25%。可见，

通过一篇爆款文章提升

WCI 指数的方式，是最高

效的，但从长远角度来

陪你赏花 邀你复试

高校“微”报告

图 1  2 月整体“数”像

3 月高校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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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并不会对品牌价值有实质性的提高。

一个高 WCI 指数的公号，一定是通过长期积

累运营出来的，不是“拔”出来的。

高校版《成都》唱霸微信

2 月阅读量排名前十的文章，如表 1 所

示。从内容上看，其中包含四篇高校改编版

的《成都》，均位列前四。不仅如此，排名

前100的文章中有24篇都是高校版《成都》，

其中包括集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贵州大

学等高校。赵雷《成都》唱出了一座城市在

人们心中独特的记忆。每所高校都开始清唱

自己的故事。在上一期“微”报告中提到，

2016 年年度文章 Top10 中有 2 篇是高校版

的《南山南》，可见这种改编大热民谣会是

未来内容的大势所趋。但是从形式上看，上

海交通大学版的《成都》是以视频的方式呈

现，其余所有学校都是以“音频 + 图片”的

方式，讲述一所高校那“带不走的，只有你”

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海交大和江西师

范大学之外，其余的 22 所高校发布的改编

版《成都》，都是2月所发布文章阅读量之首，

且与其他文章阅读量呈倍数级差别。这进一

步说明，爆款文章的两个要素是热点和校园

特色。如果抓住热点，适时地加入学校特色，

一定会成为霸屏朋友圈的爆文。

公众号 标题 阅读数 点赞数

河南大学 河大，带不走的只有你 10 万 + 2962

西南交通大学 交大版《成都》来了！带不走的交大故事 10 万 + 2872

上海交通大学 交大版《成都》来了！交大，带不走的，只有你 10 万 + 2526

武汉大学 武大版《成都》| 初春最纯洁的落樱，一首最动听的歌 10 万 + 1794

上海交通大学 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林忠钦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10 万 + 1332

上海交通大学
传承梦想，思源致远——张杰、林忠钦在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干

部大会上的讲话
10 万 + 1244

浙江大学
明天，董卿的《朗读者》走进浙大紫金港！期待你的朗读，感

动全国观众！
10 万 + 1200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大第八！ 2017 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出炉 10 万 + 1071

天津大学 重磅消息！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全成天津大学教授 10 万 + 1061

山东大学 关于山东大学济南主校区建设事宜再致广大校友的一封信 10 万 + 911

图 2  河南大学 1、2 月微信文章阅读量占比对比图

不寂寞的 3月，有花和梦想相伴

3 月上半旬短短的 15 天里，接连发生

了三件大事，3.7 女生节、3.15 消费者维权

日和研究生复试分数线公示。我们通过调取

3 月上半旬 358 所高校共发布 4970 篇推送

中的阅读量前 100 名的文章大数据。我们发

现，3 月上半旬，高校重点关心两件事，赏

花和复试。有意思的是，以“赏花”为主题

的 10 篇文章中，有 9 篇阅读量排在前 50，

而以“复试”为主题的 17 篇文章大都集中

在 80-90 名之间。

每逢三月，樱花便

成了武汉大学的网红，

在短短的 15 天内，武

大发送了近 6 篇关于赏

樱花的文章，其中包括

两篇校内赏樱的通知，

两篇是外校人员进校内

赏樱指南，剩余两篇则

是美图集。可以看出，

武汉大学的官微比起宣

传校内樱花，更注重“旅

游季”校内治安。则又

一次体现出微信公众号

作为官方平台的作用。华南农业大学、南京

艺术学院、三峡大学分别选择了紫荆花、玉

兰花和桃花为主角编辑微信。

比起“赏花”这个话题来说，“复试”

则是 358 所高校共同关注的话题，先后有厦

门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36 所高

校发布学校的复试成绩线，预计 3 月下半旬

陆续会有更多学校选择官微来发布 2017 研

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基本分数线。但此类文章

的阅读量并不是很高，36 篇文章中，只有

17 篇阅读量排进前 100 的后半区，阅读量多

集中在 2 万左右。但纵向比较看，以复试为

主题的文章阅读量远远高于其他主题文章阅

读量。昆明理工大学发布的“昆明理工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公告”，阅读量

为 11000，是平时文章阅读量的三倍还多。

两类事件能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主要

是因为传播受众范围有差异。虽然研究生复试

是高校三月的重点工作之一，但关注复试信息

受众群仅限于研究生考生和家长而已。但大多

数人都会选择诗和远方，留住春天悄然降临的

痕迹。所以，校园花海的美图推送，受众面从

在校师生扩大到了毕业生和家长等群体。

（责编：高锦）

表 1  2 月阅读量排名前十的文章（以点赞数为排名依据）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清博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