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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课变革传统教学方式
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些技术在课堂的创新，思政直播课，

文化直播课，甚至想象起来晦涩艰深的“微积分”课，都能成为“网

红”，并进而走进普通老百姓的视野。直播课，在互动力量的推动下，

迅速走红，成为当下在线教育中的一个热点话题。

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对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学

习模式，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的灵活性学习；教学方式，正在从传统

的单项的知识传授变成了影响、互动式的教学；学校形态，从一群教

师在围墙内的固定教室讲授，逐步发展成为教学资源在云端的知识传

授大平台。

2016 年，清华大学的“雨课堂”加入了“移动终端”的元素，开

启了移动学习的阶段历程。而移动学习的最迅速普及形态，就是手机

直播课。在手机直播课堂上，“互动”则是驾驭课堂的关键点。这就

是教育形态适应技术发展的创新与演变。

美国新媒体联盟与北京师范大学在《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中，

对未来五年推动高等教育转型的新兴技术判断，提出了十二项重要发

展，“移动学习”是“一年之内”将产生影响的发展主题之一。

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移动学习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它的发展依

赖于政策、资金、技术、设计等多方面协调一致的支持与服务。根据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2016 年针对高校信息化现状的专题调研发现，除

了资金因素之外，专业人才和政策保障的短缺也是较为明显的影响因

素。在这个影响因素中，政策保障除了依赖于领导的观念意识以外，

同样依赖于专业人才的项目设计与计划制定，因此，专业人士的指导

和干预是移动学习发展的重要条件。综合分析，教师群体的观念转化，

实际上是值得所有学校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

事实上，在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中，新兴技术，不论是大数据、

虚拟现实，还是现在热门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无法取代教育过程中学

生的创新能力、思辨能力、协作能力等的培养，所以未来的教师需要

考虑的是如何在自己的课程中帮助学生进行创新、思辨和协作，这也

是未来混合式教育发展核心的关键点。

当前，在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下，高校应当首先考虑的是

转变传统观念，提升教师的现代化素养、教师的信息化水平和发展，

以及教师职业的发展。如何全方位地帮助教师设计其课堂教学，采用

创新的工具和技术提升教学质量，创建高质量内容的工具和教学方法，

使用数据提高学习体验，以及课程宣传策略等等，将是下一阶段各个

学校信息化建设中的主要课题。 

教育改变命运，换一句话说，改造学习者的生活，是教育最直接

的价值体现。所以，不管我们的教育模式如何创新，我们都正朝着这

个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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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从事脑机开发  
欲让电脑学会读心术

“要是你能够直接通过大脑打

字会怎么样？”Facebook 神秘的研

发和硬件实验室 Building 8 负责人

雷吉纳·杜坎（Regina Dugan）在

年度 F8 全球开发者大会中提出了

这样的问题。

Facebook 正在开发能够做到这

一点的技术。例如“脑机语音文本

界面”（brain-computer speech-to-

text interface），在用户无需讲话或

手动输入的情况下，把用户大脑中

的想法直接展示在计算机屏幕中。

该技术的开发构想，是使用非侵入

式传感器读懂用户的想法，并把它

转换为可阅读的文字，让用户在沉

默的状态下能够获得文字版自己的

想法。杜坎表示，Facebook 的目标

是在“未来几年内”，开发出基于

用户想法每分钟能够自动输入 100

个单词的技术。

“我们的目标是让该技术成

为沟通障碍病人的语音假肢，或

者是增强现实技术的新型输入方

式。”杜坎在自己的 Facebook 页

面中写道。

（来源：Recod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为教师开设网络课程

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AACTE）日前向教师免费开设“运

用数据提升学生成绩”的网络课程，帮助教师掌握如何使用数

据提高学生成绩。该课程为教育人士设计，当然也面向其他专

业服务中希望使用数据改善工作的人士，如健康行业工作人员。

课程每周关注不同的数据使用话题，通过对课程资源的确

认、诠释与定义，并将所学内容付诸行动，去提高学生的成绩。

课程持续 3 周，每周学习 3 个小时。第一周的主题是“改进方

法”，引导教师思考、学习不同的课程资源和数据类型等。第

二周的主题是“发现”，引导教师讨论怎样有效地呈现和评估

数据等。第三周的主题是“行动”，引导教师探究评估成绩提

高的不同指标，怎样搜集样本数据选择恰当指标等。

（来源：edprepmatters.net）

微软要帮助用户扔掉密码：用手机应用来验证登录

微软日前宣布，用户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应用来登录其微软帐

号。这款应用名为“Microsoft Authenticator”，用户无需输入密码

即可登录。要实现该功能，用户首先要在 iOS 或 Android 端下载

最新的“Microsoft Authenticator”应用程序，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

择帐号，并激活手机登录选项。之后，每当用户登录微软账号时，

该应用就会向用户手机发送一个登录请求。此时，用户只需点击

“同意”，即可完成登录，而无需输入冗长、难记的密码。

微软身份和安全服务程序管理总监亚历克斯·西蒙 (Alex 

Simons) 称：“通过利用手机来登录，我们将安全的负担从用

户大脑 ( 记忆 ) 转向设备。”当然，这种登录方法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即用户必须要使用手机才能登录。

（来源：Business Insider）

芬兰教育“独创”：体育老师也能教编程

在芬兰建国 100 周年之际，美国和芬兰的外交官、专家汇

聚一堂，聊起了芬兰的“教育经验”。编程是芬兰国家教育大

纲的一部分，孩子们从小就学习编程。教师通过多种方式教授

编程，用编程的思维来探索或学习跨学科的内容。

例如，琳达·刘卡斯是芬兰的一名程序员，同时也是作家

和插画师，她曾和芬兰的教育机构合作，使教师和学生不再认

为科技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在艺术课上，学生通过学习织毛

衣体会计算机科学中“循环”的概念。

（来源：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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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在这个人人创新的时代，教育如何应对？

李克强总理说，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及人人。在这个人人创新的时代里，教育如何应对？

如何面对教育创新的挑战？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挑战，而是对于全世界高等教

育的挑战。创新有时候也会带来新热点。例如，近期，美国的“弹出”课程，受到热议。另外，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Neal J.Smatresk 校长以他所在学校为例，通过讲演，很好地诠释了美国的校

长如何将创新当成一个重要而有趣的事情应用于教育。

据《北京日报》近期的报道，美国本宁顿学院开设了几门像“特

朗普的符号学”的非传统课程。新课程类似“弹出式”商店（注：

“弹出式”商店，指在某个地方、限定时间内开设的一个品牌专

卖店）的运营模式，课时仅三周，学生上完可获得 1 到 2 个学分，

课程主题通常与近期发生的事件挂钩，学校期望通过开设这类“弹

出式”课程，鼓励学生对全球发生的事件进行批判性思考与解读。

例如，名为“2016 年美国大选：之后会发生什么？”的课程，

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

从 2013 年开始提供“弹出式”课程，提供的“弹出式”
课程不计学分，时长不统一（最短甚至只有一周），并且
允许校外人员参与听课。设计学院的所有弹出式课程都有
2 到 4 位主讲人，主讲人并不限于学校教师，而是让多位
设计公司的高管参与授课。课程的主题涉及多个学科但又
与设计领域相连。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动手实验上，不强调
时效性，而强调让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思考和感悟。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工程学院

“弹出式”课程除了线下模式，还有在线模式。主要供学生自主补充传统
课程之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学习如何操作学校工程创新中心的设备
进行研究。课程主题主要分为四类：电子学和编程、制造、原型设计和沟通交流，
涉及仪器操作、软件使用、写作、演说等多个方面，同时锻炼团队协作能力。

这门课程只开设一次——它并不是大选后的回顾与总结，而是

伴随着大选的进行，让学生对选举局势进行同步分析。

尽管“弹出式”课程的开课时间短于传统课程，但这并不

意味着对学生们的要求降低。以美国大选为主题的课程为例，

学生们需要阅读大量学术材料以及新近报道的文章，研究选举

的媒体架构和美国的选举发展进程。课程结束后，学生们还需

要写一篇关于选举影响力的论文作为课程作业。

整理 / 陶春

“弹出式课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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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研究，是在

我们大学做的专题研究，也可以用这个案

例去评价更多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

很多其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也正面临这些

挑战和问题。

挑战来自多方面
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呢？例如经费。我

们以及美国很多校园教学空间都很有限。

面对空间压力需要思考是不是可以给学生

提供更好的在线教育资源，是不是可以更

好地去服务新的校区？而且，现在在大多

数美国的校园当中，不同的院系像孤岛，

需要进一步加强院系之间的合作，使教学

计划变得更加灵活。也许，一些比较小

的大学，由于历史比较短，相对大型的

大学在创新技术整合方面反而更容易做

得好一些。

如果不发展教育创新技术能否应对这

些挑战？我们的现状是，校园 IT 的决策

是由三个副校长级的团队和系统信息技术

团队研究决定，我必须和多个团队进行协

商和决策。所以开展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

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去进行协调，最终才

能部署新的项目。这三个团队的决策过程

严重影响了决策效率。

如今，一些机构建了一个中央的在线

教育学校，他们做得非常好，可以去推广

和传播高质量的课程。但是在一些大型的

大学，尤其在德克萨斯州，现在仍然由教

师个人应对这样的工作，这会阻碍该项工

作的发展。改变技术，不仅需要 IT 人员

的努力，还需要相关职能团队的努力，这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也听到教师经常说不要做什么改

变，不要再改变教学平台，因为他们还有

其他的工作要做，还有其他的科研要处理，

我认为，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工作挑战。

以创新迎接挑战
我们在寻找新的方式，去推动合作和

协作，为了打好基础，在创新道路上更进

一步，正在重建主要的 IT 系统。需要重

建财政系统、重塑学生信息系统，建立一

系列的智能系统一体化的数据库。现在已

经取得很好的进展，重建了财务系统，并

有了一个新的数据仓库和控制面板，新的

数据库模式可以应用新的软件。让效率提

高了很多。

为了在高校中更好地使用大数据来推

动管理者的决策，我们建立了 CRM，还

启动了客户管理系统。并且针对学生研发

了移动应用。学生在本学年就可以在校园

通过手机来处理他们日常生活学习中一些

支付事项。

现在许多人谈到人工智能的话题，我

认为，有点“学会走之前就学跑了”，应

该先学会如何更好地使用已有的数据。为
（本文根据 Neal J.Smatresk 校长在“第二届中

美智慧教育大会”的会议讲话整理）

此，我们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平台去了解

个性化学习，这也是高校当下重要的课题。

我们会建立一个预测分析和预警系

统。由于教师、院系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

所以要利用集中式的业务来强化在线项目

执行，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也希望能

够吸引更多的人，建立一个新的学位授予

的方式，让院系不再是完全单独地去行事。

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帮

助他们去培训自己的员工，让他们的员工

在市场上进行很好的竞争。例如，我们有

相关的运动技能的课程，运动竞赛的转播

课程等，是在运动和比赛这方面进行的合

作。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在全国甚至全世

界范围内推出这样的在线课程。

除此之外，现在所进行的一些项目，

是基于我们的协作实验室，还有创新和

设计的中心。同时智库能够帮助教职员

工更好地享受和使用这些创造性的技术。 

此外，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电子的影音剧

院，它就像一个普通的剧院一样，能看

到如何用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创造。

比如能看到一些电子的游戏，或者电子

的竞技。可以有电子运动员，实现很多

的模拟，以及高速的视频会议系统，所

有的功能想得到很好的实现，前提是一

定要进行非常好的设计。希望工程师、

科学家、学生、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之

间能不断地进行沟通和讨论，包括公众

也能够参与其中。

现在很多大学都设立有首席创新官，我

们也正在考虑怎么去做，如何很好地接收信

息，并且对信息进行组织和解构。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Neal J.Smatresk 校长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利用技术改变现有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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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近日，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英国

数字化战略》，旨在通过一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先进的技能培训和有效的监管，确保英国成为开

展先进研究、试验新技术以及发展数字化业务的

绝佳之地，主要内容如下。

1. 打造世界一流的网络基础设施

该战略报告建议英国将宽带和移动连接视为第

四大公用事业，使公众能获益于更快的网络连接。

为解决企业的宽带连接问题，英国将召开新的商业

连接论坛，整合商业组织、各地政府和通讯供应商

的力量，共同制定详细方案。英国政府认为，未来

高速、高质量的宽带连接主要依赖于更广泛的光纤

网络。英国将通过新的 4 亿英镑数字化基础设施投

资基金，促进光纤供应商市场的发展。针对下一代

移动连接，英国已最新发布 5G 战略。

2. 使公众掌握所需的数字化技能

英国将开展如下部署：（1）从根本上解决

数字化鸿沟问题，确保公众能充分获益于数字化

世界；（2）确保公众掌握所需的各项数字化技

能；（3）鼓励公共、私有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合作，

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填补数字化技能鸿沟。部分行

动计划包括：资助相关项目来探索填补数字化鸿

沟的新方法，利用图书馆提升数字化普惠能力，

新成立数字化普惠委员会以促进政府与私有部门

的合作，投资 110 万英镑以支持数字化普惠能力

建设等。

3. 让英国成为数字化业务发展的绝佳之地

2017 年 3 月，美国技术服务解决方案公司优利系统宣布打造新的、虚拟的人工智能卓

越中心，将为用户免费提供在线工具以完成先进数据分析。新的虚拟中心拟于 2017 年 5 月

上线，注册用户均可免费访问人工智能领域的工具、方法和最佳实践，具体包括：

1. 机器学习

用户能联系学科问题专家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帮助他们建立预测模型，进而满足特

定行业需求。例如，银行可利用这些工具建立能预测和防止信用卡欺诈的模型，航空公司

能建立模型以分析机场人流并改善航班调度。

2. 认知计算

用户能寻求机器人客服或自动化智能助手的帮助，通过在线对话完成咨询服务工作。

3. 网络分析

虚拟中心将提供情报工具来检测用户行为异常、监测商业应用程序和发现数据漏洞，

并预测网络安全威胁。

4. 物联网分析

该虚拟中心还将提供定位软件工具，帮助用户充分利用物联网设备产生的海量数据。

例如，基于传感器和移动程序的物联网分析能帮助银行或零售企业完成顾客分析。

《英国数字化战略》发布

英国政府期望 2025 年数字化部门的经济价

值能达到 2000 亿英镑。为此，英国将采取以下

措施：（1）支持创新——制定有效的税收结构、

大力培养技术工人、制定适应技术发展的监管政

策及提升研发水平；（2）支持数字化企业——

促进成果转移转化、支持新兴技术发展（如自

动驾驶汽车和物联网等）、支持新企业成立及

提升投资水平；（3）扩大采购范围——基于数

字化市场平台，在 2020 年前实现以人为中心、

设计引领、数字驱动和开放的采购与合同方案；

（4）实现全国数字化增长——支持和发展数字

化集群，鼓励针对社会公益的数字化创新。

4. 帮助英国企业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

为增强企业竞争力，每家企业应重点开展如

下四项核心的数字化业务：维护自身网站、在线

销售产品、利用云，以及后台功能数字化。英国

已在 2016 年秋季预算中投资 1300 万英镑以成立

生产力委员会，旨在提升企业参与度和经济生产

力，包括恰当使用数字化技术。英国政府还将通

过协调供给、干预目标、审查现代化就业状况、

支持出口商等手段支撑商业发展。

5. 提供全球最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

除继续与国际伙伴保持合作，共同维护一个

自由、开放且安全的互联网空间外，英国还将竭

尽所能确保儿童与青少年免受网络风险的影响。

在培养个人与企业的网络安全技能方面，英国将

实施的系列计划包括：（1）开展国家级课外培

训计划，拟于 2017~2018 学年首批吸纳 600 名

初中学生；（2）制定高等教育及学位级网络学

员制度，并在关键部门设立个性化项目；（3）

利用重新培训计划，帮助已就业人士转向网络安

全领域。

6. 确保英国电子政务的全球领先地位

据《2016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英

国位列全球电子政务发展的首位。英国还将继续

快速提升国家电子政务，为公民和企业提供更

好的政府在线服务体验。在公民数字化服务方

面，通过正确的文化导向和工作场所建设，大

幅提升公务人员的技术能力。在政府数字化产

品方面，着力打造政府在线身份认证（GOV.UK 

Verify）、在线支付（GOV.UK Pay）和在线通知

（GOV.UK Notify）这三大平台。

7. 释放数据的经济潜能

据 2016 年《英国经济中大数据与物联网

的价值》报告预测，2015 至 2020 年间数据将

为英国经济提供高达 2410 亿英镑的价值。针

对政府数据的管理和使用，英国将采取的措施

包括：新任命一位政府首席数据官；与开放数

据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并打造数据共享环境，

通过应用程序接口向更多部门开放数据；于

2018 年 5 月实施《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确

保消费者及相关数据能获得欧盟及更广范围的

高级保护。

美国优利系统成立人工智能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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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洪宇

互联网教育与以往的传统教育不同，它突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实现了教育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学习行为的自主

化、学习方式的交互化、教学方式的个性化以及教学管理的

自动化，赋予教育崭新的内容、观念和方法，重塑了一个开

放共享的教育生态系统，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形态。随着全球

互联网教育的飞速发展，如何应对互联网教育带来的全球教

育资源配置的影响与挑战？互联网教育的知识产权如何得到

保护？互联网教育的课程质量如何得到保障？互联网教育的

学分如何在高校或者社会之间打通互认？这些问题如果不能

及时解决，将会严重阻碍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因此，这

就要求我国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与互联网教育相关

的法律和政策法规。

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强互联网教育立法？
第一，我国互联网教育发展势头迅速，需要立法予以保障

健康有序发展。第二，互联网教育发展良莠不齐，需要立法加

强管理使其更好的面向未来发展。第三，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

法规还不能充分反映互联网教育的开放性、实时交互性和全球

性等特点。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挖掘等相

关技术的发展与推进，还应该有体现信息安全等与互联网相关

的法律条款。所以，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不能适应和促进互联网

教育发展，完善与互联网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当务之急。

“两会”议案：加强互联网教育立法 

编者按：

2017 年全国人大议案建议中，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提出《关于加强互联网教育立法》的议案。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形式——互联网教育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未来教育的重要形态，

互联网教育在给我们带来无限期待和变革性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议案对此进

行相关的应对提议，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议案的内容，本期专家视点邀请周洪宇教授为大家详细解读

他的观点。

第四，国际上互联网教育立法经验完备，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第五，我国自 1998 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出台了《现代远

程教育资源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 30 多份政策法规来促进网

络教育的发展。并且，与时俱进地针对互联网教育中的一些问

题增加了相关的法律条款。所以，我国针对互联网教育已有相

关内容，只需将其综合形成单独法律法规。

加强互联网教育立法的建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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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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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领域分层次推动和完善互联网教育立法。由于互联

网教育多领域和多层次的复杂性特征，因此推动互联网教育

发展的立法应该分领域分层次进行。在立法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可以在教育、互联网信息、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的法律

法规条款中增加推动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内容，或以条款的方

式作出规定。当下可在立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

涉及互联网教育的教育、互联网、文化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进行补充和完善，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系统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体系。

首先，应在教育类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或完善与互联网教

育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中增加或完善与互联网教育发展新特点、

新特征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还可以通过制定部门规章、规定和

周洪宇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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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等来推动互联网教育的发展，重点针对互联网教育的特

点，在互联网教育主体、监督主体、教育平台以及互联网教

育与传统教育机构之间的协调对接、学分互认等保障方面进

行界定，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同时，还要对互联网教育资源

的公平分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教师培训等方面作出规定，

真正使互联网教育成为法定的形式和途径。

其次，在当前互联网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与时俱进地

增加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是结合教育在互联网

领域的特性进行完善，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人信

息安全、教育内容等个人权益保护方面予以完善；二是对知

识产权保护、资源开发共享等教育提供者权利方面给予关注。

如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

理规定》《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网络游戏管理暂

行办法》《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中增加或完善对数字资源的开发标准、设计原则、质量要求、

应用规范等，对信息技术的共享、开放、安全风险等相关内

容做进一步的明确和规定。

再次，在文化传播领域的相关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增加或

完善与互联网教育相关的法律条款。重点在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推动我国文化传播以及文化教育的内容及方式等方面给

予关注，同时在政策层面可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互联网教育

产业的发展。另外，建议在文化传播领域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保护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

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

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条文中增加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

条款。

最后，针对互联网教育中出现的未成年人沉迷于互联网、

数字资源版权保护等相关问题，也应与时俱进地在《侵权责

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等法律法规条文中增加或完善相关的条款。

3. 建议教育部出台相关规章、细则或办法。

（1）关于互联网教育的顶层设计

在互联网教育的顶层设计上，要明确互联网教育的目标

定位、主要任务、责任主体、实现路径等相关内容。各级政

府和教育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统筹各类教育资源，加

强互联网教育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资源建设和管理服

务系统建设。

建议从政策法规上引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鼓励

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互联网教育产业中来。在法律法规上，可

以在税收和放权方面为互联网教育提供产业层次和教育项目

层次的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适应性

强的文化企业和中小教育机构。在产业政策上，应鼓励和支

持相关的教育机构、社会资本等参与到教育产业中来，共同

促进互联网教育产业的发展。

建议结合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互联网教育，设定互联

网教育的发展路径，分领域分层次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发展。

例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建议多开发互联网教育在线课程；

在职业教育领域，多开发一些针对信息时代所急需职业的专

业课程；在基础教育领域，重点消除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

促进高校互联网教育发展方面，1996 年制定“Internet 2”计

划，保证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网络教育的优先使用权，在全球范围

内促进高等教育和信息服务；

远程教育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2002 年签署的《技术、教育

与版权协调法案》；

保护互联网受教育者的个人信息安全方面，有专门针对未成

年人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

法律制定机构方面，美国国会将部分互联网教育立法权力移

交至地方政府、高校等相关机构，以使相关法律更具有地区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互联网的诞生国美国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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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在终身教育体系建构上，建议建

立继续教育的评价和学分积累及转换的规则和标准。

（2）关于互联网教育的实践操作

建议重点结合互联网教育的特点，从实践和操作层面来

推动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具体包括：

建设多样化互联网教育学习平台。互联网教育学习平台

应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学习者需求，融合互联网教育各类教学

资源和管理服务，以及实现不同地区教师、学生、家长之间

即时交流互动，实现国内与国外、省内与省外各学校之间的

数据互通。建设学习超市资源库。互联网教育资源以知识点

为单元，课程可以拆分成方便学习、转让、销售的组件，从

而为建设学习超市资源库提供现实基础。互联网教育资源库

可以建成以学习者为中心、自主学习为中心和资源整合为中

心的学习超市，进而提供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

继续教育等各种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和学习内容服务。搭建衔

接各种教育形式的“立交桥”。随着学习型社会的逐步建立

和终身学习社会体系的逐步构建，未来非正式学习将成为一

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因此搭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立交桥”，

建立弹性学习制度，沟通与衔接学校教育与互联网教育及其

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学习成果，实现对各种形式的学习成果的

认证、转换与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

建立终身学习学分银行。学分银行为每个人建立个人学分

账号，学习者通过选修互联网教育课程可获得学分，无论是学

历教育的学分还是非学历教育的学分，都可以存入个人的互联

网教育学分银行中。建立学分累计、互认和兑换制度。对学习

者长时间、跨地域的学习进行持续跟踪、记录和评价，兑换成

学分并有效积累。通过互联网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各种

教育形式下学习成果互认、学分互认、自由转移乃至随时兑换，

传统教育中的学历和文凭将变为学历文凭与微学历、微文凭

并行。完善互联网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终身学习电子档案，

记录和保留每一阶段的学习成绩，变传统教育的单一评价、

静态评价为多元评价和动态评价。同时注重人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形成性评价，变传统教育中的注重分数、技能评价为

注重个人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和分享意识的综合素质评价。

（3）关于互联网教育的保障体系

建立互联网教育资源评估体系。为保证互联网教育资

源的质量，建议制定互联网教育资源和课程标准体系。可以

由教育部联合文化主管部门或互联网教育协会来成立认证机

构，制定课程认证标准，对推出的互联网教育课程、教学质量、

测验考试进行评估和认证。只有遵循相关的标准体系，并通

过评估的互联网教育资源才能上传到相关的学习平台。

加强互联网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议进一步加强推

动中国互联网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法律法规支持。同时

建议成立中国互联网教育协会，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特

别是加强与国外高等院校的合作，推动互联高校之间互相

授权，在全球实现学分有效积累、互换互认、自由转移乃

至随时兑换。

加强互联网教育数字资源版权保护。建议建立著作权人

和传播者的使用许可法律制度，在互联网教育教学过程中，

对数字资源的制作权、播放权、发行权、转载权必须通过合

同加以约定，以保证合法使用互联网教育资源。加强互联网

教育资源的监管。采取有效的内容安全防护措施，加强网络

有害行为防范能力和不良信息监管力度，防止暴力色情等有

害信息对互联网教育和终身学习的侵害。  

1976 年制定专门的《远程教育法》，重

点在于保障互联网教育用户的权益。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该法律对教育课程和教育资源提供

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课程必须经过国家函

授课程处（National Agency for Correspondence 

Course）的正式批准、得到官方书面证书后方

可投入使用。这一机构对教育提供者的教学

材料、信息材料、教学法和学习控制做出严

格评估，还会对课堂教学、讨论会等活动进

行观察。

效果：德国的《远程教育法》在很长一段

专门针对互联网远程教育进行立法审查的国家

时间内对教育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远程教学质

量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使德国成为欧洲

唯一一个专门针对互联网远程教育进行立法审

查的国家，但由于其年代较为久远且当前互联

网教育又出现了新变化，该法律亦需要根据当

前形势作出针对性的修订。

总结：在教育信息安全和版权方面，美国

等国家的法律较为成熟完善，德国对网络教育

课程和教育资源的审查机制、在教育消费者权

益保障方面非常完备，都值得我国互联网教育

立法借鉴学习。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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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亚洲大学联盟成为教育

理念和资源汇聚平台，培养具备国

际视野、服务区域发展的杰出人才；

成为科研协作平台，共同提升亚洲

高等教育的整体地位和国际影响；

成为学界、政府和企业间良性互动

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

社会；成为多彩文明平台，促进不

同文化的理解、包容、互鉴，在各国民众间搭建友谊桥梁；成为国际合作

交流平台，为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贡献亚洲智慧。”

——亚洲大学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峰会于 4 月 29 日在京举行，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学堂在线部署了三个‘三年三步走’的计划：2014-2016 年，初

步树立品牌，完成布局，推动 MOOC(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学分认证；

2017-2019 年凝炼产品，创新模式，实现学位代发；2020-2022 年，全球

扩张，全面引领，颁发学位，最终办成‘ 互联网大学’。”

——4 月 27 日，学堂在线在北京发布全新标识。清华大学副秘书长、

在线教育办公室主任聂风华发表如上言论。　

“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首要的是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以后是否能利

用，需要很好的教学评价方式将其连接起来。这就需要在区域性的数据资产

和学校共建数据中心数据资产的支持下，整个教学活动、考试、学习可以形

成一个良性循环，更有针对性地推动学生高效学习。”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吴晓如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人工智能应

用于教育的难点。

“未来在线教育平台有两个可努力的方向：第一是通过更优质资源、

更个性化路径帮助学生降低达成目标需要学习的次数；第二是基于‘目

标管理’，提供更优教师监督方案和学生激发因素，最大限度帮助学生

降低‘放弃’的可能。以上课题研究结果说明，课改不能只改进教师课

堂内的讲课能力，教育信息化关注点不能只是‘提供二次学习机会、传

递优质资源’，更要关注每个学生个体的自主学习，以学习分析为依据，

以每个学生的‘个人目标’为中心，最终达到教师、信息化工具等持续

围绕未达标的学生个人目标而优化策略。”

——2013 年至 2016 年，全国“互联网＋数学”自适应学习研究中心

对50所县域省示范重点高中的15万名学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

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勉强跟得上老师进度的占 41%，表示“跟得上，挺好”

的仅 27%，而表示跟不上老师进度的达 32%。对此，全国“互联网＋数学”

自适应学习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帅辉刊文谈到对课堂教学信息化改革的反思。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声音 数字

205万
4 月 19 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了《2016 年

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以下简称为《综述》），

综述数据显示，2016年，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捕获数量、

网站后门攻击数量以及安全漏洞收录数量较 2015 年有

所上升。2016 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捕获移动互联

网恶意程序数量近 205 万个，较 2015 年增长 39.0%，

恶意程序数量近 7 年来保持高速增长趋势。　　

8000
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全国学校体育机器人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成员超过 18000 家，其中以

学校为单位申请加入联盟（含军校）的超过 8000 家，

以各级教育局（委）为牵头人代表所辖学校申请加

入联盟的超过 10000 家。部分地区的学校联盟成员

开课率超过 60%。

12.4%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近

期发布的《2016 年上海市民创业状况调查报告》显

示，2016 年上海市民整体创业活动率为 11.9%，上

海 16 至 35 周岁青年的创业活动率为 12.4%，每 8

位青年中就有一位是创业者。

39%
NMC/CoSN（美国新媒体教育联盟和学校联网联

盟）发布的报告指出，AI 和 VR 将成为未来四年到五

年内改变教育行业的两项最重要技术。美国市场研究

公司 Technavio 则表示，未来四年内 AI 对教育界的“渗

透”将不断加强，其年复合增长率将高达 39%。

54.2%
近年来中国传统媒体格式已经逐渐失去了消费

者的关注，Emarketer 观察到，人们使用智能手机来

接收信源占到了每日媒体接收量的 54.2%，这超过

了电视（ 40.6% ）、打印（ 2.1%% ）和无线（ 3.1%）。

Emarketer 方面预计 2017 年中国成年人在智能手机

上每天要花 1.38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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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在线支教”海南三沙永兴学校

近日，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三沙市永兴成为浙江师范大学“在线支教”

基地，今后浙江师范大学将长期在此开展“在线支教”志愿服务。

永兴学校于 2015 年 12 月投入使用，是三沙市唯一一所学校，也是中国

最南端的学校。学校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及成人职业培训为一体，现有 8

名教师、31 名学生。“在线支教”模式是浙师大教师教育学院创建的一种创

新公益模式，目的在于为师资匮乏地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课程通过

浙师大“智慧云”公益平台进行，由特级教师线上教授知识，支教志愿者线

下答疑解惑的方式，建立在线课堂，实现“双师”教学。

浙师大教务处处长赵雷洪表示，他们将在长期开展“在线支教”志愿服

务的同时，根据永兴学校需求，通过远程实时上课、特级教师录课以及志愿

者在线互动教学等模式，为当地儿童开设在线素质拓展课程，建立在线学生

社团、开展在线心理辅导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助力三沙市教育发展。

宁波大学宿管大爷自学编程 开发宿管系统

近日，宁波大学官方微信介绍了该校的一位宿管大伯，他叫陈恭清，是宁

波大学本部宿舍9号楼的管理员。在日常管理宿舍楼之余，他“偷偷”学起了编程，

做起了网页，还开发出了一套宿舍管理系统，也因此成为了校园“网红”。

陈师傅自学编程的起因很简单，有一次一位老师来找一位同学，却不知

道住在哪个寝室，通过纸质的信息表翻阅了很久才找到。于是，陈师傅就想，

干脆做一个网站，把所有同学的信息放上去，进行归类整理。为了这个系统，

高中还没毕业的他，闲暇之时就看网上教程。9 号楼的宿舍管理系统便是在

这样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如今在这个管理系统里，入住学生的姓名、学号、

学院到籍贯，甚至是在班里担任的职务、性格爱好都一应俱全。对这个管理

系统他并不满意，他说：“现在这个系统仍旧有很多细节方面需要修改，等

信息更新全面了，系统完善了，就开始正式运行。”

中国地质大学教师为学生直播南海科考

“先采集岩芯，切割，然后进行物理性质研究⋯⋯”近期，正在南海“决

心号”上进行科考活动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海洋学院教师雷超，为千里

之外的学生视频直播南海科考。

据了解，雷超同来自 10 余个国家的 32 名科学家一起，奔赴南海执行国

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367 航次任务，探寻地球海陆变迁之谜，这是我国

设计和主导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雷超在船上负责岩石的分析工作，一个

小时的视频直播中，他带领大家参观了钻井平台，各类研究实验室，讲解了

大洋钻探的过程⋯⋯多种型号的钻探设备以及刚从几千米的海底采集上来的

各类岩石样本，让同学们看得津津有味。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启用

近期，来自教育部的消息，全国教

师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建成，首次完成了

各级各类教师全面信息的采集工作，建

立了全国教师基础信息库。据悉，该系

统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教师队伍

建设进入信息化管理的新阶段。

据介绍，教育部负责建设国家级教

师系统，各省建立省级教师系统，两级

系统互联互通，面向中央、省、市、县、

校等五级用户提供服务。在推进全国教

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中，教育部先

后完成三项核心工作：一是研制教师信

息指标体系。二是开发教师业务管理系

统。三是进行系统应用试点。全国教师

管理信息系统建成后，通过与相关教育

管理服务平台的互通、衔接，将逐步建

立健全覆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

类学校的教师管理信息化体系。通过高

效采集、定期更新、有效整合教师信息，

进而形成教师队伍大数据，大数据分析

将为教师工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华南农业大学探索“报账网上见”

几个月前，华南农业大学正式推出

网上远程报账系统，以信息化手段探索

高校财务报账改革模式，从此告别面对

面“你来我审”传统方式，切实解决长

期存在的报账周转率过低、赶早排队取

号等“报账难”问题。

“网上远程报账系统”上线后，学

校财务报销审核无需排队等候，只需在

线填报，系统将自动生成借款、报销单，

打印后投递即可，省时省力。审核报销

后，款项将通过网银直接打入卡中即时

到账，告别以往现金支票、转账支票、

电汇三种支付方式，迎来网银支付时代，

不仅提高了效率，还相对安全，减少了

开支票的遗失、超期及空头支票等金融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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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阶段数字资源建设基本形成体系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日前发布的 2016 年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状

况白皮书了解到，新疆中小学校园网络应用环境比较薄弱，解决好校园

网络“最后一米”的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统计显示，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教学各环节的比例，课堂教学占比最高，

达到 80.2%，其他教学活动使用信息技术的比例明显偏低，信息技术与各学

科的全面融合还需大力推进。2016 年，校园网络环境建设率已达到 40% 以上，

但仍有近 60% 的学校仍未搭建校园网络环境。全区 WiFi 全覆盖的学校数明

显增加，呈现校园网络向无线覆盖发展的趋势。新疆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呈现

明显增长趋势，已建资源课目已达 9944 个，占资源课目总数的 87%，基础

教育阶段数字资源建设基本形成体系。目前，全区平均 73% 的中小学教师已

具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备课和上课的应用能力。全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但各地发展水平不均衡。

蚌埠 50 名校长“变身”首席信息官　　

4 月 17 日下午，在安徽省蚌埠高新实验学校，校长郑桂元随手为笔

者点开“班班通”电子显示屏中畅言教学系统，一至九年级所有学科的

电子教材整齐呈现，用电子笔点开他所教授的三年级数学轻松地进行课

堂教学演示。　　

作为蚌埠市首批当选的教育信息化首席信息官，郑桂元表示，该身

份赋予了校长职能新内涵。目前，学校正在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的顶

层设计，从制度上保证学校信息化发展。在蚌埠市像郑桂元校长这样“变

身”首席信息官的，共有 50 名中小学校长，范围覆盖全市三县六区，他

们将成为统筹所在学校教育信息化规划和发展的战略布局者、学科融合

的推动者和数字资源挖掘者。

当地 10 所高校将开展智慧资助试点

近日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为提高学生资

助工作的精准度和公平性，安徽将在安徽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合肥学院等 10 所高校开展智慧

资助试点工作。

在高校贫困生认定上，多地曾爆出让学生

公开宣读申请、搞差额评选“比谁更贫困”等

事件，引发不少争议。为解决学生资助工作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安徽将利用大数据挖掘与分

析技术、数学建模理论等，帮助资助工作者掌

握学生在校期间的真实经济水平和消费情况，

发现“隐性贫困”与疑似虚假认定的学生。安

徽省教育厅要求，首批试点高校要统筹利用国

家资金、校内资金、社会资金，确保资金投入。

目标是具备条件学校互联网全覆盖

日前，《2017 年四川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印发。今年，四川省教育信息化要达到以下目标：

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学校互联网全覆盖、网络

教学环境全覆盖，接入带宽 10M 以上的中小学

比例达到 70%，多媒体教室占普通教室比例达

到 80%，普通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

学校比例达到 60%。

今年，四川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实

现与国家、市县级平台互联互通，服务用户超

过 400 万人，支持全省 15 万个以上的班级实现

“优质资源班班通”。将“晒课”10 万堂以上，

征集年度省级“优课”1000 堂以上。同时，以

“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为目标，力争师

生在四川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通 450 万

个以上的网络学习空间，实现 90% 以上教师和

70%初中以上的学生开通和应用网络学习空间。

同时将启动以智慧教育为主题的全省第二批教

育信息化试点工作。

安徽

新疆

四川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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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直播不再只是 “网红”的盛宴

文 / 陶春

曾几何时，为防止学生们在课上玩手机，高校教

师们可谓绞尽了脑汁。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

一位教师，却鼓励学生“直播”课堂。 

佩奇·布朗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一名助理

教授，自 2014 年 1 月开始，教授一门名叫“社交媒体

策略”的课程。她将社交网络变成一种教学媒介，要

求每名学生“直播”课程。每堂课上，学生们需要实

时发布本节课程的重点和问题，就像科学家们在学术

会议上做的一样。在每堂课结束后，佩奇老师会立即

回复学生在社交网上的提问，并通过私信回答学生关

于自己作业的一些问题，及时反馈各种资讯。课外，

学生经常在他们每周博客中讲述有趣的课程直播，这

也是佩奇布置作业的一种方式。 

这种改变使学生的出勤率大大提升，课堂上各种

讨论空前热烈，而且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变

得更加频繁了。在学期末，佩奇对班上 41 名学生做了

调查：89.4% 的学生认为他们从直播课程中有所收获，

92.1% 的学生觉得直播有助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更好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81.6% 认为直播课程对记住课程

重点有帮助。

“人家的课堂”悄然来临

如今，当年“人家的课堂”也已经陆续地成为“我

们的课堂”。

今年 3 月，据浙江在线的报道，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推出一门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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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门课程的授课老师冯卓彦介绍：

“如今，网络直播盛行，‘90 后’成为参与网络直播

的最主要人群。开设这门课，就是想因势利导，让学

生正确利用网络直播。”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智能手机

的日益普及，各种网络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

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9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3.44 亿，占网民总体的

47.1%。直播也能用于课堂，甚至大学授课。

去年，由直播带来的“网红”教师越来越多，

这背后也是让人羡慕的收入。有人认为直播是趋势

的必然，有人认为是“虚火”，但是，请看一组数据。 

2016~2017 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平台正式上线，“晒课”功能全面开启，报名教师

已达 27 万名、晒课 5.7 万堂；优课教研室新开播 9 期，

越来越壮大的晒课队伍下，直播的工

具越来越便捷，人们已经开始憧憬“草根”

的全民直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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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播出 49 期，直播和点播总浏览量达到 48 万人、

85 万次。越来越壮大的晒课队伍下，直播的工具越

来越便捷，人们已经开始憧憬“草根”的全民直播

时代。

其中，手机直播更为便捷。对于教学来讲，手机

直播的用途广泛，方便选修不上名师课的学生能上到

名师的课，并实现互动，也促使他们成为网红，实现

共赢；方便偏远贫困地区师资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

均衡；方便学生课外碎片化学习。

本期封面将介绍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 

“手机直播课堂”平台。借助此平台，让“草根教师”、

“名优教师”，都可以用“草根”的手机直播同台竞技。

有互动才能驾驭手机直播课堂

“草根”的使用途径并不意味着对于教师的要

求更低，恰恰相反，《光明日报》 一篇全国高等学

校教学研究中心的夏鲁惠撰文评论，“信息化时代

的大学生对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要求更高了。

他们不仅仅满足于专业知识传授本身，还希望了解

相关的跨学科知识、社会背景知识、科研动态以及

应用前景，并在课堂上能够与教师相互交流，反馈

学习信息。”

手机直播课堂，意味着教师的现场应变力、互动

的能力，学识的渊博程度都将成为挑战。正如美国高

等教育信息化协会主席戴安娜·亚伯林格女士所言，“高

等教育中尤其是课程与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存在很多

挑战。面临的危险之一是试图简单机械地把传统面授

教育原封不动地搬到网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网络

环境下，我们应该教些什么以及如何与学生互动”。

网络环境下如此，移动学习时代亦然。

对于善于接受挑战的教师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例如，本期封面报道将介绍的浙江大学苏德

矿教授，因为手机直播课堂走红。问起手机直播吸引

他的地方，他如此回答，“第一，课堂外学生的参与。

我在台上讲，课堂外的学生可以在屏幕上发弹幕，你

会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评论和问题。第二，可以对话，

有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立刻在微博里转发 @ 我，形成

互动。”能成为网红，他的讲课水平优秀是一方面的

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谙“互动”的力

量和挖掘其中的乐趣。

“互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进入手机直播课堂，

能不能很好地驾驭课堂的关键。

手机直播课堂不同于 MOOC

据报道，我国高校教学信息化已走过了 20 多年

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互联网 +

网络课程 + 平台”阶段，主要是满足高校开展网络

远程教育和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需要。二是“互联

网 + 网络视频教学 + 师生互动”阶段，主要是着眼

于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以及网络学习的需要。2012 年，

MOOC（慕课）在我国兴起，进一步推动了网络视频

教学向师生互动发展。2016 年 6 月清华大学宣布推

出的智能教学工具——雨课堂，将 PPT、MOOC、手

机微信融为一体，带动我国高校教学信息化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互联网 +

黑板 + 移动终端”。

那么移动学习环境下，手机直播课堂与 MOOC 有

什么区别呢？浙江大学苏德矿认为，“从学习者角度来

看，直播比慕课灵活，方便。直播可以转发整个视频，

但慕课不能。在学习慕课的过程中也不能发起讨论，但

是直播可以马上发出去。而且直播只要想看就可以参与

进来。甚至在课堂直播的时候，可以放些音乐，让直播

变得很亲切。从教师层面来说，慕课在课程制作上的工

作量很大。大多数慕课的录制很正式，一是要求用比较

专业的摄像机拍摄，需要多个人的协调，摄像、剪辑等

各个环节都要协调好；二是慕课对课程内容要切分成 10

分钟左右的短课程。而且，慕课是一个人静静地在谈，

一个人静静地在看，直播是一个人在讲，很多人在看在

讨论。慕课是孤孤单单的，而直播是热热闹闹的，各有

各的风味。”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许晓艺认为，“慕

课和手机直播的理念和技术方式都不一样。慕课是大

规模的在线课程，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共享优秀师资，

注意，都是优秀师资。我们的手机直播平台是讲课优

秀的和相对弱的老师包括‘草根’老师都可以通过‘草

根’的使用端进行直播的平台。由于同步手机直播、

评课的过程中，能看到评课。专家点评能让‘草根’

老师成长得更快，所以基础弱的老师也愿意直播。而且，

手机直播的平台还可以用于家长会直播、文艺活动、

足球比赛和军训等领域。”

其实，MOOC 和手机直播只是两个看起来像的平

台而已，它们服务于相对不同的对象。今后，随着学

习个性化的推广，教育领域的精细划分后， MOOC 和

手机直播课堂也许都将在它们各自的领域精准服务，

上演各自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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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随着手机的普及，移动学习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话

题。架起手机，连上网络便可随时随地拍摄直播，让

远隔千里的学生实现同上一课，这在华南师范大学网

络教育学院的实践中，已经成为现实。华南师范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是首批入选教育部“国培计划”的教师

远程培训机构，从去年起尝试将教师教育与最新移动

开发技术相结合，通过研发的“手机教师网”“教师

工作坊”等信息平台，实现手机直播课堂，用于“校

本研修”和帮扶偏远贫困地区的师资问题。为此，《中

国教育网络》杂志采访了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院长许晓艺。         

手机教师网新在“草根”

《中国教育网络》：在“互联网 +”时代，很多

行业通过互联网思维进行改革，包括教育领域也是如

此，竞争同样激烈。据媒体报道，你们自主研发的“手

机教师网”，是此类应用全球首发。您觉得它的“新”

主要体现于哪里呢？

许晓艺：第一，使用便捷、“草根”。以前直播

可能得用专业的摄像机和服务器，但配置相应的设备

相对繁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规模的传播。我们的

系统顺应互联网的发展，用户端越来越简单，不用加

服务器，不用下载安装 App，只需要手机上安装我们

的直播应用程序，与我们的服务端对接，就能进行直

播。然后，通过微信的用户群共享传播。第二，背后

的技术含量高，通过数据库云平台的开发并支撑，能

保证庞大的用户并发量、存储功能、转发功能的支撑。

基于以上的两点，非专业人士也可以轻松地直播。

《中国教育网络》：此前考虑过App下载的方式吗？

手机直播课堂， 贵在抓住“草根”这个词

许晓艺：2012 年曾用 App 做过微课，将教育、文

化的内容做成微课。但是，从实践来看，直播更为便捷，

更容易推广。

《中国教育网络》：容易操作，是不是也会容易

被模仿，例如，我拿起手机就能和你们一样进行直播，

照搬你们的手机直播课堂了。您怎么看待？

许晓艺：我觉得不会。因为，虽然除了技术支撑外，

我们也会租用一些企业的专业云平台支撑背后的技术

服务。但是，优势在于如何来对接，如何来应用开发，

我们的教育资源基础，不是一蹴而就的。

手机教师网源于“校本研修活动”

《中国教育网络》：前面谈到很好的教育资源基

础，您在教育行业多年，当时出于怎样的契机，开始“手

机教师网”的探索？

许晓艺：从我个人而言，的确从事教师培训工作

十多年，由于经常开展“校本研修活动”，在工作中

许晓艺（左一）在向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蓝佛安同志（左二）汇报手

机直播技术和手机教师网在影响基础教育改革方面的经验和成效

——专访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许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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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往往同一个学校里进行教研活动、点评议课相对

容易，但是跨校听课、专家进农村评课的时候，开展

工作略有困难。另外，当看到一些老师频繁进出计算

机教室用台式电脑评课议课，我想，有没有更方便的

终端来进行评课议课呢？所以，2015 年，我们研发的“手

机教师网”，2016 年 3 月开始应用于教育。

《中国教育网络》：“手机教师网”推出后，反

响如何，与您的预期一样吗？

许晓艺：反响很好，老师们都觉得很便捷。实际

超出我的预期。我国正在开展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

名师”活动，一方面，老师晒课的热情度很高。另一方面，

需要有一个平台去记录他们的努力。正好我们的平台

能直观地体现“学科带头人”的工作。以广东省为例，“名

师培养”的工作开展过程中，很多中小学用我们的平台。

老师们很愿意将教学比赛、教改活动，和更多人去分享。

每次直播前，老师们会认真地组织教案，认真到像编

脚本一样地编教案。直播前，他们将预告放到家长群，

老师、家长和学生都会观看。还有不少老师在平台上

很积极地参与评其他老师的课程，新来的老师能很快

地成长。

《中国教育网络》：优秀的老师积极地直播课堂，

展示他们的教学水平，能理解他们的动力，然而，对

讲课相对弱的老师来说，直播会不会压力大，导致他

们抵触直播呢？

许晓艺：讲课相对弱的老师也很愿意直播。以前

的师资培训是自上往下地灌，相对被动和应付，现在

线上专家等着为你点评，让讲课水平相对弱的老师上

传课程有了动力，有助于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中国教育网络》：手机直播课堂推广到更多的

领域有您想不到的地方吗？

许晓艺：想不到的是后来直播发展到家长会直播、

文艺活动、足球比赛和军训，“校本文化”也是我们

平台能直播的一个方面，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此前，我们的平台还有瑶族民间歌唱吹笛子的直播。

进一步应用于帮扶偏远贫困地区

《中国教育网络》：您基于怎样的考虑，开始应

用于偏远贫困地区呢？

许晓艺：培训送教的工作中，发现偏远贫困地区

的网络铺设、多媒体环境都很好，例如，广西的一些

村小，硬件方面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应用

和技术去解决“最后一公里”，实现学科教学与信息

化教学的结合。培训、送教是有助于帮扶，却无法解

决村小、农村教学点的长期问题。

《中国教育网络》：您接触的贫困偏远地区的实

际困难怎样？

许晓艺：教育均衡问题是一个重点，其中，农村

地区村小或农村教学点更为困难。有的地方由于流动

人口的孩子进城上学了，当地的学校也只剩下十几个

学生，如何保证他们的学习，尤其是课开不齐开不好、

师资缺乏的现实困境下，全科教师如何教学，成为一

个难题。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两者如何衔接解决

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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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艺：需要偏远地区的老师转变角色，可以改

做辅导老师。后来，我们也是按此去实践。 

《中国教育网络》：假设我是讲课优秀的主讲老师，

请您描述一下，我需要如何来和贫困偏远地区的全科

老师一起进行上课的准备？

许晓艺：有时候，直播并不仅仅对一个教学点，

你作为主讲老师，经常会对多个教学点同步手机直

播上课。所以，你在几个教学点教学建立微信用户

群后，需要提前将教案放到微信用户群，以实现互

相备课、准备教具的工作，然后通过手机直播，一

起上课和互动。

探索大学本科教学领域的应用

《中国教育网络》：近期，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与

华南师范大学合作，启动“中大新华管理学院学科教

学手机工作室”，探讨大学本科教育与互联网手机教

学工作平台的有机结合，探索如何将手机直播技术合

理地应用并渗透到大学教学中去。当时，为何会考虑

用于大学本科呢？

许晓艺：其实，我们本科教学的手机直播课堂也

是解决跨校校本研修问题，因为大学不像中小学同上

一门课的老师很多，所以教研活动相对困难。例如，

一所大学的一门课可能只有一两个老师。进行手机直

播后，外地的高校老师、专家也能评课，相对容易开

展跨校的校本研修活动。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学生来讲，有什么方面

能采用手机直播的吗？

许晓艺：学生去实习可以直播，有利于推进校企

合作，下一步我们准备做外国的专家直播。  

我们学校已经大规模地将手机直播应用于思政课，

党政建设工作。例如有的学生实习的时候，参与学校

组织的党政建设直播课，他们可以不到现场进行评论。

关于“手机直播课”的各种解惑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的“草根”平台和其他

“豪华”直播平台相比，“豪华”版到底比你们“豪华”

在哪里呢？你们和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许晓艺：我们的平台和现有所有直播网站和软件

相比降低了参与者的技术门槛和成本，即便是在没

有 WiFi 的室外进行直播，也可以利用 4G 数据上传

直播视频，当然，因为不是豪华设备不是用的专线，

所以有一个延时。但是，我们的延时只有六秒。从

目前的学校反馈来看，仅为六秒的延时，用户一般

能接受。

《中国教育网络》：它和慕课的区别呢？

许晓艺：慕课和手机直播的理念和技术方式都不

一样。慕课是大规模的在线课程，上万人甚至几十万

人共享优秀师资。手机直播是讲课优秀的和相对弱的

老师包括“草根”老师都进行直播的平台，他们只需

要进行直播的时候用服务器录制，用手机或者台式电

脑打开资源课直播的网址就可以了。而且同步手机直

播、评课的过程中，老师能看到评课。

《中国教育网络》：请用一句话形容你们的平台。

许晓艺：我们像教育的淘宝，搭建的是一个平台，

提供一个平台的支持。我们搭平台，教师去唱戏。

《中国教育网络》：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

许晓艺：目前已经在基础教师培训、高等教育探索，

近期在新疆开启的模式为幼儿园的手机直播。让更多

人能从不同的教育领域认识它。以学科为例，将来能

做到按学科搜索，以资源模式进行推广。

广西宜州市庆远镇中心小学手机直播课堂现场

广西宜州市庆远镇中心小学教师和教研员在收看广州直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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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教师网”于 2015 年经过一个暑期的研发，

2016 年正式运行。据报道，现在，“手机教师网”已

有 1000 多个教师培训专题及直播课堂，5 万多名教师、

教研员和家长通过“手机教师网”参与活动。“手机

教师网”是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自主研发的手

机直播技术 , 采用新的移动开发技术以及强大的后台支

持服务，草根化、实用化的应用前端，实现“1 手机

+1 网络”(4G 或 WiFi) 即可进行手机直播，技术先进，

应用草根。它可以通过手机、Pad 等移动设备直播现场

视频，在任意终端设备实时收看视频，并进行实时交

流互动。

回望起步阶段，首先尝到甜头的是“校本研修”

活动的老师们，不久，惠及的是贫困偏远地区。下文

将详细介绍手机直播课堂初战

告捷时的直播现场。

“ 我 们 教 学 点 现 有 学 生

110 余人，教职员工只有 9 名，

平均年龄已达到 54 岁。”广

西宜州市庆远镇一所乡村小学

的校长在与华南师范大学网络

教育学院院长许晓艺的交谈中

讲到。这是现在乡村教育特别

是农村教学点师资匮乏的真实

写照，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遍

实现了校校通，有网络和简易

多媒体环境，唯独缺师资，乡

村教师往往年纪大，仍要担负

着“语数外通吃，音体美全扛”

的重任。

与以往的送教不同，2016

年广西宜州送教，华南师范大

学网络教育学院技术研发团队

带来了其创新研发的手机直播

课堂技术，使城乡同步教学成

为可能。

本次送教，华南师大网络教育学院分别选取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天河实验学校和广西宜州市庆远镇

中心小学两所学校作为直播课堂，为宜州市庆远镇东

屏小学（村小教学点）实时呈现一节数学课和一节语

文课。

通过手机直播技术，打破了异地课堂的时空限制，

两节来自不同地区和风格迥异的直播课堂，让村小的

师生们惊诧，在老师简单的引导后，便很快熟悉了起

来，纷纷跟着异时空的老师在朗读课文、计算算术题、

做着笔记。

同时，城乡一线教师、教研员、专家可以通过微信平

台对直播课堂边看边议，直播课结束后，教师可以利用课

堂教学视频在微信平台上一起研课、评课、议课。  

手机直播课堂 : 纾解乡村师资匮乏问题

“手机直播课堂”
利用手机设备直播课堂现

场，通过网络学院的平台支持，
实时向时空另一端的师生呈现，
实现不同时空同上一堂课。这
种技术的创新与传统 “豪华方阵”
的直播有很大的不同，直播老
师可以自主控制手机直播，乡
村师生可以用手机或电脑直接
实时收看，技术先进，应用草根。
将手机技术应用于“国培计划”
项目是华南师大网络教育学院
实施国务院“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精准教育帮扶的一个新模式和
新探索，其目标是提升乡村教
师的教育教学技能。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天河实验学校小学手机直播课堂现场

广西宜州市东屏小学同学们初见直播课堂，神情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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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大网络学院、发达地区优质中小学、欠发达地区县镇中心学校、

农村教学点的四级网络体系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华南师范
大学附校

广州市一中 广东省实验中学

广西宜州市
远镇中心学校

广东博罗县城郊
中心学校

农村
教学点 村小

农村
教学点 村小

双
狮
教
学

双
狮
教
学

开展城乡协同教学和双师教学

依托手机教师网，名校课堂教学向广东、广西、

福建、新疆、河南、安徽六省中小学辐射，特别是

村小和农村教学点的协同教学、中心校与体系内的

村小和教学点开展双师模式下的课堂教学。

“手机教师网”打开一个全新的教学窗口

     开展校本研修与教研活动

依托手机教师网开展校本研修与教研活动，实现

跨区域结对学校校本研修。结对学校教师、教研员用

手机就可以开展磨课、评课、议课、晒课、还课、播

课等校本教研活动。

利用手机教师网开展学科教研活动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天河实验学校利用手机教师网

开展英语学科教研活动，学科组现场点评。教研活动

现场直播，城乡教师用手机实时评课，议课，磨课。

利用手机教师网开展校本研修活动

广东省云浮市依托手机教师网开展信息技术能力

提升工程开展校本研修活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

小学教学年会、广东大埔校园足球联赛、广东遂溪校

园足球教练员培训班 ( 西班牙教练主讲 ) 也用手机直播

活动全程，让场外更多的老师、家长、学生分享。

华师附属天河实验学校与村小和农村教学点开展

音乐课协同教学。

广东博罗县罗阳城郊中心学校与农村教学点英语

课用手机开展协同备课、双师教学。

河南省内黄县后河镇中心校（下辖 18 个村小）音

乐课双师教学，手机直播课堂为乡镇中心校提供简便

的双师教学工具。

1

案例

案例

2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天河实验学校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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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校园文化

依托手机教师网传播校园文化。家长可以

用手机观摩学生所在班级的活动。广西岑溪县

各学校手机直播“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远

在城市打工的家长用手机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孩

子精彩表演。

构建《手机名师工作室》、《手机班
主任工作室》、《手机校长工作室》

依托手机教师网构建手机名师工作室、手

机班主任工作室、手机校长工作室。把名师工

作室搬到手机上。

实施“县域名师工作坊”建设工程，建设

网上“教师工作坊”1600 多个，受益教师 10 万

多人，各类工作坊累计上传移动终端微课 31362

个。农村及边远山区教师、学生可足不出户，

随时通过手机便捷地享受优质资源。

3

        开展对接学校送教活动

依托手机教师网开展对接学校送教活动，

探索城乡协同备课和教学。通过直播现场教

学活动，覆盖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新

疆等地农村教学点，各教学点教师可实时收

看华师附小等名师教学视频，实现与名师“零

距离接触”。

广州天河区名校开展对南疆喀什学校送教活

动，喀什教师和家长手机观摩送教全程。

广 州 天 河 区 名 师 与 雷 州 市 老 师 开 展 同 课

异 构 手 机 直 播， 雷 州 市 广 大 教 师 和 教 研 员 全

程观摩。

案例

4

案例

5

广西岑溪市第二小学庆祝六一演出

广西岑溪市归义镇新圩
中心小学六一文艺汇演

天河·雷州  同课异构

南疆送教活动

广西岑溪市实验小学庆祝六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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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上了几十年的《微积分》课程在网上直播之后，

浙江大学数学系苏德矿一下子成了网红。当然，在浙

大，苏德矿老师一直很火，学生叫他“矿爷”。因为，

他的课程一直是个传说，总是求而不得。有一年，他

给本科生开课，一个班 150 个名额，选课的学生竟多

达 3000 人。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学生说，他让数学变成生

活。他总能用各种有趣的生活哲学，来解释艰涩难

懂的高数定义。同学们都说，上“矿爷”的课，就

像在听段子。比如说到，“一元复合函数的求导”，

他这样解释：“就像最近天突然热起来，你要脱衣服。

脱到怎样合适呢？一件一件脱，脱到不热了为止。

复合函数也一样，一层一层求导，直到内函数的导

数有公式，就成了。”

今年 2 月底开始，苏德矿把自己在浙大课堂上课的

情景进行了网络直播。“课堂放个三角架、放个手机，

选好角度，就这么简单。”一个月的时间，微博上的粉

丝增加了 4 万个，就 3 月份一个月，他的微博访问量达

浙大“矿爷”：《微积分》成就网红很简单

苏德矿

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教

授； 浙 江 大 学“ 三 育 人”

标兵、浙江大学首届教学

名师、国家（网络）精品

课程《微积分》课程负责人、

浙江省精品课程《微积分》

课程负责人、2017 年 2 月

底开始直播《微积分》。

到 2000 万，一下子变成了金 V。

苏德矿老师也没想到直播会让他这么火。观看直播

的，有在校大学生，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师，还

有一些过去选他课而不得的，总体来看考研的学生居多。

现在，他给两个班上课，所以直播也是一周两次。每周，

他会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网络直播答疑。

直播结束后，他都会把视频放到微博上，让网友学

习讨论。微博是他跟网友互动的地方。不仅是关于数学，

一切有关大学生活的问题他都愿意回答。他表示很乐于

做一个引路人的角色。所以，他的微博中有很多微积分

以外的内容，包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甚至会回答关

于如何投简历、如何面试、如何在工作中与别人相处等

问题。他觉得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种互动是很有意义

的。前不久，他专门直播过一场关于他自己学习之梦、

唱歌之梦、爱心之梦、教师之梦的视频。一个半小时的

时间里，有 92 万人次观看了直播。

“现在有直播、有慕课、有那么多可以触手可得

的学习资源，学生太幸福了，名师名课毫不费劲就能

看到。直播也好，慕课也好，总有一款适合你，只要

你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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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课堂跟直播还是不一样

《中国教育网络》：您尝试课堂直播的初衷是什

么？

苏德矿：为什么要尝试呢 ? 现在的大学生喜欢玩

手机，课堂受到了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信息的干扰。我

想，现在有那么多直播平台，为何不试试把平时讲课

内容拿去实况直播 ? 大学老师也要占领网络阵地，不

然孩子们都去打游戏聊微信了。

《中国教育网络》：您用什么工具做直播？在技

术方面存在问题吗？

苏德矿：在课堂放个三角架、放个手机，选好角度，

然后就开始直播。 现在浙大一个叫做犀利直播的学生

创业团队帮我录课程。

直播软件有时候会卡，这可能是目前所面临的技

术问题。对于直播来说，我的要求有两点，第一，屏

幕上的字大家能看清楚；第二，我说的话大家能听得

清楚。以后随着设备越来越先进，效果应该越来越好。

反正作为教师要紧跟潮流，直播、微博、微信⋯⋯什

么方式能对教学有促进，我觉得就应该大胆地使用。

《中国教育网络》：直播之后，课堂内的学生有

什么反馈？

苏德矿：他们很欢迎。数学有一个推理过程，上

课时有的学生未必能反应过来，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

候可能会影响后面内容的学习。有了直播，他可以先

把问题放一放，回头再思考。那些有事没到课堂的学

生也可以观看直播或者以后再看。

直播结束之后，我把视频放到微博。如果有看不

懂的内容，学生可以马上在微博上形成一个讨论主题，

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

本班的课堂有微信群。我经常把学生作业里存在

的典型错误和好的解法用手机拍下来，传到微信群。

看着很简单，但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是有效的。

现在教学中可以利用的工具很多，这使得学生不

会错过内容，不像传统课堂，错过了就错过了，所以

互联网参与的教学真正是突破时空的。

《中国教育网络》：本班的学生会因为有直播就

不去课堂吗？ 

苏德矿：其实观看直播课程和真实地在课堂上

直播的魅力在于大规模即时互动
——专访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苏德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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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仍然是不一样的，真实课堂中的内容以

外的因素是会影响到他参与学习的热情的。

上课时大家坐在一起，可以互动，可以讨论，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上课的氛围以及老师讲

课的情绪，这些氛围会影响学习的心情和

参与度。所以说，直播不能完全代替课堂，

但它可以作为辅助教学形式，让学生学得

更好。 

孤单与热闹，各有各的风味

《中国教育网络》：课堂直播，您觉得

有意思的方面是哪些？

苏德矿：有趣之处有两点，第一，课堂

外学生的参与。我在台上讲，课堂外的学生

可以在屏幕上发弹幕，你会发现有很多有意

思的评论和问题。第二，可以对话，有值得探讨的问

题可以立刻在微博里转发 @ 我，形成互动。

《中国教育网络》：除了课堂内容吸引人外，您

觉得您的直播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苏德矿：我觉得是互动。几千到几万人同时观看

一个课程，他们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很热闹，很有趣，

那种大规模的即时互动是直播最大的魅力。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直播跟慕课相比，有

什么不同？

苏德矿：从学习者角度来看，直播比慕课灵活，

方便。直播可以转发整个视频，但慕课不能。在学习

慕课的过程中也不能发起讨论，但是直播可以马上发

出去。而且直播也没必要一定注册账户和密码，只要

想看就可以参与进来。在课堂直播的时候，我有时

候会放些音乐，这样看似很简单的因素让直播变得

很亲切。

从教师层面来说，慕课花在课程制作上的工作量

是很大的。慕课的录制很正式，一是要求用比较专业

的摄像机拍摄，需要多个人的协调，摄像，剪辑等各

个环节都要协调好。二是对课程内容要切分成 10 分

钟左右的短课程，对我来说不过瘾。 

我觉得直播应该更接近原始课堂的学习氛围。慕

课就是一个人静静地在谈，一个人静静地在看，直播

是一个人在讲，很多人在看在讨论。慕课是孤孤单单

的，而直播是热热闹闹的，各有各的风味。

《中国教育网络》：您的直播后续准备怎么做？

会一直做下去吗？

苏德矿：当然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是件好事，对

学生有帮助，对我来说，工作量也并没有增加多少。

除了数学问题的探讨，我在微博上会回答和转发

各种关于大学生涯的内容。作为教师，不仅仅要教书，

也要育人。除了知识的分享，我觉得还应该有人生经

历的分享，鼓励他们拥有梦想。

现在只要想学，就有很多机会和平台，关键是学

生要不要学。我在微博上每天都会转发几十条信息，

很多都是激励大家学习，点燃学习热情的。比如，前

不久有个新闻说，美国的一个四胞胎全部被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数学系录取。他们都长得很帅。我转发说，

这么有颜值还这么努力，何况我们一般人呢。你没有

颜值，再不努力，你想干吗？ 

《中国教育网络》：从教师的角度，您认为教育

邻域还可以有哪些手机直播应用？

苏德矿：我觉得很多课程都可以直播，其他老师

也可以直播，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得到更多

的优秀课程。

直播可以应用的领域很多。考试也可以直播，

在这样一种监督机制下，作弊就会减少。不仅是教

育邻域，很多邻域都可以直播，比如，名医可以通

过直播给大家科普疾病的相关知识。可以说，直播

的应用空间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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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市场上基于手机的移动教育软件，基本可

以满足师生进行互联网教学，成为普通教师开展教学

的好工具。因此，如何建立好适合于在教育教学中的

思路框架，正确地让教师和学生手机进课堂就成为亟

待解决的课题和任务。

区别于传统的教育，在手机进课堂引入的新教育

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传播者，教师可以利用手

机 App 来实现如下几个功能：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规划适合其学习的重要内容、记录并保存学习者的个

人学习过程、支持并参与教师引导的各种新型的教学

模式或教学方法、根据学生学习过程给予反馈和评价

等等。

信息时代教育范式的转变势在必行，因此新教育

范式对于媒体技术的需求正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以手机进课堂为例，我们从监管、平台及功能和资源

三方面进行分析。

监管属于最高层级，平台的管理和资源的管理都

手机进课堂应用思路探析

由管理者进行设计以及监控，是所有工作开展的监控，

即领导层。平台及功能是手机进课堂的各种应用功能，

资源则为手机 App 上资源的建设，形式多种多样的，

可以根据教师需求进行设计。

监管

教师可以利用手机进课堂将课程通知，以及课程

相关内容和拓展知识等上传至手机进课堂服务平台，

学习者可以根据教师的要求完成一定的任务。教师还

可以登录后台，具体了解到上传资源中，哪一些资源

下载量相对来说较多，哪一些讨论内容学生发言较为

积极，通过这样的数据分析，探索出有利于学习者学

习的教学策略。

对于课程管理员，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设置

课程考核标准，二是由 App 自动记录学员的学习进度，

三是对学员所完成的教学活动质量进行评价。此外对

于资源上传和发言内容等，教师都有审核的权利，保

证了教学资源的质量和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的完整性。

平台及功能 

碎片化的学习需要平台支撑，好的便利的平台可

以推动互联网环境下学习应用的创新和进步。表 1 是

几种学习平台的概念、特征及掌握其典型应用。

资源

手机进课堂的资源主要包括多个方面。

课件：教师会在课程结束的时候，让助教上传关

于本次课程的 ppt，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下载，感兴

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对教师的课程进行复习。

媒体素材：媒体素材包括音频、视频、图像等资源。

问卷调查：助教或者教师可以在手机进课堂中设

置问卷调查，让学员们可以随时进行答题。

微博 微信 手机 App 专题学习网站

概念

微型博客的简称，
是一种通过关注机
制分享简短实时信
息的广播式的社交
网络平台

一款跨平台的通讯工
具，通过手机网络
发送语音、图片、
视频和文字

手机软件，就是安装在手
机上的软件，完善原始系
统的不足与个性化

在互联网络环境下，围
绕某门课程与多门课程
密切相关的专题进行较
为广泛深入研究的资源
学习型网站

特征
便捷性 ; 共享性 ;
内容简短 ; 传播的
放人效应

跨通信运营商 ; 跨
操作系统平台 ; 图
文并茂，可长可短 ;
展现样式相对简单

便捷性、文字、图片为主

结构化知识展示；扩展
性学习资源；网上协商
讨论空间；网上自我评
价

使用 简洁、易用 简洁、易用 简洁、易用 相对复杂

功能 有所限制 有所限制 有所限制 强大完善

成本 低 低 较低 较高

使用流量 较少 较少 较少 多

学习入门 容易 容易 容易 具有入门曲线

支持平台
手机、pad 等移动
终端、计算机

手机、pad 等移动
平台

手机、pad 等移动终端、
计算机

基于浏览器，主要应用
于计算机

表 1  几种平台的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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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手机进课堂中还存在资源的流动和重构，

即资源的流动效应。在手机进课堂中的资源可以根据

不同层次的需要进行流通和转换，资源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有利于资源的积累和对个人的资源定制，

手机 App 的资源建设有助于解决资源分布不合理、重

复建设、条块分割等一系列问题，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是实现资源优化的内在动力。资源可分为三类：结构

化资源、碎片化资源、精华资源。

（一）结构化资源：由教师事先上传的资源，在

互联网中圈出一个专供学习之用的虚拟环境，学习内

容与资源建设依主要按照传统的学科与课程知识体系

进行设计，包括一些课程的 PPT、辅助教学的一些网

站链接和视频等。旨在帮助学习者学习比较具有系统

性的整门课程的知识体系。

（二）碎片化资源：主要由教师提出讨论话题，

讨论内容由学生自发提供，是学习者围绕个人兴趣和

需要对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行完善与重构。这个碎片化

资源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是一种类似于蜘蛛网式

的结构，即学习者应该像蜘蛛织网一样，围绕问题解

决的需求，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

零存整取的方式将知识“碎片”整合为围绕中心的网

状结构。

网络上的知识以个人和团体为核心形成一个个蜘

蛛网状的结构，形成无数个“小中心”或“分中心”，

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整体，每个人都具有发言权，都

有自己的一小片空间。

碎片化资源是每一个可以进入云班课的学生都可

以提供的，它是自组织的，不一定是大而全的结构和

体系，而是根据问题需求建设的。这类资源主要用于

局部的需求而不是普适性需求，以针对性强、简单、

合用、小成本、易更新、不重复为原则；这类课程资

源可作为统一的、普适性和标准化资源的补充。这类

资源主要来自学生讨论以及完成教师布置任务的作业

资源。

（三）精华资源：主要是抽取碎片化资源中的优

秀资源进行整合，之后再不断整合成有科学依据的免

费资源，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更新不断使资源扩大，

使得整个 App 具有更强的更专业的生命力。例如话题

讨论模式：教师根据课程教学需要组建讨论区，将论

坛模式和网站内的各类资源进行融合，可形成新的资

源库。此外还可以将优秀的讨论资源集中起来，又成

为新的精华资源，不断给予整个网站资源注入“新鲜

血液”。这样三者相互流动，相互循环可以解决当下

很多平台资源难以共享的问题。

整个资源的建设不仅仅是教师或者助教，而是调

动大家的积极性，一起为资源的添砖加瓦，汇集每个

人的智慧，使得云班课成为学生们智慧汇聚的宝地。

尚存的难题

手机进课堂技术在学习中的应用，在泛在化学习

的情境下，极大丰富了大学生们的学习空间，而对这

种手机进课堂学习环境，学生们的学习同时也面临着

诸多问题。

第一，学习习惯和使用的挑战。

借助手机进课堂的要求学习者需要要一定的信息

素养，有一些大学生由于基础薄弱，对于手机软件的

使用有一定的难度，要进行手机进课堂的推广，还需

要一段时间慢慢改变学生的习惯。传统课堂中的教师

教授，学生习惯了听课，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并进行

思考。在手机进课堂引入后，学习从“边看边思考”

的过程转变成了“边看边操作”的过程，影响了学习

的深入和思维的发展。其次，技术的多样性为学习带

来兼容性和标准化问题。   

第二，学习资源的挑战。   

由于手机进课堂学习追求“移动性”、“便捷性”，

所以移动终端的选择应尽量微小便捷，这使原有的数

字化学习资源在这些设备上已不再适用，或只能以某

种简化的形式显示出来，严重影响了原有数字化资源

的可用性。

此外，手机进课堂的超媒体性使参与者对信息

交流的全过程具有平等的控制权，参与者可以依据

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性地交流信息，真正实现信

息的交互传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人都有可能

成为手机进课堂的信息源，就使得信息变得复杂多变，

上传到手机 App 上的资源有可能是虚假或者是不健康

的信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合理利用手机进行教学辅

助。教室在课堂中的辅助教学功能外，还要使学习者

能够在“碎片化”的环境下尽可能完成每一次有意义

的学习任务。其次，最大的挑战是教师如何设置有趣

的课堂，可以让学生利用手机进行学习，而不是作为

娱乐的工具。

（本文作者单位为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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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老师不情不愿，但智能手机带来的诱

惑难以阻挡。手机对课堂的教学也有诸多帮助，比如

学生的考勤。手机教学平台提供了许多辅助课堂教学

活动的功能。同时，学生通过手机参与的学习活动，

为教师评定学生的平时学习表现提供客观依据。除了

各种手机平台提供的通用功能之外，许多教师还结合

各自的学科与专长，创造性地开发了许多手机辅助教

学功能，如手机发送弹幕文字与图片、手机作 PPT 遥

控器、手机作迷你投影机等等。据上海师范大学黎加

厚教授团队统计，目前手机学习 App 已多达 7 万多种，

今后开发出的手机学习功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

同时，智能手机还给翻转课堂

实践带来生机。

除了手机进课堂辅助教

与学之外，教师还可以直接用

智能手机上课。以往教师上课

需要有固定的场所、固定的时

间，以及多媒体和投影屏幕等

设施；有了手机平台之后，教

师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进行

备课与上课。既然教室的物理

空间已经被打破，那我们难免

会问，为什么大家非得要坐在一起？能不能直接将“课

堂”搬到手机上？

这种转变很可能是革命性的，将带来教育教学的

根本性改变。手机进课堂是指将智能手机作为学习工

具引入课堂的教学之

中，将线上与线下、

课内与课外学习连通

起来；而“课堂”进

手机（简称为“手机

课堂”）则是指利用

手机中的具有课堂教

学平台性质的软件开

展线上的移动课堂教

学。前者以实体课堂

教学为主，手机只作为辅助教学工具发挥作用；后者

以手机移动课堂为主，线下的面对面教学可有可没有，

即使有也是辅助性质的。

实际上，一些成熟的手机教学平台已经为手机课

堂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如某些平台允许教师通过

手机“直播”自己的讲课视频，这种直播视频可以实

时观看，也可事后回看；还可直接将课前在手机里准

备好的教学资料发给学生自学；或者使用手机拍照或

将手机相册里的相关图片发到“课堂”里，也可将网

络上的学习资源引入“课堂”，同时通过手机平台发

起各种“课堂”教学活动等。一些手机平台还自带图

书馆、数据库。

手机课堂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让学生们进入类似

于“课堂”的学习状况。让学生在一段时间内不同的

环境下，学习同一个内容，非常不容易。从禁止手机

进课堂，到允许手机进课堂，再到将“课堂”搬进手

机，似乎形成一条未来课堂教学变革的隐形轨迹。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三者可能同时存在，但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此消彼长。即使在手机课堂成功之后，面对

面的课堂交流与讨论，可能还是会存在的，只是这种

面对面的交流在未来的学习中只起到补充与辅助作用，

传统课堂将风光不再。

“互联网 +”时代的学习一定是基于移动互联网

的个性化学习，未来的手机课堂可能是这样的：无数

的教师在一个统一的手机平台上开设了无数个手机微

课堂，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方向、步骤、进度，

选择不同的微课堂进行学习。他们从不同的路径进入

各种手机微课堂，在不同的微课堂里，遇到不同的老

师与同伴。他们与这些临时的学习同伴在同一时间内

学习同一个内容。比如观看主讲教师的讲课，阅读相

关的学习资料，参加相关的讨论与分享，完成相关的

作业与练习等。在学习某个微课程时，学习者不是孤

立无助的，而是可受到主讲教师、微助教和学习同伴

的个性化帮助。同时他们也可以作为某些微课堂的微

助教甚至主讲教师，给其他的学习者以个性化的帮助。

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个性化的终身学习环境。见图 1 和

图 2。

（作者单位为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未来的手机微课堂将是什么样？

图 1  学习者从不同路径进入各种手机微课堂

学习者

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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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手机微课堂的内部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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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移动学习等五大要点体现中国特有的         
技术变革方向

《报告》提出以下五大要点，从整体上体现了中

国特有的技术变革方向。在线、移动、混合式学习的

表述中，使有了一个词，“势不可挡”。

1. 驱动创新是中国高校的首要任务。高校教师、

研究人员以及学生的先进理念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造

成一定的影响。正因如此，院校的组织与建设需有利

于促进新想法的沟通，以事实为基础，推动技术应用。 

2. 实际技能需深化学习成果，为学生就业做出充

分准备。创客空间、有利于主动学习的课堂配置、程

序编码和机器人的出现给学生带来无限机遇，促使他

们进行创造、迭代、实验，并激发其复合思维。 

3. 教育技术与教学方法之间存在差距。中国高等

学校愈发倾向于将数字工具和资源融入学习体验。因

此，其战略研发需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相一致，

从而促进深层次学习。教育工作者需要得到相应支持，

以促进其专业持续发展。 

4. 人工智能驱动个性化发展、提升效率。 本报告

涉及适应性学习，情感计算及机器学习，强调更为复

杂的人机关系。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描述学生特征，能

够通过在线环境给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关注和指导。 

5. 在线、移动、混合式学习势不可挡。 中国作为

世界领先的移动技术和网络使用大国，若想取得长远

进步，高校需将此类工具方法与教学活动结合在一起。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及开放式教育资源的探

索研究需更加开放和包容。 

2017 地平线项目中国专家委员会认为，以上五大

要点有利于加强中国高校技术应用，然而，其复杂性

也会对技术应用造成阻碍。同时，超越中国高等教育

的特殊情境，思考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趋势和挑战如何

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也尤为重要。

“移动学习”列入“十二项重要发展”主题

《报告》所确定的技术应用九大关键趋势、九项

在线、移动、混合式学习势不可挡

编者按：

中国高校未来五年技术应用前景如何？哪些趋势和技术发展可以真正推动高等教育的转型？哪些严峻挑战亟需解决

方案？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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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告》）发布。这是美国

新媒体联盟（NMC）与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SLI）合作研究的成果。《报告》中，专家委员会围绕未来五年有

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学习及创造性探究产生影响的新兴技术展开研究。在教育技术的重要发展中“一年之内”的

主题阐述中，正式地提到“移动学习”。下文将围绕《报告》中提到的“移动学习”话题进行详细介绍。

未来一至两年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应用更多应用混合式学习设计，线上教学与线下面

对面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方法在大学中不断普及。培训和支持教师整合数字资源并实施新

流程，成为了混合式学习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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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挑战及十二项重要发展将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

重要的影响。从《报告》的“短期趋势”阐述中，

写到“未来一至两年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应用更

多应用混合式学习设计，线上教学与线下面对面学

习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方法在大学中不断普及。培

训和支持教师整合数字资源并实施新流程，成为了

混合式学习成功的关键”。

然而，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根

据挑战难度不同，《报告》将其分为可应对的、有

难度的和严峻的挑战。其中，“严峻的挑战”方面

提到，“平衡互联生活和非互联生活”。《报告》称，

全球技术应用研究数据表明，2016 年，中国是世界

移动技术的领跑者，特别是微信手机客户端的应用，

其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 8 亿之多。科技现已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心，然而，各高校科研机构必须帮助

学习者了解如何平衡科技使用与其他发展需求之间

的关系。为了防止学生迷失于浩瀚的新媒体海洋，

中国高校在鼓励学生恰当地使用数字工具的同时，

也应当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数字足迹和伴随而来的各

种影响。 随着教育与科技的融合日趋紧密，教育工

作者应该促进这种平衡，引导学生理性感受、消化、

反思、接触和追求互联生活体验，这对于培养学生

的品格和诚信至关重要。

其中，技术方面的“十二项重要发展”按照未

来“一年之内”、未来“二至三年”以及未来“四

至五年”三个不同的时间段，进行了归类。在“一

年之内”的主题中，提到“移动学习”的概念。

《报告》称，学习可以随时随地发生，不受地

点限制。随着个人移动设备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

越希望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能够上网、及时获取网

络上丰富的知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表明，

截止到 2016 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7.31 亿，其中 

95.1% 通过智能手机上网。目前，教育部正在着手

解决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平等问题，而移动传输

则能让更多低收入家庭在只拥有智能电话而没有计

算机的情况下获取教育资源。移动设备可以突破体

制壁垒，通过扩大学习内容和专业知识的可获取性，

使学习者的知识共享与协作交流变得更加灵活。中

国教育研究人员发现，有效应用移动设备能够支持

多种环境下的学习，促进由被动学习到自主学习的

转变，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自主寻求资源。 

（本文节选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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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教学、学习和创造性探究的关联性 

移动应用程序内置社交功能，让学习者能
及时针对创意性项目分享问题或达成合作。 

移动电话因其低成本、便于携带以及能够
使用应用程序，已经成为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
脑的替代品。 

个人移动设备为定制学习内容以及生成相
关交互数据提供平台。 

移动学习的实践案例 

南通大学开设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摄影技术
移动学习课程，利用微信鼓励学生探讨及解决
问题。 

“雨课堂”是免费的移动数据收集系统，它
将微信和幻灯片应用程序结合起来，记录学生
的学习成果和表现。(go.nmc.org/ykt) 

九江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开发了移动词汇
量应用程序，旨在帮助中国学生巩固英语词汇，
相比没有使用此应用程序的学生而言，那些使
用过的学生在词汇量方面有很大进步。 (go.nmc.
org/pullmobile) 

西安欧亚学院创客教育平台给学生推送新
工作提醒通知和课程截止期限，并与智慧校园
平台结合，推送校园新闻和安全警告。 (go.nmc.
org/eura). 

1. 互联学习：移动技术怎样提升教

育 (go.nmc.org/canimp) 

重 要 发 展 (Darrell M. West,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cember 

2015.) 移动设备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

教育数字内容，包括游戏、增强现实、

以及社交应用程序，甚至还可提供实时评估和

反馈。 

2. GPS 传感器式英语移动学习 (go.nmc.org/gpsen) 

(Jerry Chih-Yuan Sun, et al., Springer Open, 17 

November 2015.) 本研究探讨了基于 GPS 传感器的智能手

机应用是如何实现上下文感知学习体验，让学生将所学概念

应用到周边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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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组织还是个人，技术的价值

都不仅体现在对学习、合作和决策生产力

的提升上，而且还延伸得更加深远。每个

组织都发现，培养和运用数字化能力对于

自身的生存日趋重要，更不必说对于组织

兴旺繁荣的重要性了。

事 实 上， 高 等 教 育 作 为 一 个 产 业

部门，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产业数字化

指数（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Index）中的 22 个产业部门中

排名第 14 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数字鸿沟不仅

出现在行业和个人之间，也出现在院校之

间。技术的差距不仅仅是网络带宽优化，

或者是人们拥有智能手机时还安于使用功

能手机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诸多重大事

项和挑战中，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

对下列哪一种需求而言：

简化成本的自动化；

推动外包、共享服务和合作伙伴关系

的标准；

提供学业路线图、规划与辅导、早期

预警、进度追踪等功能的学生成就技术及

应用；

监测教学、学生成就、院校效能和其

他重点事项的分析，并为其改进提供数据

支持；

辅助教师来利用技术改进现有课程和

开发高效在线课程的技术支持服务；

辅助教师与全球合作者在数字环境中

共同开展学术科研的技术支持服务；

为在教学法、学生产出和体验、学术

研究中取得竞争优势的技术应用；

院校资源的保护和风险降低。

技术是昂贵的，也是必要的。如果学

院和大学对于技术投资考虑不周，或者技

术投资没有效果，或者为某些普遍需求而

建设本地方案，就将会为投入的资源和时

间而承担不可承受的代价。

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成功（Digital Success）的概念

从范围上超越了技术采纳，从职责上也超

越了 IT 部门。它围绕着整个院校领导层

和社群，并且依赖于一系列的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能力是在某项事业的核心职能中对

技术的运用：体现在一个组织“如何”应

用技术，而不是应用“哪些”技术，后者

总是指特定的技术和服务。数字化能力可

以针对院校使命、IT 管理目标、IT 基础

功能来进行定义。数字化

能力每个领域的进展都通

过多个维度加以检验，而

不止是技术维度。例如：

充足的、可持续的经费投

入模式和人事管理模式，

来自院校领导层及教师群

体的积极支持，来自整个院校社群的参与，

对整个院校社群的充分的培训，能够与院

校战略的配合一致，专注于本领域的领导，

适当和清晰的政策支持。

EDUCAUSE 从 2012 年开始就开展研

究，为高等教育识别、定义和测量一组核

心的数字化能力（即“如何”），以及各

项能力相应的技术和服务（即“什么”）

EDUCAUSE 核心数据服务（EDUCAUSE 

Core Data Service）有超过 800 所院校的

参与，建立了成熟度指标和部署指标的

年度数据采集机制。我们的目标是帮助

学院和大学高效地运用技术来实现院校

的战略重点，以及支持和优化院校的持

续运转。

本文描述了 EDUCAUSE 成熟度模型

和部署度模型，以及八个已开发的能力领

域中当前的成熟度和部署度情况。其中蕴

含了下列含义：

与其他行业相比，高等教育是否在某

些领域具有更强的能力？

不同能力领域之间的相关性如何？例

如，是否某个领域的有效领导力与某种整

编者按

不久前，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首次定义了高等教育的八项数字化能力（digital capabilities)，

并开发出相应的成熟度和技术部署度的评价方法。本文描述了这些数字化能力，并为获取这些能力提出了建议。

高等教育数字化：图表展示的进程

图 1   高等教育数字化能力概念

研究 数字教学 学生成绩 创新文化

IT 风险管理 IT 治理

使命差异化能力

IT 管理能力

基础 IT 能力分析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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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领导力相关？高等教育的高度分布式决

策机制和组织结构是否会导致不同能力之

间很少出现转化？

能力成熟度和技术部署度是否相关？

换句话说，是否部署更多的技术可以提升

成熟度？

我们是否在进步——成熟度是否在提

升？

EDUCAUSE 能力领域

为 了 帮 助 院 校 采 用 成 熟 度 指 标 来

评 价 其 数 字 化 能 力 并 监 督 进 展 情 况，

EDUCUASE 采用了围绕研究驱动的流程

进行专家设计和验证的方式。首先，对于

每项能力在整个高等教育范围内的当前成

熟度，研究提供出评估结果；其次，业务

专家们起草初始评价项目（由现有的工作

成果而来），研究成果用于对这些成果的

辅助验证，并将评价项目分组为成分或者

维度。

EDUCAUSE 定义了八项能力及其成

熟度评价方法。正如许多能力模型那样，

EDUCAUASE 概念性地将它们组织为不同

的层次（如图 1 所示）。

使命差异化能力是与院校使命直接相

关的 IT 能力。为了将技术和服务成功运

用于支持科研和学术、教育教学、学生保

持和学业完成，这些能力是必需的，并且

通过科研计算、数字学习和学生成就等技

术得到反映。而“创新文化”指标评价是

院校对数字化转型的开放程度，以及为此

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准备。

创新文化：培育创新环境，在其中不

断引入新的想法和思路，并将它们转化为

行动，来解决特定的问题或抓住新的机遇。

数字教学：教学中包含基于 Web 的

部分，从而使合作学习以及获得超越教室

范围的教学内容成为可能。

学生成就技术：通过信息技术帮助学

生探索和选择兴趣发展路径，在学生选定

的路径进行追踪和提供支持，最终使学生

获得成功；同时为院校领导层、教师和辅

导员提供所需的工具和信息，使他们可以

为学生成就做出贡献。

科研计算：以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开展

研究为目的，向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提

供服务和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IT 管理能力和 IT 职能与

院校管理的关系相关。

IT 治理：决策流程可以确保信息技

术得到有效和高效运用，并确保校园 IT

战略与院校战略规划相吻合。

IT 风险管理：对院校关键目标相关

的主要 IT 风险进行识别、评估、优先级

排序和应对的流程。

基础 IT 能力面向院校重点事项，为

有效和高效运用信息技术巩固基础。分

析相关技术使得院校能够利用数据来做

出有依据和有效果的决策。分析是一个

工具，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而不是目

的本身（与学生成就不同）。信息安全

保护数据和身份信息，在当今环境中是

不可或缺的。

分析：对数据、统计分析、解释和预

测模型的运用来获得对复杂问题的深入认

识并采取行动。

信息安全：为院校的信息和系统提供

安全服务和程序有关的功能和资源，包括

目录服务、身份管理、提供 / 取消访问功

能和角色等。

成熟度维度

每项成熟度指标中的项目都被归类

到若干维度上，每个维度分别描述了此项

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些维度是通过统

计上的主分量分析（PCA）形成的，然后

由业务专家进行验证。每项指标的维度从

4~7 个不等（见表 1）。

EDUCAUSE 针 对 每 个 成 熟 度 指 标

形 成 了 一 个 综 合 分 数 和 每 个 维 度 的 分

数。《 高 等 教 育 数 字 能 力》（Digital 

Capabi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报告集

根据 2015 年的核心数据调查（Core Data 

Survey）的数据，提供了上述八项评价中

每项的详细信息，包括详情、平均分以

及显著的院校差别等。

当前的成熟度水平

成熟度水平根据不同领域而有所不

同，而且看起来并未在提高，至少是在

EDUCAUSE 开始追踪成熟度以来的较短

期间内没有提高。IT 管理和基础 IT 的成

熟度分数有相关性，基于使命的能力则相

对比较独立。

高等教育在某些领域的能力是否比其他

领域要强一些？

我们审核了每个指标的综合成熟度分

水平 领域 维度

使命差异化

创新文化

领导  
沟通  
资源配置 
组织结构和流程  
能力  
政策环境 
学习日程  

数字教学

分析   
参与投入  
治理、安全和易用性
运行效率
重视

科研计算

校际 IT 部门的强调 / 重视
学校级别的强调 / 重视
广泛性
技术基础设施
物理基础设施
中心化
支持

学生成就

领导和治理
合作和参与
学生辅导和支持
流程和政策
信息系统
学生成就分析

IT 管理 

IT 治理

流程
战略配合和影响
IT 投资
沟通和参与

IT 风险

流程和管理
接受度
投资
领导

基础 IT 

分析

数据效力
决策文化
投资 / 资源
政策
技术基础设施
院校研究参与

信息安全

安全服务和运行
资产保护
系统审核
政策
业务可持续性

表 1 能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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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

图 3  成熟度维度的比较

“IT 治理”和“创新文化”）

都更加依赖于全校范围内

的关注和投入。

图 3 比 较 了 各 个 维 度

的分数和各个指标的综合

分数。综合成熟度的顺序是

从“学生成就”的最高到“创

新文化”的最低，不过其

中某些维度偏离了这个顺

序。例如，“数字教学”的“运

行效率”维度的成熟度是

所有综合分数和维度中最

高的。“数字教学”、“分

析”和“IT 风险管理”的

综合成熟度分数被它们得

分最低的维度（分别是“数

字教学”的 “分析”，“分

析”的“投资 / 资源”和“IT

风 险 管 理” 的“ 投 资”）

拉低了。

“科学计算”的两个

最高分维度——“广泛性”

和“物理基础设施”——

将综合分数拉高了一点。“IT

治理”的成熟度的所有维

度都聚集在 0.3 分范围内，

而“数字教学”成熟度维

度分布到了较宽的 1.2 分范

数，将提供了数据的院校分为以下五类。

缺失：综合成熟度分数在 1~1.99 的

院校。

起步：综合成熟度分数在 2~2.99 的

院校。

发展中：综合成熟度分数在 3~3.99

的院校。

建成：综合成熟度分数在 4~4.99 的

院校。

最优：综合成熟度分数为 5 的院校。

极少有学校能在成熟度指标中任何一

项中归类为“最优”一类。大多数院校在

“学生成就”、“数字教学”、“分析”

和“科研计算”的成熟度水平中达到了“发

展中”水平。在“IT 风险管理”，院校大

致均匀分为“初始”和“发展中”水平。

在“信息安全”和“IT 治理”方面，多数

院校仅仅达到了“初始”状态。“创新文

化”在所有的指标中的平均成熟度最低，

处于“缺失”水平的院校和其他四个指标

相比都要多一些。图 2 为高等教育院校的

成熟度状态。

高等教育中普遍最为领先的能力是属

于院校中的某些特定部分的，这也许要归

因于高等教育的分布式领导结构。在特定

的领域（如“学生成就”）取得进展，比

在全校范围内取得进展要更加容易。四项

得分较低的能力（“IT 风险”、“信息安全”、

图 2  高等教育院校的成熟度状态

学生成就

数字教学

分析

科研计算

IT 风险管理

信息安全

IT 治理

创新文化

缺失

起步

发展中

建成

最优

平均综合成熟度分数

学生成就 数字教学

IT 风险 信息安全

科研计算

IT 治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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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创新文化”明显是最低分指标，综

合分数以及七个维度中的四个都低于其他

的综合分数和维度。

如果成熟度有变化的话，那么也是非

常微小的。“IT 风险”、“数字教学”、

“分析”和“信息安全”的成熟度没有变

化。“IT 治理”、“学生成就”和“科研

计算”的成熟度勉强增加了 0.1 分。

能力领域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

某些强能力领域与其他强能力领域

是相关的（弱能力领域也

是 如 此）。 图 4 显 示 了 在

成熟度指标综合分数之间

的主要关联关系，其中连

线表示关联领域的相关系

数 r=.35 或更高。

图 5 描 绘 了 在 维 度 层

次上的一组更加复杂的显

著相关关系。为了降低一些复杂性，图 5

使用了稍微高一点的相关系数阈值（r=.40

以上）。使命差异化能力中的“数字教学”

和“学生成就”是相关的。其中维度的

相关性分析显示出这一相关性是来源于

底层的下列关联：

“数字教学”中的“分析”与“学生

成就”中的“分析”和“信息系统”。

“学生成就”中的“流程和政策”与

“数字教学”中的“参与投入”和“治理、

图 4  成熟度指标之间的主要相关性

研究 数字教学 学生成绩 创新文化

IT 风险管理 IT 治理

使命差异化能力

IT 管理能力

基础 IT 能力分析 信息安全

安全和易用性”。

“数字教学”中的“治理、安全和易

用性”与“学生成就”中的“合作和参与”、

“流程和政策”、“分析”。

“学生成就”还与“分析”的成熟度

相关。特别是“分析”中较强的“决策文化”

与“学生成就”中较强的“分析”有关联。

两项 IT 管理能力——“IT 治理”和“IT

风险管理”，或许可以认为是“超级连

接点”。其中每个都与四项（一半数量的）

能力领域相关。“IT 治理”和“IT 风险

管理”互相相关，而且与“信息安全”、“分

析”还有“创新文化”相关。这或许指

出，有效 IT 管理能力重要性是处于中心

地位的。这两项能力有很多共同之处：“IT

风险管理”的“流程和管理”、“投资”、

“领导”维度和“IT 治理”的所有维度

都显著相关。

然而在四项使命差异化能力中，这两

项 IT 管理能力只与其中的“创新文化”

相关。这重申了前文的一个解释，即全校

范围的计划项目所面临的挑战。“IT 治理”、

“IT 风险管理”和“创新文化”都需要全

校层面的协作：能做到这一点的院校更可

能在三个领域中达到效果，而做不到这一

点的院校相对而言则难以见效。

“创新文化”中的“领导”维度看起

来与“IT 治理”和“IT 风险管理”的相

关性很强。其他的底层相关性存在于“资

源配置”（“创新文化”）、“投资”（“IT

风险管理”）和“IT 投资”（“IT 治理”）

之间，以及 “IT 风险管理”的“投资”和“创

新文化”的“领导”、“资源配置”、“组

织结构和流程”、“创新能力”和“政策

环境”之间。

“信息安全”和“IT 风险管理”之间

的关系与“IT 风险管理”中的“流程和管理”

维度有关。尽管“IT 治理”和“信息安全”

相关，但是这个显著的相关性是综合能力

之间的，而并未体现在具体的维度上。同

样的，尽管“IT 风险管理”、“IT 治理”、

“分析”相关，显著相关性也是综合能力

之间的，也并未体现在具体的维度上。图 5   指标维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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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计算”处于单独位置，没有

和其他任何能力领域有特殊联系。这也许

是因为个体的教师指定（和资助）研究重

点的缘故；反之，教学领导层管理着数字

教学、学生成就的项目、重点和经费，而

创新文化则依赖于校领导层。

值得注意的是，看起来非常相近的

底层活动之间却不存在强相关关系。我

们检查了与 9 种职能有关的 82 个项目，

这些职能广泛出现在多个成熟度指标中：

协调一致、社群参与、教师支持、经费、

领导、政策、院校重点、人事和培训。

除了此前已报告的某些具体的维度相关

性，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上述活动有

任何全校性的效果。因此，看来不会有

试验 浮现 增长 主流 普遍 

分析 

建模和预测分析 
软件和模型管理工具 
统计分析 
文本分析 
成套分析解决方案（“交钥匙工程”） 
可视化 
Web 数据抓取

商业智能报表 
数据仓库 
提取转换加载 

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字教学 
教学电子出版平台 
远程监考 
虚拟计算机实验室 

数字教学资源管理 
数字图书和教材 
教师用数字教学分析 
学生数字档案 
课程录制 
在线教学的多媒体制作

实时教学的 Web 或视频在
线会议环境

合作学习工具 
学术剽窃检测系统 
教学效果的学生评估 

全功能在线教学系统 

信息安全 

数据损失防范 
敏感数据终端加密 
恶意软件防护 
网络入侵防范系统 
渗透测试工具 
安全无线接入

日志管理 
安全远程访问 
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私有 / 受保护数据扫描工具 
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终端配置管理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漏洞评估工具

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系统 
基于主机的入侵防范系统 
网络过滤 

科研计算 

研究人员咨询与培训服务 
数据存档服务 
预先安排的基于云的计算服务 
预先安排的基于云的存储服务
管理源代码的版本控制系统
专用科研设备支持 
专用软件支持 
自行开发科研软件的支持
科研数据库支持 
院校网格计算服务 
可视化

活跃数据存储服务 
高性能计算 
高性能局域网 
高吞吐量计算 

高性能广域网 

学生成就技术 
课程 / 项目推荐系统 
参考社会 / 社群资源的学生自服务
学生成就分析仪表盘 
学生成就数据仓库 / 运行数据存储

学业早期预警系统 
教育计划创建 / 追踪系统 
用于学生互动追踪的咨询案例管
理系统
咨询中心管理 
学生课内活动管理系统
学生课外活动管理系统

学分转移 / 衔接系统 学位审核  

表 2  部署度指标

什么方法能使全校“一刀切”地制定和

执行某些政策，使其在科研计算、信息

安全、数字教学、学生成就和分析领域

中都普遍有效，哪怕是其中一些领域同

时有效都不太可能。在数字教学中的活

动就只对数字教学有效，除了能对学生

成就有一些作用。

技术部署状态

八项能力领域中的五项（除了“IT 治

理”、“IT 风险管理”和“创新文化”以

外），都有部署度指标与之相关联，用以

跟踪学院和大学部署相关技术和服务的程

度。我们根据每项技术在院校中得到全校

部署的比例，将部署度分为五个类别。

普遍：在 81%~100% 的院校中得到全

校部署

主流：在 61%~80% 的院校中得到全

校部署

增长：在 41%~60% 的院校中得到全

校部署

浮现：在 21%~40% 的院校中得到全

校部署

试验：在 0%-20% 的院校中得到全校

部署

表 2 列出了每个部署度指标中包含的

技术，按照部署度类别进行组织。

部署度指标反映出组成每个能力领域

的各项技术，但并不是一个综合结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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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代表了领域中值得考虑的、有用和重要

的一组技术和服务，但也不是都部署了才

能在领域中表现优秀。

成熟度一般都和部署度显著相关：高

成熟度水平的院校都会部署更多的相关技

术和服务（见表 3）。

“学生成就”是个令人费解的例外：

“学生成就”的成熟度和部署度之间的

相关系数只有 0.18。而且这么低的相关

性之下也并未掩盖有该领域成熟度和某

些特定技术之间的强相关关系。相反的，

没有一项学生成就技术与“学生成就”

的综合成熟度或者其中的某个维度的相

关性达到了适度的水平。即便是对于“学

生成就”的“信息系统”维度也是如此。

部署度指标的各项与“信息系统”维度

的平均相关系数只有 0.13。学生成就技

术中与成熟度维度的相关系数最高的是

学业早期预警系统，达到了 0.23 的轻微

水平。

“IT 风险管理”没有关联的部署度指

标，不过 IT 风险管理的成熟度强度与更

高的信息安全技术和服务部署度是相关的

（r=0.37）。

含义

成熟度指标反映了关于八个能力领

域中最佳实践的最新思考。每个指标中的

每个项目都值得院校加以考虑，而且也许

值得追求。而部署度指标则完全不同。院

校必须了解他们的重点、需求和预算，并

确定最适合院校使命的那些技术和服务。

例如，学院或大学可以吸

引和支持世界级的研究学

者，而并不需要提供高性

能的计算服务。与大规模

实施分布式在线教学的院

校相比，聚焦于在校学生

教育的院校将选择完全不

同的数字教学技术。

对于当今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能力，一

切都会归结到领导上。领导形式决定了发

展形式：紧密的领导促成紧密的数字成熟

度；分立的领导支持分立的成熟度。高等

教育的分布式文化、经费和领导都反映在

了能力成熟度分数中。几乎所有一切都是

局部的：培训、配合一致和协作、经费、

领导和人事都居于使命、职能和管理的孤

岛中。某件事在一个情境下运作良好，未

必能扩展到另一个情境下。数字教学和学

生成就的数字化能力和技术部署互相支

持，不过也同时存在于一个整体和交叉的

教学领导情境中。科研计算独立存在，成

熟度和部署度既不受其他领域支持也不

对其他领域提供支持。当然在大多数院

校，科研都倾向于是高度去中心化的任

务，主要由系所甚至是教师个人推动，

因此科研计算的成熟度会是一件完全不

同的事情。

IT 在支持全校范围的院校转型上发挥

的能力，直接受限于院校超越孤岛而紧密

协作的能力。IT 治理和 IT 风险管理都需

要 IT 领导层和院校领导层之间强有力的

合作和协同。基础 IT（例如信息安全和分

析）依赖于有效的决策、战略投资，以及

对院校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的评估和响应。

如今，无论是 IT 治理或是 IT 风险管理成

熟度，都与数字教学、学生成就和科学计

算的成熟度没什么关联。不过，使命相关

的 IT 职能依赖于基础 IT 职能：不仅在于

信息安全对学生和科研资产的保护，也在

于分析对学生成就和大数据基础设施的促

进。如果院校领导层不能通过有效的 IT

治理和风险管理来培育 IT 基础，院校就

会面临风险，导致核心 IT 的匮乏，最终

限制或严重削弱技术对教学、学生成就和

科研的贡献。

信 息 技 术 仍 在 持 续 变 革 中。 成 功

实现数字化计划所需的能力也要与之相

适应地变化。这些能力随着成熟度的提

升、标准和实践的变化和技术的不断前

行 而 改 变。EDUCAUSE 也 会 在 初 步 成

果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工作，更新现有领

域、退役过时领域、开发新的领域及对

应的成熟度和部署度指标。图 6 描述了

模型潜在的持续发展方向。在 2017 年的

EDUCAUSE 标杆测试服务中，将发布新

的 IT 服务管理的成熟度指标。因为“IT

风险管理”和“IT 治理”无论是在统计

上还是在概念上的相关性都如此之高，

我们将会把这两者合并为一个单独的“IT

治理、风险和合规性”指标。我们也在

今后几年内将 IT 敏捷度和人力资本管理

的领域纳入考虑范围。

数字化能力的概念不止是为了满足

知识上的好奇心，也不是一个用来满足

人们的结构化爱好的框架。它们对于组

织应该如何明智地拥有和应用技术提供

了具体的描述。它们可以帮助院校个体

发现所处的位置，与同行比较，并且明

确想要从落后集团前进到领先集团所需

要做的工作。数字化能力的概念可以消

除存在于技术投资中的大量的猜测，并

且在高等教育行业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责编：杨洁）

领域 相关性

信息安全 0.66

数字教学 0.56

科研计算 0.49

分析 0.37

学生成就 0.18

表 3  成熟度和部署度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 数字教学 学生成绩 创新文化

IT 风险管理 IT 治理

使命差异化能力

IT 管理能力

基础 IT 能力分析 信息安全

IT 治理、风险和合规

IT 管理IT 敏捷性IT 团队

图 6  模型潜在的持续发展方向

（作者系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

副主席，负责社群和研究工作；翻译：陈强  清华大

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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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7 年 4 月 17 日，网络安

全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InForSec 在南京举办

了以“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网络安全”为

主题的学术论坛。本次论坛分为“大数据

与网络空间安全”论坛及“漏洞挖掘与智

能攻防”论坛，分别由清华大学网络科学

与网络空间研究院教授段海新及美国乔治

亚大学教授李康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复

旦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软

件所、中科院计算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专

家、学生以及百度公司、奇虎 360、启明

星辰等企业界的研究技术人员共 170 多人

现场参与了会议。同时，来自国内外近百

名安全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通过网络直播

参与了研讨。

论坛邀请了浙江大学教授陈焰、东

南大学教授程光、百度商业安全部首席架

构师武广柱、百度资深研发工程师姜辉、

360 网络安全研究院刘亚、中国科学院软

件所研究员苏璞睿、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研究员武成岗、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李

康、清华大学副教授张超等做了精彩的

学术报告。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千

人计划”教授陈焰在会上做“APT Shield: 

A Fine-grained Detection System for Remote 

Access Trojan in the APT Attacks”的主题

报告，他首先介绍了 APT 恶意软件的背

景及一些基本的思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PHF 检测器的

生成，第二部分是分类器签名生成。他表

示，这是一种新的、实时的 RAT 检测方法，

随着第三方各种攻击的评估，该方法表现

出非常高的实时精度。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书记程光教授在会上做“面向全流量的网

络 APT 智能检测方法”的主题报告，他

指出，全流量数据并非全网、全数据量，

而是对所需保护对象的全流量采集和长期

数据存储，APT 的智能检测能从海量的网

络流量中进行数据挖掘，恶意事件的关联

分析和规则挖掘，根据已发现的特征或知

识对未知的 APT 攻击进行判定，对 APT

攻击进行预测和泛化，对 APT 检测的动

态性、大规模、复杂性进行自动管理和优

化。同时还对 APT 智能检测架构和检测

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

百 度 商 业 安 全 部 首 席 架 构 师 武 广

柱、 百 度 资 深 研 发 工 程 师 姜 辉 共 同 做

题为“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Combat 

Financial Fraud”的报告，主要从钓鱼网

站检测与挖掘，金融犯罪关联事件挖掘，

同时还介绍百度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构建的

金融交易风险系统的算法和架构，通过分

析，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金融犯罪打击领域

所做的工作。

360 网络安全研究院刘亚在会上做

“Mirai botnet 的演进”的主题报告，他首

先列举了 Mirai 相关的博客和开放数据，

描述了 Mirai 传播方式的变化及样本的捕

获，并介绍了他们基于 hontel 开发了一个

定制的 Telnet 蜜罐。对于如何检测 Mirai

变种，如何对典型变种分析？他也进行

了 详 细 的 描 述， 包 括 DGA 变 种、SSH 

scanner 变种以及一个支持多种伪 HTTP 

agent 的变种。

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网络安全
——InforSec 学术论坛在南京成功召开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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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软件所研究员苏璞睿在会

上做“自动攻防第一步：如何实现漏洞自

动利用？”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软件漏

洞的发现与利用是对抗的焦点。确定高危

漏洞，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取漏洞利用

特征，提升防御能力。典型漏洞利用过程

是通过构造特定输入，触发可实现特定目标

的执行路径。同时还介绍了他们在日常工作

中的具体实践，包括 2017 年 KingKong 软件

深度分析公益技术平台的建立。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武成岗在会

上做“抵御内存泄露攻击的持续随机化技

术——RERANZ”的主题报告，对 RERANZ

这项技术进行了详细阐述，包括提出的背

景、RERANZ 的思路、面临的挑战等。他

指出，RERANZ 可以重新随机化受保护进

程中的所有代码。能够避免识别和更新代

码指针，基于数据累积的再随机化策略，

异步重新随机化。不需要任何源代码，支

持通用应用功能。

美 国 乔 治 亚 大 学 教 授 李 康 在 会 上 做

“Vulnerability Discovery: Practical Challenges 

& (Partial) Solutions”的主题报告，分析了

漏洞发现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就部分解

决方案进行了阐述。

清华大学副教授张超在会上做“New 

Trends in Vulnerability Discovery”的主题报

告，他表示，在寻找复杂漏洞时，传统的

静态 / 动态分析是有用的但非常有限。智能

模糊和符号执行是工业和学术界使用的流

行技术，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可以在许多方

面提高漏洞发现效率。

现 场 讨 论 会 上， 来 自 企 业 和 学 校 的

专家还对大数据驱动的智能攻防竞赛进

行 了 热 烈 讨 论， 并 发 布 了 赛 事 计 划。 在

2017XCTF 国际网络安全技术对抗联赛总决

赛中，将新增“大数据安全能力竞赛”环

节，竞赛内容主要是智能漏洞检测：包括

分析 / 训练主办方提供的已知漏洞数据集；

构建自动化分析系统，或者训练相关模型；

预测或者挖掘目标程序中的安全漏洞；基

于漏洞信息进行漏洞利用等方面。 （责编：

杨洁）

段海新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

研究院教授

陈焰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

“千人计划”教授

武广柱  百度商业安全部首席架构师

刘亚  360 网络安全研究院

苏璞睿  中国科学院软件所研究员

武成岗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

李康  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

张超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学院副教授

程光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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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孙茗珅

An Empirical Study of Mnemonic Sentence-based 

Password Generation Strategies

Weining Yang, Ninghui Li, Omar Chowdhury, Aiping Xiong and 

Robert W. Proctor (Purdue University)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一种基于句法的口令生成策略，简单来

说就是找一句话，然后首字母拼起来，再做简单的变换作为密码。

比如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转换为密码就是 

“2bon2btitq”。网上很多关于如何起一个不容易被破解的密码

的文章，经常会推荐这种助记符号为基础的密码。因为这类密码

看起来是乱码，但是又很好记忆，所以经常推荐给大家。但是，

这篇文章就想研究这类的密码在现实当中，究竟是否安全？　

文章通过使用 Amazon Mechanical Turk 雇了一些参与实验的人 

，一共进行两个实验。其中一个是安全性实验，包括六组不同的测

试（每组实验大概 800 人参加）。实验的内容是给出一些起密码的

指导意见和例子，让参与实验的人写出自己起的密码。比如说：

Think of a memorable sentence or phrase containing at least seven 

or eight words. For example,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Select a letter, number, or a special character to represent each word. 

A common method is to use the first letter of every word.For example: four 

→ 4, score → s, and → &. Combine them into a password: 4s&7yaofb4otc.

根据这组安全性数据，文章给出了一些概率模型和密码强

度表分析密码的安全性，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如果是通用的密码指导意见和例子，密码安全性会降低；

如果要求用户使用个人的句子，并包含合适的例子，会提

高密码安全性；

例子如果是常见的句子会让密码安全性降低；

个性化句子和高质量的例子对于设计一个安全的密码很重要。

根据以上的研究，作者提出破解这种助记密码的方法。文

章还研究了密码的可用性，就是一段时间再来问用户是否能记得

住之前起的密码。结论是尽管助记密码需要花费时间去想，但是

相对于控制组，召回的比例并没有明显提高。

Host of Troubles: Multiple Host Ambiguities in HTTP 

Implementations

Jianjun Chen (Tsinghua University), Jian Ji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aixin Duan (Tsinghua University), Nicholas 

Weaver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Tao Wan (Huawei 

Canada) and Vern Paxson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这篇文章介绍了 HTTP 协议中 Host 字段的实现不同造成的漏

洞。因为 CDN，transparent cache，Server 的实现方法不一样（没有

按照 RFC 2616 和 RFC 7320）实现 Host 字段的读取方法。比如说，

如果一个 HTTP GET 里面有两个 Host 字段的情况下，有的 CDN 会

使用第一个 Host 地址，有的 server 会使用第二个 Host 地址，这样

混乱的实现，就暴露了 cache poisoning 和 filtering bypass 两种漏洞。

文章还研究了这个问题影响的范围，受到影响的运营商等。

测试网站：https://hostoftroubles.com/

Accessorize to a Crime: Real and Stealthy Attacks on 

State-Of-The-Art Face Recognition

Mahmood Sharif, Sruti Bhagavatula, Lujo Baue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nd Michael K. Reite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能够带一个眼镜，绕过

人脸识别系统。图 1 演示了在佩戴这个眼镜之后就能绕过 DNN 

的人脸识别了。

文章的威胁模式是假设攻击者可以通过佩戴一个配件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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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在会议的最后一天

（10 月 27 日）上五篇有趣的论文，包括密码研究、协

议漏洞、人脸识别算法攻击、Android 内存管理子系统

漏洞和模糊测试系统。

带你走进维也纳版的 CCS2016( 三 )

学术专栏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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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成另外一个人，也假设了人脸识别系统是一个 white-box，

就是内部的结构，参数都是已知的。作者通过阐述现有的基

于 DNN 的人脸识别系统，设计了一个优化问题。使用 gradient 

descent 算法解决优化问题就可以了。后面作者首先使用数字的

方法进行试验，也就是在图片上添加一个假的眼睛来测试人脸识

别系统，之后使用了真实的打印的眼镜尝试绕过系统。

除了 white-box 的人脸识别系统，文章还讨论了 black-box 

models，比如说商业的人脸识别系统： Face++。

 related work, cvdazzle: https://cvdazzle.com/

Android ION Hazard: the Curse of Customizable 

Memory Management System

Hang Zhang, Dongdong She and Zhiyun Q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这篇文章介绍了 Android ION 实现问题引起的漏洞。ION 是 

统一内存管理界面，它是 Linux 的一个子系统，主要目的是为 

CPU，相机等提供对与内存管理的特殊要求。比如有些设备需要

物理上连续的内存空间，还有一些需要缓存一致性协议是 DMA 

的功能正常进行。简单来说 ION 为外部设备提供了统一的接口，

内部为不同的特殊设备需求，提供了不同种类的内存堆。

ION 提供的借口就是 /dev/ion 文件，应用可以用 open(), ioctl() 

这类的函数操作内存。在 AOSP 中定义了 10 种 heap 的类型，分

别提供不同的功能。

了解 ION 的功能之后，那么问题出在哪？文章主要讨论了

两个设计上的问题：

unified interface: /dev/ion 文件是 world-readable 的（此处只需

要 “world-readable” 就能让 ION 分配并管理内存”），并且对

于某个应用分配的内存大小也没有限制。所以，这种设计就造成

了 DoS 攻击。某个应用分配大量的内存，使得其他的系统服务

没办法使用内存，从而出现拒绝服务攻击。

另一个问题是和共享缓冲有关，引发了两个漏洞。有些 ION 

的记忆区域是由硬件安全机制保护的，比如说 TrustZone。那么如

果有来自 untrusted-world 的访问，就会引发 例外， 造成系统崩

溃。第二个漏洞是会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因为 ION 的记忆页

在 free/allocate 的时候并没有清空。因为以前的实现中假设 记

忆页并不能被用户空间访问，但是新的 ION 却能被用户空间

进程访问。那么，这些可能含有敏感信息的 dirty page 就可以

被用户空间 App 访问到，从而造成信息泄露。

作者在分析这两种设计上的问题，和讨论形成的根本原因之

后，提出方法去检测是否存在漏洞。第一个 DoS 的问题比较简单，

我着重讲一下共享缓冲的检测。

针对共享缓冲的漏洞，作者使用了静态污点分析的方法。

主要的思路是，首先把内存分配的尺寸作为 taint source，而 

memset() 函数作为 sink，如果 size 在污点分析的时候被 memset 

调用，那么有可能就是被 zero 了。如果没有，就有可能存在敏

感数据泄露的情况。

作者使用上面的方法分析了市面上主流的几款手机，发现

了很多漏洞（见表 1）。

当然，文章中也提到了静态分析方法的准确率和一些案例分析。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对于 Android ION 有很深入的分析，既讲清楚

了漏洞的成因，又提供了检测方法，读下来之后学到了很多。

Coverage-based Greybox Fuzzing as Markov Chain

Marcel Boehme, Van-Thuan Pham and Abhik Roychoudhu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这篇文章改进了 AFL 中使用的 CFG (coverage-based greybox 

fuzzing)，使得策略更加有效。

作者首先把 CFG 作为 Markov chain 进行分析，假设当前种

子输入执行的路径是 i，fuzz 之后的路径为 j 的概率为 p_ij。那么

称路径从 i 到路径 j 所要生成的测试用例个数为该种子输入的能

量（E_ij=1/p_ij），而 AFL 计算出的 fuzz 次数远高于 E_ij。

根据分析，作者制定了新的能量分配策略和种子选择策

略。文章使用改进的工具 AFLFast 测试了 binutils, c++filt, nm 和 

objdump 等工具，拿到了 9 个 CVE，crash 的数量也非常多。相

关文章：http://cgnail.github.io/notes/afl-fast/。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香港中文大学）

图 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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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跃 1,2     仲震宇 2   韦韬 2   

攻击图像语音识别系统

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被广泛

应用在人机交互、推荐系统和安全防护等

各个领域。具体场景包括语音、图像识别、

信用评估、防止欺诈、过滤恶意邮件、抵

抗恶意代码攻击、网络攻击等。攻击者也

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绕过，或直接对机器学

习模型进行攻击达到对抗目的。 特别是

在人机交互这一环节，随着语音、图像作

为新兴的人机输入手段，其便捷和实用性

被大众所欢迎。同时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

以及移动设备对这些新兴的输入手段的集

成，使得这项技术被大多数人所亲身体验。

而语音、图像的识别的准确性对机器理解

并执行用户指令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与此

同时，这一环节也是最容易被攻击者利用，

通过对数据源的细微修改，使用户感知不

到，而机器接受了该数据后做出错误的后

续操作的目的。并且会导致计算设备被入

侵，错误命令被执行，以及执行后的连锁

反应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基于这个特定

的场景，首先简单介绍下白盒黑盒攻击模

型，然后结合专家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

介绍攻击场景，对抗数据构造攻击手段， 

以及攻击效果。

与其他攻击不同，对抗性攻击主要

发生在构造对抗性数据的时候，之后该对

抗性数据就如正常数据一样输入机器学习

模型并得到欺骗的识别结果。在

构造对抗性数据的过程中，无论

是图像识别系统还是语音识别系

统，根据攻击者掌握机器学习模

型信息的多少，可以分为如下两

种情况：

一是白盒攻击。攻击者能够

获知机器学习所使用的算法，以

及算法所使用的参数。攻击者在

产生对抗性攻击数据的过程中能够与机器

学习的系统有所交互。

二是黑盒攻击。攻击者并不知道机器

学习所使用的算法和参数，但攻击者仍能

与机器学习的系统有所交互，比如可以通

过传入任意输入观察输出，判断输出。

GeekPwn 现场机器学习          
对抗性攻击

物理世界欺骗机器学习

在 GeekPwn2016 硅谷分会场上，来

自 OpenAI 的 Ian Goodfellow 和谷歌大脑的

Alexey Kurakin 分享了“对抗性图像”在

现实物理世界欺骗机器学习的效果。值得

一提的是，Ian Goodfellow 正是生成式对抗

神经网络模型的发明者。

对抗性图像攻击是攻击者构造一张对

抗性图像，使人眼和图像识别机器识别的

类型不同。比如攻击者可以针对使用图像

识别的无人车，构造出一个图片，在人眼

看来是一个 stop sign, 但是在汽车看来是一

个限速 60 的标志，如图 1 所示。

在会上，Ian 和 Alexey 指出过去的对

抗性图像工作都基于如下的攻击模型，即

机器学习对抗性攻击手段

编者按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在互联网的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受攻

击的可能性，以及其是否具备强抗打击能力一直是安全界关注的。之前关于

机器学习模型攻击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对训练数据的污染。由于其模型经常趋

向于封闭式的部署，该手段在真实的情况中并不可行。在 GeekPwn2016 硅

谷分会场上，来自北美工业界和学术界的顶尖安全专家们针对当前流行的图

形对象识别、语音识别的场景，为大家揭示了如何通过构造对抗性攻击数据， 

要么让其与源数据的差别细微到人类无法通过感官辨识到，要么该差别对人

类感知没有本质影响，而机器学习模型可以接受并做出错误的分类决定，并

且同时做了攻击演示。本文将详细介绍专家们的攻击手段。

学术专栏

图 1  攻击图像识别场景

攻击者
对抗性图像

人类
肉眼识别的图像类型

肉眼识别

机器学习模型

机器识别的图像类型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42 中国教育网络 2017.5

攻击者可以直接向机器学习模型输入数

据，从而保证攻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任

意粒度的图片进行修改，而不需要考虑灯

光，图片角度，以及设备在读取图片时对

对抗性图像攻击效果产生变化 。因此，

他们尝试了对抗性图片在真实物理世界的

表现效果，即对抗性图片在传入机器学习

模型之前，还经过了打印、外部环境、摄

像头处理等一系列不可控转变。相对于直

接给计算机传送一张无损的图片文件，该

攻击更具有现实意义 。

在如何构造对抗性攻击图片上，他们

使用了非定向类攻击中的 FGS 和 FGS 迭

代方法，和定向类的 FGS 迭代方法 [1]。其

中，非定向类攻击是指攻击者只追求对抗

图像和原图像不同，而不在意识别的结果

是什么。定向类攻击则是指攻击者在构造

图像时已经预定目标机器学习模型识别的

结果。

在定向类攻击中，作者首先根据条件

概率找出给定源图像，最不可能（least-

likely）被识别的类型 y 值，表示为该种类

通常和原种类完全不同。然后采用定向类

攻击方法中的 FGS 迭代方法，产生对抗

性图片。其中非定向类攻击方法在类型种

类比较少并且类型种类差距较大的数据库

里，比较有效。但是一旦类型之间比较相

关，该攻击图像有极大的可能只会在同一

个大类中偏移。这时候定向类攻击方法就

会有效很多，如图 2 所示。

为了验证结果，作者采用白盒攻击模

型。其中，作者使用谷歌 Inception v3 作

为目标图像识别模型，并选取 ImageNet

中的 50000 个验证图像针对 Inception v3

构造出相对应的对抗性图像 。在实验中，

他们将所有的对抗性图片和原始图片都

打印出来，并手动用一个 Nexus 5 智能手

机进行拍照，然后将手机里的图像输入

Inception v3 模型进行识别。现场结果表明，

87% 的对抗性图像在经过外界环境转化后

仍能成功欺骗机器，从而证明了物理对抗

性例子在真实世界的可能性。

在他们的论文中，作者还测试了物

理世界造成的图像转化对使用不同方法构

造的对抗性图片的毁坏程度。有意思的结

论是迭代方法受图像转化的影响更大。这

是因为迭代方法对原图像使用了更微妙的

调整，而这些调整在外界图像转化过程中

更容易被毁坏。作者还分别测试了亮度、

对比度、高斯模糊转化、高斯噪音转化和

JPEG 编码转化量度，对各个对抗性图像

方法的毁坏程度。具体实验结果请参见他

们的论文 [1]。

拓展对抗性深度学习新的空间

来自 UC Berkeley 大学的 Dawn Song

教授和刘畅博士介绍了对抗式深度学习在

除了其他领域的攻击和防御。其中 Dawn 

Song 教授是 Taint Analysis 理论的主要贡

献者之一，还是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

的获得者。在现场，专家们首先拓展了对

抗性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检测上的应用，

然后还提出构造对抗性图片的优化方法－

ensemble 黑盒攻击算法 [2]。

在图像识别物体检测中，如图 3 左图

所示 ，深度学习可以用来检测图像中不

同的物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自动生成

说明 (Caption) [3]。 在这种场景下，对抗性

图像攻击同样可以欺骗机器学习模型，并

给出异常的说明，如图 3 右图所示。对抗

性图像构建的基本思路是给定 Caption 的

前缀后，尽量误导之后的判断。

同时，专家们还研究了对抗性图像攻

击在黑盒分类模型中的表现，并且提出了

优化算法——ensemble 黑盒攻击算法。在

通常情况下，攻击者并不知道目标模型使

用了什么算法已经相关的参数。这时候攻

击者只能使用黑盒模型攻击。 其过程如

下所示：

1. 攻击者在目标机器学习模型未知的

情况下，通过询问黑盒子系统所得结果，

得到一系列训练样本。

2. 攻击者任意选取了某机器学习算法

并使用训练样本训练得到已知机器学习模

型。

3. 攻击者针对训练出来的已知机器学

习模型构建对抗数据。

这一攻击基于对抗性图像的欺骗传递

性，即针对机器学习模型 A 构造的对抗性

图像，也会有很大的比例能欺骗机器学习

模型 B。表 1 展示了使用单网络优化方法

时，针对不同元模型构造的非定向对抗性

图像，被不同目标模型识别的成功率。每

 RMSD ResNet-152 RestNet-101 ResNet-50 VGG-16 GoogLeNet Incept-v3

ResNet-152 22.83 0% 13% 18% 19% 11% 44%

ResNet-101 23.81 19% 0% 21% 21% 12% 45%

ResNet-50 22.86 23% 20% 0% 21% 18% 37%

VGG-16 22.51 22% 17% 17% 0% 5% 16%

GoogLeNet 22.58 39% 38% 34% 19% 0% 49%

Incept-v3 23.02 56% 50% 44% 35% 27% 0%

表 1  针对不同源机器学习模型构造的非定向对抗性攻击方法（单网络优化方法）在目标模型的攻击效果。其中，

ResNet-50, ResNet-101, ResNet-152, GoogLeNet，Incept-v3 和 VGG-16 是当下流行的深度神经网

络图像识别系统。

图 2  对抗性图像在现实物理世界欺骗机器学习过程

图 3  对抗性图片在图像识别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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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格子 (i,j) 代表针对算法模型 i 产生的

对抗图片，在其他算法模型 j 上验证的结

果，百分比表示所有对抗性图片中被识别

成原图片类型的比例。可以看出，当同一

个图像识别系统被用来构造和验证对抗性

图像时（白盒攻击模型），百分比为 0。

这说明在白盒攻击模型中，构建对抗性图

像的效果非常好，全部不能正确识别。当

验证模型和构造模型并不一致时，大部分

对抗性图像的百分比也在 10%~40% 之间

浮动，该结果有效证明了对抗数据在不同

算法之间有一定的传递性。

然而，作者还使用了同样的实验方法

测试了定向性对抗性攻击在目标模型的效

果。结果表明定向类标记的传递性差了很

多，只有小于等于 4% 的对抗性图像在源、

目标机器学习模型中都识别出相同的定向

标记。

基于此，作者提出了 ensemble 方法。

它是以多个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构造

对抗图片，即将图 4 中单个已知机器学习

模型替换成多个不同的已知机器学习模

型，并共同产生一个对抗性图像。

在实验设计中，作者对 5 个不同的深

度神经网络模型一一实施了黑盒子攻击。

在对每一个模型攻击的时候，作者假设

已知其余的 4 个模型，并用集合的方式作

白盒子对抗图形的构造。同样的，作者分

别使用基于优化的攻击手段，和基于 Fast 

Gradient 的手段构造对抗性图片。构造图

片依然使用的是 Adam 优化器。在算法经

过 100 次的迭代对权重向量的更新，loss 

function 得以汇聚。作者发现有许多攻击

者预先设定的标记也得到了传递，详细结

果参见表 2。格子 (i,j) 代表用除了模型 i

之外的 4 个其他算法生成的对抗图片，用

模型 j 来验证得到的定向标记的准确值。

可以看出，当目标模型包含在已知模型集

合中，定向类标记的传递性都在 60% 以上。

即使目标模型不在已知模型集合中，定向

标记的准确值也在 30% 以上。

作者同样使用了 ensemble 算法进行

非定向攻击，攻击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

看出和表 1 相比，ensemble 算法的欺骗性

大幅度提升。

隐匿语音命令

来 自 美 国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

Tavish Vaidya 博士分享了隐匿的语音命令

这一工作。

对抗性语音攻击则是攻击者构造一段

语音，使人耳和语音识别机器识别的类型

不同。语音攻击和图像攻击最大的不同在

于，它希望保证对抗性语音和原语音差距

越远越好，而不是保持对抗性语音和原语

音的相似性。 该团队依据现实情况，分

别提出了黑盒攻击和白盒攻击两种类型。

在他们的实验中，扬声器发出一段人类无

法辨认的噪音，却能够在三星 Galaxy S4

以及 iPhone 6 上面被正确识别为相对应的

语音命令，达到让手机切换飞行模式、拨

打 911 等行为 [4]，如图 5 所示。

黑盒攻击（语音识别）

在黑盒攻击模型中，攻击者并不知道

机器学习的算法，攻击者唯一的知识是该

机器使用了 MFC 算法。MFC 算法是将音

频从高维度转化到低纬度的一个变换，从

而过滤掉一些噪声，同时保证机器学习能

够操作这些输入。但是从高维到低维的转

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些信息。

相对应的，从低维到高维的转化，也会多

添加一些噪声。黑盒攻击的原理正是攻击

者通过迭代 , 不断调整 MFCC 的参数并对

声音进行 MFCC 变换和逆变换，过滤掉那

些机器不需要，而人类所必须的信息，从

而构造出一段混淆的语音。因为 MFC 算

法被大量用于语音识别这个场景，所以该

攻击模型仍保证了很强的通用性。该具体

步骤如图 4 所示，也可以参见他们的论文 
[4]。对抗性语音攻击模型如图 6 所示。

 在实验中，作者发现使用的语音识

别系统只能识别 3.5 米之内的语音命令。

在扬声器和手机的距离控制在 3 米的情

况下，表 4 统计了人类和机器对不同命

令的识别的比例。平均情况下，85% 正

常语音命令能被语音识别。在他们的混

淆版本中，仍有 60% 的语音命令能被正

常识别。在人类识别类别中，作者使用

Amazon Mechanical Turk 服务，通过 crowd 

sourcing的形式让检查员猜测语音的内容。

 RMSD ResNet-152 RestNet-101 ResNet-50 VGG-16 GoogLeNet

ResNet-152 30.68 38% 76% 70% 97% 76%

ResNet-101 30.76 75% 43% 69% 98% 73%

ResNet-50 30.26 84% 81% 46% 99% 77%

VGG-16 31.13 74% 78% 68% 24% 63%

GoogLeNet 29.70 90% 87% 83% 99% 11%

 RMSD ResNet-152 RestNet-101 ResNet-50 VGG-16 GoogLeNet

ResNet-152 17.17 0% 0% 0% 0% 0%

ResNet-101 17.25 0% 1% 0% 0% 0%

ResNet-50 17.25 0% 0% 2% 0% 0%

VGG-16 17.80 0% 0% 0% 6% 0%

GoogLeNet 17.41 0% 0% 0% 0% 5%

图 4  对抗性图像黑盒攻击流程

 表 2

图 5  攻击语音识别场景

表 3

已知机器

学习模型

（学习可得）

原图片

构造
对抗性

图片

未知目标

机器学习

模型

识别

的图

片类

型 

攻击者

人类 无法识别的噪声

语音识别

机器学习模型

语音命令，如

拨打 911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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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命令混淆的效果也不

尽相同。对于”OK Google”和”Turn on 

airplane mode”命令，低于 25% 的混淆命

令能够被人类正确识别。其中，94% 的”Call 

911”混淆版本被人类正常识别比较异常。

作者分析了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该命令太

过熟悉；二是测试员可多次重复播放语音，

从而增加了猜测成功的概率。

白盒攻击（语音识别）

在白盒子攻击中，该团队对抗的目标

机器学习算法是开源的 CMU Sphinx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5]。 在整个系统中，

CMU Sphinx 首先将整段语音切分成一系

列重叠的帧 (frame), 然后对各帧使用 Mel-

Frequency Cepstrum (MFC) 转换，将音频输

入减少到更小的一个维度空间，即图 7 中

的特征提取。然后，CMU Sphinx 使用了

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来计算特

定音频到特定音素（phoneme）的一个概率。

最后通过 Hidden Markov Model（HMM），

Sphinx 可以使用这些音素（phoneme）的

概率转化为最有可能的文字。这里 GMM

和 HMM 都属于图 7 中的机器学习算法。

在 Tavish 的白盒攻击模型中，他分

别提出了两个方法：simple Approach 和

Improved attack。 第一个方法和黑盒方法

的不同点在于，它已知了 MFCC 的各参数，

从而可以使用梯度下降更

有针对性地只保留对机器

识别关键的一些关键值。 

在整个梯度下降的过程中，

input frame不断地逼近机器识别的目标y，

同时人类识别所需的一些多余信息就被不

可避免地被剔除了。

第二类白盒攻击的基本原理是依据

机器和人对音高低起伏变化（音素）的敏

感性不同，通过减少每个音素对应的帧

（frame）的个数，让这段声音只能被机

器识别，而人类只能听到一段扁平混乱的

噪音。这些特征值再经过 MFCC 逆变换，

最终成为一段音频，传到人们耳中。具体

的方法和语音相关的知识更密切一下，有

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他们的论文了解具体的

方法。表 5 展示了他们的攻击效果。

对抗性数据的防护

虽然对抗性数据攻击的发现很巧妙，

但是在当前图像语音识别应用的场合上，

有效的防御并不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增加人类交互认证，例如机器可以

简单地发出一声警报、或请求输入音频验

证码等方式。

2. 增强对抗性数据作为机器学习模型

的输入的难度。例如语音识别系统可以使

用声纹识别、音频滤波器等方式过滤掉大

部分恶意语音。

3. 从机器学习模型本身训练其辨别良

性、恶意数据的能力。这时候，这些已知

的对抗性数据就提供了珍贵的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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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对抗性语音黑盒攻击模型

4. 宾州州立大学还提出 Distillation 的

方法 [6]，从深度神经网络提取一些指纹来

保护自己。

随着人工智能深入人们的生活，人类

将越发依赖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效与便捷。

同时，它也成为攻击者的目标，导致应用

机器学习的产品和网络服务不可依赖。

GeekPwn2016 硅谷分会场所揭示的是顶级

安全专家对机器学习安全方面的担忧。随

着一个个应用场景被轻易的攻破，尽管目

前只是在语音、图像识别等场景下，但我

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当这些场景与其他

服务相结合的时候，攻击成功后的严重后

果。人工智能作为未来智能自动化服务不

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然是安全行业

与黑产攻击者抗争的新战场。 （责编：

杨洁）

( 作者单位 1 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2 为百度美

国研究院 XLab Team)

图 7  CMU Sphinx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模型 

 Ok Google Turn on airplane mode Call 911

 机器 人类 机器 人类 机器 人类

正常语音 90%(36/40) 89%(356/400) 75%(30/40) 69%(315/456) 90%(36/40) 87%(283/324)

对抗性语音 95%(38/40) 22%(86/376) 45%(18/40) 24%(109/444) 40%(16/40) 94%(246/260)

表 4  对抗性语音黑盒攻击结果 [3]

 人类 机器

正常语音 74%(230/310) –

对抗性语音 0%(1/377) 82%(82/100)

表 5  对抗性语音白盒攻击效果 

完整语音 重叠的帧

特征提取 机器学习模型 识别文字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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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5 日，据超级计算机机构 TOP500 报道，由《麻省理工（MIT）科技评论》

和谷歌云服务最近完成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不同规模的企业正

将机器学习这项技术纳入企业未来发展战略。

该项研究调查了全球 375 家企业，其中 60% 的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机器学习技术，

18% 的企业表示在未来两年内将把机器学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只有 5% 的企业表示对

机器学习技术的兴趣不大。值得关注的是，有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在机器学习领域取得突

破性进展，尤其像谷歌、微软、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更是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

对于那些将机器学习纳入工作流的企业来说，四个最热门的应用领域是自然语言处

理、文本分类与挖掘、情感与行为分析、图像识别和标记。其他应用领域还包括：数据

安全、风险分析、在线搜索、推荐系统、个性化服务和定位系统。此外，自动化机器人、

预测规划、智能助理以及精准营销这些新兴领域将在 2017 年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这次调研发现，部署了机器学习的企业已获得明显的投资回报。与此次调研结果类

似，Tata 咨询服务公司最近对 835 位企业高管的调查也显示，84% 的高管认为机器学习

技术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甚至有一半的受调查者认为机器学习是一项颠覆性技术。

这些调研结果对机器学习领域的软硬件开发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欧盟从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下一

代互联网项目（NGI）举行了开放研讨会。2017

年 3 月，欧盟发布了研讨会成果报告，总结了

449 位参与者对未来互联网相关的技术与价值的

观点。

研讨结果显示，参会者认为，确保公民对自

己数据拥有主权并实现隐私保护是互联网最重要

的价值。而以个人数据空间为重的 NGI 有助于解

决数据主权的问题。其次，互联网应确保多样性、

多元化和选择权。第三，互联网应避免将数据集

中于少数几个专有平台。此外，参与者也提议，

可信、包容的互联网应被视为基本人权，NGI 应

注意用户及其数据的保护和安全。

1. 个人数据空间

在物联网与大数据创新带来的利益和阻止个

人数据滥用之间，需要进行权衡。NGI 需要保护

个人数据安全，这意味着对公民开展教育，使其

注意罪犯和大企业。系统应实现对公民的保障、

透明性和自由，使他们能控制自身数据并不限制

他们对创新服务的访问。

2. 人工智能

关键技术挑战需要跨学科的方案、自上而

欧盟发布下一代互联网项目研讨会报告

下的愿景及强大用例（如自动汽车）的应用，

以打造所需活动。系统拥有更大自主权和“责

任感”日增产生的影响需要在其决策机制中考

虑沟通、伦理和人为因素。针对人工智能制定

一个恰当、可操作的伦理框架变得至关重要，

值得长期项目承诺，以将部分得到充分证明的

理论应用于实践。

3. 分布式架构与去中心化数据治理

参会者描述了金融革命的潜能，具体需求包

括继续致力于区块链研究，并解决该技术领域的

能耗需求。主要挑战是将这些数字化账本技术

的商业利益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传达给现有商业，

并就新的去中心化算法开展合作。实现公民对自

身数据的控制变得日益重要，但也对分布式架

构提出了挑战。需要对能实现更大自主权的多

样化未来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支持有效治理，

平衡各项权利并支持立法。

4. 发现与识别工具

该技术需要保障用户数据的使用和安全性

实现标准化，并得到远超出初始商业利益的尊

重。需要非专有、可扩展、可信赖、面向未来

的物联网标准来支持互联网与边缘网络间的端

对端链接。

5. 新形式的交互与沉浸式环境

该技术领域面临着数据隐私、多样化与数

据集中的问题。直观的界面需要对心理与生

物效应，以及处于虚拟现实世界的产业和公

民面临的威胁和机遇有所了解。需要开发面

向工作流和进程改善的工具，包括发展电池

技术。

6. 软件定义技术

如果能通过软件定义技术实现灵活性，并针

对中小企业采取争取方案，NGI 将变得十分强大。

协同开发可满足虚拟化与自适应算法的需求。随

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开始嵌入软件而非硬件，开发

新的软件规范变得至关重要。

7. 超越 IP 的网络解决方案

该技术领域深刻影响着数据主权及多样性、

多元化价值。对安全的重视及改进当前 IP 是合

理的。下一代互联网可能受益于非数据包方案，

但必须解决向后兼容问题，并提供优化的迁移途

径。高通量、低延迟和安全通信将对 NGI 基础

设施与架构带来严峻挑战。新的高速 TCP 协议

与工具是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

MIT 调研显示：机器学习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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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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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3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68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23B；其次是加

纳和埃及，均为 16B。3 月，除亚太、欧

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

外，非洲地区分配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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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B；

其次是埃及，36B。

3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

计有 405 个，其中欧洲 163 个，拉美 115

个，亚太 90 个，北美 32 个，非洲 5 个，

分别来自 65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

多的是巴西，81 个；其次是美国，28 个。

3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2 来自印度，

一个 /24 来自美国。3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

配数量为 2575*/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

最多的是印度，1031*/32；其次是美国，

3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印度居首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1  2017 年 3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图 2  2017 年 3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204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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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0.19 0.93 7.23 2018-05-20

APNIC 51.85 0.24 0.4 52.49 2011-04-19

ARIN 100.21 0.37 0 100.58 2015-09-24

RIPENCC 48.21 0.05 0.75 49 2012-09-14

LACNIC 11.08 0.06 0.23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45 36.23 2.32 256 /

3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8

个，IPv6 地址申请 15 个，EDU.CN 域名

注册 10 个。 （责编：杨燕婷）

283*/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

址数量最多的是英国，9526*/32；其次是

荷兰，1380*/32。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3 月 C E R N E 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3 月 C E R N E 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2 月有很大增长，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

来看，相比于 2 月入流量增加了 48.82G，出流量增加了 58.1G；

从 国 内 互 联 流 入 / 流 出 来 看， 相 比 于 2 月 入 流 量 增 加 11.03G，

出流量增加了 8.79；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2

月入流量增加了 3.84G，出流量增加了 2.57G。从 CERNET 主干

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

地区次之，华东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华中地

区第二，华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表示了 2017 年 3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入流量：275.56G               出流量：327.81G

图 1  2017 年 3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06.74G              出流量：81.81G    

图 2  2017 年 3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IC2017 年 3月

NOC2017 年 3月

3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增加 50G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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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4 月中旬，影子代理人 Shadow Brokers

又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批攻击代码（就

是他们曾要价 5 亿美元，宣称从美国中情

局下方程式组织偷来的攻击程序包中的

一小部分）。此次公布的代码程序共 12

个，涉及多个 Windows 系统漏洞，包括

Windows 文件共享服务漏洞（TCP 139，

445 端口），远程桌面服务（TCP 3389 端

口）漏洞及早期版本的 IIS6 服务漏洞。其

中影响最为严重的是 3 个 Windows 系统的

文件共享漏洞，几乎影响到 Windows 的全

线版本。虽然微软随后宣称，这些漏洞在

2017 年 3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中已经进行

了修补，用户只需及时安装补丁程序即可，

但是由于微软已经停止对 Win7 以下的操

作系统版本提供支持，因此，如 Winxp、

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 2003 Server 等受

漏洞影响的操作系统，没有相应的补丁程

序可用。我们对于依然在使用老版本操作

系统的用户，最好的建议就是尽快更换操

作系统版本，如果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及时

更换，就需要采用一些临时的防范措施来

防范风险，如使用防火墙阻挡所有来自外

部的连接请求。本次攻击代码中涉及的其

他安全漏洞影响的范围相对较小，如远程

桌面的漏洞只影响 Windows 2003 Server，

并且需要该服务开启了智能卡验证选项，

而智能卡验证选项是一种双因子认证模

式，通常只用在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需要这种安全级别的场合一般情况下，应

该很早就不再使用 2003 这种停止技术支

持的系统版本了。

4 月教育行业的漏洞报告平台（https://

src.edu-info.edu.cn/）开始启用，与高校网

站系统有关的安全事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近期没有新增影响比较严重的木马蠕

虫病毒。

4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 4 月的安全更新修补了其产品

线中的 174 个漏洞，其中 Windows 10（68

个）、Windows 10/Server 2016（24 个）、

Windows 8.1/Server 2012 R2（24 个 ）、

Windows Server 2012（18 个）、Windows 

7/Server 2008 R2（15 个）、Windows Vista/

Server 2008（11 个）、Internet Explorer（3

个）、Microsoft Edge（5 个）、Microsoft 

Office(6 个 )。从 4 月起微软正式修改了其

产品的补丁更新策略，每个月的更新将

会以单个补丁程序的模

式出现。也就是这一个

补丁将修补当月出现的

所有安全漏洞，而不是

像之前那样为每个漏洞

发布一个补丁程序。这

种改变简化了正版用户

的安全更新操作，但也

意 味 着 用 户 没 有 选 择

单独安装某一个补丁的权利了，这对那

些使用盗版软件或系统的用户来说是致

命的，因为他们只能在使用正版和不安

装补丁更新之中选择其一。修改了更新

策略后微软将不会再发布例行的安全公

告，取而代之的是安全更新指南，更新指

南将不会向用户详细披露被修补的漏洞

细节，只会告诉用户本次更新涉及的产

品。4 月的更新信息请参见：https://portal.

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guidance/

releasenotedetail/42b8fa28-9d09-e711-

80d9-000d3a32fc99。

2. BIND9 软件中存在多个拒绝服务

攻击漏洞，用户向 DNS 服务器发送特制

的请求时可能导致 BIND 服务发生断言错

误，从而退出进程造成拒绝服务攻击。

ISC 已经在最新的版本的 DIND9 中修补了

这些漏洞。DNS 的管理员应该尽快升级自

己的 BIND 版本，最新的版本包括：BIND 

9.9.9-P8、BIND 9.10.4-P8、BIND 9.11.0-

P5、BIND 9.9.9-S10。

3. PHPCMS 采用 PHP5+MYSQL 做为

技术基础进行开发，是一款网站建站系统，

高校网站中有不少是使用这个系统搭建

的。PHPCMS 9.6 版本中存在多个安全漏

洞，已知的包括任意文件上传漏洞及 SQL

注入漏洞，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公布的漏洞。

建议使用 PHPCMS 系统的管理员及时关注

相关厂商的更新动态，在没有更新补丁之

前建议使用WAF防火墙对网站进行防护。

4. Oracle 发布了 2017 年 4 月的安全

更新，修复了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299 个安

全漏洞，其中高危漏洞 181 个，可远程利

用的 251 个。受影响的产品包括 Oracle 数

Shadow Brokers 公布攻击程序  
Windows 系统受影响

CCERT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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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4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25%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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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环比增加 60%

文 / 郑志延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71%。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较 2 月相比有大幅提升，

3 月 入 流 量 均 值 为 26.77Gbps， 相 比 2 月 增 加 了 58.21%， 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减少 10.22％；3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

值为 29.97Gbps，相比 2 月增加 60.06%，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减

少 8.26%。

3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 2 月相比略有大幅提升。3

月入流量月峰值为 10.61Gbps，出流量峰值 6.91Gbps。

从 3 月的入流量分布来看，北京（清华大学）、北邮和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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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平均值为 5.22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

其均值为 4.83Gbps，占 18.04%；第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

流量的 10.21%。

从 3 月的出流量分布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量为

图 1  2017 年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7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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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据库（2 个）、Oracle Secure Backup 数据库安全备份（1 个）、

中间件产品 Fusion Middleware（31 个）；企业管理器网格控制

产品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Grid Control（2 个）、电子商务套

装软件 OracleE-Business Suite（11 个）、供应链套装软件 Oracle 

Supply Chain Products Suite（1 个）、OracleSiebel 托管型 CRM 软

件（1 个）；PeopleSoft 产品（16 个）、JD Edwards 产品（1 个）、

Primavera 产品（7 个）、Berkeley DB（14 个）；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11 个）、Financial Services Applications（47 个）、

HealthSciences Applications（1 个）、Hospitality Applications（6

个）、Insurance Applications（1 个）、Retail Applications（39 个）、

Utilities Applications（7 个）、Virtualization（15 个）、Commerce（3

个）、Hyperion（1 个）、Support Tools（13 个）、Java SE（8 个）、

Oracle Sun 系统产品（21 个）和 MySQL 数据库（39 个）。漏洞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curity-

advisory/cpuapr2017-3236618.html。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这次 Shadow Brokers 公布攻击程序显示，从 2011（程

序编译时间）年至 2017 年 3 月之间，Windows 的文件共

享服务一直处于可被远程入侵的状态，这期间有多少系

统被入侵已经无从考证。Windows 的文件共享服务多数

情况是服务于局域网内部的，跨网段使用该系列服务的

机会并不多，因此建议管理员可以在网络边界对相关服

务的端口（TCP 139 和 445 端口）进行封禁，以降低相

关服务给系统带来的风险。对于 Windows 远程桌面这类

必须远程使用的服务，我们建议可以通过限制地址来源

及改变服务默认端口的方式来降低风险。

最高，为 5.12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7.10%；其次是北邮节点，

占到总出流量的 15.04%；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

总出流量的 8.91%。 （责编：杨燕婷）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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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环比增加 60%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高校科研必不

可少的工具，高校科研必须紧跟国际最新

科研成果，但是部分国外科研网站访问很

慢，甚至无法访问，给国内高校教师正常

开展科研工作带来了许多困扰。

2017 年我国“双一流”建设将全面启动，

很多省份和211、985高校也相继发布“双一流”

建设规划，竞争态势非常激烈。在新形势新

政策下，高校能否提供国际畅达的科研网络

环境，支持教师高效开展科研工作，将对本

校能否晋级“世界一流高校、世界一流学科”

行列，以及在其中的排名产生直接影响。

目 前， 我 国 已 有 800 所 高 校 接 入

CERNET2-IPv6 网络，IPv6 网络对访问海

外科研网站具有独特优势。但由于 IPv6 

DNS 等原因，大量高校接入的 IPv6 带宽

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很多高校都在寻

求新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希望改善高校的

科研网络环境，另一方面实现用户上网安

全、可控，并尽量降低成本。

IPv6 国际科研通道服务

国家下一代互联网 CNGI-6IX 交换中心

设在北京清华大学，是国家批准建立的 IPv6

国际互联网出口，由 CERNET 负责日常运

营，提供运营商之间的 IPv6 网络交换服务，

并与国际 IPv6 网络（美国 Internet2、欧洲

GEANT2、亚太 APAN、TEIN4）高速互联。

“IPv6 国际科研通道”是赛尔新技

术推出的“国际科研网站 IPv6 访问加速

服务”。“国际科研学术通道”包括：

CERNET IPv6 网络（800 所高校已经接入）; 

IPv6 科研 DNS 服务 ;6Box IPv4-IPv6 隧道

网关系统 ; 定制 6Box 前端（包括无线路

由器、软件版客户端）; 定制科研导航网站。

 IPv6 科研 DNS 服务

IPv6 科研 DNS 转发服务器部署方便、

性价比高、实施快，可以激活高校现有的

IPv6 带宽，使 IPv6 网络成为支撑高校及科

研机构科研工作的网络平台。对于已经接

入 IPv6 网络的高校（或科研单位），通过

IPv6 科研 DNS 服务，即可使用 Scholar 学术

搜索服务访问国际科研网站。

服务方式：

1.DNS 授权服务：高校的 IPv6 地址经

授权后使用（稳定性较差）；

2. 本地部署 DNS 转发服务：在高校

校园网内（或科研机构内网）部署 IPv6

科研 DNS 转发服务器，具有高稳定性、

更快速的显著优势；

3. 科研 DNS 解析优化：可根据用户

反馈的科研网站需求，不断增加 IPv6 DNS

解析，实现访问更多国际科研网站。 

IPv4-IPv6 隧道网关系统

6Box IPv4-IPv6 隧道网关系统的主要

功能，是实现在 IPv4 网络上访问 IPv6。

高校不必升级校园网支持 IPv6，只需部署

IPv4-IPv6 隧道网关系统，为教师提供 6Box

前端设备（定制无线路由器或客户端软件），

即可在 IPv4 网络上访问 IPv6 网络资源。

主要功能：

1.IPv4 局域网访问 IPv6：高校 IPv4 校

园网部署 IPv4-IPv6 隧道网关系统，教师就

可以在 IPv4 校园网上访问 IPv6 网络资源。

2.IPv4 广域网访问 IPv6：高校教师、科

研人员在家或者出差，也可在电信、联通

IPv4 网络上远程联接高校内部网络的 IPv4-

IPv6 隧道网关系统，访问 IPv6 网络资源。

3. 用户账号可管可控：只有获得了

6Box 前端及账号的授权用户才能使用，

大大提高安全性，实现了用户可管可控。

4. 可定制 6Box 前端设备：包括 6Box

便 携 版（2~5 人 ）、SOHO 版（20 人 ）

IPv6 无线路由器，安卓版、苹果版 App，

以及 PC 版软件。

IPv6 服务于国际科研协同合作
赛尔助力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IPv6 国际科研通道部署方案

应用场景一：适用于 IPv4/IPv6 双栈

校园网

对于已接入教育网 IPv6，校园网已升

级 IPv4/IPv6 双栈的高校，仅需使用 IPv6 

DNS 服务套餐，在校园网部署一台 DNS

转发服务器，即可访问全球主要科研网站。

应用场景二：适用于纯 IPv4 校园网

访问 IPv6

对于已接入教育网 IPv6，但校园网目

前只支持 IPv4 协议，只需在校园网内部

署 IPv6 DNS 转发服务器和一套 6Box IPv6

隧道网关系统，为高校教师配置 6Box 前

端，即可让教师进入 IPv6 网络，访问全

球主要科研网站。

如果高校教师在家中、外出、出差途

中，只要为 6Box IPv6 隧道网关系统配置

公网 IP 和带宽，即可让教师远程进入高

校的 IPv6 网络，访问国际科研网站。

应用场景三：适用于访问冷门国际科

研网站

如果高校教师需要访问某些冷门科研网

站，现有 IPv6 国际科研通道无法访问，可以

增加 IPv6 DNS 解析并部署专用海外加速服务

器，即可满足高校的需求。 （责编：杨燕婷）

赛尔新技术公司是赛尔网络的

子公司，其使命是发展下一代互联

网 IPv6 服务，推动 IPv6 普及应用。

2017 年 5 月，赛尔新技术公司将推出

“百所高校免费试用 IPv6 科研 DNS

活动”，已经接入 IPv6 网络的高校，

可以申请免费试用 IPv6 科研 DNS 服

务，期限 2 个月，欢迎大家申请试用。

联系电话：010-62603427、010-62603437

电子邮箱：jiky@cernet.com

百所高校免费试用 IPv6 科研 DNS 活动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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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2017 智绘互联校园新生态峰会在南京召开

本刊讯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步广泛应用，对教育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促进高校运用新技

术深化教育改革，优化高校服务方式，提

升教育教学水平，4 月 20 日，“WE+2017

智绘互联校园新生态峰会”在南京国际青

年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近 2000 名来自全

国 800 多所高校（含高职）的 120 多位校

级领导，以及校办、人事处、学生处、教

务处、信息中心主任等部门负责人，还有

阿里云、华为等覆盖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专业领域的 200 余企业高管以及

媒体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时代“互

联网 +”技术与高校的融合。

此次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金智

教育共同主办，知途教育、阿里云承办，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协办，

并获得了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大

力支持。

大会分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互联

网＋”时代高校创新信息服务、“互联网＋

高校”校企融合人才培养）分别进行，论坛

围绕“‘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变革之

路”、“‘智慧校园’建设及运营模式创新”、

“‘互联网＋高校云生态’下的人才培养”

等多个教育相关话题进行探讨。

在主论坛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

长瞿振元、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秘书长康凯、南京师范大学校长

胡敏强、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件

与信息服务业处处长池宇等多位高等教育

界重磅嘉宾出席，分别针对高校信息化与 

“双一流”建设、数据驱动教育变革、“智

慧校园”建设模式创新等进行解读分享，

并提出高校信息化建设“适应新创新”模

式等全新建设思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在致辞

中表示，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教

育信息化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它是教育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教育现代化的

重要基础，还对教育现代化起着引领性推

动作用。

金智教育 CEO 史鸣杰在会上表示，

云计算、大数据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2017 年是智能教育、云教育的元年。作为

一家 20 多年专注于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公

司，金智必须要释放出能量，为大家提供

更多的服务，让应用更为简洁。

在分论坛上，作为各行业领域的领军

企业，阿里云、金智教育、Wiley、小 i 机

器人、安恒信息、星环信息科技、爱数、

Nibiru 等信息化服务企业高层也结合当前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在高校信息化全行业的新运用，为“智

慧校园”建设模式创新、高校信息化服务

和效率提升，以及高校教学、科研、人才

培养等各方面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并

勾勒出全行业教育生态的蓝图。

作为高校的核心业务，新技术人才培

养方案在高校如何落地也是当前高等教育

发展的重要课题。在“互联网＋高校”校

企融合人才培养分会场，知途教育、阿里

云大数据学院、厦门大学等企业和高校，

共同探讨了“互联网 +”时代的人才培养

解决方案与教育模式创新，提出要打造融

合职业教育、高校教育校企合作的教育新

生态，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合全球知名

企业资源，把握市场行业人才需求数据，

精准化定位，在“做”中培养真正适合前

瞻性应用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此外，会上还首发了“互联网 + 高校

云服务”模式，该仪式由北京北方阳光教

育科技集团、江海职业技术学院、金智教

育、阿里云共同发起，未来四方将一起开

展智慧校园建设云交付运营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校企融合共同助力高校信息化可持

续发展。 （责编：杨洁）

论道“互联网＋高校”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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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来，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在很多方面，如环境、

条件、结构、成分、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对高等教育的办学和育人的

思想、教育理念、管理方式都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总体方案》，将鼓励和

支持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类型的高水平

大学和学科的差别化发展，进行总体规划，

分级支持，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 年开始

制定方案，与国家五年建设方案同步实施。

学科“双一流”建设，设定了未来

30 年的目标，“双一流”要坚持以学科

为基础，一流学科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

是要拥有一流的科研，要产出一流的学术

成果；二是拥有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一流

的人才。而一流的科研和一流的教学，需

要有一流的学术队伍。

对于学校而言，“双一流”建设，既

要有充足而灵活的经费，又要有有效的管

理体制和机制。对于老师而言，最头疼的

是各种待遇，有的时候强调教学，有的时

候强调科研，要求一岗双责。“双一流”

高校信息化发展与“双一流”建设

要打造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对学科重

视的发展，高等教育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

多样化发展的阶段，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高校发展类型层次不同，科研水平也

不相同，客观上要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本校的特色和发展

条件，适度参考国际上同类先进大学的办

学经验，在不同方向与不同学科专业，以

特色胜出，逐步提升大学的国际影响力。

“双一流”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终极

目标。我们国家的“双一流”建设，是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是建设从大国

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另外，

“双一流”建设，要紧密结合国家发展和

国家人才战略，充分重视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要发挥引

领作用，它的前瞻性，包括人才储备、国

民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

观念，资源共享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可

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出行用车公司 Uber

没有一辆自己的出租车，阿里巴巴没有自

己的百货大楼和店面。那么，发展 MOOC

的时候，会不会也就没有了单一功能的教

室？知识共享的时代必然到来。事实上，

我们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不同的

社会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教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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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出高徒。其

特点是规模小，没有标准，但个性化。到

了工业社会，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

事实上是适应了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组织形

式和知识传播的形态。工业社会的教育要

素和教育的实施主要集中在学校，学生和

家长都是追逐名校。其特点是有一定规模、

标准化，没有针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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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个性

化。其特点是大规模、灵活性、个性化。

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对教育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模式发生

变化，主要体现在时间的碎片化，灵活性

的学习；二是带来了教学方式的转变，从

传统的单项的知识传授变成了影响、互动

式的教学；三是学校形态发生变化，比如

MOOC、云学校、翻转课堂等，导致了现

有师生关系、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的改变，

进而重构学校的生态方式。

今天，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变革 ?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要以开放的思想，

开放的形态来迎接改变。如今 95 后的大

学生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互联网原住民，他

们从小习惯于屏幕学习，认为屏幕学习

效率高。观念的差异，很难在短时间内

弥补，要尽快从政策上，机制层面上应

对新的挑战。

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尽

快制定教学资源的上网认证的标准，针对经

过认证的教学资源类制定上网学习效果，制

定微课程证书发放办法等等，必须要有标准。

我们要以“智慧校园”建设为基础，

以信息治理为龙头，切实做好高校信息化

的发展和创新，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做好环境和应用支撑，为我国““双

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和高等教育的长

远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编：杨洁）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

论道“互联网＋高校”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 本文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志民在“WE+2017

智绘互联校园新生态峰会”上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

人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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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变教育

由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教育生态的又一

次平衡

 首先，技术改变教育。技术的导入，

就可以改变所在社会的形态，社会形态的

变化又造就与之对应的新教育。当前我们

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和

过渡阶段，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由于

信息技术的导入，使得整个社会系统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影响到政治、文化、经济

各个方面的形态。

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难以支撑信息化时

代的人才培养

尽管我们已经逐步进入信息化社会，

教育创新发展新动力

但我们的教育目前几乎还是停留在工业化

时代的教育，这样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形态

及其对教育的要求，跟教育的形态之间就

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这个冲突的集中表现

在：这个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跟现有

教育支撑体系之间的矛盾。

信息化时代需要新的教育支撑体系

信息化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知识、

技能、素养并重型人才。21 世纪需要的

人才是能力先于知识，但我们现有支撑体

系基本上还是以知识传授为主，以课堂为

中心，以教室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

考试为中心，以“教”为中心。

大学要培养的人一定是适合这个时代

发展的人。教育是面向未来培养人才，是

启迪每个人的智慧，何况我们国家又在向

创新国家迈进，所以，创新的国家需要创

新的人才，创新的人才需要创新的教育。

通过深度融合创新教育

“化”的定义

通过教育和技术的深度融合，来创

新教育，信息化“化”什么？对信息化

而言，“Transforming”是比较合适的词

语，就是要改变内在结构，信息化关键

在于“化”。“化”是要改变教育系统

内在的组织模式，通过重组和再造，来

建立新的组织和结构。如果我们只使用

信息技术而不改变，不做“化”的工作，

那么可以说是“新瓶装老酒”，是反作用，

而不是正作用。

“化”的内涵

“化”的内涵在于结构的重组和流程

的再造，最后是文化的再造。实际上，它

的核心是利益的再造，信息技术对教育具

有革命性的影响。

信息化必将改变教育行业的传统生态

美国每五年发布一个 NETP 报告，它

是关于信息技术改变教育的报告。早在

2010 年就提出，必须推动信息技术支撑

下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进化式

的修修补补。到了 2016 年又提出，再也

不要讨论教育是否要用信息技术的问题，

而是如何应用信息技术来改进学习，已获

得更好的绩效。确保学生获得高质量的学

习体验，这是信息化最根本的目的。

教育信息化的内涵

信息化中“化”的内涵在于以人的发

展为本位，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

合，实现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重建，结构的

重组，文化的重构，转换教育发展的动力

结构，而不是现在单一的供给结构。从价

值到结构到流程，再到文化，最后要形成

教育发展的新动力，其目的是促进人的全

面自由的个性化的发展，启迪每个学生的

智慧，形成“人人能学，处处皆学”的态

势，这是信息化的内涵。

教育教学的“化”

那么，具体“化”在哪里呢？应该是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未来教育必定是构建在互联网上的新教育，构建两个空间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个

性化发展。

论道“互联网＋高校”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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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管理各个方面。首先就是教学，

在工业社会，可能更多的是以老师为中心

的模式，传道授业解惑。21 世纪，我们

需要的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为中心，以

能力培养、价值观的形成为核心。当然，

基础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我们的学生，

不仅跟老师学，跟他的同伴学，跟 MOOC

学，同时还要跟企业去学习，跟社区去学。

这是一个开放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要“化”到这样的新生态。我们可以了解

一下《斯坦福大学的 2025 计划》，其中“开

环教育”就明确提出了要培养 21 世纪的

创新人才，打破四年封闭学制，实施开环

教育。

数据驱动学校  分析变革教育

“数据驱动学校，分析变革教育”，

将成为我们未来往“2030”转变的一个主

要趋势。没有大数据的支持，规模化跟个

性化就是一对矛盾，在我们物理空间上是

无法解决的。信息化互联网再造的空间叫

做“虚拟空间”，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让规模化中的个性化变为可能。国家

十分重视教育大数据的发展，今年国家发

改委就成立了第一个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育管理的“化”：结构重组与流程再造

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以后，我们面临的

问题越来越不是职能化、层级化管理的问

题，而是横向的联系，无论是学科的横向

联系，还是管理的横向联系，遇到的都是

以问题为导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成立

很多的协调小组、领导小组来解决这些问

题，管理的成本和效益大大降低，服务质

量也不够。那么，在信息社会，刚才提到

的要“化”进去，就必须要建立扁平化的

流程性组织结构，要按照学校的战略，直

接指挥到或者服务到我们的学生、老师以

及管理人员，这就要依靠大数据，要进行

流程的重组与再造。

华中师范大学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融合的探索路径

华中师范大学在信息化工作方面进行

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首先，我们觉得“化”

就是要化到所有的业务中去，而不只是建

立网络和应用系统。如果还按照过去的工

业化社会结构，每一个部门建立信息系统，

那么越建，问题就越多，这样是“电子化”，

不是“信息化”。“信息化”最重要的就

是对组织和结构要进行重组和再造。

顶层设计：确立学校发展战略

华中师范大学的二级管理模式是“学

院办大学”，不是“大学去管学院”。因

此，将 70% 科研可分配经费全部交给学院。

“化”要从这一系列的要素进行，首先要

创新理念，提出了“一体两翼，体翼结合”

的发展理念，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信

息化。

理念创新：明确人才培养方向

我们提出了人才培养的“三四三”原

则，“三生教育”，“4C 能力”，“3S 素养”。

特别“3S 素养”，大学应该给学生 21 世

纪的基本素质素养，因此要构建自主管理、

自主学习、自主服务的学习和环境。把时

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要加强过

程评价，特别提出以主动学习为主。

搭建“云 + 端”教室教学环境

我们构建了“三空间”的学习环境，

未来空间绝对不是教室，教室只是物理

空间，还要打造资源空间，资源空间包

括课程资源、MOOC 资源，还有合作企

业的资源。最后就是社交空间，21 世纪

的学生更重要是从社交空间来进行交流。

我们正在建的近 9 万平方米的新型教学

大楼，这个教学大楼是要打造正规学习

与非正规学习相结合的学习环境，特别

是主动学习的环境。先把环境改变，环

境变了，老师的教和学生学习的方法就

会慢慢改变。

随时随地学习：开发移动学习平台

学校建有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数字化

学习工程中心，有将近一两百人的团队在

支持这场改革。我们构建了整个移动的学

习平台，大力推进资源的建设，包括校内

资源和校外资源。

多元协同：推进课程资源建设

目前所有的必修课全部上网，为此

我们推了三年。构建了教师教育的网络联

盟，尤其教育部六所师范大学进行课程的

共享，还建立了两岸四地的师范大学的协

同培养联盟和资源共享机制。2012 年，

我们发展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模

式，实现了课前、课中、课后无缝衔接和

流程再造，鼓励混合式教学，把课程拿到

课前，把课后拿到课中，进行教学的流程

再造。

打造 UGBS 协同创新模式

作为师范大学，我们打造了 UGBS 的

育人模式，就是协同育人。工科大学也要

构建 UGBS 的模式，也就是大学、政府、

企业和学校。我们变革了组织结构，建立

了新的机构，去掉了一些老的机构。

同时，进行流程再造，利用三到五年

的时间打造“三个一工程”—— 一张表工

程，一站式服务工程和一键决策功能，面

对学生、老师、领导和管理人员。我们打

造了“3S”的服务环境，通过流程再造新

生报到、奖学金的评定、财务管理的服务。

营造教学创新文化

要固化改革成果，一定要构建新的文

化，为此我们创办了教学节，开展了一系

列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创新竞赛，积极营

造鼓励教学创新的文化氛围。

未来教育必定是构建在互联网上的新

教育，构建两个空间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全

面自由的个性化发展。 （责编：杨洁）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本文根据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在“WE+2017

智绘互联校园新生态峰会”上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

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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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的现状和问题

信息化相当于一个家庭的水电气，是

高校的一项日常性工作，一所大学的教学、

科研、学生、师资、资产的管理都依赖于

信息化建设。正因信息化对高校如此重要，

现在各高校都在花大力气和大投资进行这

项建设，并将其作为高校的一项关键性基

础工作：（1）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建设有

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需

要；（2）高校信息化建设是整合资源，

全面规范，提升学校管理水平的需要；（3）

信息化建设能够提升教学、科研、生活，

师生服务满意度的需要。

目前，很多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投资并

非那么“有效”，甚至可以说是“效率低

下”，这也是信息化管理者正不断摸索和

“头痛”的问题。为何会出现效率低下？

这与多数学校采用的建设模式有关。

据了解，现在多所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采用的是通过购买产品和实施定制项目的

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高校和企业之间只

是简单的甲乙双方的关系，项目验收，是

项目制、阶段性的，而高校的信息化建设

是长期性、系统性的，但传统合作过程中

却忽略了“谁来对高校信息化的使用价值

负责”这一重要问题。这就决定了该模式

下的校方和厂商无论哪一方，单方面均无

法确保用户所需的投资价值的实现，且会

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1）校方和企业，都是站在合同的

立场上，以购买产品和定制项目的方式，

完成彼此的契约职责，这使得没有人真正

关注普通师生的使用价值以及信息化建设

投资价值的实现。

（2）该方式会导致信息化投资的低

效率问题。

（3）该方式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持

续，由于产品交付和项目交付都是一段一

段的，并非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不可

能使高校信息化得以持续优化。

那么，我们信息化的投资到底要获

得什么？如何让信息化的投资有效并有价

值？何为“有效投资”，就是要让信息技

术真正地被用户使用起来，并能够促进学

校的有效发展，促进高校核心业务，包括

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发展，有了功能

不等于功能被最终用户使用起来，“信息

化建设”需要的就是持续的价值交付。

高校信息化适应性创新模式

每个学校发展的历史，定位以及长期

形成的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信息化建设

要搞好，必须要创新，但是创新的路径可

以不同。如何提高创新的效率，降低创新

的成本， 可以采取先磨合，后融合，再

创新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磨合

先易后难，真实使用场景下，达成认知

的统一。高校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而且是先进的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发展需求

的一个融合创新，持续发展的过程。

对于绝大多数学校来说，信息化的创

新不应该是从零开始的原创，而应该是基

于各个高校公共认知基础上的创新。以此

为基础，学校使用产品，并和厂商进行使

用磨合，双方在一个真实的使用场景下，

先易后难。

作为高校 ，先选择需求旺盛、积极

主动的部门切入信息化建设；而作为企业，

应该在此过程中，展现自己的目标和责任

心、业务理解的能力、技术能力以及本地

服务能力，高校在磨合阶段要充分细致的

考察上述四个方面，为双方的融合打下基

础，彼此适应，推动高校信息化。

在这样的“适应性”过程中，对于高

适应性创新模式助力高校信息化建设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胡敏强

信息化建设要搞好，必须要创新，但是创新的路径可以不同。如何提高创新的效率，降低创新的成本， 

可以采取先磨合，后融合，再创新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论道“互联网＋高校”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2017.5 中国教育网络 55

校而言，基于各个高校共性功能系统子集

的使用，可以使得在建设过程中，进一步

认识信息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升对于信

息化认知的水平，降低不切合实际的创新成

本，是一个建立概念，了解企业产品的过程，

也意味着 更少的资金投入，更低的沟通成本，

更快的上线时间和更高的软件质量。

融合

基于认知的统一下，建立系统化的融

合机制，追求使用价值。管理部门有了适

应性使用的体验，就会提出反馈意见，如

各种流程和现有软件不匹配的地方，功能

不满足要求的地方，通过前期积累的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进而提出精准化的创新需求，

要想做好基于精准化的创新需求，双方必须

在磨合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持续的融合。

作为高校，需要强化自身的建设能

力，进一步理解技术引发的模式变革，精

细化梳理业务的使用场景，梳理业务流程，

也能够深入理解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日常性

的、根本性的基础工作，是一个连续性的

过程，需要持续投入。而作为企业，也应

该细化了解高校需求的颗粒度，深刻理解

高校的业务运作机制，并分享其他高校在

使用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创新经验和创新应

用，提升自己产品的可复制性，不断提升

软件流程和高校业务流程的可匹配性，权

限可配置性，加强对于高校的不同层级的

深入的培训，而不是泛泛的培训，加强运

营、服务的可持续性。

双方在认知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就 

组织保障、预算机制、评价体系等，建立

系统化的融合机制进行创新 ，为精准化

创新的不断持续，打下良好的基础。

创新

创新不仅是应用的创新，更是管理的

创新，流程的创新和评价的创新。创新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个性化应用的精准创新，之所

以是“精准的”，缘于它是在“分析数据，

反馈真实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下一步就

是要做精准化的分析，软件企业要去做高匹

配的设计，拿出原型图，倾听用户的心声，

快速开发，并且做好各种使用前的测试，生

成满足不同高校要求的个性化精准创新应

用，确保师生使用起来是减少工作量的，真

正提高了工作效率。业务应用的优化，是一

个需要持续迭代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管理的创新和流程的创

新，高校和企业通过深度的融合，双方彼

此应该要总结在合作过程中的各种好的经

验，并把它“系统化”，形成机制，不仅

要收集过程数据，还要收集用户的行为数

据，一切以“师生是否满意”为目标，一

切以“是否发挥使用价值”为评判标准。

过去信息化的绩效评估机制很难量

化，希望通过双方的融合和深度合作，能

够拿出一套基于数据说话的信息化绩效评

估机制和系统，只有目标一致，才能更好

的配合，实现信息化建设的持续优化。

长效保障机制

组织保障机制

目前的组织架构：基于“事”的管

理架构。过去我们实施信息化建设，因为

是采用的是项目组结构，即学校和企业方

各出一个项目组对接，大家是围绕功能依

据招标要求，是否开发完成，是否符合合

同要求展开对接，学校和企业之间并没有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这还是一种 

基于“事件”的管理架构。

未来的组织架构：基于“人”的服务

架构。今天，当我们要实现持续的使用价

值和适应性创新时，必须从最终的使用者

出发，了解并倾听他们的诉求。组织架构

应该是一种围绕 “人”展开的“服务”架构。

从建设的角度来说，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情，在高校的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的领导下，需要有一批行业专家的加入，

强化服务的规划，流程的规划，数据的分

析，尤其是做好安全审计工作，确保数据

安全，充分发挥企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

做好行业先进技术的实现。

对于高校信息化建设来说，就是要把

组织架构渗透到所有的使用者，高校要想

办法有效地组织师生和企业的各种力量，

不是从管理者角度单方面的规划功能，而

是要充分收集使用者使用后的反馈需求，

真正地去倾听和答疑，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只有这样，需求才会更

加精准，然后，再基于这些需求和评价反

馈，进行归纳优化，形成闭环。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

一个完整的赋能反馈需求运营的机制和平

台。在该机制下，高校要了解相关信息技

术、新产品模式，与企业共同创新。让使

用者能够真实地反馈用户体验、吐槽和评

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校信息化建设的

持续运营，这也是“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

高校信息化运营迭代的组织架构的创新变

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经费划拨和结算机制

因为适应性创新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

过程，各个学校的管理模式，管理体系和

管理流程不一样，发展速度、权限分配不

一样，因此，管理工作的量也不一样，管

理模式的调整速度也不一样。维护、修改

和调整是永恒的，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为

我们提供简便、快捷、可靠、有效的服务，

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适应性创新的模式下，应该按照高

校持续性需求服务的自然属性进行预算的

制定，应该包括但不限于四个部分，即产

品预算、定制项目预算、系统运维运算以

及赋能运营预算。

同时，结算的机制也要匹配，一个项

目的投标文件或合同是不可能把所有问题

讲清楚的。标书中写了相应的功能，但是

在“界面、流程设计、易用性”等多方面，

具体软件的实现是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

我们要把阶段性项目制费用的结算模

式予以优化改进，要变成连续性的，不同

类别的结算方式组合，例如：一次性采购，

按年服务，按次服务，按使用效果付费等。

（责编：杨洁）

适应性创新模式助力高校信息化建设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 本文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校长胡敏强在“WE+2017

智绘互联校园新生态峰会”上部分观点内容整理，未

经本人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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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线校园网已经成为校园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生宿舍楼是学生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

场所，越来越多的学生习惯了使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笔记本

电脑等各类无线终端在宿舍内上网。为了满足学生们在宿舍内日

益增长的无线上网需求，对外经贸大学对校内的五个宿舍楼进行

了无线网络的设计和部署，很好地提高了学生使用校园网的满意

程度，同时完善了学校无线网络布局，推进了校园信息化建设。

宿舍楼无线网络部署背景

本次无线项目将对校内汇文楼、汇康楼、汇智楼、汇美楼以

及虹远楼五个宿舍楼进行无线网络改造，实现对每个宿舍无线网

络的全覆盖。在本次部署之前，此五个楼内的无线网络均为走廊

放装式部署，仅仅在楼道间布置了有限的 AP 设备，远远满足不

了学生无线上网的需求。

各宿舍楼的平面图和未改造前走廊放装式无线网络部署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汇美楼、汇智楼、汇康楼有 5 层，汇文楼有 6 层，每个宿舍

4 到 5 人，这四个宿舍楼均为男生宿舍，每个宿舍楼各一个设备间，

一共约 870 间宿舍。虹远楼为女生宿舍楼，共有十层，约 2000

多间学生宿舍。虹远楼地上楼层一共有 12 个设备间，分布在二、五、

九层，每层根据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位分为 ACDF 区，

每个区域各一个设备间，每个区域对应的二、五、九层的设备间

互通互联。

从图 1、2 中可以看到，原宿舍楼内仅在楼道间布置了有限

的 AP，约平均 6 个宿舍共用一个 AP，学生的无线上网体验感很差。

由上述平面图可以看到，宿舍楼的无线网络部署场景有以下

几个特点：一是走廊比较狭长，信号在狭长的空间中被来回反射，

容易形成“多径干扰”；二是由于墙壁的材质等原因，无线信号

不容易穿透；三是宿舍内人群多且密集，并发量大，对无线网络

的性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宿舍楼无线网络设计与部署

建设宿舍楼校园无线网络，除了要满足学生容量的现状与

未来几年内的发展之外，还需要根据无线网络自身的特点，为

其规划设计一个“有线无线网络融合、一体化管理、高带宽、

大范围覆盖、安全可信”的无线覆盖网络，无线网络规划将从

无线信道带宽保障、重点区域覆盖、安全可信、认证及网络管

理充分融合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虹远楼无线部署方案

1. 无线网络拓扑设计

高校宿舍楼无线网的设计与部署

图 1  汇字楼的平面图及某层走廊内部署的 AP 位置

图 2  虹远楼的平面图及某层走廊内部署的 AP 位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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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项目为无线 AP 更新及无线网络新建，所涉及的设备包

括 AP、POE 交换机及汇聚交换机。POE 接入交换机采用千兆交换

机，千兆上下联到 AP 和汇聚交换机，其具有拓展万兆扩展卡的

能力，可以满足未来大流量需求。汇聚交换机采用小型箱式交换机，

具有超高的拓展能力和超强的性能，满足全宿舍楼 2000 多个房间、

万人用网的大流量网络需求。汇聚到核心为万兆光纤链路。

在本次的设计中，虹远楼无线拓扑如图 3 所示，共有 20 台

POE 接入交换机，和一台汇聚交换机，其中 20 台 POE 接入交换

机放在虹远楼的其中五层，每层根据东南西北四个角分为 ACDF

四个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弱电间各 1 台，每台供其方位的两层的

AP 通过双绞线连接，距离小于 100m。

2. 室内部署设计

针对虹远楼的场景特点，采用 AP 室内分布式部署，其整体

方案由无线控制器、室内分布式 AP、馈线、智能天线 4 部分组成。

这样的方式部署简单，易于管理和维护，节约成本。一个 AP 可

以覆盖 8 个房间，数量可以灵活设置，通过将射频卡引入室内，

使得每个房间的用户共享一块射频卡性能，性能大幅增强。

男生宿舍楼无线部署方案

1. 无线网络拓扑设计

汇智楼、汇康楼、汇文楼、汇美楼这四个男生宿舍楼是彼此

独立的楼，楼层低，房间结构相对简单，因此针对汇字楼的无线

网络采用多级分布式架构部署。在主机侧的数据转发和业务管理

上分别采用不同的模块进行处理，增强设备的性能和稳定性，并

辅以万兆上行接口，可以彻底消除数据传输瓶颈；入室部署的微

AP 射频模块采用独立 CPU 进行数据处理和转发，独立射频芯片

进行多用户空口调度，消除了因为共享主机性能带来的性能瓶颈。

主 AP+ 微 AP 的多级分布式架构设计给该解决方案带来了

超高性能，同时因为主 AP 的统一规划管理，对比传统的独立 AP

也可以更好的进行终端的漫游漂移和信道的规划。

智分 + 系统中的主 AP 和微 AP 射频模块在管理上是一个单一

AP，微AP射频模块是主AP的射频卡，无需单独管理、无需软件升级、

无需下发配置、不占用无线控制器 licence，同时省去了 POE 交换机。

24 个房间的高性能无线部署仅需管理一台 AP 主机即可，为

管理人员节约了极大的后期管理成本，即使是上万个房间规模的

无线部署，也仅需管理数百台 AP。这样的方式部署使得结构简单，

易于管理和维护，且每房间集成了两块射频卡，使得性能不再成

为瓶颈，很适合宿舍网这样的密集部署环境，具体的无线网络拓

扑设计如图 4 所示。

2. 室内部署设计

汇智楼、汇康楼、汇美楼、汇文楼每个楼各部署了 1 台无线

汇聚交换机，用以汇聚若干主 AP，每一个主 AP 有 24 个口，每

一个口通过网线连接一个微 AP 射频模块至某一个宿舍，通过这

样的方式实现宿舍楼无线网络全覆盖。入室部署的微 AP 射频模

块采用独立 CPU 进行数据处理和转发，独立射频芯片进行多用户

空口调度，且支持最新的 802.11ac wave2 技术，支持 mu-mimo，

适用于各种场景，并具备 4 个下行口，适合有线无线一体化部署。

无线信号覆盖指标

为能够提供优质的无线服务，所有房间（面板 AP 除外）内

要求无线信号在室内任何空间信号强度 5G 同时不低于 -65dBm，

丢包率小于 1%。同时为了达到信号稳定，同频率、同信道的干

扰信号强度不得高于 -75dBm。

宿舍楼无线校园网测试

室内 AP 部署完成与未部署之前的比较

将走廊放装式 AP 开启，室内 AP 关闭，分别选取离走廊放

装 AP 最近和最远的两个房间，对其大门与窗口的位置分别进行

信号强度测试。然后关闭走廊放装 AP，开启每一个房间的 AP，

图 3  虹远楼无线校园网络设计拓扑

图 4  男生宿舍楼无线网络设计拓扑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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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综合测试

表 4 为宿舍楼内无线网络部署完成以后的综合测试结果。

由于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园网分为内网与外网，对其分别测

试，测试结果显示正常。

此外，用户网关与出口设备的延迟小于 10ms，两者的丢包

率均小于 3%。

宿舍楼无线网络监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宿舍楼无线校园网部署完成以后，我们通

过 IT 运维管理系统以科技化的手段实时监控无线校园网运行状

况，有效保证综合网络的稳定运行。

无线校园网出入流量监测

IT 运维管理系统可实时监测宿舍楼的无线校园网，能够观

测某一个楼任意时间段内无线校园网的出入流量，如图 5 与图 6

所示。

这两图显示了虹远楼、某男生宿舍楼某一个时间段内无线

校园网的出入流量。从图中可以看到 3 月 16~23 日，虹远楼每

周的入流量峰值为 1.95G，出流量的峰值为 344M；某男生宿舍

楼每周的入流量峰值为 151M，出流量峰值为 44M。此外，

图 中 还 显 示 了 无 线 校 园 网 的 高 峰 期 持 续 时 间 一 般 在 晚 上 的

10~12 点。

无线网用户数监测

IT 运维管理系统可以监测到某一个时间段内无线用户的数

对此两个房间的大门与窗口位置分别进行信号强度测试。结果

见表 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走廊放装式部署的 AP 远远无法满

足同学们宿舍内的无线上网需求，离 AP 最远的宿舍，室内没有

无线校园网信号，离 AP 最近的宿舍，其室内在较远位置时，信

号强度为 -75dbm，基本达到不可用级别。

室内 AP 与走廊放装 AP 间的干扰测试

此测试主要是观察室内 AP 与走廊放装 AP 彼此干扰时的终

端速度。具体操作是：对走廊放装 AP 原有移动 ssid 和学校自

有的 ssid, 不调节放装 AP 功率，在功率不降低情况下 , 部署智

分的一个天线到室内，信道与走廊放装 AP 信道一致，关联一个

终端，进行速度测试。测试时分别选取床位、阳台两个位置的

信号，测试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到，远端位置放装信号为

-75dbm，基本不可用，终端连接智分信号则使用正常，下载速

度达到 2Mbps。近端信号强度相差较小，终端有一定概率连接

到放装 AP 上，对智分产生干扰。

无线终端漫游测试

关闭走廊 AP 的学校 ssid，在两到四个房间部署的 AP 功

率调节为 50%，用一个终端从一个房间通过走廊依次走到另外

的房间，测试关联情况。主要测试在走廊 AP 拆除的情况下，

是否可以做到终端的走廊漫游不掉线（同 AP 即可）。测试结

果见表 3。

对于走廊漫游的功能，智分天线（50%）在走廊的穿墙信

号强度为 -57dbm，放装（10%）走廊的信号强度为 -56dbm，

可见其信号强度相差不大。此种情况下，一般行为取决于终端，

一般情况下终端会继续关联原 AP，但是部分终端会选择其他的

AP，有可能连接到走廊 AP 上，故需要在 AC 侧做三层漫游隧道

功能。

部署方式 近端 走廊

放装 -59dbm -75dbm

智分 -48dbm -57dbm

表 1  室内智分 AP 与走廊放装 AP 的比较结果

部署方式
最远的房间 最近的房间

大门（近端） 窗口（远端） 大门（近端） 窗口（远端）

放装 无信号 无信号 -59dbm -75dbm

智分 -47dbm -58dbm -48dbm -57dbm

表 2  走廊 AP 与智分 AP 干扰下的终端测试结果

部署方式 近端 走廊

放装 -65dbm -56dbm

智分 -50dbm -57dbm

表 3  无线漫游测试结果

无线网络测试结果

SSID UIBE-WLAN 信号强度 -59dbm

内网认证 正常 外网认证 正常

用户网关 延迟 ≤ 10ms

网络出口设备 延迟 ≤ 10ms

用户网关 丢包率 ＜ 3%

网络出口设备 丢包率 ＜ 3%

表 4  无线校园网综合测试结果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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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无线网络拓扑监测

图 9  故障报警监测

量，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IT 运维系统显示了 3 月 1 日 ~8 日无线校

园网用户数量的趋势，其中高峰期达到了约 10890 个用户，最小

用户数为 294 个，平均用户数为 8400 余个。

无线网故障监测

当无线网络出现故障时，监测系统可及时发现异常信息并迅

速定位故障根源，避免运维人员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故障排查，

如图 8、图 9 所示，它们分别显示了无线网络监测拓扑图与故障

报警列表。

图 8 显示的拓扑图为四个男生宿舍楼与一个女生宿舍楼的

无线汇聚到校园网宿舍核心上，系统实时监测无线校园网的拓

扑链路是否存在异常，同时还显示了每条链路的上下行流量。

图 5  虹远楼无线网出入流量监控

图 6  某男生宿舍楼无线网出入流量监控

图 7   某时间段内无线用户数监控

图 9 是故障报警列表，它一共分为四个等级：紧急、重要、次

要、通知，当宿舍楼的某台无线汇聚交换机出现故障时，此系

统能及时地反馈此故障交换机的 IP 地址、设备名称、触发时

间等信息。

通过IT运维管理可以对宿舍楼内无线校园网进行全局把控，

监测宿舍楼内的无线网络运行状况可及时发现故障信息，化被动

为主动，将潜在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消除潜在隐患，提高运维

效率，高质量地管理宿舍楼无线校园网。

本文以对外经贸大学为例，介绍其宿舍楼无线校园网络的

设计与部署，通过无线网络解决方案组建了基于 WLAN 的校

园无线网络，实现了校内五个宿舍楼无线网络的全覆盖。经过

一年多的使用，网络运行稳定，学生反映较好，很好地满足了

学生在宿舍内上网的需求，同时以科技化的方式监测宿舍楼无

线网络，有效地推进了信息化校园的建设工作。 （责编：

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化管理处）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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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施 1    李艳华 1    赵慧琼 2

在“互联网＋”教育的新浪潮下，教

与学方式由传统的课堂教学逐渐转化为基

于 Internet 的在线学习或混合式学习，随

之而来的海量学生数据在大数据时代的影

响下成为教育机构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利

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从教育大数据资源中

提炼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教与学信息，并

依据实际教学情况将提取的教与学信息应

用于教育教学中，以达到调整教学计划、

优化教学效果的目标。基于此，本文就常

用于教育大数据挖掘的四类技术进行简单

介绍，着重分析了目前教育领域应用教育

数据的典型案例，并指出教育大数据应用

过程所面临的技术应用限制、数据专业

人才缺乏以及伦理道德与隐私安全风险

等挑战。

教育大数据挖掘技术

教育大数据挖掘就是将大量的教育

大数据资源转化为有意义的教育信息与知

识。目前教育领域内常用的主要数据挖掘

技术方法包括分类预测、聚类分析、关联

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等。

分类预测 

分类属于预测分类（离散、无序的）

标号，是一种有监督的学习过程，它依

据训练数据集发现准确描述来划分类别，

其实质是对已知的训练数据集表现出来的

特性，获得每个类别的描述或属性来构造

相应的分类器或者分类；而预测则是建

立连续值函数模型，是根据分类和回归

来预测未来的趋势与规律。决策树、贝

叶斯（Bayes）、人工神经网络（AN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k- 近邻（kNN，

k-Nearest Neighbors）、支持向量机（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基于关联规则

的分类和集成学习（Ensemble Learning）

等是比较常见的分类算法，其中决策树

算法和贝叶斯分类算法中的朴素贝叶斯

（Naive Bayes）算法是利用率较高的分类

方法；通常运用比较多的预测方法则是回

归分析法，包括线性回归、多元回归和非

线性回归。

聚类分析

聚类是将大量的数据聚集到不同的

群或者簇的一个过程，使得相同簇中的对

象极其相似，不同簇之间的对象则存在较

大的相异性。聚类分析不同于分类，不必

按照已有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而是依据

大量的样本数据将其自动划分为未知类，

是一种探索性的、无监督的学习过程。

聚类分析过程运用的方法不同，往往会

得到不同的分类结果。目前常常使用的

聚类算法一般分为五类：划分聚类算法

（如 k-Means、k- 中心点）、层次聚类算

法（如 BIRCH 算法、ROCK 算法和 CURE

算法）、密度聚类算法（如 DBSCAN 算

法和 DENCLUE 算法）、网格聚类算法（如

STING 算法和 CLIQUE 算法）和模型聚类

算法（如 EM 算法）。

关联分析

关联分析是从海量数据中发现对象集

合或者项目集合之间存在的频繁模式、关

联和相关关系，通过利用数据库事务之间

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联系与规律，对这

些事务进行预测。数据库事务之间的关联

规则挖掘过程一般分为两步：一是需要发

现数据库中所有的频繁项集，二是由频繁

项集来挖掘数据库事务之间的关联规则。

典型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包括了由 Rakesh 

Agrawal 提出的 Apriori 算法和 Jiawei Han

等提出的频繁模式增长（FP-growth）算法。

可视化技术

可视化技术是数据挖掘中一种必不可

少的且应用广泛的辅助技术，它通过借助

图形、图表、图像等手段以用户易理解的

方式形象地展示数据分析的最终结果，因

此又被称为“绘制大数据的藏宝图”。可

视化技术的独特之处表现在其持有的艺术

性与交互性的特征上，不仅能够呈现多种

艺术形式的效果图，而且实现了用户与数

据之间的双向信息沟通。数据可视化运行

的一般流程为获取、分析、过滤、挖掘、

表示、修饰、交互七个步骤。在解释数据

信息过程中可视化技术比较注重将抽象

的、复杂的、模糊的数据转化为具体的、

直观地、清晰的以视觉形式表达的信息与

知识，以方便用户对可视化结果的掌握与

理解。可视化技术应用的最终结果很好地

揭示了隐藏在大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

教育大数据应用案例

大数据在教育领域内的广泛应用是挖

掘教育大数据潜在价值的具体体现。在大

数据思维的启发和理论与技术的支撑下，

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已经渗入到教育教学的

各个方面，如美国搭建的立体化教育数据

网络，旨在支持教育科学决策；美国马鞍

峰社区学院的高等教育个性化服务助理系

统，利用学生数据成功实施了个性化教育；

加拿大的 Desire2Learn 公司开发的学生成绩

教育大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案例分析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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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现了数据驱动下的学业预警与干预

服务等等。这些教育大数据的实际应用逐渐

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善了教学效果，

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接下来，以普渡大

学的课程信号系统、奥斯汀佩伊州立大学的

学位罗盘个性化课程推荐系统和 Knewton 自

适应学习系统 3 个典型案例着重分析教育大

数据应用驱动下的学业预警干预、个性化教

育和自适应学习等的发展与创新。

普渡大学的课程信号系统

为了解决普渡大学面临的新生保有

率（Retention Rate）和学生课程通过率

日渐下降的问题，课程信号系统（Course 

Signals）于 2007 年被引入学校并正式实

施，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尽可能的融入课

程学习中，以促进其取得课程学习的成

功。课程信号是一个典型的以大数据为基

础的预警干预系统，该系统通过收集分析

学生个体的基本信息和学习过程数据，

利用学生成功算法（SSA，Student Success 

Algorithm）建立预测模型，以判断学生是

否存在学习危机；如果教育数据分析与预

测的结果表明该学生可能存在学习危机，

那么系统会向其发出相应的预警信号，并

给予及时的干预指导。基于 SSA 算法建

立预测模型是整个课程信号系统的核心环

节，系统依据 SSA 算法得到的预测值，分

别在学生学习界面和教师控制界面上显示

与交通信号灯相似的信号提示，其中红灯

表明该学生的课程学习存在极大失败的可

能性；黄灯表明课程学习的过程存在问题，

有可能会导致学习失败；绿灯则代表着该

学生会有极大可能取得课程学习的成功。

教师根据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以电子邮

件、短信或谈话等形式向学生提供干预引

导，也可以通过系统为学生推荐合适的学

习资源，以帮助学生顺利通过课程学习。

普渡大学课程信号系统的运行不仅能够协

助学生获得课程学习的成功，辅助教师完

成课程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

果，而且还诠释了教育大数据在学业预警

干预方面的价值，为大数据在教育领域其

他方面的应用奠定强有力的基础。

奥斯汀佩伊州立大学的学位罗盘个性化

课程推荐系统

奥斯汀佩伊州立大学有近 50% 的成

人学习者，这使得该校的课程教学安排难

于满足大多数学生的个人需求，不利于学

生学业成就的提升。基于此种情况，学校

通过学习分析技术建构了一个学位罗盘

（Degree Compass）个性化课程推荐系统，

旨在帮助学生依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

课程。整个系统的运行过程如下：首先系

统需要对学生的历史学习数据进行全面收

集，然后从学校存储毕业学生或者高学年

学生的数据库中检索查询出与该学生学业

情况相似的学生数据，利用学习分析技术

分析两个学生的历史成绩与课程学习之间

的相关性，用于推测该学生未来所取得的

课程学习成绩，最后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要

求、课程重要程度相结合，向学生提供一

份个性化的课程推荐表，表中的课程推荐

指数按照不同等级呈现。学位罗盘个性化

课程推荐系统利用学生学习数据之间的匹

配程度，帮助学生在选课阶段选出能够满

足自身需求的课程，以促进学生学业成就

的提升。奥斯汀佩伊州立大学基于学习分

析技术建立的学位罗盘个性化课程推荐系

统，依据每个学生特有的学习风格和习惯，

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教学，以满足学生

个体的不同学习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个性化教育，从而促进教育公平的发展，

同时也为教育大数据在个性化教育方面的

应用提供可靠的依据。

Knewton 自适应学习系统

教学过程中如何依据学生的学习背

景、学习特征、认知水平和学习环境等为

其提供满足自身学习需求的教学资源、定

制符合实际情况的学习计划，并以学生的

学习过程为参考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最

终使学生实现自适应学习的目标，是教育

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Knewton 是

世界著名的提供自适应学习方案的公司，

其开发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能够实时监控学

生的学习过程，依据学生的学习数据为其

推荐合适的学习路径及学习资源，及时调

整教学活动，帮助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

态，以实现基于大数据的自适应学习。

Knewton 构建了一个基于规则的自适应基

础设施，它支持大量教育数据的实时处理，

利用项目反应理论、概率图模型、记忆和

学习曲线等理论与方法对学生进行精确地

评估与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向学生提供可

选择的个性化学习路径。为了保证自适应

学习的连续性，Knewton 自适应学习系统

持续跟踪挖掘学生的海量学习数据，分析

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兴趣和学习盲点等，

利用相关技术与算法将学生的数据信息加

以关联处理，提炼出最适合学生的学习路

径，以促进学习效果的最优化。有效的自

适应学习离不开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可见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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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教育未来的根基，未来的教育教

学发展建立在分析与挖掘海量数据的基础

之上。

教育大数据应用挑战

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在促进教育教学的

同时，由于数据挖掘技术应用的限制、数

据专业人才的缺乏以及存在的伦理道德与

隐私安全风险等挑战，致使教育大数据不

能够完全释放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大数据在教育应用方面的健康发展，不

利于大数据背景下未来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技术应用的限制

教育大数据应用过程针对数据挖掘技

术的运用存在一些困难与限制，具体表现

在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数据

可视化等环节中。数据收集过程面临的困

难在于需要对来自网络学习和传统学习的

大量数据附上时空标志，去伪存真，还要

与历史数据相对照，多角度地验证数据的

全面性和可信性；存储数据过程由于其低

成本、低能耗、高可靠性的目标，使得数

据需要通过冗余配置、分布式和云计算等

技术进行过滤、去重，减少存储量，这就

增加了数据管理的难度；教育大数据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难以用传统的技术方法描述

与度量，需要在数据分析环节将高维的非

结构化数据降维后再进行度量分析，运用

上下文关联从海量动态及模棱两可的数

据中提取信息；数据可视化的输出结果

必须是较为直观的、易于接受的，以方

便用户观察与理解，而且最终展示的效

果图还要符合用户的视觉审美，这样以

来，就对可视化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更高、

更难的要求。

专业人才的缺失

2012 年 10 月，美国国家教育部发布

的《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促进教

与学》报告指出教育大数据应用面临的技

术挑战，可以通过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去

克服，然而大数据教育应用过程有 80%

以上的挑战和限制来源于“人”。在教育

大数据资源转换成教育大数据价值的过程

中数据专业人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需要精通数据收集、数据存储和管

理、数据分析和数据解释等方面的资深型

数据人才，还离不开数学和统计学专家、

心理学专家等领域人才的支持与合作。目

前由于数据分析专家、数据工程师、数据

科学家等数据专业人才的稀缺，导致了教

育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不能被充分挖掘提炼

出来，造成了大数据在教育领域诸多方面

的应用困难。教育大数据的分析与挖掘起

步较晚，中国的教育大数据应用更是刚刚

兴起，人才资源的缺失将成为一个限制其

发展与前进的重要因素。

伦理道德与隐私安全的挑战

伦理道德与隐私安全问题也是教育大

数据应用过程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保证

个人隐私安全是实现教育大数据分析与挖

掘的重要前提，教育机构在利用学生的学

习记录数据和信息时必须要注意规避隐私

伦理风险和相关法律政策，一旦在学生的

个人隐私安全方面出现问题，教育大数据

的分析与挖掘就会面临巨大的伦理道德和

法律法规压力。利用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

分析技术进行教育大数据价值的提炼，将

会更大程度地增加学生个体的透明性，加

大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造成一系列的伦

理道德问题。尽管目前就伦理道德与隐私

安全问题做出了防范措施和法律法规方面

的建设努力，但是在应用教育大数据时

必须还要充分考虑数据挖掘过程涉及到

的隐私安全问题，以及由数据转移与访

问造成学生行为公开化而带来的伦理道

德问题，以避免由此而造成更深层次的

社会性问题。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实现教育大数据

资源向教育大数据价值的转换能够充分发

挥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有利于促进

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学效果的优化、教学

质量的提升。通过介绍 4 种常用的教育数

据挖掘技术，分析教育大数据在学业预警

干预、个性化教育和自适应学习等方面的

典型应用案例，证明了大数据在教育应用

诸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有助于加快

教育大数据的挖掘进程，推进数据变革教

育的快速发展。然而，教育大数据应用过

程存在的技术限制、人才缺失、隐私安全

与伦理道德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

育大数据价值的挖掘，限制了大数据在教

育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发

挥教育大数据的潜在价值，数据挖掘技术

的改进、数据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伦理道

德与隐私安全的维护与防范等需要加快步

伐，与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同步，以优化教

学效果，提升教学效率。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1 为东北师范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 为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3 月 31 日，锐捷网络 2017 年产品及

解决方案战略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在本次

发布会上，锐捷网络展示了新一代产品及

解决方案，并分享了“锐捷式创新”的发

展与成长。

锐捷网络云桌面产品事业部云办公产

品线总经理曲景洋表示，2017 年，云课堂

4.0、智慧教室、云办公闪电版重磅袭来。

云课堂 4.0 根据场景进行全新划分：标准

版 、增强版、考试专业版、3D 专业版。

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中小学计算机房的教学

应用，同时还覆盖了高校公共机房、电子

阅览室与高教职教图形图像处理专业机房

的部署。

2017 年，锐捷基于“按需融合、随需

而变”理念全力打造的捷云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也应势而生。据锐捷网络云数据中心

事业部总经理刘福能介绍，锐捷在 2017 年

发布了全新升级的JCOS2.0捷云操作系统、

更大容量的超融合一体机、4 路和 8 路机

架式服务器、SAN 和 NAS 统一存储、海量

云存储等全系列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完

整的按需融合解决方案，其核心理念是开

放、按需、敏捷。JCOS 捷云操作系统可以

根据客户的不同业务需求和应用场景，将

服务器的物理机和虚拟机按需融合、将存

储的分布式和集中式按需融合、将网络从

传统向 SDN 融合演进、将公有云和私有云

按需融合。

锐捷网络 2017 产品
及解决方案战略发布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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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互联网、

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数字设备及

其承载的应用、服务、数据等组成的网络空

间，正在全面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深

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网络空间新大海航时代正在到来。与

上次大航海时代欧洲水手主导探索地球未

知疆域不同，这次网络空间的边界探索，

太平洋两岸的美国、中国水手已经率先

出发。谷歌、亚马逊、微软、FaceBook、

IBM、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新

华三等探索舰队正扬帆远航。

新华三大学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由

中国惠普大学、杭州华三培训中心以及内

训支持团队整合而成。

新华三大学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拥有

全新风貌。拥有 32 年历史的原中国惠普大

学 1985 年建立，依托世界五百强企业惠普

公司的管理经验、企业经营理念，为 80%

的中国五百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特别是其

商学院在业界赫赫有名。原杭州华三培训中

心主要服务原公司的产业生态伙伴，14 年

间已有 26 万人获得 H3C 相关培训认证。

网络空间新大航海时代漫漫征途中，

由集团总裁于英涛亲任校长的新华三大学

承载着重要使命。

“新华三大学实际上是一个从文化、

思想、观念、方法、格局方面协助公司最

高层引领企业发展的关键组织构件。教育

培训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在新华三集团

企业战略当中，它起到了一种领先的、领

航的、高瞻远瞩的、深入企业文化引领

作用。”新华三集团党委书记、新华三

集团高级副总裁、新华三大学常务副校

长陈小东这样表示。

道——融合观念

“新华三集团去年刚成立，人员来自

四面八方，原惠普中国和杭州华三公司分

别有众多业务模块，业务模块之间过去沟

通不多，人员相互不熟悉。不同的公司、

业务部门间文化理念的差异非常大，做事

情的行为模式差别也就非常大。如何解决

呢？没有别的更好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

是把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的理念传递给大家。

首先要传递到最主要的干部中去。新华三

大学正在制定和实施一项计划。一是高级

管理者读书班，另外一个是中青年后备干

部培训班，由校长亲自抓。希望通过培训

把企业的思想、文化磨合好。”

术——技能完备

新华三大学既整合了过去优质教学资

源，又继承了优秀传统，并推向前方。新

华三大学优质的教育培训资源被整合成七

大领域学院，包括业界知名的商学院、IT

管理学院、产品培训学院、技术认证学院、

在线教育学院、技术实训学院、产业人才

教育学院，它从不同的角度为客户以及生

态合作伙伴提供培训业务。复杂问题解决

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能力，人员

管理能力、人际协调能力、谈判能力和认

知灵活性等等技能，数码时代的大航海均

需要水手们不断完善学习。

升——水平提升

目前 ICT 前沿技术变化非常迅速，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不断冲击原有认知体系，体质内的教育机

制没有成熟的新 IT 人才培训体系，新 IT

技术人才主要集中在企业中，新华三大学

利用集团优势与公司前沿部门合作办学，

比如与集团内的大数据公司、大安全公司、

云网络公司合作，联合办大数据学院、云

网络学院、大安全学院，利用业界顶尖的

人才、技术，通过新华三大学的培训能力

为社会输送人才。

腾——能力扩散

新华三已经成立合作伙伴学院，为一万

多家渠道合作伙伴提供方式多样的培训。主

要聚焦三方面：首先帮助伙伴做技术转型，

传统 IT 计算、存储、网络割裂的状态将向

新 IT 转型，新 IT 就是 IT 的“云”化 ；其次

帮助合作伙伴管理能力升级，从管理理念、

流程、制度、平台等方面全面提升能力；

最后是人才培养，通过新华三的人才培养

体系为一万多家合作伙伴输送养分。

校企合作方面，新华三大学将与合作

高校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教育、高级研修

班、科研合作等方式全面提升合作水平，

并将在全国东、西、南、北、中各选一个

典型高校进行深入合作。

在网络空间新大航海时代，人才无疑

是最稀缺资源，在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ICT 技术不再仅仅提供业务支撑能力，

更成为企业决战未来的赋能引擎。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训人才？

只有经过风浪的船长才知道远航的船队需

要什么样的水手。源于企业并输送到企业

正是企业大学的价值所在。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航海家们为纪

念亨利王子的卓越贡献，总会在他们探索

发现的每一块陆地上竖立十字架，并镌刻

亨利王子的座右铭“才尽其用”，这些

柱子被称为 Padraos。也许新大海时代由

企业大学培养出的水手们也会在他们拓

展的每一处新数码疆域竖立数码时代的

Padraos。 （责编：杨燕婷）

重塑 IT 人才培训价值之道
新华三大学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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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正在进行“双一流”高校建

设，部分高校办学思路正转到服务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来，通过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4 月 10 日，新华三集团与西南大学在新华

三杭州总部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科学研究、技术推广、教学实践、科技

成果推广转化等方面进行合作，探索有效

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

西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是由

教育部、农业部、重庆市共建的重点综合

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也是教育

部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高校

之一。新 IT解决方案领导者新华三集团，

致力于科技人才培养和中国教育发展，自

建的新华三大学提供 7 大产品体系，40 个

专业类别，数百门课程。至今已经认证培

训了 26 万新 IT 技术人才。

据了解，本次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人

才培养与科研合作两大部分。

人才培养

双方共同开展网络工程专业人才技能

培养合作，网络教育本科人才培养合作以

及大学生实习实训合作。

目前正在落实的包括：双方共建网

络工程本科专业，通过网络教育方式，

实行创新的“学历”+“技能”培养模

式，引入新华三最新技术、专业课程、

人才实训基地培养创新人才。按照校方

网络教学规范要求，新华三大学与西南

大学技术信息学院共同开发教学资源，

通过在实验室仿真平台软件，实现资源

共享，教学资源云化。西南大学在校学

生获得“H3CNE”和“H3CCE”证书可

免修相应技术课程，同样通过网教课程

“网络工程”的考生亦可获得“H3CNE”

和“H3CCE”证书等。未来双方还将在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生培养以及本

科全日制学历进行合作。

科研合作

双方将联合针对智慧校园应用场景进

行规划与产品开发，并对可推广的产品进

行市场化包装。同时基于大数据平台对数

字校园应用软件产生的数据进行数据深度

挖掘，并对智慧校园产生的数据进行大数

据分析，为学校教学管理、学生生活服务

西南大学携手新华三联合培养新 IT 人才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西南大学副校长丁忠民、新华三大

学常务副校长陈小东在致辞中一致强调，

双方将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协同创新。

合作中将突出重点，提升合作水平。双方

将为本次合作建立完善的定期联络沟通机

制，搭建平台，共同强化落实协议的相关

细则。

西南大学副校长丁忠民、西南大学校

地合作处处长程龙、西南大学信息中心主

任刘革平、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

院党委书记靳拥军，新华三大学常务副校

长陈小东、新华三集团中国区总裁王景颇、

新华三大学副校长刘小兵等共同参与双方

签约仪式。 （责编：杨燕婷）

新华三集团与西南大学在新华三杭州总部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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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安全是高校网络安全中最基础的

工作。高校网站和企业、政府部门的网站

并不一样，自由开放的背后埋藏着诸多安

全隐患。各院系等二级单位、实验室、甚

至教师个人都会出于各种需求纷纷建设网

站。大量网站应用上线后就疏于日常管理，

各类安全漏洞频发。我们在网络攻防中讲

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实际情况来看，

大多数高校连自己有多少网站也不清楚。

最基础的摸底工作没做到，后面的安全管

理就无从谈起。所以，开展网站普查是最

基础的网站安全管理工作。

如同需要定期人口普查，高校也要对

自己有多少网站进行全面动态的掌握，在此

基础上推进备案管理体系，明确每一个网站

的责任主体，做到网站和责任人准确关联。

对网站进行摸底普查，其中的难点是

如何把数以百计的网站逐一梳理出来，这

项工作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但是值得投入。

上海交通大学 2005 年开始进行校园网站

备案工作，接受域名申请的同时就安排对

网站做一次基础安全检测，安全管理从第

一天抓起。分配网站备案号要求明确具体

管理人员信息，责任到人。《上海交通大

学校园网站安全与管理办法》主要有几条

原则：1.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运

维谁服务”、“谁使用谁负责”的管理原

则；2. 落实管理体系，管理机构和管理职

责；3. 规范网站建立、发布、变更与关闭

的审批流程；4. 明确内容建设与管理的要

求，包括信息保护的要求；5. 严格网站备

案、漏洞管理和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制

定网络建设管理的奖惩制度。

对网站的管理应当贯穿其全生命周

期。理想的做法应当有一个平台，在网站

上线的第一刻起就开始对它进行持续跟

踪，一直到网站的下线，各类定期安全体

检必不可少。重点网站要重点防护，高频

次进行网站的安全扫描和日常监测，通过

不断的扫描，主动发现安全隐患并整改，

来提升网站的整体安全性，这些工作要常

态化，不能寄希望于突击检查来解决问题。 

对高校来说，如果采购的教务系统、

财务系统等通用应用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得

不到保障，学校就会非常被动而没有好的

办法。近期教育部正在对教育行业通用应

用软件进行摸底调查，就是考虑将来组织

对主流教育软件厂商针对性的安全评测，

从源头上尽量降低安全风险。 （责编：

王左利）

编者按：

最近，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提出四项工作内容。第一，治理网站乱象，

强化主体责任；第二，堵塞安全漏洞，增强防护能力；第三，补齐等保短板，履行安全保护义务；第四，规范安全管理，提

升治理水平。其中，治理网站乱象，强化主体责任是最基础的工作。治理乱象，需先摸清家底，对所有的网站做到备案，进

一步地做到对网站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本期我们将就如何摸清网站家底，做好备案工作提供一些方案。

开展网站普查是 Web 安全管理的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姜开达

姜开达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信息安全

主管，高级工程师，

0ops 安 全 战 队 领

队，硕士生导师。

网站建设和管理不统一

高校内部网站数量众多，建设方

和管理方往往不一致，安全管理责任

边界不清。

网站日常安全维护缺失

高校网站重功能实现、轻日常安

全维护，一些已公布的安全漏洞长期

得不到修复。

对网站安全不重视

如果被入侵和篡改网页造成的损

失不明显，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

网站数据保护意识差

系统弱口令、数据泄露随处可见。

管理团队安全能力有限

安全技术能力不足，服务器安全

配置不当，安全应急响应不及时。

高校网站安全五大隐患

1

2

3

4

5

网站备案专题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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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登记备案是网站安全管理的起点

和基础，登记备案有助于帮助高校掌握网

站数量，确定网站的安全责任主体单位，

梳理网站的业务和管理信息等。本文就开

展网站登记备案工作时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谈几点思考。

网站备案的安全责任主体单位

高校网站存在数量大、建设和运行模

式多样的特点，我们可将其安全责任细分

为主管安全责任、开发安全责任、运行安

全责任和使用安全责任。在网站的建设和

运行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安全责任也不一

样。网站建设的发起单位是网站的主管部

门，一般是业务部门，承担主管安全责任；

网站的开发单位对网站的代码安全负责，

承担开发安全责任；网站的运行部门对网

站的运行环境的安全负责，承担运行安全

责任；网站的使用单位对网站发布的内容

安全负责，承担使用安全责任。

在网站登记备案实际工作中，能够确

定主管单位的网站，建议将主管单位定位

在网站登记备案的责任主体单位，否则可

选择网站的运行单位作为网站登记备案的

责任主体单位。

自动识别技术“倒逼”网站备案

网站登记备案流程

学校的信息安全管理部门（一般是信

息化办公室或者信息中心）发起网站登记

备案工作，制定网站登记备案信息表，信

息表一般应包括网站的域名、IP 地址、业

务类型、处理的主要数据、服务范围、安

全责任主体单位（主管单位）信息、运行

单位信息、网站的存放地点等内容。

以学校的二级单位为主体进行网站信

息的梳理，整理本单位主管网站的有关信

息，报送学校的信息安全管理部门，进行

网站的登记备案，通过安全准入检查后可

正式提供服务。

通过上述两步工作，初步建立了学校

网站的基础信息。各二级单位应在本单位

网站发生变化时，如新建网站、撤销网站、

更改域名等时，及时将网站信息向学校安

全管理部门进行报备。

为保证备案信息的准确性，除了依赖

二级单位的配合外，学校信息安全管理部

门还应对网站备案信息进行定期核查，及

时对备案信息进行确认和更新。

网站登记备案的技术支撑手段

上述的网站登记备案流程是理想情

况，在实际工作中，如果缺乏技术支撑

措施，经常有备案网站不全、下线网站

不撤销备案、备案信息更新不及时等情

况发生。所以很多高校虽然也实施了登

记备案制度，但校内仍有数量不少的无

备案网站运行，备案网站中“死网站”

如影随形，网站备案工作通过“突击式”

方式推进，难以达到掌握网站底数的目

的。针对此问题，建议使用如下技术支

撑手段，加强管理措施的落实。

1. 建立网站安全管理工作平台。高校

网站数量大、涉及的二级单位多，依靠纸

质表单、电子邮件实现登记备案、准入检

查、漏洞通告、事件处置等网站安全管理

工作，不仅效率低，而且易出错。建立网

站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登记备案等安

全管理流程的在线办理，系统实现与网站

漏洞扫描、网站识别系统的对接，网站的

漏洞信息、未备案网站的信息直接推送给

二级单位的管理员，不仅能够提高效率，

而且能够有效保证备案信息的准确性。遗

憾的是，目前业界尚没有成熟的网站安全

管理工作平台软件，需要定制开发，实现

成本较高。

2. 网站自动识别与控制系统。网站自

动识别系统可通过网络流量分析，对正在

提供服务的网站进行识别。系统可部署在

校园网出口、校园网骨干节点，进行网站

识别，并与网站备案信息进行自动比对，

及时发现未备案网站，并阻断未备案网站

的服务，倒逼网站的主管单位进行网站登

记备案工作。

3. 使用网站扫描系统在校园网进行定

期扫描。可对备案网站进行定期扫描，不

但可以及时发现网站的安全隐患，还可以

及时发现备案网站中的“死网站”，保证

网站备案信息的准确性。并可对全校的网

段进行网站服务发现扫描，将扫描结果与

网站备案信息进行比对，发现未备案的网

站信息，提供给校内二级单位，帮助二级

单位更好地梳理本单位主管的网站信息，

并及时备案。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

网站备案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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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吴海燕

吴海燕

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

信息化技术中心工作，

长期从事高校信息安全

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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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艺军

高校网站众多，当前大家都在讨论

如何使用技术手段进行防护，但是到目

前为止极少有高校清楚自己有多少个网

站，有多少台服务器，更别提能够物尽

其用和安全维护到位了，因此有必要探

讨如何摸清家底。

高校网站的常见问题

在清理网站前，中国人民大学网站建

设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要求，经年积累形

成了开办随意、运维不规范、技术和策略

层面管理不到位的局面，这些因素使得

我校一直无法完成整体上的安全策略和

防护。下面这些情况基本上绝大多数高

校都存在：

1. 网站域名使用不清

中国人民大学目前刚刚完成网站摸

底工作。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在清理前，

注册域名 706 个，其中可以联系到人员的

198 个，找不到人的 208 个；可以 Ping 通

的域名 406 个（说明还活跃），不同的域

名 300 个（可能是僵尸网站）；在域名管

理中有备案的 197 个，未备案的 509 个。

这种情况下，通过域名对网站进行安全监

测比较困难。

2. 网站服务器应用不明

各个院系部处中心的服务器存放位置

不清晰，有的在校内托管机房，有的使用

虚拟服务器，有的使用校外公有云，有的

干脆运行在办公室。另外，我们曾发现一

个学院为了做信息安全实验向社会开放钓

鱼网站，有一些负面影响。

3. 安全应急不及时

隐藏的网站众多，一旦被黑客攻击，

找不到所有者或维护人，只能借助网络部

门查找相应网络，影响应急前期的响应时

间，后期整改时往往发现开发人是学生且

已经毕业，导致无从下手。

4. 网站类型无法分清

网站开办的随意性大，个人做的网站

以学校的名义面向社会，影响不好。同时

存在大量的不再使用却未注销的“死”网

站，还发现了一些已经被黑客入侵的僵尸

网站。

厘清校属网站的方法

学校是个特殊的环境，一方面管理

和技术的实施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科研，

另一方面，学院部处相对于具有教辅职

能的信息技术中心是强势部门，不可蛮

干。因此，厘清全校的网站需要采取行

之有效的方法策略，实施路线如图 1 所述。

1. 建立网站审核机制

首先，建立网站的审核流程和流程中

的处理角色，整个流程通过数字校园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是通过“微人大”的服务功

能在网上完成填报和审核，填报的申请表

包括：申请人信息（姓名、职工号、联系

方式等）、单位性质、网站名称、网站用

途、域名和 IP、接入和托管、服务器存放

位置、ICP 和等级保护备案号、24 小时畅

通紧急联络电话、论坛有无等字段。我校

通过“微人大”填报后自动进入流转，首

先需要本部门主管（比如学院院长）批示，

后自动流转由学校办公室、宣传部和信息

技术中心分别审核。此外，信息技术中心

要有专人答疑和处理。

2. 发文和再发文

考虑到信息技术中心的教学支持辅助

角色，应联合学校办公室和具有网站审核

义务的党宣部门联合发文，这样效果更好。

联合发文中应要求 3 个月内备案并给出未

备案网站的处理方式，联合发文后网络安

全人员应主动联系并敦促院系网站备案，

3 个月到期后 , 未备案网站不能马上关闭

人大：摸排校园网站 清理安全隐患 

建立网站审核机制

联合发文

网站登记备案

再发文

未备案网站关停 安全管理员队伍

图 1  清理网站路线

收回所有关停网站的域名解析和 IP 地址，未在校内备案的网站不再支持其 ICP

注册（需要向工信部申请完成），这样就保证了所有在册网站都是健康、活跃并有负

责人的。

网站备案专题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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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要有 1 年的缓冲期。间隔 1 年后，

信息技术中心再发文强调，给出 1 个月的

截止时间点，到期强制关闭。表 1 是中国

人民大学发文和实际效果情况。

3. 未备案网站关停

此时关停的未备案网站会影响到学院

活动，但是不会有不利的反馈，只要是正

常的系统，各部门都会积极备案，僵尸网

站就清理出来了，收回所有关停网站的域

名解析和 IP 地址，未在校内备案的网站

不再支持其 ICP 注册（需要向工信部申请

完成），这样就保证了所有在册网站都

是健康、活跃并有负责人的，我校清查

前后状况见表 2，从表中可看出下一步

的工作要点，以此为基础进行等级保护

备案和针对 350 个网站的 Web 漏洞扫描

服务购置。

4. 安全管理员队伍

每个网站都有联系人和负责人，我

们建立了网站台账，联系人兼任安全管

理员，由此形成了安全管理员队伍，这

样就有了上通下达的沟通渠道，一般性

的通知和安全预警可以高效地以邮件群

发形式发送，不走公文流程；每个网站

的管理员也可以直接和学校联系，处理

效率高。这样，全校在网络安全方面已

网站数 有负责人 可 Ping 通 等保备案 可迅速定位 Web 扫描

清理前 706 198 406 115 200 154

清理后 350 350 350 115 350 154

发文主体 发文对象 限期时间 到期完成情况 未备案处理 最终效果

发文

联合：校办、

宣传部和信

息技术中心

校内各部门 3 个月

20% 完成备

案，部分观望，

其余忽略不重

视

未做处理，

保留 1 年的

缓冲期

20% 备案

再发文 信息技术中心 校内各部门 1 个月 25% 完成备案 停止访问 50% 备案

表 1  发文和实际效果情况

表 2  清查前后状况

经形成了整体，体现在：

（1）最近的几次安全事故处理迅速

有效。

（2）事故的发生次数明显减少，从

春节后到 4 月底未收到教育部漏洞通报。

建立学校网站管理的长效机制

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各部门网站的作

废 和 变 更 没 有 登 记， 长 期 积 累 下 来 导

致 无 法 管 理， 比 如 原 负 责 人 早 已 调 走

因此有问题联系不上的事情经常发生。

此 次 厘 清 校 内 网 站 后， 还 要 完 善 管 理

制度，明确两点：

1. 新建网站的审批备案制度：只要

是校属网站就要走网上流程审批，考虑

到信息安全和应急处理，网站原则上应

采用学校主域名的子域名，服务器放置

校内。

2. 维护人员的责任，并对网站的变更

和域名 IP 的回收作出规定。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摸清了家底，

关闭了僵尸网站，下一步以此为基础开展

等级保护和安全防护工作。 （责编：

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建过网站的人都知道，网站备案真实性

核验环节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工业和

信息化部及各省通信管理局自 2016 年起指

导境内接入服务企业开展了 App 备案试点

工作，旨在满足网站备案真实性的前提下，

解决广大用户对网站备案时效性的要求。

通过 App，即可完成网站负责人刷脸核验，

承诺书代替真实

性核验单，另外

包括身份证、营

业执照等备案资

料，均可在 App

端直接上传。刷

脸核验的上线，

可以大大缩短备

案时间，最快当

天即可将备案信

息提交审核。

本刊讯  4 月 18

日，华为在北京召

开了以“因聚而生”

为 主 题 的“ 华 为

中 国 ICT 生 态 之 行

2017”北京站活动， 

华为表示，华为未

来 愿 景 是： 以 ICT

技术和平台，以开

放、合作、共赢的生态理念，打造“客户 +

伙伴 + 华为”的数字化转型共同体，凝聚

合力，共筑繁荣生态，共享数字化转型成果。 

华为中国区企业业务北京区域总经理

王寒冰在开场致辞中表示，华为希望通过

“ICT 生态之行”北京站活动，打造一个数

字化转型交流平台，与客户、伙伴共同探

寻商业新价值；更希望通过将领先、开放

的 ICT 基础设施平台带到区域，推动客户、

伙伴与华为的联合创新，进而共享数字化

转型成果。据王寒冰介绍，华为企业业务

在北京已取得了长足发展，已广泛服务于

北京的各个行业。

华为中国区企业业务北京

区域总经理  王寒冰 

华为 ICT 生态之行 2017 北京站：
聚而生  共谱“京”彩

网站备案可刷脸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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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架构

经过上述分析，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据中心的信息安全架构重新进行设计，

整体结构图见图 1。

信息安全架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

手建设：

1. 纵深防护体系的建设。主要目的

是抵制外部各类入侵事件和攻击事件，分

级保护重要应用系统，并根据威胁特点选

择面向不同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产品。根

据数据中心目前及未来至少 5 年的实际需

求，选择适合性能的防火墙、IPS、WAF

设备进行安全防护。此类设备串行在网络

中，除安全功能方面外，也需兼顾性能指

标，避免在流量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设备无法满足高吞吐量而淘汰。目前，下

一代防火墙已经集成了很多安全功能特

性，如防火墙、IPS、WAF、防毒等功能。

下一代防火墙有其优点：管理与监控方便，

无需登录多台安全设备监控与调试；可直

接监控管理到 7 层应用等。在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数据中心安全建设中，采用传统的

架构，IPS、WAF 均为单独设备。主要考

虑原因是防火墙是利用原有的高吞吐量防

火墙，实现 ACL、端口级控制，同时也

考虑到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对同品牌 IPS、

WAF 的安全日志兼容性更强的问题。IPS

部署在整个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与防火墙

之间，大部分 DOS 攻击由防火墙进行阻

断，IPS 主要实现入侵防护、数据泄露防

护、高级威胁防护、僵尸网络发现等功能。

WAF 部署在 Web 应用区域，对学校的网

站进行 Web 漏洞防护、Web 插件防护、

跨站脚本防护、SQL 注入防护等。

2. 日常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目的

是加强系统漏洞管理、网站漏洞管理、网

站暗链挂马管理、运维安全管理，使自身

网络保持动态安全性。此类设备为旁挂类

型，包括系统漏洞扫描、网页漏洞扫描、

以大数据感知数据中心安全

   图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据中心的信息安全架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 / 朱文智  付邵山

安全现状

如今，网络安全建设已经提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高校信息化建设同样面临诸多

安全威胁：漏洞探测、黑客入侵、蠕虫、

木马等危险行为；越权数据库访问和相关

操作，导致敏感信息泄露或关键数据被恶

意篡改；网站易遭受 SQL 注入、XSS 脚本

针对性攻击行为等。基于此，结合数据中

心网络及安全现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对

数据中心信息安全建设进行了重新梳理和

规划，提出基于大数据的安全解决方案，

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感知，由无数据转变为

有数据，实时监控数据中心安全现状，通

过对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关联分析，调整安

全设备策略，提升安全防护能力。

设计原则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据中心的安

全现状，结合国家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相关

规定，数据中心安全建设按照以下原则进

行设计：

1. 统一设计，分期建设。以统一的

总体目标为方向，以数据中心整体安全

风险为导向，进行统一设计，根据经费

投入情况，将统一的安全规划方针分期

执行。

2. 重点先行，急用先上。在有限投入

的情况下，优先保证重要业务的安全性。

3. 长期规划，持续改进。信息安全建

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不断的优化与改

进。

漏洞扫描 网页暗链接挂马检测

防火墙

IPS

WAF Web 应用

核心交换机

其他应用

大数据

安全态势感知平台 数据库审计 堡垒机
日志数据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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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苏南京为例

网页暗链挂马检测、堡垒机、数据库审计

设备。在本体系建设中，对于信息系统等

级保护要求而言，堡垒机对于等级保护合

规性检查尤为重要，是安全体系建设中必

不可少的一环。

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安全态势感知

体系建设。建立基于安全设备（防火墙、

IPS、Web 应用防火墙、漏洞扫描、网页

暗链挂马检测、DNS 等）日志的安全态势

感知平台，结合安全大数据，形成可见、

可管、可追溯的安全体系。

传统的安全建设，基本为安全设备的

部署，比如增加防火墙、IPS、WAF 等设备，

但在实际使用与维护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 告警日志是设备在检测到攻击行为

后，给用户展示的第一手直观告警信息，

基于安全设备接入层面的不同，告警日志

数量就不同，会差出几个数量级，网络安

全管理人员无法从海量的告警日志中发现

真正存在威胁的攻击而进行安全策略调整。

2. 传统的安全设备分类只是按照攻击

类型，攻击种类等层面，无状态地将规则

进行分类，不能整体把握整个攻击过程。

引入大数据相关技术和思想后，安全态

势感知的能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体现在：

1. 利用大数据技术所具有的海量数据

分析的能力，通过强大的机器学习算法，

将安全设备采集的大量独立的安全事件当

做一个互相关联的事件集合来看待和处

理。首先，通过对大量正常的网络行为进

行建模形成基线，将反常的网络行为识别出

来，再通过匹配时序关系、分析共同特征因

子等方式将多个安全事件整合成一次完整攻

击事件的链条，从而回溯整个攻击过程的细

节，发现系统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后门隐患，

再制定针对性的措施予以防御。

2. 利用大数据技术所具有的跨维度关

联分析的能力，通过对多种信息（攻击者

IP 地址 - 攻击者身份认证数据 - 攻击者

身份信息）的关联，将识别出来的安全事

件对应到具体的自然人（当攻击者是校内

用户时）。视情节轻重和主观故意程度，

通过线下手段对该用户进行干预（要求其

停止攻击行为，或帮助其杀除电脑所中的

蠕虫、病毒等），从而从根源上断绝这一

类安全威胁。

3. 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分析统计能力，

将一段较长时间内的安全事件进行汇总分

析后，可以统计得出攻击者在全校各院系

的分布情况、以及经常被攻破的薄弱主机

在各单位、各部门的分布情况，以及攻击

类型的集中度，从而了解全校各部门各单

位在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不同水准。信息

管理部将会根据上述情况制定对应的管理

制度或帮助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和薄弱点，

稳步提升整个学校的信息安全管理水平。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安全实践

为了能够提高安全防护的整体效果，

需要转化、提升网络威胁空间形态的表

现形式，完成从局部到整体的转换；对网

络攻击行为和攻击手法根据时间段进行分

类，包括探测扫描阶段、渗透攻击阶段、

攻陷入侵阶段、安装工具阶段和恶意行为

阶段，针对不同阶段存在的攻击或安全隐

患进行不同的防范处理。

按照上述思想，学校在数据中心安全建

设中构建了一套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安全态势

感知平台。该平台对安全设备探针（IPS、

WAF、漏洞扫描、DNS 等）的日志数据、相

关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汇集并存储到大数据

平台中，再通过分析工具完成数据的挖掘、

分析并呈现可视化结果。平台系统架构整体

分为四层，自下而上包括数据采集层、数据

汇总层、数据分析层、数据呈现层。

数据采集层：数据采集目前来源于

IPS、WAF、漏洞扫描、网页暗链挂马检

测等传统设备的安全日志，通过采集原始

SNMP 数据、netflow 数据、恶意样本等做

基础分析，将结果输出到数据汇总层。

数据汇总层：将数据采集层的数据汇

总并存储，同时通过接口将日志数据输入

到学校的大数据中心，在大数据中心经过

数据处理，通过与学校的认证计费数据、

一卡通数据等相关数据进行关联。

数据分析层：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异

常流量、网络入侵、系统漏洞、网站漏洞

等分析，将数据汇总层的数据统一进行关

联、分析、归并，得出最后结果，供数据

呈现层展示。

数据呈现层：负责数据展示，所有收

集到的信息以资产、用户、威胁、应用等

维度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安全展示，将校

园网当前的安全现状、遭受到的网络攻击、

攻击源、攻击目标、攻击方式等进行展示，

解决“安全不可见”的问题。

上述体系建设完成后，学校对部分典

型网络安全威胁进行了建模分析，取得了

初步成果，下面举例通过对 DNS 查询建

模进行介绍。

校内服务器经常受到校内用户终端发

起的攻击，此类攻击行为大部分并非用户

有意为之，而是电脑感染了蠕虫、木马等

恶意程序，成为了“僵尸主机”。僵尸主

机的 DNS 查询明显有别于正常终端的 DNS

查询行为。我们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通

过对这一类非正常的 DNS 查询进行识别，

从而找出僵尸主机及其持有者。经过一段

DNS 查询记录字段 攻击行为的查询请求 正常行为的查询请求

请求者的 IP 地址范围 集中在少数几个 IP 地址 非常分散

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范围 非常多（500 以上） 比较少（100 以内）

域名长度 较长（20 个字符以上） 较短（较少超过 15 个字符）

域名相似性 具有相同后缀，相似性高 后缀不同，相似性低

域名层级 层级较多（5 级以上） 层级较少（4 级以内）

请求时间间隔 间隔很小，间隔较均匀 完全随机

查询失败记录 大量失败记录 极少失败记录

查询类型 包含极不寻常的类型 几乎不存在特殊类型

表 1  DNS 正常查询与非正常查询的区别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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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取样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攻击行为

过程中的DNS查询与正常网络行为的查询，

在如表 1 所示的几个指标方面有所不同：

上述指标均不是绝对性指标，因此不

能采用简单的二分法进行判断，只能通过

机器学习的聚类分析算法进行建模判断。

为此，我们首先采集 DNS 服务器的查询

日志记录，尝试进行分析和建模。

我校的 DNS 服务器输出的查询日志

的记录样式为：

F e b 1915:32:56 201611141532n s .

wuhan.net .cn'17 75 1479108776.606870 

1 6 1 1 1 4 1 5 3 2  2 0 2 . 1 0 3 . 2 4 . 6 8  5 3 

202.114.43.2117176d n s 0,0,5165,0|4|5 

1  w w w . s i n a . c o m ,  1 , 1 1  w w w . s i n a .

com,1,1,3,66.102.251.33'

 DNS 查询日志的解析规则如表 2。

显然，网络中正常的 DNS 查询请求

占绝大部分。如前所述，僵尸主机的 DNS

查询请求与正常的 DNS 查询各自具有一

些特征指标，因此采用相似性分析的方法

进行区分。把每个域名解析请求的 p 个属

性作为一个变量，则这些属性组合构成一

个 p 维向量（本例中选取了域名长度、域

名层级、TTL、域名对应 IP 数量、时间间

隔这 5 个属性），则每个域名看作五维空

间中的一个点。

在一次取样分析中，对 11 个域名的

访问情况进行特征记录如表 3。

字段 含义

Feb 1915:32:56 
201611141532 TimeStamp

ns.wuhan.net.cn DNS server Host 
Name

17 Protocol ID. 
(17=UDP  6=TCP)

75 Log Byte

1479108776.606870 UNIX TimeStamp

1611141532 FormatedDate

202.103.24.68 DNS Server IP 
Address

53 DNS UDP port

202.114.224.51 DNS Client IP 
Address

7176 DNS Client port

dns mark

0

Query Type 
(0=QUERY  
1=IQUERY 
2=STATUS 
4=NOTIFY 
5=UPDATE)

0 Response Staus

5165 Query  ID

0|4|5 mark

1 Query Number

www.sina.com Query Domain Name

1 Query Method

1 Record Type

1 Resolve result 
number

www.sina.com Resolved Domain 
Name

1 Query Type

1 Record Type

3 TTL

66.102.251.33 Resolve result  IP 
Address 

表 2   DNS 查询日志的解析规则

　
域名

长度
TTL 层级数

解析

IP 数

时间

间隔

域名 01 24 29 3 3 3

域名 02 13 40 2 9 6

域名 03 19 39 2 7 4

域名 04 24 37 2 4 5

域名 05 48 6 5 68 2

域名 06 19 45 2 11 3

域名 07 27 41 3 12 2

域名 08 26 38 2 9 5

域名 09 15 43 2 11 6

域名 10 17 44 3 9 2

域名 11 22 25 3 9 5

表 3  对 11 个域名的访问特征记录

　 域名 01 域名 02 域名 03 域名 04 域名 05 域名 06 域名 07 域名 08 域名 09 域名 10 域名 11

域名 01 1.00

域名 02 0.84 1.00

域名 03 0.93 0.98 1.00

域名 04 0.98 0.92 0.98 1.00

域名 05 -0.03 -0.17 -0.10 -0.10 1.00

域名 06 0.89 0.99 0.99 0.95 -0.06 1.00

域名 07 0.96 0.92 0.98 0.97 0.09 0.97 1.00

域名 08 0.98 0.92 0.98 0.99 0.02 0.96 0.99 1.00

域名 09 0.84 1.00 0.98 0.92 -0.12 0.99 0.93 0.93 1.00

域名 10 0.89 0.99 0.99 0.94 -0.11 1.00 0.96 0.95 0.99 1.00

域名 11 0.98 0.84 0.93 0.96 0.16 0.90 0.98 0.98 0.85 0.88 1.00

表 4  相似性分析的结果

对这个多维空间的每个点计算其欧氏

距离。则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相似性

系数或欧氏距离来表示。相似系数接近 1

或距离较近的对象性质较相似，相似系数

接近 0 或距离较远的对象则差异较大。这

里采用的距离计算公式如下，它表示变量

与变量在多维空间的欧式距离。

相似性分析的结果如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域名 05 与其他域

名的相似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因而可以

判断域名 05 就是非正常域名，而访问域

名05的主机是僵尸主机的可能性非常大。

根据该信息，我们将该主机的网络访

问权暂时中止，并通知用户进行病毒查杀

处理。当杀毒完成确认安全后，再恢复其

网络接入权限。

信息安全建设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不断的经费投入

保证下，需要不断的评估、设计、改进。

同时，学校的信息安全并非仅依靠设备、

平台就可以解决的，“三分靠技术、七分

靠管理”是信息安全建设的一个不变理念，

只有依靠校领导高度重视、全校所有部门

共同参与，才有可能将安全事件风险降到

最低。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管理部）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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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范江波 

面临的现状

随着国家推进信息化的迅猛发展，高

校、政府和企业等不断增加基于 Internet/

Intranet 的业务系统，如各类网上申报系

统、网上审批系统、OA 系统、邮件系统等。

系统的业务性质，一般都要求实现用户管

理、身份认证、授权等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

而新系统的涌现，在与已有系统的集成或

融合上，特别是针对相同的用户群，有可

能存在如下情况：  

1. 重复建设：每个应用系统都有独立

的用户管理系统 ;  

2. 用户类型复杂：除了校内师生用户，

还有校外用户、外部系统开发用户等等； 

3. 用户需要记忆多个账户和口令，使

用极为不便 , 容易造成多种安全隐患；  

4. 分散的管理模式，成本高，效率低；

无法实现统一认证和授权，多个身份认证

系统使安全策略必须逐个在不同的系统内

进行设置，因而造成修改策略的进度可能

跟不上策略的变化； 也很容易发生管理

疏忽和安全漏洞；

5. 无法统一分析用户的应用行为；

因此对于有多个业务系统的应用，需要

配置一套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以实现

集中统一的身份认证， 并减少整个系统

的成本。  

 单点登录系统的目的就是为应用系

统提供集中统一的身份认证，实现“一点

登录、多点漫游、即插即用、应用无关 "

的目标，方便用户使用。

所需解决的问题

由于所面临的紧迫状况，因此迫切需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满足或解

决如下的问题：

1. 技术需要更多地遵守在法律法规的相

关要求，考虑对个人的隐私进一步保护。 

2. 业务的感知更加敏捷，师生和合作

伙伴的访问更快速，B2B 集成度更高和改

变需求的反应更敏捷。

3. 业务需要提供更安全的保护，包

括 身 份 隐 私 的 保 护， 身 份 管 理 的 必 要

性，访问控制的紧迫性和审计的必要性，

因 此 完 整、 统 一 的 安 全 解 决 方 案 势 在

必行。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外，还

需要解决：不需要与任何产品集成，能够

实现解决跨应用程序和数据的常见安全性

问题，此外还能保护业务流程和 Web 服

务 (SOA) ，同时还要保护传输中的数据以

及处于静止状态的数据，加强内部和外部

威胁的检测和防范，除此之外还可热插拔

并且是基于行业或国家标准能跨领先的应

用程序并能与 Web 服务器、应用服务器、

门户、数据库以及其他 IT 系统进行松耦

合的协调工作。

统一安全平台的特征

统一认证平台必须满足或至少提供认

证（Authentication）、授权 (Authorizaton),

审计 (audit)、账户管理 (Account) 四大基

本特征。单点的登录与退出以及用户和口

令应安全且方便易用。西南财经大学使用

Oracle 和开源软件构建了校园安全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

身份管理平台介绍

身份管理介绍

Oracle 身份管理按照其官方的描述是一

个完整的和集成的下一代身份管理平台，提

供突破性的可扩展性，使组织能够快速地

在遵守法规的要求下，保护敏感的应用程序

和数据。它能使组织有效地管理跨越所有

企业资源的用户身份以及这些用户端到端

的生命周期，包括防火墙内和外部以及云中。

其中身份认证服务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部分，控制所有远程用户对网络和应用系

统的访问，提供全面的认证、授权和审计服务。

用户在登录系统时，插上智能卡，通过安全

加密通道与远程身份认证服务器通讯，由认

证服务器完成对用户身份的认证，并得到当

前用户的身份以及系统的授权信息。

Oracle 身份管理平台（简称 IDM）包

括身份管理，角色管理，访问控制管理，

Weiservices 管理，目录服务管理，审计管

理以及平台安全 , 其逻辑架构如图 1 所示。

Oracle 身份管理 11g R2 共包含三个

组件：即身份治理（Identity Governance），

访问管理（Access Management），目录服

务（Directory Serclevices）：其中身份治

理包含提供用户注册、访问请求、角色生

命周期管理、用户配置、访问认证、闭环

管控以及特权账户管理等功能。访问管理

提供身份验证、单点登录、身份授权、联

合、欺诈检测以及移动和社交登录等功能。

目录服务提供虚拟目录、LDAP 存储、元

混合式开发校园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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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和同步服务等功能。 特点如下 :1. 集

中账号管理；2. 集中身份认证管理 ；3. 集

中授权管理；4. 集中日志审计管理；5. 集

中日志审计管理 。

由于整个 Oracle 身份管理涉及的内容

众多，在此，本文仅以其中的统一身份认

证授权即单点登录来做介绍。

OAM 介绍

Oracle Access Management 是一种基于

Java 企业版（Java EE）的企业级安全应

用程序，提供全方位的 Web 周边安全功

能和 Web 单点登录服务，包括身份上下

文，身份验证和授权、政策管理、测试、

风险分析和审计，并提供对机密信息的

受限访问。

Single Sign-On(SSO) 即单点登录，在

多个应用系统中，用户只需要登录一次

就可以访问所有相互信任的应用系统。

在此条件下，管理员无需修改或干涉用

户登录就能方便地实施希望得到的安全

控制了。

Oracle 现有两套单点登录的解决方案：

Oracle Access Manager，Oracle Single Sign-

On Server (OSSO)。Oracle 官方推荐 Access 

Manager 作为 SSO 的解决方案，Oracle Single 

Sign-On Server 的高级用户最终也会建议迁

移到 Oracle Access Manager 解决方案上。

本文只介绍通过 OAM Agent(WebGate)

这种方式。其他方式请参考 Oracle 相关文档。

1.OAM 组件

OAM 包含了以下三个组件：

Access Server：一个独立的服务器，

为 Acces gates 提供了授权，验证以及审计

等服务，安装 OAM 的时候自带的。

WebGate：拦截 HTTP 请求并将其转

向 Acces Server 中进行验证与授权。

Identity Assertion Provider (IAP) ：一

类安全 provider，通过验证产生 cookie 中

的信息对用户身份进行断言。

2.OAM 功能 

OAM 为企业应用提供了以下功能：身

份验证，身份管理（通过与 OID 进行集成），

访问控制与授权，访问审计，单点登录。

3.OAM 单点登录流程

一般情况下，用户会通过浏览器对

Weblogic 中运行的程序进行访问， Oracle 

HTTP Server（OHS）会使用 OAM Webagte

对用户发出的请求进行拦截，检验资源是

否为受保护的资源，并将其转向到 OAM

的 Policy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OAM 对

用户身份验证成功之后，OAM 会产生一

个会话凭证即一个 cookie，该 cookie 可

以比作单点登录的令牌。获得令牌以后，

OAM 会根据其身份信息，使用 IAP 进行

断言并进行授权，根据授权级别以及授权

结果，返回相应的请求资源。

从其原理可知：

1.OAM 主要做了两个工作：（a） 验

证单点登录 cookie 是否存在；（b） 检查

所请求的资源是否为被保护的。

2.WebGate 是 Web 服务器的一个插

件，用于拦截 HTTP 请求，并把请求导向

Oracle Access Manager (OAM) 来获取用户

认证。

3. Oracle OAM 通过 Cookie 存储用户

的信息，进而通过 Cookie 来实现单点访

问授信站点。

打造企业级统一身份认证与一
体化访问控制的具体实践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由数字校园向

智慧校园建设发展过程中，要建立一个完

整统一、安全可控的身份认证与管理集中

化，身份管理虚拟化，保护应用系统安全

的统一身份认证和管理平台。西南财经

大学统一身份认证授权管理策略授权逻

辑架构图如图 2 所示。

一体化安全访问控制的架构与部署

如 图 2， 在 用 户 访 问 层， 采 用

Nginx 做为代理加速服务，结合 NGINX、

OWASP-MODSECURITY-CRS。OWASP-

MODSECURITY-CRS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

高效、低维护规则的 Nginx Web 应用防火

墙模块。其主要目标是加固 Web 应用程序，

以抵御 SQL 注入、跨站脚本、跨域伪造请求、

本地和远程文件包含漏洞，并配合 SSL 证

书。所有访问均强制启用 SSL 并在该层完

成。因此，该层可架构在 IDC 的边界上。

通过 CRM 对用户账户资源的管理

CRM 既是一种管理理念、软件和技术 , 

也是一种应用系统。CRM 使用的技术包括

Web、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一

个完整、有效的 CRM 应用系统 , 由四个子

图 1  IDM 逻辑架构

访问管理 身份管理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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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 : 业务操作管理子系统、客户合作

管理子系统、数据分析管理子系统和信息

技术管理子系统。西南财经大学通过采用

开源软件 SuagrRM 为基础平台，进行深度

的二次开发以适应学校两校区信息化建设

的需求，为学校师生的教学、管理、生活

等提供更加全面、便捷的信息服务。

学校为每个注册的教职工、普通类学

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留学生，交换生）

和校友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身份标识，并根

据统一身份认证账户及其相应权限提供用

户相应的网络及信息服务。

OUD 的部署

OUD 是 Oracle 统一的目录与存储，代

理同步和虚拟化功能的所有功能于一身的

目录解决方案。它提供了所有的高性能企业

和运营商级环境所需要的服务。统一的目录，

确保可扩展性，以数十亿的条目，安装方便，

弹性部署企业的管理和有效的监测。OUD

服务器是根据一个独立的 LDAP 目录服务守

护进程（slapd）工作的。复制（导入）服

务也是通过 Unix 守护进程的支持下完成的。

OUD 11gR2 中的新功能：1. 基于位

置的搜索社交网络应用；2.Oracle 数据库

企业用户安全的支持（EUS）；3. 开箱

即用的 JVM；4. 兼容 Oracle 目录服务器

企业版与共存或过渡到 OUD ODSEE 和

OUD 之间的复制；5. 能够移动测试和生

产环境之间的系统；6. 身份存储 Oracle

的 IDM 产品。

OAM 的部署

OAM 为 Oracle 访问管理提供了补充

传统的访问管理功能创新服务。例如，自

适应认证（SSO）的联合单点登录，风险

分析和细粒度的授权扩展到移动客户端和

移动应用程序和访问门户，允许客户构建

自己的私有云 SSO 服务。服务可以被许可

并根据需要，以满足组织的特定需要启用。

访问管理的服务器端所提供的服务托管在

Oracle WebLogic 服务器上、防御接入管理

层拦截器和过滤器（访问管理 WebGate、

Web 服务和 API 网关）以及移动和社交服

务客户端 SDK，均可根据需要安装在移动

设备上和安装在个人电脑（台式机和笔记

本电脑）上。

数据库层介绍

为了保证整套系统的高效、安全、稳

定和友好的提供服务，考虑到后期的维

护难度 , 我们对所使用的数据库 Oracle

和 OUD 均采用了双机主从热备式的架构。

并采用 OracleEM（企业管理器）进行整个

系统的运行监控与健康检查。

对应用系统的改造

基于对现有应用系统改造影响最小原

则和安全稳定原则，我们采用了对校内如

OA 系统，邮件系统，人事，学生相关事

务，教务等绝大多数应用系统域名进行管

控，将其全部解析指向到用户访问接入层。

而应用系统只需取得从认证系统（OAM）

发送过来的 HTTP 头里含有的特殊标识即

可，几乎不用改动其他任何代码。在接入层，

开启日志审计与安全检测过滤。

通过实际应用测试发现：

1. 其架构的良好伸缩性与并发处理能力，

可以很好地承担应对如选课高峰的负荷。

我 们 采 用 了 4 台 OAM 做 负 载 均 衡，

后端采用了 Oracle RAC, 所有应用目前集

成 总 数 达 到 20 多 个， 采 用 RedHatAS6，

OAM+OUD 部署在 VMWare 的环境中，单台

内存 32GB。经过压力测试，可以得到 4000

次 / 秒，完全满足校园内的应用。

2. 应用系统改造小，由于只需调整认

证处的代码，OAM 的特征值含在了 HTTP

的头里，因此只需修改很少的认证代码即

可快速高效无缝整合以实现单点认证。

3. 安全性较好 , 将应用系统隐藏在

WebGate 集群后面，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

综上，系统架构完成后，用户访问

校内任何应用系统均会被首先强制并加载

SSL 证书到认证登录页面。从而较好地实

现了集中授权与管控，减少了后期的维护，

用户体验也很好。

通过对校园统一身份认证与管理平台

的建设，实现统一认证管理、统一授权管理、

统一审计管理和统一账号管理，实现以用户

为中心的账号生命周期管理，逐步解决了技

术规范的统一 , 对账户管理实现了流程化和

标准化，对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进行了重新

梳理，简化账号管理工作，节约了管理成本，

同时促进了源系统数据质量的提升。此外，

由于处于 IDC 的边界，有利于保护 IDC 的

内部服务安全。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西南财经大学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

员工访问

图 2  西南财经大学统一身份认证授权管理策略授权逻辑架构

内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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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董振涛 郑宏涛

校园网 PT 资源共享平台

NexuPHP 是由浙江大学的 Nexus 团队

发起并开发完成的，利用它可以实现了一

个基于局域网环境的、完整的、有序的、

重视用户信誉度的资源共享平台的解决方

案。目前国内高校校园网上部署的 PT 资

源共享平台大多是基于开源的 NexuPHP

的基础上改进和扩充功能建立起来。PT

资源共享平台利用校园网入口高带宽的优

势，同时发挥基于 P2P 网络资源文件交换

的 BT 下载的长处，在校园网上实现可控

的、可资源共享、高传播速度的信息交流，

有效地利用校园网内网资源，满足校园网

用户对高清资源在线流畅使用的需求。该

平台在管理上通过对 Ratio（上传量和下

载量的比例）的判定实现对用户权限的配

置，以此来督促用户积极上传资源和后期

保种；在服务对象上是面向校园网内的师

生用户，实行邀请注册的机制，不允许用

户自由注册，有效限制共享使用平台的用

户数。

PT 资源共享平台存在的问题

由 于 NexuPHP 采 用 的 技 术、 运 行

机制和用户分享机制的特点，使得基于

NexuPHP 的 PT 资源共享平台在使用中存

在下列问题：1. 资源来源分散，使得校园

网用户上传的资源散乱或有时发生缺失现

象；2.PT 资源平台的资源积累需要组织专

人上传和更新，这种方式给 PT 平台的管

理维护人员带来相当大工作量；3.PT 平台

资源更新速度与外网的资源更新相比，速

度较慢；4. 如果负责管理上传资源的人员

不能及时更新用户喜爱的资源，就不能带

动其他用户自觉上传和做种，导致用户流

失和资源过期，PT 平台将会形同虚设，

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

从 PT 平台管理者的角度来看，PT 平

台需要加快更新速度，同时为了满足不同

用户的需求，种子资源要涵盖不同领域的

不同内容；要及时过滤不良信息，在不侵

犯版权的前提下及时更新资源，提供健康

积极的共享高清资源，减少人力资源配备，

力求实现自动运行平台资源更新。

从用户角度出发，用户希望 PT 资源

共享平台提供高清的娱乐和学习资源，同

时保留有用的、存活时间久的资源。

显然，现在的 PT 资源共享平台运行

模式、资源总量和资源的更新速度并不能

完全满足校园网用户需求。

改进校园网 PT 下载 / 上传模式

西安石油大学基于现存的校园网 PT

平台，提出一种资源自动下载 / 上传的解

决方案 Zero PT（ZPT）。自动更新资源的

计算机 Zero Robot（zero）充分利用夜间良

好的带宽，下载网络资源并上传到校园网

PT 平台。为了保证 zero 持续不断的运行，

ZPT 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

（1）资源自动采集

（2）资源自动下载

（3）资源自动删除

（4）资源自动发布

（5）资源自动做种

采用 Ubuntu 操作系统下，Transmission-

daemon 种子下载工具。

1. 采集 RSS 链接信息

资源的采集是 ZPT 良好运行的基础，

寻找合适的 RSS 链接信息提供站点，可

以获取源源不断的高清资源。其中基于

NexuPHP 发布的 RSS 订阅页面是高清资

源来源的最佳选择，里面包含 ZPT 所需的

种子文件链接、资源标题、简介、分类等

必要信息。zero 通过调用 RSS 解析函数，

可以定时采集最新的 RRS 连接信息，与

以前的手工采集相比，采集速度更快，采

集信息更加精准，更加集中，从根本上杜

绝了资源散乱的问题。

2. 下载资源

zero 定期从数据库中读取种子文件

的下载链接地址，并将获取的最新链接

添加到 Transmission 软件自动监控目录，

使用 Transmission 自动监控机制，自动

下载种子文件，种子文件下载完成后，

Transmission 解析种子文件并在网络中搜

寻对应的资源，下载资源文件。ZPT 定期

获取 Transmission 资源下载的进度信息，

如果监测到有资源下载完成，就在数据库

中查找并标记，表示此文件下载完成，可

上传。此方法简化了资源下载的步骤。

3. 删除多余的文件

（1）删除过期的种子文件

查看 Transmission 自动监测目录下后

缀为 .added 的文件，表明种子文件过期，

需要及时删除。

（2）删除资源文件

zero 定期检查硬盘中资源文件的总数

让校园网 PT 资源共享更流畅

西安石油大学

资源建设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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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种子资源被下载次数

据量，并与设定的最大存储量阈值比较，

如果超过设定的阈值（例如总磁盘存储量

的 80%），找出已经上传的并且存活时间

最久的资源文件索引，停止做种，删除资

源。这种做法既避免因硬盘空间不足导致

新下载的资源没法存储，又能避免近期下

载的资源被误删，同时解决了 PT 平台需要

人工频繁删除资源的问题。

4. 资源发布

NexuPHP 对资源发布者采用会话身份

认证，即只有登录成功的并且具有发布权

限的用户才能发布资源。ZPT 采用 cURL

模拟 HTTP 行为实现用户登录方式，登录

时用 cURL 模拟 HTTP POST 提交用户名、

密码和一些必要的 cookie 信息到目标地

址。通过登录验证之后，zero 从数据库中

读取需要发布的种子信息，通过 cURL 将

其提交到目标地址，完成资源的发布任务。

此模块完全取代人工发布资源步骤，包括

登录，填写资源标题、简介、分类等一系

列繁琐的填写文字操作。

5. 自动做种

资源发布成功之后，目标站点会自

动返回一个页面，用正则表达式获取页

面中的种子链接和资源对应的 ID 号。调

用 curlTool 工具类获取种子文件的内容

信息，写到以 ID 命名的种子文件中，并

将种子文件存放在 Transmission 监控目录

下。Transmission 依据此新建的种子文件

下载资源文件，由于下载的资源文件的位

置在本地文件夹中，Transmission 自动验

证本地文件，成功后实现自动做种，可

供 PT 平台的用户下载。此步骤是最为关

键的一步，在人工操作中，需要将自己刚

发布的资源重新下载一次，下载

目录要与上传的目录一致，这样

Transmission 软件才能找到这个

上传的资源，并验证通过，才能

完成做种的工作。通过 ZPT 系统

可以完全取代人工操作，成功率

高且节省人力。

zero 定期重复自第 1 步的过程。

总体来说，ZPT 系统从资源

的采集到资源的做种，完全取代

了人工操作，把 PT 资源共享平

台管理人员从繁重、单调的劳动

中解放出来。同时加快了 PT 平

台资源的更新速度，把更多更好

的高清资源分享给全校师生。

改进后的信息分析

自 ZPT 实施以来，zero 自动下载 / 上

传做种带动整个 PT 平台的资源更新，形

成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状态，吸引更多的

学生和教师使用此平台下载资源，同时促

使用户贡献出自己拥有的宝贵资源。

图 1 是 PT 平台用户每月下载 zero 提

供的种子资源、用户提供的种子资源和总

资源的下载次数统计图。

在 2015 年 5 月 到 2016 年 5 月， 从

下载情况看，zero 提供的资源下载总次数

为 587023 次，用户提供的种子资源被下

载总次数为 260328 次，ZPT 的使用使 PT

资源平台的种子资源的下载次数相对提高

2.25 倍。从时间上看，2015 年 11 月份之后，

用户提供的种子资源被下载次数明显多于

zero 提供的种子资源。从总体上分析，用

户提供的种子资源被下载

次数的曲线和 PT 站点所有

种子资源被下载次数是正

相关的，说明用户提供的

资源更符合 PT 站点的用户

需求。

如 图 2 所 示， 蓝 色

标 记 表 示 2014 年 5 月 到

2015 年 5 月 ZPT 未实施的

情况下，PT 平台总资源被下载的次数，

黄色标记表示，2015 年 5 月到 2016 年 5

月在 ZPT 实施的情况下，PT 平台总资源

被下载的次数。使用 zero 前，PT 平台的

资源被下载的总次数为 69585 次，使 用

zero 后，PT 平台的资源被下载的总次

数为 587023 次，PT 平台的活跃度提高

7.44 倍。

由改进后的 PT 资源共享平台的数据

量和用户下载资源量分析，以及 zero 所带

来的正面影响和引导效果可以看出，ZPT

的使用不仅节省了人力资源，而且推动了

整个 PT 平台的较快发展，使校园网内的

PT 平台步入一种良性发展状态，并同时

满足了PT平台管理人员和用户的新需求，

达到了开发本系统的目的，也符合 PT 站

点的建设初衷和目的，保证了 PT 资源平

台的持续性发展。

由于全自动的 ZPT 系统缺少管理员

的参与，使得系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自

动鉴别是否为不良信息，不能鉴定重复的

资源等。在以后的改进中需要运用文本挖

掘技术，从资源的简介和评论中判断资源

是否健康。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西安石油大学）

图 2  ZPT 实施前后资源下载次数对比

资源建设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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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建设现状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网络教学的模式成为了传统课堂

教学的有益补充。新疆师范大学于 2009 年引进上海某公司的网络教

学平台，主要由学生学习平台、教师教学平台、教学管理平台和系

统管理平台四个部分组成，系统提供了课程开发、学生管理、在线答疑、

问题讨论、作业布置、学习测试和在线考试等功能。目前，新疆师

范大学课程资源已从校级精品课程《Visual Baic 程序设计 》、《新

疆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中级汉语教程 》等逐步发展为

自治区级 10 门，校内精品课程建设已达 25 门，截至 2017 年，课

程资源总量达 1.3TG，在线并发用户 1500 人，网站总访问量为 180 

万人次。据统计，已有一万余人在线选课学习，并已逐步地形成教学

课堂和网上教学相辅相成，课堂教学为主，网上教学并行的教学模式。

目前，该教学平台对所有的教师开放，已和新疆师范大学数字

化校园门户集成 ，提供完善的授权机制和网络安全防护。课程设计

与制作团队使用课程负责人的账号登录到教师教学平台，按照教学大

纲、考评方式与标准、课程标准、课程重点及难点等组织课程资源，

形成框架规范的课程教学基础性问卷，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体系、

教学过程与方法和教学资源等课程核心内容，最后对课程模块、教

学单元的教学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制作，形成适合人才培养的能

力要求的课程内容。

网络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 8 年的建设，新疆师范大学在网络课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1. 缺乏网络课程资源建设人才

平台需要教师通过在管理平台上传教学资源，但这些老师们并

没有专业的计算机视频制作、视频和演示文档切换等能力，使得教

学呈现出现断点，而专业的网络课程制作人才，计算机技术和网络

课程设计难以互通，开发出来的课堂平台无法直接应用于教学，并不

符合教学规律，使得课程质量传输过程效果打折扣。

2. 教学资源欠丰富

当前网络课程中主要的学习资源呈现形式以课堂录制视频、电子

教案为主，这些课程的设计以知识灌输为主，无法提升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3. 教学互动不足

网络课程学习环境会对学习者的学习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

课程建设中注重教学内容的建设，忽视了师生互动过程，使得学习者

学习知识的被动，从而不能通过交互互动学习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4. 更新速度慢

现阶段大部分网络课程都是以网页形式呈现，这是符合网络教

育特点的，但是网页的内容缺乏专业人员相应的管理制度作为支撑，

几年都难以得到更新内容。

5.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目前新疆师范大学通过行政手段开始执行网络课程的推广工作，

从网络课程的申报、审批、开发制作、课程质量评价等环节，缺乏

相应的激励机制，难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对开发制作网络课程和应

用网络课程进行教学的工作量衡量，如何评价教学质量等问题，没有

明确的规定和较好的评价与解决办法。

网络课程建设的建议

1. 网络课程建设和规划

网络课程建设从课程设计、课程时间、课程的教学材料，都需

要符合科学规律，教学内容新颖、多样化，网络课程的教学环节需

要精心的组织与设计，它不能是传统课堂课程的移植与克隆，应该

真正体现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现代教学思想。新疆师范大

学以教学管理部门牵头，正从顶层设计来改变这种现状。

2. 完善管理制度

由于网络课程的教学活动比较自由，行政单位如教务处无法向课堂

教学检查、听课，对于网络教学，能真正做到“高度自治”地学习的学

生还是少数，需要建立网络教学督查制度。因此，教学管理部门需要通

过记录学习时间、课堂作业、提问情况和讨论参与度等，从多方面对学

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监控，督促学生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任务。

3. 加强建设支撑力度

逐步完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环境，一是实现课程建设的常态化管

理，学校应建立可持续发展策略，在经费和资源上提供保障；二是建

立学校间的合作，目前MOOC的普及、通过学校之间的通力合作，学校

与社会的合作，保证网络课程的可持续建设和更新。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1 为新疆师范大学信息管理中心；2 为新疆师范大学教务处）

网络课程中心建设现状与问题分析
新疆师范大学

文 / 张俊 1     陆娇 1     王瑞雷 2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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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曝出“黑科技”：        
餐盘会自动算账

4 月 17 日，一则“天津一高校食

堂的餐盘会自行算账！”在网络热传。

视频中，学生只要把餐盘放在结算区，

（机器）就能计算出多少钱！这到底是

根据什么来的？据了解，该食堂盛菜的

碗、碟等器具嵌入了芯片，只要放置在

感应器上后，收银机便会显示菜肴的品

种、数量和价格，学生排队刷卡一次即

可。

智盘系统比传统的刷卡机要大好几

倍，它是由一个小型电脑显示屏、等候

区和结算区组成。其中，等候区对快速

结算的流程做了说明：放置托盘、核对

信息、刷卡，再拿走托盘。在结算区嵌

入了一个小型显示屏，当用户将托盘放

置在结算区时，显示屏上便可显示出份

数和菜价。在结算区的右下角则是读卡

区，用户确认金额后，就可以将饭卡放

在读卡区，扣去相应金额。小型电脑显

示屏上面分别有“点选区”“数量”“金

额”以及“请放托盘”等字样。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你被人家的食堂震撼了吗？

编者按：民以食为天，舌尖上的校园中食堂话题每天都花样翻新，近期，随着信息化的开展，连学校的食堂都与时俱进，餐

盘会自动算帐、后厨开直播、自动打饭机，一起随小编来围观。

“飞机食堂”的智能收费系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第五食堂把自己装成了飞机

头等舱的模样，以强烈的头等舱即视感惊叹亮相。吊顶

光鲜亮丽和外壁设置就如机舱弯曲身形，就餐区域是按

照机舱位置来划分，每套桌椅旁都有一扇“舷窗”。 

洋气的地方还有智能收费系统，将餐盘往结算区一放，

价格就会立马显示在刷卡机上，自助服务。 

来源：网络综合资料

高校试用自动打饭机 30 秒能打 10 份饭团

近日，福建师范大学食堂出现的一台自动打饭机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据悉，

使用者只需将铁碗放进卡槽，刷饭卡后，自动打饭机就会“吐”出一团压成长方形的饭团。

一台自动打饭机可以满足 1000 人的需求，30 秒就能打 10 份。

“机器目前还处在试用阶段，一餐一般可以售出两百份饭，如果反响好，接下去

会在大学城内推广。”食堂负责人表示。为尽快让广大学生适应用机器取饭，食堂专

门安排一位工作人员在机器旁指导学生使用。        来源：福建日报

“打菜神器”进入食堂

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学子食府餐厅自助售

卖区，学生们排着队自助打菜，拿勺打菜、放勺

计量、刷卡付费。陕西师大后勤第一集团自主研

发的“打菜神器”——自助称量销售系统。用于

针对传统学校食堂份菜重量相对固定，学生有的

吃不饱、有的吃不完，以及人工售饭很难做到重

量准确、容易引起学生不满等问题。

“打菜神器”是每个菜盆下放置了一台电子

秤，电子秤与校园卡收费终端相连。师生们自助

打菜后，系统会自动称量、计费、收费。“再也

不担心打菜阿姨‘手抖’了。”“花一样的钱可

以吃好几样菜。”

来源：中国教育报 

整理 / 陶春

天津

陕西

南京

福建

读者服务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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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对 4 月 358 所高校

官微大数据进行调研分析时发现，4 月各项

数据十分亮眼，都好于同期数据。武汉大学

继续推送关于樱花的文章，荣登 4 月榜单

TOP1。“朗读者”进校园的活动成为了高校

官微 4 月上半旬的热点话题。

3 月整体“数”像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高校官微 50 强

共发布 1671 篇文章，总阅读量达到了 1600

万，总点赞数达 30 万，阅读量破 10 万的文

章数达 15 篇，占总发布量的 0.9%。各项指

标较之前一个月有大幅度提升，阅读量提升

近 500 万。这说明，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学

校的官微“冬眠”休整期已经结束，进入正

常运营维护公号的工作阶段了。虽然阅读量

破十万的文章数突破新高，但占总发布量的

比重未突破 1%。日后还需要加强。具体数

据如图 1 所示。与上一年度同期数据相比来

看，阅读总量增加 14.56%，点赞总量增长了

31.67%，但发送次数和文章总数都呈明显地

下降趋势，说明经过一年的发展，高校官微

单篇文章的质量明显提升。

图 2 为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高校官

微 TOP10 的具体数据。上月排名第一的上海

交通大学落至 5 位，厦门大学、天津大学稳

居 TOP10。除了这些稳定的“老将”之外，

这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大批黑马。华南农业大

学、四川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南大学、

北京大学空降榜单，其中 2 月榜单排名 41

名的华南农业大学上位速度最快。3 月 27 日

发布的《你爱华农有多深？他花两年时间，

用 100 多张手绘稿告诉你答案》现阅读量达

8 万，点赞数突破千位大关，居近 30 天阅读

量和点赞量热文榜首之位。2 月排名 37 名的

四川大学同样进步神速，同样是

在 3 月 27 日发表的《66% 的癌

症是因为运气不好？华西专家为

你专业解读》，现阅读量已达到

11 万。

总体来看，上榜的 10 所学

校，除了武汉大学一枝独秀之外，

其他九所高校数据之间并没有拉

开距离。

在 2016 年 12 月的“微报

告”中提到，WCI 指数需要维持

在 730 左右，方可迈进高校官微 50 强的大

门。相比较 WCI 综合型指数来说，其他单项

指数并没有明显的入门门槛指数要求。同样

相比较有规律可循的 50 强门槛数据，10 强

高校“微”报告

“朗读者”走进大学成高频词

4 月高校官微

图 1   高校 3 月整体“数”像

图 2   4 月高校官微 TOP10

排名 公众号 发布篇数 / 次数 总阅读量 总点赞量 WCI 指数

1 武汉大学 29/53 187 万 + 25694 1095/79

2 浙江大学 31/32 71 万 + 10098 957.18

3 华南农业大学 19/22 49 万 + 8594 954.31

4 四川大学 28/32 59 万 + 9881 950.51

5 上海交通大学 31/31 59 万 + 10972 943.67

6 厦门大学 31/32 49 万 + 10244 904.07

7 大连理工大学 26/26 37 万 + 7897 895.47

8 中南大学 31/31 36 万 + 9137 886.82

9 北京大学 30/33 44 万 + 11464 885.08

10 天津大学 30/33 44 万 + 6708 884.48

文／本刊实习记者 高锦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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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则更是变化颇多。所以，在这里我

们不比较单项指数的入 10 强门槛，单看 WCI

指数的 TOP10 的入门门槛。《中国教育网

络》回访上一年度的数据发现，只有 2016

年 2 月的入门门槛为 780.16，其他基本都在

800~860 这个区间内。进一步细致地划分的

话，大部分的数据都集中在 830~850 之内。

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3、4 月高校官微数

据十分亮眼。

武汉大学携“花”领跑榜单

武汉大学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共发

布 53 篇微信文章，这近乎等于第二名和第

三名的总和。由此带动总阅读量和平均阅读

量等其他单项指数远超过第二名。回访武汉

大学以往的微信大数据会发现，武汉大学每

月发布次数多集中在 30~35 区间内，但也不

乏个别月份发布文章数达 50 篇。让武汉大

学能够在 3、4 月单枪匹马地闯出第一宝座

的不是靠惊人的发布文章总数，而是樱花。

在上一期的“微”报告中提

到，截至 3 月 15 日，武汉大学

已经发布了关于校内赏花的图文

或是小贴士等相关内容的 6 篇文

章。且截至 15 日，3 月 9 日发布

的《武汉大学关于加强 2017 年

樱花开放期间校园管理的通告》

阅读量就已破十万，剩余五篇文

章阅读量也均已破万。15 日之

后，武汉大学还发布多篇关于樱

花的微信文章，阅读量同样不俗。

3 月 19 日发布的《滴，你的樱花

表情包上线》阅读量为 78304，

3 月 24 日发布的《你，听见武大

樱花的声音了吗？》阅读量达 88148，3 月

29日发布《hey，武大樱花季，跟你讲个故事》

阅读量达 65302。

3 月 23 日晚，微信官方推出了“微信

指数”功能。“微信指数”微信官方提供的

基于微信大数据分析的移动端指数，统计范

围包含且只包含微信搜索、公共号文章及朋

友圈公开转发的文章。所以，我们可以根据

微信指数变化趋势推测出高校热门事件在一

段时间内的趋势走向。《中国教育网络》对“武

大樱花”进行相关检索发现，指数在 3 月上

半旬逐渐上升，并在 16 日达到峰值，微信

指数为478837，随后指数虽有小范围波动，

但呈明显地下降趋势。如图 3 所示。

4 月上半旬：朗读者进校园

《中国教育网络》通过调取 4 月 1 日

至 15 日 358 所高校发布微信文章中的阅读

量前 100 的文章的标题作为文本数据，制作

了如图 4 所示的高频词云。其中高频词汇除

了中国、大学、校园、我们，这些以往月份

都会出现的高频词汇之外，318 次的“交大”

和 177 次的“朗读”等事件性内容的词语也

出现在词云之中。“交大”一词上榜原因，

是因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三所高校在发布学校校庆或其他内

容时，都使用了交大来作为学校的简称。

图 3 “武大樱花”微信指数

截至 4 月 15 日的数据显示，阅读量前

100的文章中共有3所学校发布4篇有关“朗

读者”的微信文章。武汉大学的《< 朗读者

> 明日进武大 | 珞珈书乡，朗读年华》、《<

朗读者 > 在武大 | 据说，第一个朗读者是华

科男》、厦门大学的《朗读者 | 而你又会如

何思念厦大？》和上海交通大学的《< 朗读

者 > 周五进交大 | 3 分钟，用你的朗读感动

全国观众》，这四篇文章目前为止均已破万，

其中阅读量最高的武汉大学的微信文章，阅

读量达 55626。在这四篇文章中有两篇文章

是节目《朗读者》进校园的活动预告。在高

校中设立“朗读亭”，学子们只需要带上自

己心爱的文章片段，在“朗读亭”中所阅读

的片段内容有可能剪辑到节目中。《朗读者》

作为 2017 年现象级的文化综艺，进校园的

活动自然会受到高校学子的关注。但只有武

汉大学做了后续的跟进报道，推送一篇关于

活动现场的图文并茂的文章。

较之全月数据来看，半月数据阅读量断

层现象十分明显。浙江大学发布的《120对新

人缘定浙大2017集体婚礼 | 我能想到最浪漫

的事，就是用求是鹰对戒向你求婚（文末有巨

型福利）》，截止4月15日阅读量已经破10万。

其他文章阅读量3万至6万之间均匀分布，但

6万至 9万之间的出现断层，只有3篇文章出

现在这一区间之中。 （责编：高锦）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清博指数）

图 4  4 月高校官微阅读量前 100 文章标题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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