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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修长城不会有真正的安全
5 月 12 日以来，一款名为“WannaCry”的勒索病毒大规模攻击

全球电脑网络，据统计，涉及中国、日本、美国、整个欧洲等多国被

入侵受害，其中英国医疗系统陷入瘫痪、大量病人无法就医；中国“中

石油”受波及到 2 万个加油站断网；西班牙电信巨头等遭黑客攻击。

这起事件反映出多国在网络安全防范上的诸多不足，仅仅依靠在内网

终端设备上安装几个安全设备和安全软件难以保证网络安全。这起事

件形式上是计算机病毒传染，本质上是人为的勒索犯罪。

网络安全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提，只有靠信息技术的发展才能保

障信息的安全。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成熟，应用领域的增多和进一

步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将实现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网络信息安

全问题会更加突出。大规模的互联网攻击，势必会对整个国家秩序、

社会稳定、个人生活都将带来巨大影响。

网络不安全的实质是人性的恶，不是网络的错。互联网只是一种

工具，工具的好坏取决于用途。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造福人类，另一方

面技术也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危害社会。网络

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网络安全，要避免不计成本

追求网络绝对安全，不仅成本代价高，还会造成顾此失彼，产生新的

不安全。

因此，保证网络安全当务之急是要依法严惩网络犯罪，不是处罚

因使用网络导致的受害者。网络安全非常重要，由于治理网络安全的

逻辑顺序有问题，造成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安全防

范非常重要，但真正的安全是严厉打击罪犯，彻底的安全是消灭罪犯。

现在每台计算机都装有防毒软件、防火墙，也就是说家家都装了防盗

门，家家都有很好的防范措施，剩下的问题就应该是公安局负责打击

罪犯了。

网络安全提高自身防范意识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打击网络犯罪。

执法部门要严厉打击网络犯罪，才能实现网络安全。只有犯罪分子受

到应有处罚，才会减少网络犯罪。逻辑很简单，你的安全由警察保护，

还是靠自我保护，住在铁皮屋内？要是罪犯持有枪支和炸弹，铁皮屋

也保护不了我们。国家网络安全也有同样的逻辑问题，前有中国的明

长城，后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被动防御不会有真正的国家安全，主

动防御，合纵连横，建立立体化联动体系，方能取得网络空间的长治

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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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开启“2.1 亿欧元学
校数字战略”

近期，教育和技能部部长理查

德·布鲁顿 (Richard Bruton T.D.) 宣

布将为中小学投资 3000 万欧元以改

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该举措

标志着政府实施“2.1 亿欧元学校数

字战略”的开始。该战略制定了一

个明确的愿景：通过挖掘数字技术

的潜力，帮助学生充分参与社会活

动，“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参与式

思想者、积极学习者、知识建构者

和全球公民，并改善学生的学习体

验”。在这一战略中，投资主要用

于为每所学校制定和实施电子学习

计划，并将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引入教与学过程。这笔资金购买的

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学计算机 ( 例

如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

脑等 )，投影仪 ( 短焦投影仪、长焦

投影仪和交互式投影仪等 )，基于云

的学习工具和应用程序以及学习平

台等。

爱尔兰教育部相继开展多项实

践，包括将编码和计算机科学引入

学校课程，进行此次中小学 ICT 基

础设施投资。在接下来的五年中，

爱尔兰教育部将会为学校投资 2.1

亿欧元，以培养年轻一代适应社会

发展的能力 。（来源：爱尔兰教育部官网）
（来源：The Verg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一种神奇的喷雾，可以把任何表面变触控板

最近，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叫做“未来交互界面”

的团队找到了一种导电喷雾，可以让几乎任何物体化身触控

板，用廉价的方法解决了面积不够大的问题。这种技术叫做 

Electrick，在物体表面喷上特质涂料形成导电层，再感应手指

触摸产生的电流变化实现交互，任何形状和材质都能变成触控

板。成果在今年的人机交互会议上展示。 

论文的第一作者 Yang Zhang 表示，Electrik 的精度可以达

到 1 厘米，对许多控制的需求来说已经足够。研究人员展示了

这种技术的一些玩法：利用这种表面，可以自制游戏手柄，并

能 3D 打印成任何样子；涂在电吉他表面，就能随手改变音效；

还能喷在汽车方向盘上，控制导航或是娱乐系统。

（来源：IFL Science）

英国威尔士将用个性化的在线评估取代纸质考试

5 月 2 日，英国威尔士教育部长科斯蒂·威廉姆斯（Kirsty 

Williams）宣布威尔士学校将用个性化的在线评估取代传统阅

读和计算的纸质考试，其目的在于进一步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

目前威尔士所有二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都是进行纸质考

试，但是纸质考试即将被个性化的在线评估所取代。这种个性

化的在线评估是为威尔士学生量身定制的，能够自动调整问题

的难度以适应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当的挑

战。个性化的在线评估将会从 2018-2019 学年开始实施，并将

在三年内分阶段进行。这种在线评估具有如下好处：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评估；更详细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减少教师批改

和反馈的时间；更灵活地为班级、小组和个人安排评估测验。

（来源：英国威尔士教育部网站）

Oculus 开发的新型焦点表面 可以改善 VR 眩晕问题

日前，Oculus Research 在 SIGGRAPH 大会上提出了改善

VR 眩晕问题解决办法。这个技术名为“焦点表面显示”，目

前工作原型机已经问世。它的原理是将一种叫做空间光调制器

（SLM）的组件安装在屏幕和头戴设备的目镜之间，随后这个

组件将主动地将光线弯曲，为场景构建出一个 3D 轮廓。

由于“焦点表面”的边缘缺乏锐度，因此系统会通过一些

色彩技巧来纠正这种画面失真。将这项技术与眼球追踪功能结

合之后，用户可以在虚拟现实世界中环视四周，并且自然地用

不同的感知距离聚焦不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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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实现全在线的学历教育

2017 年 5 月 10 日，清华大学大礼堂

举行 LINK2017 在线教育论坛暨教育部在

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奖励基金（全通

教育）颁奖典礼上，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

约翰·米切尔教授以《未来学习——斯坦

福的视角》为主题演讲，向大家介绍斯坦

福大学对未来学习的期待。

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约翰·米切尔

教授期待，数字化技术时代，可以通过

互动的教学，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学习；

通过在线教育，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获取教学的资源。希望能够以最低

廉的成本和更大规模的教学，实现学习

的目的。

如今，斯坦福大学有将近一千个不

同的教学项目，在学校里提供 150 个课

程，以及 116 个 MOOC 教学，每年将近

400 万注册人数，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网

上的学习。“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

案例”，约翰·米切尔教授说，“比如，

MOOC 明星授课，有相应的机器学习的

课程，惠及 100 万人员，同时还有密码

系统教学、数据库教学，以及一些像马

丁·路德金的课程，将

很多的教学资源都数字

化，存在图书馆，这样

可以让更多的人员通过

在线教育获取相应的教

学资源。”

有些人会觉得，“如

果提供了线上教学，会让

传统的教学受到相应的影

响”，对此，约翰·米切

尔教授并不这么认为。

“未来我们可能有更多

有效的数据采集方法。”

他介绍，现在已经有智

能教学系统、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未来将利用

新的技术进行智能的教

学，不同的学生能够利

用不同的资源。同时，

能采用更加现代和复杂

的机器学习，进行数据

采集、数据保真。

未来，斯坦福大学想实现全在线的学

历教育，即学生通过在线教育能够得到相

应的学位。如果能够承诺在线学位授予的

话，将可以重新设计相应的课程，来确保

远距离教学，并且惠及更多的人员。其实，

以上正是斯坦福大学提出的一个倡议。约

翰·米切尔教授表示，如果这个名为《斯

坦福大学 2025 计划》的倡议能够成功的

话，不同学生的需求将更加集中，教学人

员的素质也会得到提高，受众不再仅限于

校园的学生。

（本文根据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约翰·米切尔在

LINK2017 在线教育论坛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在线教育奖励基金（全通教育）颁奖典礼上的现场演

讲整理）

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约翰·米切尔

人工智能、IT 网络、生命科学、心智科学、虚拟技术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了
因应这一趋势，斯坦福大学发布了 2025 计划。

其中，开环大学是《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中最关键的计划之一。该计划创新性
地解除了入学年龄的限制，17 岁前的天才少年、进入职场的中年以及退休后的老人都
可以入学。这是区别于传统闭环大学（18~22 岁学生入学，并在四年内完成本科学业）
的最主要一点。另外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延长了学习时间，由以往连续的四年延长到一
生中任意加起来的六年，时间可以自由安排。

《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还包括，自定教育节奏、轴翻转和有使命感的学习。其中，
轴翻转即大学教育模式彻底逆转，教学由过去的重知识向重能力转换；学校管理系统
由专业院系结构向能力中心体系转换。

《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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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社会不断发展会带来教育形态的演变。今天的教育是适

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教育形态。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发展，将会带来教育形态根本的改变。我认为互联网还处在

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信息互联”的阶段。互联网再发展，

会上升到互联网的第二个阶段，我把它叫做“消费互联”的

阶段。我国电子商务总销售额占国家零售商品销售总额不到

10%，所以，互联网的第二个阶段“消费互联”才刚刚起步。

互联网继续发展，会上升到互联网的第三个阶段，我把

它叫做“生产互联”的阶段，主要是服务于人类的就业和事

业的发展。事实上，“生产互联”已经开始。互联网再发展，

会上升到互联网的第四个阶段，我把它叫做“智慧互联”的

阶段。主要是帮助人类实现对知识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这时

候，在线教育、知识共享、情感、文化、艺术等等会极大地

发展。物质共享的时代已经开始，知识共享的时代很快会到

来，互联网最终会发展成为“生命互联”，满足人类健康长

寿的愿望。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等技术都是基于互

联网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技术而已，都是围绕着互联网产

生的新技术、带来的新应用。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互联网还

会带来更多新的技术、新的名词。

互联网会改变行业的形态，教育的形式和形态将随之而

变。我们知道，农业社会的教育形态表现为私塾的形式，教

育要素和教育的实施主要集中在教师个人身上。工业社会的

教育形态体现为班级授课、教育标准化、小规模，教育要素

和教育实施主要集中在学校。到了信息社会，主要是解决知

识生产和交流效率的问题，以提高人类精神生活品质为终极

目标，教育形态将是实现规模化与个性化的统一，体现在互

为师生、大规模开放共享等等方面。信息社会的教育要素主

要集中在大的资源平台上，教育的实施将以个人为主，推动

真正的个性化学习、大规模的开放共享，所以，针对这样的

教育形态，教育现代化的观念也应该演变。

从核心上来讲，大学的基本功能有两项，一个是知识的

产生、一个是知识的传播。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将带来知

识传播的新形式，所以大学的本质功能、知识传播的功能将

逐渐被互联网所取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极大发展的时

候，大学知识传播的功能会被弱化，大学将转为知识探索、

知识验证、考试认证的功能，大学将变成研究院、变成考试院，

并且，今后的大学至少会有两个校园，一个是有型的物理校

园，另一个是虚拟化的数字校园。

新技术不仅让教育知识内容增加，而且会使教育方法、

教育手段甚至教育思想带来很大的变化。历史上，技术的变化、

技术的发明会带来教的工具的改变、学的工具的改变、考试

评价工具的改变以及课堂结构的改变、课堂形态的改变等等，

每一次技术的发展都会带教育领域里新的应用。当然这样的

变化有大有小，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每一次重

大的技术发明，人们往往都会高估技术对近一两年的影响。

比如，慕课来的时候，说教师很快就失业了，其实，并没那

么快。同时，还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总会

低估技术对今后十几年的影响，如果你今天不重视，不转变

观念，也许十几年后，就真正影响到你的职业和事业发展。

所以，我们不要惊慌，也不要不重视，技术的发展会带

来教育新的形态，教育形态会有巨大的变化，这是逐渐演进

的过程。

教育承担着人类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承与发展。现

代教育追求的是发掘学生潜能，对社会进行知识普及，包

括个性化的学、针对性的教、精准化的管理、智能化的服

务等等，这是现代教育的理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要

素会逐渐往教育现代化的这几个特征上逐步演变。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

政策与焦点·总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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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

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杨宗凯教授在参加 LINK2017 论

坛时发表了《信息化促进高等教育

教学创新》的主题演讲，谈到他关

于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四点体会，主

要包括：

第一：信息化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规律。当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到

一定程度，教育系统的体系变革便

会必然产生。因此，教育信息化是

有阶段性的，不能一蹴而就。参考

UNESCO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导入、应用、融合、变

革。中国的教育要尽快从应用阶段

走到融合变革阶段，这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教育很重要的

使命和挑战。如果不变革，不转轨的话，是很危险的。怎

么变道是最重要的问题，要超越和跨越，一定是变道超越，

不是弯道超越，杨宗凯教授希望中国教育从应用阶段，进

入到融合和变革阶段。

第二：信息化的关键在于“化”。“化”的内涵，是重组、

再造和改革。其中包括组织的再造、教育体制机制的再造

和教育流程的再造，但它的核心、难点、重点都在于利益

的再造，是新的利益格局和传统的利益格局之间的博弈。

所以，虽然“化”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杨宗凯教授更欣赏

的定义是转变。改变教育的结构，以产生教育变革的动力。

第三：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这是一种体制机制的再

造，要进行整个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再造，是一把手工程。

而如何提升领导力呢？它需要转变观念、善于学习和勇于

创新。其中，勇于创新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打造智慧课堂、

智慧校园、智慧学区，利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内容的组织

结构、呈现形式、传输方法和服务模式。

第四：以信息化推进教育现代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教

育现代化必须以教育信息化的高度发达为支撑，随着信息

教育信息化的四点体会

技术快速渗透，改变社会中各行

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

模式和认知方式，然后改变教育，

重构教育新生态，以实现差异化

的教学、个性化的学习、智能化

的服务、精细化的管理、精准化

的科研。

其中，在实现差异化教学方

面，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为支撑，在保障规模化

教学的前提下，实现精准的差异

化教学，已经成为可能；个性化

学习方面，传统学习方式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正式学习和非正

式学习的界限日益模糊，可以通

过在线学习、移动学习、智能导学等多种方法学习；智

能化服务方面，智能信息服务不断走向实用化和大众化，

智能短信服务、智能自助系统和智能搜索引擎等成为学

校新的应用亮点；精细化管理方面，教育管理体系和

运行机制更具智慧，能够为教学提供更好的支持，使

教育系统的运行效率、决策水平、服务能力大幅提高；

精准化科研方面，高校大数据科研服务平台，为教师

提供了稳定易用的数据采集分析工具、自组织的科研

管理协同工具，让科研走向精准化。

对于未来的愿景，杨宗凯教授主要介绍的是未来教

室、未来教师和未来教育几个方面。未来教室将迎来智

能化、个性化和泛在化的教学环境的整体变革；未来教

师将实现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拥有良好的信息技术能

力，优美的教学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功底；未来教育将迎

来教育体系的全面创新，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

放的教育生态系统。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本文根据杨宗凯在 LINK2017 在线教育论坛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

心在线教育奖励基金（全通教育）颁奖典礼上的现场演讲记录整理，未

经本人确认）

政策与焦点·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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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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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浙大联合攻关构建光量子计算机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陆朝阳教授、朱晓波教授等，

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研究组，在基于光子和超导体系的量子计算机研究

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性进展。5 月 3 日，该研究团队正式发布了这一系列研究

成果。

潘建伟在现场宣布，在光学体系，研究团队在去年首次实现十光子纠缠操

纵的基础上，利用高品质量子点单光子源构建了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

的光量子计算机。在超导体系，研究团队打破了之前由谷歌、NASA（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和 UCSB（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公开报道的 9 个超导量

子比特的操纵，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大数目（10 个）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并

在超导量子处理器上实现了快速求解线性方程组的量子算法。系列成果已发表

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即将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武汉理工大学大学生研发智能单车停放系统

随着共享单车兴起，单车无序停放、占用大量公共面积等问题也随之产生。

武汉理工大学的学生发明的“智慧城市——单车绿色出行系统”，可有效规

范这些乱象。

据了解，这一项目由该校机电工程学院创新团队研发。项目发起人牛通

之介绍，去年 11 月他开始着手研发这一系统。经过 5 个多月的研发，这套系

统终于研发成功。整个系统以立体车库、可拆便捷移动车库和电子车库为点，

通过车库的合理分布形成覆盖面，最终通过配套 APP 实现信息反馈，形成闭

环网络，以此减少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据计算，其中智能立体车库地上

占地面积为 5 平方米，可同时存储单车共计 204 辆，相比现有的停车车桩，

节地面积达九成。目前，该项目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三项，即将代表该校参

加国家级大学生竞赛。

高校专利管理云服务平台正式开通

近期，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CNTAT 正式发布高校专利管理云服务平台。

在高校专利申请量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高校急需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

专利管理水平。为此，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CNTAT 依托中国专利全生命周期数

据仓库的数据支持，引入“互联网 +”的理念，推出了高校专利管理云服务平台。

高校专利管理云服务平台的主要特色为用数据说话的智能平台。主要功能包

括提案管理、专利管理、代理机构管理、发明人管理、提醒管理和查询统计。

在这个平台上，学校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权限，看到各种状态的专利数量，

以及单篇专利的详细信息；可以对专利数量、专利费用、专利质量和专利技

术性进行统计，同时提供高校专利数据的立体分析。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福州大学打造“一键化”高科技教室

这学期，福州大学打造了 79 间集音

频系统、影像系统、电脑设备、中控面板

等功能于一体，“一键化”操作的高科技

教室，让“教师讲课轻松，学生听课舒适”。 

该教室的讲台上方天花板上嵌入全向悬挂

式麦克风，长度只有 10 厘米左右，扩音

范围却可清晰覆盖直径 8 米的立体空间。

福州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许德泓介绍，

以往有线麦克风存在将教师局限在讲台周

围的弊端，对教师声带的压力大，而安装

“全向吊麦”后，教师讲课扩音效果好、

保真度高、噪音少，教学形式也可以更加

丰富。此外，新安装的激光超短焦投影设

备能够实现短距离投影，减少了投影距离

过长造成的光线衰减和易受干扰等问题，

同时幻灯片的色彩还原度高，展示图片和

影像资料更为方便。据了解，这种“一键化”

操作教室还拥有记录教师授课过程的录像

系统和无死角监控系统，为课堂的资源可

循环性和安全性提供了保障。

暨南大学研发国内首款应急求救 APP

近日，由暨南大学教授庞素琳发明设

计并由广东省内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款

紧急求助、风险预警与一键求救 APP 软件

发布，实现了在遇到劫匪、突发心脏病、突

然失火等紧急突发情况时，一键即可求救。

据介绍，用户在遇到极端风险事件

时，可通过平台紧急发送极端风险信息到

相关的应急求救部门，如 110 报警系统、

120 医疗救护系统、122 交通事故系统或

119 火警系统等，还可同时将此极端风险

信息发送到家庭群组成员和密友群组，实

现一键信息发送和一键触屏发送（即一键

求救）。同时，该 APP 还为平台用户提供

风险信息的发布、接收和查询，通过将身

边遇到的风险进行描述，以文字、图片、

视频形式发送到平台上，对风险进行预警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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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大学校长齐聚浙大 发布合作倡议

5 月 21 日是浙江大学建校 120 周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等 12 所大学的校长齐聚浙江大学，以“畅想一流大学

2030”为主题共同探讨一流大学发展之路。

与会高校通过《面向 2030 的“一流大学创新网络”合作倡议》

并达成共识。《合作倡议》指出，一是构建创新人才培养合作网络。

二是构建科学研究合作网络。三是构建知识转移和成果转化合作网

络。四是构建文化传承与创新合作网络。五是融入全球教育与创新

合作网络。

利用“互联网 +”同上备考课 远程互动协同教学

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举行了一堂特殊的公开课，

该校王彦竞老师和实验中学司尚羽老师为全市各上一节高三作文写作指

导公开课。活动现场，珠海市第一中学、市第二中学等学校的高三年级

语文老师和市第二中学高三部分学生同步在线参与听课。此外，云南怒

江、阳江及云浮等地相关学校的高中教师和学生也在线上观摩。

这是一场利用 “互联网 +”进行高三语文高考备考的活动。本次

活动采用线上观摩、线下互动交流的方式，也是一次创新教学研究活

动形式的尝试。据悉，“远程互联网互动教学系统”是珠海市正着力

开展的“学习型智慧校园”课题的一部分，该课题也是珠海市教育部

门自主研究的“互联网 + 教育”应用项目，现已在珠海和怒江两地的

教育交流工作中进行应用。

2020 年将实现中小学创新实验室全覆盖

上海市中小学创新实验室建设工作现场推进

会近期在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举行。截至 2016

年底，上海市在 656 所中小学校建设了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的创新实验室 1141 个，创新实验

室学校覆盖率小学阶段为 40.97%，初中阶段为

55.45%，高中阶段为 82.93%。到 2020 年，上海

市将实现创新实验室中小学校全覆盖。

据悉，上海市已建成的中小学创新实验室涉

及生命科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地理等众

多学科 ( 跨学科 ) 和领域，通过创新实验室为学

生提供多类型的课程和开放性的实践活动，已成

为本市中小学重要的教育资源，成为学生进行自

主探究实验活动、实现个性发展的重要场所。

晋江 30 学校扫二维码 看食堂菜肴烹饪

近日，福建省晋江市 30 所学校共 50 个食

堂的“明厨亮灶”二维码面向社会公布，家长

们可根据需求，扫描任意一所学校二维码，便

可链接到该校的所有食堂视频资源，视频网页

链接还可以保存或分享，方便家长随时随地观

看食堂学生餐制作全过程。

晋江市教育局于去年实施学校食堂“明厨亮

灶”工程。该市选取晋江一中等学校 50 个食堂

推行“明厨亮灶”工作，在每个食堂的烹饪区、

洗消区、粗加工区、配餐区等关键区域安装 3 个

监控摄像头，以视频直播形式呈现在相关视频设

备上，实现对食堂餐饮食品加工制作全过程的实

时监督。“明厨亮灶”工程中安装的摄像头是“互

联网 +”的“云摄像头”，连接宽带网络后，可

以把厨师在厨房里的工作情况全程摄录下来，这

些视频可存储也可调阅。家长和监管部门借助手

机、平板电脑、电脑、智能电视等终端，可同时

进行视频直播观看以及录像资料的回看。

上海

浙江

福建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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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未来一方面能够把在线教育和

我们的校园、课堂教育结合起来，另一方面

通过国际合作，能够和国外的先进模式结合

起来，来继续探索适合我们的、具有国际先

进形式的在线教育发展模式。未来希望比如

中国学生在国内，通过在线教育学习一年，

再到美国学一年，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而

且质量、文凭的含金量与在国外大学学习是

完全一致的。”

——近期，2017 高校在线教育国际论坛在深圳大学召开，并成立中

美高校在线教育联盟。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发表如上的观点。

“我们今天的科学家，尤其是计算机科学家，把‘计算’用得太狠了，

对‘计算’的依赖甚至有些‘贪得无厌’了！人工智能学者不能只盯着‘计

算认知’，一味要求 ‘人脑’研究的步伐有多快，而要拿出更多的精力

放在‘记忆认知’和‘交互认知’上。”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协

办的“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提出如上的观点。

 “中国将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工信部将推进公共数

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优先推动信用、交通、医疗、

卫生、就业等领域的数据向社会开放。研究制定工业大数据发展路线图，

推动大数据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同时还将强化数据资源在采集、存储、

应用和开放等环节的安全保护，推动电信和互联网数据管理细则出台。”

——5月 17日工信部举行的 2017 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作出上述表述。

　

“建设未来学校时必须从多方面进行变革。要注重个性化、信息化，

打破现有班级授课制批量生产的组织形式；是‘以学生为中心’，且家长、

教师、校长、社会同时参与学生学习过程的教育。具体而言，包含四大

层面的变革：学生层面的变革、家长层面的变革、学校层面的变革和社

会层面的变革。其中，未来课堂的教学模式既要包括现代课堂所用的讲

授型教学模式、研究型教学模式、探究式教学模式、基于问题解决的教

学模式，还应包括情境探究教学模式、游戏化教学模式、研讨型教学模式、

体验式教学模式、虚实结合—远程协同模式等。”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张生在《中国教育报》上

发表如上的观点。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声音 数字

6300多万
中央电化教育馆计划到 2020 年在全国职业院

校中建成 300 所数字校园实验学校。目前，“宽

带网络校校通”覆盖率已达 87%，“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已吸引 1000 万人次实名注册在线学

习，各级各类教师晒课 750 万堂，惠及职业教育

各领域 6300 多万人。

4300亿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的《云计算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7-2019 年）》提出，到 2019 年，我

国云计算产业规模达到 4300 亿元，突破一批核心关

键技术，云计算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新

一代信息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150万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高校新增专业名单，有 32

所高校成为第二批成功申请“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本科新专业的高校。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

预计到 2018 年，大数据科学家的缺口在 14 万到 19

万之间，懂得利用大数据做决策的分析师和经理的

岗位缺口则将达 150 万。

1900多万
近年来大学生到图书馆借阅的纸质书量成倍下

滑，取而代之的是电子书下载量的迅速攀升。北大

图书馆馆长朱强介绍，近十年来，该校学生到图书

馆借阅的纸质书从每年 120 万册下滑到 40 多万册。

数字图书资料的下载量从每年几百万飙升到 1900 多

万次。

67%
近期，大连医科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大

学等多所大连高校都推出了“无手机课堂”，强制

或者倡导大学生们在上课前将手机上交。《大连日报》

的调查显示，67% 的大学生表示“无手机课堂”仍

在坚持，49% 的大学生表示逃避交手机的现象时有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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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5 月 4 日 ~5 日，“2017 年高

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

此次会议主题为“教育现代化与新兴技术

融合”，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

浙江大学、《中国教育网络》杂志、北

京赛尔时代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承办。来

自全国近 500 名高校信息化工作者参加

了此次会议。

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任少波在大会致

辞中分析了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的趋势，

介绍了“十三五”期间浙江大学的主要工

作，希望通过承办此次会议，更多高校同

行能够深入交流，获得信息化建设的有益

经验。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致辞

并做了《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主

题报告。他分析认为，互联网对人类的影

响将不断提升，分为四个阶段 : 信息传递、

消费互联、生产互联和智慧互联。他表示，

教育的整个生态将因为互联网而改变，广

大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树立育人为本、融合

创新、开放共享的新理念，迎接适应信息

社会新的教育形态到来。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徐宗

本院士做了《用好大数据须有大智慧》的

报告。徐宗本院士表示，大数据是解决众

多国家重大需求问题的共性基础，是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但是，大数

据目前最缺乏的是人才，我国应加快形成

支撑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强大科学研究

与应用人才队伍。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清华大

学李星教授带来了主题为《下一代互联

网与高端技术人才保障》的报告。他分

析了目前制约中国发展下一代互联网的

主要原因，并介绍了我国过渡到下一代

互联网的时间路线图。对于下一代互联

网人才保障，他认为要不拘泥于现有的

人才成长体系，建立符合互联网人才发

展的机制体制。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调研员舒华做

了《解读教育行业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

行动指南》的报告。她分析了目前高校中

普遍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并介绍了教育

部近期开展的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

“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

行动方案。

会议期间，代表们探讨了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和机器学习等

新兴技术与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深度融

合，共同交流未来教育发展、智慧校园顶

层设计和模式创新。本次大会得到教育信

息化领域主流企业的大力支持。包括正方

软件、华为、赛尔网络、搜狗搜索、品高

云、威图、Mellanox、冰川网络、亿方云、

ZDNS 等。

李志民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任少波

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

舒华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

调研员

徐宗本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迎接适应信息社会的教育新形态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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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困扰全球的“勒索病毒”爆发两个星期之后，6 月

1 日 , 我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这是网络空间安

全的里程碑事件，我国网络安全工作由此进入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的阶段。这也意味着，网络安全工作有了无法

逾越的底线标准。

在《网络安全法》正式发布之前的 3 月，教育部发

布了《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治乱、

堵漏、补短、规范”八个字是此次治理的重要内容。教

育部科技司调研员舒华提到，之所以将这几项工作作为

重点任务推进源于问题导向。

虽然高校网络安全相比其他行业要好很多，但形势

仍然不容乐观。华中科技大学于俊清教授用“压力山大”

来形容高校网络安全现状，“即便在 211 和 985 高校，

网络安全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在所有影响到高校网

络安全的因素中，于俊清认为，首先是管理因素，其次

是人员因素，最后是技术因素。

短板效应在网络空间安全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

现。有句话说，安全工作做了九十九分，但丢了一分，

最后你得到的可能是零分。《网络安全法》的出台提醒

我们每一个人要有底线思维。无论过去做到了几分，但

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思考：网络信息安全工作要做什么，

怎么做？

第一，思想观念的转变。当前教育行业网络安全工

作中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几乎都围绕“观念”：思想观念

信息安全拒绝短板
有句话说，安全工作做了九十九分，但丢了一分，最后你得到的可能是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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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工作要求不落实；法制观念不强，责任义务不

履行；缺乏主动作为，小散乱现象严重。网络安全观念

的普及任重道远，信息化部门作为主要参与和推进部门，

未来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学校各个层面意识到

每个人肩负的网络安全责任，从而提升学校整体的信息

安全素养。

第二，安全制度的到位。强化主体责任是《教育行

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的第一步，是网络安全

工作进展的基础，然而目前现状也不容乐观。教育信息

化研究小组在 2016 年针对 96 所高校做的调查表明，有

11 所高校完全未制定安全保密相关的政策。

管理办法的制定是一所高校通向良好的网络安全环

境的基石，要统筹指导，分级负责，明确管理中的各方

责任。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中山大学制定网络安全

管理办法之前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收集。这是

万里长征第一步。

第三，队伍建设要加强。安全威胁不离不弃，每一

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引发极大的安全事故。必须要有人

每天都在思考安全这件事情，而且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

推进工作。信息化部门缺人，信息安全岗位更缺人。尽

管如此，即便没有专职的人员，也需要兼职人员能够投

入足够的时间，信息安全工作才能够有所进步。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4 月 19 日的讲话中提到的“只

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解放思想，慧眼识才，爱才惜才”等思路的提出是让人

振奋的，对高校未来吸引信息安全人才给予了一种政策

导向上的参考。

扩充网络安全队伍是长期的工作，在人员不够充足

的情况下，高校可争取学校支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购

置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在政策上，“十三五”信息化

规划中已明确提出，高校可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信息

化建设。在观念上，产品服务外包对于高校来说，并不

新鲜但也绝不熟悉，从购买设备到购买服务不仅是方法

上的过渡，更是心理上的过渡。

第四，提升技术能力。安全是一件时刻在路上的工

作。对于信息化部门的网络安全人员来说，要不断提升

看见威胁的能力。能够发现问题，能够看到威胁，才能

更好地思考信息化安全工作。 

合作对于网络信息安全来说非常必要，网络空间安

全共同体的打造有赖于各方力量。几年前，我们提到网

络安全时反复用到一个词：联动。今天看来，联动的力

量仍然很大，并且联动的方式越来越多。教育部目前正

在实施的教育系统安全威胁通报体系就是一个合作联动

的平台，囊括了教育机构、学校、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

这样的联动与合作产生了多元化的数据源，从而推动教

育行业的整体安全形态。

部长专题办公会，明确了部内责任分工

制定加强教育行业信息技术安全工作方案

出台教育行业网络和信息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

第一次部党组会，专题听取信息技术安全汇报

网络安全写入 2015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网络安全经费首次纳入部本级经费预算

网络安全工作写入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网络安全写入 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10 月 26 日，成立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11 月 7 日，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3 月 15 日，《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发布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网络安全法共有7章79条
内容上有6方面突出亮点

明确了网络空

间主权的原则

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

明确了网络运营

者的安全义务

进一步完善了个

人信息保护规则

建 立 了 关 键 信 息 基

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

确立了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重要数据跨

境传输的规则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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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5 月，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调研员舒华在“2017

年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中对教育部正在实施的《教

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她

将此次行动归纳为八个字：治乱、堵漏、补短、规范。

她提到，之所以选择这些内容重点推进源于问题导向。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目标是

提升安全水平，增强防护能力，有效防范风险，保障

运行和数据安全。原则是：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完

善机制，狠抓落实。实施范围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

其直属单位高等学校。

《方案》主要有四大项主要任务。每一项工作任

务对应不同的工作重点，总共 10 项：

1. 治理网站乱象，强化主体责任——统一标识，信

息发布，域名清理；2. 堵塞安全漏洞，增强防护能力——

监测预警，检测风险；3. 补齐等保短板，履行安全保护

义务——定级备案，测评整改；4. 规范安全管理，提升

治理水平——数据管理，关键设施，应急响应。教育部

将之归纳为八个字：治乱、堵漏、补短、规范。

治理网站乱象，强化主体责任

1. 统一标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中央网信办

于 2014 年出台“关于做好党政机关网站开办审核、资

格复核和网站标识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相关机构

建立党政机关网站标识制度。目前，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直属单位还未全部落实挂标工作，此次行动要推

动这些单位挂标。

2. 信息发布管理。《网络安全法》明确个人信息是

指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

人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住址、电话号码等。学校作为网络运营者应当认真审核

数据的发布，不得将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直接发布在网

上，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护个人信息。

3. 网站域名清理。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各级各

类学校逐渐建立学校自己的门户网站。但据调查显示，

学校门户网站域名用 .cn 域名的相对较少。“一些学校

的门户网站域名用的是如 .me、.cc 等五花八门的域名，

不仅影响中国学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形象，而且也难

以开展安全监测，需要研究如何加强管理。”舒华表示。

堵塞安全漏洞，增强防护能力

1. 安 全 监 测 预 警。《 网 络 安 全 法》 第 五 章 第

五十二条指出，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

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安全监

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并按照规定报送网络安全监

测预警信息。2016 年，教育部正式启动安全监测预警

工作，加强与国家网络安全职能部门的沟通，建立与

专业机构、安全企业等单位的信息共享合作，逐步形

成多层次的、覆盖全行业的安全威胁信息共享机制。

采取信息汇聚、核实、通报、限时整改、复核的工作

解读《教育行业网络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图 1  2014 年 ~2016 年教育机构安全事件统计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cn .com .edu.cn 无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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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监测预警机制建立一年来，共发现安全威胁近

20000 个，修复率达到了 90%。

统计表明，教育行业网络安全事件，2015 年发生

的次数比 2014 年小幅上升，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了

6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监测预警机制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特别是 .edu.cn 域名的网络安全事件下降最多。

2. 检测风险。学校使用的信息系统中有一类是具

有教育特色的通用软件，如：学生管理、教务管理、

财务管理系统等。调研发现，直接使用通用型软件及

基于通用型软件的个性化定制已成为学校开发系统的

主要手段。提供这些通用软件的企业相对集中，加强

对通用软件的安全审查和全面评估十分必要，力争从

源头上降低安全风险。

补齐等保短板，履行安全保护义务

1. 网络安全等保。舒华介绍说，《网络安全法》

明确提出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在原来的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上升到了

法律层面，使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进入 2.0 时代。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包括定级、备案、测评、整改四个步骤。

2015 年，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

教育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通知》，截至目前，

还有一些单位和学校没有完成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工作。

“6 月 1 日《网络安全法》将正式实施，现在不做是违

规，将来就是违法。”舒华说。

2. 测评和整改。每个信息系统在完成定级备案保

护后，都应按照要求定期开展等级测评和整改工作。

定级备案完成并不说明网络就安全了，只有通过测评

整改才能更好地保证系统和网络的安全。

规范安全管理，提升治理水平

1. 数据安全。保障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安全，其根本

目的是要保障数据的安全。教育行业有大量的师生信息，

涉及个人隐私，保障数据安全任务艰巨。教育部正在制

定《教育部教育数据管理办法》，规范数据的采集、传输、

存储和开放共享。各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相应

管理办法，加强数据保护工作，防止个人隐私信息泄露。

2.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在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定的基础上对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

点保护。目前，各单位都在研究确定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的保护范围。对教育行业来说，重要的信息基础设

施应包括网络基础设施，涉及到考试、招生、学籍、

资助等教育核心业务的信息系统，全国联网的信息系

统，存储大量师生数据的信息系统。各地各校应认真

梳理，明确本单位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3. 应急响应。《网络安全法》明确负责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制定本行业、

本领域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教育部正在按照要求研究制定应急预案，各单位也

应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出现安全事件及时响应

和快速处置。

舒华介绍，从今年开始，教育部将加强对地方、

学校的网络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把网络安全纳入校

园和周边综合治理框架下进行考评，并制定了评价指

标，主要包括网络安全通报机制、网络安全责任制、

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工作、网络安全威胁通报工作、重

要时期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网络安全事件处置等六个

方面。

另外，她提到，并不是发现的漏洞越多就减分，

而是发现漏洞却没有及时补漏才减分，也并非发生了

安全事件就减分，而是发生了安全事件却不在规定时

间内处置就减分。“这样的考核是对管理的考核，因

为安全是防不胜防的，但管理到位可以将安全事件造

成的损失控制到最低。” 舒华说。

构建教育系统安全威胁情报共享平台

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予以部署
明确主管领导、牵头部门和责任人
提供必要工作保障

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与网络安全职能部门沟通配合
探索与专业机构、企业建立合作机制

加强监督检查，完善通报机制

教育信息化月报通报进展情况
纳入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评价
纳入学校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学检查等

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安全意识

面向网络安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展专题培训
利用新生入学教育、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契机
提高师生网络安全意识和素养

教育部对教育行业网络信息安全的工作要求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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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的网络安全态势来看，攻防双方高度不对

称。对于攻击者来说，可以在不同层面选择薄弱点发

起攻击，但是对于防御者而言，则需要考虑系统安全、

应用安全等多个层面，很难全方位兼顾。同时，学校

信息化建设部门的工作非常繁琐，安全管理和运维工

作普遍亟待加强。攻击者也许只是偶然找到一个内网

入口，深入进来就可能导致信息系统大面积被入侵。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安全重视程度的显著提升，各高校

也纷纷建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但如果在

实际工作中没有一些具体措施落地，缺少抓手，那么

信息安全建设工作也很难深入推进。对学校而言，还

是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与人员来研究和思考校园网安全

保障体系怎么和整个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同步推进，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 发

展是安全的保障 , 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

教育行业安全现状分析和工作基础

安全威胁情报的来源离不开多方的支持，这几年来

我们和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以及安全

行业的诸多机构都保持深入的交流和合作，从中得到大

量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分析汇总多渠道安全情报并及

时研判，才能有更广的视角去了解整个教育行业目前的

安全态势，然后再及时通过流程进行处理和响应，使得

各类安全隐患在产生更大负面影响之前被消灭清理掉。

对于安全工作，要战战兢兢 , 如履薄冰，不能心

存侥幸，很多时候只是几小时的应急延时，就可能引

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今年 2 月底，我们倡导建立了教育行业安全漏洞

报告平台，目前试运行两个多月以来，收录了 12000

多个漏洞，发展平台用户两千多个，其中一千多名是

学校教师，还有几百名是各地对安全有浓厚兴趣的学

生。各学校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第一时间了解到自身

相关的漏洞信息，帮助学校做查漏补缺的工作，提高

学校看见威胁的能力也是平台的初衷。

通过类似的安全平台希望能够把安全工作量化，

它可以在全国层面上有一些量化的指标为学校提供对

比参考。并不是说学校发现漏洞越多，安全工作做得

越差。有的学校信息系统数量多，那么存在几十个漏

洞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未来可以把漏洞修复率作为

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如果一个学校漏洞修复率越高，

说明这个学校在信息安全方面的工作就越卓有成效。

安全威胁情报共享机制

在安全威胁情报共享方面，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有

其应急处置方式：依托与运营商、域名注册商、安全服

务厂商等相关部门的快速工作机制和与涉及国计民生的

重要信息系统部门及执法机关密切合作机制实现网络安

全事件的快速处置；同时作为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组织的

重要成员，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应急响应

组与多个世界著名的网络安全机构和各个国家级应急组

织建立了网络安全事件处理合作机制。面向国内外用户

构建教育系统安全威胁情报共享平台

姜开达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网络中心信息安全负责人

对安全漏洞和安全事件来说，不仅仅是发现，更重要的是要有体制保障，能够对它进行跟踪，

一直到它消亡为止，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

姜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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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及时掌握和处置突发重大网络

安全事件。在预警通报方面，依托对丰富数据资源的综

合分析和多渠道的信息获取，实现网络安全威胁的分析

预警、网络安全事件的情况通报、宏观网络安全状况的

态势分析等。6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促进有关部门、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网络安全服务机

构等之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

图 1 是关于教育系统安全威胁通报体系构想。可

以把各方安全威胁情报都统一汇聚到一个平台上，该

平台通过人工处理和自动化分析，再加上复核验证后

进入一个安全威胁共享基础平台。这个平台要能够有

效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国家和教育部层面的顶层规划

和支持，同时也需要省级和各学校的积极响应，充分

的信息化应用来助力安全向前发展。

在安全防御过程中，如果学校力量过于薄弱，那

么在攻防对抗当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互联网上有

很多安全类搜索引擎，输入学校的 IP 地址或者域名等

相关信息就很容易找到学校信息资产的更多细节，攻

击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发掘学校的弱点并进行攻击。

对于任何一家学校而言，其力量都是有限的，但是对

于教育行业而言，是可以通过组织力量去调动更多的

资源和力量，对行业安全进行梳理，把基础信息找出

来，批量发现漏洞，帮助学校去发现和解决安全问题。

实际上，学生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关键在于如

何去发现并激活这股力量。学生是需要引导的，如果

走在正确的道路，那么他就是“白帽子”，逐步成长

为安全领域专家；如果放任自流，那么未来可能就会

成为“黑帽子”，踏上黑产的不归路。

同时，安全威胁情报团队的人员也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考虑这些人员的来源和构成：各高校一线优秀安

全团队人员；教育网安全运行团队（CCERT/NOC）；

吸引优秀学生参与相关安全工作；必须要有一批人固

定在一线运维；兼职专职并重，充分利用高校人才优势；

争取长期稳定投入，保持中立属性。

此外，要明确安全威胁情报分享机制的基本定位：

提供有数据支撑的教育系统安全态势深度感知；对全

国教育系统各类安全漏洞进行汇聚和长期跟踪；对教

育系统各类安全事件开展全面监测和深度分析；拓展

威胁情报来源，从全球化角度来看教育系统安全；形

成各类涉及教育系统安全的深度调查研究报告。

对安全漏洞和安全事件来说，不仅仅是发现，更

重要的是要有体制保障，能够对它进行跟踪，一直到

它被消亡为止，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同时我

们要注意，安全漏洞和安全事件是有区别的，并不是

系统有漏洞就一定会被入侵，被别人攻陷，数据遭到

窃取。往往一次安全事件的背后，其中会涉及到一系

列的漏洞利用过程，我们要尽早地发现各种可能的漏

洞并积极修复起来，这样才可能避免产生重大的网络

安全事故。

通过这些工作，能够积累大量的安全数据，有了

数据支撑，就可能对教育安全进行深度分析，形成各

种各样的调查分析报告，进而指导我们的工作，影响

相关主管部门在安全工作上的思考和投入方向。希望

通过完善这种安全情报分享机制，为全国教育系统安

全威胁发现提供基础服务，显著提高各校看见安全威

胁的能力，推动各校的安全体系建设。未来，我们希

望不仅关注显著暴露的安全隐患，也要涉及隐蔽的安

全威胁，依托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应急

响应组，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图 1  教育系统安全威胁通报体系构想

自动 / 人工验证模块

安全威胁共享
基础平台

IP/ 域名库
用户管理

微信平台
API

邮件通报
登录查看

安全漏洞
安全事件API 获取

人工分拣
多元化
数据源 验证入库

API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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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解析后，病毒感染的量。可以看到，域名解析后，

感染数量急速下降，得到了控制。

图 2 为变种的传播情况，变种危害性很小。图 2 中

黄色的线代表变种，蓝色的线是原始版本的感染情况。

从 360 安全卫士监测到的感染量数据可以看到，

5 月 15 日，为受攻击的高峰，全天总拦截量为 63285

台，中招感染的机器为 888 台，其中一天中最高峰集

中在 10 点至 12 点，11 点时共受到了 5389 次攻击，共

有 105 台电脑中招。5 月 16 日总拦截量为 15432 台，

中招感染的机器为 302 台。

澄清教育网背了黑锅的事实真相

谭晓生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从 5 月 12 日开始大量

的媒体报道对教育网存在误解。他列举了一些数据说

明教育网在这个事件中背了黑锅的事实。

根据 360 获取的权威数据，利用了 GIS 信息系统，

取所在地理信息点名称，教育相关的感染一共有 4825

个，其中，高等院校 2981 个，显著较高。然而，从权

威出处分析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教育网感染数量只占

0.63%，并不是“重灾区”。

截止到 5 月 16 日 0 点的数据分析，数据来自安全社

区，全球 26 万次感染记录，独立感染 IP 来源 16 万个，

其中，来自中国区域分布如图 4 所示，可见总体感染数量，

主要与运营商体量相关。教育网 CERNET 的域 AS4538，

受感染的 IP 为 269 个，仅占国内受感染总量的 0.63%。

谭晓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一，多数校园网同

时连接教育网 CERNET 和运营商网络；第二，校园网

最早向外报告感染案例，因为用户群体在社交媒体上

比较活跃；第三，高校 90% 的感染是通过接入运营

2017 年 5 月 16 日，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YOCSEF

联合 CCF 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勒索病毒：

凭什么能绑架我们的系统？”特别论坛，论坛邀请国

内信息安全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一同揭开勒索病毒的

真面目。

360 首 席 安 全 官 谭 晓 生 在 论 坛 上 做 了 主 题 为

《WannaCry 病毒给网络空间安全应急处理体系带来的

启示》的报告。他分析了 WannaCry 病毒传播过程及事

件态势，以及此次事件的成功之处与经验教训，特别澄

清了媒体报道中对 CERNET 及教育网用户的失实报道。

还原勒索病毒事件经过

5 月 12 日 15:00 开始，勒索病毒开始感染中国境

内用户；5 月 12 日 23:00，勒索病毒爆发进入高峰期，

多个机构用户中招；5 月 13 日 12:00，勒索病毒感染趋

势呈现下降态势，应急工作取得了成效；5 月 14 日 7:00

至今，勒索病毒感染量平衡，事件进入尾声。

此 次 蠕 虫 病 毒 由 于 英 国 的 安 全 人 员 注 册 了 域

名，将危害控制住了。据多家专业安全公司的分析，

WannaCry 蠕虫感染后首先连接 URL（域名为 www.iuqe

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在 5 月 12

日该域名被安全分析人员注册并启用，从该域名的服

务器上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感染主机的 DNS 查询。根据

来自中国的 DNS 查询的 IP 地址及其 BGP AS 号码，通

过对域名解析量的分析，可以知道有多少人中招。图

1 是中国区域蠕虫传播的监测数据。绿色的线，表示在

没有域名解析之前传播的量；蓝色的线，表示开始域

360 首席安全官：教育网背了“黑锅”

图 1  蠕虫传播态势

16:00 08:002017-05-13 16:00 2017-05-14 08:00 16:00 2017-05-15 08:00 16:00 2017-05-16 08:00

图 2  蠕虫变种传播态势

16:002017-05-1316:00 2017-05-14 2017-05-15 2017-05-16

受感染 IP仅为 26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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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网络所感染。的确，根据 CERNET 的调查数据，

CERNET 在全国调查了超过 1600 个高校，确认感染的

单位 66 个，确认感染的电脑数百台。

谭晓生提到，情况较好的高校软件更新比较及时，

归因于长期推行的软件正版化；并且很多校园网根据 4

月份微软的漏洞预警提前做了防范。4 月 15 日，清华

大学就采取了系统防范措施，确保未发生病毒感染。

经验教训与启示

谭晓生指出，本次应急处置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

国家安全主管机构，公安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等

安全领导机构迅速响应，进行全国动员，部署防护方案；

第二，安全厂商迅速响应，及时提供预警通告、修复

工具和安全指南，上门支持，帮助了政企客户有效防

控；第三，国内各大政企单位高度重视，部署专人迅

速响应，采用安全厂商的应急方案全面修复，确保了

周一没有形成爆发；第四，消费者电脑补丁打得比较全，

蠕虫攻击成功率低；第五，运营商对传播端口做了封禁，

限制传播途径。

然而，本次应急处置也存在一些运气因素：比如，

国外安全人员发现代码中的域名，注册后停止了蠕虫

的破坏行为，所谓的 Kill Switch；感染是从周五晚上开

始的，有大内网的机构已经下班了，大量电脑处于关

机状态；另外，没有危害更大的变种出现，后来出现

的病毒变种并没有去掉 Kill Switch；等等。

由此，谭晓生也分析了此次事件带来的教训与启

示：首先，应当提前响应，整个事件的响应从 3 月就

应该开始了；其次，运维水平高的网络，应急可以更

加从容；第三，安全企业以及客户内部的组织能力和

执行力是重要的保障。

他认为本次事件中反映出了一些老问题，应当引

起未来网络空间安全部署的重视。

第一，终端安全如何做，我们真的想清楚了吗？

核心问题：终端在网络当中，是可信源还是风险？关

键问题：终端 = 杀毒？

第二，隔离专网，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隔离专

网是安全岛，但是不应该把所有的宝押在边界的防护

上；而一个隔离专网意味着一个迷你版的互联网产业，

其复杂程度并未引起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

第三，补丁问题和老旧操作系统问题，是安全问

题还是 IT 问题？谭晓生指出，未来，安全应该融入

IT，融入架构。

图 4  截至 5 月 16 日 0 时的数据分析

图 3  5 月 15 日及 5 月 16 日上午中国境内受感染与中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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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开始，因 Windows 漏洞导致的勒索蠕虫

病毒在全球爆发。正当我们积极防范和应对这次大规

模网络病毒攻击的时候，国内某些安全厂商却出于自

己的商业目的，连续发表不实言论和所谓技术报告，

或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或恶意放大该病毒的影响，

主要包括“中国此次遭受攻击的主要是教育网用户”，

原因是“教育网节点之间对 445 端口访问控制不够严

格，造成病毒在校园网和教育科研网中大量传播，呈

现爆发的态势”，“整个教育行业损失非常严重”。

并称“大量准毕业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材料被加密，

导致无法完成论文答辩”。部分媒体也在没有调查的

情况下，引用或转载这些不实言辞，“高校成为重灾区”，

“教育网成为重灾区”见诸许多媒体的报道。

这些失实的言论已经严重误导舆论，引起部分高

校师生的恐慌，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鉴于此，

我们严正声明如下：

1. 教育网并未出现大规模勒索病毒感染，也不是

重灾区。

截止到 5 月 14 日中午，根据我们对各高校用户的

不完全统计，在近 1600 个高校用户中，确认感染病毒

的高校仅 66 所，占比 4%，仅涉及数百个 IP 地址。由

于连接教育网的各高校校园网大多采用多出口模式，

在被病毒感染的 66 所高校中，通过教育网感染病毒的

高校仅有 5 所，通过其他运营商网络感染病毒的高校

39 所，无法确定感染病毒途径的高校 22 所。

经教育网安全应急响应小组 CCERT 对国际相关

权威数据的分析表明，教育网各高校用户感染病毒的

比例很低，仅占国内感染病毒总量的 1%，未出现大规

模勒索病毒感染，更谈不上是重灾区。

2. 本 次 感 染 勒 索 病 毒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是 用 户

Windows 系统没有及时升级存在漏洞造成的，而不是

关于教育网“大面积感染勒索病毒”
不实报道的严正声明

由于主干网没有封堵 445 端口造成的。

按照国际互联网技术规范，互联网 TCP 端口应为

众多互联网应用提供开放的接口能力，除非紧急情况

需要，互联网运营商一般不应该、也不会随意封堵主

干网 TCP 端口。即便封堵，一般运营商也不会在主干

网，而是由用户（如校园网或企业网）根据自身需要

在接入主干网的边缘采取访问控制措施（例如封堵某

些 TCP 端口）。另外，目前用户上网具有非常强的移

动性，指望在运营商主干网上封堵某个端口就能保护

用户计算机安全，是不现实和不专业的。

事实上，目前确有一些高校使用 445 端口提供网

络信息服务，因此教育网尽管没有在今年 4 月后封堵

主干网 445 端口，但是一直在密切监测主干网 445 端

口的流量变化情况。一批连接教育网的高校在今年 4

月发现 Windows 某些版本漏洞后，是在封堵 445 等端

口的同时迅速组织力量修补 Windows 某些版本漏洞，

确保不被感染。而另一些仅连接运营商主干网的高校

由于没有及时修补 Windows 某些版本漏洞，还是被感

染了勒索病毒。

可见，并不是封堵 445 端口，而是尽快完成各类

用户 Windows 系统软件的升级或修复漏洞才是防范勒

索病毒的根本措施。

在此，我们要求相关安全厂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

度，澄清事实并承认错误；希望媒体在报道时，慎重

援引厂商言论，加强与报道所涉单位的核实采访工作；

呼吁广大社会公众，坚决抵制有意无意制造社会安全

恐慌而达到商业目的厂商。我们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法

律手段的权利。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

                                    2017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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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安全队伍建设是难点

常熟理工学院网络安全体制为三级工作体制：网络

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信息化办公室、信息员（管理员）。

常熟理工学院网站安全队伍由信息化办公室技术人员、

网站开发人员和网站信息管理人员共同组成，信息化办

公室专职队伍人员紧缺，目前仅为 3 人，占全校师生接

入点总数的比例不足万分之一，网站 30% 由专业公司进

行设计制作和维护，70% 由兼职老师利用网站模板进行

制作。“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就目前网络信息安全

形势而言，队伍人员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技术人员还要

江南大学：人员数量和技术力量都不足

江南大学网络安全体制是按照“校园安全

稳定”和“信息化建设”两条线共同协同负责

网络信息安全等各项工作的。根据学校的网络

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在运行机制上采用“管

理 + 技术”的路线。一方面，学校通过规章制

度对网络安全相关工作做了具体规定，对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公布

了应急预案。日常由宣传部门重点关注意识形态、隐私和关键信

息泄露等网络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由信息化中心等技术部门根

据学校网络拓扑结构制定网络安全防范防护的方案并具体实施，

重点加固网络出口边界和数据中心边界的安全。

网络安全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都非常强的工作，日常工作依

靠信息化中心等技术部门。江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主任张

华介绍说，“由于各种原因信息化中心的人员比较紧张，我们一般

都由网络技术人员兼顾网络安全工作。江南大学信息化中心目前有

17 名人员，其中有 5 人专门负责网络技术暨网络安全工作，在人员

数量和技术力量上都有很大的不足。”

承担网络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等诸多工作任务，前沿技

术学习不够，安全敏感度不够，能投入工作的精力不够。”

常熟理工学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罗金光表示，他认

为，“安全技术人员的补充对高校来说是个难以解决

的问题，高校侧重于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引进和培养，

网络信息安全人员多数归属于教学辅助单位，用人方

式也多为人事代理或协议工资（劳务派遣），相对教

学人员而言，在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上都低人一等，

无法发挥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常熟理工学院：要有一套激发队伍工作热情的考评机制

山东大学：学生协助做网络安全工作

山东大学于 2017 年成立了山东大学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党委书记、校

长为组长，常务副书记、分管校长是副组长，

校办、宣传部、公安处、信息办等 20 多个

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担任。

各部处、学院、中心等二级单位主要领导为网络安全（网

站）第一负责人，设分管负责人、工作联系人。信息办工作

办公室设立安全主管岗位，并建立网络信息安全小组，负责

具体网络信息安全监督、协调具体工作。学生成立了网络安

全社团组织，协助处理部分信息安全工作。

据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林飞表示，山东

大学正在采取的措施为：出台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明确二级单位人员职责，开展网络信息安全培训。增加信

息办人员外出参加相关会议和培训的机会，加强与第三方

网络安全公司的合作。

探讨1

许多学校信息化部门一是人手少，二是难招人。众多高校呼吁，信息化部门的

人员需要扩充，考评机制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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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科技学院：队伍成长体系的配套是难点

郑州科技学院成立了以书记校长任

组长，分管校领导、职能处室院系部等

二级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的网络

安全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实行领导小

组统领下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领导小

组下设建设、专家、监督、安全等工作组，办公室设在

管理信息中心。网络信息安全队伍是由专职网络运维安

全专职人员、部门信息员等兼职人员组成，开展日常安

全检测与防护工作。网络安全队伍共 49 人，其中专职人

员 3 人，二级部门兼职人员 31 人，以及网络维护工作室

15 人兼职网络安全员。

郑州科技学院管理信息中心主任李振峰介绍说，他

们对于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及时，但处理能力有待提

高，能基本满足低等级网络事件处置能力，对于高等级

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还有差距，需要借助其他资源合

作处理。目前来看，学校还存在着网络技术人员流动性

较大，专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分散，网络安全队伍整体

技术能力不足以及培训时间保障难等问题。现在的难点

主要集中在专兼职技术队伍的成长体系配套与技术人员

职称职务评聘及薪酬待遇等方面。

发挥高校的人才特定优势

首先，学校有自己的技术力量和人才优势，

有很多对安全感兴趣并且有能力的学生，有大

量专业教师团队，如何把这些资源进行整合，

帮助学校进行安全建设，推进安全工作是面临

的一个挑战。学校还需要和企业合作，联合培

养实践性安全人才，学生在校服务学校，毕业

贡献社会。

其次，需要加强国内外安全行业交流合作，

和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安全机构和主管部门

顺畅沟通，推动和 BAT 等互联网公司和安全厂商深度交流合作。

再次，鼓励源于高校的安全团队提供创新服务，支持高校安全团

队创新创业，产学研相结合，各取所长，各尽其能，实现合作共赢。

吸引安全人才不受限于学历和职称

针对目前和今后很长时期的网络与信息安

全形势，建议建立 CIO 管理体系和灵活的信

息化用人体系，对有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基

础的技术人员破格录用，参照地方总体收入

水平合理制定协议工资水平，不受限于学历

和职称，重视技术领域能力考核。同时结合

高校本身的专业优势，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和

学生的优势，建立一支业余安全管理队伍。

根据实际情况发现，平时的安全管理中单

纯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远远不够，服务外包可以发挥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的优势，但我们也注意到 , 外包公司往往同时面对多个服务对象，

在平时的管理中适当调配，基本可以满足管理需求，但在某一特定危

机（如本次勒索蠕虫病毒）爆发时期，外包公司技术人员分身乏术，

并不能处理大量的并发事件，还是需要依靠本单位的技术力量进行处

理。如果依靠云安全平台加本单位技术力量，基本可以应对爆发事件。

寻找人才突破口
高校做好安全工作困难很多，但在人才方面是有优

势的。在当前编制不够，队伍不充足的情况下，信息化

部门仍然要从各种条件中寻找突破口。

姜开达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信息安全负责人  

罗金光

常熟理工学院信息化

办公室副主任  

中山大学：网络安全实施“管建分离”

中山大学的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中，

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学校信息技术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分管信息化工作的校

领导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学校信息技

术安全责任。信息化管理办公室是学

校信息技术安全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学校网络安全

与信息化建设工作。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是信息安全技

术支撑单位，负责学校信息技术安全防护体系的建设、

运行维护、技术指导和服务支持。学校各单位是本单位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责任主体，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是本单位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按管

理办法落实信息技术安全工作。

中山大学采取管建分离机制，信息化管理办公室是网

站安全的职能部门，设置一位副主任分管信息安全管理，

一位信息安全管理岗行政人员；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亲自抓信息安全技术支撑保障，设信息安全规划设计岗（1

人）、信息安全运维岗（2 人），学校对各单位安全人员和

队伍配置没有强制性要求。

探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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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钱买设备到花钱买服务

中山大学完备的信息化机制让不少学校很羡慕，因为大部分学校没有中山大学那么大的信息化队伍。尽管这样，中山大

学张永强表示，“单靠本校的安全人员和队伍是无法满足学校各种安全管理需求的，需要购买信息安全服务。”华中科技大

学教授于俊清也表示，“我们可以花钱买设备，也可以花钱买安全，买服务。”安全服务外包在人手不充足、技术更新换代

极快的情况下已经变成一种必然选择，但仍然有许多关系需要厘清，那么，外包安全服务应该如何实施？

要制定可操作、可检查、可追责的服务标准

为弥补自身不足，学校可采用服务外包的

方式引入外部人员和力量共同做好网络安全工

作。服务外包合作伙伴一般都是国内知名网络

安全厂商，他们的技术实力和经验积累可以协

助学校做好网络安全中定期检测、日常监测、

紧急处置等工作，对学校网络安全问题能早发

现、快处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江南大学的实践来看，服务外包可以

有效弥补自身技术人员人数不足和能力不足

两方面的短板。在操作中，学校人员应加强网络安全顶层设计的谋划，

将服务外包内容纳入学校网络安全统一工作体系，学校加强管理和

考核。由于服务外包不如产品那样具有非常明确的实物或外在形式，

做好服务外包需要学校和厂家一起对服务外包的内容和效果制定可

操作、可检查、可追责的服务标准。只要多方携手一起，勇于担起

网络安全责任，网络安全也不是洪水猛兽，是可防、可控的。

外包服务需要界定好法律职责

高校信息安全队伍的建设

存在技术不足的困难，为了解

决该问题，必须借助于外部力

量。我们的外包服务主要是指

系统建设、系统运维和桌面服

务，尤其是桌面运维服务，安

全运维贯穿其中。在上海海事

大学，借助于外部力量主要是

指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的完

善上借助于外部力量，制度一旦制定，外包团队必须依

规操作。

另外，《网络安全法》的处罚对象没有明确说明

外包团队可以担责，但明确规定校内相关人员需要担

责，因此无论是否外包，校内人员必须做好各项安全

工作。

张华

江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中心主任

王玉平

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副主任

网络安全工作应引入第三方安全咨询服务

目前 , 面向高校的信息安全产品技术水

平尚需进一步提升，外包服务能力尚待进一

步提高，解决方案的适应性和针对性有待进

一步加强。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需要与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面

广泛合作与协同，特别要引入第三方安全咨

询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是一个融合技术、

管理和服务的体系，应加强安全体系规划和

顶层设计，针对关键和重要安全问题与安全

公司开展校企合作研发、购买安全服务等，

合作中应以校方为主导。

林飞

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

探讨3

核心自主管控＋全局服务外包可以是一条路

高校信息安全产品与外包服务

是目前高校技术与人员储备不足的

有益补充。我认为，高校信息安全

应该采用核心自主管控＋全局服务

外包、“部分自主整体合作”模式。

对于学校内部应用系统、数据中心

等核心功能及核心数据信息安全首

先要自主管控，同时借助第三方技

术服务优势，将日常运行安全，机

房运行安全等采用服务外包与第三

方合作共建、风险共担。

李振峰

郑州科技学院信息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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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正式颁布和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安全日益

成为高校信息化工作的一个要点，高

校纷纷投入人力和物力加强安全方面

的工作。为了做好相关安全工作，在

基础网络构架的设计和日常管理上，

要做一些考虑，为更高层级的安全工作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本文简单介绍一

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实践和一些思考。

近期，一些高校纷纷开展了摸清家底的工作，中国人民大

学也开展了类似工作。目的是要明确校内一共有哪些对外服务

的网站，用了什么域名、地址，负责单位、负责人是谁，是否

备案，并建立了校内备案制度。实施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单纯的加强管理工作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很难依

靠各单位主观认知的提高自觉完成相关工作的要求。实践中，

为了实现校内备案，中国人民大学采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利用

域名解析权力与反向代理服务器配合，凡是不进行校内备案的

子域名，一律解析成校内地址，不允许对外服务，最终完美实

现了学校域名下所有网站的校内备案工作。

完成了这一步工作后发现，仍然有漏洞，校内存在不

使用学校域名的网站，甚至某些部门自行申请了域名并在

校外布置了服务器，导致前期工作的强制措施失效，仍然

存在黑户。在某高校被黑客攻击的案例中，虽然该高校做

了大量安全工作，却由于用户使用了独立的域名，而服务

器在校内，前期没有掌握相关情况，最终导致没有管理到

位而被攻破。

经过讨论，中国人民大学考虑采用运营商的管理措施，在

网络上封闭 WEB 服务端口，把 80 和 8080 端口都封闭，这样，

即使采用独立的域名，不在学校管理范围之内，只要服务器在

校内，就必然要按照校内备案程序进行才能开通对外服务，进

一步提高了管理对外服务网站的能力。

待理清这部分家底后，能够采用内网地址的服务器，将回

收公网 IP 地址，尽量避免服务器直接使用公网地址暴露在外

的现象，统一通过反向代理服务器对外提供服务。采用反向代

理服务器统一对外提供服务的好处有：只开放 WEB 服务端口，

从整体上提高了安全性，屏蔽了操作系统层面的漏洞；便于进

行管理操作，可以关闭、要求认证、只允许校内访问等，一键

操作速度快；集中了服务流量，便于配合 WAF 进行安全管理

（某些商业反向代理服务软件内置了 WAF 模块）；可以统一

配置 HTTPS 证书；便于统计全校对外提供的服务数量；可以

配置多个公网的不同地址（包括 IPv6 地址），配合智能 DNS

的使用，可以提高对外服务的质量；启用缓存功能，提高对外

服务的质量。

目前，对于域名和服务器都不在校内的情况，尚未有良策，

只能通过宣传提高认知，发文要求各单位上报，并自行做好相

关安全工作。

WEB 安全防护是高校网络安全的一项重点工

作，去年，我刊针对高校信息化部门人员做过一项

调查，超过 70% 的被调查者认为，WEB 安全防护

是高校安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多手段综

合治理。 

利用反向代理加强校园二级网站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张丹东

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副主任

多手段防护 WEB 安全

探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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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为了鼓励各部门各单位打造

各自对外宣传窗口， 江南大学采用“百

花齐放”的模式推行各单位的网站建设。

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各种网络信息安

全问题逐渐显露。一是各单位由于自建

网站，基本上都是各显神通，有的找专

业公司做，有的找在读学生做，有的老

师自写程序，有的用开源系统，采用的

开发语言、服务器种类也是五花八门，

存在大量的服务器配置不当、程序 BUG、SQL 注入漏洞等网络

安全隐患。二是网站系统除了信息发布，不少网站还开设留言

板、论坛，对用户注册、交互留言等监管不严，常发生言论不当

或被发布非法广告等。三是积极发布公开信息但审核审查不严，

常在发布各类公示信息时没有将涉及师生个人隐私的信息做脱敏

处理，导致敏感信息的泄露。有些网站甚至还内嵌办公事务处理

小系统，但又存在 SQL 注入漏洞，导致很容易被入侵，也会造

成内部信息外泄。再加上专业人才、建设经费、系统及服务器运

维等问题，自建网站往往成为各单位的负担。

为了彻底解决此问题，江南大学在全校逐步推广“网站群”

建设。学校以校办、宣传部、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等名义联合

下发通知，规定各学院、部门的网站都要逐步纳入网站群管理，

原则上不得自建网站，新建网站必须进入网站群，原有的自建网

站逐步原样迁入或改版新建，不得自行开设对外的 WEB 服务，

所有网站不得提供交互功能，不得内嵌管理业务系统。其中“网

站群”软硬件系统由信息化中心集中建设，各单位负责网站的菜

单栏目的规划、信息内容的组织、后期内容的编辑新增等，UI

界面由专业公司设计各单位确认。网站群建设费用从年度信息化

建设经费中统筹。信息化中心根据国家要求完成了网站群系统的

“三级等级保护”的备案和测评工作，大大提升了系统的安全性。

网站群工作得到了各单位的积极响应，目前学校网站群进展

站点已经达到 150 个。网站群的建设，通过提供信息化公共服务

回收了系统建设和管理的权限，减轻了各单位建设人财物不足的

压力，也统一了信息发布审核的流程和规则，既降低了网络安全

风险，又消除了信息泄露隐患。

目 前 上 海 海 事 大 学

数据中心采用虚拟化技术

运营，对于需要对外提供

WEB 服务的网站，采用独

立集群独立线路接入的方

式。在线路对外链接中，

串行了 WAF 设备。

我们部署了网络虚拟

化技术，对于每台网站虚

拟机在自动创建时，即启用分布式防火墙，限制只

允许 HTTP、HTTPS 协议的默认端口可以访问，在

建站初始阶段可以有限度的启用 SSH（Linux）或者

RDP（Windows）协议访问。

考虑到网站访问量，每个网站虚拟机网络带宽

限制为 50Mbps。如若其中一个网站被入侵，在低带

宽的情况下，可以限制木马或病毒传播速度，也降低

了病毒对网络出口设备的冲击和对校园出口带宽的占

用，从而保障学校网络带宽服务质量。

为了管理方便，减少公网 IP 的占用，上海海事

大学采用反向代理的方式，我们建立了 3 个反向代理

服务器，根据网站服务等级归属不同的反向代理，避

免在出现问题时网络服务提供商直接断网导致使用同

一代理服务的不同网站不能访问。

在网站系统安全方面，上海海事大学选用了

众多国外名校使用的开源内容管理系统 Drupa l，

该系统内部的代码有公开的安全审计，并且有着

强大的社区支持，对于系统、文件都有相应的安

全 设 计 指 导 手 册。 对 于 代 码 更 新 采 取 了 类 似 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代码更新机制，方便用户获

取、部署更新。

对于个性化部署的第三方网站，校内也采用了站

群系统和独立站点相互补充的方式。后续将进一步推

广 Drupal 的应用，研发网站云技术，确保网站系统

自身安全。

虚拟化保障WEB安全

上海海事大学：

“网站群”治理网站乱象

江南大学：

张华

江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中心主任

王玉平

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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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到 10 人，网络工程师负责信息安全的仅占 2 人。

由此看出，建立网络安全责任制，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

做到责任到人已势在必行。

2.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初见成效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两年对比中，96 所高校在安

全管理制定方面有所提升，2016 年已经有 50 所高校制

定并实施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比 2015 年增

加了不到十个百分点，接近三分之一的高校处于正在

规划并逐步实施的阶段，暂无这方面规划的在 2016 年

调研中有 0 所学校，这充分体现了信息安全管理已经

上升到制度层面。虽然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意识有所

提升，但是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以及高校关于信息安全

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落实，信息安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制度建设、技术支撑以及预防工作等始终是高校信息

安全建设的重要环节。

3. 高校信息安全相关政策制定

信息安全政策与制度对于高校的信息安全发展提

供了规范以及约束，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在信息安全政

策建设方面相对薄弱。从图 3 可以看出，调研高校的

信息安全政策多集中于要求所有关键系统都要及时打

补丁做软件升级，有能力对违反学校规定、影响网络

服务的设备所在区域进行断网方面，从两年数据对比

发现高校在主动对关键系统扫描已知安全漏洞的重视

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是还有很多盲区需要进一步落

实，如 DNSSEC 部署；在签订宿主服务之前都要做安

全评估；要求学校拥有的所有移动设备都要加密；主

动对全校上网的个人计算机扫描已知漏洞等方面的工

高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意识整体薄弱

图 1  高校负责信息安全的最高职位统计 ( 单位：所）

文 / 高宁

2014 年和 2016 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面对全国高

校信息化现状进行调研， 两次均参与 96 所高校，涵盖七

大地区，涉及 985/211 高校、一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

校三大类别学校。本文从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机制体制建

设，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以及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队

伍建设三方面进行分析与对比，探究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

建设存在的问题，引领高校信息安全今后的发展方向。

 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机制体制建设

信息安全建设是一个整体组织协调的过程，涉及责

任部门设置、各部门间统筹协调、安全问题解决机制、

信息安全预防措施、信息安全评估测试等一系列环节。

高校应该注重信息安全顶层设计，制定信息安全相关政

策与制度；确立信息安全负责部门，责任到人；加强各

部门间统筹协调，高效、有序解决突击问题；完善预测

评估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

1. CIO 机制与管理模式尚未确立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高校大多由校长、

副校长以及网络部门负责人分管学校信息安全管理，绝

大多数高校并未形成 CIO 职能与管理模式。两次调研

中发现，在 96 所高校中由 CIO 负责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2014年和2016年，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组织的“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活动”
中，两次均参与的 96 所高校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图 2  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情况对比 ( 单位：所）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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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还有欠缺，另外，2016 年调研中仍有 11 所高校尚未

制定与安全保密相关的政策。总体来看，我国高校信

息安全相关政策制定并不完善，还应加强重视。

安全管理控制技术措施的分析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更新迭代为高校信息化安全

管理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两次的调研中发现，总体上具

有一定的吻合性与延续性。目前各高校采用的信息安全

手段多集中于身份认证、防火墙、网络实时监测三个方

面。从图 4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各高校对于信息安全

都颇为重视，而且信息安全防护的手段也趋于多样化，

各项防护手段非常明确。在 2016 年的调研中可以发现，

高校乐于接受新技术如漏洞扫描、备份容灾、审计日记、

授权访问及各级准入控制等，并且各项信息安全管理技

术的采用在之前基础上都有所提升。

1. 高校网络身份认证技术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高校无线网络身份认证已逐步

普及，两年的数据对比中发现 985/211 院校、高职高专

院校以及一般本科院校在无线网络身份认证方面都有很

大提升，其中 985/211 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中实现无线

网络身份认证的已达到八成。

在 2014 年的调研中发现，身份认证技术采用情况

极其不好，大部分身份认证技术均未采用，仅有不到

三分之一的高校广泛采用 PKI 技术。不到 20% 的高校

部分采用的身份认证技术分别是 PKI、电子签名、生物

图 6  身份认证技术采用情况（2014 年，    单位：所）

图 7  身份认证技术采用情况（2016 年，    单位：所）图 4  高校在信息化安全管理方面总体工作对比 ( 单位：所）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图 5  高校无线网络身份认证对比（内环：2016 年，外环：2014 年）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图 3  高校信息安全建设采取哪些政策 ( 单位：所）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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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图 12  高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对比（单位：所）

各高校通过自建、运营商全权负责以及与运营商共建等

方式已建立数据管理平台，但是大部分高校存在“重建设、

轻维护”现象明显。从两年的调查数据中显示，高校采

用的安全方案更加多样化，防火墙、IPS、ACL 已被广泛

采用，而 UTM、DLP、NAC 被采用的比例较低，2014 年调

研中发现 96 所高校中有 0 所采用 DLP（如图 10）；从图

11 可以看出，防火墙、IPS、ACL 虽然所占比例较高，但

是相比2014年有下降的趋势，而UTM、DLP、NAC有所上升，

高校在各数据区域采取的安全方案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5.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是信息安全有效预防方式之一，

从两年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对信息安全风险评

估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从图 12 中看出，在 2016

年的调查中，已有 49 所高校对核心管理系统和数据有

图 8  高校网络访问的用户认证方式（单位：所）

图 9  高校网络管理产品采用情况对比

图 11  高校在各数据区域采用的安全方案（2016，    单位：所）

图 10  高校在各数据区域采用的安全方案（2014，    单位：所）

特征识别（如图 6）。图 7 显示，智能卡技术已被采用

的高校占到三分之一，近两年内，高校计划采用的技

术为双重认证、电子签名和智能卡，从中得出了高校

对身份认证技术的偏爱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2. 用户认证方式

从图 8 可以看出，96 所高校均对无线网络有着较强

的管理意识，大多数高校访问其无线网络都需要用户进

行认证，有七成以上的学校全校范围内的无线网访问需

要用户认证，并且超过一半的学校在用户接入时就需要

用户认证（包括有线、无线），但是从两年的对比中发现，

2016 年高校对用户认证的重视相比 2014 年有所下降。

3. 网络管理产品采用情况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目前流量管理和上网认证系

统成为了高校进行网络管理的主流产品，在此基础上

各高校选择网络管理产品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对于

IDS/IPS、网络监控、智能 DNS 都有着一定比例的使用。

采用智能 DNS 以及 CIDS/IPS 的高校虽然与 2014 年相

比有了提高但是总量还是很少，仅占不到总体的三分

之一，这说明高校网络管理产品更新迭代步伐缓慢。

4. 安全方案采用情况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风起云涌，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2016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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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评估，仅有三成左右高校对中央 IT 系统和架构、

科研系统和数据以及教学系统和数据三方面接受过信

息安全风险评估，另外仍有两成左右高校还没有做过

这方面的风险评估，由此可以看出，高校信息安全风

险评估意识整体薄弱，亟待提升。

信息安全队伍建设现况与改善

高素质信息安全队伍是信息安全建设的智力支撑，建

设一支技术精湛、富有创新的高精端信息安全人才队伍是

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体系的重中之重。高校在信息安

全人才培养中应坚持引进、培养、管理相结合的建设方式，

在培养过程中不断提高整体的信息安全意识，增强信息安

全相关技术了解与应用，逐步形成良性的发展模式。

1. 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意识有待提升

从图 13 得知，96 所高校中超过一半的安全评测认

证等级是二级， 2014 年有 65.17% 的高校尚未进行信

息安全评测，在 2016 年信息安全评测的比例有所下降，

从两年的数据对比来看，2016 年高校信息安全认证工

作有了很大提升，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意识有所改善，

但是总体上看，各高校对信息安全测评意识还是相对

单薄，加强高校师生的信息安全风险意识不可懈怠。

2. 高校信息安全工作人员培养不到位

高校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不仅要在人才引进

环节进行严格把控，更要注重信息安全队伍的培养工

作。从图 14 中可以看出，高校要求信息安全工作人员

必须参加相关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比例在 2016 年有所下

降，而要求其参加关键培训但不要求证书的比例达到

52.08%，从中可以看出，高校对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的培

养重视程度较低，这也造成了培训流于形式的现象严重。

讨论与建议

1. 继续增强高校信息安全意识

图 14  信息安全工作人员资质对比

随着云计算、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与教育

的融合，高校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校领导以及

管理部门应该矢志不渝地高度重视信息网络与安全问

题，把网络安全提升到关系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战略高

度上来把握、布置工作，加强统筹规划，抓好各项制

度和措施的落实；将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落实到

各个部门，形成责任到人、即时补救机制；技术部门

加强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监控、治理、防患工作相统一，

主动检测系统漏洞，及时补救。最后，加强高校师生

信息安全风险意识也是始终不容忽视的问题。

2. 加强信息安全制度建设与顶层设计

从总体上看，目前高校在信息安全建设方面责任

不明确，缺乏统筹与顶层设计。在今后的信息安全建

设中，不断完善信息安全制度，设立信息安全专门机

构以及专业负责人，做到责任到人。加强各部门之间

的沟通与协调，加快解决问题的步伐，此外高校应注

重信息安全的预测与评估机制的建设，加强对信息网

站的备案与监管，信息安全负责人定期进行安全评估，

及时修补系统及网站中存在的漏洞。

3. 加强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

高校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是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建

设体系的重中之重，高校在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中应坚持引

进、培养、管理相结合的建设方式，加强安全技术人员的

培训管理工作，组建一支技术精湛、富有创新的高精端信

息安全人才队伍，为高校信息安全建设提供智力保障。

4. 加强校级、社会、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开放、共享、互惠、共赢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的

标签，高校在今后的信息安全建设中切忌闭门造车，

应该不断地加强校际、社会、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加强技术、资源、经验等的共享，共同维护信息网络

安全。通过组织高校信息安全联盟建设信息安全统一

防护线，推动高校信息安全管理。  

图 13  高校信息安全测评或认证等级对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2016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作者单位为北京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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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数据深刻影响着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国务院通过《关于促进大

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中共中央十八届

五中全会确定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这些政策战略对于人们深刻认识与准确

把握大数据，意义重大、作用深远。

理性认识数据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很多

资料形式，如文件、记录、报告、表格、

图片、歌曲等，资料是对社会经济生活

片断的记录。如果资料存放在计算机上以

编码形式存在，那就是数据。数据是以

编码形式存在的信息载体，是资料的数

字化形式，大数据是大而复杂的数据集，

具有海量性、时变性、异构性、分布性

等特征。

反映真实世界的数据（碎片）量己

达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真实面貌的

程度，随着信息获取的发展，数据在积累

过程中从量变发展到质变。量变是指数据

量增加，质变是指量增加到了一定时刻使

得人们通过数据的片断就能大体判断它背

后的故事。

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使得人类社

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泛指一个时

代、一项技术、一种文化、一个挑战，通

常用四句话概括：拥有大数据是时代特征、

解读大数据是时代任务、应用大数据是时

代机遇；能够对复杂海量数据进行实时获

取、传输、存储、加工和利用的高新技术；

任何人都要以数据说话；现有的数据采集、

传输、存储、处理与分析技术己无法适用

于现有的需要。

大数据的价值有四个方面值得大家关

注。第一，提供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 实现

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管理科学与实践的

革命；第二，提供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 支

持基于数据的科学发现；第三，形成高新

科技的新领域 : 推动行业深化发展并形成

大数据产业；第四，形成社会进步的新引

擎 : 深刻改变人们的思维、生产、生活方式 , 

推动社会进步。

发展大数据具有迫切性与极端重要

性。大数据技术是解决众多国家重大需求

问题的共性基础，必将成为重构社会和经

济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底层架构和

标配），它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

准确把握机遇

联合国2012年行动计划报告中指出，

大数据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人们如今可

以使用极为丰富的数据资源来对社会经济

进行前所未有的实时分析 , 帮助政府更好

地响应社会和经济运行。

一是管理创新机遇。管理问题难以有

普适方法论，决策问题难以精确建模分析，

大数据认识论与方法论为管理与决策科学

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管理包括

市场分析与精准营销、舆情分析（社会、

商业等）、政策分析与评估、金融风险分

析和监控、工业系统智能控制、公共安全

监控与治理、产业与经济形势评估等方面，

这些都需要用到大数据。

二是产业发展机遇。人们都希望能够

弯道超车，实现中华民族崛起，但是中国

的优势到底在哪里？中国的优势就是市场

大、人口多，铸就了大数据资源优势，带

来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为产业的不断升级、

形成新价值、新产业提供无限可能性。

三是科学研究机遇。数据收集、处理

与分析能力的提升，将显著提升人们对客

观世界的洞察的深度和可程序化探究问题

的广度。帮助人们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

值，形成新理念。

四是学科发展机遇。大数据摧生了数

据科学，数据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管理

科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与融合，将彻底打

破和革新学科领域；“解读大数据是时代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徐宗本 

用好大数据要有大智慧

徐宗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随着信息获取的发展，数据在积累过程中从量变发展到质变。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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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要求将深刻改变和影响所有学科，

这一改变将对大学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

产生重大影响，为大学培养适应国家创新

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提供机遇。

科学应对挑战

在传统统计方法中，以样本趋于无穷

的极限分布为基础进行推断，而大数据分

析方法需要自然数据，依靠数据量和超强

的计算能力直接进行分析。

在此过程中，出现很多认知论证的

困惑：样本等于母体？相关性能替代因果

性？查询能替代推断？大数据可代替理

论？ 同时，数据特征也发生改变，从中

小规模、固定尺寸、非时变、单一结构、

集中存储，转变为超大规模、分布存储或

数据源、流数据、超高维、异构等。如何

科学应对挑战？

一是重建分析基础，包括重建统计学

基础和计算理论。在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的

统计学与计算基础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建立起若干新的理论，推动形成数据科学

的基础理论体系。

二是创新计算技术，包括创新计算

模式和计算方法。在环境上，从单一结

构（CPU，MIC） 向 混 合 结 构（CPU ＋

GPU ＋ MIC 共存协作计算）转变；大数

据到来之后，既要计算密集型，也要数

据密集型，从传统并行转为分布式并行。

提出适应异构计算环境下多粒度分布并

行计算模式的系列高效算法（大数据算

法），形成大数据处理与分析的领先核

心技术。

三是建立真伪性判定准则，其目标是

在国家重大需求的若干典型领域，形成大

数据分析与处理的行业核心技术，促进相

应领域新模式的形成，推动各行各业利用

大数据的能力与水平。

目前，我们在实施系列重大研究计划，

聚焦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的核心基础与共性

关键技术研究，力求在分析基础、处理算

法、真伪性判定、结合典型领域的示范应

用等方面取得突破，为各行各业大数据应

用提供科学支撑和共性技术支撑。

另外还有三个“不等于”也是需要人

们关注的：第一，基础设施不等于大数据，

尤其是云计算不等于大数据；第二，信息

化也不等于大数据，信息化是长远的过程，

它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升级，是永恒的

一件事情。大数据是从侧面反映，是收集

信息，更多讲的是标准化、科学化、便捷

化等；第三，数据处理不等于数据分析。

要明确目标是前提，拥有数据是基础，计

算平台是支撑，分析技术是核心，产生效

益是根本。

总之，大数据技术是一个正在发展中

的技术，在我们国家尤其应该解决的是公

共政策问题，比如数据共享、数据质量、

数据开放等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

能让大家共同使用。此外，大数据技术本

身尚未成熟，科学基础也还在建立之中，

因此，当前首要任务是齐心协力按照自己

的特长为社会做出贡献，让大数据为人们

带来大的价值。 （责编：杨洁）

（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徐宗

本在“2017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上的演讲内

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大数据技术是解决众多国家重大需求问题的共性基础，必将成为重构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底

层架构和标配），它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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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Brewster  Kahle

如今人们通过在线渠道获取信息，而

这些信息往往被营利性平台过滤。一本书

如果不能在线阅读，那么看起来就跟从来

没出现过似的。然而，大量的现代知识仍

然只出现在印刷品上，并保存在图书馆中。

因为经费缺乏、电子图书的限制等，图书

馆尚未能满足数字化的需求。目前已经拥

有技术和法律框架，可以实现图书馆系统

在 2020 年前的变革。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是一个与图书馆合作伙伴共同工

作的项目，它提出了将上百万的书籍转为

在线版本的方案，以采购或数字化的方式，

从那些在图书馆和教室中最广泛拥有和使

用的图书开始。我们的愿景包括：数字图

书的大规模流通，让拥有实体著作的图书

馆用可借阅的数字化副本来取代它们。到

2020 年，可以建立一个协作的数字图书馆

收藏和流通系统。其中，数以千计的图书

馆可以为下一代学习者解除模拟藏书的限

制，使他们能免费、长期、公开地获得

知识。

面临的问题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版的

亚历山大图书馆，其中所有的人类出版

物——图书、音乐、视频、网页和软件，

可以为任意充满好奇和有意愿获得它们的

人所用。为实现这样的愿景而所需的技术

和成本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实际

上，各种各样的项目正在证明这是可以实

现的。大规模将现代资料数字化的主要实

体有三个：谷歌、亚马逊和互联网档案——

这很可能也是按照规模排列的顺序。谷歌

的目标是要将文本数字化来辅助用户搜

索。亚马逊的图书数字化项目帮助消费者

在购买之前能够浏览书籍。互联网档案项

目已经数字化了超过 250 万本公共领域的

图书，使它们可以全部下载；还数字化了

50 万本现代图书，而且通过其开放图书馆

站点上的借阅系统提供给盲人和阅读困难者

使用。

让所有图书都普遍可用，这一目标尚

未实现。事实上，图书馆社区看来应当形

成一个更加健康的系统，使作者、出版者、

图书馆，以及最为重要的读者和未来读者，

都能够参与进来。

对于那些无法以电子形式购买的图

书，笔者正在提议通过协同努力，选择那

些 20 世纪和 21 世纪中最广泛持有和使用

的图书并进行数字化，而且建设一个稳健

的系统来流通这些成果，面向上百万人，

最终面向数十亿人。

麦克·莱斯克（Mike Lesk）被很多人

认为是“数字化图书馆之父”。他曾经对

20 世纪的书籍表示非常担忧，称我们尚

未在数字化世界中形成“制度性责任”。

他相信，19 世纪及之前的材料都可以被

数字化和获取，21 世纪的数字化形式的

材料会非常有效地流通。然而，他认为

20 世纪的材料会受制于版权法机制，其

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型
图书馆系统 2020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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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部分都已经绝版了，都被 20 世纪末

期的法律锁定，使得数字化展现出风险。

当人们从模拟时代转向数字时代时，

关于“制度性责任”的评论仍然是恰当的。

目前，公共的、大学的和国家的图书馆领

导者们都不太清楚，如何能够最好发挥其

保存和获取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远程数

据库中进行注册变得越来越普遍，出版商

们正在努力适应图书发行越来越稳固地被

少数寡头控制的现状。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采购电子书，以及

将目前在实体书架上的书有效地转化到电

子书架上去，这是图书馆可以迈出的一步。

这样顾客们就可以轻易地借阅实体图书或

电子版本之中的一个。

开放图书馆：寻求去中心化的方案

2010 年起，互联网档案开放图书馆

（Internet Archive Open Library）就在探索

对数十所图书馆（见图 1）所贡献的 20

世纪书籍进行协同收藏和借阅。通过开放

图书馆的网站，我们可以一次性向一个用

户借出超过 50 万卷的 1923 年以后的数字

图书。这个数字流通机制所采用的保护技

术，与出版商们出版电子书的 OverDrive

和谷歌图书（Google Books）等商业平台

是一样的。在对多年以来上百万人使用开

放图书馆的观察中发现，这个办法是可行

的，继续向前推进的时机已经成熟。

以开放图书馆的做法为基础持续扩

展，到 2020 年将所有感兴趣的图书馆都带

入数字化阶段。很多图书馆已经和互联网

档案合作将 250 万公共领域的电子书进行

了数字化，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网站和在线的图书馆目录，将过去和现在

的所有这些书提供给上百万的读者。图书

馆社区有其巨大的收藏和强烈的公共服务

使命，例如，在每个图书馆的在线卡片目录

中，当一本书存在数字版本时，可以在这本

实体书的记录上增加一个外部链接，使读者

能够在屏幕上浏览这本书，或者是从家中很

方便地借阅。采用这种方法，通过与图书馆

目录云服务商的协作，大规模从模拟形式转

换为数字形式，顺利地丰富了图书馆的藏书。

我们同样可以和出版商合作，尽可能多地采

购用于图书馆借阅的图书。

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个行业的参

与来进行上千所图书馆的数字化。这是与

2004 年谷歌图书搜索项目的本质差别，

该项目是谷歌和若干个大型研究性图书馆

以集中方式将 20 世纪的书籍转为在线方

式的尝试。2008 年，谷歌图书方案提出的

一个集中控制的管理方式放弃了这个路线，

并且在 2011 年因为垄断而被法院叫停。

现在可以寻求一个去中心化的方案，

其中很多出版商和图书馆，通过市场进行

互动，而不再有一个单一的控制主体。今

天图书馆的电子书授权许可经常有限制性

的条款，如果他们采购电子书时能够获得

和实体书一样的权利来借阅和保管的话，

他们将服务得更好。由此向前发展，所有

的书籍都可以这种方式为图书馆所用，即

为了作者和出版商健康发展而提供收益，

并以此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对于无法

以这种形式获得的图书，包括目前图书馆

藏书中的绝大部分，以及目前出版的一些

图书，应该如何处理？图书馆可以共同对

这些材料有效地进行数字化，尽可能地减

少重复，而且能够以和实体书同样的限制

方式提供数字化文本的借阅。

以这种方式，顾客可以自己选择在屏

幕上阅读过去和现在的书籍；图书管理员

们可以继续发挥在采购、组织、展示和保

存人类的伟大著作方面的作用；出版商可

以以市场定价来出售电子书；作者可以选

择如何发布他们的作品，包括通过出版商

来获取报酬。这也许听起来有些老套，而

且并不是特别的颠覆，但是其中有一个优

点，就是每个主体扮演的角色在结构上都

和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

不同的解决方案

为了将图书馆数字化，首先来讨论

一下成规模地将图书进行数字化的分组方

法，然后解决如何使他们得到最大化利用

的问题。一所伟大图书馆的历史核心，

通常是 1923 年以前的书籍，都处在公共

领域，因此也不存在影响发布的版权问

题。拥有丰富的特有藏品的图书馆必须继

续对图书进行编目和数字化，而且我们将

继续与上百图书馆合作将他们的特殊藏品

数字化。但是，长长列表上的公共领域著

作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大致上两次被数字

化了：一次是图书馆与谷歌的合作，另一

次是图书馆与互联网档案的合作。谷歌的

项目扫描了大约 2500 万本书，就其范围

而言更加彻底，然而不幸的是，对这些

著作的使用是受限的。订阅者可以通过

HathiTrust 系统，来获得对于谷歌图书的

有限使用；公众可以通过谷歌图书网站，

每次下载一本某些公共领域的图书。与此

相对应，互联网档案所数字化的 250 万本

更旧一些的图书是可批量使用的，而且对

于公众是免费使用的。实际上，从系谱学

到生物多样性研究在内的内容专家们非常

活跃地从互联网档案中下载公共领域的材

料，来支持创新宣传和更加广泛的公共利

益。尽管我们仍要完成特殊藏品和政府文

件的数字化，这在 1923 年之前已出版图

书的文集大致上都是在线的和可用的了，

即便还有一些限制。

让莱斯克焦虑的 20 世纪的图书，同

样也因为版权问题让图书馆员们烦恼。在

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一个组织可以把图

书进行数字化提供给盲人和阅读障碍者；

根 据 2013 年 马 拉 喀 什 条 约（Marrakesh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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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y），签约国可以将这些书籍与其他

签约国进行大规模共享，只要采取一种明

确的法律许可方式。实践中，这就意味着

加拿大可以为了阅读障碍者对一本任意时

代的书籍进行数字化并提供节约成本的阅

读服务，而且将这些数字化的拷贝与澳大

利亚或二十多个其他国家的图书馆进行分

享。美国法庭在“作家协会对谷歌”（Authors 

Guild v. Google）的一案中判定，大规模对

图书进行数字化的基本行为，即便是商业

实体实施的，只要是基于“公平使用”（fair 

use）的原则，在美国都是合法的。

如果要建造类似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

馆、耶鲁大学图书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这样规模的一所主要图书馆，将要求机构

提供大约 1000 万本受到管理的数字化藏

书，其中大部分是 1923 年以后的书籍。

合作者们可以将一些图书子集作为重点，

如根据 OCLC 确定出的图书馆最广泛持有

的 120 万本书，或根据开放课程表项目

（Open Syllabus Project）确定的至少出现

在一个课程表上的 100 万本书。在建设核

心藏书的同时，合作者团队可以确保对主

要主题领域的全面覆盖。从论述目的出

发，可以来规定：1000 万本书是我们支

持一个广泛有用的公共数字图书馆系统

所需要的。

协作建造一个数字化的图书收藏

建造一个包含 1000 万本图书的协作

的数字化藏书，将要求图书馆和其他合作

者有效地执行下列职能：协调藏品开发，

以避免重复劳动；提供本地的和基于云的

访问；提供分布式的保存。

更广泛地，这些收藏的建设需要有图

书馆管理者或者管理途径来选择最有用的

书，然后通过流程确定哪些书籍已经被数

字化了。还要有机构和供应商能够为那些

遗失的实体版本提供来源，以进行数字化。

参与其中的组织要能够为这些职能提供经

费和人员支持，无论是基于自身内部经费，

还是慈善来源。或者，可以从一些已有经

费保障的项目开始，那样它们将有助于塑

造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

对图书进行优先级分类仍然是个未决

问题。一个方式是将藏书分组，其中一组

是 K-16 学习者广泛使用的核心图书，还

有若干组与重要主题相关的藏书。互联网

档案项目可以集中精力来获取和扫描大概

100 万到 200 万卷的核心图书；专业背景

较强的合作图书馆，可以开发和扫描基于

主题的藏书。例如，工程类学校可以在工

程方面的图书上努力，而法学院则可以聚

焦法律类图书。

必须继续与谷歌图书、HathiTrust 和

亚马逊合作，以探索出更多协同一致的

领域。没有图书馆愿意把资源浪费在对一

组文本进行多次数字化上。如果这些大规

模的数字化者能够愿意为合作努力做出贡

献，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

同时还要研究哪些书籍在版权保护期

之外，同时要对所有已经数字化的著作建

立一个全面的列表。这些都是支持我们工

作的重要研究领域。

不同等级的使用

当建立起核心收藏后，每所图书馆

就可以自行决定提供现代作品的方法。有

些图书馆也许从对盲人和阅读障碍者提供

全面的使用作为起步，例如多伦多大学正

在通过安大略大学图书馆理事会（Ontario 

Council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OCUL）和

无障碍内容电子门户（Accessible Content 

E-Portal）这样做。其他的如加利福尼亚

大学等图书馆希望创建一个保存用副本。

有些例如 HathiTrust 也许将为非破坏性研

究者的使用提供数据集。在这个将 20 世

纪的书籍变为在线的整个方式中，使用模

式的灵活性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强项，不同

国家的不同图书馆可以根据环境允许情况

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通过对采购的和数字化的电子图书提

供借阅，图书馆能够向前迈进一大步。互联

网档案的数字化电子图书借阅项目反映了

传统的图书馆实践，每位读者一次可以借

阅一本书，然后其他人必须要等待这本书

被手工归还，或者两周以后这本书将被自

动归还，然后提供给下一个正在等待的读

者。这种技术保护机制确保图书每次只为

一位读者使用，与出版商用于保护正在发

行的电子图书的技术是一样的。通过这种

方式，开放图书馆网站表示了对版权问题

的尊重，而且能够利用图书出版商们的经

验和工具。加利福尼亚图书馆联盟（California 

library consortium，Califa）设置了自有的借阅

服务器，并且通过自有的基础设施将采购

的和数字化的图书开放给所有的加利福尼

亚居民。我们了解到，中国教育部同样将

其拥有的图书每次借阅给一位中国主要大

学中的读者。不同国家的不同组织对使用

图书的各种方法进行尝试，以平衡便捷和

版权问题，都能学到东西并从中受益。

那么，如何流通数字化的电子图书

呢？有些图书馆将链接集成到图书目录

中，这样数字版本和实体副本的信息将会

在同一个记录中展现。图书馆也可以将链

接总是指向互联网档案开放图书馆的副

本，然而，如果这是一本现代图书，那么

可能整个世界范围内只能有一个可用的副

本。图书馆也可以保存自有的数字化副本，

并且管理自有的借阅系统，就像 Califa 正

在做的那样。这样，实际上每个图书馆都

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来为收藏的实体图书

提供数字化版本的借阅。这样可以在对本

地图书馆保持控制，同时享受到由其他人

维护和更新的云端系统的便捷。

在目录中开启电子图书的链接可以非

常容易，因为现在很多图书馆将图书目录

放置于主要目录提供商的云服务上。说服

这些提供商与整个社群合作，就能够使得

像打开数字化开关那样向上百万的用户传

递电子图书。

分布式保存

既然我们努力奋斗于建立一个当今

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应当避免上一个亚

历山大图书馆的命运——被焚毁。如果它

当时对每一个著作都建立一个副本，然后

存放到印度或者中国，那么我们现在就能

拥有亚里士多德的完整的著作以及欧里庇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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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斯的那些失传的戏剧。我们的社区应当

为这些采购的和数字化的图书保存多个副

本。当很多图书馆满足于在云端服务器上

使用藏书时，也要允许和鼓励一些图书馆

在本地保存数字版本的图书。

幸运的是，数字化的图书都足够紧凑，

对于图书馆而言，保存它们是经济上可以

接受的。即便是高分辨率的图像和衍生的

各种格式的数字化图书，大小通常也就是

500兆字节，100万本图书也就是500太字节。

对采购的电子书和数字化图书进行分

布式保存，可以帮助确保图书馆中这些珍

贵材料的长久性。

互联网档案项目的经费和技术

互联网档案项目已经获得了新的资

金保障来建立“超级扫描中心”，从而实

现大规模的上百万图书的数字化并显著地

节约成本。设置在亚洲的第一个超级扫描

中心正在进行验证性的生产，我们预计，

和目前在 28 个地区扫描中心进行图书馆

内扫描价格相比，它扫描图书的成本大约

是其 1/3。对于那些有意愿通过退出流通

几个月就能够实现大规模图书扫描的合作

者而言，互联网档案项目可以为它们节约

50%~60% 的成本。我们正与一个大学的

大型研究型图书馆洽谈制定计划，将 50

万本现代书籍通过互联网档案的超级扫描

中心来进行数字化。这个项目为该图书馆

提供了藏书管理的新选项，实现对那些已

经迁移到馆外存储地的图书的数字化的使

用机制。图书馆员们将会发现，降低成本

的大规模数字化，将会成为藏书管理的强

有力的工具。

过去的几年中，互联网档案项目已经

建成了图书馆内的图书扫描系统，集成了

重复检测目录、查找数字化和集成化传递

的功能。如果一些组织希望检查全部藏书，

找出那些既没有被他们也没有被别人数字

化过的内容，并且将这些文本进行数字化，

这一系统将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他们也能

在互联网档案项目中获取他们所有图书的

数字版本。这些图书基本上是在图书馆数

字化的。

同 时， 我 们 也 获 得 了 给 互 联 网 档

案项目的资金捐赠承诺，用来数字化上

百万的图书和其他资料。通过这个计划，

基 于 图 书 馆 长 团 队 的 推 荐， 同 时 考 虑

OCLC 和开放课程表项目等编辑的列表，

互联网档案项目将寻求获得和数字化一

个核心的图书收藏。这笔资金也为其他

组织提供了一个选项，他们可以将适当

的实体图书捐赠给互联网档案项目，然

后获得一个数字化的副本作为回报，不

需要付任何的费用。

通过这些方式，图书馆可以选择扫

描持有藏书的最适合的办法。我们现在

提供的选项包括桌面顶级扫描（Table Top 

Scribe），即机构采购硬件设施和利用自

有人员进行扫描，如图 2 所示；或者利用

设在机构中的区域中心，例如波士顿公共

图书馆、多伦多大学、普林斯顿神学院和

国会图书馆等。我们在亚洲超级扫描中心

提供更便宜的价格来进行大规模的数字

化，并对一些捐赠给互联网档案的适当的

材料进行免费数字化。我们提供这么多扫

描选项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每个图书馆都

能找到一种适合他们的模式来参与到这个

协作收藏的建设中来。

数字化的成本

在互联网档案项目中，数字化的成本从

每本书 10 美元到 30 美元不等，取决于扫描

在哪里进行，离岸的还是图书馆中

的。额外的成本，包括使用、存储

和数字化档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将来有可能成为主要成本。

目前的印刷版书籍经常会有电

子图书格式，但是非常少有出版商

愿意同意图书馆采购与实体书版权

许可类似的电子图书。如果我们协

调采购行动，那么图书出版商就有

希望接受向图书馆销售电子图书，

正如音乐出版商接受或者被迫接受

将 mp3 销售给提供更广泛使用的服

务一样。

财务稳定性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讨论涉及资金开

销和对系统的维护和增长提供支持财务模

型。如果图书馆分担数字化的负担，并且

共享结果，那么某些人就有动力来“搭便

车”，等待其他的图书馆将图书数字化和

提供服务。如果要打击这种行为，这些没

有对数字化和后台服务做出贡献的图书馆

就要为数字化的图书的使用而付费。而且，

也可以对想要保存本地副本的图书馆收取

一笔一次性的传送费用。我们还要对财务

模式进行深入思考，以避免鼓励支配性系

统的形成而限制了创新。

在建设协同的数字化图书馆收藏和

流通系统过程中，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有

其角色。互联网档案项目已经做好准备，

要在扫描技术后台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于

K-16 学生的核心图书的数字化的慈善性

经费保障等方面做出贡献。

如今的学习者都是在线寻求知识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能够使图书馆顾客通过移

动设备、网页搜索和浏览在线的图书馆目

录来借阅电子图书。通过成千上万的图书

馆的共同协作，可以为下一代学习者除模

拟藏书的限制，使得对目前超出可及范围

的上百万本图书进行数字化访问成为可能。

这个中心目标，即为了让将来的学生能够

不受物理限制地使用所有图书，将在 2020

年成为现实。 （责编：杨洁）

图 2

（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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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韦俊琳

目前，TLS 已经作为一种工业标准大量应用于网络交易，

信息交流中。例如 HTTPS 就是使用 TLS 协议进行加密传输

HTTP 流量，旨在为 HTTP 客户端（如浏览器）和 Web 服务器之间，

创建一条安全的连接，用来保证数据传输的私密性和完整性。

当客户端和服务器都同意使用 TLS 协议时，他们会通过握手来

建立安全连接，一个完整的 TLS 握手过程如图 1 所示。

随着 TLS 的广泛应用，关于 TLS 安全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入。在这些针对 TLS 的安全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可以

被利用的漏洞，这些基于 TLS 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TLS 所采用的加密算法的漏洞。例如早期设计基于 CBC 模

式的一系列加密方式，给现在带来很多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

的漏洞。还有 RC4 之类的弱加密算法，也带来严重的漏洞。

TLS 版本兼容带来的漏洞。由于过时的协议如 SSL3，不能

及时退役，对新版本的协议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例如利用

降级攻击，让通信双方使用旧版本，从而攻击双方的会话，还

有 DROWN 攻击利用 SSLv2 协议对大量服务器进行攻击，造成

很严重的影响。

TLS 实现的漏洞。由于 TLS 的开发人员，没有严格按照

TLS 协 议 的 标 准

规范来实现，或

者程序本身实现

有问题，导致了

很多 TLS 相关的

漏洞。

TLS 所 使 用

的数字证书的相

关漏洞。证书管

理和验证的复杂

性，也导致了一

系列针对证书的相关攻击，伪造证书，过期证书的清除工作较难

解决。

CBC 加密模式

在 SSL 协议较早的版本中，大量使用 CBC 分组加密的模式对

数据加密，如图 2 所示，加密解密过程都是分块进行。在实际应用

中，当明文最后一块内容不足时，会进行填充。根据填充的内容，

Serge Vaudenay 在 [1] 中引入了 padding attack，从理论上证明了利

用填充内容进行攻击的可能性，阐述了在 SSL/TLS、IPSEC、WTLS

和 SSH2 中使用 CBC 模式具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在 CBC 模式下，明文会被分割为固定大小的块。如果明文内容

最后一块不足整块大小，根据 PKCS#5，会在最后一块中进行填充，

构成完整的块；如果刚好具有块大小，则填充一个整块。CBC 模式加

密通过块密钥和初始向量来加密明文块，其中明文的每个块都会和先

前的密文块进行异或运算，每个字符只和每个块的对应位置相关。为

了保证对同一明文加密后的密文不同，其初始向量通常是随机生成的。

进行密文解密时也是分段进行的，解密完成之后通常会检查

是否符合规则，如果不符合，则会抛出 Padding error 异常，提示填

充不正确。如果攻击者获得了合法的密文，可以通过不断的向服

务器发送篡改的信息，通过观察服务器返回的信息，即可知道构

造内容是否正确。如果收到错误提示信息，则再进行修改，从查

询中，试探出 IV 的内容，然后通过中间密文逆向解析可以得到明

文。当然这样需要做大量的查询，一般情况下，攻击还是很难成立

的。当利用填充内容的特性时，攻击就会变得高效很多。如 Lucky 

Thirteen，POODLE attack 等都利用了 padding 内容的特性来提高攻

击的效率，使攻击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Lucky Thirteen 攻击

利用填充的不确定性，攻击者能够通过修改填充的内容来进行

编者按：如今，人们依靠的手机和计算机通信、支付、信息交流等都是互联网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在最初设计互联网时，

其主要目标是增强通信能力，没有过多考虑安全问题。因此，目前互联网的核心通信协议 TCP/IP，在本质上是不安全的。为了

解决数据在 TCP 上的安全传输问题，Netscape 公司在 1994 年提出了 Secure Socket Layer (SSL) 协议，又称套接字安全协议，

之后 IETF 成立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 工作组，基于 SSL3 设计了 TLS。SSL/TLS 在协议设计方面，存在一些可以被利

用的弱点。本文综合介绍 SSL/TLS 使用 CBC 及 RC4 加密模式时，可能产生的攻击。

SSL/TLS 的近年相关攻击研究综述 ( 一 )

图 1  TLS 完整握手过程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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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AlFardan 和 Paterson 在 [2] 中公布了 Lucky Thirteen 攻击。

Paterson 表示，攻击者作为中间人拦截 TLS 数据包，并对数据包进

行篡改，由于传输给服务器的数据包具有特殊的排列方式，其中的

一个包头域含有 13 字节，所以命名为“幸运 13”。

该攻击用来破解小块的 CBC 加密数据，这是一种针对 TLS

记录协议的时间侧信道攻击，要求 TLS 记录协议采用 MEE ( 

MAC-Encode-Encrypt ) 方式和分组密码的 CBC 模式。引发攻击

的最重要原因是填充，使用 CBC 模式，并且利用 TLS 完整性保

护机制。攻击者可以通过修改填充字节并观察服务器做出的响应

和响应时间，从而提取相关信息，判断修改的内容是否正确。根

据作者的描述，TLS 协议会将错误的填充在 MAC 检测时当作零

字节的填充，这个过程比正常协议解密的过程要短很多，产生了

一个时间差。检测时这个较小时间差可以被利用，作者也用实验

证明了确实能够被利用。虽然实验中会存在各种因素的偶然对准，

如 MAC 标签的大小，密码块大小和报头字节的数量等，但是对

于处理 TLS 记录所花费的时间上存在的时间差影响并不是很大。

对于好的和坏的填充，这种差异最终将体现在错误消息出现在网

络上的时间。这种利用时间的侧信道攻击在实际攻击中有广泛的

应用，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性。

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解决措施是添加随机时间延迟，使用 RC4，

或者使用认证加密和仔细应用 MEE-TLS-CBC 解密方式。在这些方

法中，使用 RC 4 代替加密方式是不可取的，RC 4 在近年来发现存

在的被充分利用的严重漏洞，这种方式只会转移漏洞到 RC 4 上。

而增加时间延迟总体上会造成较长的延迟，而且这个延迟的影响足

以抵消它所带来的好处，牺牲较高效率来换取安全的方式可能不是

很好的选择，所以增加随机时间延迟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而使用

认证加密则是选择较安全的加密方式，但是认证加密只在 TLS 1.2

版本上有添加，对低版本的 TLS 协议不能有效的解决。作者重点介

绍的仔细应用 MEE-TLS-CBC 解密方式，核心的思想是确保一个对

于 MEE-TLS-CBC 密文固定大小具有相同的处理时间，把重点放在

处理密文上，而不是明文部分，如块长度或者其它长度信息，修改

了 TLS 的解密方式来移除时间侧信道的影响。

POODLE 攻击

如果对填充内容不做限定，那么 CBC 模式的缺陷将被放大，

利用填充的最后一个字节固定为填充长度的特性，攻击将变得更

为可行。2014 年 10 月，Google 安全团队公布了 POODLE(Padding 

Oracle On Downgrade Legacy Encryption)，这是针对 SSLv3 版本协

议的漏洞，可以让攻击者破解小段的加密数据 [3]。不同的浏览器

对于 SSL 握手失败后采取的行为不同，服务器端在协议握手匹配

失败后，会采取降级的措施。如表 1( 内容来源于《HTTPS 权威

指南》) 所示，开始握手时服务器会选择最高的协议版本给客户端，

若握手失败，服务器会重试旧版本的协议，最后很可能被降级到

SSL 3 版本。而且存在类似 Windows 上的 IE 6 浏览器只支持 SSL 

3。攻击者也可以用这种对协议的兼容性使握手降级到 SSL 3，然

后进行 POODLE 攻击来劫持会话。

造成 POODLE 攻击的根本原因也是 CBC 模式在设计上的缺

陷，CBC 只对明文进行了身份验证，而没有对填充字节部分进行

完整性验证。SSL 3 在填充方式上是保留密文的最后一字节，填

写为填充的长度。但是，规范中没有规定的填充的具体数据内容，

也没有被 MAC 验证，所以就没有规则来确认填充的内容是否被

篡改过，只能验证填充的长度是否正确。这样一来，SSL 3 的填

充就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性。

在进行 POODLE 攻击时，攻击者能够截获密文，正常情况

下，直接修改填充字节的内容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如果改变

了 MAC 值时会引发错误，只有当最后整个块都是填充数据时，

攻击者才能够可以进行自由的修改并且不会导致 MAC 校验的失

败。正常情况下，攻击者尽管对密文只做了一位修改，也会导致

密文解密发生大量的变化，而且解密后的内容也会变成随机内容。

实际上，SSL 3 在做解密校验时，只需最后的填充长度字节是正

确的。在每次攻击尝试时，攻击者将需要解密的块移至最后一块，

然后修改倒数第二块的最后一个字节进行查询，一直重复修改直

到服务器成功接收修改后的内容。攻击的主要思路是攻击者针对

较大的的 URL 和较小的请求体，通过缩短 URL，每次一个字节，

直到找到正确填充长度。通过提交足够多次的修改来破解一个字

节，最后同步修改 URL 内容和请求体的大小并循环破解剩余部

分。攻击的主要原理是数据块最后一个字节解密后的值为 15（假

图 2  CBC 模式加密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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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块大小为 16）

(Ci[15]) + Cn-1[15] = 15

Pi[15] + Ci-1[15] = (Ci[15]) = 15 + Cn-1[15]

Pi[15] = 15 + Cn-1[15] + Ci-1[15]

面对这个严重的漏洞，Chrome 和 Firefox 等浏览器都禁止

回退到 SSL3，IETF 也出台相应的方案来应对 POODLE 攻击。

根据标准化的防降级方法，浏览器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信号套

件 TLS_FALLBACK_SCSV 信号，当信号值改变时，浏览器能够

通知服务器自己被降级了。这个方案不仅是为了解决 SSL 3 的

POODLE 攻击，而且是为了长期解决降级攻击问题提出的增添防

降级信号。这个攻击的出现实际上大幅度推进了 SSL 3 的禁用，

促使服务器采用更安全的协议，使用更安全的加密方式。

Bleichenbacher 攻击

当然填充的方式多种，而具有固定格式编码的 PKCS 也

会受到填充的影响。Wagner 和 Schneier 在论文 [4] 中描述到，

攻击者能够通过修改 ClientHello 信息，使 SSL 3 版本看起来

像 SSL 2 版本的 ClientHello 信息，强制服务器使用漏洞更多的

SSL 2。作为应对，他们提出了把版本信息包含在 PKCS 编码

ClientKeyExchange 的 PreMasterSecret 信息中，PKCS 编码格式见

表 2。

但是这种编码方式具有固定的格式，可以被利用来解析

数据信息内容。Daniel Bleichenbacher 在 [4] 中提出了新的攻击

(Bleichenbacher attack)。基于 RSA 的 SSL 密码套件方式，利用

PKCS#1 的标准格式在可接受的时间内解密预主密钥内容。预主

密钥是客户端使用 RSA 密码套件时生成的随机值，使用服务器

公钥加密后传送给服务器。服务器通过私钥解密后，能够获得一

份和客户端相同的预主密钥和随机值，其前两个字节为版本号。

攻击者能够窃听加密密文，应用 Bleichenbacher 攻击到 SSL 3，

通过接收服务器返回的不同错误信息来辨别修改的正确性。

Bleichenbacher 攻击可以识别在 0x00 02 后以明文开始的密

文信息，然后进行 Padding Oracle 攻击来解密预主密钥，进一步

可以取得 SSL 的会话密钥。充分利用 0x00 02 开头的特性，假设

攻击者获得密文 C0，想恢复出明文 M0。攻击方法是通过向服务

器多次发送修改后的密文，分析响应是正确还是错误来确定修改

结果，进而解密信息。如果收到正确，则表示是 0x00 02 开头，

那么 2B < m < 3B-1，且 B= 28(L-2)，而且基于 RSA 加密的延展性，

可得 C=(C0 * Se) mod N=(M0 *S)e mod N，攻击者可用 C 进行查询，

如果收到错误则增加 S，并重复上一步骤。攻击者可以利用 0x00 

02 大幅度减少可能的取值，2B < M0*S- rN < 3B，因此攻击者能

够降低范围 (2B+rN)/S < M0 < (3B+rN)/S，然后迭代选择 S，进行

Oracle 查询，计算新的 r 值，攻击者便可以不断缩小包含 M0 的

范围，不断重复直到最后只剩唯一解。

但这个攻击在被发现不久之后，研究人员便对错误信息做

了统一，并且关闭了这个侧信道，使得这个攻击短期内得到了解

决。针对这个改进，Klima，Pokorny 和 Rosa 对 Bleichenbacher 攻

击做了改进，他们在优化中重新定义符合 PKCS 明文的可能区间

值。根据 SSL/TLS 规范：

PreMasterSecret 正好是 46 个字节

PreMasterSecret 前缀有两个版本字节

填充字节不等于 00

符合明文 Mi 的 PKCS 包含将填充与有效载荷数据分开的

空字节。从而得知一些有效信息，填充内容已知，其中包含 2

类型字节，k-51 个填充字节，单个空字节作为分隔符，2 个字

节的版本号和 46 个 PreMasterSecret 字节。加密内容中不仅有

PreMasterSecret 的值，还应该存在版本号信息，攻击者可以通过

验证构造的版本号的正确性达到查询的目的。他们还进行了对之

前的 Bleichenbacher 攻击的防御措施进行破坏研究，如生成随机

预主密钥。为应对握手信息的泄漏，设定直到对 Finished 消息的

验证和解密发现密钥不同而中止会话。后来，Bleichenbacher 攻

击又被 Bardou，Focardi 等人进行了改进，在 [5] 中提出了相应的

改进方法，使得攻击执行得更快，而且大量减少查询的次数，极

大的增加了攻击的效率。他们还结合他们的结果做出了分析，从

结果来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进。

为了应对 Bleichenbacher 攻击，从 RFC 2246（TLS 1.0）开

始的所有 TLS RFC 建议“以与正确格式化的 RSA 块不可区分的

方式处理错误格式化的消息”。在 [6] 中，作者展示了这个工作

并没有成功实现，提出了四个新的 Bleichenbacher 侧信道和三个

成功的 Bleichenbacher 攻击针对 Java 安全套接字扩展（JSSE）

SSL / TLS 实现和硬件安全家电使用 Cavium NITROX SSL 加速器

芯片。作者成功验证 Bleichenbacher 攻击还能够成功的对 SSL ／

TLS 协议进行攻击，改善工作还需要继续。

Browser First Con Second Con Third Con Fourth Con

IE6 SSL 3 SSL 2

IE 7 TLS 1.0 SSL 3

IE 8 ～ 10 TLS 1.0 SSL3

IE 11 TLS 1.2 TLS 1.0 SSL 3

Safari 7 TLS 1.2 TLS 1.0 SSL 3

Firefox 27 TLS 1.2 TLS 1.1 TLS 1.0 SSL 3

Chrome 33 TLS 1.2 TLS 1.1 TLS 1.0 SSL 3

表 1  浏览器自动降级

Block Type Padding Separation Byte Encapsulated Data

00 02 … 00 PreMasterSecret

表 2  PKCS#1 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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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WN 攻击

Bleichenbacher 攻击进一步升级，在 2016 年，利用 PKCS#1 

v1.5 加密填充的遗留问题，结合 SSLv2 发起了对 SSL ／ TLS 近

年来较为严重的一场攻击。在 [7] 中，DROWN(Decrypting RSA 

using Obsolete and Weakened eNcryption) 攻击威胁到了百万级的服

务器。SSLv2 虽然是退役的协议，但是还有大量的服务器支持该

协议，没有完全移出废弃协议，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利用该

漏洞，观察服务器的响应来解密的 RSA 密文信息。并且利用这

个这个漏洞，攻击者可以在没有 RSA 密钥私钥的情况下，可以

完成跨协议的攻击，来解密 SSL 3 或者更高级的 TLS 会话。就算

服务器本身不支持 SSLv2，但是与使用 SSLv2 的服务器共享 RSA

密钥，也会受到 DROWN 攻击的连锁反应。

DROWN 攻击区别于 Bleichenbacher 攻击是它利用 SSLv2 解

密 ClientKeyExchange 信息。其中要利用 Bleichenbacher 的方法，

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攻击者需要吧 TLS 密文转换成有效

的 SSLv2 密钥交换信息，才能应用 Bleichenbacher 攻击，然后是

Oracle 查询需要严格的检测非填充部分的长度。

根据 Bardou 发表的论文，Bleichenbacher 攻击需要大约百万

级以上的查询次数。而 DROWN 攻击则利用了一些特殊的攻击技

巧来提升攻击效率，使用 Trimmer 来剪切截获的经过 RSA 加密

的明文信息，然后精心构造 00|02|PS|00| 密文消息的结构。然后

利用 SSL 协议的出口协议来弱化会话密钥，攻击者将截断会话

密钥至 5 字节。然后进行 Oracle 查询，一旦成功查询，便可以

对成功篡改的密文做多次平移操作，从而对未知长明文消息做分

段攻击。最后将各个小段的解密信息组合起来，构成解密明文信

息。作者还对 Bleichenbacher 攻击做出了新的改进，他们发现该

旁信道仍存在可被利用的方式，如使用同一个剪切过的 RSA 密

文对 Oracle 做两次询问。若剪切正确，在 Oracle 的两次答复会

使用正确的短会话密钥返回结果，让攻击者通过成功验证得知剪

切是成功的。否则 Oracle-E 的两次答复会使用两个不同的随机

数伪装“短会话密钥”，通过仔细验证收到的返回信息，攻击者

也能得知剪切是否成功。攻击者还利用了 SSLv2 协议的漏洞中的

一种“高效设计”，即允许客户端通过明文指令要求服务器把高

位 RSA 加密的密钥置零，攻击者加以利用，甚至能达到将服务

器的会话密钥设置为只含有一个字节的信息量。

充分利用这些优化攻击技巧，DROWN 攻击能够通过以下

方式进行：收集大量的 TLS RSA 密钥交换信息，大约 1000 个左

右就可以进行解密。把截获的含有 48 字节预主密钥的 TLS 密文

截断成多个小段，然后组建成 RSA PKCS#1 v1.5 编码格式。构造

00|02|PS|00| 小段密文结构，使用改进的 Bleichenbacher 攻击，发

起多个 SSLv2 Export_40 连接，并进行多次 Oracle 解密信息把解

密的明文组建成原来的消息。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能够通过 1000 个记录的握手信息，40000

个 SSLv2 连接和 250 次离线计算，在使用 2048 字节 RSA 密钥的

服务器中，解密 TLS1.2 握手信息，而且如果使用共享云资源，

可以在 8 小时内完成攻击，成本约 440 美元。他们还指出如果使

用特殊的 DROWN 攻击可以降低 SSLv2 连接到 14000 个。

攻击威胁到了大量的用户，能够破解会话信息，如果被截获的

信息是银行账号或者国家机密信息，危害将不可估计，攻击成本也

不高，而且如果攻击对象是普通用户，解密过程将更简单，速度更

快，成本将更低。DROWN 攻击充分体现了使用最新协议，及时将

废弃协议完全停止的重要性，也显示了密钥重用带来的重大危害，

使用过时的加密协议和弱加密原语对会话造成的严重威胁。

很多加密方式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的安全性

问题。在实际的应用中，使用可靠加密原语和侧信道强化的算法

是很有必要的。侧信道的大量信息泄漏给攻击者提供了检测的条

件，使得攻击者将这些条件作为修改密文后的测试结果。而服务

器端返回的错误信息提示越多，攻击者检测就越便利。减少一些

非必要的返回信息在服务器端是很有必要的，而侧信道中泄漏的

信息也需要尽可能的减少。SSL 虽然定义了相同的错误消息填充

和解密，但是仍然不能避免时间侧信道的攻击。所以类似 CBC

这样的弱方案应该被重新审视，应该考虑使用更安全，更有效的

加密方式。废弃的协议一定要及时完全禁用，利用老版本协议，

DROWN 这种大规模的攻击是具有很严重威胁性的，一些低版本

的协议影响着新协议的安全性，所以推进 SSL 3 的完全禁用也是

很有意义的。

RC4 加密原理

RC4 是 Ron Rivest 在 1987

年设计的加密算法，作为一种

较早出现仍被大量使用的高效

加密算法。由于对 CBC 模式的

攻击大量出现，加密方式的重

心开始转移到 RC4，使得 RC4

开始广泛的受到关注，也开始

被大量研究人员重视。虽然早

在 2001 年，RC4 就被 Fluhrer, 

Mantin 和 Shamir 等研究人员证

明其密钥调度算法存在缺陷 [8]。

在分析大量的弱密钥后，发现

密钥中的少量关键位置对影响

大量初始状态输出位值具有不

可忽略的概率作用。也就是说，

如果利用某些位置的已知明文 图 3   RC4 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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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HTTP 报头固定值）破解密钥流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被放大

利用到破解其他流上的对应位置。理论突破到实际应用往往会存

在着一段距离，而近几年对 RC4 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人员们

构造了一些能够实际测量的攻击，加速了 RC4 在 TLS 应用上的

退役。

RC4 从设计之初到现在的应用一直非常广泛，其原因在于加

密方式简单，效率非常高，在线上实时通讯加解密等方面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如图 3 所示，RC4 的加密原理并不复杂，加密算

法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密钥调度算法 (KSA) ，通过密钥

key 来初始化 S 状态。第二部分是伪随机数生成算法 (PRGA)，通

过使用 KSA 初始化后的 S，生成伪随机序列，更新 S，如图 4 所

示（来源于 Google）。

AlFardan 等 在

[9] 中分析了 RC4 的

安全性和近几年来

RC4 出现的种种状

况，当 RC4 被用于

TLS 加密时，作者

设计了实验对 TLS

进行了纯密文文本

恢复攻击。提供了两种明文恢复攻击方法，而且这些攻击也可以实

际应用于 RC4 加密的 TLS 会话中。其中主要根据 Mantin 和 Shamir 

等人在 RC4 流中发现的两个偏差进行的设计。

单字节偏差攻击

RC4 在密码学中存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密偏差问题。

Mantin 等人通过统计分析，贝叶斯分析等方法发现密钥流中的第

二字节倾向于为 0 的概率比一般情况要高，为 1/128 而不是正常

的 1/256。

如图 5 所示，在 S 初始化结束生成密钥流的过程中，最初，

i 和 j 为 0。用 X 表示 S0 [1]，则在第一轮中将 i 更新为 1，并将 j

更新为 0 + S0 [1] = X，并且位置的内容 X 和 Y 也即 1 和 X 被交换。

第一个输出是 S1 [X + Y]，它可以是具有基本上均匀概率分布的

任何值。现在使用 S0 [2] = 0 的假设。在第二轮中，i 被递增到 2，

并且 j 增加到 X + 0 = X，因此我们交换位置 2 和 X 的值 0 和 X，

并且输出 S2 [X + 0] = S2 [X] = 0。以下证明，对于大约 1 / N 的密钥，

第二个输出为 0，概率为 1，而对于其他的 1 - 1 / N 个密钥，第

二个输出为 0，概率为 1 / N 均匀分布。结果，第二位置输出为 0

的总概率为：

这种类型的偏差在密码学中是极其危险的，只要知道了 RC4

密钥流中的第二字节倾向于 0，那么就能够知道经过加密的密文

的第二字节。其他存在偏差的字节也是同样的。如果要在 TLS 中

进行攻击，需要建立多个连接，获取相同明文被多种不同密钥加

密的密文数据。观察第二字节的值，如果出现频率较高，那么这

个值很可能就是明文内容中的相同值。

在 AlFardan 等人发表的论文 [9] 中，其中一个攻击通过分析

244 个 RC4 密钥的密钥流，发现在最开始的 256 个字节中都存在

着多种偏差。他们通过改进算法，分别处理不同位置的多种偏差。

最后的效果能够达到在 232 个数据样本下，破解全部 256 字节的内

容能够达到 100。而且在被攻击字符存在已知部分的情况下，数

据样本的数量能减少到 228，远低于应该存在的 2128 的安全性。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攻击暂时还是很难实施的。因为最少需要

收集 228 个数据样本，被动攻击很难在合理的时间内符合要求。就

算每秒进行一次连接，也需要 8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收集齐。所以只

有进行主动攻击，通过注入 JavaScript 恶意脚本进行中间人攻击。而

且能破解的内容是前 256 字节，如果浏览器把有效内容放到 256 字

节后，这个攻击就很难得到有效的内容。

双字节偏差

除了单字节偏差，在 RC4 流中还发现了存在多字节偏差。

与单字节偏移相反，大多数所识别的多字节偏移不是单一位置，

而是以规则间隔周期性连续出现在加密流中。

在 AlFardan 等人发布的第二个攻击中，展示了如何使用双

字节偏差来破解明文。利用双字节进行攻击时不需要大量不同

的 RC4 密钥加密的样本，在同一个连接上能够获取多个样本，

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需要建立的连接数。而双字节攻击能够在

13*230 个数据样本下，破解 16 字节的明文数据内容。为了使目

标 cookie 处于 TLS 消息中的固定位置，作者在 HTTP 头中添加了

填充，这使得加密的 POST 请求达到 512 字节，这也产生了一些

额外的开销。按照每小时生成 600 万个密文的速度进行实验，需

要大约 2000 小时来收集数据。这个攻击构造产生了大量的网络

流量，在实际网络中，这个攻击暂时也不能构成威胁，但是证实

了双字节偏差确实可以被利用。

攻击改进

在 [10] 中，作者提出不变性弱点 (Invariance Weakness)，这是

RC4 加密中的存在的 L 形键模式。它一旦存在于 RC4 键中，在整

个初始化过程中会保持部分置换状态。当由 PRGA 算法处理时，

该完整部分包括置换的最低有效位，通过流的长前缀确定所称伪随

机输出流的最低有效位，如图 6 所示。这些存在偏差的流字节与明

图 4  RC4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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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节进行异或运算，

导致从密文到明文的转

换存在着泄漏。这些模

式通常发生在不同数量

的 LSB(Least significant 

bits)， 单 个 LSB，2 个

LSB，3 个 LSB 至 7 个

LSB，分别导致不同类

别的弱 RC4 密钥。

SSL 协议在许多密码套件中使用 RC4 进行加密。在握手协议

中，为上游和下游通信生成 RC4 加密密钥。在记录协议中，上

游密钥用于客户端到服务器通信的加密，而下游密钥用于服务器

到客户端通信的加密。重要的是要注意，加密是有状态的，使用

第一个密钥流字节来加密第一个消息，后续的密钥流字节用于加

密下一个消息等。考虑到不变性弱点仅在密钥流的前 100 个字节

中表示，它只能用于受保护的上游流量的前 100 个字节和受保护

下游流量的前 100 个字节。假设每个方向上的第一个加密消息是

SSL 握手完成消息（SSL 的典型使用中为 36 字节），则大约 64

字节的秘密明文数据将被保留。上游密钥流的前 36 个字节用于

加密 Finished 消息，下一个字节用于加密实际应用数据。

虽然对在 TLS 中 RC4 加密方式进行了很多高调的攻击，但

是根据 Garman 等人在 2015 年的统计中，发现 RC4 加密还是占

了约 30 的 TLS 流量比例 [4]。Garman 等研究人员于 2015 年 3 月

发布他们在 TLS 中对 RC4 的攻击细节 [4]，其中重点是恢复用户

密码。通过应用贝叶斯分析方法将密码的先验信息和收集的密

文结合，转化为密码的后验概率。根据论文中的结果显示，针

对 RC4 的攻击效果只会越做越好，目前能够做到 226 次加密用来

恢复用户密码具有很好的成功率，比之前 234 次的效果好很多。

作者分析了不同参数条件对攻击效果的影响，如使用先验概率构

造的成功率会显著提高；随着密码长度的增加，攻击的成功率显

著下降；允许大的密码测试数量值能提高攻击的成功率；而使用

Base64 编码方式，会增加密码的长度，但是由于编码会引入冗余，

又会有利于攻击，整体效果上是有利于攻击。

Vanhoef 和 Piessens 也在 2015 年 7 月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

打破 Wi-Fi 保护访问时间密钥完整性协议（WPA-TKIP），并针

对 TLS 协议设计实用的明文恢复攻击。使用统计假设检验的方

法，发现 RC4 密钥流中新的偏差，并揭示了初始密钥流字节中

的许多新偏差，以及几个新的长期偏差。利用这些偏差，尽可能

的减少返回的候选列表。作者还引入了一种生成大量相同数据包

的方法来打破 WPA-TKIP，这些分组通过生成其明文候选列表来

解密，并且使用冗余分组结构来修剪不良候选。从解密的数据包

中可以得到 TKIP MIC 密钥，能够用于注入和解密数据包。作者

通过在受害者的浏览器中运行恶意的 Javascript ，通过收集 9*227

图 5  RC4 加密中开始两轮 S0[2]=0 而 S0[1] 0

图 6  Invariance Weakness

个左右的 HTTPS 加密后的请求，能够将攻击时间缩短到约 52 小

时。其中每个请求都是具有相同密钥加密后的密文，为了在 75

小时内完成攻击，则需要在每秒内发出约 4450 个请求。虽然对

比 AlFardan 设计的攻击需要 2000 小时要小很多，但是在距离实

际可用于现实攻击还差一点。因为在短时间内发送如此大量的请

求会很容易被服务器检测出来，但是这个实验结果确实将针对

RC4 的攻击又向实际可行的边缘推进了一大步。

虽然目前对于在 TLS 中使用 RC4 加密的攻击还没达到实际可

被利用的程度，但是它的安全期限已经变得很短了，在理想的情

况下还是能够被破解的。从对 RC4 的攻击发展来看，只要是存在

漏洞的算法，在被长久的研究中，总是会被找到攻击的方案的。

并能够被不停的改进，直至达到现实可用的程度。所以一般的加

密方案都是有一定的存活年限的，需要不停地更新加密方式。因

此推进 RC4 在 TLS 上的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在 [10] 中，作

者强烈地建议 Web 应用程序管理员应考虑在其应用程序的 TLS 配

置中禁用 RC4；鼓励 Web 浏览器在 TLS 配置中禁用 RC4。 当然，

最好的方案是按照 RFC7525 的建议，使用 AES-GCM。但 AES-

GCM 只在 TLS1.2 版本才支持。因此，推进 TLS1.2 以及新版本协

议 TLS1.3 的广泛部署，才是长久之计。 （责编：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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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英 国 文 化、 媒 体 与 体 育 部

（DCMS）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下一代移

动技术：英国 5G 战略》，旨在尽早利用

5G 技术的潜在优势，塑造服务大众的世

界领先数字经济，确保英国的领导地位。

此战略就以下七大关键发展主题明确了英

国应采取的 5G 发展举措。

1. 构建 5G 实用案例

启动 5G 测试床和试验计划，创建国

家 5G 创新网络和 5G 专家中心，推动 5G

产品和服务的开发，验证 5G 技术货币化、

市场化的可行性，探索 5G 及相关技术有

助于解决的关键公共部门挑战等。

2. 实施适当的监管方案

明确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变规划和监管

机制，以适应 5G 基础设施部署的独特挑

战；积极探索进一步降低网络和其他相关

数字基础设施部署和运营成本的方式，尽

早、快速、广泛地部署 5G 商业案例；与

英国监管机构开展适当的合作，提高对不

同的 5G 应用与服务监管机制的认识。

3. 地区管理和部署能力建设

2017 年 4 月 27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NSF）计算机信息科学与工程中心

（CISE）在致同事信中介绍了美日两国在

大数据研究领域进行的相关合作。

CISE 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

已确立在大数据研究和网络物理系统领域

的跨机构研究合作关系。为了促成长期合

作关系，CISE 还计划提交一系列补充资金

申请，旨在鼓励美国研究人员与日本研究

人员的合作。NSF 相关研究包括：推动大

数据科学和工程基础与应用发展的关键技

术研究；大数据区域创新中心节点：加速

建立大数据创新生态系统，建立多接入节

点以促进大数据应用；网络物理系统；智

美国 NSF 与日本 JST 合作推进大数据相关研究

能连接社区。

JST 项目旨在创造、改进和系统化地

创新信息技术及其基础数学方法，从而使

研究人员在不同领域利用大数据均能获得

相应的新知识和新见解。两项优先项目包

括：

1. 大数据集成先进核心技术研究

大数据集成技术研究将着眼于下一代

核心技术的创建、推进和系统化，解决多

个数据域中常见的基本问题，并对各领域

的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具体的开发目标

包括：开发相关技术以稳定地运行用于压

缩、传输和存储大数据的大型数据管理系

统；通过跨领域信息的搜索、比较和可视

化，开发相关技术以实现知识的有效检索；

以及开发相应的数学方法和算法。

2. 大数据应用先进技术研究

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将利用大数据开

展信息科学、数理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

解决各种科学和社会问题。它能整合与研

究个人无法处理的大规模数据集，通过实

证方法提取出大数据中隐藏的价值。通过

利用高度集成的创新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该项研究将会获得创新经验，从而解决各

种科学和社会现实问题。该项目旨在研究

下一代应用技术的复杂性并获得相关创新

经验，建立集成化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与技

术来适应应用领域的各种特性。

英国发布国家 5G 战略

委 托 研 究 5G 映 射 工 具， 推 动 基 于

24GHz 及以上频谱的小基站网络规划技术

的发展；提出开放政府建筑和土地的新方

案，推动移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时鼓励

其他公共部门采取类似的措施；要求地方

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推出高质量数字基础

设施的部署措施等。

4.5G 网络的覆盖范围与容量

明确 5G 高质量覆盖人们生活、工作

和旅行领域的基本要素，包括覆盖范围和

容量等，于 2025 年前尽快达到目标；要

求 Ofcom 针对现有服务完成覆盖范围评

估，真实、有意义地反应客户所体验的服

务；考虑如何开发适当指标并最好地利用

其指导未来政策的制定等。

5. 确保 5G 的安全部署

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SC) 等

机构联合开发新的安全架构，以满足 5G

应用与服务的预期需求；监察和支持 5G

安全技术的开发；协同其他政府机构探索

新方式，提高公众对 5G 机遇与潜力及所

带来的不同应用与服务的认识程度。

6. 频谱

定期审查频谱监管机制，支持服务提

供商获得频谱，满足没有服务或缺乏服务

地区的需求，实现频谱的更高效利用等。

7. 技术与标准

监测供应商市场和安全情况的发展

动态，酌情作出回应；与相应的标准制

定组织（SDO）合作，尤其是欧洲电信联

盟（ETSI）、国际电信联盟（ITU）、第

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支撑新兴

的 5G 标准纳入英国的需求与建议；考虑

是否通过专利池和投资组合等措施来辅助

5G 市场。 （责编：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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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77B。

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48B；其次是摩洛

哥，12B。4 月，除亚太、欧洲、拉美、北

美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也

在月初宣布进入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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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B；其次是埃及，36B。

4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4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西班牙居首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7 年 4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203 201702

表 1  各地区 IPv4 地址空间消耗情况

IR 已分配 (/8) 预留 (/8) 剩余 (/8) 总计 (/8) 预计耗尽日

AFRINIC 6.18 0.15 0.89 7.23 2018-06-03

APNIC 51.86 0.24 0.39 52.49 2011-04-19

ARIN 100.19 0.37 0 100.57 2015-09-24

RIPENCC 48.23 0.05 0.73 49.01 2012-09-14

LACNIC 11.09 0.06 0.23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55 36.2 2.24 256 /

家，见表 2。

4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8

个，IPv6 地址申请 20 个，EDU.CN 域名

注册 11 个。 （责编：高锦）

总 计 有 360 个， 其 中 欧 洲 139 个， 拉 美

128 个，亚太 62 个，北美 26 个，非洲 5

个，分别来自 56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

数最多的是巴西，105 个；其次是美国，

27 个。4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4 来自

西班牙。4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434*/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西

班牙，368*/32；其次是德国，116*/32。

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

最多的是英国，9504*/32；其次是德国，

1357*/32。IPv6 用户数占比排名前十的国

NIC2017 年 4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图 2  2017 年 4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5.41 11422949 10109309

2 德国 41.89 29731429 70971603

3 瑞士 35.22 2589947 7353067

4 美国 34.16 98487705 288324176

5 希腊 33.44 2361844 7063611

6 卢森堡 32.55 180277 553892

7 葡萄牙 26.51 1833625 6915955

8 印度 24.93 116093873 465606607

9 英国 24.76 14995402 60555720

10 日本 22.12 25418115 114900869

……

60 埃及 0.44 136266 31245457

61 中国 0.40 2900803 723761639

62 不丹 0.37 1065 291631

表 2  IPv6 用户数占比排名前十的国家

图 1  2017 年 4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4 地址分配

图 3  2017 年 4 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203 201702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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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5 月中旬，一款利用微软 Windows 操

作系统文件共享服务漏洞进行传播的勒索

蠕虫病毒（WannaCry 蠕虫）开始在网络

上大规模传播，病毒感染系统后会对系统

上的重要数据进行加密并索取价值 300 美

元以上的比特币。由于该病毒使用了 445 

端口 SMB 协议服务漏洞进行传播，因此

在局域网环境（如校园网）中较易扩散。

由于国内相关病毒感染的案例报道最早是

源自于校园网用户，所以导致大量媒体误

读为高校是此次敲诈病毒感染的重灾区。

但经我们后期数据统计分析发现，部分高

校确实存在用户感染的案例，但是所占比

例并不高，完全没有达到重灾区的程度。

大部分学校在校园网边界早就采取了 445

端口限制措施，有效抑制了蠕虫病毒在高

校网络之间的传播，另一方面由于校园网

用户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及安全配置的水

平多样性，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蠕虫的

传播速度。此次蠕虫感染重灾区是一些行

业内网，因为这些内网由于业务需要通常

都使用统一的操作系统及安全配置（一个

有漏洞大家都有），一旦病毒通过某些渠

道进入内网，内网的主机全部都会被感染。

WannaCry/Wcry 勒索蠕虫病毒所利

用的漏洞攻击代码是黑客组织 Shadow 

Brokers（影子经纪人）在今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 Equation Group（方程式组织）

使用的黑客工具包中的一个（4 月的月

报中已经提醒过用户防范这些漏洞），

攻击程序名为 ETERNALBLUE，国内安

全厂商命名为永恒之蓝。该攻击代码利

用了 Windows 文件共享协议中的一个安

全漏洞通过 TCP 445 端口进行攻击，漏

洞影响 Windows 全线的操作系统，微软

在 2017 年 3 月的例行补丁（MS17-010）

更新中对该漏洞进行了修补，本次由于

蠕虫影响的范围较大，微软在蠕虫爆发

后 临 时 发 布 了 针 对 之 前 不 再 提 供 更 新

支持的系统版本（包括 Windows XP、

Windows 8、Windows server 2003）补丁。

用户只需安装对应的补丁程序便能防范

攻击。对于那些已经被病毒加密的系统

文件，部分安全厂商也提供了一些文件

恢复的工具，但是由于病毒本身使用的

是标准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在没有解密

密钥的情况要想破解恢复加密文件基本

不太可能，所以目前大部分的工具是靠

数据恢复的模式来进行文件恢复，而不

是直接去解密还原被加密的文件。

5 月需要关注的漏洞有如下这些：

1. 微软 5 月的安全更新涉及的系统及

软件为：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Microsoft Windows、Microsoft Office and 

Microsoft Office Services and Web Apps、NET 

Framework、Adobe Flash Player、Microsoft 

Malware Protection Engine。需要特别关注的

是 Malware Protection Engine 的漏洞，该软件是

微软系统自带的反病毒程

序，内置于 Win7 以上版

本的系统中，攻击者如果

构造恶意的程序，可能诱

发反病毒引擎的错误从而

在系统上执行任意命令。

2.Joomla! 是 一 套 基

于 PHP 的开源内容管理系统 (CMS)。高校

网络中有很多信息系统是基于该内容管理

系统进行二次开发的。Joomla! 3.7.0 版本

中存在一个 SQL 注入漏洞，攻击者利用该

漏洞无需任何身份认证即可获得数据库中

的敏感信息。不过由于 3.7.0 是 Joomla ！

比较新的版本，之前的版本中并不存在该

漏洞，因此如果用户的信息系统是近期开

发或是升级过的 Joomla ！就需要特别关

注了。目前厂商已经在 Joomla ！ 3.7.1 版

本中修复了此漏洞，建议相关的管理员尽

快升级自己的 Joomla ！版本。

3.Linux 系统下的 Samba 软件（3.5.0

及 3.5.0 和 4.6.4 之间的任意版本）存在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当 Linux 系统启用

了 Smb 服务，并且允许用户向目录上传

文件时，攻击者可以上传恶意的共享库

文件，触发漏洞使 Samba 服务端加载并

执行该共享库，从而以 Smb 服务的权限

（一般是 Root）远程执行任意代码。目

前厂商已经在新版本（4.5.10、4.4.14、

4.6.4）的 Samba 软件中修补了该漏洞，

使用 Linux 下的 Smb 服务的用户需要尽

快更新自己的 Samba 软件版本。 （责

编：高锦）

5 月蠕虫感染重灾区为行业内网

CCERT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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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5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Win7 以上版本的 Windows 系统的自动

更新是默认开启的，那些被刻意关闭自动更

新功能的系统多半都是盗版的操作系统。这

些盗版的操作系统因为无法及时安装补丁更

新可能给校园网带来安全风险，学校需要对

这类系统进行监管防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应该使用正版的操作系统进行替代，即使暂

时无法全部正版化也需要提供一些临时的补

丁更新服务，如校内搭建的 WSUS 服务或是

一些第三方软件提供的更新服务。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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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清华节点 IPv6 入流量占 21.46% 居首

文 / 郑志延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70%。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较 3 月相比有所下降，

4 月入流量均值为 21.80Gbps，相比 3 月减小 18.58%，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减少 16.47％；4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25.82Gbps， 相 比 3 月 减 小 13.88%， 与 2016 年 同 期 相 比 减 少

10.67%。

4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 3 月相比略有下降。4 月入

流量峰值为 10.39Gbps；出流量峰值 6.67Gbps。

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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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平均值为 4.68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

其均值为 4.40Gbps，占 16.02%；第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

流量的 11.64%。

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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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7 年 4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汇总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 4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4 月 C E R N E 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4 月 C E R N E 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3 月无太大变化，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

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增加了 1.39G，出流量增加 5.23G；从

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增加 0.72G，出流

量减少了 0.16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3 月

入流量减少 0.04G，出流量减少 0.7G。从 C E R N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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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是清华第一，华中地区第

二，华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表示了 2017 年 4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高锦）

入流量：276.95G           出流量：333.04G

图 1  2017 年 4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07.46G          出流量：81.65G    

图 2  2017 年 4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7 年 4月

4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276G

最高，其流量为 5.02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9.44%；其次是北

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6.02%；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

其占总出流量的 9.37%。 （责编：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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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5 月 12 日，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 CERNET 华中地区 2017 年学

术论坛在湖北医药学院举行。论坛由赛尔

网络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主办，赛尔网络

有限公司河南和湖南分公司协办，湖北医

药学院承办。来自华中地区湖北、河南、

湖南三省 100 余所高校近 400 余位教育与

信息化领域的领导、专家和技术骨干参加

了此次会议。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于俊

清教授主持。

论坛上，郑州大学副校长王宗敏介绍

了河南省基础教育网络建设情况、河南省

教育信息安全监测中心的工作重点、郑州

大学的“十三五”规划信息化专项规划以

及“互联网医疗与健康服务河南省协同创

新中心”的工作进展。

清华大学教授毕军做了《探讨互联网

体系结构革新的两种途径》，他表示，开

CERNET 华中地区 2017 年学术论坛在湖北十堰举行

 本刊讯   5 月 4~6 日，2017 年 CERNET 

华东北地区教育信息化技术研讨会在徐

州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 CERNET 华东北地区网络中心、

CERNET 济南主节点、CERNET 合肥主节

点联合主办，由中国矿业大学承办。会议

面向江苏、山东、安徽三省高校校园网及

信息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相关工程技术

人员，近 350 人参会。

2017 年 CERNET 华东北地区教育信息化技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李

星教授就《网格空间安全——校

园网的挑战和机遇》做了大会发

言。他介绍了网络空间安全的历

史和现状，并分析了网络安全未

来形势。

 CERNET 华 东 北 地 区 网

络 中 心 主 任 龚 俭 教 授 介 绍 了

CERNET 华东北地区网络中心的

网络安全保障服务工作。

北京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博雅大数

据 学 院 执 行 院 长、 大 数 据 教 育 联 盟 副

秘 书 长 王 涛 分 享 了 他 们 在 大 数 据 研 究

中的心得。

中国矿业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副主

任 侯 孝 礼 做 了《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信 息 化

建 设 实 践》 的 报 告， 分 享 了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在 信 息 化 建 设 道 路 上 所 做 的 探 索

与成果。

中国海洋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主任

张永胜做了《大学智慧园区探索的路径

选择》的报告，探讨了智慧园区建设的

情况与趋势。

滁州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院

长陈桂林从教学支撑与人才培养角度对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观点。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中

心主任罗冬梅就“信息化推进职业院校

人才培养的创新举措与成效”谈了他们

在信息化建设中的心得与成果。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化校园

管理中心主任李冬就高职类院校在智慧

校园的建设发表了题为《智慧校园的设

计与实践》的发言。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计 算 机 学 院 孙

广 中 教 授 分 享 了 他 们 关 于“ 数 据 驱 动

的 用 户 建 模 研 究 与 校 园 应 用” 的 研 究

成果。

放与创新是互联网的基因，当前互

联网成功的原因是优秀的网络体系

结构支持了网络应用的开放与创新，

未来仍有巨大的网络自主创新空间。

云适配创始人、CEO，国家“千

人计划”特聘专家陈本峰做了关于

《HTML5 现状及智慧校园移动应用》

的报告，他表示，现在 HTML5 已

经取代原生 APP 开发，成为国外第

一大移动开发技术，移动互联网时

代，HTML5 将成为大趋势。

武 汉 大 学 信 息 中 心 主 任 章 登 义 介

绍了武汉大学目前智慧校园建设进展。

CERNET 华中地区长沙主节点主任、中南

大学教授施荣华介绍了湖南省教育科研网

的发展和应用。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裁杜佩林介绍

了赛尔网络即将开展的信息安全产品及外

包服务。他表示，在教育网基础设施上，

赛尔网络将为高校提供可信赖的应用服

务。近日，赛尔网络正联合业内知名企

业为高校提供 Web 安全外包服务以及

Web 安全实时防护服务。

本次会议有三个分论坛，代表们围绕

智慧校园、信息化应用、网络信息安全三

个主题展开交流讨论。 （责编：王左利）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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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展鹏

加强国际合作是提升学校影响力、人

才培养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

为提升国际学生管理水平和效率，为国际

学生、教师、管理人员提供个性化的便

捷服务，结合信息化手段，学校研究实践

了国际学生信息管理平台。该平台的建设

打破了国际学生管理各环节的数据沟通壁

垒，从学生申请开始，经历审核录取、现

场迎新、缴费、住宿安排和学生事务管理

等过程，实现招生、学生管理、财务和留

学生宿舍管理等部门的业务衔接。

建设目标

近年来，山东大学的国际学生生源人

数不断提升，学生类型越来越丰富，不同

类型国际学生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类型

多、数量大且无系统支持的线下管理方式

效率较低，且易出现错误，国际学生信息

管理平台的建设迫在眉睫。

在国际学生类型多、数量大、管理方式

多样的现实情况下，以及学校国际化建设的

前提下，国际学生信息管理平台旨在为学校

设计并建设一套涉及国际学生申请、录取、

迎新、学生事务管理和离校等全生命周期管

理的综合性国际学生管理平台。

平台建设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1. 实现国际学生的线上管理，简化事

务管理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为国际学生、

教师、管理人员及学校相关部门提供信息

服务。

2. 实现与学校其他部门的系统对接，

提升部门间协同办公能力。

3. 利用平台，实现学生、教师和管理

人员的线上互动，增进交流。

4. 提供详细的统计、报表和分析功能，

为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5. 与学校数据中心对接，实现统一身份

认证，并通过数据中心对外提供数据服务。

设计原则

基于学校信息化建设要求，坚持以下

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平台设计。

1. 标准化原则：平台建设应满足学校

信息化标准的要求，包括数据标准、流程

标准和制度标准等。

2. 一致性原则：确保字段和字典的一

致性，保证数据的互联互通。

3. 可扩展原则：平台建设需要跟上学

校发展要求，能够方便、快捷地进行升级

和扩展。

本平台主要业务划分为国际学生招生和

学生事务管理两大部分，使用了如图 1 所示

的服务器架构模式。

招 生 服 务 器： 负

责 接 收、 处 理 注 册 申

请、 申 请 表 审 核、 学

生录取等业务请求。

学 生 事 务 管 理 服

务器：负责接收、处理

迎新、学生信息、缴费、

住宿等业务请求。

数 据 库 服 务 器：

作 为 平 台 数 据 库， 提

供 数 据 存 取 服 务。 结

合 数 据 量、 访 问 量 等

对服务器和数据库软

件进行优化配置，定期备份。

文件共享服务器：在招生和学生管理

阶段，都会要求上传文件、附件或生成文

件，文件（附件）占用空间较大，且需要

在招生和学生事务管理中共享使用，因此

该文件服务器主要用于存储、共享文件。

核心业务及实施效果

国际学生主要分为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进修生、高级进修生、

语言生、交换生和暑期班学生等，根据奖

学金类型分为奖学金生和非奖学金生，奖

学金生的奖学金经费来源种类繁多，由于

国际学生的特殊性，还需要考虑学生的国

籍、宗教信仰、个人习惯和第一语言等因

素，因此通过线下手工的方式管理国际学

生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因为忽视细节而

出现管理问题。

针对以上国际学生管理中出现的细节

问题，对国际学生招生、事务管理、留学

生宿舍和财务收费等部门展开调研工作。

实现国际学生信息全生命周期管理
山东大学

图 1  平台架构

招生服务器
学生事务管

理服务器

数据库

服务器

文件共享

服务器

网络

管理客户端 管理人员

浏览器

国际学生

学院管理员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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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程中，实际参与国际事务部门的工

作，整理工作流程，提出优化方案，在此

基础上，完成了平台的需求调研与分析工

作，设计实现了国际学生招生、学生事务

管理、住宿和财务收费等模块，如图 2 所示。

国际学生招生工作是管理的开始，在

平台上线之前，工作人员都是通过邮件接

收学生发来的申请资料，在接收申请资料

期间，工作人员需要时刻关注邮箱动态，

下载附件审核材料。但是，由于需要提供

的资料很多，容易出现漏发、需要回信给

学生补发资料的情况，因此查收和回复邮

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需要统计学生申请

情况时，只能依靠手工的方式核算出来，

会出现工作效率低且数据精度难以保证的

情况。

国际学生招生平台上线后，招生过程

管理发生了质的变化。国际事务管理部门

发布招生通知后，要求学生统一在招生平

台上注册，通过平台填写学生基本信息、

学习计划和上传个人资料，在完成信息填

写并提交后，会为每位申请者生成报名

号，此报名号作为学生录取前的唯一身份

认证编号，方便学院和管理者查找学生。

平台提供了学院和国际事务管理两级审核

权限，审核过程中若需学生补充材料或修

改申请表，可通过平台提供的消息模块向

学生发送个人站内消息。在录取工作进行

过程中，可随时调出申请、审核动态，真

正做到数据实时掌握。录取后，直接生成

学号，并转入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平台，为

新生迎新工作做准备。

以往迎新工作经常出现排队等候的现

象，迎新现场的秩序控制是一个重要且艰

巨的任务。为了减轻现场迎新压力，做好

招生和学生信息管理的衔接工作，我们设

计了现场迎新模块。迎新现场主要分为 3

个区域，分别是信息登记区、缴费区和注

册区。

1. 信息登记区布置 10 台以上笔记本

电脑，学生到达现场后，先去信息登记处

补充信息，每位学生安排一位中国志愿者

同学负责指导。

2. 信息登记完成后，到注册区注册，

由管理人员打印相关资料。

3. 若需现场缴费，可去缴费区缴纳相

关费用。

使用迎新模块后，现场秩序井然，工

作流程清晰，每日迎新工作后，能够即时

获得报到统计情况。

学生到达学校后，以往住宿安排也是

一个大问题，需要综合语种、宗教信仰、

是否抽烟、对房间的特殊要求和国家间关

系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使用信息化平台后，

录取流程结束后，学生即可登录国际学生

平台进行宿舍选择。学生在确认住宿保证

书后，在平台上查看各宿舍楼和房间的情

况，选择自己中意的房间，填写入住申请

表。住宿申请提交至留园管理员处，管理

员根据房间情况予以审核。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大大缓解因大批量新生报到造成的安

排住宿压力，同时也兼顾学生的住宿诉求。

对于没有预先申请宿舍的同学，管理员可

在学生报到后在管理端批量办理入住。

为了简化缴费流程，平台与学校财务

系统实现对接，通过在线支付的方式缓解

现场现金缴费的压力，确保金额准确无误

的同时，也保证了学生的财务安全。收费

管理员通过平台为学生设置应缴费用种类

和金额，学生登录平台后，在缴费栏目中

选择缴费项目，即可通过财务系统实现在

线缴费。收费管理员批量打印发票，完成

整个缴费流程。

国际学生信息管理平台从学生申请开

始，直至学生毕业，实现了学生在校各项

活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将传统的手工、

单机处理升级为网络版。在设计过程中，

充分考虑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需求，

系统上线后，着实感受到该平台所带来的

便捷性。随着移动设备的流行度不断提升，

下一步考虑将平台扩展到移动端，实现移

动办公。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图 2  国际学生信息管理平台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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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通过信息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以高性

能、可扩展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为基础，借助物联网、云计算、

数据挖掘等技术，将视频监控、周界报警、门禁管理、车辆管理、

消防报警联动、治安管理等子系统进行集成，从而实现行为分析、

流量分析、校园反恐、消防安全等职能管理功能，从点、线、面、

制高点各角度着手，减少监控盲点，打破传统安全理念，把事后

处理机制改成通过预防为主，有效提高校园安全防范和管理水平，

使校园中师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安全有序的进行，学生健康快

乐的成长提供保障。 

 “互联网 + 平安校园”建设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云计算凭借其按需计算、海量存储、

云服务等特点，将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的大数据基础信息进

行深入挖掘，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端优化和集成作

用，将互联网思维和运营模式深度融合于高校业务之中，提升高

校的创新力。在平安校园建设过程中，将“互联网 +”与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融入其中，最终实现智慧校园是未来高校发展规划目

标之一。通过学校各类信息系统及平台所积累的大量数据信息，

结合学校日常实际工作经验，对校园运营管理、资源调度、业务

活动等作出决策，通过学校虚拟映像，作用于实体校园，从而实

现校园的智慧管理，构建智慧平安校园。

大 数 据 处 理 包 含 语 境 搜 索、 数 据 仓 库、Hadoop 系 统。

Hadoop 系统是一个分布式基础架构，实现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适合超大数据集即大数据，可以经济高效方式分析 PB 级的结构

化与非结构化信息。可视化显示利用最佳的可视化组合，收集、

提取并探索大数据的处理结果。数据分析包括 BI 报告、预测分析、

内容分析、辅助决策分析，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功能，支撑平安校

园的场景分析，如图 1 所示。

“互联网 + 平安校园”应用场景

学生心理安全预警监控

近年来一些高校频发学生安全事故，这些安全事故的原因大

多和学生的心理问题相关。若能根据学生早期的一些反常的行为，

对这部分学生加强关注，及时引导，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悲剧的

发生。

如图 2 所示，建立一个学生 - 辅导员 - 心理咨询师多方位

的预警监控机制。设定了一些预警机制来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跟

踪，当某个学生触及到预警线时，系统会自动给辅导员发送该

学生的预警。学生可以去信息咨询室预约咨询，咨询师可以提

前查看到该学生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行为轨迹，更有针对性地进

行辅导。

根据需求，系统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构建心理预警监控体系，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宿舍晚归预警场景，大学宿舍都有熄

灯、关闭宿舍楼的习惯，学生也知悉这样的规定，所以很少会有

“互联网 +”时代的平安校园建设及应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图 1  平安校园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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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心理安全多方位预警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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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凌晨以后才回宿舍的学生。如果发现某学生经常晚归，则需要

引起注意。2. 网络敏感词预警场景，通过网络监控系统，设置一

些敏感词，若发现某学生经常搜索此类信息，及时将此情况上

报辅导员。3. 学习退步预警场景，学习成绩退步严重通常是因

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情感因素、家庭因素、身体因素、

精神状态等，这部分数据通常能够非常直接的得到，并且能够

直接量化，准确率高，所以可以作为学生心理状态参考的重要

依据之一。

高校交通安全预警

场景 1：校内车辆违章及流量分析预警

图 3 是校内车辆违章及流量分析系统，该系统主要依托于学

校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根据其收集上来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其

数据来源如上述第 2 点中所列。每天都会有大量数据存储在服务

器中，包括一些结构化的数据（如车辆进出门信息、超速信息）

和非结构化数据（如车辆抓拍如片）。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利用

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管理效率，提前预知可能发生的交通情况，

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在学校的关键位置安放一些流量监控摄像头，可以随时

捕捉到某个位置在 30 分钟内的车流量值 N。我们设定两个车

流量的阈值 L、H，当 N<L 时，我们认为处于绿色区域；当

L<N<H 时，处于黄色区域；当 N>H 时，则处于红色区域。这

样便可以得到 30 分钟内校园中各个监测点的车流量情况，得

到一个如下的曲线图 3。图 4 表示的是从上午 6 点到 12 点期

间监测点 1 的车流量情况，若假设 L=50，H=80，则可以发现

在 7 � 30、10 � 00、12 � 00 这三个时间点车流量处于红色

区域，也就是说大量的车会经过监测点 1。

再观察下监测点 2 在同一个时间段 6 点至 12 点期间的车流

量曲线图。如图 5 所示，该监测点的车流量就比较平稳，基本处

于 30~50 之间，做多也就是在 11 � 30 的时候达到黄色区域。

结合这两个检测点的数据，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调整策

略，即在高峰时期，可以让社会车辆尽量从离监控点 2 比较近

的区域绕行，同时在监控点 1 附近设置减速慢行、行人注意等

标识。

另外当发现某一个时间下某个监控点区域的车流量有异常

增多的情况，及时发出警报，通知保卫处交通管理人员去现场进

行指挥。

场景 2：车辆黑名单跟踪系统

可以设计一个车辆黑名单跟踪系统，当一辆车进入校园后，

其所有的行为都会记录在数据库中，包括车牌号、进出校门时间、

超速情况、事故情况等。每月进行一次统计，把一些违章频率（如

超速严重、超速次数多、事故多发）的车辆列入黑名单，校内人

员会及时联系单位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当社会人员下次再次进入

学校时进行提醒警告。如果多次屡教不改取消其进入校园的资格。

在“互联网 +”的时代，平安校园的建设不只能仅仅依靠传

统手段，信息化成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平安校园”得以

真正实现的必由之路。在现阶段，实现“平安校园”信息化建设

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践行：

一是“平安校园”信息化建设亟待统筹规划。“平安校园”

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校管理者不仅要对“平安校园”

信息化建设有清洗的认识，而且要对“平安校园”信息化建设提

供一个顶层的设计，根据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 +”已经

成为业务部门与信息化部门良好合作的开端和发展趋势，有效地

帮助学校业务部门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

二是“平安校园”信息化建设亟待确立长效机制。“平安校园”

信息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项工程需要长期的推进

和合作，借助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学校的安全问题提供更

好的技术手段，打破传统的安全手段，变革以往安全事维稳向着

以“早发现”、“早处理”的机制，把问题和苗头性的问题摆正。

因此通过技术手段是一方面，学校要从制度层面保障“平安校园”

信息化的持久推荐和长效建设，形成以信息化促进教学科研、对

外交流合作等多个层面的变革，主动推动信息化建设与学校建设

的深度融合。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图 3  校内车辆违章及流量分析系统

图 4  6 点至 12 点期间监测点 1 的车

流量曲线图

 图 5  6 点至 12 点期间监测点 2 的车流

量曲线图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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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和困惑

华东师范大学智慧校园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建立了很多应

用系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又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这

些挑战可以这样描述“多而不精，共享困难，举步维艰”：系统

虽繁多，但流程的灵活性和界面的友好性（兼容性）不够，用户

体验不好，数据分析与挖掘的难度较大。下一步该怎么办？是把

它们推倒重来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当教育大数据来了

之后，这些系统是否又能够支撑？

分析以上挑战，我认为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人的问题、机

制问题和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前两个。

第一，人的问题，一方面国内高校的 IT 人员与美国高校 IT 人员的

数量与机制等各方面进行比较，在人数、薪资等方面无法与英美

高校看齐；另一方面，与大型 IT 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相比，学校

的 IT 团队同样在很多方面也无法企及。第二，机制问题。目前大

学的状态，很像政府又不是政府，像企业又不是企业。大学的管

理存在很多不科学性、随意性。我们的 IT 团队，在学校这种环境

下应该建多大的体量，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与它相匹配，

最终使得这项工作能从体制机制、职业发展方面保证它可持续 ?

华东师大的特色之路就是“有限投入，用事业留人，建立筑巢引

凤的可持续多主体参与机制”，实现建设智慧校园的预期目标。

可持续途径探索

应如何进行可持续的探索？第一，多主体参与问题。以华东

师范大学智慧校园框架图为例，要实现图 1 中智慧校园的目标，

仅仅依靠 IT 部门一个团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教学管理的核心

是教学管理部门，如果管理职能部门中主要的岗位人员不参与进

来，管理的信息化就很难做到，教学、科研可能同样如此。所以

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预期，需要教师、学习者参与进来，教学

管理部门与合作伙伴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机制——多主

体参与机制。

第二，如何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也就是教育数据的共享。我

们身边或许会出现这样一个怪圈，这个怪圈不断地在重复，曾经

做了 N 个系统有 N 个孤岛，然后为了解决 N 个孤岛下大力气做

了一些投入，结果产生了第 N+1 个孤岛。这背后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数据共享，怎样解决它？以互联网企业为参照，为什么 BAT

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并且形成一个有序的共享统一体？首先源于

其开放的标准，其次源于它的需求是为最终端的用户提供服务，

以用户为中心，最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推广机制。互联网公司的上

述做法为我们搭建一个校内互通的基础平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多主体参与的可持续的建设机制，我认为

多主体参与需要相应的机制、策略与技术来支撑，并且这二者需

要互补配合。那么学校 IT 团队该怎么做？

首先，建立一个开放的可扩展、安全的基础架构，如图 2 所示，

不仅仅包括网络等基础设施，还有介于网络与应用系统中间的许

多服务。

其次，要搭建一个技术框架。IT 团队要做这样的基础架构

需要完成这两件事，非常关键的一个顶层设计，同时基础架构要

以 API 形式开放出来。

IT 团队要做转型。学校 IT 队伍作为技术支持这样一个角色，

想要真正应对多参与主体的预期和未来，除了充当 IT 技术支持

以外，还要以信息化的指导思想为依据，从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

角度考虑，需要解决学校发展中哪些问题。因此，IT 团队需要

在已有的职能基础上要扩充一些战略性、策略性角色，与学校的

发展紧密契合，才有可能起到 IT 智囊团或者智库的作用。

IT 团队要有工匠精神。如何做好呢？ IMO（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fice）工匠精神的内涵：亲身实践、不断改进，开

智慧校园应建可持续多主体参与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沈富可

图 1  智慧校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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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共享、精益求精。然后要做好三件事：搭框架、出标准，共治

理，才有可能实现智慧校园的美好愿景。

第三，参与主体，除了信息办的员工、学生、教师、管理者

与其他的合作伙伴以外，更多的还应该把互联网中的参与者也引

荐进来。为什么要多主体参与，我认为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有一

个比较时髦的词称做构建一个虚拟校园，或者是构建一个新的空

间 CyberSpace。如果 CyberSpace 是我们构建智慧校园的愿景，虚

拟空间与物理空间中各个参与角色中的责任权利应该是匹配的，

如果在虚拟世界中扮演更多的是物理世界中的角色可能会产生所

谓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IT 团队做到以上三点，才有可

能是筑巢引凤、开放共享，多方参与、良性互动，先建后补、百

花争鸣。

华东师大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具体实践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软课题机制。任何一个项目建设之前，应以最终用户的

角度考虑它是什么样的流程，应该怎么设计会更好。因此，信息化

项目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参与进来，IT 团队人员参与进来，包括服

务对象也参与进来，才有可能把故事说圆满。我们采用软课题这样

的机制，在做信息化系统时才有可能更贴合服务对象的需求。

第二，信息员、管理员制度。每位信息办员工都对口两到三

个院系信息员。信息员队伍来自于职能部门与院系，他们与我们

的服务对象更接近。

第三，基础架构。做好顶层设计，包括认证、授权、数据还

有各种服务，这些将来可能都是以 API 的形式开放出来，并且是

为其他的应用包括大数据的分析打好基础。

第四，基于 ITIL 的一站式服务。在 ITIL 中，服务台是一项

管理职能而不是一个管理流程，它作为 IT 服务提供方与 IT 服务

客户和用户之间的统一联系点。信息办通过主体建设，校内示范

的办法，把它从 IT 业务扩展到机关职能部门中的很多面向教师

提供的服务内容。

第五，乐活师大。一个跑步 APP，包含许多活动设计，比如

怎样以班级的形式、宿舍、院系这些单位进行评比，通过这种办

法使用户参与进来，最终使得这个应用越做越好。

第六，乐活师大。一个面向团委的各种各样的社团管理 APP。

第七，微信开发。华东师大已开通或开发中的应用有 40 余个，

其中约 10 个应用由院系部门开发使用。另外我们把一些开发的

接口开放给其他的职能部门与其他的院系，有多个学院已在该平

台上开展工作。

2016 年 9 月 2 日，基于微信企业号的微信校园卡正式发布，首

次尝试在微信企业号上开通支付功能；提供食堂消费、图书馆入闸、

校园卡余额查询、校园卡充值、消费查询、图书馆借阅查询、校园

公告查询等功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开发并创建了相应的管

理后台，以实现卡片的创建、数据交互等功能，同时便于对微信校

园卡的刷卡记录、领取记录、消费记录等数据进行进一步管理 。

另外一个应用场合校友卡，校友卡实际上也是一个二维码，

收集和认证校友信息；卡面包含了校内资讯、校园导航、微信黄

页、校园直播等功能；具有原生动态二维码能力，校友返校参加

活动时，将通过该微信二维码来实现身份识别、认证、签到、通

道入闸等功能。

2017 年 1 月 9 日，微信小程序发布首日，华东师大小程序

同步发布微信小程序，是国内首家借助微信校园卡打通企业号与

小程序账号，实现用户无感知登录，提供成绩查询、课表查询、

考试信息查询、校园卡查询、工资酬金查询、宿舍电量查询、图

书借阅查询、讲座查询、通知公告查询等功能，为师生提供更加

多元化的服务手段。

第八，教学行为数据分析。分析平台通过一定的配置连接到

edX 教学平台，使用 Oauth2.0 协议通过认证登录，与教学平台使

用相同的用户数据库认证登录，认证成功之后，显示用户登录信

息和用户相关的课程信息。

总结

一是理念转变。将学校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与信息化建设

的“顶层设计”衔接合一，IT 团队发挥“搭架构”作用，从“单一

条线部门”改变为“综合基础部门”，探索首席信息官（CIO）的运

行模式，完善标准规范、数据管理办法，推进多主体建设机制，完善

的“IT 治理体系”，逐步实现“顶天立地”。以作为求地位，不简单

比较队伍人数。做到三个“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二是核心价值。信息化可以提升学校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

希望通过信息化为教育部提出的“主战场、大规模、常态化”提

供有力的支撑，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责编：杨燕婷）

图 2  基础框架

（本文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沈富可在“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创

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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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云存储是受师生欢迎的服务，然

而，高校个人数据文件的管理存在许多痛

点，例如，文件安全性低、误操作、硬件

故障等引起文件丢失；文件共享麻烦，仍

然依赖于传统的 FTP、Windows 等方式；

随着移动技术发展，教师及学生对移动办

公、学习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却无法基于

文件展开讨论和任务安排；日常办公文件

无法自动备份与同步；版本控制缺失导致

教学文件版本的不可追溯；学校、教师、

学生个人之间缺乏快速高效的交互平台；

教学资源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资源共享

和查找资料起来十分费力。

学校、教师、学生之间如何建立一个

高效的平台，使得教学资源能够得到更好

的利用，查找起来更容易呢 ? 看起来是一

个很简单的个人云存储的需求。然而，仔

细一分析，并不简单。

它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需求。首先，它

具有互联网属性，所以体验是很重要的，

例如访问速度快、有多客户端、多移动终

端的支持，版本能快速迭代，一般一个学

期可能发布一个版本。此外，还包括外链

分享。

从用户要求来看，需求是文件预览、

全文检索、版本管理、容量超大、应用集成。

但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安全性的要求可能

更加值得关注。在部署云盘的时候，希望

在内部做部署，统一身份绑定，然后进行

权限管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权限，传输

过程中加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内容监管。

从运维建设来讲，更希望不依赖开放

性的要求。第一，不要依赖于底层存储技

术。第二，有更多的开放 API 接口。现在

所谓的云和以前不太一样，更多是在营造

一个生态。所以我把它定位成既不是一个

企业应用，也不是一个互联网应用，它是

一个总互联网的应用。

上海交大使用的

个人云存储发展历程，

如图 1 所示。下文将

按照不同使用阶段的

存储系统进行详细的

介绍。

Portal 近年使用
容量增长缓慢

Portal 是 第 一 代

个人文件存储系统，

从 2003 年上线运行至今。当时的用户容

量是教师 20G、学生 2G， 不过，20G 也

是逐步扩展的。体验其实非常差，只支持

FTP、FTPS 和 SFTP 等等，需要 FTP 客户端，

用户使用体验不佳，权限设置和文件分享

功能极弱。近三年来使用容量增长缓慢，

然而，仍然还是有一些忠实的用户一直在

这些年走过的那些“坑”

金耀辉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网

络中心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个人云存储

从 2003 年上线的第一代个人文件存储系统 Portal，到 2012 年的 jCube，再到最近上线的

jBox，校园云存储在用户需求变化中不断进化⋯⋯

图 2

硬件

软件

容量

图 1

2003 个人存储

2012 个人备份

2017 安全协作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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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们的课件，一直

存这里十多年，即用户习惯的原因。

Portal 演进的三个阶段，如图 2 所示。

Portal 现在的系统架构，通过 Proftpd 提

供 FTP、FTPS 和 SFTP ，安装 GlusterFS 

Client 加载 GlusterFS 集群文件系统，基

于用户名的 hash 将 Homedir 均匀分配到

1 万个子目录下。集群存储使用了 Gluster 

Server 3.7，4 个节点都符合，并支持多副

本。可用容量 40Tb，可按需要动态扩容，

实际只使用了 9.6Tb。虽然使用不多，但

是确实还在不断地使用。

jCube 存储空间使用不平衡

jCube 系 统 于 2011 年 10 月 部 署，

2012 年 3 月正式上线。当时的用户容量

为教师 20GB、学生 10GB。但是实际是

可以有一些超出的容量。提供的 Web、

Windows 、Android 客户端，后台有 8 台

存 储 服 务 器， 裸 容 量 154 TB， 已 使 用 

43.6%，物理文件数 1259 万，现在上海交

大 1/3 的师生在用这一服务。如图 3。但是，

活跃用户数的确也在下降，如图 4。

关于 jCube 系统架构，它的前端是

Web ，加上一个调度系统， 以及存储服

务器。它的前后端紧密耦合，用户直接访

问存储节点。用 Token 验证身份，能和统

一身份打通。同时，它是 100% PHP 实现。

我们为什么要做新一代的个人云存

储？因为 jCube 存储存在两个问题。第一，

副本检查效率低。循环扫描所有 Hash、

检查副本完整性，每个循环耗时很长，造

成新上传文件需很长时间才能复制满 3 个

副本。怎么去优化呢？需要新增独立的任

务，直接从数据库中找到副本数少于 3 个

的 Hash， 生成拷贝命令，从副

本循环检查中剥离。

第二，存储空间使用不均

衡。文件不分片以后，故障磁

盘替换（清空）等因素造成长

期的一些累积，造成几台服务

器空间使用率严重不均衡。优

化的过程中，我们上传、副本

拷贝时优先选择空间使用率最

低的节点，以此取代之前完全

随机的策略。其中，会有人工

介入的算法，从空间较满的服

务器上强制删除一部分副本数

为 3 的文件。

jBox 6 月上线

校 园 云 的 关 键 问 题 是 存

储，用分布式的存储，尤其是

开源分布式存储。但是，企业

级分布式存储的新需求，或者，

校园的需求在哪里？目前存储

的三个需求如下：

第一，存结构化数据，面

图 3

图 4

临的是对大幅度容量增长的需求，包括对

载体标准化的需求，对计算与存储融合的

需求。

第二，存非结构化数据，面临的是对

海量级容量增长的需求，包括对接口自适

应的需求和对新业务的存储需求。

第三，对高性能的需求，即 IOPS 和

Bandwidth 的需求。

存储的选择，需要考虑所谓分布式存

储的基本思想。1. 是大文件被切割成多个

小数据块，分布在多台存储节点上，使得

存储和服务的负载均衡和可扩展。2. 使用

多副本提高数据持久性，需要注意定期检

查数据完整性。3. 元数据管理方面，是选

择集中管理，还是分布式管理，还是无服

务器管理，例如 GlusterFS。

后来，我们从存储服务与访问接口、

基本功能、高级功能、部署监控及扩展

等多方面综合比较，选择 Ceph 作为后端

存储。

对于应用层的选择主要考虑 7 类 、

87 项技术指标。从系统指标来看，得考

虑厂商实力、部署运维能力、数据的安全

性；从管理功能来看，得考虑后台管理和

监控、账户权限、用户操作审计；从 Web 

端来看，得考虑 Web 用户界面的功能、

用户使用体验；从协作和分享来看，得考

虑协作、外链及权限控制；从桌面客户端

来看，得考虑 Windows / Mac 端的功能、

同步技术和体验；从移动客户端来看，得

考虑 Android / iOS 端的功能、文档分享和

体验 ；从定制开发来看，得考虑厂商定

制开发能力及承诺，包括界面、单点登录、

Ceph 集成等等。

基于以上的考虑，上海交大云盘主要

体现为安全、协作的特点。作为新一代校

园云存储，jBox 正在测试中，欢迎兄弟院

校测试使用。云盘能为教师提供 100GB、

为学生提供 20GB 的免费空间，6 月初正

式上线。 （责编：陶春）

（本文根据金耀辉在“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
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作者为黄保青、章思宇、
罗萱、金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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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种数据泄密事件、网络安

全事件频发，网络攻击的规模也在向网络

战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 IT

设备接入互联网，所产生的大量数据的商

业价值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利用大数据，

成为了网络防护战的新思路。

在传统的攻防战中，防御会面临信息

不对称、范围不对称、规则不对称的情况，

使得我们通过简单部署防火墙来防御病毒

入侵已经无济于事。防火墙只能应对已知

的危险，对于针对性的攻击来说，防火墙

起不到任何防御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除了

部署安全防御基础设施之外，还需要有个

“智能的大脑”为我们判断网络环境是否

安全。而大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就是我们所

需要的智能大脑。

华为通过构建立体协同的安全防护体

系，来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

势。这套防护体系收网络设备的流量、基

础设备的可疑样本以及 IT 设备的日志，

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进行样本分析和策

略控制，实现对黑客供给链的精准呈现

以及及时防御。同时建立信誉查询系统

和知识库升级系统，进行信誉查询以及

知识库同步。

安全防护体系有两大特点，一是基于

大数据分析。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安全解决

方案能够精准迅速地发现并清除威胁。通

过对异常流量、木马病毒、0day 漏洞、

C&C 以及钓鱼邮件进行大数据威胁分析，

能够精准发现病毒。通过可视化呈现感知

全网的安全态势，并通过阻断 C&C、阻断

威胁渗透、并将恶意文件进行清除，实现

病毒的快速响应。

数据采集和处理部分，系统主要分为

两个步骤。第一步，呈现攻击全路径。通

过对节点威胁事件、节点异常事件、节点

流量数据、节点日志数据的挖掘形成基于

攻击链路径和不同节点不同攻击行为的攻

击全路径的回溯展示。第二步，进行溯源

调查。基于攻击路径的溯源调查进行数据

钻取，基于网络攻击的溯源调查进行文件

的回溯。

比如，针对邮件安全的信息采集和

分析，主要从历史数据中提取邮件流量

元数据，通过分析 SMTP/POP3/IMAP 协

议中的收件人、发件人、邮件服务器、

邮件正文、邮件附件等信息，并结合沙

箱文件检测结果，判断邮件是否存在恶

意投递、发件服务器异常以及邮件正文

URL 异常等行为。

第二个特点是全网防护。通过全网

感知、全网响应、全网防御来实现全网

安全协防。通过采集全网的安全事件，

并做大数据关联分析，监测当前网络运

行状况；全网内统一调度，将网络资源

进行动态分配实现全网响应；安全能力

动态性扩容，对未知威胁进行及时有效

防护，从而实现全网防御。

在全网安全防护的防护架构下，黑

客入侵的整个过程都会被系统感知到。

黑客在哪里，通过何种方式侵入系统，

是普通渗透性攻击，还是病毒性攻击，

还是采用其他的连接算法。入侵之后，

病毒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连接到哪一台电

脑，又是通过哪一台电脑中的哪一个密

码最终攻破哪一位管理员。最后，黑客

通过哪一台主机向外链接，或者通过一

些隐秘的通道，将 IP 命令、DNS 命令发

送出去。这整个过程都会被杀毒软件默

认为正常行为，只有基于大数据的安全

系统才能感知到。

实践层面讲，这套安全防护体系可以

做到事前防御、事中检测和事后响应。

在事前防御上，通过打补丁、最小

端口开放、FW 访问控制；IPS/AV 签名、

FW/ASG/NIP信誉防御等措施减少攻击面。

在事中监测上，1. 利用沙箱、流量探针、

日志探针，结合大数据机器学习，快速检

测未知威胁；2. 整合网络和终端的信息，

确定攻击事件、并确定优先级；3. 联动网

络、终端，隔离、拦截威胁；在事后响应

上，1. 提供涵盖终端、网络的响应能力；

2. 自动生成情报，联动 FW/IPS 等安全策

略执行点，实现防御闭环。

这种闭环式防御策略可以实现客户

价值的最大化。保护投资，兼容现有安

全技术和资源，抵御高级威胁；高级安全，

更快检测未知、定向、高级威胁；快速

响应，更快响应安全事件；安全可控，

全网安全态势感知，整体把握并改善安

全状况。

基于闭环式防御策略，华为多次应

用到相关安全产品中，最典型就是 DDoS

防 御。 华 为 的 DDoS 防 御 在 云 端 提 供

800G 的清洗空间，基本做到在攻击路径

源头将病毒清洗工作完成，跨地域式清

洗，形成全球性的安全互动。除此之外，

也会采取搭建防火墙的办法，或者根据

卫星定位的沙箱实现联动，从而实现高

级威胁文件的检测，发现新型的文件和

病毒，进而做到有效的阻断。CIS 也是华

为的一个大数据安全平台，在 CIS 上可

以做到安全的风险可视和可控。 （责编：

王左利）

大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成“智能大脑”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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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近日，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友进在一次演讲中，强调“事务驱动

型智慧校园”的概念， 并解释，“驱动‘业

务信息’在不同环节和人员之间流转的不

应该是‘用户’， 而应该是信息化应用

体系，及其所模拟的‘办事经验’。”围

绕此话题， 《中国教育网络》专访了正

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友进，听

一听他的详细介绍。

《中国教育网络》：您觉得，智慧校

园相对数字化校园的优势主要是什么呢？

陈友进：数字化校园和智慧校园是

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不同阶段，智慧校园

在以下方面提供更好的体验：1. 消除应

用孤岛、数据孤岛和服务孤岛，拓宽部

门间业务流转与数据共享的信息通道。

2. 分级构建：以“服务”面对系统开发

人员 , 以“业务”面对部门管理人员 , 以“事

务”面对最终用户。3. 群体智能：注重

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积累、沉淀与分

析，形成对用户行为和事态发展趋势的

预测，进而对用户的决策分析和业务操

作提供合理化建议，实现对用户需求的

主动式响应。4. 个性定制。5. 开放生态：

基于“互联网 +”理念构建开放的校园信

息化生态体系。6. 提升粘度。

《中国教育网络》：您曾经提到，驱

动“业务信息”在不同环节和人员之间流

转的不应该是“用户”， 而应该是信息

化应用体系，及其所模拟的“办事经验”，

如何来理解这一句话？

陈友进：举个例子，新进教师入职时，

对于一位对学校情况不了解的“新人”来

说，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研究和摸索

办理相关的手续。事务驱动智慧校园就象

一个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秘书”，根据

教师个人属性（性别、年龄、职称、婚姻、

党派），按照预定的事务办理模型，智能

化判断用户入职手续办理环节，合并各部

门信息资料需求，指导用户一次性完成资

料准备，按照预定流程提交不同部门审核，

并及时通知申办人当前办理进度。用户只

需要处理“一头（填写必要信息）、一尾

（领取实体资料）”，中间的办事过程甚

至不需要过多了解。

《中国教育网络》：具体来看，我们

相关的产品，主要有哪些基于事务驱动模

式的创新呢？

陈友进：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正方

教育服务总线（ZFESB）、事务驱动引擎、

大数据技术、群体智能技术、一表式应用

服务和业务构建支撑平台。

《中国教育网络》：您觉得，实现事

务化智能流转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哪里？

陈友进：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实现事

创新，从“事务驱动型”模式开启

务智能化流转的难点和关键点在于“事务

模型构建”。事务模型的本质是对用户现

实办事经验的数字化转换，主要为三个层

面的问题，即：如何发现、如何应用、如

何优化。正方事务模型构建与管理平台对

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中国教育网络》：简单介绍一下正

方的事务驱动型智慧校园总体规划。

陈友进：正方事务驱动智慧校园总

体规划为标准制定与管理中心、数据管

理中心、业务构建中心、智慧服务中心

和安全防护与运维中心等五个部分。相

比数字化校园以“基础平台、业务系统、

信息门户”为划分的典型规划架构，有

几项重要的改变：

1. 突出大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在智慧

校园中的重要地位。

2. 实现常规业务的组件化、服务化转

换，保证不同功能服务的一体化支撑，消

除业务孤岛、服务孤岛与数据孤岛。

3. 以办事大厅、决策支持、微报告、

行为感知、移动服务为典型应用，将散

落在不同应用中的信息资源进行聚合与

重组，形成个人事务全覆盖、展现内容

可定制、交互方式一体化的智慧型服务

中心。通过 PC 端、移动终端、自助服务

一体机、LED 屏、智能手环及其他设备

泛在式呈现。

正方公司已经与浙江大学、吉林大学、

湖南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紧密合作，初步

完成核心产品的基础积累，并在浙江大学、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

了多层面的智慧校园设计实践。 （责编：

陶春）

陈友进

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专访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友进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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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随着 IT 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

几年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应用的兴起，越

来越多的客户还是对数据的传输速度、对

延迟产生了越来越高的需求。作为一家以

InfiniBand 网络起家的公司，Mellanox 如

今的业务已经不局限于 InfiniBand 网络本

身。近日，记者采访了美国 Mellanox 公司

亚太区解决方案营销总监张辉，请他阐述

了该公司在教育领域方面的解决方案和产

品的创新。

《中国教育网络》：Mellanox 一向以

其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主导地位著称，

可否详细介绍下贵司的高速网络解决方案

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张辉：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市场

份额的提升，原有的 InfiniBand 网络业务

在公司的整体业务份额越来越小，以太网

业务则成长为了公司的主要战略业务。

Mellanox 率先推出了端到端的 100Gb 以太

网络和 200Gb 端到端 InfiniBand 产品，在

性能、在架构以及在能耗方面都有很大提

升，始终保持业内领先地位。

Mellanox 网络是实现 VMware vSphere

最佳可扩展性与性能的关键： Mellanox 网

络与 Vmware 实现完美集成； 实现更高性

能的虚拟化，虚机迁移，与存储性能；提

高云计算资源利用率，从而提高投资回报

率。同时与微软 Azure 及 OpenStack 也有

很好的集成和大量的客户部署。

就国内市场的发展而言，早些年基本

偏重于超算领域，用户也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超算中心和各个高校。近几年，公司也

希望把好的技术应用到其他行业和用户。

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发展

迅速，大数据分析要求是实时或者近实时

的状态，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都希望学

习的周期越短越好，这样一来对网络的高

带宽低延时要求就非常高。

《中国教育网络》：请问 Mellanox

的产品在教育领域有哪些应用？具体在哪

些方面推动了教育的现代化？

张辉：现在的高校有自己庞大的数据

中心，需要对数据进行管理，这就需要高

速的网络。目前国内高性能计算网络基本

都是 Mellanox 在做支撑，在新兴领域如大

数据、人工智能方面也有较大的投入。在

云和虚拟化方便，我们也有较多的解决方

案，比如和微软一起合作——RoCE V2 的

发布，已经大规模部署于商用。

Mellanox 的全系列高速以太网解决方

案现已全面支持 RoCEv2 标准，能够帮助

Web 2.0 和云服务提供商大幅提升服务器和

存储基础设施的性能与效率，并且同时降

低用户的总体拥有成本。RoCE 它不再借

助于 CPU，让虚拟化基础架构性能不再妥

协。在同样的环境下，一个使用 RoCE、

一个用 TCP/IP，存储的性能会有几倍的差

异。RoCE 在 Windows 2016 及 AzureStack

已经作为标准协议被广泛支持，使用 RoCE 

可以提升 2 倍带宽及 2 倍 CPU 利用率 ， 

RoCE 能够充分利用的闪存存储带宽。

5 月 3 日，HPC Advisory Council ( 国

际高性能计算咨询委员会 ) 宣布，面向

全球大学生发起第五届 RDMA 编程挑战

赛 (The Fifth Student RDMA Programming 

Competition) ，旨在为大学生提供学习

RDMA， 并 成 为 RDMA 编 程 高 手 的 绝

佳机会。Mellanox 公司对本次大赛也提

供了支持：一是希望能够回馈社会，二

是希望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学生，通过

RDMA 的编程提高未来到社会里边工作

岗位的技能。

《中国教育网络》：在高校云服务和

智慧校园风潮越刮越猛的今天，市场对网络

有了新的需求变化，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辉：学校的某些需求其实和一般

的企业或事业单位也有类似，比如需要支

撑学校日常网络的使用，校园一卡通，学

生的上课、选课等，都需要强大的数据中

心来支撑。每年开学选课，需要几万名学

生在一两天之内同时访问一个系统，访问

量突发给学校带来很大的压力，接下来还

会有期末考试成绩查询、毕业季论文查询

等，对不同的系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如何把现有的硬件发挥到机制，如何高效

地调动数据，这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在

Mellanox 网络环境下，虚机在线迁移速度

提升 3 倍，通过 RDMA 实现存储吞吐量 5

倍提升，能够实现双倍或更多的虚拟桌面，

这也是我们支撑高校校园现代化及智能化

方面所做的一些贡献。 （责编：杨洁）

创新网络打造教育现代化高速路
——专访美国Mellanox 公司亚太区解决方案营销总监张辉

张辉

美国 Mellanox 公司亚太区解决方案

营销总监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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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图 2017 年“探索创新之旅”，“新”在哪？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以下简称 CeBIT）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IT 领域高科技品牌展

会，今年 3 月举办的 CeBIT 2017 以“数字

经济——无极限”为主题，重点强调伴随

数字化转换所带来的财富机遇。展会聚焦

人工智能、自治系统、虚拟和增强现实、

人形机器人和无人机等领域的最新先进技

术，体现出物联网的发展水平。然而，随

着数据变革的推进，如何可靠解决复杂任

务，逐渐成为各公司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IT 经理纷纷纠结于究竟是自己运营数据中

心，还是依靠外包服务。

对此，威图首次与合作伙伴 Innovo 

Cloud 和 Lefdal Mine Datacenter 在 CeBIT 

2017 的展厅展示其数据中心开发和扩展的

组合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全 IT 环境生命

周期的支持。同时，威图国际首席执行官

Karl-Ulrich Köhler 博士指出，“最重要

的是‘最大模块化和最大效率’，换句话

说，是‘典型的威图模式’。” 那么，究

竟是怎样的威图模式呢？为此，本刊记者

在“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举

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其中，我们重点关注

的是高性能计算，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科

学、医学、材料科学、工程与计算等等。

《中国教育网络》：能介绍一下已经

运用于高校的案例吗？

王超群：例如，清华大学、中国科技

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些都

是我们在国内应用得比较好的案例。现在，

有五十多个国内高等学府的客户，分布在

北京、南京、武汉、西安、上海等高校相

对集中的城市，运用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工程信息中心、中国

科技大学工程计算机应用中心、武汉大学

地理信息应用中心等。

《中国教育网络》：：大家的常规印

象，威图是以箱体系统著称的德国企业，

现在，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新领域拓展，

是不是代表近几年产品的延伸或者创新？

王超群：对，目前，我们做的是数据

中心物理基础设施。作为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的供应商，通常涵盖三个方向的服务，

第一，整个基础构架的搭建，包括综合的

布线、机柜的应用等。第二，包含动力、

空调、辅助设施等。第三，高性能计算以

及高性能的服务器。威图是从机箱机柜发

展起来的，凭借丰富的工程经验，如今，

我们不仅仅提供诸如基础构架、动力、配

电、制冷、空调等设备，同时包括从前期

的规划设计到建模、到项目施工、再到运

营维护的一个系统的服务，为客户提供了

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和一站式服务。威图拥

有强大的物流和售后服务体系，做到“更

快 - 更好 - 无处不在”的理念，以专业的

水准为客户带来更多利益。 （责编：陶春）

王超群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IT 销售总监

——专访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IT 销售总监王超群

办期间，专访了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IT 销售总监王超群，为我们解惑。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全球数据中

心物理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供者，威图在

“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为我

们带来哪些创新的系统产品和技术？

王超群：德国威图（Rittal）自 1961

年成立以来，经过不断发展，成为世界领

先的箱体技术和系统供应商，1996 年，

威图进入中国市场后，一直非常重视高等

教育行业的资源。这次，带来了一些新的

产品和技术，例如，高性能计算 (HPC-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的应用，包括一些

液冷的解决方案是重要亮点。虽然这些技

术在国外相对成熟，但是在我国信息化建

设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应用相对

不是特别广泛，所以，我们希望参加会议，

将它们带给我们的中国客户。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高性能计算

（HPC）服务器的散热方面，威图提供的

什么方案呢？

王超群：因为高性能计算（HPC）发

热量和常规的服务器有显著的区别，通常

高于 12 千瓦以上才能叫高发热量，对于

高发热量服务器的散热，传统的物理解决

方案一般采用液冷的方式。我们对于高发

热量的 HPC，选择水冷的方案，这也是我

们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地方。

《中国教育网络》：所以，对于高校

来讲，您关注的重点也是高性能计算领域？

王超群：以浙江大学为例，整个信息

化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校园网的建设，

例如，一些消费卡、住宿、学籍都挂在一个

平台上，属于普适的应用。另一方面是数据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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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人工智能与搜索的结合，使得搜索走

到了新的阶段——搜索结果不只是匹配，

而更是走到了“理解”。“搜狗的理解是

从符号主义过渡到连接主义——以前把词

和词之间定义为高维空间向量的相互独立

的向量，通过这种分布式的表达，需要把

它放到一个相对低维的、但是连续的向量

中。”接受本刊采访时，搜狗搜索高级产

品市场总监张珊珊说。

高校用户是搜狗极其重视的一个群

体。张珊珊认为，智慧校园需要围绕“人” 

的需求，即围绕高校师生的真实需求重构

信息获取方式，而搜狗搜索也正在这方面

下功夫。

张珊珊分析认为，目前，高校信息化

建设正经历“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

的转型时期。随着各种 IT 技术设施、云计

算、大数据、云存储、移动技术陆续进入“智

慧校园”，校内各业务系统逐步上线，校园

网络技术体系发生明显变化。信息化融入到

校园工作和生活，学校业务部门开始认同并

依赖于信息化平台，用户服务意识崛起。

这一时期，高校校园网已经成为信息

传递、资源共享及师生交流的重要平台。

但网上的信息海量且繁杂，使得大家在通

过校园网进行信息检索时，往往会出现搜

索结果相关度低、有效信息不全、实时信

息不同步等问题，难以搜到自己想要的信

息。此外，信息过载的时代，用户对知识

有着更为个性化、多元化的诉求，并希望

通过更短的路径获取自己想要的知识。面

对这种情况，对高校校园搜索进行优化显

然十分必要。

如何优化校园搜索？张珊珊认为，在

这方面，搜狗有着非常优秀的技术积累。搜

狗校园搜索是将多年来搜狗搜索在 ToC 领域

所积累的成熟领先的技术进行输出，具有时

效性强、相关性佳、系统稳定、快速响应、

信息全面等多项优势，能够直接为校内校外

访客提供更精准的搜索结果，让信息充分被

找到，带来搜索体验的升级。具体而言，搜

狗校园搜索应用到了搜狗最先进的大数据挖

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排序，以及最

前沿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语义计算等智慧搜索

技术，能够更好地读懂用户输入的查询背后

真正的需求，并给出搜索结果。

搜狗积极拓展高校领域。清华校园搜

索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正式上线，由搜狗搜

索与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联合开发，旨

在全面优化清华大学对外公共访问网站和

对内仅限校内访问网站的两套搜索引擎系

统。搜狗搜索对归属清华大学的所有校园

网和网站群环境进行全面搜索技术覆盖和

数据索引优化，用户可以通过站内搜索引

擎高效地寻找全面、精准的校内资讯、校

园活动、专业课程及个人资料等信息。此

外，清华校园搜索还与清华大学主页（http://

搜狗的优势是更了解年轻人
——专访搜狗搜索高级产品市场总监张珊珊

www.tsinghua.edu.cn）、清华大学新闻网（http://

news.tsinghua.edu.cn）等对外网站集成，为社

会公众提供公开信息的检索功能，成为大

众快捷了解清华相关讯息的新窗口。

张珊珊表示，搜狗校园搜索提供的服

务分为基础版、高级版及定制版，可以基

于高校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服务。此外，

搜狗校园搜索还提供了完善的监控与运营

数据查询功能。通过监控及统计系统，可

以查询检索量、索引量、检索耗时、热搜

词等，及时掌握应用的运营情况，同时提

供完善的监控报警及故障应急机制，保证

应用的正常运行。

她介绍说，未来搜狗在高校校园搜索

业务上有两个方向，一是助力“智慧校园”

建设，为高校教育行业提供先进的搜索技

术支持与服务，即通过应用搜狗的校园搜

索服务，对高校校园搜索进行优化升级，

带来用户使用体验上的显著提升。

二是提供更加有差异化的内容。搜狗

独有的内容资源，包括英文搜索、学术搜

索、知乎搜索等，是对学校信息的有效补

充。一手的专业文献、原味的同步资讯、

丰富的真知灼见，以及更加权威的源头信

息，还能够满足高校师生对所在领域进行

专业研究的需求。此外，搜狗搜索的用户

以年轻群体为主，搜狗表情搜索、搜狗漫

画频道等产品，还能够满足当下年轻人的

好奇心与兴趣点 ,“我们的优势是更懂年

轻人。”张珊珊说。

“在智慧校园的建设过程中，校园搜

索的优化升级看似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却

能带来校内校外访客体验上的大不同，让

大家更能直观感受到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

的利好。”张珊珊表示。 （责编：王左利）

张珊珊  搜狗搜索高级产品市场总监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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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智慧校园时代，高校信息化

由管理信息化逐步转向师生服务信息化，

“师生一站式服务平台”是智慧校园重

要环节，也是面向师生提供服务的抓手。

2013 年，江苏师范大学开始进行师生服

务平台的探索与研究；2017 年，江苏师

范大学一站式师生服务平台再上新的台

阶，师生办事服务应用近 100 项，已覆

盖的师生超过 15000 人，校园师生通过

“微哨一站式师生服务平台”来享受学习、

生活、办公、办事等相关服务，已经成

为一种习惯。

“双子星计划”微哨微信两翼齐飞

江苏师范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与

教育部共建高校，是区域性示范院校。

从开始校园信息化建设至今，学校在数

字校园时代基本完成三大平台与业务系统的建设与整合工

作。统一信息门户、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中心、教务系统、

学工系统、一卡通系统、图书系统、财务系统、资产系统等

均已上线运行。

“以前，信息网络中心被师生定位为提供基础网络服务，

面对这样的被动定位，自然而然师生对信息网络中心的满意

度就会低，如何提升师生对信息化的服务满意度是一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江苏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宋子强主任

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2013 年信息网络中心

启动‘双子星计划’进行校园移动互联网方面的探索，微哨

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对象主要是在校师生，微信公众平台主要

服务于社会大众、校友、家长等人员。2014 年开始，由信息

网络中心、开发者与锐捷网络微哨团队上线了一批应用，师

生使用后反馈不错，师生的满意度也是这几年一直坚持下来

的驱动力。”

开放融合符合高校信息化思路

高校智慧校园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多业务、多

解决方案，必须考虑产品与解决方案的融合问题。微哨一站式

服务平台提供标准的数据、业务以及能力 API，解决数字校园建

设时期系统封闭的问题。

微哨所提供的 API 和互联网开放平台 API 标准一致，不管

是基于微哨开发的应用，还是互联网开放平台开发的应用，都

可以互相迁移。另外，微哨还提供高校行业特质的 API 接口，

如无线定位接口、计步接口、人员岗位接口等，满足高校特有

业务场景应用的开发。基于这些高校特有接口，可以进行签到

类应用、体育类应用的开发。

江苏师范大学网络信息中心组织在校学生、合作伙伴基于

微哨一站式平台进行应用开发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学校特有的

业务应用，既满足了学校信息的需求，也搭建了一个学生自主

创新创业的平台。

师生畅享一站式服务平台极致体验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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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应用服务已具规模

首先，微哨一站式师生服务平台提

供移动应用平台与网上办事大厅的整体方

案，师生享受到的是“一站式”服务体验。

江苏师范大学一站式服务平台目前已经覆

盖了教学服务、生活服务、后勤服务、办

事服务等方面。

信息咨讯类场景

搭建可直达师生的信息发布与信息共

享渠道是高校密切关注的问题，江苏师范

大学师生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校园新闻、

学校通知、讲座预约、问讯平台、校园黄

页、师大搜索等服务，师生通过手机随时

随地都可以掌握学校各类信息。

问讯平台为学生提供疑难问题咨询与

解答服务，学生有疑难问题直接可在问讯

平台发布，业务部门、师生均可对问题作

出解答，提高学生服务满意度。同时校领

导可根据咨询情况与统计随时随地掌握学

生密切关注的问题与困难，为领导高效决

策提供信息支撑。

教学与学习类场景

教学与学习一直是高校最核心的场

景，利用师生一站式服务平台，江苏师范

大学微哨提供成绩查询、课表查询、图书

馆查询、考试安排、自习室预约、四六级

查询等与教学相关的应用，为师生提供了

全方位的教学信息服务。成绩查询解决了

学生离校期间成绩获取不便的问题，无论

是在校还是离校都可以通过手机查询到期

末成绩；教室预约解决了教学资源安排、

学生自主学习的问题，同时还能对教学资

源的利用率进行分析。

生活服务类场景

高校生活场景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就

是衣食住行。如何依托现在的物联网、互

联网技术深入校园场景为师生提供更好的

生活类服务一直是学校关心的问题。江苏

师范大学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一卡通、后

勤报修、网络报修、失物招领等应用提供

校园后勤生活方面的服务。

教师办公类场景

一站式服务不但要服务好学生，也应

该让学校教师办公同样享受到信息化的成

果。微哨一站式服务平台面向教师办公提

供教师体检报告、会议智能签到、双代会、

教工收入等应用服务。

办事流程类场景

师生一站式服务天然整合了办事服

务，师生利用一站式服务平台即可办理校

内办事流程，审批者通过手机即可完成各

项事务的审批工作，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

路，让师生少折腾。

师生一站式师生服务平台的建设过程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江苏师范大学已经围

绕校园生活、科研、教学、资产、财务服

务等方面进行后续规划，争取越来越多的

应用服务场景面向校园师生。 （责编：

王左利）

校园新闻                          问讯平台

移动课表                      空闲教室

后勤报修                       失物招领

双代会议                        会议签到

办事大厅                        办事流程

平均每天约四千人使用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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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al-Min100，极简版实景录播设备

MReal-Min100（简称“Min100”），是一款可轻松制作简洁版课程并

实现在线直播功能的实景拍摄系统。该产品对录制环境要求低，配套移动

智能设备，携带轻便，教师可在办公室、休息室等场域启动录制，有效解

决了校方在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改善录课环境而大幅增加场地投入建设的问

题。资源录制过程支持一键切换自定义画面布局及智能化美颜的功能，教

师无需繁琐的操作过程，便可轻松录制，一键生成资源，最后系统会自动

将资源同步到用户个人资源管理库，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录制效率及教师授

课积极性，真正为院校实现从繁至简的录课体验。

智慧资源  轻量制作
卓智打造一站式智慧教学资源解决方案

图 1  智慧资源产品线架构

图 2  MReal-Min100 产品展示

随着“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全面推进，“互联网 + 教育”

的发展也开始步入了快车道。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

日益成熟，为院校教学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尤其给

院校资源建设和管理带来了新的视角与充分的技术支持。如何快

速构建优秀的教学资源？如何准确获取资源中有效的教学资源数

据？这些是当下各院校改善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在大数据、移动计算、录播等技术深入发展的支撑下，构建、

管理闭环式教学资源库已成为院校教学信息改革新的发展方向。

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卓智”）基于丰富的智慧校园网

络运营经验，对教学资源解决方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打造

出软件、硬件一体化的一站式资源构

建产品解决方案——智慧资源产品，

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教学资源制作的诸

多问题。以往，因受到资金、场地、

设备及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传统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制作过程相对

漫长，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另外，

面对众多的教学资源，师生无法从中

有效地获取所需资源数据，降低了信

息的使用及学习效率。智慧资源以改

善传统录播现状为出发点，推出高效

便捷、软硬一体化的全自助资源录制

产品——MReal 系列产品线，让教学

资源制作更轻量、更便捷，助力高校

加快教学信息化进程。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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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al-Mix200，虚、实录播二合一

MReal-Mix200（简称“Mix200”），是在 Min100 的实景录

播基础上，集虚拟场景及可自动切换的真实场景为一体的课程制

作工具 / 制作室。Mix200 其软硬件搭载采用先进抠像算法，配套

红外体感摄像机（A·D·G），支持教师、学生的全景与特写画

面采集，智能分析老师的站立位置、授课动作，实现画面的自动

跟踪、切换功能。软件还可支持板书特写、电脑 PPT 等信号源

的同步采集，多样化 3D 场景建设的智能切换，多类别信号源虚

拟大屏幕以及全屏的投放等。除了可通过键盘鼠标控制外，产品

还可通过连接外置设备进行控制，具有软件功能实体化、操作灵

活方便多样化的特点。

Mix200 通过一个环境，一套设备，实现虚拟录播 + 实景录

制两项工程，一站式量化生产资源，真正为院校实现了轻便录制、

快速积累课程资源的目标。首先，产品构建简单，对空间和经费

要求低，校方可在极小空间内迅速布置资源制作室。其次，产品

使用简易，教师授课后若需对资源进行修改或记录，可随时进入

系统，使用简单易用的工具编辑，并将成品自动同步到教学空间。

再者，软硬件一体化设备维护简单，校方无需再配备专业人员进

行产品维护，可大大减少投入成本。

图３  MReal-Mix200 产品展示

图 4  MReal-Magic300 产品展示

MReal-Mir400，大型虚拟演播厅

MReal-Mir400（简称“Mir400”），在满足日常教学资源建设以外，

亦可作为院校专业课程教学的 3D 虚拟场景演示实训室。它依托智

慧资源先进的软件技术，以三维虚拟场景还原知识应用的真实环境，

创造结构完整、内容具体的三维立体空间，给学生建造各种语言训

练及运用环境和平台。学生只需在教室中通过使用多种终端交互设

备即可进入各类场景，进行情景对话、文化体验和实战模拟演练训

练等，为学生创建一个无线的想象空间，突破因年龄和阅历产生的

学习障碍，增强理解和记忆所学知识内容，具有视、听、触等多种

感知的虚拟演播环境，打破时间、空间、

地域等局限，使其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方便学校实践教学的开展与推进。

此外，智慧资源平台的用户只需

登录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平台将自动

识别其教师或学生的身份，并为其筛选

资源内容，生成个人资源库，便于资源

进行归类整合；通过智慧课堂线上学习

产品“云学堂”以及线下互动教学产品

MReal-Magic300，移动自助录播设备

MReal-Magic300（简称“Mag300”），是基于 Min100&Mix200

实景录制、虚拟录播功能的软硬一体化产品，针对录制环境条件

的优化而进一步提升了产品配套硬件设施。Mag300 可根据院校

实际场域与空间情况而设定产品投放需求，打破空间、地域、环

境的局限性，并以声光电高标准录制环境，成为即开即用、一键

录播的封闭式移动自助录播设备。

“雨课堂”可进行资源的输入及输出；系统还可将课程内容实时

同步直播，通过网络和终端对接不同空间，实现多模态互动；后

台管理者可通过资源整合终端快速浏览资源全景，进行有效地资

源数据分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16年6月，国务院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中指出：“需全面提升教育质量，鼓励学校或地方可通过与

具备资质的企业合作，整合各类优质教学资源，推进资源普遍开放

共享模式。”智慧资源一站式产品解决方案提供从资源建设、资源

管理再到资源数据呈现的闭环式生产管理体

系。以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 + 教育”新号

召，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

为目标，卓智智慧资源充分利用优质资源与

先进技术，创新运行资源建设机制与管理模

式，配合院校实际情况整合现有资源，放眼

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

真正实现资源共建、资源共享、资源共惠的

智慧教育新目标。 （责编：杨燕婷）图 5  MReal-Mir400 效果图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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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近千人齐聚清华大学大

礼堂，共同参与并见证一场学术和思想的

交锋——LINK2017 在线教育论坛暨教育

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奖励基金

（全通教育）颁奖典礼。中央电化教育馆

馆长王珠珠、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丁新以及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炽昌，学堂在线总裁

李超等国内外嘉宾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由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主办，全通教育、学堂在线、《现代教育

技术》杂志协办，中教全媒体承办。

教育部相关领导、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负

责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高校校长、高校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开放大学校长、企

业大学校长、高职中职校长、中小学校长、优

秀教育企业家、媒体主编等近千人出席论坛，

共同围绕“连接·共享·智能化”进行深度研

讨和思想碰撞，一起探索未来智慧教育。

清华大学副校长、院士薛其坤为大

会致开幕词。他对 LINK2017 在线教育论

坛的举办表示了热烈祝贺。他指出，在线

教育正引领一场学习革命。在全球在线教

育学习浪潮中，清华大学成立了全球第

一个中文 MOOC 平台学堂在线 , 学堂在线

MOOC 课程数量连续两年稳居全球第一，

目前注册用户超过 700 万，学习者覆盖

175 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基于 MOOC 教

学方式，清华大学开展了 180 多门课程的

混合式教学实践，在尊重和激发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能力发挥着重大作用。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也正推动

传统教育变革，学堂在线由此推出了智慧

教学工具雨课堂。他表示，“希望清华大

学能继续为社会带来更多更新更好的学习

资源、学习工具、学习方法乃至学习理念。”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出席论坛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教育改变命运，

而网络改变教育，此次论坛意义重大。”

吴岩司长回顾了教育部成立在线教育研究

中心的初衷，那就是希望基于网络技术推

动教学模式、方法、理念等的变革创新。

“在线教育、MOOC 不是中国的原创，但

我们已和全世界处在同一平台上，我们应

该有自信，也有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

甚至赶超。”他相信，在线教育、信息化

能够助推高等教育腾飞，能够让中国最好

大学进一步上升为世界一流大学。

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约翰·米切尔教

授，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家数字化学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杨宗凯教授，国防

科技大学副教育长王怀民少将，清华大学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于歆杰副教

授，上海科技大学虞晶怡教授，广州市绿

翠中学吴朝晖校长，福建宁德柘荣县英山

中心校林阿团校长，樊登读书会创始人、

前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樊登分别作精彩

的主题演讲。论坛开幕式由教育部在线教

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聂

风华主持；下午的论坛由语文出版社社长、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主持。

2017 年度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

线教育奖励基金（全通教育）颁奖典礼同

期举行，分别对推动教育信息化、为在线

教育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项目团队和个人

进行了表彰。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教授、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院士、西宁市城

中区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徐洁、广东

省河源市紫金县紫城中心小学校长叶露君

等 4 人荣获“教育信息化突出贡献奖”。

北京大学副教授毕明辉、清华大学教授

郝振平、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

中学何斌、中南大学胡敏予等 20 位教师

荣获“在线教育先锋教师奖”。北京市大

峪中学曹彦彦、福安市下白石中心小学陈

连章、西南大学陈时见等 80 人荣获“教

育信息化优秀个人奖”。教师能力提升类

MOOC 课程建设项目、北京大学慕课“实

战式”培训模式构建与应用等来自 37 家

学校和单位的共 40 个项目荣获“教育信

息化优秀项目奖”。 （责编：陶春）

高校 MOOC 有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

LINK2017 在线教育论坛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奖励基金（全通教育）颁奖典礼在
清华大学举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出席论坛并指出，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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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LINK2017 在线教育论坛暨教育

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奖励基金（全

通教育）颁奖典礼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

授于歆杰以《一线教育的理想课堂》为主题

做了分享，描绘了自己眼中理想的课堂。

一线老师课堂教学的四个需求

于歆杰认为，目前的课堂不够理想，

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即使在清华，大多数的课也是

大班讲授。根据《2015 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普通高等教育本

专科在校生 2625 万人，专任教师 157 万人。

所以很多学校大班比率非常高，老师每年

实际授课学时数很多。

第二，在大部分课堂上，依然是老师

在讲，学生在听，但其实老师希望得到学

生的大量反馈。

第三，对于大学来讲，教学方面改革仅

仅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需要“轻

量级”的解决方案。

理想的课堂是怎样的呢？从老师的需求

来看，主要有四点：授课过程中老师知道每

个学生对当前听课的掌握情况；学生积极回

答课堂提出的思考题；如果学生跟不上，老

师讲砸了，老师希望知道哪里处理得不好；

课外给学生布置预习的内容，老师了解学生

的完成情况。因此一线教育的理想课堂需

要有反馈、共享、轻量级等特点。

用轻量化的工具构建理想课堂

于歆杰分享了过去两年清华大学电机

系的经验，如何使用基于以雨课堂为代表

的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的轻量

级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数据采集工具，来

构建理想课堂。

第一，通过限时推送练习题获取学生

反馈。他介绍，一般将一节课分成六七段，

每一段结束以后给学生推一个题，要求学

生在一、两分钟内作答，他再将反馈结果

用统计的方式向全班公布。以上的平均耗

时、准确率都能被系统统计到，通常这部

分习题的分数会计入期末总成绩。根据调

查，学生关于“最有帮助的功能”的反馈

中，排名第一的是课堂推送的 PPT，排名

第二的是课堂推送限时练习题，以及课前

课后推送的学习。

第二，弹幕功能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

极性。在授课过程中，于歆杰发现一个问题，

精心设计的思考题没有反馈，而学生却在课

堂上窃窃私语。然而，今年启用了弹幕的工

具后，一改过去的课堂现象，学生将学习反

“轻量级”工具打造一线教育的理想课堂 

于歆杰

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的负责人。2013 年起，

电 路 原 理 课 被 制 作 成 MOOC， 在

edX 平台和学堂在线传播。

馈以文字的形式匿名发送到屏幕上。让于歆

杰想不到的是，“有很多学术性很强的、超

乎我预期的答案在屏幕上飞出来。”

第三，定位学生不明白的位置，工具

可以让学生听每一页 PPT 的时候在不懂的

地方点“不懂”。这样有助于老师在课后

了解这页 PPT 内容做得是否好，有多少人

“不懂”，使得教师能够有针对性地改善

课件。

第四，课外推送。在做课程设计的时

候，教研团队有意识地把一些内容放在课

外，让学生用手机学习老师制作的 MOOC 

课程，包括观看其他老师的教学视频。而

老师通过观看学生在每页 PPT 的停留时

间，能够在上课之前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教师工作轻量级助推翻转课堂

从 2014 年开始，清华大学开始尝试

小班的翻转课堂，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

上，师生之间进行高水平的讨论，通过讨

论提升学习效率。于歆杰认为，小班翻转

课堂，赖以生存的核心是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说话，师生之间充分交流，而过去传统

的大班却做不到。“以文字弹幕的方式发

上来，能够实时感受到其他学生的反馈，

这不就是翻转课堂的实质吗？”他认为，

按照这一方法，也可以在大班实现部分的

翻转课堂。

于歆杰表示，对老师来说，要开设一

门这样的课程并不难，只需要把课堂授课 

PPT 稍微修改，设计几个思考题，按照固

定的模板放进去即可。他介绍，“根据我

的经验，制作课外 PPT，花费 30 分钟，第

一次使用这个工具，每一个大课大概多花

费一小时的时间。而且课堂授课和课外推

送的 PPT 可以重复用。” （责编：陶春）

清华大学于歆杰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2017.6 中国教育网络 67

文 / 冯菲

2017 年 3 月 29~31 日，Coursera2017

年年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召

开，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是 Coursera

的 创 新 伙 伴 计 划（Innovation Partners 

Program）的成员之一（目前创新伙伴计

划共有 29 位成员学校），在 Coursera 上

提 供 近 20 门 MOOC。 本 次 会 议 大 约 有

200-300 位参会人员，参会者有学校在线

教育的决策领导，也有诸如教学发展中心、

在线教育部门的领导、教学设计师、媒体

制作人员，更多的是开课教师，包括一些

有意愿开课的教师。

Coursera 成立于 2012 年 4 月，创立

之初，平台上只有 4 所合作学校的 10 门

在线课程，发展到今天 100 所伙伴学校和

200 门课程，学习者人数也增加到 10400

万，学习者遍布世界各地，以北美地区

和亚洲地区人数最多，而南美洲和非洲

的人数近年来增长最多。本届年会恰逢

Coursera 成立五周年，因此本次会议旨在

反思和总结这五年的经历，回顾五年来其

在线教育愿景的达成程度，并展望未来。

本 次 会 议 提 供 有 7 个 主 旨 报 告

（Keynotes）、2 个专题讨论（Panels）、

26 个 分 论 坛（Breaking Sessions）。

Coursera 的创始人 Andrew Ng 和 Daphne 

Koller 在本次会议上均做了主旨发言，回

顾了五年的历程，当前的首席执行官 Rick 

Levin 对 Coursera 未来的发展进行了畅谈，

特邀的 4 个主旨报告也从终身学习者、AI

等创新技术以及全球知识生产的新机制等

角度引发参会者对未来在线教育的思考。

26 个分论坛则分别针对不同的参会人群

而设，包括大学战略、研究、教师教学、

课程团队四条主线，从不同角度分享最佳

实践和经验总结。

编者按：

近期，Coursera2017 年年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召开。Coursera 成立于 2012 年 4 月，创立之

初，平台上只有 4 所合作学校的 10 门在线课程，发展到今天学习者遍布世界各地。本次会议提供有 7 个主旨报告

（Keynotes），2 个专题讨论（Panels），26 个分论坛（Breaking Sessions）。会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作者将从

两个方面介绍本次会议，一是在大会主旨报告、专题讨论中所展现的对未来在线教育走向的认识与畅想，二是由分

会场报告所展示出 MOOC 教学设计、研究以及教学学术的最佳实践。从这一期起，本刊将进行连载刊登。

MOOC 发展展望 
Coursera2017 年年会侧记（一）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68 中国教育网络 2017.6

MOOC发展的未来：技术创新、
终身学习、生活改造

2012 年 MOOC 兴起之初，一些研究

报告曾预言 MOOC 将会对高等教育系统

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然而 2013 年下半年

就出现“Dead MOOC”的言说。五年的实

践，MOOC 现象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对高

等教育系统带来摧枯拉朽的震荡。那么，

MOOC 未来将走向何方？是否会对大学的

传统教育结构产生影响？在本次会议上，

七个主旨报告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

MOOC 的发展走向，总结为 3 个关键词，

即创新技术、终身学习和生活改造。

技术创新将会是未来在线教育发展的推动器

Andrew Ng 在闭幕式上致辞，回顾了

自己 10 年以来在在线教育上的旅程，从

开始时的以大纲视频为主的在线课程，逐

渐加入在线评测和自动分析系统，最终发

展成如今 MOOC 的课程形态，如此的变

化体现了创新技术发展对在线课程的影

响，就像如今的无人驾驶汽车、自动诊

断的医生，这些技术也将会有一天被用

于在线教育。

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教授 Ashok K Goel

在大会主旨发言中介绍了自己课程中三个

人工智能助教的使用，帮助学生学习内

容的 Nano，可以针对学生的练习情况给

予针对性的点评和反馈；负责回答问题的

Jill Watson，智能地回答学生的问题，甚

至被评为最优秀的助教；Mia 则会针对学

生学习的情况给出形成性评价，建议学生

下一步学习计划。并畅想在不远的将来，

将会有虚拟学生和虚拟教师，人工智能

的发展可能更全面地解读学习。Ashok K 

Goel 也希望未来大学可以在认知系统教育

和研究方面增加投资，方便更多的教师基

于人工智能开展 MOOC 教学。

Andrew Ng 指出，人工智能将会影响

未来的教学。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

核心且无法取代的将会是创新、思辨、协

作、娱乐等技能，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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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是无法被

人工智能所替代的。

Coursera 平台目前已经增加了人工智

能的教学工具“Go ask A.L.I.C.E”，可以

为学习者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源和指导。除

此之外，一些轻量级的创新技术也会被

广泛地应用于教学中，比如 360 度视频，

这种视频可以为学生提供全景的体验，

不需要专业设备就可以观看，也没有虚

拟现实那么昂贵，目前像 YouTube 的视

频网站可以支持 360 度视频的播放，而这

种视频技术已经在慕课中出现，莱顿大

学（Leiden University）的课程“Heritage 

under Threat”就采用了这种视频技术。

因此，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创新技术被

应用于在线教育，有望打破多年来教育实

践落后于技术变革之说。

未来将构建新型的终身学习生态环境

美国教育部前任副

部长 Ted Mitchell 在主

旨报告中指出，美国有

三百万个新工作，同时

60% 的雇主表示很难找

到合适的人（Business 

Roundtable, 2010），

因此获得学位并不是学

习 的 终 点， 未 来 的 人

在 一 生 中 都 需 要 学 习

的 计 划， 斯 坦 福 大 学

的开环大学计划（Open Loop University，

stanford2025）就是希望构建这样全新的终

身学习生态环境，Coursera 所践行的在线

教育就是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基础，如图

1 所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又应该走向

何处？ Coursera 的首席执行官 Rick Levin

提到，未来的大学将不仅仅提供高质量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校内教学，还需要提

供在线的学分课程、高质量的在线研究

生项目，也要考虑为其他高校提供课程，

更重要的是要和政府企业合作提供人力

发展计划，如图 2 所示。

在专题讨论中，Coursera 创新伙伴计

划成员之一爱丁堡大学介绍了学校 C2025

开放教育计划（如图 3 所示），和 Rick 

Levin 对于未来大学的畅想相呼应。除此

之外，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图 1  开环大学计划（Open Loop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

4 年本科

研究生院传统大学

开环大学

根据潜力获得入学资格

入学开始学习，个人制定计划，

总共需要 6 年学习实践

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并教授其他同伴

当工作实践对学习更有帮助时，

就离开学校参加工作实践帮助

重新再回到学校

图 2  未来大学的功能

大学将走向何处

提供高质量的，

完全在线的硕士

研究生学位
继续提供校内高质

量的本科教育和研

究生教育

为公司人员发

展项目提供课

程和相应学位

为世界各地的高校

提供优质课程

提供大学本

科的在线学

分课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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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Urbana-Champaign）的 3 个在线硕士项

目的成功实践以及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

学已将其他高校 MOOC（由学校指定）纳

入本校选课体系，这些实践均在表明上述

未来大学的新型功能已初见端倪。

Coursera 目前的数据显示，10400 万

学习者中，大部分学习者都是已经工作的

人，只有少部分学习者是在校学生，而大

多数学习者都希望通过学习 MOOC 来获

得职场成功，因此，Coursera 关心这部分

学生如何能获得成功，“他们需要什么？

如何满足这类学习者的需要？这也是我们

所面对的重要挑战。”Rick Levin 如是说。

首先，Coursera 创建专项课程，目

的就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在纷繁众多的课

程中快速定位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或微专

业。其次，学习者需要提升职业发展的

可 能 性， 这 是 Coursera 创 建 在 线 研 究

生学位项目的初衷，目前已经有 690 人

参加伊利诺伊大学的在线硕士项目，并

在本次年会上宣布，新的两个在线硕士

学位：Master of Science in Accounting 

(iMSA) by University of Illinois；Master'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by 

HEC Paris 也正式上线。第三，不仅可以

服务个人学习者，还和公司合作，为其

提供相应的雇员学习项目。比如为 BNY 

MELLON 提供新员工的培训，要求新入

职的程序员都必须要学习香港大学的专

项 课 程； 欧 莱 雅 公 司 则

是提供员工自愿学习的机

会，除此之外，Coursera

还和政府、非营利组织合

作，提供若干教育项目。

除了大学开放教育体

系的建立之外，还需要配

套相应的政策、环境等来

推动全民高等教育，目前

已经出现一些成功的项目，

比如新加坡的 SkillFuture 

SG（http://www.skillsfuture.

s g /）、n e x t t e c h n o l o g y 

leaders(http://techleaders.eg/) 等。

因此，Ted Mitchell 指出，构建终身

学习环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大学的商业

模式也会随之改变，国家的政策依然还会

拖后腿。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实践并

开展研究，形成标准以及评估，关注平等

公正等问题。

改造学习者的生活是在线教育价值所在

五 年 的 MOOC 实 践， 虽 然 并 没 有

对高等教育产生直接颠覆的影响，但是

却改变了学习者的生活，这是在线教育

最直接的价值所在。Daphne Koller 在回

顾五年历程时，提到最大的收获在于成

功地改变不少学习者的生活（transform 

life），这一直是 Coursera 的愿景。不论

是大会现场播放的学习者故事，还是大

量学习者故事的展板，都在不断地激励

MOOC 教师和提供在线教育的机构，体

现出在线教育对于“人”的关怀。

如今，Coursera 开启了“Coursera for 

Refugees”项目，为难民提供助学金计划，

帮助他们免费获取课程证书，这是在帮

助贫困地区的学习者有机会开启学习，

并改变自己的生活。此外，2013 年 10 月

底，Coursera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全世

界创设学习中心（Learning Hubs），在

这里学生可以获取免费的课程资源，每

周可以和当地的教师或助教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讨论，从而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学

生有机会开启学习。

Coursera 上 有 不 少 改 变 学 习 者

生 活 的 课 程， 本 次 会 议 上 特 别 为 一

门 课 程“Understanding Subsistence 

Marketplaces”颁发了 Transform Award。

这门课程帮助很多贫困地区的人们改变

了生活，比如印度地区的农民如何卖出

去收获的粮食、女性如何培养自己的孩

子等，这些改变都是很直接的，体现了

Coursera 对此使命的坚持。

除了学习者故事之外，Coursera 五年

来也进行了两次学习者成果调查，并从数

据的角度来说明在线教育中学习者的收

益。第一次调查于 2014 年 11 月开展，主

要针对 2014 年 9 月前完成课程的学习者

发放调查问卷；第二次调查于 2016 年 3

月开始，由系统自动发调查邀请，对象是

完成课程 6 个月的学习者，本次报告的样

本为 13917（3-11 月）。在第二次学习者

成果调查中，有 53% 的学习者报告获得

了职业收益，其中 29% 反馈得到了诸如

加薪、开公司等直接的获益，这类人群大

多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还有 26% 报告

获得了教育收益，大多属于收获知识等无

形收益，但其中有 22% 报告获得了学分

等直接收益。两次学习者调查报告的结论

一致，即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学习者更倾向

于报告直接收益，而且无论来自哪类国家

的学习者，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降低，报

告直接获益的比例在增加。

整体来看，本次大会有回顾、有反思，

更有畅想。Coursera 在线教育的愿景是让

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通过获得最好的

教育来改变生活，目前已小有成效，但

还需要去努力理解在线教育及其成功实

践，Coursera 创始人之一 Daphne Koller

提出“在线教育不仅是内容在线”，学

生的学习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来自一线

的教师为此提供了很多创意和想法，为

推动 Coursera 及在线教育发展起到了关

键作用。（待续）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图 3  爱丁堡大学的 C2025 开放教育计划

借助新技术构建

开放的教育职责 校园内和校园外

4 万学生，至少学习

一门完全在线的课程

校园外

1 万学生

100 个在线硕士项目

10 个以上的研究项目
开放

开放学习的扩展

超过 5 万注册学生

100 门以上的 MOOC

1000 以上的开放教育资源

千万学习者（从 2012 年开始）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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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信息安全管理办法是如何形成的

图 1  典型的信息安全制度层级框架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文 / 张永强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基本概念

保障信息安全，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安全观。一方面，信息安

全问题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由人、技术系统和组织内部环

境等综合因素产生的问题，要靠有效的信息安全管理才能弥补单

纯技术手段的不足；另一方面，信息安全包含内容广泛，信息安

全需要整体防护。如果还以各自独立的视角去看待信息技术安全

工作，就会出现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因此，要

把高校信息安全管理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实践，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就是从整体上看待高校信息安全工作。

参考体系框架

业界先后提出过不少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参考框架。由于各行

业、各单位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并不存在统一的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适合所有高校。中山大学在建设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过程中，

重点参考了《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GB/

T 22080-2008，相当于 ISO/IEC 27001:2005）及《信息安全技术 政

府部门信息安全管理 基本要求》（GB/T 29245-2012）等两个标准，

现简要介绍如下：

   1.《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该标准起源于英国政府一项最佳实践，后成为国际标准，用

于为建立、实施、运行、监视、评审、保持和改进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简称 ISMS）提供模型。

该标准共列举了“安全方针”、“信息安全组织”、“资产管理”、

“人力资源安全”、“物理和环境安全”、“通信和操作管理”、“访

问控制”、“信息系统获取、开发和维护”、“信息安全事故管理”、

“业务连续性管理”和“符合性”等 11 方面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措施。

2.《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管理 基本要求》

该标准用于指导各级政府部门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以及信息

安全检查工作，标准涵盖信息安全组织管理、日常信息安全管理

（包括人员、资产、采购、外包、经费等）、信息安全防护管理（包

括网络边界、信息系统、门户网站、电子邮件、终端计算、存储

介质等）、信息安全应急管理、信息安全教育培训、信息安全检

查等 6 方面内容。其配套制度可见《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部门信

息安全管理基本要求：补篇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参考模板》。

类似的标准还有《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企业风

险管理框架》（COSO）、《信息及相关技术的控制目标》（COBIT）等。

管理制度框架

当前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普遍采用文件化管理模式。文件化管

理模式主张在管理某项工作或活动时，应建立和实施程序，程序

的执行需要保留可追溯的记录。这与中山大学目前大力推行的“四

有”高校行政管理文化——“有依据、有流程、有记录、有节点”——

是高度一致的。

典型的信息安全制度采用的是金字塔式层级框架，如图 1 所示：

1. 一级文件：信息安全方针

信息安全方针是信息安全管理的上层文件，也是纲领性文件，

其他文件如管理办法、规范、流程、记录文件等都必须遵从一级文件。

2. 二级文件：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是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的约束性文件，是对信息安全

某一方面的原则性规定。

3. 三级文件：规定、规范、流程和细则等

规定、细则是对管理办法的细化规定和要求；规范是实现管

理办法需要遵守的准则和规定，包括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流程

是对管理办法的过程描述，侧重工作过程中输入、输出、活动、

职责的界定。

4. 四级文件：表单模板、业务流程图、记录文件等

为第一至三级文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用的相关表单和记录。

一级
文件

二级文件

三级文件

四级文件

表单、记录

流程、细则

管理办法

方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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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信息技术安全管理办法》介绍

起草历程

《中山大学信息技术安全管理办法》是学校信息安全管理的

纲领性和基础性文件。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在制定办法时候，根据

学校实际，没有采用指导意见体例，采用的是二级文件管理办法

体例，将方针政策的内容融于管理办法体系当中。

文件起草工作由信息化管理办公室牵头，网络与信息技术中

心配合，历时大半年时间。起草单位在总结过去校园网建设和数

字化校园建设经验和成果、剖析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及信息安全等

级测评结果和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参透《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行

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教技 [2014]4 号）、《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直属单位信息技术安全工作的通

知》（教技 [2015]1 号）、《教育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推进教育行

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通知》（教技 [2015]2 号）等上位精神，

反复讨论修改形成当前版本。期间，学校还聘请了有丰富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实施经验的信息安全咨询服务公司提供咨询意见。在

办法制定后期，起草单位还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简称《网络安全法》）部分内容，最终办法于 2017 年 1 月通过

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并在《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2017 年 6

月 1 日）前印发。

名称由来

教育部将《网络安全法》中规定的网络安全工作分解成三部

分：第一部分称为“信息技术安全”（《网络安全法》的第三、

五章内容，由科技司牵头，信息中心、办公厅配合做好工作）；

第二部分称为“信息内容安全”（《网络安全法》的第四章部分

内容，由思政司牵头，相关司局配合做好工作）；第三部分称为“网

络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法》的第四章部分内容，由规划司牵

头，相关司局配合做好工作）。

本办法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信息技术安全的，仅少量条款

触及内容管理和数据管理的原则性要求。因此，办法名称定为《中

山大学信息技术安全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

办法共 17 章、89 条款、7275 字，是中山大学信息技术安全

管理的纲领性、基础性文件。各章节内容如下：

1. 总则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3. 校园网络管理

4. 数据中心管理

5. 信息系统建设、运行和运维管理

6. 信息系统数据安全管理

7. 互联网网站安全管理

8. 电子邮件安全管理

9. 终端计算机安全管理

10. 存储介质安全管理

11. 人员安全管理

12. 外包服务安全管理

13. 信息安全应急管理

14. 信息安全教育培训

15. 信息安全检查监督

16. 信息安全责任追究

17. 附则

第二章明确学校信息技术安全工作的主要责任人、归口管

理部门和技术支撑部门及其主要职责，并规定校内各单位的安全

责任；中山大学校长是信息技术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中山大

学信息化工作机制坚持“管建分离”原则，信息化管理办公室是

信息安全的职能部门，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是信息安全的技术支

撑部门。

后续推进措施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任务。纲领性、基础性文件的颁布出台，是体系建设的重

要里程碑，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信息安全咨询服务公司为学校设计了一个信息安全制度文件

框架，作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蓝图和计划。

信息化管理办公室整合各部门力量，采取“成熟一个、

出台一个”、“急用先上”等原则，推动各级文件的制定颁布。

例如，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在一级文件颁布几乎同时，制定出

台了《中山大学互联网网站管理办法》、《中山大学公务电

子邮箱使用管理办法》（两个分别对应于第七、八章内容的

二级文件）。

管理制度的制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其有效执行更是学校

信息安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决定工作的成败关键点。为此，

信息化管理办公室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宣传。例如，信息化管理办

公室主任利用年终部门述职、全校中层干部学习讲座等机会和场

合积极宣讲相关制度文件精神；信息化管理办公室会同网络与信

息技术中心举办了面向二级单位办公室主任的信息化管理工作专

题培训，从管理和服务两个角度进行制度文件内容解读。

为改进管理工作效率和用户体验，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将信

息技术引入到信息安全管理当中去，将互联网网站备案、网站

信息更新和年审等功能设计为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简称 USC）平台上的标准流程，让网站负责人通过手机

端、通过网络的简单操作就能完成以往繁琐的手工填表和交表工

作。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山大学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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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为“世界阅读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

1996年开始为第一个世界阅读日， 2017年是第21个世界阅读日。2017年，

因着《朗读者》节目的风靡让人们对阅读的感受有一点不同，那么，今年的“世

界阅读日”，大学图书馆做了哪些事？

上海交通大学：文字和朗读共美 

今年的世界阅读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

发布了 2016 年上海交通大学读者阅读状况分析报告。上

交大图书馆自 2012 年起，持续在“世界读书日”发布交

大人的图书馆阅读报告，从文献资源利用视角分析学校

的阅读情况。

2016 年阅读状况分析报告显示，交大师生电子文献

下载量在周日达到高峰。各时段下载量数据统计反映出，

即便是在凌晨时段，交大校园中仍有众多师生在下载文

献、挑灯夜读。在纸本图书借阅方面，文学、历史、大数据、

创新创业、思维方式相关领域的图书被交大学子热捧，

交大人在一次次的阅读中对话权威、迸发思想，交融古今、

激发创意。

《朗读者》节目在全国的风靡让图书馆重新思考文

字和声音之美。上交大图书馆怎么能够抗拒这一潮流？

最近他们正在建立“领读者”学生社团，通过举办“我

是领读者”阅读演讲比赛，开创全新的阅读交流模式，

引领校园阅读文化、提升大学生的阅读品味。

清华大学：《三体》最受欢迎

世界读书日当天， “世界读书日·师生共话读书”活动在清华大学图

书馆北馆（李文正馆）举行。清华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邓卫，人文学院

彭林教授，以及在校教师、学生、校友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揭晓了 2017 年“好读书”奖学金的评选情况，全校共有 98

名同学获奖。校学生会代表向大家介绍了第二届（2017 年）“水木书榜·

清华学生最爱的 10 本书”的上榜书目，分别是：《三体》、《解忧杂货店》、《月

亮与六便士》、《我们仨》、《瓦尔登湖》、《乌合之众》、《人类简史》、

《理想国》、《中国哲学简史》、《资本论》。

《朗读者》风靡下的世界阅读日

资源建设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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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最钟爱东野圭吾

世界阅读日到来，华东师范大学发布大学生阅读调查，

在最受学生欢迎的排名前 10 的书籍里，三本来自东野圭吾。

调查显示，华东师大学生的阅读书籍时间平均在 1.39

个小时 / 天左右。其中，博士生、硕士生高于本科生；本

科生 1.23 小时 / 天，硕士生 1.68 小时 / 天，博士生 2.32 小

时 / 天。通常一个学生一个月读 2 本书，其中博士生接近

平均 3 本。

学生对纸质书籍的认可度要高于电子刊物。在“纸质

书籍”、“电子书”的比较中，64.49％的学生选择了前者。

在何处阅读？又在何时阅读？调查显示，学生在寝室

阅读为 82.05%，图书馆阅

读为 60.78%，自习教室阅

读为 29.26%。

在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发

布 的 这 组 学 生 阅 读 调 查

报 告 中， 除 人 均 借 阅 图

书、 人 均 阅 读 时 间、 最

受 欢 迎 书 籍 等 基 本 数 据

外， 报 告 还 包 括 了 年 度

借阅达人、年度馆霸（一

年中到馆天数最多的同学）、最爱读书的院系等数据。

其中，来自哲学系的一位同学以年度借阅 458 册图书的

佳绩荣登借阅达人的榜首。

不知道买什么就买房，不知道做什么就读书

世界阅读日当天，广东商学

院 “书香广商”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院长

杨文轩教授在仪式上作“大家开

讲”首场讲座。

讲座上，他回答了关于读书

的三个重要问题：一，为什么要

读书；二，应该读什么书；三，

怎么样读书。

关于为什么要读书？杨文轩

教授说，知识改变命运，改变个

体和人类命运。知识塑造人格，

它使你豁达、快乐、有趣和智慧。

对于应该读什么书？他和大家分享了几点心得：读专业书，

让你安身立命；读不同领域的书，使你相得益彰；读经典书，让

你获得智慧；读畅销书，让你感受时代脉博。愿同学们终身以书

以伴，成为书香人生。

早在几年前，他就跟学生说，“读书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

话题。你不知道买什么就买房，不知道干什么就读书。”学生到

现在还津津乐道。 （责编：王左利）

广州商学院院长杨文轩

广州商学院院长杨文轩

本刊讯   4 月 28 日，索尼正式宣布其普及型激光光源投影

机产品 P 系列步入中国市场。作为索尼投影机产品线中的全

新系列，VPL-P500XZ、VPL-P500WZ 和 VPL-P500HZ 将主打

5000 流明段激光市场，满足高校、公司或其他预算有限但对画

质要求较高用户的需求。

发布会上，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显示业务市场部高级经

理内海宏，P 系列作为索尼激光阵容的全新产品，将主要面向

教育、商用等普及型市场，其用户预算相对有限，目前对灯泡

型投影机也有大量需求，而 P 系列的问世将使用户有机会享受

激光光源带来的便捷和高画质，同时无需付出较高的价格成本。

“能把索尼激光投影机强大、创新的性能带入高教和企业

市场之中，这一点让我们很兴奋，”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显

示业务市场部产品经理李凤，“虽然目前在高教和商用领域中，

灯泡投影机的保有量依然很大，但越来越多的用户已了解到激

光技术的优势，对 3LCD 激光投影机抱有极大的兴趣，P 系列产

品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传统灯泡机，能够满足用户非常实际的

需求。”

索尼发布普及型激光投影机 P 系列

资源建设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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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凌

我刚到学校网络服务中心工作的时

候，对于学校信息化应该做什么，以及

应该如何做，并没有太多的概念。记得

有一次去参加高校信息化学会的会议，

听来自某知名学府的老师介绍 URP，瞬

间觉得那真是一个很高大上又极其复杂

的概念。想想我们信息化部门只有区区

几个人，远远无法实现这一构想。

后来在学校里和同事聊起来，有同

事说，你们网络中心应该做一个大系统，

我们各个单位用。对于此，有些我非常

认同，譬如学校信息化的确应该一盘棋，

不能乱来。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系统，

要投入很多时间很多经费，也许光需求

调研就需要几个月，研发起来也许要几

年，然后再投入使用……不敢想象。

当时，开发一个大系统的思路在高

校信息化界时常被提起。也有企业的宣

传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于是也就真的有

厂商找上门，推销一体化学生管理系统

等产品，把教务、学工、宿管等各个部

门的需求，凝聚在一个庞大的软件里。

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

天生没有数据孤岛。面对这样的说辞，

还真说不定有人会很心动，做个大系统

一下子把信息化推上一个台阶，那真的

是大功一件，再加上没有数据孤岛，岂

不是非常先进？

一个大系统真的现实吗？

作为一个每周都要写几行代码的程序

员，对于这种大系统之类的说辞，我还是

有一点天生的警惕的：

首先，软件开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

作，软件项目从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其失

败率就远高于其他行业。譬如，我们很少

听说盖房子刚盖好就塌了，但软件到期做

不出来以及上线第一天就崩溃可不是什么

新鲜事。并且，一个软件系统的复杂性，

会随着功能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加，量变

导致质变，用来形容一个系统功能不断增

加和该系统的稳定性不断下降之间的关

系，再合适不过了。

其次，大系统的工期无法控制。单

一 软 件 项 目 的 工 期， 通 常 应 该 控 制 在

六 个 月 以 内， 如 果 工 期 过 长， 无 论 是

承 包 商 还 是 相 关 部 门 的 业 务 人 员 可 能

会 因 为 长 时 间 没 有 效 果 而 陷 入 一 种 疲

劳 状 态， 同 时 软 件 自 身 的 需 求 也 可 能

因 为 业 务 的 变 化 而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直

接 导 致 软 件 的 工 期 更 长， 进 而 陷 入 一

种恶性循环。

再次，按照当今高校信息化行业对

软件价格的普遍认识，很多人都认为一

套软件系统四五十万元就已经是很高的

花费了。但四五十万元如果扣掉相关税

款，扣除销售成本，在如今也就相当于

一两个普通程序员一年的工资，而他们

挣的钱不吃不喝合起来在北京这样的一

线城市也就能买个厕所。这样的投入，

能找得到做出大系统的人吗？

最后，即便是在 2010 年，人事、财务、

教务、图书馆、卡务、网络中心等各个

部门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管理信息系统，

做一个大系统是要把它们各个部门的系

统都放弃然后合在一起，这些完全属于

不同管理领域的事情，真的有一个公司

能都弄明白吗？

数字校园的架构

在 软 件 工 程 领 域， 人 们 一 直 寻 找

从构筑大系统，到编写小应用

李凌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

编者按：

教育信息化诞生的历史并不长，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新鲜的理念，回过头来看，有的是顺应潮流的，有的又是理

想化的。本文观点来自一位从事教育信息化实践多年的业内人士，他认为，大系统的理念并不符合 IT 界的实际情况，

应用系统中小型化将成为趋势。关于本文内容，欢迎您与我们探讨，您可发邮件至 media@cer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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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控 制 软 件 复 杂 性 的 方 法， 而 其 中 最

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UNIX 所奉行的

设计哲学： K.I.S.S. = Keep It Simple, 

Stupid! 

Unix 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简单系

统，系统中的每一个命令行工具，都只

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譬如 ls 就只能列

目录、wc 就是用来统计单词个数，若想

知道一个目录中有多少个文件，就需要

用 ls | wc 这样的组合了。

数字校园，作为一个涉及不同领域，

既要支撑教学、管理，又要服务学习、

生活的庞大 IT 设施，其必然由各种大大

小小的组件构成，但这些组件之间又必

须建立联系，否则就会形成数据孤岛。

在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实践和思考之后，

我们心中数字校园的整体结构和建设方

式开始慢慢清晰，基本上可以用“大平台、

中系统、小应用”来描述。

由于今天平台、系统、应用这些词语

有着广泛的含义，因此有必要对其明确一

下定义。平台，本身并不完成特定的业务

工作，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支撑系统和应用

的正常运行，最典型的应该被称之为平台

的就是基础服务层的如统一身份认证、展

示层的如门户；系统，也就是管理信息系

统，管理着某个领域的一组特定数据，

并且支撑某个领域的日常工作，譬如人

们熟知的教务系统、财务系统；应用，

基于平台和系统中的数据，为用户提供

某项特定的服务功能，门户平台中集成

的成绩查询、网费充值，都可以称之为

一种小应用。

大平台和小应用的概念今天已经被

很多人理解并认同，那么“中系统”指

的是什么呢？

中等规模的业务数据管理系统

业务系统是数字校园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通常是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最

早启动的那一部分，但也经常成为被吐

槽最多、失败率最高的部分。如今已经

有很多原本做业务系统的公司在高校领

域都活不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1. 预期错误：很多人认为做业务系

统就是做软件，必须好看、功能全面、

高大上，做个系统就要一切事情摒弃手

工操作、不用 Exce l。其实，信息化的

根本任务在于对数据的管理，管理信息

系统，就是帮助业务人员管理数据的工

具。建设管理信息系统的根本，是梳理

数据、优化管理，软件只要不出错、基

本好用，可以保证主干业务正常运行就

足够。

2. 边界模糊：以高校中使用最为广

泛的教务管理系统为例，在 10 多年前

大家刚刚开始做教务系统的时候，教务

系统本身的功能还是很明确的，主要为

了支撑学校最基本的教务运行。但随着

教务处业务的不断增加，很多人觉得诸

如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等各种各样的功

能都应该增加到教务系统中来。各个软

件厂商迎合这些不合理需求，在自己的

产品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功能，活生生

把学校的“教务系统”做成了“教务处

系统”。

3. 需求泛滥：在高校做业务软件，

需求调研的过程往往非常奇葩，一种最

常见的做法，就是业务部门的领导会把

部门内所有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开

动员会，让每个岗位上的具体工作人员

向厂商提出软件修改需求。这种方式，

极易导致需求的泛滥和不可控。银行做

软件会把所有柜台的服务人员都聚在一

起跟承包商谈需求吗？正确的软件需求

采集方式，应当是由部门中管理经验丰

富、全面掌握业务的一两个人跟软件开

发方的专家共同商讨制定。而一般的工

作人员，作为软件的普通使用者，则应

当按照既定的管理模式工作。

上述问题，都会使业务系统不断膨

胀。正如前文所说，随着功能的增加，

软件的复杂性也会不断增加。因此，我

们强调业务系统，应该是“中等规模的

业务数据管理系统”，一个业务系统应

该只负责处理关联极其紧密的、重要的、

成熟的、频繁发生的业务，其管理模型

应当是业内普遍采用的。业务系统应该

更多地强调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易变

的流程审批性内容则应当向学校统一建

设的 BPM 流程平台迁移。

譬如教务系统，就应该只包含学籍、

培养方案、排课、选课、成绩、毕业设

计管理等最基本功能和相关的学生、教

师服务界面。如果教务处还有其他的需

求，都可以做成基于学校数字校园平台

和教务系统基础数据而运行的独立应用。

以这种模式构筑的教务系统，由于其需

求稳定、数据清晰，如果再加上合理的

软件架构设计和精心的实现，就可以用

很久。

应用小型化和微服务

幸运的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到了系统中小型化的必要性和必

然性，并且在实践中按照这种方式构建

系统。在互联网领域，其实也有一种应

用中小型化的趋势，也就是今天很多人

所说的“微服务”模型。

互联网领域所使用的“微服务”模型，

实际上是将过去一套代码、一套数据库

的单体软件结构，分解为每个模块一套

代码，每个模块一套数据的结构，这样，

不同的模块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合

适的语言编写，也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的

需要选择横向扩展方式。而模块与模块

之间，则通过消息队列或是 API 接口等

方式进行连接。

如果我们把数字校园看成一个大的

互联网平台，那么今天数字校园的应用

小型化趋势和互联网领域的微服务架构

其实如出一辙，只不过在模块划分的粒

度、实现方式的把握上，有着不太一样

的标准罢了。 （责编：王左利）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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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795万，比去年毕业生人数高30万，

创历史新高，但今年已不是“史上最难就业季”。3 月 31 日，国家

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项调查结果显

示，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其中，随着政府大力扶持、

鼓励“双创”，市场创业氛围渐浓，大学生展现出较高的创业兴致。

在调查的 328 名毕业生中，56.1% 的被访者表示对创业有兴趣。有创

业计划的占 42.7%，有创业实践的为 31 人，占 9.5%。调查显示，创

业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信息产业和批发零售，而创业实践者主要依托

互联网开展创业活动。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4 月，在河南郑州举办的 2017 年全

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峰会暨第十一届 KAB 创业教育年会上，“高校团

学创业促进工作发展报告”和《高校团学创业促进工作百强榜单》

同时发布。

这是我国首次对高校大学生创业情况做出全面、专业的梳理

和研究。根据“高校团学创业促进工作发展报告”发布的调查结

果：从创业文化看，华东、华中地区高校的创业文化氛围最浓；

华东、华南则在“课程与师资”得分最高；从实践基地建设方面看，

华南得分最高，在基地建设投入最大；从对企业孵化支持方面看，

西南、华南支持力度最大；从创业的成效方面看，华南成效最突出，

华东次之。

具体到区域层面，华南与华东地区在大学创业指标得分名列

第一与第二，西北地方大学排名最后。西南、东北、华北和华中

则分别位列第三至第六名。

当下，我国各地学校鼓励学生创业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每个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期，将为大家梳理一下近期各

地如何开展鼓励学生“双创”的工作。

各地鼓励学生创业，方法如花样绽放
整理 / 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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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推出一门课，开淘宝店、刷微博，不仅赚学分，也能

有机会期末免考，这样独特的考核标准，让学生又惊喜又犯难。

制定这个考核要求的网络营销课程的陈水芬老师介绍，只要学生

的淘宝店拥有2颗钻及以上，或者微博粉丝量达到2万及以上。除了淘

宝店 2 钻及以上、微博粉丝数 2 万及以上，还有一次作业被评为示范

作业、相关比赛获校级以上名次等方式进行考核。无论采用哪个方式，

学生都需要撰写相应的分析说明。做不到的学生，要运用网络营销理

论，为模拟企业制定一套网络营销策略作为期末考试。

“我并不鼓励所有同学去开淘宝店，是想让开店的或者想开店的

同学，能有意识地去运用网络营销的方法和工具，要把我们这门课的

实际操作性体现出来，考核方式和标准需要反映出学生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陈水芬说。

近期，从山东省教育厅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自 2013

年山东实施“山东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以来，共立项建设

23 个、培育建设 12 个山东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协同省内外高

校45所、科研院所54个、企业103家、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20家，

覆盖了全省 83% 的硕士以上授权高校，初步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的科研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取得显著建设成效。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郭建磊介绍，在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中，省财政专项经费发挥杠杆作用，小投入撬动大产出。首期省

属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省财政共投入专项资金 2.69 亿

元，多渠道带动经费投入34.97亿元，仅经济效益就达到523亿元，

投入和产出比极为可观。下一步，山东将继续滚动支持现有的高

校协同创新中心，对接山东“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拟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现代海洋、绿色低碳、

数字创意、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研究等领域，新认定和支持若干

个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

资金的巧妙运用

高校协同创新 

小投入撬动大产出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好 2017 年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计划遴选立项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 6000 项。目前，立项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江苏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从生均财政拨款中统筹安排一定经费，

用于支持创新创业教育和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创业项目孵化，

鼓励高校和企业等联合设立创新创业基金。

为确保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目标和项目水平，各高

校推荐申报的创新训练重点项目和创业训练项目，要按照平均每

项不低于 1 万元的标准予以资助；创业实践项目按照平均每项不

低于 5 万元的标准予以资助；创新训练一般项目、指导项目及校

企合作基金项目，分别按照每项平均不低于 6000 元、3000 元及

5000 元的标准予以资助。

江苏

启动实施 6000 项大学生双创

训练计划项目

学分的多方位鼓励

季鹏是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以下简称“滇池学院”）大二的学生，

他和同学的创业团队“‘来自等高线上的馈赠’——哈尼梯田红米项

目”去年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铜奖。

凭借这一奖项，季鹏和小组同伴们可以置换 6 个专业课或者与专业课

相关课程的学分。

“参加比赛的时候正好是期末考试周，虽然学校给我们申请了免

考，但没有考试就没有学分，当时心里挺忐忑。没想到，学校推出的

比赛奖项置换学分为我们松了绑。”季鹏说。

去年底，滇池学院开始试行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置换的管理

办法，规定凡是学生参加高水平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并取得一定成

果的，都可以提交置换学分申请。

根据规定，可置换的课程包括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实践调研、科

技创新、创新创业学科竞赛、创业实践等，置换的学分从 10 分到 20

分不等。此外，创业实践成果获得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还可得到学校

的奖学金和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资格。

浙江

开淘宝店、刷微博 

不仅赚学分还能免考

云南

置换学分为大学生双创“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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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团学创业促进工作目前的主要特点包括促进高校重视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顶层设计、推动高校普遍开设系统生态的

创业课程体系、牵头多方合作建设学生创业实践教育平台、积

极组织参与各项创新创业大赛与实践活动以及构建学校学生创

业工作制度保障体系高校团学创业促进工作的顺利实施。

据了解，“竞赛”＋“实践活动”已成为团学组织促进高

校创新创业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形式。各地高校团学促进工作

虽然有所差异，但高校团学创业促进工作普遍取得重要进展。

在高校团学创业促进工作中，出现很多好的典型和案例。比如，

清华大学以“启蒙—课程—赛事—实践”为内容，搭建了“全

过程累进支持、全方位匹配资源、多方协同支持、强化实践训练”

为机制特征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体系。学校形成了价值塑造、

近期，由天津大学宣怀学院打造的以注重实践为导向的

全新创业课程《创业实境演练》在该学院创业教室开讲。“ofo

共享单车”“LED 灯光”“高端芝麻产业”等项目的创业企业

负责人亮相课堂，就企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高校学子“实

境演练”。

该课程是天津大学宣怀学院在创业教育改革道路上的尝

试和探索。天津大学宣怀学院成立以来初步构建了以“X 计划”

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和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创业实境

演练》课程正是“X 计划”中实践性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的尝试

性突破。

来自天津大学各学院热衷于创新创业的 40 余名大学生们

还按照各自的兴趣分成小组，与 ofo 共享单车等 6 家企业的负

责人们围坐在一起就企业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天津大学宣怀

学院院长施亮星指出，类似课程的特色就在于将创业企业的实

际问题引入课堂，并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后调研，将问题的解决

方案反馈给创业企业，对创业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9张方桌，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靠窗一排吧台，3D打印机就放在一头;

储物架里有阿尔法机器人、编程机器人、空气质量测试仪、电子辐射测

试仪、VR眼镜等物品 ;还有沙发、咖啡。这是华中师大一附中新建成的“未

来教室”。

 为了让学生们实现创意，该学校去年出资 40 万元创建了这间“未

来教室”，今年投入使用。例如，该校高一 (10) 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上，

学生们进入这间“未来教室”，跟“老朋友”阿尔法机器人打了个招呼后，

大家分组围坐下来，打开电脑，上传小组综合实践活动的“开题报告”

并上台展示PPT。综合实践活动老师蒋美玲要帮助学生们完善“开题报告”

和研究方法，并实现创意。“大家的‘开题报告’都很有想法，基本都

是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发现和创想。《探究武汉市雾霾现象的成因与治理》

可以使用教室里的空气质量测试仪。《双涡轮增压技术中涡轮改进方案》

将涡轮设计出来后告诉我，我帮你们用3D打印机把涡轮打印出来。”“未

来教室”启用后，蒋美玲统计了一下，学生们八成以上课题能在校内实现。

蒋美玲期待，“未来教室”今后能逐渐添加交互型平板电脑，每名学生一台，

可以在课堂上实现师生、生生深度交互、资源共享等。

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建立了创客空间（i.Center）、

“创 ”创业孵化平台、创新实验室（X-lab）和学生未来兴趣团队等多

个“双创”融合的教育平台。

山东大学建立健全校院两级创新创业教育平台，统筹推进创新创业

教育，同时建立课程体系、训练体系、孵化体系、“导师 ”体系以及

项目基金体系等五个支撑体系，创造性地构建了创新创业教育“荣誉学

分”体系。

华南理工大学的选择是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

出 20 多门创业通识教育课程，每个专业开设“三个一”创新创业课程。

湖南工业大学为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开展常态化创新创

业培训，举办GYB、SYB创业培训班，近3年参训学生总人数达3.5万人次。

（责编：陶春）

创业的实战训练进入课堂

天津 湖北
大学开创业课 共享单

车等项目“实境演练”
“未来教室”让学生

创意校内实现

“竞赛”+“实践活动”，以团队的力量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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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浙江大学对于校庆活动的整体策

划和宣传。

一军突起                                     
浙江大学 5 月微信为校庆生

根据截止 5 月 29 号的数据显示，浙江

大学 5 月有 5 篇文章阅读量破十万，分别为

5 月 1 日发布的《浙大 120 周年校庆月最全

最新安排公布！校级、各院系迎庆活动安排，

校友返校报到点教你玩转校庆 ~》、5 月 11

日发布《美国帝国大厦将第一次为中国内地

高校亮灯祝贺浙大校庆！浙大蓝将点亮纽约

夜空！》、5 月 20 日发布的两篇文章，《距

校庆日不到12小时，看浙大如何霸屏全球》、

《百廿浙大校庆宣传片震撼首发！》以及 5

《中国教育网络》对 5 月 358 所高校

官微大数据进行调研分析，5 月每周各项

数据同比均有所提升。周 WCI 指数最高值

1120，均高于上两个月。5 月，浙江大学一

军突起，对“百廿校庆”进行全方面多角度

多形式的报道，效果显著，现已有 5 篇以此

为主题的微信文章阅读量破十万。整体来看，

5 月各高校除了关注校庆之外，也会关注到

五四青年节、国产大飞机首飞等话题。

5 月各周“数”像

5 月每周 5 强数据具体如表 1-4 所

示，相比较每月整体排名，分周排名的

变化则较为丰富，西北工业大学、陕西

中医药大学也出现在 T O P5 的名单之中。

除了五月的第一周之外，其余三周的 WC I

综合指数都破 1000，虽然周数据与月数

据没有可比性，但 W C I 指数破千也属好

成绩，足以见得 5 月数据明显好于 4 月，

5 月每周的榜首都是浙江大学。而且每

周浙江大学都有一篇阅读量破万的文章。

除五月第一周之外，浙江大学的阅读总

量都远超过其他学校阅读总量。这主要

看浙江大学校庆如何霸屏全球

高校“微”报告

宣传片 纪录片 亮灯祝贺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浙江大学 8 1 18 万 + 1970 17 万 + 974.77

上海交通大学 7 0 15 万 + 2445 15 万 + 958.8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 1 19 万 + 2209 18 万 + 958.79

武汉大学 10 0 19 万 + 3211 17 万 + 955.96

西北工业大学 8 1 12 万 + 2362 12 万 + 934.67

表 1  5 月第一周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浙江大学 7 1 27 万 + 12371 27 万 + 1120.84

北京大学 9 0 14 万 + 3398 13 万 + 933.63

武汉大学 14 0 19 万 + 2620 17 万 + 928.96

厦门大学 6 0 10 万 + 1592 10 万 + 890.4

陕西中医药大学 6 0 81500 1965 81500 881.93

表 2  5 月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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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发布的《浙江大学举行建校 120 周

年纪念大会》。

从主题上看，都为浙江大学 120 周年

校庆。5 月浙江大学共发布 31 篇关于校庆

的微信文章，已经占到了发布总数的九成以

上，从校庆活动安排、宣传片、新闻稿，再

到各家媒体对于校庆新闻报道的汇总等等角

度。浙江大学对校庆的整体策划安排，内容

上不局限于新闻稿和图片的发布，多角度多

方面宣传浙大校庆，从阅读量上看，已取得

较好的传播效果。也足以见得校庆这一主题

是十分受高校官微受众的喜爱，这从前几个

月的文章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从时间上看，

从月初到月末，整个 5 月都在报道校庆，整

个策划有始有终。图文排版上，多使用多图

少字的排版方式，偶尔还会结合视频，根据

内容来决定排版方式，更为灵活。

浙江大学还特别为校庆设计了微信的头

图，让用户点击文章阅读的第一眼就可以看

到“百廿华诞 全球同庆”，而且在最后也

会放上以校庆为主题的微信名片，在系统自

动生成的发布账号“浙江大学”的前面，手

动输入“迎来百廿华诞的”。几处简单的主

题先行的设计，都彰显着同庆校庆的主题。

与内容相符合的设计同时加深了用户对于校

庆的印象，达到了宣传目的。

六所高校恰逢校庆其中浙江大学发布的《美

国帝国大厦将第一次为中国内地高校亮灯祝

贺浙大校庆！浙大蓝将点亮纽约夜空！》、

《浙大 120 周年校庆月最全最新安排公布！

校级、各院系迎庆活动安排，校友返校报到

点教你玩转校庆 ~》两篇推送文章，阅读量

现已破十万。

五四青年节的到来，各高校纷纷借此

推出献礼五四，致敬榜样的系列推送。在

高频词云中，“青年”出现 297 次，“青春”

出现 212 次。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考察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

立志做大官》，阅读量达 48902、武汉大

学《归来珞珈仍少年 | 雷军青年节携高管

团队访问武大》，现阅读量 47153。除了

寄语青年之外，也有借此表

彰青年榜样的推送文章。电

子科技大学《青年榜样｜电

子科大 90 后女神教授获“四

川青年五四奖章”》，阅读

量达 29477。

截止 29 日数据，目前有

五篇文章阅读量破十万，其

中两篇文章内容与“国产大

飞机”有关，分别为西北工

业大学《骄傲丨 C919 实现首

飞，西工大人助力国产大飞

机腾空！》、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向青春致敬丨 C919 总

师南航造，千余南航校友以

青春助推大飞机》。2017 年

5 月 5 日 14 时，中国首架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在上海浦

东机场首飞！这宣告着，中国已经可以自

主生产大型客机。荣幸的是，西北工业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以

及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参与攻关“大飞机”

的研制工作，借此热点进行微信推送，也

是展示学校科研发展水平的绝好方式。

（责编：高锦）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清博指数）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浙江大学 18 1 45 万 + 9423 28 万 + 1086.15

上海交通大学 7 0 12 万 + 2401 12 万 + 904.46

东北大学 7 0 99159 2497 99159 884.43

北京大学 9 0 11 万 + 2286 98018 877.51

武汉大学 12 0 13 万 + 2204 12 万 + 874.6

表 4  5 月第四周

图 1  五月高校官微高频词云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头条文章

阅读量
WCI

浙江大学 16 1 57 万 + 13692 48 万 + 1147.71

华中科技大学 14 0 16 万 + 2399 14 万 + 908.36

武汉大学 10 0 14 万 + 2497 13 万 + 893.31

大连理工大学 7 0 99486 2418 99486 879.51

上海交通大学 7 0 11 万 + 1439 11 万 + 877.24

表 3  5 月第三周

各高校助力国产大飞机首飞

《中国教育网络》通过调取 5 月 1 日

至 29 日 358 所高校发布微信文章中的阅读

量前 200 的文章的标题作为文本数据，制

作了如图 1 所示的高频词云。与以往月份

相比，5 月高校官微集体讨论的话题要多，

其中不乏五四青年节、国产大飞机首飞等

社会话题。

浙江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北京

大学、常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