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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从野蛮生长到秩序重建
借助互联网，人类信息沟通品质和效率大大提高，生产生活方

式也产生了不小的变化，消费渠道和支付方式悄然改变，消费互联

已经开始，工业生产的远程运维和数字制造正成为趋势，生产互联

的时代即将到来。网络广连接激发了产业活力，这一话题已经引起

了中国互联网界的重点关注。

经历过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互联网曾因

为内容和应用的质疑，一度陷入两难的境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

源与应用的积累越来越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也越来越快，如今，

互联网可以说是以排山倒海之势，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广连接是互联网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也是当前互联网向生

产互联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Wi-Fi技术、IPv6技术、物联网技术等，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然成为首要关注的对象。可以预见，在万物

互联爆发的前夕，这些技术也即将迎来一个迅速普及发展的高峰。

随着互联网进入国民经济生产建设领域，并且向纵深渗透，毫无

疑问，未来其影响到的将不仅仅是简单的网民个体，而是整个国家的

经济系统，包括生产模式、社会生活以至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当下

的互联网信息过载，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网络秩序百废待兴，无秩序

的广泛连接无疑将是雪上加霜，使得原本复杂的环境变得更加糟糕。

万物互联时代亟需重建网络新秩序。现实世界的秩序和伦理如

何映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社会秩序是通

过结构与文化建立起来的，网络空间新的秩序意味着个人之间、端

到端之间的行动是可预见的、模式化且基于规则的，而人们的行动

就被相互之间的期待和契约管理着，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合作与互

动。互联网的互动性与开放合作特征具有其他任何媒介无可比拟的

优势，虚拟空间秩序建立将使得这一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

互联网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

是不可估量的。互联网的诞生才数十年，进入中国也才二十年，无

论是底层的网络支撑，还是顶层的各种应用，还都谈不上完美，在

技术上还需要逐步完善，需要政策和管理层面的包容和探索，但同时，

我们也要意识到政策和管理层面秩序重建的紧迫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颁布实施，是一个重大突破，

它终结了互联网野蛮生长的阶段，给这匹即将失控的野马套上了约束

的“缰绳”。相应地，与该法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也需要及时跟上，

及时发现虚拟空间及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矛盾与冲突，重建治理规

范，才能真正实现万物互联环境下有序健康的社会发展形态。

万物互联的“新”常态，需要你、我、他，所有的人共同努力，

才能迎来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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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通过脑电波                
“窃取”耳机用户密码

有些人可能认为大脑是最安全

的地方，认为大脑深处的记忆谁也

不能窃取，但是随着脑波设备的开

发，这一切可能都会随之改变。研

究发现，脑波传感器使用户处于巨

大风险之中，尤其提醒头戴式脑电

波监测耳机（EEG）用户，黑客可

以通过检测其脑电波来猜测密码。

EEG 耳机允许用户仅用大脑就

能控制机器人玩具或玩视频游戏，

这些新兴脑机接口设备虽然为普通

用户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是，来

自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计算机与信息

科学团队的研究发现，对于那些佩

戴脑波设备暂停游戏登录银行账户

的人来说，存在着被恶意软件窃取

密码或者其他敏感数据的风险。团

队发现，在用户仅输入 200 个字符

后，恶意程序中的算法就可能通过

监视记录下来的 EEG 数据，对用

户即将输入的新字符进行有针对性

的猜测，这一过程能增加恶意程序

猜中密码的几率。研究人员认为，

鉴于 EEG 耳机日益普及且用途广

泛，分析与之相关的潜在的隐私安

全风险非常重要，例如，开发防止

恶意软件攻击的可行解决方案，在

佩戴 EEG 耳机的用户输入密码时

插入噪音片段等。
（来源：爱尔兰教育与技能部网） （来源：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澳洲学校采用新技术 监视学生用手机做什么事

澳洲的学校正使用一种技术，追踪学生用手机做什么事，

该技术还能让手机的相机功能“失效”。当学生在手机上接触

不良信息时，可以通知老师、家长和福利工作者。但是，学生

和隐私专家对此举表示担忧。

该监控工具是由澳洲公司 Family Zone 开发的，目前正在 40 所

学校推出，它还可以阻止学生访问不良网站和“分散注意力”的

手机 app。据了解，该技术需要学生下载一个防篡改手机 app，和

一个让家长可以看到孩子访问的网站、信息和 app 的门户。例如，

马利斯特学院本迪戈 (Marist College Bendigo) 决定推行这项技术。家

长和老师们将会很快举行会谈，确定哪些搜索词会向学校福利工

作人员和家庭触发警报，其中可能包括“自杀”、“饮食失调”

或“成人约会 app Tinder”。   （来源：澳洲新闻网）

联合国公布全球网络安全指数

7 月 5 日，联合国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各国的

信息安全能力存在很大差距。调查发现，不是国家越富裕，其

网络就越安全。

这项名为“全球信息安全指数”的调查对 134 个国家的信

息安全防御能力进行了研究。在“最专注”信息安全的国家排

行榜上，新加坡排名第一，其次为美国。前 10 大“最专注”

信息安全的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阿曼、爱沙尼亚、毛里求斯、

澳大利亚、格鲁吉亚、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其中，格鲁吉

亚和法国并列第八。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爱尔兰推出 2017 年学校数字化行动计划

近期，爱尔兰教育与技能部部长理查德·布鲁顿（Richard 

Bruton）宣布推出 2017 年学校数字化行动计划。

2017 年学校数字化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全国

各地的学校将在数字技术项目中进行合作；第二，课程改革将

把信息通信技术嵌入到所有新兴课程大纲中，并将编码作为小

学数学课程的一部分；第三，新学年将试用新的数字学习框架，

允许学校评估其进展情况；第四，为教师和学校领导提供专业

学习计划；第五，通过门户网站提供一整套的实践内容和范例；

第六，继续推出 2.1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第七，提出高速宽带连

接的渐进式方案；第八，将企业对学校的支持纳入数字技术项

目的各个方面；第九，审查互联网政策，确保儿童和青少年的

在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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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哈佛造出当下最强量子系统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7 月 20 日报道，在近日召开的莫斯科

国际量子技术大会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已经

制造出当下最强量子系统。该团队研发的量子系统拥有 51 个量子比特

（Qubit），能够对一种化学反应进行模拟，以此研究原子间的相互作用。

相较于传统计算机运用二进制数据对信息进行存储，量子计算机

使用量子叠加态描述信息，拥有传统计算机无法比拟的超级计算能力。

但是现有量子计算机只能在传统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目前最高只能模

拟 42 个量子比特。如果量子计算机想要成为超越二进制的超级计算机，

必须拥有超过 49 个量子比特。

谷歌正在研制的 49 个量子比特量子系统，需要在极端低温状态下，

利用材料的超导性储存信息。但是，哈佛大学研究团队的领导人米哈

伊尔·卢金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全新方法，用激光将铷原子“圈禁”

起来，并让铷原子在激光束内振动，使得每个铷原子创建一个量子位，

从而构建出拥有 51 个量子比特的新系统。

卢金表示，他们研发的全新的量子系统是一种量子模拟器，只能

用来构建一种特定的化学反应式，用以研究原子间相互作用及药物在

人体内的作用效果。如果需要对另一种化学反应式进行科学研究，则

必须从零开始重建一个新的量子系统。这种量子模拟器虽然没有量子

计算机复杂，但仍需花费巨资才能进行构建。这与谷歌量子系统能构

建多种研究模型相比，还存在差距。

“随着云计算的广泛使用，人们对数据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量

子计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如何建立量子时代的信息安全渐

渐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业内人士对媒体如此评价。
( 整理 / 陶春 )

量子计算，到了破土而出的时候？

提到量子技术，人们的感受往往是曲高和寡，太过玄妙。然而，近期，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在上海一场报告会上以《让

中国的量子科学“领跑”世界》为题的报告中提到：“如果说量子信息

是一棵竹子，过去一直在泥土中酝酿破土，现在则到了破土而出的时候。”

随即他提出，如果这棵竹子“被栽在花盆里，最多就长成盆景，如果长

在山林中，就可能发展成一片竹林”。量子计算是量子信息领域的主流

研究方向。

最近，量子计算的确有点热。我们一起来细看以下两个新闻。

谷歌正在考虑将量子计算商用
过去，谷歌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专注于开发可

实际使用的量子计算机。进展如何呢？据彭博社报道，

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已经交给科学实验室和人工智能研究

员使用。据称，目的是推动量子计算相关的工具和应用

开发，将其变成更快更强大的云计算服务。

据悉，媒体获得了一份演示 PPT，里面展示了量子

计算机硬件的细节，其中包括新成立的实验室“胚胎量

子数据中心”(Embryonic quantum data center)。另一张关

于软件的幻灯片提到“ProjectQ” 的计划，这是个开源

项目，目的是推动开发者为量子计算机编写代码。量子

系统能解决传统计算机无法处理的问题，比如帮助了解

原子和其他微粒子是如何协助工作的。然而，斯坦福大

学量子计算研究员 Peter McMahon 评价称：“关于开发

量子计算硬件，以及未来把这些硬件变成云计算服务，

他们 ( 谷歌 ) 表现得非常坦诚。”量子计算仍处于研究

阶段，而量子计算机的性能也备受争议。现今尚不清楚，

量子计算机的性能是否可以超过传统超级计算机。到目

前为止，这项技术尚未实现商用。不过，谷歌和 IBM 等

公司仍试图将量子计算技术商业化，这些努力，也许能

打开云计算市场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谷歌表示，正在开发一款使用 49 个量子比特（Qubit）

的机器，但不清楚它是否就是通过互联网提供给外部用

户使用的计算机。理论上来说，量子计算机可以显著降

低计算时间，大幅降低云服务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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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

育把人类积累的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改造自然的经验，以

及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智慧、才能与品德，

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学校教

育的功能不应无限扩大，教育工作者承担的是对知识的

责任，包括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人类文明传承。社会

不应把泛在教育的任务强加在教育机构的头上，什么事

情都怪学校教育没办好。

现代学校的教育功能是适应工业社会文明逐步发展

起来的，学校教育的任务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学校教育

的目标是要让绝大多数学生受益，通过教育让多数人有

更强的生存能力，更多的知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

享受更好的人生。超越知识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与学

校教育相距甚远。

网络上和微信圈在谈学校教育的语境下，大谈“成功

的教育就是上完大学后忘掉所学的知识”，大谈“教育要

超越知识”，这些都是忽悠。学校就是传授知识，学生就

要参加考试。请所谓的“教育专家”不要再误导社会对学

校功能的认识，对考试的认识。学生首先要学好课堂知识，

学校课堂讲授的知识内容是前人对知识规律性的总结、推

导归纳、系统分析、约定认知等，这样的知识传授效率高，

效益好，才是学校的主要功能。因为学校安排的课程是有

完整的教学设计，对某年龄段的某类学生具有针对性。

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而且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20

年前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互联网，6 年前大多数人不知

道微信，1 年前还没有共享自行车。掌握新知识、应用

新技能、使用新工具都需要学习。当然学习的渠道可以

是学校，可以是家庭，可以是单位，可以是社会。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知识层出不穷，目前各大学都

缺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软件定义网络

等相关新学科的教师，有些知识可能都来不及做规律性

的分析和总结，并不是学习知识不重要。

创新思维要靠深厚的知识功底；理性的思维需要靠

经验和知识积累；没有知识作支撑的想象力是妄想；没

有知识基础的价值取向无非是人群中多了一些猴子；深

层次的美与丑需要知识判断，善与恶的区分需要知识甄

别。困难的解决要靠知识感悟，和谐的社会需要知识人群。

幸福的人生要靠知识铺路，高尚的心灵需要知识启迪。

超越知识的教育也许是广义的教育所指，但没有超

越知识的学校教育。学校的功能就是传授知识和提高学

习能力，但传授什么样的知识、人生各个阶段需要什么

样的知识、各个年龄段学习什么知识效率高，知识的循

序渐进规律、因材施教等确实需要认真研究，合理规划。

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传授

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掌握学习技巧，学会融会贯通，是

学校和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网络上和微信圈在谈学校教育的语境下，大谈“成功

的教育就是上完大学后忘掉所学的知识”，大谈“教育要

超越知识”，这些都是忽悠。

“教育要超越知识”是忽悠

政策与焦点·总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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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可以划

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它被应

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第二阶段，

即教学业务管理的信息化；第三阶

段是数字化、网络化，一个教育资

源数字化、网络化共享的时代。当

前，教育信息化正在进入第四阶段，

即朝着智慧教育的方向发展，其核

心是整合来自方方面面的教育大数据。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其中

的教学规律、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特征等。推进教育信息化，我们要有

一个清晰的定位，就是‘帮忙不添乱’。我们不能简单地为了信息化、

为了使用面、为了形式上的好看去做这件事，而是应该注重人才培养

的质量，看学生是否真正学懂了，应该把这个作为标准。”

——教育信息化当前处于哪一发展阶段？近期，西安交通大学副

校长郑庆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谈到如上的观点。　

“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共享养老院，现在冠名共享的行业越来

越多，当然也影响到教育。未来，从共享课程、共享图书到共享教育资源，

共享教育将形成规模。共享教育具有弱化知识拥有权、强调使用权的作用，

它是非正式学习以及非系统知识和能力获得的重要途径。在共享教育体

系下，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意愿和需要选择适当的学习手段与方法。共

享教育的提出，更多是希望强调如何从终身教育走向终身学习，强调个

体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更多关注非系统知识、非系统能力的获得。”

——近日，在广州大学举办的第八届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

 “从网络功能上讲，互联网逐渐从科研型向消费型再向生产型过渡。

第一代互联网侧重军事与科研领域，第二代则是以万维网为代表的电子商

务，现在正向第三代也就是未来网络过渡。而目前互联网正面临可扩展性、

安全性、移动性等前所未有的挑战，开发全新的网络架构势在必行。”

——近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在 2017 信息中心未来网络主论

坛做出如上的表示。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教师在工作形态方面的变化可概括为几个关

键点。例如，从以知识统一传授为中心，转变为在大数据支持下的个性化教学。

科技不会取代教师，但会用科技的教师会取代不会用科技的教师；人工智能

也不会取代教师，但善于利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会取代对此一无所知的教师。”

——近期，“2017 年高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趋势研讨会”上，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余胜泉在一场以“未来教师”为主题的高峰学术

对话中，谈到如上的认识。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声音 数字

20%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在线教育行业市场分析

报告》数据显示，2016 年在线教育用户规模为

9001.4 万人，同比增长 21.5%。未来几年，在线

教育用户规模将保持 20% 以上的速度继续增长，

到 2019 年预计达到 1.6 亿人。

91.7%
“83.2% 的学生有很强的创业意愿，91.7% 的

学生认为缺乏好的创新创业项目。”近日，在郑

州大学召开的 2017 首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联盟年会上，该联盟秘书长孙宏斌发布了《2016

年中国高校创新创业蓝皮书和学情报告》。报告

数据源自该联盟今年 4~5 月在全国 130 所高校开

展的问卷调研。

62.1%
《全球 AI 领域人才报告》显示，中国资深人

工智能人才数量与美国差距显著，10 年从业者仅

占 38.7%，而美国的 10 年以上 AI 从业人员比例达

到全球最高的 71.5%。但中国人工智能人才也有

其优势，即高学历者众多，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的人才占比达到 62.1%，领先于美国的 56.5%。

73家
国家网信部门根据《网络安全法》《关于促

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互联网直

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会同公

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不断加

大整治网络直播乱象力度。今年以来，73 家直播

平台被依法依规关闭。

16.73 亿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16-2017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6

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总收入为 5720.85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29.9%；数字出版产业的累积用户规

模达 16.73 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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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数据 + 人工智能“算出”党员思想状况

未来，基层党员的思想状况，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

等堡垒作用，将不再是抽象、模糊的“印象分”，而是一套可以通过基于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评测进行辅助判断的党建指数体系。

近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与电子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当天正式启动的“电子信息 + 智慧党建”项目十分引人关注。

据了解。系统首先将收集党员（基层组织）的基础数据、活动数据，

及参加“三会一课”、讨论发言情况等精准数据；随后，系统独有的“党

员数据精准画像引擎”，将在云平台上对党员（基层组织）进行快速、准确、

全面的“画像”；最后，系统可针对“画像”采用“TensorPlus 深度学习系

统”进行解决方案推送，为基层组织更好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提供帮助。

华东政法大学打造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

如何让法学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服务于创新社会治理、经济转型升级和

科技创新？近日，华东政法大学宣布打造“互联网 + 法律”大数据平台。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曹文泽说，建设这一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是强化高

校社会服务功能，整合优势资源，促进协同，推动学校与社会各界构建“共

建共享”新型合作关系的实践。

如何利用互联网创新法律服务，是当前法律服务业面临的新课题。据

了解，互联网法律服务的内容和主体多样，包括：一是律所积极推动，包

括推出各种线上法律“云服务”、网上法律咨询服务、开发电子合同签署

系统、创办公众号讲法律知识等形式；二是律师协会、公证单位推出互联

网培训、微信预约等服务，法院推出“E 送达”和网上诉讼服务；三是高

校和科研机构形成互联网法律大数据联盟，发挥协同作用；四是直接或间

接投资已进入互联网法律服务行业。

国内第一个百 G 校园网在吉林大学建成

前不久，国内第一个百 G 校园网在吉林大学建成。这一新的校园核心

网由 16 台高性能百 G 核心设备构成，分布在 6 个校区 7 个校园，连接拓扑

为网状结构，每个校区与邻近四个校区分别以百 G 互联，形成 400G 互联

带宽的校园核心网络。此外，学校与校外互联网间的互联带宽也从最初的

2M 升级到 24G，提升了 12000 倍。

新的核心网络大幅度提升了校园主干网的数据传输能力，在适应现有

需求前提下，兼顾前瞻性、先进性，能够基本满足未来 10 年的网络发展变

化需求。在学校财务处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下一步将升级各楼内接入端

的网络，拟实现千兆到桌面、Wi-Fi 进所有房间，全面提升有线、无线网

络的用户端体验。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中国科技大学利用大数据“隐形资助”

近日，一则中国科技大学“隐形资

助”新闻感动了不少网友。该校通过对

学生的一卡通在食堂的消费数据分析，

筛选出消费水平特别低的学生，开展精

准资助。

据报道，学校从 2004 年开始利用

大 数 据 算 法 推 行“ 隐 形 资 助” 项 目，

除了两个月的寒暑假期，中科大每年

“隐形资助”项目持续时间为 10 个月，

每 人 每 月 可 获 得 160 元 的 资 助。 目 前

已 累 计 资 助 4 万 多 人 次， 资 助 金 额 超

600 万元。

当然，“隐形资助”在理论上也有

漏洞。比如有的女生因节食瘦身消费较

低，也有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卡打饭一

个人用卡买菜，或者部分同学在校外吃

饭等等。中国科技大学的做法是改进数

据统计方法，利用网络对新生心理和家

庭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综合各院系平

时掌握的学生生活情况，建立了每学期

更新的贫困生数据库，筛除不能反映真

实情况的“坏数据”，为真正的贫困学

生提供资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考试用表情包

7 月 8 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

艺术学院 2015 级数字媒体专业“用户体

验与心理”科目的期末考试试卷成了网

友们关注的焦点。考卷上，第一大题要

求学生在“用户体验与心理”科目的期

末考试试卷上画出人们在社交媒体中常

用的表情图片，以表达出心情。

这份试卷的出题人卢晓天老师表示，

表情包和互联网产品设计相关，且在互

联网人际沟通中，善用表情包可以起到

调节氛围的作用。他补充说，“考生的

绘画技能不会作为评判标准，只要他们

的表情能表达出适当的情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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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将建 100 所数字资源应用示范校

日前，浙江全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项目培训启动会在

杭州召开。据介绍，到 2020 年年底，浙江省将建成面向基础教育和职业

教育，涵盖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职主要学科 ( 专业 ) 的

100 所数字资源应用示范基地学校 ; 建成和推广一批符合浙江省新课改要

求和符合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的高质量数字教育资源，培养一支资源

建设与应用的骨干教师队伍，培育一批特色教育资源建设与创新应用典

型，以引领和带动全省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工作。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设这一项目，积极探

索并力争形成一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育新模式成果，以

及在“互联网 + 名校”、“互联网 + 名师”示范引领下的优质资源共享

与学科联盟建设的新机制。

成都“扩建”全域“无边界学校”

暑期，很多家长给学生报各种各样的培训

班、辅导班，而“成都数字学校”的上线，却

有可能改变成都家长们的选择，把孩子从校外

培训机构中“拉回来”。

成都市教育局日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

改版升级后的“成都数字学校”上线。学校于

7 月 1 日正式上课，第一期课程为新高考背景下

以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为主的语文、数学和英语 3

门课，还包括学前教育、心理教育、家庭教育

等内容。上课以直播的方式进行，成都市所有

学生和家长，都可以自由选择电脑 PC 端以及手

机、平板等移动终端免费收看。暑期学习结束后，

学校会将教学过程的所有数据收集记录。

深化高校双创教育 引入“翻转课堂”

近期，《河南省教育厅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炉。

到 2020 年，建立健全创新驱动、项目推进、政策保障、课堂教学、自主学习、

实训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等多元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据此，河南省各高校要建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打造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和教学资源库，加大慕课、微课建设，推行跨校学习认证、

学分认定制度。各高校须开设学科前沿、创业基础、就业指导等必修、选

修课，探索建立跨高校、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课程。

今后，高校双创教育要大力推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教学，

引入导师制、“翻转课堂”、提高小班授课率等方式。

四川

河南

辽宁

省属高校 2018 年无线网络校园全覆盖

日前，辽宁省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公布的

消息，年内全部初中以上学生将获开通网络学

习空间，辽宁省属高校要在 2018 年实现无线网

络校园全覆盖。

今年，辽宁省各地要加快推进中小学互

联网接入，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拥有多媒体教

学条件，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教室比例达到

85%，到 2020 年实现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宽带网

络全覆盖，优质数字资源服务满足信息化教学

和个性化学习需求。将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的普遍应用，开展跨学校、跨地区的网络教研

活动。到 2020 年，建设省级优课 2 万堂，并将

这些优质教学资源纳入省级公共服务平台资源

库 ; 组织开发高等教育大型数字化虚拟仿真实

训平台，在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领域，建成

数字化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 200 个。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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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了《青岛声明》，对于《青岛宣言》的精神和教育 2030 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做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阐释。

本刊讯  7 月 10~11 日，2017 国际教

育信息化大会在山东青岛召开。本届大会

以“ 2030 年教育议程下的教育信息化发

展”为主题，旨在落实《青岛宣言》。来

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行政官员、

专家学者、校长和教师代表共 400 余人参

加了会议。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青岛市委副书

记、市长孟凡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大会主席希玛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

局主席沃布斯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古巴教育

部副部长佩雷斯出席开幕式，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长杜越主持开幕式。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讲话中指出，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主席关于坚持不懈推

进教育信息化的指示精神，中国教育信息

化在“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

合”这一核心理念的指引下，实现了快速

发展。他提出 4 点倡议：强化政府在推动

教育信息化中的责任，政府应将教育信息

化作为战略性举措，统筹部署、加大投入、

长期坚持；深化融合应用的研究与实践，

不仅要重视研究新技术，更应该重视研究

如何将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结合起来；重视

提升师生的信息素养，加大培训力度，适

时开展信息素养监测评估，帮助学生养成

数字化学习习惯；加强国际交流与成果共

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中国正在积极实施《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教育行动》，愿世界各国携起手来，

搭建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治理研究、技术

研发、应用示范的国际交流平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大会主席

希玛塔指出，信息化的威力已经举世瞩

目，在不远的将来将呈倍数级增长，要利

用教育信息化，加强促进知识的分享、信

息的获得、高质量的学习和有效的服务。

据了解，本次大会共进行五场全体会

议和九场平行论坛，与会代表围绕 “可

持续数据发展目标 4 数字创新”“国家

信息通信技术政策助力实现教育 2030 目

标”“信息通信技术转型未来电子学校和

机构”“教育和学习管理”“规划未来之

路”五大主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60

多位国内外教育官员、专家学者、大学校

长、公司企业代表登台演讲，60 多场报

告立足信息化发展前沿，角度多样化，研

究多元化，给参会代表以很大启发。

报告和发言主要围绕两条主线：第一，

信息技术正深刻影响教育的全面变革。芬

兰、韩国、土耳其、西班牙、德国、埃塞

俄比亚等国家代表的发言，让与会嘉宾了

解到信息化在未来数字学校建设、学校管

理、学生学习管理、课程建设、教师培训、

青年就业、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等方面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第二，信息化正致力于促

进全球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国、孟加拉、

以色列、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发言，展示

了信息化正在被运用到边远地区、特殊教

育、智力低下儿童、难民学习等弱势群体

的教育发展。

大会最后通过了《青岛声明》，对于《青

岛宣言》的精神和教育 2030 议程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阐释。

此次会议为全球教育信息化理念交

流、实践分享、新产品体验和展示搭建了

富有成效的平台，为全球教育信息化的深

度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技术支持和前沿性的

研究尝试，引领了中国教育信息化理念的

研究、实践的探索、研发的成熟，推动了

信息通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学术组织、高

校、政府机构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多元的、

开放性的合作，为全面提高我国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2017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在青岛举行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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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新”常态
网络“广连接”，安全、秩序齐头并进

13 物联网爆发前夜 IPv6、Wi-Fi 加速布局

14   Paul Wilson：部署 IPv6 正当时 

16  中国，迈向完全互联的 IPv6 网络 

19  John Cioffi：为茁壮成长的 Wi-Fi 无线网诊诊脉

	

20“万物互联”下猛增的漏洞之痛，解药在哪？ 

21  Paul Vixie：未知威胁是全球互联网的巨大挑战

22  付景广：当前应从六方面抓好网络安全工作 

23  严寒冰：重构万物互联潮流下的安全体系 

24  何世平：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概述 

26   朱巍：通过网络安全事件解读《网络安全法》

27 虚实交互的新时代，互联网治理日趋复杂 

28  阎保平：从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看互联网生态系统建立 

29  高新民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30  李艳：未来治理结构应不会出现“碎片化”格局 

31  惠志斌：围绕“智能”重构安全治理空间 

32  薛虹：平台本质是个生态系统

       张建川：三维度理解 ICANN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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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7月 11~13日，2017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

本届大会以其内容亮点纷呈，“广连接·新活力·融

实业”的主题，赢得互联网领域的广泛关注。大会围

绕互联网金融、医疗健康、农业、信息消费、网络安全、

互联网治理等多个方向，举办了 20 多场特色论坛，同

期举办了中国互联网高层年会、国际互联网创新发展

论坛和全球互联网技术创新论坛。

	“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创新加速、智能转型等新阶段。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

产业不断涌现，特别是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推动

了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持续催生新的增

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7月11日在2017中国

互联网大会开幕论坛上发表他的观点，并表示，将加强对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加快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

的研发和商用，推动互联网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创新。

对于人工智能是不是互联网范畴的话题，中国互

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指出，“国内一些互联网

词汇来得很快，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方，问现在你们云计算发展怎么

样？那个地方领导说现在谈什么云计算，现在都大数

据了。这等于是把这些东西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这

些都是信息技术发展一个路径上不同的技术，是关联

的。”诚然，融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我

国互联网正变得更智慧，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观念、

认识上的误区，也值得社会各方面思考和警惕。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在“中国互联网

高层年会”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最主要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入创新驱

动，尤其是人工智能方向，将会对未来整个生产模式、

社会生活以至社会形态产生深刻影响。”他表示，最近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技术研究高度关注物联

网概念，互联网正从主要以消费型为主走向以消费和生

产或者说产业互联网相融合的方向发展，但这仅仅处于

初级阶段，并未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这个过程需

要时间，但不会太慢。

本届大会虽然是中国互联网大会，但是许多话题都

是放在全球的大局观下进行的探讨。从国际互联网的平

台来看，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每一次关于网络接入

方式的变化以及网络接入速度的变化都会引起一场互

联网变革或者创新。根据论坛现场相关的国际专家提

供的数据显示，IPv6 的发展越来越快，Wi-Fi 的接

入方式的普及力度加快，它们的使用用户越来越多，

为互联网的“广连接”、互联网的创新，提供了一

个非常好的平台。

然而，互联网是“双刃剑”，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

各个领域使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来

自互联网安全的挑战。会议期间，两个围绕网络空间

新秩序的话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物联网的智能网络空间有大量安全风险存

在着，如何进行防御？专家呼吁，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不是仅仅在某一个地方建一道防护，应该构建一个有

纵深，分区域、跨行业的的网络防护体系。

第二，智能网络时代或智能新 IT 时代带来什么新

的治理问题？怎么建立互联网的治理体系？论坛的不

少专家都指向一个观点——互联网治理研究，不是简

单地在于治，也需注意重视理。无论全球还是中国，

大家对互联网治理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研究，如

何通过全球国家间、企业间等各方协同的治理，保障

人类共同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治理中面临的非常

严峻的问题。



2017.8 中国教育网络 13

政策与焦点

“我们必须尽快完全转移到全 IPv6 连接网络上。这

并不是说我们不得不要放弃使用 IPv4，只是说我们需要像

IPv4一样建造完整的IPv6网络连接，我们需要现在就行动。”

	 	 	 	 	 	 		

	 	 	 	 			——Vint	Cerf

物联网爆发前夜
IPv6、Wi-Fi 加速布局

如今互联网进入“广连接”、“万物互联”的时代，物联网技术开始在智能家居、

智能交通等领域运用。舆论认为，“广连接”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连接是数量之广，

另一方面连接是应用范围之广，将来的智慧医疗、产业互联网等都是互联网应用于多领

域的体现。

在这个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是“你用什么去连接？”，在中国互联网大会的多位

国际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谈论互联网时，分别提到 IPv6 的最新发展、Wi-Fi 前景等大众

热点关注的话题。我们与大家分享这些最新观点，在全球的视野上了解互联网发展的现

状，同时，结合中国的 IPv6 发展状况，深度了解“广连接”背后的国内外“连接”平台

的现状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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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的全球发展呈现多样化的布局

这几年，IPv6 的话题被热议，我认为，现在正是

IPv6发展的大好时机，换言之，布局“IPv6正当时”。	

众所周知，当前，IPv4 已经走向衰竭，如果想要建立

一个服务网络，正确的选择是使用 IPv6。在地址驱动

力的影响下，近几年，IPv6 的发展速度迅猛。例如，

一年前，仅仅有 6.5%的全球用户使用 IPv6，而最近的

数据显示，该比例已达到 15.3%，相比一年前的数据

几乎翻了一番。

部署 IPv6 正当时

Paul Wilson
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APNIC）主席

根据现在全世界范围内 IPv6 的用户使用情况，我

们按照不同的类型，进行不同方向的数据统计和排名。

一，排名前 10 的 IPv6 用户。它们不只是连接到

IPv6，而且带来的流量也比较大，例如，康卡斯特（美

国最大有线电视公司）、AT&T（美国最大电话服务公

司）、KDDI（日本电信服务提供商），以及来自日本

的软银都位于前十名。

二，排名前一千的网站上，IPv6 的渗透率超过

20%。这对于 IPv6 的发展和使用流量情况来说是一

个不小的进步。例如，目前 Google 的 IPv6 使用率是

20%，一年前仅仅是 12%。

三，如今，IPv6 覆盖很多国家和经济体，根据

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APNIC）主席 Paul Wilson：

过去 120 年以来，大多数

技术都展现出 S 形曲线，随着

时间推移，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

的引进速度也越来越快。

摄影：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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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发展程度和覆盖程度，我们进行了全球前 20 国家

和经济体排名。名列排行榜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欧洲的

国家，但是，也有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厄瓜多尔、

巴西、秘鲁等等，它们的 IPv6 发展非常快。如图 1 所示。

其中，排名第一的是比利时，用户超过 50%，排

名第二的国家非常有趣，是印度，印度 IPv6 的发展很快，

并达到 42% 的用户。此外，越南发展 IPv6 的速度也很

快，达到近 33%，IPv6 使用率达到 5%。

当前，IPv6 的全球发展呈现多样化的布局。以印

度为例，近期出现了一个趣事，即运营商 Reliance Jio

在印度进行大规模的免费接入市场推广（编者注：运

营商 Reliance Jio 的用户在一段时期内可以享受免费的

4G 数据、语音通话和视频服务）。随后，我们的研

究人员发现，他们的 IPv6 使用率在几个月里从一个低

得近乎是测试阶段的比例，增长到 IPv6 的使用率超过

50%。如今，印度其他移动数据公司也紧跟脚步推广，

出现多样化的竞争局面。

此外，发达国家的 IPv6 发展如何呢？以美国为例，

它曾经是 IPv6 用户的最大群体所在地。如今，从当地

IPv6 的活跃度的数据来看，排名前 20 的公司和企业，

大多数企业都已经是 IPv6 的使用者，而且是美国大公

司的使用者。例如，一年前，Facebook 有 50% 的用户

通过 IPv6 访问 Facebook。

中国的 IPv6 发展程度如何呢？根据此前 Cisco 公

布的关于中国 IPv6 使用情况调查数据，中国在 IPv6 的

配置不是很大。尽管超过 1/3 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些网

络服务运营商会有 IPv6 的转换服务，但是，并没有达

到终端用户应用的效果，所以，中国的 IPv6 仍然在发

展的过程中。希望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这方面数据能

发生变化。

预测：IPv6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过去不同领域的技术发展情况，我们制作了

一个技术发展预测，并称之为“技术引入曲线”，数

据为 120 年的历史跨度。据此发现一个规律：大多数

技术都展现出 S 形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发展的速度

越来越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的引进速度

也越来越快。

我们用这个曲线来看全球 IPv6 的发展情况，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IPv6 很快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

现在起到接下来的一两年将是快速发展期，并且，可

以预见的是，未来 5 年时间里，全球 IPv6 用户的占比

将达到 75%~80%，这个曲线会一直向上，并接近百分

之百。尽管这只是乐观增长曲线的预测，但是，至少

接下来的 5 年时间里，全球范围的 IPv6 都将快速发展。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进行 IPv6 部署？因为 IPv4 的地

址库正在不断枯竭，越来越多的用户在使用 IPv6 的地

址库。此外，IPv6 有很多其他的优势。例如，数据的

保护方面，因为用户每个月都生成很多数据，我们要

很好地保留这些数据并研究，甚至用于一些执法工作。

但是转换到使用 IPv6 以后，所有的这些都会消失。所以，

为了避免浪费很多资金，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建立一个

网络，IPv6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在“最后一

公里”的时候，IPv6 的技术可以将不同的服务提供给

数百万个用户。总之，未来的 IPv6 会经历非常快速的

增长，未来的 5 年之内，75% 的用户都会使用 IPv6 的

地址。IPv6 将会成为很多经济体的“新常态”。

( 本文根据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席 Paul Wilson 在“2017 中

国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图 1  全球 IPv6 发展和覆盖程度的前 20 国家和经济体排名

Country
Belgium,Western Europe,Europe                             
India,Southern Asia,Asia
Germany,Western Europe,Europe
Switzerland,Western Europe,Europ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orthern America,Americas
Luxembourg,Western Europe,Europe
Greece,Southern Europe,Europe
Ireland,Northern Europe,Europe
Estonia,Northern Europe,Europe
Portugal,Southern Europe,Europe
United kingdom,Northern Europe,Europe
Japan,Eastern Asia,Asia
France,Western Europe,Europe
Trinidad and Tobago,Canbbean,Americas
Malaysia,South-Eastern Asia,Asia
Canada,Northern America,Americas
Ecuador,South America,Americas
Brazil,South America,Americas
Peru,South America,Americas

IPv6 Capable
55.42%
42.40%
42.40%
40.15%
37.37%
36.43%
35.02%
26.42%
25.93%
25.57%
23.63%
23.46%
21.75%
21.15%
18.47%
18.05%
17.50%  
17.47%
16.82% 

IPv6 Preferred
54.00%
41.06%
40.90%
36.96%
34.84%
34.86%
34.19%
26.10%
25.62%
24.92%
22.47%
21.18%
21.33%
20.60%
16.04%
16.30%
16.60%
16.85%
15.72%

Samples
542，128
23，187，642
1,920,230
249,463
59，802，639
62，170
699，313
1，013，674
99，893
1，109，529
1，422，211
1，588，878
4，900，256
296，625
3，059，871
1，905.638
535，360
1，108，215
995，760

图 2   未来五年的 IPv6 用户使用率预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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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宋林健  

中国的 IPv6 发展到底怎么样？国内外给出的数据

都是不到 2%，然而实际上中国早已经做好了全面迈

向 IPv6 世界的准备。当打通固网和移动网络的“最后

一公里”，克服心理认识上的“最后一公里”，中国

IPv6 将会全面爆发。2017 年很有可能将是中国 IPv6 发

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

对中国 IPv6 发展情况的两种看法

谈到中国的 IPv6发展情况，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感

觉或看法。一方面，中国在 IPv6 发展方面领先，给人深

刻印象。十五年前，中国就将 IPv6 视为国家战略，设立

投资基金并制定政策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提

供商 ISP以及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ICP积极升级其 IPv6 网

络并设立 IPv6 应用试点。各大高校及设备商的研究人员

和工程师在 IETF	IPv6 相关的工作组中都非常活跃。

另一方面，我们大多数终端用户并没有在日常使

用互联网时感受到 IPv6。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2 级

或 3 级运营商）也没有提供 IPv6。根据 APNIC	 IPv6 监

控统计数据，在中国过去五年内 IPv6 采用率一直稳定

在 2% 以下，这与全球范围内以及亚太地区 IPv6 的火

热发展之势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呢？

在很多场合，当人们提出 IPv6 发展的问题，诸如

问“为什么”、“怎么办”“什么时候”的时，都很

难达成一致的意见。网络运营商说因为没有 IPv6 的内

容和服务，所以没有来自用户的 IPv6 网络需求。内容

和服务提供商说就是因为没有 IPv6 网络，没有用户从

IPv6 访问，为什么要提供 IPv6 服务呢？我们就陷入了

“先出现鸡还是先出现蛋”的两难困局。

据笔者的观察，缺少 IPv6 的内容的一个原因是国

内用户并不常使用国外已经支持 IPv6 的英文网站或应

用。但是，笔者仍然相信 IPv6网络和 IPv6内容之间“鸡

和蛋”的困境只是暂时现象，它确实存在但不是关键

原因。中国其实早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当“最后

一公里”问题解决后，用户量将会全面爆发。

 中国 IPv6 发展的现状

要回答“为什么”，关键是要了解 IPv6 在中国的

现状。对此，APNIC	 IPv6 监控项目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国的 IPv6 采用率在过去五年中始终徘徊在 2% 以下	

（如图 1 所示）。

得益于腾讯公司 (QQ.COM) 同行的帮助，笔者获得

了一份国内的 IPv6 流量比例图（如图 2 所示），这是

基于 QQ.COM 统计到的中国境内页面浏览量以及带宽

来计算的。与APNIC统计类似，IPv6 流量比例也在 2%

以下，并在一年范围内有些波动。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腾讯 QQ.COM 在 IPv6 方面的工

作。QQ.COM 是腾讯旗下在中国境内用户访问最多的

门户网站，根据 Alexa 排名，QQ.COM 的访问量全球排

名第 8。从 2012 年开始，腾讯就在以网页为基础的服

务模块上开发 IPv6。

与国内同行所采用的保守方案不同，腾讯旨在切

实采用 IPv6 用于其生产网络及服务中。如今五年过去

中国，迈向完全互联的 IPv6 网络

图 1  APNIC IPv6 监控显示中国的 IPv6 用户比例

图 2  QQ.COM 的 IPv6 流量比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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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腾讯 50% 以上的网页基础服务已经升级到双栈应

用，包括QQ.com门户网站（www.qq.com），腾讯微博（t.qq.

com），QQ空间（qzone.qq.com）以及开放开发平台(open.

qq.com)。日常 IPv6 峰值流量达到了 300Mbps。尽管对

于整个流量来说占比还比较小，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进步，是中国 IPv6 商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腾讯公司在 IPv6 领域的进展反映出其长期以来在

构筑品牌和国际化战略方面所做的努力。对网络基础

设施的重视帮助腾讯构筑了相对于同行的竞争优势。

固定网络 IPv6 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在中国的 IPv6 发展过程中 ,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CERNET扮演了先驱和拓荒者的角色，	做出了很大

贡献和努力。CNGI-CERNET2	是中国最早最大的服务于

教育和科研领域的 IPv6 网络实验床。它的特色包括拥

有一个 IPv6-only 的核心网络，部署了前沿的 IPv6 过渡

技术如 IVI 和 4over6,	大规模部署了源地址认证技术。现

在CNGI-CERNET2连接了超过 600所高校，覆盖了 600

万用户。它还将扩展连接到全国 1200 所高校。现在中

国的对外可见的 IPv6 用户，网站和应用基本都是基于

CNGI-CERNET2的网络和服务（如图 3所示）。

一个直观的想法是将 CNGI-CERNET2 的 IPv6 成

功经验复制到中国的商业互联网提供商（ISP）。但是

商业网络的 IPv6 升级比校园网升级要困难很多。据笔

者所知，多年来中国电信主导了中国商业网络的很多

IPv6 尝试和推广活动，他们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比较典

型，其他运营商也会遇到。

中国电信于 2009 年专门成立了办公室和工作小组

推进中国电信的网络向 IPv6 演进。早期主要的工作围

绕着制定技术路线，探索 IPv6 过渡的方案和实验验证。

其中联合了包括清华大学，天地互连，以及华为、中

兴等设备商。

经过 IPv6试点验证之后，中国电信开始升级它的两

个核心骨干网：	ChinaNet（163）和CN2.	现在所有省级的

网络链路都已经支持 IPv6。	超过 220个城域网络已经升

级成双栈。95%的	BRAS和MSE设备已经支持 IPv6。笔

者最近了解到，中国电信的 IPv6网络覆盖到的用户已经

达到9千万。

然而 ,	对固网来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到用户的

“最后一公里”。在很久之前每家电信公司就开始实施

严格的网络设备采购需求，强制要求设备都支持 IPv6,	

比如 IPv6	Ready	Logo 的测试认证就能满足这一要求。但

是一些客户端的CPE设备却大都不支持 IPv6，如家庭网

关，家庭路由器，Wi-Fi热点和一些家庭使用的智能设备。

当 IPv6 网络还处于萌芽期的时候，就很难要求设

备商和用户去要求这些设备具有 IPv6 能力和认证。而

国外已经支持 IPv6 的成熟的 CPE 设备企业因为客户还

没有 IPv6 需求，所以他们还未在中国将他们支持 IPv6

功能的网关设备投放市场，所以这个成为了制约固网

用户采用 IPv6 的瓶颈。

移动网络 IPv6 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过去一年移动网络带动的 IPv6 流量飙升，成为

了全球 IPv6 流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比如印度移动公司

Reliance	Jio.

中国的移动网络 IPv6 状况怎么样呢？根据公开的

报告和演讲介绍，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都将 4G	LTE 看

成推动 IPv6 升级的好机会。他们很早就启动了 LTE/

VoLTE的网络规划和建设，用以全功能支持 IPv6。	由于

IPhone 和安卓手机已经支持了 IPv6。相比固网，移动网

络更容易用端到端的方式，将 IPv6 功能整合到LTE	EPC

系统中，就不存在固网中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根据一项本地报告显示，2016年底中国电信已经发

展了1千万活跃移动用户，中国移动已经发展了7千万

用户，即全部的	VoLTE用户默认采用IPv6使用语音网络。

为了测试 IPv6 是否可以用于 LTE 终端用户，笔者

召集一群人开展测试。他们有 4G	LTE 手机并且生活在

诸如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和长沙这些不同的城市。

测试很简单，就是回答以下问题：

1.	 你的手机是否从手机服务提供商接收到一个

IPv6 地址；	

2.	你是否能访问境内和境外的 IPv6 网站。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人们只需要打开他们的手机

察看本机状态信息（iPhone手机好像是隐藏了这些信息）。

图4是笔者的手机信息界面,	使用北京移动4G	LTE网络，

位置是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图 3  CNGI-CERNET2 校园网络的日常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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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答第二个问题，用户需要

用其手机访问两个网站。

	2.1	ipv6.sjtu.edu.cn，是个位于

上海交通大学的 CNGI-CERNET2	

校园网内的 IPv6 网站。如果你可

以打开这个网站并找到在本页面顶

端的 IPv6 地址，那么恭喜你 ,	你已

经连入了中国境内的 IPv6 网络。

2.2	 ipv6-test.com，中国境外的

网站用于测试 IPv4 及 IPv6 连接。

如果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并且能在测试的第二部分打开

IPv6地址，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连接到全球IPv6网络了。	

笔者手机测试结果显示笔者能上中国境内的 IPv6

网，但是无法连接中国境外的 IPv6 网。

笔者收到 25 个测试样本。20 个样本在测试 1 中失

败，没有获得 IPv6 地址。一个样本通过测试 1 但是在

测试 2 中失败，即不能访问外网，处于孤岛中。另外

两个北京移动用户案例，一个南京电信用户以及一个

长沙电信用户说他们通过了第 1 个问题及测试 2.1，但

测试 2.2 没有通过。没有一个通过所有测试。

在与中国电信及中国移动同事沟通之后，结果显

示现在商业 IPv6 网络并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在一些地

方只是IPv6孤岛。所以笔者将之形容成移动网络的“最

后一公里”。除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中国不同

ISP 的 IPv6 网络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互连，还存在孤岛

和网络碎片化的情况。IPv6 网络的现状让一些运营者

和质疑 IPv6 的人误以为 IPv6 性能不如 IPv4，因此踌躇

不前。其实国外 IPv6 的性能已经超过 IPv4。

克服心理认识上的“最后一公里”

笔者有幸见证了中国 IPv6 的发展，中国 IPv6 领域

的同仁们并不仅仅是走个过场，他们一直在很努力地

工作。事实上，笔者认为他们是世上最有天赋并且意

志坚定的一群人。但是除了上述文章提到的一些情况，

在实现完全连接 IPv6 网络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跨过

心里认识上的“最后一公里”。那就是不少人对 IPv6

仍然缺乏决心和信心。笔者看到主要有三个干扰因素：

首先，一些保守观念仍然存在，认为 IPv6 不安全 ,

或对现有的网络运营管理是个威胁。互联网协会 ISOC

曾经整理过一个关于 IPv6 安全的谬见的系列专栏，对

IPv6 安全常见的问题和误解进行了澄清。笔者认为需

要更多的 IPv6 常识普及和倡导活动，并介绍更多的国

内外 IPv6 运行和管理的成功实践。

其次，IPv6 长期以来被描绘和定位成网络创新和下

一代互联网的关键技术。这种定位会激发人们探索 IPv6

过渡问题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热情。对学术讨论和研究来

说很好，但是当人们面对多达十余项 IPv6过渡协议和工

具的时候，自然的会认为 IPv6 过渡很复杂，现阶段还缺

乏清晰统一的技术路线，因而踌躇不前。据笔者观察，

这种状况在五年前确实给网络运营者和设备制造商带来

了一些困扰。现在业界达成的共识是尽力推动 IPv4/IPv6

双栈化，鼓励 IPv6-only 的运营经验和实际部署。

最后，不少人认为 IPv6 是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现

在就用。当新的网络技术和热词出现时，如软件定义

网络 SDN、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非 IP 解决方案如名

字数据 / 内容中心网络等 NDN/CCN，人们会自然而然

地产生犹豫情绪，同时想知道是否会有另一个颠覆性

创新技术可以替代现有的 TCP/	IP 为基础的互联网。

 中国 IPv6 的市场需求在逐渐苏醒

	尽管还有障碍，但是笔者对中国 IPv6接下来的发展

非常乐观。好消息是全球IPv6流量比例在持续上升（Google

的测量数据显示为18%），印度及越南 IPv6方面发生的

变化以及最佳实践案例，激励中国的 IPv6从业者快速推

进的决心。中国的互联网仍然在蓬勃发展。IoT和产业互

联网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发展 IPv6的利好条件。

2017 年伊始，笔者就发现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开展 IPv6 倡议活动。IPv6 技术方案已经成熟，IPv6

的市场需求在逐渐苏醒。

赛尔新技术是赛尔网络的子公司，两年前该公司就

开始尝试将赛尔的 IPv6成熟经验带到商业网络市场。现

在正在与主要的用户接入网络提供商方正带宽和鹏博士

合作，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 IPv6	CPE设备解决方案。另

一个例子就是大的云供应商，如亚马逊 /AWS已经建立

了与CNGI-6IX对等的 IPv6	BGP。苹果以及微软 /Azure

今年晚些时候也很可能会跟进部署。

大家已经逐渐在这一方面达成一致并下定决心。

有消息称，中国 ISP 会于今年对全球 IPv6 互联网完全

开放其 IPv6 网络。如果成真，2017 年将会是中国 IPv6

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历史性时刻。

（作者单位为北京天地互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图 4  LTE 手机里 IP 地址信息

致谢注：本文原文发表于 APNIC 博客，经作者授权翻译整理后发表
于此。本文的完成得益于与中国 IPv6 圈的各位同仁的交流和提供的
信息，特别感谢参与本文的审核校验的同仁：中国电信的解冲锋博士，
北京邮电大学的马严教授，中国移动研究院的黄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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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80% 的数据流通过 Wi-Fi 传输

现在人们对于互联网的使用越来越多，我们发现

Wi-Fi 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一些新型的互联

网服务覆盖到各行各业。

根据一年前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 80% 的数据流

都是通过 Wi-Fi 传输的，比其他连网方式都要多。它

的主要特点是免费，所以，大多数的固定宽带所处的

地方最终一定会有无线网。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经过许可的频段，利用 Wi-Fi

进行连网，可能这些网络频段能为我们提供非常好

的服务，但很多时候这些服务都是有问题的，并且

也会影响到固网的连接。

连网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指连接的连续

性。如我们要使用时，它是否可以用，是否可以匹配

我们要用的应用程序。所以，专家所关注的并不仅仅

是连网速度，还有连网的工作量、延迟、连网稳定性，

需要通过我们的机器学习或人类经验去了解这些方面。

Wi-Fi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Wi-Fi 最大的问题并不是 Wi-Fi 的持续性，而是

Wi-Fi 串台的情况，即噪音。因为我们想要使用 Wi-Fi

时，打开Wi-Fi 的选项，会发现有很多设备可供选择。

在美国以至全球，一般在 2.4 兆赫频段上会有 3

个信道，还有一些在 5 兆赫频段上会有更多的频道，

他们会有很多的重复性。使用 Wi-Fi 时遇到这样的情

况，很多时候会影响 Wi-Fi 的使用。我们称之为“鸡

尾酒舞会效应”，在 Wi-Fi 领域，称之为功耗控制。

现在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技术比较少，但是我们迫切需

要更多的新技术来帮助控制这个功耗。

如果所有人都在以最高功率运行 Wi-Fi 设备，他

们会影响到其他用户的使用，最终结果是大家相互干

扰。当前，一些解决方案是中继器或网状网络，然而，

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整个网络的性能还是会下降。

对此，需要通过手动或者自动方式，灵活管理不同的

频道以及频段，通过它的两个闭环来不断诊断整个网

络，优化网络连接。其他方法是，可以调试功耗、调

试频谱成型等。				

虚拟电信运营商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使用云来进行 Wi-Fi 的管理，也使得所

有的人都受益。电信业出现的新现象是，正在崛起的

VNO（虚拟电信运营商）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最佳的

路径、最好的成本，以接入网络进行配置和运营活动。

而基础设施提供商能够为不同的 VNO 提供服务和对其

收费，比如他们对一些特许频谱或者固定宽带、Wi-Fi

的一些频谱等等进行收费。

技术的发展允许我们有不同的替代选择。不同的

网络、不同的宽带都可以从所有的渠道获得自己想要

的东西。我们越来越依赖 Wi-Fi 无线网的趋势，会继

续下去，未来，将有更多的软件或者是虚拟网络运营

商的出现，让我们更好地获取互联网。

为茁壮成长的
Wi-Fi 无线网诊诊脉

(本文根据DSL之父John Cioffi在“2017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DSL 之父、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荣誉教授 John Cioffi：

John Cioffi

国际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DSL 之父、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荣

誉教授

摄影：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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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各行各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担心，

网络延伸到哪里，网络安全问题就会蔓延到哪里，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近年来，国内外相

继发生的“棱镜门”、域名系统遭攻击、国外情报机构网络攻击工具曝光、勒索病毒爆发、

大规模用户信息泄漏等问题，不断给我们敲响警钟。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次互联网大会都会设置网络安全方面的专

业论坛，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在国际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上，国际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

域名软件之父 Paul Vixie（保罗·维克西）也重点探讨的是网络安全的话题，体现了业界

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因为，这是大家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下文根据中国互联网大会不同

论坛上专家的演讲，从全球互联网安全现状、从政策宏观层面看我国的网络安全现状、从

法律层面看我国《网络安全法》颁布后的新秩序建立及新挑战等话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

“万物互联”下猛增的漏洞之痛，
解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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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意味着更多的风险

网络安全问题存在于各种领域。以工业领域为例，

当芯片上添加电子设备的时候，需注意工业控制方面

的安全。例如，当一个程序在非特权模式下运行时，

会产生数据，这时候，如果已添加继电器，它会将平

时储存的电量释放出来，开始优先充电。简言之，安

上继电器就可以完成后门装置，便利的同时，也无法

控制芯片了。所以，任何工厂生产的芯片都要考虑到

安全性，提前知道工厂的一切。

以医疗领域为例，在自助性的医疗系统中，我们

找到了超过 1400 个弱点。这意味着，只要利用医疗设

施供给系统的弱点，用笔记本进行适当的修改，我们

就可以拿到很多限制性的药品，甚至是一些可以归为

毒品的药品。所以，设备的开发过程中，尤其在商品

出售之前需要进行测试，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对于更为广泛的领域——智能手机的使用者来讲，

漏洞的问题值得关注。以前，我们认为开源的软件会

更安全更可用，至少 1995 年开源软件的时代来看，这

样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可能有 10 万个编

程员，但是代码的行数却很少。然而，如今，编程员

数量大致和过去相当，可能翻了三番，但是代码的行

数已经翻了许多倍。当一个开源软件里有漏洞的时候，

并且没有人有时间去检验或者读取它，这个漏洞可能

会存在这个软件里长达三年以上。

未知威胁是
全球互联网的巨大挑战

防御者面对的复杂风险比攻击者大得多

我们现在处在物联网社会，面临重重困难，未来

也会有更多的麻烦。在开源的世界里，大家可能以为，

开源软件成本低，甚至获取的成本是零。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拥有这个开源软件是零成本的，而是我们需要

投资更多的钱，并要感受到更多成长中的痛苦。

例如，亚马逊售卖的某设备，价格大概50美元左右，

它的作用是保护另一个网关设备，该网关设备需要它

的保护来确保工作正常运行。它的价格甚至比它要保

护的网关设备贵。现在，这样的设备并不少见。

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完全地保护网络安全。通俗

地讲，可能有的人觉得有防火墙会没事，但是实际上

它们也会有故障。有时候，我们很难找到故障的所在。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故障是什么的话，你是很难去更新

软件的安全等级。所以，我们在竭力保障一些并未了

解的技术安全，并努力找到故障所在。

此外，我们还要担心一些复杂的经营风险。有一部

分的复杂度是永远不可能管控的，收益周期很多时候是

超出控制范围的。当我们想要引入一些新技术的时候，

一定会有竞争者压力，这种竞争者压力会贯穿整个产品

收益的生命周期。当然，这也能激励我们为确保产品的

安全，一定要尽可能地寻找它的故障，修补这些故障。

然而，这些复杂的风险也会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

响。例如，产品的安全性并不意味着用户的体验能更好，

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会更低，所以，一个安全的产品可

能销售额不如不安全的产品销售额高。

反过来看攻击者的市场。攻击者彼此之间并不需

要签协议，不需要了解现实世界人们的身份是什么，

只要有共同的目标，相互确认达成一致，甚至不用相

互信任，而我们作为防御者就要非常小心，考虑我们

应对的是谁，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否相信

他们的目标，我们的合伙人的目标和我们是否一致等

等问题。同时，攻击者并不担心别的攻击者竞争，他

们只要越来越成功，他们的技能就会越来越强。

Paul Vixie
国际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域名软件之父、美国远望公司 CEO

(本文根据域名软件之父Paul Vixie在“2017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域名软件之父 Paul Vi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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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各行各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有理由担心，网络

延伸到哪里，网络安全问题就会蔓延到哪里，这并

不是杞人忧天。

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这是大家面临的一个

共同挑战，各方面在积极行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网络安全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络安全意识不强。没有认识到风险是最

大的风险，安全方面的侥幸心理、麻痹思想普遍存

在。二是网络安全责任不落实。自觉守法、违法必

究、执法必严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尚没有完成形成。

三是网络安全技术能力不足。技术能力涉及到核心

技术、防护手段等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人才的问

题。四是安全投入不足。安全方面，网络只有投入，

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容易受到企业决策层的

忽视。

下一步，工信部将在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的统一领

导下，在中央网信办的统筹协调下，按照职责分工，

进一步从以下六个方面抓好网络安全工作：

一是指导督促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和工业

企业切实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完善

相关制度和标准，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强化监督检

查和问责。

近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起

草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

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条例是在《网

络安全法》的基础上，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工作做

出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工信部也是这个条例的重

要起草单位之一，后期我们将按照这个条例和《网

络安全法》，进一步加强对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监督管理。

二是加强设备和产品的安全管理，依法开展网络

关键设备安全检测认证、网络产品安全审查等工作。

同时，督促相关企业建立健全覆盖设备和产品

全生命周期的漏洞发现和整改机制。此外，网络安

全的检测认证以及网络安全审查等等相关的制度是

《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的制度，后期工信部会和

中央网信办、相关部门一起落实具体的贯彻和实施

的工作。

三是切实加强行业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从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共享等环节依法

强化行业个人信息保护行为规范和执法检查，开展数

据跨境评估工作。个人信息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一

个领域，问题也越来越严峻。而且信息安全的保护工

作可能还不仅仅是防止黑客攻击的问题，更多的是拥

有数据、拥有用户信息的企业怎么合理合法地收集、

使用以及共享相关数据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一个突出

问题。后期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断地加强这

方面的工作。

四是完善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和网络安全公共威胁监测处置机制。

指导支持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加强相关技术手段

建设，不断提高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

追踪溯源的能力，切实组织做好重大活动网络安全

保障工作。

五是大力促进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融合技术和

业务发展的同时，从终端安全、平台安全、数据安全

等方面，同步加强有关网络安全工作，建立健全相关

的体系框架和标准规范。

六是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网络安

全产业发展，支持网络安全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引导基础电信企业和有实力的互联网企业在

做好自身安全保障工作的同时，面向用户输出网络安

全能力，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网络安全服

务。

当前应从六方面抓好网络安全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付景广：

( 本文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付景广在“2017 中国互联
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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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网与互联网应隔离

最近我们常听到的两个词，一个是“两化融合”，

一个是“互联网 +”。这两个词的共同点是互联网产

业要和其他的产业充分融合。这个融合主要有两个大

的发展方向：一是传统网络 IP 化的改造；二是原来非

联网的设备，智能化、网络化的改变。融合的潮流是

不可阻挡的。但是，在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威胁，

也是难以估量的。

很多人在提工业互联网的说法，甚至也有很多人提

议把工业网接到互联网上去。把工业网接到互联网上去

确实会有很多好处，例如，成本降低，操纵起来更加方

便。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利益而放弃安全问题，工业

网和互联网连接并形成工业互联网以后很容易产生大量

的问题，我们要坚决做好隔离，不能做成真正的互联。

另外，不可阻挡的潮流是非联网设备的智能化。比

如原来都不联网的家居家电，现在能实现大量的联网，

包括智能出行、智能养殖场等等。物联网联网之后会存

在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而且比一般的 PC机安全风险要

更严重。大量物联网的联网设备一般不会像计算机安装

杀毒软件和防护体系，由于没有防护体系，防护是一个

问题。而且，一旦出现漏洞以后，修补起来非常困难。

去年美国域名解析服务商受到了攻击，导致美国的东海

岸网络大规模断网，正是由于对智能设备的攻击。

重构万物互联潮流下的安全体系

这些年我们处理了非常多的公共服务系统端的事

件，包括公共场所的事件、交通系统的网络安全的事件。

这些事件都是在社会生活的一些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发

生交融以后，产生的新问题。我们最近整理出来的涉

及到智能设备相关的一些漏洞，有智能家居、智能安防、

智能办公、智能交通、智能生产、智能终端等等。

所以，在互联网和其他行业融合的大潮下，互联网

有可能产生的危害比原来大得多。原来面临的是在单纯

的互联网的条件下，例如网页篡改的问题。但是当互联

网和整个社会连接起来以后，控制能力大大增强。有了

这个控制力以后，它一旦出问题，危害程度相应地增加。

需构建纵深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2010 年，著名的震网 (Stuxnet) 病毒事件，导致了

伊朗的核计划推迟。2015 年 12 月乌克兰的电网被大规

模攻击，造成大规模断电。一年之后，2016 年 12 月，

乌克兰电网事件又再次重演。未来的战争可能不再与

以往一样，而是两国的工业企业大面积的爆炸，民生

系统大幅度失效，然后才是海陆空军出动正面交战。

所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很多

国家都出台了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要求。比如美国组

织的“网络风暴 5”和“网络神盾 2016”的演习，中

国很多部门也在做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的检查。

总之，“两化融合”、“互联网 +”在互联网融合

大潮下，给整个网络安全已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虽然大家讨论了很多年防范的措施，但是一直也没有

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案。然而，有两点，我们应该

去坚持：第一，工业互联网要进行隔离，尤其是那些

重要系统的互联网要进行严格的隔离；第二，我们要

构建纵深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既包括互联网，也包

括内网，整个的防护体系不是仅仅在某一个地方建一

道防护，应该构建一个有纵深，分区域、跨行业的的

网络防护体系。

严寒冰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网络安全处

( 本文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网络安全处严寒冰在“2017 中国互联

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严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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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中的中国互联网

从工信部提供的数据看，现阶段中国网站的数量

总量是 475.4 万，同比增长 48.7 万个。后端接入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新增网站接入服务企业 90 家，三家基

础电信企业接入网站总量占总比的 5.2%，较 2015 年数

据有所下滑。接入量前二十的企业中，只有一家为基

础电信企业省级公司，民营接入服务商不断发展提升。

中国网站区域分布情况

整个网站区域分布明显分成三个梯度，东部、中部

和西部。分别占比为 68.3%、18.5%、13.2%。每个区域

也存在着不平等的状况，中部地区主要分布在河南、安

徽和湖北，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和陕西。

网站主办者组成情况

主办者为单位的网站达 367 万个，主办者为个人的

网站达 108.4 万个。较 2015 年相比，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政府机关所主办的网站出现了小幅增长，如图1所示。

网站主办者配置使用域名情况

注册 .cn、.com、.net 的域名最多，达到 92.6%， 

.com 为 392 万个，较 2015 年底增长了 42 万个，这也

是所有域名中增幅最大的一个域名。新的中文域名和

通用顶级域方面，从统计数据来看，用户对新通用顶

级域，包括中文域名的认知率不断的增长，到 2016 年

底，.wang、.ren、. 网址、.xin 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增加，

到 2016 年年底中国域名已达到了 7.8 万个。如图 2 所示。

中国网站语种分布

一般情况下，企业经营者会选择简体中文、繁体

中文或是英文作为网站基本语种。但使用其他语种，

包括民族语言的网站数量较 2015 年增长了 3037 个。

背后的原因，除了网站的受众日趋多样和广泛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对外友好交往以及“一

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入实践，这些是可以通过网站

来进一步的支撑与推进。

中国互联网行业创业创新情况

2016 年全年新开通的中文网站数量是 125.9 万个，

平均每月新开通 10.5 万个。自主停办的中国网站是

68.2 万个，平均每月停办 5.9 万个。从某种意义上讲，

网站的活跃度可以体现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从后续

数据来看，2016 年，电商、搜索、社交、游戏、文字、

旅游、安全等领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互联网企业。

网络安全环境不容小觑

一方面互联网市场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恶劣的

网络安全环境不容小觑。根据今年４月发布的《2016

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概述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何世平：

图 1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中国网站主办者组成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7）〉——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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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中国网站注册使用的各类顶级域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7）〉——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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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调查结果显示，

2016 年，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捕获数量、网站后门攻

击数量以及安全漏洞收录数量较 2015 年有所上升，而

木马和僵尸网络感染数量、拒绝服务攻击事件数量、

网页仿冒和网页篡改页面数量等均有所下降。

针对网站的攻击类型，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1. 网页篡改页面。境内被篡改网站近 1.7 万个，被

篡改政府网站有 467 个，分别下降了 31.7% 和 47.9%。

植入暗链是网页篡改主要攻击方式，占 86%。 .com 域

名比例占总比的 72.3%，政府网站篡改数量虽有所下降，

但仍是容易被挂黑链的目标。如图 3 所示。

2. 网站后门攻击。2016 年被植入后门的网站数量

为 8.2 万余个，同比上升 9.3%，涉及 IP 地址约 4 万个，

84.9% 的 IP 地址是位于境外通过植入后门的方式对境

内约 6.8 万个网站进行远程控制。可见，防止境外的攻

击也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但值得注意的是，

虽能判断攻击源的具体位置，但这并不代表就是所在

国家或地区实施的攻击。因为整个互联网的边界，包

括整个攻击手段都很难准确定位实施者。

3. 网页仿冒。就是俗称的“钓鱼网站”，2016 全

年发现有 17.8 万个针对境内的访问页面，页面数量下

降了 3.6%。其 IP 地址 85.4% 位于境外，其仿冒页面数

量上，中国香港的数量最多。仿冒的对象，超 1 万是

仿冒银行类页面，占 58.1%，其次是针对第三方支付类、

基础电信企业，以及综艺节目中奖仿冒。

4. 安全漏洞。国家漏洞共享平台（CNVD）在 2016

年共收录通用软件漏洞超过了 1 万个，这是近 5 年来

首次破万，较 2015 年增长 33.9%。如图 4 所示。

其中，高危漏洞 4146 个，“零日”漏洞 2203 个，

如图 5 所示。

5.DDoS 攻击。一方面，小型进攻数量呈下降趋势。

1G 以上 DDoS 攻击事件数量日均 452 起，下降 60%；

但另一方面，大型进攻的数量持续增加。全年发生多起

500G 以上的攻击事件，10G 以上攻击事件数量全年持续

增长。其中，67% 的攻击源涉及到互联网地下黑色产业链。

6. 针对域名系统攻击。2016 年共发现 32 起境内对

域名系统较大规模的攻击事件，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后

果。去年由于域名服务机构 Dyn 公司，造成美国东海

岸大范围的断网。虽然说美国的网络防护能力高于中

国，但是由于域名的蝴蝶效应，如何快速地恢复和防范，

也是一个大家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

( 本文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网络安全处何世平在“2017 中国互联

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图 4  2012 年至 2016 年 CNVD 收录漏洞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2016 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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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法》是博大精深的，通过《网络安全法》

来看待现在经历的网络安全事件，将会带来新的感受，

主要为以下几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出现网络安全问题能很快推出预警

预案。例如，近期很热门的勒索病毒的话题，病毒刚

出来的时候，我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快出台应急方案，

我国的损害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是最小的，而且各行

业的应急态度也很好。

第二个看点，很多国家开展网络的军备竞赛，如

果在不和平期间，这些黑科技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其

实，网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法》是我国

在网络方面的一个“盾”，既是国家安全的“盾”，

也是网民权益保护的“盾”。

第三个看点，《网络安全法》不仅是信息安全的

一个大法，而且是网络内容和网络文化，包括网络游

戏在内的一个根本大法。国家网信部门根据《网络安

全法》《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互

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会同

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不断加大

整治网络直播乱象力度。

通过网络安全事件解读《网络安全法》

未成年人保护方面，除了国家已出台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之外，《网络安全法》中，有一个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的专条，这个在任何国家是罕见的，甚至

是没有的。这个专条要求国家鼓励和支持网络服务提

供者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保护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

包括技术支持。例如，游戏分级制度、防沉迷系统和

家长监控系统，除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之外，还有

法律责任，把未成年人保护的权益落实到位。

网络直播方面，当前网络直播进入了瓶颈发展阶

段。粉丝经济的背景下，直播中充满了没有底线的行

为，包括内容低俗的直播、虚假广告，成为危害网络

内容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安全法》出来中，

针对基本内容的治理方面，设有相关的专条。内容安

全和文化安全上升到很重要的战略安全层面，这也是

一大亮点。

第四个看点，《网络安全法》让我们可喜地看到，

“数据权”的内容加进去了。根据《网络安全法》，

数据权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利。《网络安全法》提到

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是“用户享有数据的伦理权”。

所谓的伦理权是指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集用

户信息和使用用户信息的时候，用户必须事先知情，

而且同意授权，不得超范围使用。最重要的是，后

面又加了一个被遗忘权，这意味着加进来一个“用

户所有权”，一旦发生网络服务提供者储存或者载

入错误的用户信息的时候，用户有权利依据《网络

安全法》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删除、更改

的要求。

同时，用户第一次被赋予了举报权和监督权，任

何人对威胁网络安全和网络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有权依

法举报，而且举报之后，这些部门之间自己负责协调。

这一条特别好，把网络安全的责任，由平台交到政府

手中。

朱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政法大学朱巍：

( 本文根据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2017 中国互

联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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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互联网的信息化社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挑战，如何构建

互联网的生态环境，ICANN 生态系统从哪些维度去努力等等

问题，成为中国互联网治理研究论坛上专家们关注的话题。

尤其是当我们进入智能网络时代或智能“新 IT 时代”，无论

是互联网还是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都带来一系列新

技术，共同推动智能化的网络空间发展，让共享成为可能的

同时，我们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对于如何应对挑战的话题，

专家们不仅仅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并且各抒己见，创新

性地提出了“动态平衡”、“国际合作”等等新概念新思路， 

为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虚实交互的新时代，互联网治理日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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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经过 20 多年发

展，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很

多困惑和挑战。互联网给信息化

社会带来的挑战，一是如何构建

互联网的生态环境？二是互联网

的生态治理到底要怎样做？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是

对生态环境系统的重建、改良、

改进、修补甚至更新，重新再植

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个基本

原则，就是过程活动应该遵循生

态系统最基本的规律和法则，如

果我们不能按照基本的规律和法

则想当然做一些事情，就没办法保护平衡的自然生态

环境，有时还会适得其反。我们在青海湖、三江源等

保护区将近 12 年的工作，通过发现这些自然的生态环

境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给研究互联网治理带来了有

很多启发。

如今生态系统的概念扩展到不仅仅是自然生态，

它的理念这些年来被广泛使用，如金融的生态应怎么构

建？产业的生态环境是什么？我们只能把整个社会看成

是人类大的社会体系存在相关联的关系，在不考虑自然

关系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在生产、建设当中，甚至金融

交易中都会面临，而只有良好的环境才能保证金融、商

业、产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对于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话题，现在也有各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喻晓马去年出版《互联网生态》一书中

指出，互联网生态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以用户价

值为导向，通过跨界纵向产业链整合，横向用户关系

圈扩展，打破传统工业时代下的产业边界，颠覆传统

商业的生态模式，实现链圈式价值重构的生态体系。

在已有传统的空间中，现在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

间中的模式，在互联网环境中都会发生变化。如何重

构互联网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等，是

我们面临的考验。还有一种说法是，对企业而言，互

联网生态是指一个圈子、一个环，把消费者全部放在

从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看互联网生态系统建立

其中，让消费者的行为形成一个闭环。

我认为这些提法仅仅体现一个方面，但不够全面。

首先，我们确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需要考

虑如何借助这个生产力为社会构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

它在这个环境里能够发挥更好、更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第二，互联网生态系统是一个信息流通顺畅的平

衡环境，将企业内所有与互联网有关的元素，如 PC 互

联网网站、手机智能网站、移动 APP、微信平台、OA

办公系统、终端智能交互机、后台大数据以及在线互

联网培训、消费者用户等建成一个生态圈。这对人类

社会有重要意义。

第三，互联网经济要考虑到它的生态发展模式是集

技术、应用、产业模式、商业模式、金融模式深入融合

的必然趋势。它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社会——虚拟空间

的出现，第一空间物理空间和第二空间虚拟空间的融合

是未来要发展的趋势，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工作。

人类处于第一空间、第二空间时，会碰到一系列

的问题：互联网治理意味着对第二空间的治理，第二

空间治理对第一空间将会是什么影响？第一空间、第

二空间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中提出

的治理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这都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治理体系最终的

目的是使我们在第一空间生活得更好，经济、社会都

能更好地发展，第二空间中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治理

体系，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

第四，互联网生态系统治理要以保护、促进和发

展这一新的互联网生态经济模式为目标。

第五，互联网生态链、互联网生态圈、互联网治

理各个环节的共同参与、平等合作、协同发展模式。

参与互联网活动的群体，既有产业界，也有金融界，

还有普通老百姓，更重要的是政府也在其中。在第二

空间应该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共同推进，如何把互联网

的参与者、使用者等各方群体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和谐的我们所期盼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阎保平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总工程师教授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阎保平：

( 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阎保平在“2017 中国互联

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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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看互联网生态系统建立

研究互联网治理模式意义重大

研究互联网治理模式非常有意义，一方面，国际

上，对互联网治理究竟采用怎样的模式仍然存在争议，

尽管有主流的意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但对“多

利益相关方”的理解分歧很大。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内的互联网治理也是非

常新的事物。我们虽然对互联网的认识、对互联网治

理模式已经提出很多新的概念与新的原则，现在也做

得很到位，但是这些原则是否非常有效，或者已经达

到很好的状态？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基于这两点，在中国国内加强互联网治理研究的

课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不仅仅涉及到中国互联网

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国家在国际中的

发展地位和影响力。

      互联网治理的四大原则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模式不是单一的模式或者

孤注一掷的解决方案，它有一套解决互联网治理的原

则，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怎么理解这些原则呢？

第一条，平衡原则。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虽然

国际上没有这样提，实际上互联网是有利有弊的，如

果滥用互联网，互联网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灾难。比如

安全和发展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绝对地强调互联

网要绝对的安全，“没有安全就不能发展互联网”，

这个观点我认为有问题，不可能做到这点。因为互联

网的架构是开放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安全的

隐患，因此在一定容忍的程度上发展还是硬道理，只

有发展才能够保证互联网的安全。安全越来越重要，

比原来更重要，这点是对的，但是，它要动态平衡。

第二，动态调整原则。互联网是瞬息万变的，它

不可能坚守一个平衡点不变，因而需要动态平衡的治

理。共享单车现在是最时髦的事情，虽然带来便利，

但到处摆放问题严重。我的建议是能否从每一个层次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考虑，怎样既满足每一个居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

又考虑到地理空间能够有序停放，以达到这样的平衡

点，进行总量控制，这也是一个平衡动态调整的案例。

第三，透明原则。互联网治理的决策程序透明度

非常重要，有什么规定可以向老百姓解释清楚，“例

如为什么这样考虑”，即使他不能接受，但是只要是

道理说清楚了，可能少部分不接受但大部分人是接受

的。国际上更强调透明原则。

第四，不管采取哪种类型的治理方式或动态调整

原则，实际有用是准则。有时候，尽管名义上规定了

很多规则，但是，互联网条件下却做不到或效果不是

很好，反而，正面效应没有负面效应大，可谓是得不

偿失。

高新民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互联网协会高新民 :

( 本文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在“2017 中国互联网大会”

上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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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治理的研究领域分为多个流派

互联网治理机制的研究，是为了了解互联网治理

到底是什么，它是怎样运作的过程进行的研究。目前，

各个领域的学者都介入互联网治理机制领域的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个方向：一是“生态系统”的理念，

西方学者很早将生态系统概念应用到网络空间的解释

中，他们想解释在非正式的、松散的治理结构下，这

些主体之间，如何形成生态系统的过程；二是研究解

释体系，约瑟夫 .奈结合系统论对互联网治理网络空间

治理整体架构做出了分析；三是有些学者对互联网治

理和相关的机构，全部做尽可能的考察，考察他们各

自都是用什么样的运转模式，得出的结论发现，只要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相应的一些治理模式，不论政府主

导，还是非政府主导，甚至以经济运行为主的所有经

济模式，国家间、政府间的政治模式全部都能在网络

治理中发现，互联网治理机制是非常复杂混合的模式。

根据研究机制背后的主导力量是什么、研究各个

机构背后主导力量是什么的探讨话题，学术研究领域

分为三个主要流派。

第一个流派，随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社会越来

越具有公共政策的性质，尤其考虑到国家安全，使得

政府回归，也称为现实主义的回归，主要了解政府在

未来治理结构应不会出现“碎片化”格局

治理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个流派，坚持非政府主体指导。互联网治理

在漫长发展阶段中，非政府主导模式的确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目前运转仍然良好，这一流派认为非政

府主导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是最优模式。他们也注意

到了政府的回归和现实主义的回归，但他们认为政府

在回归时确实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恰恰因

为政府的回归，比如现在国家在网络空间的竞争，呈

现出政治化或是军事化的态势，带来了很多不确定、

不安全的因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政府回归也带

来了很多问题，这也成为支撑他们认为还是由非政府

主体发挥主要作用的观点。

第三个流派，强调主体间的平衡，认为政府主体、

非政府主体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而是平衡问题，

是务实的选择问题。

未来的治理结构也许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我认为第三个流派对于机制的研究重心是对未来发

展方向或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在国际社会西方学术界，已经对他们所倡导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进行反思，“多利益相关方”

模式并不是互联网治理领域独有的，在其他领域早已

出现，事实证明在这些领域发展中或多或少也面临很

多问题，所以，“多利益相关方”不是灵丹妙药。

二，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西方学术界认为互联网

治理必须从原则性的探讨进入到实际领域的规则制定

的过程。

三，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批判，有一些悲观者会

认为治理机制会越来越分散、越来越碎片化。而客观

地看，在未来，互联网治理机制的整体发展将会继续

保持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但永远不要小看技术和认知

的力量，未来的治理结构也许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艳 :

( 本文根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李

艳在“2017 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李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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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智能”重构安全治理空间

	当我们进入“新 IT 时代”，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物

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都带来一系列新技术，共

同推动了智能化的网络空间发展。智能化的网络空间

最终是为了让人类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进一步提升。

“新 IT 时代”在经济层面带来了非常多的改变，

用四个词来概括它的特征：万物互联、平台主导、数

据驱动、智能进化。什么是真正变革的技术？能够改

变经济生活方式的才是真正有变革性的技术，带来整

个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产业边界被打破，原

来所谓各个行业的边界被打破，同时大规模生产和协

作，在传统工业时代无法实现的流程化包括共享经济

等都成为可能。“新 IT 时代”的特征应该引起我们的

高度关注，这也是重大的机遇。			

	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例如，智能网络时代

或智能“新 IT 时代”，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一旦有

如此高的生产力、创造力时，到底会不会带来负面的

挑战呢？近年来，发生的网络安全事件，通过智能化

网络攻击一个个体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对全球很多企

业包括重点单位数据进行锁定，并造成威胁，智能网

络空间有着大量的安全风险存在。这一系列的风险，

安全治理应该怎么去做呢？

网络安全空间有三个特点：第一，虚实交互的空间、

虚实交互的治理环境有很大的复杂性；第二，有很多

议题泛化，仅仅通过一个标准一个理念做治理肯定无

法实现；第三，有大量多元博弈主体共同进行博弈。

现有的国际体系网络空间治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思想层面，西方以市场经济调节的模式，从

未来网络空间或未来数字经济的规律来讲，这样治理的

理念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并且还存在严重的不足。

其次，西方基于政治同盟治理与政治的意识形态

的绑定，实际上在网络空间往往是无效的，有大量的

议题超越传统政治的壁垒而产生。

	第三，新兴力量的崛起，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新兴力量希望参与到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但目前来

看 , 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习总书记提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落实下去需要做许多工作，至少要

从技术研究、学术研究角度，研究如何在新智能时代、

“新 IT时代”，理解共同空间、共同利益、共同挑战，

共同责任、共同规则如何制定，以及如何面对共同的

未来，这样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构建。

目前，面向“新IT时代”，如何做安全治理的研究呢？

我个人认为有四个重点领域——人、物、进、出。人是

人工智能，这是未来网络空间中，基于智能化算法的话

题。在经济、生活、社会、政治、军事等背景下，如何

出台对人工智能安全伦理系列的研究，将共同推动治理

方面的工作；第二是物，关键基础设施的保障，这是基

于智能化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关键基础设施物联网

的体系面临巨大的威胁，我们如何通过全球国家间、企

业间等各方协同的治理，保障人类共同依赖的关键基础

设施，是治理中非常严峻的问题；第三是进，比如各个

国家对设备准入问题面临很大的壁垒，我的观点是随着

智能网络空间时代来临，只有 ICT技术产品在确保安全

时相互渗透才更有利于网络空间的发展；最后，出的问

题，是数据的出。数据是最有效的资源，各个国家争夺

资源时，如何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如何围绕数据在出境

过程中保障个人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有效促进数据的流

动，这也是国际上更重要的议题。

惠志斌

上海社科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社科院惠志斌 :

( 本文根据上海社科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惠志斌在“2017 中国互联

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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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地位

和作用不容忽视，围绕 ICANN 生态系统的话题，专家们分享他们的观点。

三维度理解 ICANN 生态系统

互联网是一个分布式的系

统，完全打破了中央控制的概

念，各个终端通过因特网连接。

要实现这一系统，有两个必要前

提，一是计算机通信要有共同的

协议，“说同样的话”，二是每

台计算机都要有唯一的标识符。

ICANN正是负责互联网唯一标识

符的全球技术协调工作。

ICANN 成立于 1998 年，

是一个集合全球网络界商业、

技术及学术各领域专家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负责对互联网唯一

标识符系统及其安全稳定的运营进行协调，其中包括互联网协议

（IP）地址的空间分配、协议标识符的指派、通用顶级域名（gTLD）

以及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ccTLD）系统的管理、以及根服务器

系统的管理。这些功能都是由 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互联网号码分配局）承担，现在 IANA 功能已经由美

国政府（商务部）移交给全球互联网社群。	

ICANN 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单一维度来完成所有工作的组织，

它是由三个维度互相配合来确保互联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第一维度，社群。ICANN 是一个自下而上、基于共识、多

方参与的社群（Community）。其中，包括很多志愿者的参与。

社群负责制定政策。第二维度，董事会。社群的代表、ICANN 总

裁和相关组织的联系人组成董事会（Board），主要负责 ICANN

组织战略的监管，以及决定各社群的政策是否通过。第三维度，

ICANN 组织。在 CEO 的领导下，ICANN 的员工分布在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在全球五大洲都有办事处或者合作伙伴。ICANN 组织

负责执行董事会通过的政策。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个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

那么则可以把 ICANN 理解为是一个社群的社群（Community	 of	

Communities）。上述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

ICANN 组织除了自身的工作之外，还通过各种对话和能力建设项

目来帮助社群有效的参与政策发展过程（简称 PDP），比如说中

文域名政策和下一轮新顶级域开放政策等。

平台本质是个生态系统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平

台，例如淘宝、微信等已经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角色。包括 ICANN 如

果没有特殊的功能也是个平

台。以往我们通常认为平台

治理是微观治理，但随着平

台的用户日趋庞大，平台跨

国属性日趋明显。平台治理

已经不是简单的微观治理，

更多的是微观与宏观的交互

共同治理。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平台治理已然不是简单的内部自律性

规则，它已经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了。用《蜘蛛侠》

的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平台在逐步发展的同时，也

应该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能力。

平台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都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但并不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欧盟在 6 月发布《欧盟共享经

济议事日程》，其中要求平台必须对其内部数据进行保护与管

理。平台对平台内的消费者保护和管理，对与平台有关的争议

进行处理解决，这都是平台必须行使的权力。这不仅仅关乎平

台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平台的不断发展，平台权利慢慢开始具备国际性和

跨境性的特点。所以很多平台都纷纷提出自己关于国际法的

主张，例如，马云所提出的 EWPE 的主张，因为完全颠覆了

WTO 主张而备受关注。

为了公众利益而行使的权力，需要承担互相监督制约的责

任。因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绝对权力等于平台腐败，对平台

应有相应的责任机制。抛开《网络安全法》这样的国家性法律

法规之外，平台内生性的责任也不可忽视。

平台本质是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

各方和谐统一，就必须在生态系统内部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

实现权力之间的制约。ICANN 正在发展内生性的问责制，给全

球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新的体制。除了 ICANN 之外，阿里巴

巴也在发展平台性的规则，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进一步总

结和探讨。

薛虹

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  

张建川

ICANN 北京合作中心主任

ICANN 北京合作中心张建川：北京师范大学薛虹：

(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薛虹和 ICANN 北京合

作中心主任张建川在“2017 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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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教育

几个世纪以来，教育一直遵循着相同的道路，无非是以老师为中心或者走流水线模式。不过，在人工智能相继侵袭了
消费电子、电子商务、媒体、交通和医疗保健等行业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教育行业是否会成为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目标呢？

近年来，人工智能备受关注。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互联网 +”行动指导意见》，明确人工智能为形成新产
业模式的 11 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将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6 年 3 月，“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手术机器人和军
用机器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商用”“推动驾驶自动化、设施数字化和运行智慧化”等内容，列入国家未来几年的
重要发展战略。同年，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日前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步走”
的阶段性发展任务，明确了未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战略目标，提出在 2030 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打造规模超
过 1 万亿元的本土产业。。

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所发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教育？人工智能又将对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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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词最初是在 1956 年 DARTMOUTH 学会

上提出的。许多对机器智能感兴趣的专家

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月的讨论。

从那时起，这个领域被命名为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时代沉浮

人工智能至今经历了诞生、黄金时代

（1956-1974）、遭遇基础障碍（1974-1980）、

繁荣（1980-1987）、低潮（1987-1993）、

复兴（1993-2006）、酝酿（2006-2012）、

百花齐放（2012-2016）、爆发（2016- 现在）

多个时期，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第一次浪潮（1956-1974）：达特茅

斯会议推动了全球第一次人工智能浪潮的

出现，即为 1956 年到 1974 年。当时乐观

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学界，在算法方面出现

了很多世界级的发明，其中包括一种叫

做增强学习的雏形（即贝尔曼公式），增

强学习就是谷歌 AlphaGo 算法核心思想内

容。现在常听到的深度学习模型，其雏形

叫做感知器，也是在那几年间发明的。除

了算法和方法论有了新的进展，在第一次

浪潮中，科学家们还造出了聪明的机器。

其中，有一台叫做 STUDENT（1964）的

机器能证明应用题，还有一台叫做 ELIZA

（1966）的机器可以实现简单人机对话。

于是，人工智能界认为按照这样的发展速

度，人工智能真的可以代替人类。

第一次寒冬（1974-1980）：人们发

现逻辑证明器、感知器、增强学习等等只

能做很简单、非常专门且很窄的任务，稍

微超出范围就无法应对。这里面存在两方

面局限：一方面，人工智能所基于的数学

模型和数学手段被发现有一定的缺陷；另

一方面，有很多计算复杂度以指数程度增

加，所以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计算任务。

先天缺陷导致人工智能在早期发展过程中

遇到瓶颈，所以第一次冬天很快到来，对

人工智能的资助相应也就被缩减或取消了。

第 二 次 浪 潮（1980-1987）：80 年

代出现了人工智能数学模型方面的重大

发 明， 其 中 包 括 著 名 的 多 层 神 经 网 络

（1986）和 BP 反向传播算法（1986）等，

也出现了能与人类下象棋的高度智能机器

（1989）。此外，其它成果包括能自动识

别信封上邮政编码的机器，就是通过人工

智能网络来实现的，精度可达 99% 以上，

已经超过普通人的水平。于是，大家又开

始觉得人工智能还是有戏。

第二次寒冬（1987-1993）：然而，

1987 年到 1993 年现代 PC 的出现，让人

工智能的寒冬再次降临。当时苹果、IBM

开始推广第一代台式机，计算机开始走入

个人家庭，其费用远远低于专家系统所使

用的 Symbolics 和 Lisp 等机器。相比现代

PC，专家系统被认为古老陈旧而且非常难

以维护。于是，政府经费开始下降，寒冬

又一次来临。

第三次浪潮（1993- 现在）：出现了

新的数学工具、新的理论和摩尔定律。人

工智能也在确定自己的方向，其中一个

选择就是要做实用性、功能性的人工智

能，这导致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路径。由

于对人工智能任务的明确和简化，带来了

新的繁荣。在新的理论方面，数学模型对

自然世界的简化，有着非常明确的数理逻

辑，使得理论分析和证明成为可能，可以

分析出到底需要多少数据量和计算量来得

到期望的结果，这对开发相应的计算系统

非常有帮助。在更重要的一方面，摩尔定

律让计算越来越强大，而强大的计算机很

少被用在人工智能早期研究中，因为早期

的人工智能研究更多被定义为数学和算法

研究。当更强大的计算能力被转移到人工

智能研究后，显著提高了人工智能的研究

效果。由于这一系列的突破，人工智能又

产生了一个新的繁荣期。最早的结果即为

1997 年 IBM 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在

更加专用型的功能性方面，机器在人脸识

别、物体定位、物体检测和识别以及自然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董乐：

让 AI 更好地服务于教育

人工智能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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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处理的挑战中，也可以达到或者超越

人类的平均水平。

最近（2012- 现在）：从 2012 年 Alexnet

在 Imagenet 竞赛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得冠军

之后深度学习开始登上人工智能的大舞台

成为“网红”，而这一段时期也迎来了一

波人工智能的创业热潮。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应用

于多个行业，包括金融、汽车、农业等。

例如 Google 大脑，基于海量数据深度学习

的智能计算系统，包含有七个主要研究方

向：机器学习算法和技术、医疗健康、机

器学习计算系统、机器人、自然语言理解、

音乐和艺术创作以及知觉仿真。

什么是人工智能 2.0 时代？中国工程

院潘云鹤院士提出：“基于重大变化的信

息新环境和发展新目标的新一代人工智

能。”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信息的新环境，

它要求周围所涉及的整个环境要互联互

通，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移动载体和传

感网；二是有新目标，就是智能要渗透到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技术表征其实体现在下面几点：第一

点是从传统的知识表达过渡到一个大数据驱

动的知识学习；第二点是进行一个跨媒体的

认知学习和推理，不单是在单一领域的学习；

第三点是它不单是指智能机器的应用，而是

要进行人机协同、人机交互；第四点是要从

个体智能过渡到群体智能；第五点是从单个

的机器人到一个智能自主的系统。

人工智能与教育

AlphaGo 人机的世纪大战实际上就是

AI+ 教育最直接的案例和体验。那么 AI

是否可以代替老师，甚至包括医生、律师

等行业？实际上，AI 在完成一些事务性

工作，或者某一个方面它计算能力一定是

比人类做得更好。以教育行业为例，它一

定会把教育行业里面的人才往两端去分

化，那些带有创新性的、教导性的工作则

要交给更优秀的老师去做，因此它一定取

代的是属于事务性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它

一定不是完全替代老师，并不是完全颠

覆整个教育行业的价值观。此外，AI 还

可以提升学习体验，它会有一种互动性，

然后根据学生体验的结果定期反馈来制

订个性化的教育的流程，这对我们是很

好的启发。

在教育行业 AI 会进行一些探索，比

如自动批改作业来解决对老师减负、拍照

搜题的在线答疑、语音识别评测、个性化

学习、对教学体系进行反馈和评测等。如

今 AI+ 教育也是在刚刚起步阶段，未来，

虚拟现实的介入、机器人助教等也许可以

使 AI 更好地服务于教育。

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过

去人们谈智慧城市、智能城市，在校园里

最多提到的也是智慧校园。实际上，我们

可以把城市里的 AI+ 方方面面的应用缩小

体现在学校，比如每个学校有自己的交通、

教育环境、医疗包括安保和小的购物环境。

那么就可以在校园里把它打造成智慧式的

校园建设，我们的需求包括校园的安防、

健康医疗，依据本校或者该地区的数据建

立 AI+ 的生态圈。

如 果 说 AI 有 生 命 的 话， 她 应 该

是“Ladies”， 而 其 他 各 行 各 业 就 是

“Gentlemen”。两者结合也许将孕育出

新的生命，创造新的惊喜。总之，人工智

能无处不在，使世界更加美好！ （责编：

杨洁）

（本文根据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董乐在“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上的部

分演讲内容整理）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国务院近日印发《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

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筑我国人工

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到 2030 年，人

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

《规划》提出六个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

新体系，从前沿基础理论、关键共性

技术、创新平台、高端人才队伍等方

面强化部署。二是培育高端高效的智

能经济，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三

是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四是加

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五是构建

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

六是前瞻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形成以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为核心、

统筹当前和未来研发任务布局的人工

智能项目群。

（来源：新华社）

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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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人工智能概念的诞生。人

工智能是我们能够自动地去感知这个世

界，能够自动地学习知识、自动地去思考，

能够自动地判定一个事情，能够自动地做

决策，人工智能将是一场革命。

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革命，就是把所

谓的知识工作者等价于体力工作者，也就

是知识工作者能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

到，这就是革命最有冲击力之处。

那么，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什么？ 首

先要明确如何向大众来说明“人工智能”

这个概念。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有很多概

念，像：机器学习、算法、深度学习。实

际上人工智能这场革命的本质，就是机器

对于知识的处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什

么呢？从科学革命开始，人们开始讨论知

识。知识可以存储、传播、创造、破坏、

检索、执行。首先，机器能够把知识自动

存储下来，以 AlphaGo 为例，AlphaGo 学

习了很多棋谱，它把原先的知识做了存储，

可能有几万个、几亿个棋谱。其次，机器

可以对知识进行检索。也就是 AlphaGo 在

与人类对弈时，它对知识开始搜索并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副院长蒲戈光 ：

人工智能将是一场革命

人类下一步棋，我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对

知识的一个理解过程。最终，AlphaGo 在

下一步棋时，就表示出一个决策，这一步

决策是能够在未来占有优势地位。

所以这场革命的本质，是对知识的处

理方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还有两部

分：一个是知识的创造，另一个是知识的

破坏。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可能很难取

得突破。比如：AlphaGo，你只能给它一

个正确的棋谱。如果你给它错误的棋谱，

可能它就学习错误的知识，就会干扰它的

决定。我们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能够有创造

知识的这种能力，而这就是人类比机器高

明的地方。为什么知识破坏也是一个很重

要的过程？知识破坏，我们从哲学上讲就

是所谓的“证伪主义”。人类历史发展过

程中，很多知识被认为是错误的。比如：

人们曾经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人们发现

海平面上一个视力很好的人看到远处的船

开过来首先是帆船的杆先看见，他就开始

质疑地球是否为平的，这是一个破坏性的

过程，这在经济学叫做破坏性的创造。首

先要把这个知识破坏掉，然后再提出一个

新的知识。

我们要培养创造知识和破坏知识的

能力，再来看未来知识工作者是怎么进化

的？首先，行业进化，知识的执行者将由

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类，其次，社会关系的

进化。智能机器将成为社会关系的界面。

我认为未来研究型人才是行业进化的

核心，并在社会关系进化中处于优势地位。

律师还是要研究，怎么去制定法律法规，

但是最终打官司，就让机器人去判定。程

序员也是一样，程序员最终是编程机器人

的程序员，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编一些应用

软件，应用软件都应该由机器人完成。

那么人工智能的大学教育该怎么做？

第一，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培

养研究型人才、设计型人才，同时我相信

人文科学将强势回归。美学、艺术、人文、

社会、哲学都会回归。

第二，信息科学非常重要，它是否会

跟表达科学、沟通科学和逻辑科学的地位

等同呢？

第三，教育与就业。教育如果为行业

培养人才，会发现教育完成学生就失业了。

因此，教育将回归本源。教育的本质是培

养思考者，批判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与创

造能力。我们要不断地质疑原先的知识可

能是错误的。

第四，从商业的角度，传统的吃、穿、

住、行与人类生活相关的行业会持续进化。

比如：旅游业、公共交通业、制造业、餐

饮业。像服务业基本是以机器为主导的行

业，所以我认为“大力发展服务业”，可

能需要重新思考。

大学教育将成为社会关系重塑的关

键。未来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怎么

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终生学习，我们

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个学习中心去学习；还

有一种可能方法是成为“诗人”，就是远

离智能机器，过一种平凡生活。 （责编：

杨燕婷）

人工智能 +教育

（本文根据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副院长蒲戈光在 "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高峰论坛上

的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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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教育有什么冲击？ 首先，

对教师、教学方法的冲击。未来当人们有

任何重复性的需要，有大量数据积淀的事

情，都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当重复性的

教育被 AI 取代，教师怎么办？当 AI 可以

随时随地用更精准、更有效的方法来教学

时，老师还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老师”

或者“教授”要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会

被取代？我们怎么来抵抗人工智能取代我

们的工作？

其次，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冲击。如

今信息的来源是多元化的，时间是碎片化

的，学生为什么要坐在课堂听两小时或者

一小时得到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其他方式

获得的知识？所以，人工智能会给学生的

学习带来新的可能。

再次，对学校、教育体制的冲击。很

多学校的专业设置是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的，这些职业一旦不存在了，我们的学校

怎么存在？我们曾在清华大学做过一次较

大的全校范围内的讨论，最后得出了一个

共识，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学校的价值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也不是

单纯的“能力的培养”，它还包括了“价

值观的塑造”。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健全

人格、创新思维、有全球视野、有社会责任

感的新一代人才。关于这样的一个目的，AI

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服务、一个帮助，而不是

形成一个对垒，因此我们的定位必须要精准。

去 年， 我 们 在 清 华 大 学 开 了 一 门

课——《脑科学与人工智能》，首先，我

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自己也能够学习；在

互联网时代，我们想实现一种所谓的“翻

转课堂”。上课主要是了解最前沿的研究，

以及学生与讲课者的互动；同时，我们想

通过学习斯坦福大学，把企业家请到校园

的课堂来。AI 领域与其他领域不太一样，

很多科学家是在企业中，我们请了很多企业

界从事 AI 的领军人物来给学生上课，这是

新的尝试，我们的目的是想培养下一代人才

将来能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因为他

能够直接与企业界的最前沿的研究接轨。

人工智能究竟怎么样应用于教育？人

工智能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李

开复曾说过，一是因为深度学习，二是因

为有高质量的大数据的存在。另外，还因

为有高性能计算能力的存在。高质量的大

数据如何应用教育？是从学校（大学、中

学、小学）入口，还是从技术（比如语音

识别、图像识别）入口，我个人比较看好

的是社交网络（像微信）。另外，教育也

需要有一种模式的创新。    　

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教育行业

该如何面对？ 清华大学曾做过全校讨论，

也邀请了麦肯锡公司进行分析，最后总结

出以下四个方案：

一是全球化。人才的流通、资本的流

通，各方面的流通非常紧密、迅速。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有高

表达能力、有社交能力、全球视野、国际

竞争力的人才。

二是人类社会深刻转型。一方面随着

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环境污染、资源约

束、贫富差别等等现象出现。新的领域层

出不穷，人才需求也在改变。特别是今天

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人才的需求、人才的

成长方式都会有改变。

三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对于未

来的领军人才有特殊的需要，需要有新的

价值观和新的能力，新的知识结构，特别

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崛起的时代，我们要

如何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四是快速发展，科技革命。我们需

要有创造性、有想象力的科技领军人才，

而且需要有企业家的精神。这是在人工智

能、脑科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就是

人脑跟机器脑的差别。我们教育如何来应

对呢？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如何在人工智能

的时代生活。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留下数据，所有的衣食住行现在都受

到了影响。而从一个大学，从一个教授、

学者的角度看，一个时代真正的崛起，一

定是伴随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我们首先

想到的就是人机之间有没有伦理？我们现

在面临着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

业革命一定是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

及思想，这将会冲击人类的价值观和人生

哲学。 （责编：杨燕婷）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鲁白：

教育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 +教育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鲁白在 " 人工智能与

未来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报告整理）



38 中国教育网络 2017.8

当下的学校制度是大工业时代的产

物。从它诞生开始，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开始，

对于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因此，

教育到底应该如何发展？现代教育能不能

真正地去适应一个高度信息化、智能化、

个性化的时代？我认为，传统的学校正在

走向消亡，将会被“未来学习中心”替代。

第一，从学习中心的内在本质来看，

个性化是基本方向。过去整个教育是以教

师为中心的，以教为中心的。所以是教师

控制着整个教育的流程，控制着整个学习

的过程。但是未来绝对不是如此，教师不

可能再控制学习过程。那么谁来控制？学

生自我控制。所以由“教”走向“学”，

将是未来教育的基本特点。“学习中心”毫

无疑问会打破过去传统的统一的教材等，去

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化将会成为未来的学

习方向。

第二，从学习的外在形式来说。学

习中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孤岛。现在每一

所学校都是一个封闭或者说相对封闭的状

态，但是未来的学习中心将会是一个环岛，

彼此之间是互通的，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

同体会出现。

第三，未来的学习中心时间是弹性化

的，学习中心将会全天候开放，没有暑假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未来学习中心的构想

和寒假，也没有双休日，学生根据自己的

需要安排学习时间。这样学校的设施和校

舍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现在很多人

都在建学校，然而，目前学校的数量已经

足够多了，学校的利用率大概不到 1/2，

有的甚至只有 1/3。

未来的学习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除了

完成国家的基本课程以外，完全可以设计

和定制自己的课程。这样一来，整个的学

习中心将会全天候开放，教育资源也会得

到更大的利用。

第四，未来的学习中心，就学习的内容

来说，会进一步定制化。教育是一个意识形

态的领域，义务教育的出现就是和大工业时

代国家对于整个劳动者素质的基本要求有关

的。到底怎么把最有用的东西给学生？这是

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要根据学生的天赋、

潜能、个性、兴趣来设计个性化的课程。从

补短教育，走向扬长教育。

第五，未来学习中心里，混合学习与

合作学习将成为主要模式。现在我们已经

进入到借助于智能设备而生存与发展的时

代，未来人机结合的学习方式会发挥更大

作用，认知外包的现象会让个人更加注重

方法论的学习。未来我们会重新界定学习

内容，因此混合式的学习，合作式的学习

将会成为学习的重要方式，人和机器一起

来学习，会帮助人变得更强大。机器不可

能取代人的思考，但是机器可以帮助人们

更好地思考。

第六，未来学习中心的教师将更加开

放多元。未来的学习中心不再依靠传统教

师。学习中心会拥有一部分自己的自聘教

师，他们拥有这个学习中心的优势课程。

但是大部分的课程可以购买，课程外包，

可以跨学习中心来调用教育资源。不管怎

么样，教师这个职业是不会消失的，只不

过他的角色可能是从过去的处于中心地位，

转变成一个陪伴者、指导者和学习伙伴。

第七，未来学习中心将采取政府学习

券与个人付费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说，未

来学习中心可以由政府举办也可以由民间举

办。政府为基本的学习内容买单，但是要学

习个性化的内容，就需要自己付费。

第八，未来学习中心的考试将会走向

描述、诊断、咨询。大数据、人工智能一

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会跟踪记录学生的

所有学习过程，会发现你学习的历程和学

习的难点、重点在什么地方，帮助你及时

调节学习过程，帮助你取得更好的学习效

果。所以未来的学校，课程证书的意义和

价值会远远大于文凭的意义和价值。

第九，未来学习中心将打破学校教育

与社会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壁垒，

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提供服务。混龄学习将

成为重要的特点。这样所有的训练机构都

可能转成以它自己为特色的学习中心，不

同的人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课程。

第 十， 未 来 学 习 中 心 的 理 想 和 宗

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每

个人真正实现能够快乐、自主地学习，让

每一个人能够真正地享受学习生活、享受

教育生活。让每个人能够发现自己的潜能

与天赋，让每个人在和伟大事物遭遇的过

程中发现自我、成就自我，成为最好的自

己。 （责编：杨洁）

人工智能 +教育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本文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在 " 人工智能

与未来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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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新宇 

TLS 1.3 是 IETF 正在制定的 TLS 新标准。TLS 自标准化至

今已有近 20 年的时间，自 1999 年 TLS 1.0 标准颁布，到后来的

TLS 1.1（2006 年）和目前得到广泛使用的 TLS 1.2（2008 年），

TLS 是保障网络传输安全最重要的安全标准之一。然而，广泛的

应用也使得 TLS 成为了攻击的“众矢之的”，这些攻击或利用

TLS 设计本身存在的不足（如幸运十三攻击 [1]、三次握手攻击 [2]、

跨协议攻击 [3] 等），或利用 TLS 所用密码原语本身的缺陷（如

RC4 加密 [4]、RSA-PKCS#1 v1.5 加密 [5] 等），或利用 TLS 实现

库中的漏洞（如心脏出血攻击 [6] 等）。

面对这一系列的攻击，一直以来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打

补 丁”， 即 针 对 新 的 攻 击 做 新 的 修 补。 然 而， 由 于 TLS 的

应用规模过于庞大，不断地打补丁在如此大规模的实际应用

中并不容易全面实施。除此之外，交互双方必须运行复杂的

TLS 握手协议才能开始传输信息，很多情况下我们希望在握

手轮数和握手延迟方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出于以上以及其

他种种因素的考虑，IETF 从 2014 年开始着手制定一个“clean”

的 TLS1.3。

TLS 1.3 的制定过程

TLS 1.3 的制定过程是“透明”的，即 IETF 发布的草案中会

留下若干问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就这些问题或者自己有

疑问的其他问题通过邮件系统进行在线讨论 [7]，而讨论结果也会

在更新后的草案版本中有所体现。目前最新发布的草案版本是

TLS 1.3 draft 19 [8]（2017 年 3 月）。

除此之外，近两年也出现了一系列对 TLS 1.3 草案的分析工

作 [9-13]，在标准正式颁布之前，这对于我们对 TLS 的全面理解

以及 TLS 安全防护的设计是大有帮助的。

为什么是 TLS 1.3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细节，TLS 新标准的名字并不是 TLS 2.0

或者其他名字，而是 TLS 1.3，即延续了 TLS 1.0、1.1 和 1.2 的

名称。这说明 1.3 是之前版本的升级，TLS 协议的大致框架并

未发生本质改变。图 1、2 为 TLS 1.2 和 TLS 1.3 握手协议的对

比（细节请参照标准文档）。然而，TLS 1.3 是 TLS 标准更新

过程中变动最大的一次，除了对运行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如密码

套件的选择、密钥的计算方式、握手消息的发送方式等做了更

改之外，TLS 1.3 还增加了新的握手模式，以满足不同应用场

景的需求。

TLS 1.3 概述及多重握手安全性研究

学术专栏

李新宇

本科、硕士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为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究所在读博士生，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密

码协议的设计与安全性分析。

图 1  TLS 1.2 握手框架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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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S 1.3 做出了哪些重大改动

与之前版本类似，TLS 1.3 协议可分为握手协议和记录协

议，前者负责密码组件的协商以及安全信道的建立，后者则是

在已建立的安全信道中传输秘密信息。TLS 1.3 设计的第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避免之前版本存在的缺陷，为此，一部分相关的

改动如下：

（1）禁止使用 RSA 密钥传输算法。

（2）禁止一些安全性较弱的密码原语如 MD5 的使用。

（3）不再支持重协商握手模式。

（4）握手消息采取了加密操作，如图 2 中标有 {} 的部分。

（5）实现了握手协议和记录协议的密钥分离。

（6）实现了会话密钥与整个握手消息的绑定。

（7）记录层只能使用 AEAD（Authenticated Encryption with 

Additional Data）认证加密模式。

相应的改动还有很多，新发布的草案中也会明确说明相比

之前版本所做的改动。这些改动不仅可以避免之前版本存在的

问题，如上述（6）使得 TLS 可以避免三次握手攻击。同时，也

使得 TLS 的可证明安全分析工作更加方便，如上述（5）使得

TLS 1.3 可以实现密钥不可区分性质的证明，而在 TLS1.2 中，由

于握手协议和记录协议的重叠，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证明。

从目前发布的最新草案来看，TLS 1.3 主要支持四种握手模

式：（1）基于（EC）DHE 密钥交换的握手模式；（2）基于

PSK 的会话重启，由预共享密钥 PSK 进行快速简短的握手；（3）

会话重启与（EC）DHE 结合的握手，可以提供前向安全性；（4）

基于 PSK 的 0-RTT（round-trip time）握手，客户端利用 PSK 导

出密钥，在第一轮就发送秘密数据，降低了握手的延迟。在此

之后还可以继续进行（EC）DHE 的密钥交换完成完整的握手（该

步为可选）。注意到，0-RTT 握手第一轮中加密数据所使用的

密钥并没有服务器的贡献，因此可能存在重放攻击。另外，握

手模式（4）与（2）或者（3）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在第一轮就传

输秘密数据。

另外，TLS 1.3 还定义了一种特殊的认证方式：后握手认证

（post-handshake authentication）。在 TLS 握手过程中，客户端

的认证是可选的，所谓后握手认证指的是指握手结束后，允许

服务器在任何时刻向客户端发起身份认证的申请，作为回复，

客户端会发送证书以及对本次连接握手内容的签名，除此之外，

还会发送密钥确认消息以提供对整个握手消息和会话密钥的确

认。该条认证消息是在记录层的安全信道中传输的。

TLS 1.3 draft 19 发布之后，起草者 Eric Rescorla 在讨论列

表中列出了仍待解决的问题供大家讨论 [14]，由此可见 TLS 新

标准的制定工作仍然在进行中，而对于 TLS 1.3 的研究也会成

为未来的热点方向。与此同时，TLS 1.2 仍然是目前甚至未来

相当一段时间内被普遍使用或者兼容的 TLS 版本，这可能导致

TLS 1.2 对 TLS 1.3 的安全性带来影响，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

方向。

多重握手安全性研究

TLS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作为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

协议的后继者，是目前网络通信中应用最广泛的密码协议，也

是把密码学应用到实际中最重要、最典型的实例之一。TLS 1.2

是目前最常用的 TLS 版本，主要用于保护通过 HTTPs 传输的信

息，为各种应用提供安全的通信信道，比如电子货币交易、邮

件传输、VPN 以及手机安卓应用等等。

鉴于 TLS 1.2 及之前版本存在一系列的攻击，比如重协商攻

击、幸运 13 攻击、三次握手攻击、BEAST 攻击、Heartbleed 等，

IETF 目前正在制定 TLS 新版本即 TLS 1.3，目前最新发布的草案

是 draft-18。

TLS 1.2 和已发布的 TLS 1.3 草案均支持多种握手模式，TLS 

1.2 支持完整握手、会话重启握手、重协商握手等三种握手模式，

TLS 1.3 draft 10( 本文是针对 TLS 1.3 draft 10 所做的工作 ) 支持完

整握手、 0-RTT、基于 PSK 的会话重启、会话重启与 DHE 的结

合等四种模式。除此之外，不同模式的握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而是存在一定的关联并且可以组合运行，如运行 TLS 1.2 完整握

手之后，可以利用完整握手产生的中间密钥（成为主密钥）进

行接下来的会话重启握手。然而，不同模式的握手协议的组合

运行可能会导致实际的攻击，如 2014 年 Bhargavan 等利用 TLS 1.2

图 2  TLS 1.3 握手框架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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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LS1.3 多重握手协议实例

三种不同模式的握手协议的顺序运行提出了针对 TLS 1.2 的三次

握手攻击，可以造成在第三次握手完成之后敌手对客户端的冒

充攻击。目前，虽然 TLS 每一种独立的握手模式的安全性得到

了很好的研究，但是组合情况下的安全性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

问题。

我们首先利用多层、多阶段的“树”状结构给出多重握手（密

钥交换）协议的正式定义，每个节点对应一个会话 ( 即一次握手

协议 )，每个会话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均会产生相应的会话

密钥。除此之外，一个会话可能会使用位于上层的相关会话中

建立或者传输的密钥材料，而同一层的会话是独立、并行运行的。

图 3 给出了 TLS 1.3 多重握手协议的一个实例，其中粗线表示的

是“完整握手 + 0-RTT + 基于 PSK 的会话重启”多重握手组合

运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层的 0-RTT 握手使用的 Server 

onfiguration 信息来源于上层的完整握手，而基于 PSK 的会话重

启握手使用的 PSK 来源于上层的 0-RTT 会话产生的 RMS。

然后，为了对多重握手协议进行安全性分析，我们提出了

多重握手安全模型——多层多阶段的安全模型。作为 BR 模型的

扩展，多重握手安全模型主要具有以下性质：该模型中，协议

的每次执行包含多个会话（握手），每次会话的模式也可能是

不同的，而且相邻会话之间可能存在安全关联；该模型考虑了

介于静态密钥和临时密钥之间的半静态 (semi-static) 密钥，出发

点是 TLS 1.3 的 0-RTT 握手模式；模型考虑了同一个会话中不

同阶段会话密钥的相关性以及位于不同层的会话之间的密钥相

关性；模型还刻画了多种认证模式即无认证、单向认证以及双

向认证的并行运行。模型中定义的安全目标为会话匹配与密钥

安全性，前者提供了直观上的安全保障，比如匹配会话拥有相同

的会话密钥，诚实会话的会话记录的不可碰撞性等性质；后者则

保证了会话密钥的不可区分性。

最后，利用多重握手模型，我们对 TLS 多重握手协议进行

了安全性分析。首先给出了 TLS 1.3 多重握手协议的安全性证明，

该结果确认了 TLS 1.3 安全设计的可靠性；之后，我们说明，与

对 TLS 1.3 的分析类似，多重握手模型也适用于 TLS 1.2 多重握

手协议的安全性分析，分析表明，该模型可以识别针对 TLS 1.2

的三次握手攻击，进一步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目前，TLS 1.3 仍在制定过程中，相比于 draft 10 版本，目

前的 TLS 1.3 对上述几种握手模式如 0-RTT 的运行做出了一些更

改，也加入了新的功能如 post-handshake 认证功能。这些更改对

于 TLS 安全性的影响也是我们未来重点关注的对象。 （责编：

杨洁）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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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TOP500 官网介绍，近日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利用

两台 GPU 加速的超级计算机和新开发的软件，完成了宇宙模

拟。利用名为“PKDGRAV3”的代码软件，研究人员在位于

瑞士国家超级计算中心（CSCS）的 16petaflops 超级计算机 Piz 

Daint 上运行了两万亿粒子宇宙模拟，并位于美国橡树岭国家

实验室（ORNL）的 27teraflops 超级计算机 Titan 上运行了 8 万

亿粒子模拟。

研究人员指出，宇宙中约 95% 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的，其余约 5% 为人眼可见。研究银河系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最

低要求是两万亿粒子。未来宇宙实验或将揭开暗物质之谜，

革新现代物理学。在 Piz Daint 超算机上，研究人员使用 4000

多个计算节点，耗时约 80 小时绘制出整个宇宙。在 Titan 超

算机上，研究人员使用 1.8 万个计算节点，耗时约 67 小时，

完成 8 万亿粒子模拟，突破了已有的粒子模拟规模。

基于这两次模拟而建立的银河星系目录将被用于之后的

欧几里德（Euclid）卫星实验，即在 2020 至 2026 年间绘制暗

2017 年 6 月 26 日，世界经济论坛发

布了 2017 年全球十大新兴技术。这份榜

单由《科学美国人》、《科学美国人》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2017 全球十大新兴技术

瑞士研究人员利用 GPU 加速的超级计算机模拟宇宙

全球顾问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专

家网络以及世界未来委员会共同选出，

涵盖了在医疗、计算机、环保等领域的

最新技术，它们在提高生活质量、促进

产业转型、保护地球环境等方面具有无

限潜能。

2017 年全球十大新兴技术分别为：

液体活检、从空气中收集净水、深度学

习与机器视觉、从阳光中收集液态燃料、

人类细胞图谱计划、精准农业、廉价的

氢能汽车催化剂、基因疫苗、可持续型

社区、量子计算机，其中 3 项技术涉及

信息科技：

（1）深度学习与机器视觉

在深度学习的帮助下（尤其是随着

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展），计算机的图像

识别能力开始超越人类。目前，机器视

觉技术在自动驾驶、医学诊断、保险索

赔的破损评估、水位监测、农业生产等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2）精准农业

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农民提供了一系

列新的工具，这些工具能够在减少水和

农药使用量的同时，提高作物的产量与

质量。传感器、机器人、GPS、地图工具

以及数据分析软件全部按照植物养护的

需求量身定制。

（3）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拥有无限的潜能，与之

相对应的是极高的建造难度和高昂的花

费。小型量子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仍未超

越超级计算机。不过在 2016 年，IBM 将

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其成为首家向公众提供量子计算机云服

务的公司。目前，全球超过 50 家企业正

在努力让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

物质宇宙。研究人员希望，利用 Euclid 收集而来的数据能为暗

能量本质研究提供新信息，揭示广义相对论理论的新方向，或探

索全新的粒子。该项目还将追溯宇宙 100 多亿年间的演变过程。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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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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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科学美国人》杂志日前报道，

为了抵御黑客们的攻击，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CERN）的科学家们将利用人工智能

来对付网络黑客，保护与大型强子对撞

机（LHC）相连的“全球 LHC 计算网格

（WLCG）”。

目前的网络探测系统一般通过扫描输

入数据中与已知病毒和其他类型的恶意代

码有关的信息来发现攻击，但这些系统对

新病毒或恶意代码以及不熟悉的威胁几乎

无用。而且，现在的恶意软件“变形”速

度极快。另外，保护一个计算网格面临的

最大挑战之一是：确保安全不能妨碍处理

能力和数据存储的共享，因为全球各地不

成立于 2015 年的英国阿兰·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致力于使英国成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领域的全球

领跑者，确保英国立足于数据科学的前沿。2017 年 3 月至 5 月间，针对大数据研究与应用的不同方向和领域，该研

究所成立了多个研究兴趣小组，各小组的研究方向及主要内容如表 1 所示。

英国阿兰·图灵研究所针对大数据研究设立多个兴趣小组

CERN 科学家用人工智能新手段防御黑客攻击

同实验室的科学家可能正在进行同样的研

究，会使用同样的计算机，因而对网格的

要求很高。CERN 也担心，与网格相连的

计算机上可能有病毒或其他恶意软件，这

些“不法分子”或许会借机进入整个网格

并快速扩散。例如，某个病毒可能使黑客

接管部分网格，并使用这些计算机来生成

数字货币（比特币）或对其他计算机发动

攻击。

CERN 的网络安全部门正在训练其人

工智能软件，让其了解网络上正常行为与

可疑行为之间的差别，并在潜在威胁出现

时，能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或计算

机信息提醒工作人员。这一系统甚至能

自动关闭可疑活动。CERN 希望，这一新

方法能保护自己庞大的计算机网格。针

对 CERN 的人工智能安全系统进行的升

级仍处于早期阶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

慢铺开。第一个测试将保护“大型离子对

撞实验（ALICE）”涉及到的网格部分。

ALICE 是 LHC 的关键组成部分，主要目

标是研究铅核的对撞。如果在 ALICE 上

的测试取得成功，那么，CERN 基于机器

学习的网络安全措施随后可能被用于防御

其他 6 个探测实验使用的网格部分。 （责

编：杨洁）

表 1  阿兰·图灵研究所研究兴趣小组一览

高维统计学
研讨与高维统计学方法相关的最新发表的重要论文，识别目前关键的应用驱动型问题中哪些问题无法使用这些方
法。

数据与不平等
研究如何最好地利用新的数据流加深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理解；同时研究数字化数据如何从实际上
加剧或缓解现有的不平等现象或创造新的不平等。

面向精神健康的数据科学 启动一个或多个项目，主要是将多模态数据用于精神健康，最终产生出合适的临床干预手段。

自然语言处理
关注核心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如文本分类、信息提取、总结、答疑、情感分析、深度学习等），以及自然语言
处理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中的应用。

社交数据科学
解决与大量新的异构数据相关的挑战，包括：开发与不同社会和时间尺度人类行为相关的基础理论；确认方法挑
战和解决方案，以使社交数据科学能在关键应用领域提供强大且可信的结果。

用于数据分析的取样算法
涉及统计物理学、计算统计学和机器学习领域的交叉，致力于促进与这三个领域数据科学问题相关的理念、专业
知识和观点的交流。

比特币、区块链与分布式账本技术 研究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新发展、新应用，支持对上述技术可扩展性、数学特性及实现问题的研究。

数据低维结构：模型、分析与算法 研究数据低维结构的利用和改进，有助于有效的数据收集、处理和通信算法的设计。

数据拓扑学与几何学
拓扑学与几何学为非线性数据分析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工具，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可以提供描述任何给定
数据集特点的容噪摘要。

数据伦理 理解数据的伦理与社会影响，就数据科学领域的最佳伦理实践提供建议与指导意见。

公平、透明与隐私
开发强大的隐私保护数据分析技术，确保敏感信息不被泄露；开发可数学证明的方法，确保受保护的个人信息见
容于自动化系统；对机器学习系统所采用的复杂进程和所作的决策提供清晰说明。

概率数值方法
致力于开发概率数值方法，为分析结果的数值误差提供更丰富的概率定量分析，为工程师提供工具以降低不可靠
数值计算带来的数值风险。

在线学习
汇集多领域专家致力于在线学习研究，即开发一个数据能以连续方式提供的机器学习框架，涉及统计、随机优化
和博弈论等问题。

面向体育、运动和福祉的数据科学 提供一个可供英国各领域数据科学家合作的平台，这些领域涵盖体育、健身、人类活动和福祉。

研究兴趣 & 关注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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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6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51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

国，32B；其次是喀麦隆，4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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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B；其次是埃及，44B。

6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09 个，其中欧洲

163 个，拉美 116 个，亚太 97 个，北美 25 个，非洲 8 个，分别

来自 72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88 个；其次是德

国，32 个。6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6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383*/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德国，214*/32；其次是荷兰，

121*/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英国，

IPv6 用户数占比排名比利时居首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7 年 6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207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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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0.16 0.79 7.23 2018-06-23

APNIC 51.9 0.25 0.37 52.52 2011-04-19

ARIN 100.15 0.37 0 100.52 2015-09-24

RIPENCC 48.29 0.05 0.7 49.03 2012-09-14

LACNIC 11.1 0.06 0.21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71 36.21 2.08 256 /

9521*/32；其次是德国，1468*/32。

6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15 个，IPv6 地址申请

192 个，EDU.CN 域名注册 13 个。IPv6 用户数占比排名前十的

国家 , 见表 2。 （责编：高锦）

NIC2017 年 6月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5.44 5604374 10109309

2 德国 42.18 29934398 70971603

3 美国 34.79 100300136 288324176

4 瑞士 34.77 2556717 7353067

5 印度 34.73 161695280 465606607

6 希腊 33.58 2371913 7063611

7 卢森堡 32.43 179611 553892

8 葡萄牙 26.78 1851769 6915955

9 英国 24.70 14958590 60555720

10 日本 21.95 25221844 114900869

……

64 南非 0.40 114726 28757825

65 中国 0.31 2264327 723761639

表 2  IPv6 用户数占比排名前十的国家

图 3  2017 年 6 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201207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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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2017 年 6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4 地址分配

IPv4 1607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Total 

US 3 77 71 35 2 8 5 33 23 48 5 32 343 

ZA 2 9 2 1 1 0 1 1 2 8 1 2 30 

BR 2 2 6 2 1 2 3 1 1 2 2 1 24 

CA 0 0 3 0 2 0 0 1 1 0 0 1 9 

GH 0 0 0 0 0 0 0 0 16 0 0 1 17 

IN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9 

SC 0 0 32 0 0 0 0 0 0 0 0 0 33 

UG 0 1 8 0 0 0 0 0 0 0 0 0 9 

MA 0 0 0 0 0 0 0 0 0 12 0 0 12 

EG 0 0 0 0 0 16 0 4 16 0 8 0 44 

图 2  2017 年 6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IPv6 1607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Total 

DE 89 124 256 141 98 82 81 127 41 116 99 214 1468 

NL 129 128 76 98 75 68 114 136 108 59 169 121 1281 

BR 57 78 51 68 55 62 88 29 81 105 103 88 865 

GB 8283 107 160 116 177 133 92 58 91 114 106 84 9521 

RU 48 75 90 135 112 82 99 102 97 74 92 75 1081 

ES 80 81 41 56 58 40 59 83 141 368 73 57 1137 

US 17 35 45 26 48 291 30 291 283 27 324 35 1452 

IT 40 64 74 56 40 32 49 20 50 57 64 33 579 

FR 56 81 73 65 91 57 35 72 65 104 56 33 788 

IN 4 5 10 4 7 6 5 1 1031 4 1 8 1086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2017.8 中国教育网络 45

文 / 郑先伟

7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

随着高招工作的开展，大众对高校网

站的关注度增加，与网站安全有关的投诉

事件有所增多。 

六月底一个新型的勒索病毒 Petya 在

国外开始传播 , 病毒通过电子邮件附件

传播进内网后，利用多种漏洞 , 例如，

EternalBlue（永恒之蓝）和 EternalRomance

（永恒浪漫）漏洞在内网传播，用户一旦

感染，病毒会修改系统的 MBR 引导扇区，

当电脑重启时，病毒代码会在 Windows 操

作系统之前接管电脑，执行加密等恶意操

作。与之前的敲诈病毒加密文件不同，该

病毒是直接加密硬盘的分区。不过由于该

病毒传播有定向性 , 并且国内之前已经对

类似的病毒做了应急处置使得蠕虫的网络

传播途径被限制，因此该蠕虫病毒并未在

国内大规模传播，通过各种渠道的反馈，

教育网内还未收到有用户感染的报告。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7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中修复

了其多款产品中存在的 206 个安全漏洞，

包 括 Windows10 v1703 系 统（22 个 ）、

Windows10 v1607 and Windows Server 2016

（24 个）、Windows10 v1511（22 个）、

Windows10 RTM（22 个 ）、Windows 8.1 

and Windows Server 2012 R2（23 个 ）、

Windows Server 2012（23 个）、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 R2（20 个）、

WindowsServer 2008（20 个）、IE 浏览器

(7 个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18 个）、

Office 办公软件（5 个）。用户需要使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 Update 功能进行相关

补丁的更新。

2.Oracle 公司在 7 月中旬发布了今年

3 季度的例行安全公告，本次公告共修补

了其多款产品中的 310 个安全漏洞，这些

漏洞中能够被远程利用的有 267 个，属于

高危漏洞等级的有 132 个。这些漏洞涉

及的产品包括：Oracle 数据库（4 个）、

Oracle REST 数据服务（1 个）、中间件产

品 Fusion  Middleware（44 个）；企业管理

器网格控制产品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Grid Control（8 个）、电子商务套装软件

Oracle E-Business Suite（22 个）、供应链

套装软件 Oracle Supply Chain Products Suite

（10 个）、OracleSiebel 托管型 CRM 软件（1

个）；PeopleSoft 产品（30 个）、Primavera

产品（9 个）；Hospitality Applications（48

个）、Financial Services Software（20 个）、

Virtualization（14 个）、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11 个）、

Retail Applications（10

个 ）、Hyperion（1

个 ）、Commerce（1

个 ）、iLearning（1

个 ）、Oracle Policy 

Automation（1 个）、

Support Tools（1 个）、

Java SE（32 个 ）、

Oracle Sun 系统产品（11 个）和 MySQL 数

据库（30 个）。使用了 Oracle 公司产品的

用户应该尽快根据自己系统的情况进行补

丁或版本更新。

3.Apache Struts 工作组在 7 月上旬发

布了一个安全公告（S2-048），公告涉及

Apache Struts2 2.3.X 系列版本中存在一个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7-9791），

该漏洞存在 Struts2 和 Struts1 一个 Showcase

插件 Action Message 类中，攻击者可通过

构建不可信的输入实现远程命令攻击。目

前该漏洞的攻击代码已经在网络上公布，

网络流量中也已经检测到大量针对该漏洞

的攻击流量。建议网站使用了 Struts2 2.3.x

版本的系统管理员尽快更新自己的 Struts2

程序到最新版本（2.5.10.1，下载链接：

https://github.com/apache/struts/releases/tag/

STRUTS_2_5_10_1），并仔细检查相关服

务器看看是否已经有被入侵的痕迹。 （责

编：高锦）

 多以邮件附件、程序下载定向传播

CCERT月报

近期木马病毒传播呈增多趋势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近期各类木马病毒程序传播有增多的

趋势，这些木马病毒多数是通过电子邮件

附件或是网络程序下载进行定向传播的。

因此建议用户做到以下几点：

1. 安装有效的防病毒软件，并保持病毒库

升级到最新；

2. 使用正版操作系统，并及时更新补丁

程序；

3. 下载程序建议到官方网站或是认证过的

可信源下载正版，破解版的程序里通常都

可能被放置了木马后门程序；

4. 定期备份系统中的重要文件；

5. 使用安全厂商提供的专杀工具定期检查

扫描。

安全提示

2017 年 6~7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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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清华节点约占总出流量 18% 居首位

文 / 郑志延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

可用率 99.49%。

6 月 CNGI-CERNET2 主 干 网 流 量

较 5 月相比相差不大，6 月入流量均值为

28.11Gbps，相比 5 月增加了 0.86%，与去年

同期相比减少了 1.37％；6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30.97Gbps，相比 5 月减少了

0.53%，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0.16%。

6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与

5 月相比略有降低。6 月入流量峰值为

13.41Gbps；出流量峰值 11.79Gbps。

从 6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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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平均值为 5.95Gbps; 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76Gbps，

占 16.94%；第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4.68%。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 6月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6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6 月 CERNET 主干

网流量相比于 5 月无太大变化，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图来看，

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增加了 1.95 G，出流量增加了 4.12 G；从国内互联

流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减少 2.03G，出流量增加了 3.69G；

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图来看，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增加了 0.37G，

出流量减少了 1.94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

区中心中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次之，华东南位列第三；出方向

流量清华第一，华中第二，东北第三。

图 1~2 表示了 2017 年 6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高锦）

入流量：274.31G 出流量：333.06G

图 1  2017 年 6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06.78G 出流量：89.75G

图 2  2017 年 6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7 年 6月

6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达 274G

从 6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量

为最高，其流量为 5.46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7.64%；其次是

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5.25%。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

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8.92%。 （责编：高锦）

图 3  2017 年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7 年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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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IPv4 地址分配

2017 上半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97B。2017 上半年获

得 IPv4 地址数量列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美国 145B，埃

及 28B，加纳 16B。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总数为 3652446776, 

折合 217A+179B+234C，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见表 2。 

IPv6 地址分配

2017 上半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9727*/32，2017 上半

年获得 IPv6 地址分配数量列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印度 

1050*/32, 美国 991*/32， 西班牙 781*/32。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总计

34424 个，分配地址总数为 215959*/32, 地址数总计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上的国家 / 地区，见表 5。

IPv4 地址转让

2017 上半年，亚太地区有 211 条 IPv4 地址转让记录，其中

2017 年上半年 IPv6 地址分配印度居首

跨地区的转让交易有 30 条记录，181 条是在亚太地区内部转让，

其中国家 / 地区内部转让的有 144 条，比如中国 53 条，印度 42 条，

澳大利亚 15 条，巴基斯坦 9 条等，其中有 8 个从境外转让到中

国境内的地址块。

CERNIC 地址分配注册

2017 年上半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47 个，IPv6

地址申请 304 个，EDU.CN 域名新注册 53 个。 （责编：高锦）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总数 ( 个 ) 折合 (A+B+C)
1 美国（US） 1609994240 95A+246B+144C
2 中国（CN） 338452736 20A+44B+97C
3 日本（JP） 203408128 12A+31B+195C
4 英国（GB） 122083352 7A+70B+216C
5 德国（DE） 119893376 7A+37B+109C
6 韩国（KR） 112431360 6A+179B+145C
7 巴西（BR） 83700992 4A+253B+45C
8 法国（FR） 80868656 4A+209B+245C
9 加拿大（CA） 72396800 4A+80B+176C

10 意大利（IT） 54052672 3A+56B+199C

表 2  IPv4 地址分配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

年份 2015 2016 2017 上半年

983 578 297

1 US 568 US 256 US 145
2 EG 113 MA 48 EG 28
3 SC 32 SC 33 GH 16
4 ZA 31 CN 20 ZA 15
5 TN 28 BR 19 MA 12
6 BR 22 ZA 18 BR 9
7 CN 20 IN 16 KE 8
8 IN 19 EG 16 CM 4
9 CA 17 KE 16 TN 4

10 GH 9 DZ 16 CA 3
… … … …

表 1  近年来的 IPv4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16)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数 申请数（个）
1 美国 (US) 42411 4513
2 中国 (CN) 20779 805
3 德国 (DE) 15171 1504
4 法国 (FR) 10963 794
5 日本 (JP) 9373 501
6 澳大利亚 (AU) 8813 896
7 意大利 (IT) 6795 575
8 欧盟 (EU) 6327 65
9 英国 (GB) 6072 1393

10 韩国 (KR) 5235 145
11 阿根廷 (AR) 4746 430
12 南非 (ZA) 4622 156
13 荷兰 (NL) 4246 1009
14 埃及 (EG) 41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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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年份 2015 2016 2017 上半年

20230 25293 9727

1 ZA  4441 GB  9587  IN 1050
2 CN  1797 DE  1511 US  991
3 GB  1277 NL  1305 ES  781
4 DE  1269 US  1135 NL  707
5 NL  1010 RU  1005 DE  685
6 RU   864 FR   926 GB  545
7 BR   755 BR   732 RU  539
8 ES   716 ES   702 BR  494
9 IT   707 IT   687 FR  365

10 US   660 CN   597 IT  27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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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NIC  2011 年 4 月 19 日  0.37

 RIPENCC 2012 年 9 月 14 日  0.7

LACNIC  2014 年 6 月 10 日  0.21

ARIN  2015 年 9 月 24 日  0

AFRINIC  预计 2018 年 6 月 23 日 0.79

NIC2017 年上半年报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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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锁刚

2017 年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络运行情况基本正常，主干

网通信质量保持稳定，在 CERNET 国家网络中心和各节点老师

的共同努力下，主干网网络平均可用率 99.993 %，延时合格率

100%，丢包合格率 100%。2017 年 CERNET 主干网带宽大幅度

提升，网络冗余备份的能力得到改善。

与 2016 年同期相比，2017 年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提升 10.56G，国内互联入流量提升 17.65G，国际互联入流量提升

3.15G。CERNET 主干网出流量提升了 50.67G，国内互联出流量提

升 16.67G，国际互联出流量下降了 4.49G。

由图 4 可知 2017 年全年十大地区网入流量清华居首，华中

地区次之，第三是华东北地区；出流量第一是清华，第二是华中

地区，第三是华东北地区。

CERNOC 顺利完成教育网重点应用和保障工作。2017 年重

大网络应用的保障包括高招保障、“两会”信息安全保障、教

育部视频会议保障、ETS 托福考试和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保障等。

CERNOC 为教育部视频会议增加了冗余备份线路，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冗余线路的自动切换，并派专人负责教育部视频会议的保障

工作；ETS 和国际数据库的保障工作也基本完成。 （责编：高锦）

2017 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出流量   
同比提升超 50G

入流量：270.71G   出流量：327.07G

图 1  2017 年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06.54G 出流量：84.26G

图 2  2017 年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入流量：26.49G 出流量：19.92G

图 3  2017 年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图 5  CERNET 主干网 2017 年上半年十大地区中心出流量占比

图 4  CERNET 主干网 2017 年上半年十大地区中心入流量占比

NOC2017 年上半年报

11.6%

7.6%

35.6%

10.8%

14.8%

5.1% 2.6%
5.0%

5.5%

1.4%

12.9%

12.9%
17.7%

3.0%

2.3%

8.7%

7.0%

9.1%
15.1%

11.3%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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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出口    
入流量峰值达 9.8 Ｇ

从整体来看，2017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流量

走势趋于平稳，从图 1 中可清楚地看到 2 月寒假期间的

流量变化。

2017 年 1-6 月，CNGI-CERNET2 边界入流量平

均值约为 24094.00Mbps，同比减少了 7.85％。通过图

２可以看出，2017 年月均流量数值相比去年同期有所

降低。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上半年报

图 1   2017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各节点边界入／出流量总汇

图 4  2017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总汇

图 3  出流量对比

图 2  入流量对比

出 流 量 相 比 去 年

亦 有 降 低。2017 年 1-6

月，C N G I - C E R N E T2

网 络 出 流 量 平 均 值 约

为 27044.02Mbps， 相

比 2016 年 同 期 下 降 了

5.06％。

2017 年 上 半 年，

CNGI-CERNET2 出口入

流量峰值为 9.834Gbps，

而 出 流 量 峰 值 约 为

7.099Gbps。

从 2017 年 上 半 年

的入流量平均值分布图

来看，占据前三位的节

点分别为北京（清华大

学 ）、 北 邮 和 沈 阳 节

点。其中北京（清华大

学） 节 点 所 占 比 重 最

大， 其 入 流 量 平 均 值

为 4956.16Mbps， 占 总

入 流 量 的 20.38 ％； 北

邮 节 点 平 均 入 流 量 为

4397.05Mbps， 约 占 到

总 入 流 量 的 18.08 ％；

沈阳节点紧随其后，所

占比重约为 11.55％。

而出流量分布情况

与入流量分布略有差别，占据前三位的为北京（清华大学）、北邮、

北大节点。其中北京（清华大学）节点约占总出流量的 18.21％，

北邮节点约占总出流量的 15.50％；北大节点占 9.28％。 （责编：

高锦）

图 5  2017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6  2017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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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左利   郑先伟

应急响应有三个阶段

应急响应是网络安全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安全不是

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急响应就是为了

应对这个动态的过程而做的一系列动作和措施。

《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中，将网络安全事件定义

为“由于人为原因、软硬件缺陷或故障、自然灾害等，对网络和

信息系统或者其中的数据造成危害，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

件，分为有害程序事件、网络攻击事件、信息破坏事件、信息内

容安全事件、设备设施故障、灾害性事件和其他事件”。而应急

响应工作就是针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处置，保证相关业务的

连续性和可用性，同时将攻击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高校应

急响应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在政策背景下，尽可能迅速地将网络信

息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害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建立一支有行动力的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组是当前高校网络

安全工作的一项基础需求。应急响应组的人数和编制没有硬性规

定，可以根据高校业务需求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参与应急响应组的

成员。但通常情况下，必须保证有一名校级主要领导及各关键业

务部门的领导参与其中，以保证决策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有效

地向下执行。同时应急响应组中也必须包含相应的技术人员，如

果条件允许建议安排专职人员。

通常一个完善的应急响应流程包含如下三个阶段：

1. 事前准备阶段——主要是评估风险、制定策略、拟定应急

预案、演习并培训。降低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

2.事中应急处置阶段——通过各种途径（安全监测、信息共享、

第三方通报等）获知安全事件，并依照制定的预案对事件进行处

理，降低事件带来的风险并尽快恢复正常业务。

3. 事后总结阶段——总结经验，调整安全策略，并对策略进

行验证，以防止安全事件再次发生。持续监测评估攻击事件带来

的后续风险。

技术与管理双管齐下

高校在制定和实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处置的过程中，一方面

需要明确应急处置的职责分工、制度流程、人员响应等要求，另

一方面也需要结合学校实际网络和信息服务现状提供有效的应急

处置技术手段。

本专题，我们将围绕应急响应技术、应急预案、机制等展开

探讨。

在技术方面，东南大学的团队尝试将 SDN 技术应用到网络安

全事件的自动响应中。SDN 作为通用技术，可以通过流表和应用

层逻辑实现细粒度的策略控制，即使是同一个目标地址的流量，

网络安全“预”则立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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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根据安全的需求，实施不同的流

量控制策略。

东北大学采用了黑洞路由技术，这

是一个简单而快速的应急手段，通过简

单配置及部署后，普通值班人员也可以

通过简单的 Web 入口将受影响的 IP 地

址加入黑洞路由中。

在高校应急响应预案方面，我们提供

了一个具体案例。高校制定网络信息安全

应急预案的前提，就是要建立学校网络信

息安全的责权制度，明确网络信息安全工

作的责任方、管理方、技术支持方的责权

边界。

应急响应的事前、事中、事后如何

处理，我们从华南师范大学的 Web 安全

应急响应规章中可得到启发。

还有一个问题——应急响应服务能

否外包？外包能带来什么？这是一个被

广泛关注的问题。这里，大连理工大学

给出了他们的实践。他们采用了应急响

应服务外包，这种选择带来了收益。“特

别是重大活动保障中，第三方安全厂商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年度保障计划、每

次重大活动保障方案的制定，到重点信

息系统的检测与监控，再到重大活动期

间的值守，以及最后的保障总结都包含

在重大活动信息安全保障服务合同中。”

大连理工大学相关人员表示。

当然，应急响应机制仅仅是高校整

体安全策略中的一环。在《网络安全法》

已经正式实施的今天，高校更需要一个

顶层设计的安全保障体系，一个环环相

扣的整体安全策略，一套行之有效的安

全实施方案。为此，政府的监管、学校

的重视和企业的协同都很重要。

近期，赛尔网络携手国内优秀安全

厂商，为高校用户提供一流的网络安全

服务，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需求，

如 Web 实时防护（网盾）、Web 安全监测、

Web 安全评估、Web 安全管家、Web 应

急响应和 Web 网页防篡改等产品和服务。

（责编：王左利）

黑洞路由是将所有无关路由吸入路由器中，使它们

有来无回的路由。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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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环节繁多

由于网络和信息服务的复杂性，一

项网络服务的可靠运行需要支撑的环节

非常多，因此，应急处置中要恢复网络

和信息服务就需要根据服务的实际情况，

逐一对各个支撑环节进行排查和恢复。

而在现阶段实际的应急处置过程中，多

数是应对网站内容被篡改、系统数据被

泄露、服务器被入侵等安全事件，第一

时间停止安全事件相关的某个网络和信

息服务是最常用和有效的技术手段。

从对互联网提供服务的各个支撑环

节来进行应急处置，就是针对每个支撑

环节的实际特点选择停止相关设备、服

务或配置以达到停止服务的目的，比如

从网络路由、地址分配、DNS 服务、出

口网关、NAT 服务器、出口防火墙、内

网网关、内网防火墙、Web 防火墙、私

有云服务平台、虚拟化平台、主机操作

系统等环节停止服务，也包含类似人工

断开网络物理线路、断开服务器或网络

设备电源等物理层面处置手段。

东北大学根据网络信息安全事件的

危害水平，对于较高危害水平需要第一

时间处置的网络信息安全事件，使用基

于 ExaBGP 的黑洞路由应急处置技术断

开事件相关 IP 地址的服务，包括面向互

联网和校园网内的网络服务，访问相应

的网站或信息系统将跳转到指定页面，

在页面中提示具体的封禁原因，并记录

详细操作日志；对于较低危害水平的网

络信息安全事件，使用在校园网络出口

计费系统封锁对应透明 IP 地址账号或在

出口网络设备上配置安全策略来断开互

联网访问，校园网内可以正常访问，便

于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后续整改和处置。

此 外， 对 于 在 学 校 集 中 管 理 的 虚 拟 主

简单快速的应急手段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专题

黑洞路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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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平 台 上 的 应 用 系 统， 出 现 安 全 事 件

将 暂 停 虚 拟 机 服 务， 保 留 虚 拟 机 相 关

状态信息，支持后续分析整改。

基于 ExaBGP 的黑洞路由        
应急处置技术

在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后，需要第一时

间将受攻击的主机断开网络，但是在如今

越来越复杂的网络环境、虚拟环境及云服

务器环境下，对于每一位值班人员要快速

定位主机位置且迅速断开其网络连接并不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快速处置网

络信息安全事件过程中，黑洞路由技术是

一个简单而快速的应急手段，通过简单配

置及部署后，普通值班人员也可以通过简

单的 Web 入口将受影响的 IP 地址加入黑

洞路由中。

黑洞路由简介

黑洞路由是将所有无关路由吸入路

由器中，使它们有来无回的路由。在路

由器上通常就是写出一条通往 NULL0 接

口的路由，路由器就会把去往该目标网

络的数据包直接丢往 NULL0，而不进行

其他处理。其最大的好处是充分利用路

由器的包转发能力，对系统负载影响非

常小。

黑 洞 路 由 技 术 可 以 把 去 往 黑 洞

路 由 的 数 据 包 丢 弃， 但 是 对 于 一 些

支 持 RFC5635[Remote Triggered Black 

Hole Filtering with Unicast Reverse Path 

Forwarding (uRPF)] 的路由器来说，路由器

可以通过启用 uRPF 来丢弃源地址为黑洞

路由的数据包，这个做法效率依旧很高。

实现方法

ExaBGP，BGP 中的瑞士军刀，一种

通过将 BGP 消息转换为友好的纯文本或 

JSON 来实现软件定义网络的便捷方式，

然后可以通过简单的脚本来处理。 它通

常用于提高服务恢复能力，并提供防止

网络或服务故障的保护。同样，它可以

很方便地将文本消息转成 BGP 消息传

递到路由器中，实现远程黑洞路由触发

技术。

1. 安装

ExaBGP 支 持 Debian、Ubuntu、

ArchLinux、Gentoo、Mint、FreeBSD、OSX 

、OmniOS 等操作系统。
> pip install exabgp

> exabgp help

2. 配置文件
/etc/exabgp.conf 文件内容：

group test {

router-id 10.1.1.1;

neighbor 10.10.10.10 {

   local-address 10.1.1.1;

   local-as 65400;

   peer-as 65400;

}

process add-routes {

   run /usr/bin/python /etc/http_api.py;

}

}

/etc/http_api.py 文件内容：

import cgi

import SimpleHTTPServer

import SocketServer

from sys import stdout

PORT = 5001

c l a s s  S e r v e r H a n d l e r ( S i m p l e H T T P S e r v e r .

SimpleHTTPRequestHandler):

def createResponse(self, command):

   """ Send command string back as confirmation """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text')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command)

   self.wfile.close()

def do_POST(self):

   """ Process command from POST and output to STDOUT """

   form = cgi.FieldStorage(

  fp=self.rfile,

  headers=self.headers,

  environ={'REQUEST_METHOD':'POST'})

   command = form.getvalue('command')

   stdout.write('%s\n' % command)

   stdout.flush()

   self.createResponse('Success: %s' % command)

stdout.write('announce route 100.96.10.0/24 next-hop self' + 

'\n')

stdout.write('announce route 100.96.11.0/24 next-hop self' + 

'\n')

stdout.write('announce route 100.96.12.0/24 next-hop self' + 

'\n')

handler = ServerHandler

httpd = SocketServer.TCPServer(('', PORT), handler)

stdout.write('serving at port %s\n' % PORT)

stdout.flush()

httpd.serve_forever()

3. 运行

exabgp /etc/exabgp.conf

4. 所有路由器增加一条黑洞路由
ip route 192.0.2.1 255.255.255.255 null 0

5. 通过 CURL 增加路由
curl -d 'command=announce route 1.1.1.1/32 next-hop 

192.0.2.1' 10.1.1.1:5001

6. 通过 CURL 删除路由
curl -d 'command=withdraw route 1.1.1.1/32 next-hop 

192.0.2.1' 10.1.1.1:5001

做个简单的页面，通过 HTTP POST

方式增加、删除黑洞路由即可实现。我们

基于 ExaBGP 开发了“东北大学 IP 地址封

锁系统”，值班人员可以通过统一身份认

证后登录该系统对某个 IP 地址进行增加、

删除黑洞路由，并提供信息备注和日志归

档功能。

其他

ExaBGP 还 有 一 个 比 较 友 好 的 界

面， 参 考：ERCO: EXABGP ROUTES 

CONTROLLER [https://erco.xyz]。 （责编：

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东北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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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网络安

全管理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工具和数据，可

是每个组织内部应急响应队伍中的人员

数量仍然有限。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

（ENISA）在对 45 个国家、企业的应急

响应组（CERT）进行调查后指出，通过

人力处理安全事件是没有扩展性的。一方

面，每个组织每天新产生的事件数都远远

超过了现有人员的处理能力，同时，如果

让安全管理人员每天超负荷地处理事件，

会让管理人员产生懈怠的情绪并可能会忽

视真正需要处理的事件。因此通过自动化

工具自动或半自动地对安全事件进行响应

和处理是进行安全响应的必要手段。

自动响应技术的发展

目前一般的 CERT 或 SRC 都集成自

动化的信息富化（enrichment) 工具。信息

富化已成为目前安全响应中必备的一步。

目前的富化一般为通过自建或第三方的地

址、域名信息库，获取安全事件中的 IP

地址、域名的归属信息，作为进一步响应

的判断依据。

根据 CERT 组织性质的不同，现有安

全事件自动响应方法可以分为两类：自动

通知／分发和自动拦截。如果是运营商或

国家的 CERT，在对安全事件数据进行富化

之后，一般需要将事件分析进一步通知或

分发给安全事件发生的单位，如由芬兰、

比利时等国的国家 CERT（CERT.FI, CERT.

BE, CERT.EE) 开发的工具 AbuseHelper，如

图 1 所示。该工具基于 IRC 协议的框架和

python 语言搭建了一个可扩展的事件分发框

架。不同来源的安全事件被输入 IRC 的频

安全事件响应：自动化引领未来

道（channel），每个频道由对应的程序（bot）

完成不同的任务，如 IP ／域名归属信息获

取，输出到数据库，发送邮件等。

对于一个园区网或组织内部的 CERT

而言，安全事件的自动响应主要手段为对

黑名单数据的自动拦截。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和东北大学等开发的基于 BGP 的黑名

单自动分发系统，对在边界网关、流控、

蜜罐等设备上发现的扫描、垃圾邮件、恶

意网站数据在边界路由或防火墙上进行自

动部署。为防止误报引发的伤害，一般进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专题

图 1  AbuseHelper 框架

 abusehelper.source.dshield  abusehelper.source.ircfeed

 abusehelper.sources

 abusehelper.type.spam abusehelper.type.malware

 abusehelper.type

 abusehelper.type.unknown

abusehelper.customer.unknown_to_mail

 abusehelper.all_to_wiki

dshield ircfeed

dshield.sanitizer historian   ircfeed.sanitizer historian

historian historian historian

historian

historianwikibot

wikibot mailer

abusehelper.customer.all_to_wiki

abusehelper.unknown_to_mail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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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动拦截的安全事件需要是置信度很高

的事件。目前主要的安全事件类型对应于

扫描和垃圾邮件，以及高质量的第三方安

全情报提供的黑名单数据。

这两类自动响应技术帮助安全管理人

员减轻了大量的系统配置和人力工作，但

目前对于置信度没有达到自动判断，或需

要进行跟踪调查的安全事件，仍缺乏有效

的自动化工具。在对应的网络安全应急响

应 PDCERF 模型中，目前的自动化技术集

中于安全事情的检测（D）和抑制（C）部分，

而在根除 (E)、恢复 (R) 和跟踪 (F) 方面，

缺乏自动化技术。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丰

富的安全软件和工具，但两个原因让我们

难以协同不同的工具实现自动化的响应：

一是传统的网络架构下，数据平面和路由

平面分离，网络流量难以进行细粒度的策

略控制，安全工具通常只能对监测点的流

量数据实现统一的处理，不能根据需求，

对不同的地址网段施加不同的安全监测功

能；二是每种安全工具都有自己的数据字

段和语义，目前安全工具之间的语义协同

仍是一个难点。目前在语义协同方面，

已有不同组织开发的 IODEF、openIOC，

STIX 等多种标准试图弥合不同设备和工

具间的语义交互，本文暂不讨论其细节，

后文将集中讨论 SDN 技术如何解决网络

流量的细粒度策略控制问题。

SDN 应用于应急响应

SDN 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技术，这几

年在网络路由交换领域，特别是在数据中

心网络和数据中心 WAN 网中得到了有效

的应用，谷歌公司的 B4

方案成功地最大化谷歌全

球数据中心的互联信道的

使用率。在网络安全方面，

SDN 技术也被设计应用实

现分流和 DDoS 防御等安

全功能。SDN 技术的优点

不仅仅在于可以实现具体

某一类的安全功能，而且

在于其北向的应用编程接口为自动化的程

序控制流量提供了统一的接口，同时 SDN

作为通用技术，可以通过流表和应用层逻

辑实现细粒度的策略控制，即使是同一个

目标地址的流量，可以根据安全的需求，

实施不同的流量控制策略。如针对一个

Web 服务器，对于其 Web 服务端口的流

量，可以转发至 WAF 等安全防御软件进

行过滤，对于非 Web 服务端口的攻击流量，

可以转发至蜜罐服务器进行攻击行为的捕

获，同时还可以镜像感兴趣的流量至流量

日志服务器进行记录。但如果由人力进行

这些不同安全策略的配置，则可能会带来

差错和配置效率的问题，美国德州农工大

学的顾国飞教授将其称为“威胁响应策略

转换的挑战”（Threat Response Transition 

Challenge）。如果可以将复杂的响应措施

通过 SDN 统一的流表操作接口实现可编

程的自动化工作，则可以进一步将自动响

应技术引入到应急响应的根除、恢复、跟

踪等阶段，并为检测和抑制阶段提供更细

粒度的操作支持。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工

作包括顾国飞教授的 FRESCO 和宾州大学

John Sonchack 设计的 OFX。FRESCO 是一

种基于 SDN 的模块化安全服务编程接口，

在改进的 NOX 北向接口基础上，通过对

安全服务进行抽象，设计并实现了 16 种

服务模块，以及基本的编程语言，让用户

可以在该编程接口基础上实现扫描检测、

Botnet 检测、DDoS 防御等多种安全检测

功能，并通过程序将不同的功能组合起来，

如图 2 所示。OFX 则提出了安全服务中

间件（middlebox）的想法，将安全功能实

现在 SDN 交换设备上，利用交换设备的

CPU 就近实现安全功能，解决报文在北向

应用进行处理带来的效率问题。

东南大学的团队也借鉴了以上几篇文

献的思想，设计了 Hydra 系统，但并没有

采用直接在应用层或设备上实现安全功能

的方法，而采用了将安全应用功能解构成

北向控制的应用层和数据平面的安全服务

层，来解决 SDN 安全响应框架下面临的

性能问题。

综上所述，基础设施信息，安全威胁

情报，以及 SDN 等新技术为应急响应的自

动化提供了支撑，但为了完整支持安全事

件应急响应 PDCERF 全过程的自动或半自

动响应，需要有全面的自动响应套件支持，

包括：

1. 安全事件报告的自动生成。将监

测系统或第三方的安全威胁情报获得的事

件，处理成符合应急响应格式要求的文档，

包括进行信息的富化，生成事件的摘要，

代替人工的整理工作。

2. 安全事件的自动响应跟踪。在 SDN

技术的支持下，提供智能化的程序逻辑接

口，用户可以根据历史经验设计响应逻辑，

对安全事件自动调用不同的安全功能进行

响应，并可以跟踪响应过程中的反馈，对

响应过程进行调整。 

3. 应急响应人员的自动通知。能够以

邮件、短信、微信等不同方式以尽可能快

速和可达的方式将事故发生的情况通知给

相关的应急响应人员。

4. 安全响应知识的自动整理。在安全

事故处理完毕后，可以集成和关联在响应

过程中产生的结构化（警报、日志数据，

响应记录等）和非结构化数据（如沟通邮

件等），为安全人员总结和优化未来响应

策略提供支持。 

目前无法希望能出现完全的自动响应

系统，可预期的方案是系统在进行应急响

应时可以根据预配置的策略，灵活地在人

工和自动响应之间进行切换，并为需要人

工参与的过程提供足够的工具支持。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东南大学计算机学院）

图 2  FRESCO 框架

Application layer

Development 
Bnvironment

  Resource 
controller

NOX
(controller) Kernel Iayer (FortNOX)

OpenFlow 
applion

OpenFlow 
applion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2017.8 中国教育网络 55

文 / 王宇   王卫东   周欣

应急响应的前提

面对网络信息安全不断严峻的形势，

高校在完善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治理的

长效体制、管理流程、设备技术、人员队

伍的同时，首当其冲的是要根据政策环境

要求，明确学校网络信息安全责权制度和

制定完备有效的网络信息安全应急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教育部

《信息技术安全事件报告与处置流程（试

行）》《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

方案》等都对监测预警、应急响应等提出

了明确要求。

高校制定网络信息安全应急预案的前

提，就是要明确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的责权

体制，也就是要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谁

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明确网络

信息安全工作的责任方、管理方、技术支

持方的责权边界。由于网络安全漏洞信息

的获取和处置是提升组织整体安全水平的

重要手段，因此高校网络信息

安全应急预案不仅需要明确和

规定针对学校相关的网络安全

事件的应对工作，也应该包括

对网络安全漏洞的应对工作。

现阶段制定网络信息安全

应急预案，主要是确定具体安

全事件、安全漏洞等网络信息

安全信息的获取途径，内部通

知和上报机制，分级应急处置

手段，整改督促和监督，后续

报告与确认等流程和内容。

以下示例就是某高校网络

信息安全技术部门制定的网络

信息安全处置预案，主要从工作内容、相

关部门、参与人员、安全事件分级、安

全情报信息来源、现有处置手段、处置与

上报流程及时间要求等七个部分对应急处置

工作进行规范，根据不同的安全事件级别采

取有针对性的处置手段和提出相应的时间要

求，将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落到实处。

应急响应预案示例

以下是某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处置预案

的七个方面：

1. 工作内容

校园网络和数据中心安全防控：校园

网络出口路由和交换设备安全策略配置，

数据中心出口网络防火墙、应用防火墙等

设备部署。

常态化主机与应用漏洞扫描：每周对

托管在网络中心管理范围内的物理主机和

虚拟主机，利用现有主机与应用漏洞扫描

设备，进行主动漏洞扫描，对存在高危可

被利用漏洞的主机信息进行汇总和上报。

安全事件响应、处置、通知和监督整

改：从各类信息来源实时获取学校相关的

网络信息安全情报，及时进行分析、确认、

处置、通知和监督整改等工作。

2. 相关部门

责任部门：网络安全事件、安全漏洞的

主管部门；管理部门：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

全办公室；技术支持部门：网络信息中心。

3. 参与人员

整体组织协调：××。

技术支撑与应急处置：主要参与人员

包括 ××、××、……。

此外，网络信息中心其他同事也须在

值班期间和所属工作范围内支持网络信息

安全工作。

4. 安全事件分级

（1）安全事件，学校相关主机或服

务发生页面被篡改、数据泄漏、网站被挂

木马、主机被入侵等状况。

政治类，涉及反党、反国家、反人类

等相关信息；

非政治类，不涉及政治相关内容。

安全应急预案关键在于“落实”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专题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自动 / 人工开始
应急处置流程

获取到的
安全事件

是政治类
安全事件

应急处置：30 分钟内
断开网站和信息系统的
互联网服务，关闭物理
或虚拟主机

上报管
理部门

通知责任部
门进行整改

责任部门整
改并提交整
改报告

应急处置：6 个小时内
断开网站和信息系统的
互联网服务

应急处置：24 小时
内确定漏洞是否属实

漏洞属实并
有较大威胁

应急处置：6 个小时内
断开网站和信息系统的
互联网服务

应急处置：
履行告知义务

相关部门 技术支持部门管理部门责任部门

确认整改并申
请恢复服务

恢复互联网
服务并备案

安全事件或漏
洞备案归档

结束应急
处置流程

图 1  应急响应相关流程

非政治类
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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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2）安全漏洞，通过各种途径获知

的学校相关主机或服务存在可被黑客利用

的漏洞，即存在被攻击风险，但是尚未被

黑客利用。

5. 安全情报信息来源

（1）教育部科技司和教育管理信息

中心、×× 省教育厅等信息安全事件通报

（2）补天、漏洞盒子等主流漏洞平

台获取的学校相关的漏洞信息

通过电子邮件（security@mail.×××.

edu.cn）或网站浏览获取漏洞信息。

（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

分会下属的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组

教育行业漏洞报告平台（Beta）（https://

src.edu-info.edu.cn/）、在线漏洞发现与

检测平台（http://202.112.26.107/），网络

信息安全工作组信息交流微信群和 QQ 群

（224539320），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

平台（http://www.cnvd.org.cn/）教育行业

漏洞信息。

（4）CERNET 应急响应组

依托清华大学的 CERNET 应急响应

组会第一时间电话、QQ 和邮件告知学校

相关的漏洞信息。

学校自有漏洞扫描设备、360 免费企

业平台或人工扫描获取。

6. 现有处置手段

（1）断开网络服务（包括面向互联

网和校园网内）：IP 地址封锁系统，人员

在线登录后操作，主要供值班人员第一时

间进行处置；在该系统中处置后，访问相

应的网站或信息系统将跳转到指定页面，

在页面中提示具体的封禁原因，并记录详

细操作日志。 

（2）断开互联网访问（校内可以访

问）：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出口计

费系统后台，封锁对应透明 IP 地址账号；

一种是在出口网络设备上，增加安全策略。

实际处置过程中，主要通过计费系统操作。

（3）关闭物理主机：需要值班人员手

工操作。

（4）关闭虚拟主机：在线登录虚拟

主机管理平台操作。

7. 处置与上报流程及时间要求

（1）校园网络和数据中心安全防控：

技术支持部门实施配置和日常管理；

（2）常态化主机与应用漏洞扫描：

技术支持部门每周对托管在学校管理范围

内的物理主机和虚拟主机进行主机与应用

漏洞扫描，每周一汇总扫描情况，对存在

高危可被利用漏洞的主机信息进行汇总和

上报校管理部门；

（3）安全事件发现、响应、处置、

通知和监督整改：

安全事件：政治类

第一时间（从安全事件信息获取到处

置力争不超过 30 分钟）从技术支持部门

能力范围断开网站和信息系统的互联网访

问，主机托管在技术支持部门的第一时间

关闭相关的物理或虚拟主机，第一时间汇

报给管理部门；

技术支持部门安全、网络和信息团队

提供后续技术支撑；

责任部门报送整改报告（学院部处主

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处级单位公章）到管

理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根据管理部门要求

进行技术验证后，恢复互联网访问。

安全事件：非政治类

第一时间（从安全事件信息获取到

处置力争不超过 6 小时）从技术支持部门

能力范围断开网站和信息系统的互联网访

问，第一时间汇报给管理部门；

根据技术支持部门托管联系人信息或

查找的校内联系方式，告知相关部处人员

进行处置，或由管理部门直接通知到责任

部门领导以加快整改；

技术支持部门安全、网络和信息团队

提供后续技术支撑；

责任部门报送整改报告（学院部处主

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处级单位公章）到管

理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根据管理部门要求

进行技术验证后，恢复互联网访问。

安全漏洞

对于面向互联网提供信息发布功能的

网站或系统，第一时间（从安全漏洞信息

获取到确认不超过 24 小时）确认安全漏

洞是否属实，确认属实后第一时间（从安

全漏洞确认到处置力争不超过 6 小时）从

技术支持部门能力范围断开网站和信息系

统的互联网访问，防止漏洞被利用出现安

全事件，第一时间汇报给责任部门；

根据技术支持部门托管联系人信息或

查找的校内联系方式，告知相关部处人员

进行处置，或由管理部门直接通知到责任

部门领导以加快整改；

技术支持部门安全、网络和信息团队

提供后续技术支撑；

对于断开互联网访问的系统，责任部

门报送整改报告（学院部处主要领导签字，

并加盖处级单位公章）到管理部门，技术

支持部门根据管理部门要求进行技术验证

后，恢复互联网访问；

对于没有面向互联网提供信息发布功

能的网站或系统，技术支持部门主要履行

告知义务，技术支持部门安全、网络和信

息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部门组成的跨网络运行管理

和信息系统管理的网络信息安全团队，将

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内容支撑学校网络信息

安全工作。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东北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

本 刊 讯  7 月 12 日， 戴 尔 发 布 第 14 代

PowerEdge服务器，产品组合采用了英特尔“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为传统和云端应用提供了一个可

扩展、自动化、安全稳定的计算平台，成为云、

分析或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计划的很好基础。

戴尔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

博士表示：“当今时代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数字

化浪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企业需要能够满足不

同办公应用场景需求的创新技术。为了更有力地

帮助企业走稳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戴尔不断对基

础架构解决方案与服务进行革新与扩充。”

通过与英特尔合作，戴尔将英特尔“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带入戴尔第 14 代 PowerEdge

服务器中。凭借增多 27% 的 CPU 内核，以

及 多 50% 的 内 存 带 宽， 使 用 戴 尔 第 14 代

PowerEdge 服务器的用户可加快关键应用和负

载的性能提升。

戴尔发布第14代
PowerEdge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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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要注重预警机制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和管理中，应

急响应处置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在

目前高校网络安全人员普遍匮乏、技术水

平不高的背景下，抓好应急响应工作就显

得更为至关重要。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信息

安全应急机制的建设也是在同样的背景和

大环境下进行的，由于人员不足、设备短缺，

在短期内无法建成完善的校内网络信息安全

技术体系和管理机制，这就难免出现病毒、

网络攻击等各类网络安全事件，对于这些安

全事件的应急响应和处置就成为了保障校内

网络安全、降低安全事件影响的关键。

大连理工大学经过多年的探索，初步

建立了比较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网络信息

安全应急机制，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建设、

队伍建设、预警机制、重大活动保障机制、

应急响应处置、以及第三方的应急安全服

务外包。

首先是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队伍建

设，这也是规范的应急机制建设的基础。

早期，校内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没有

明确的制度和组织队伍的保障，造成责任

不明、部门间协调困难、响应不及时等问

分类 名称

管理办法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信息技术安全管理办法》

《大连理工大学校园一卡通应急管理办法》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

规范文档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系统安全整改通知书》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安全事件情况报告》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安全事件整改报告》

表 1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相关制度文档

题，因此近年学校加强了制度方面的建设，

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规范文档（见表

1），为网络安全应急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时相关制度中也对组织机构进行了

定义，相互关系见图 1 。学校网络与信息

安全工作组是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工作的领

导机构，必要时需向学校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建设委员会汇报。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以

下简称网信中心）是执行机构，具体负责

各类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响应的组织与技术

支持，党委宣传部负责应急响应中舆情分

析及监控，党委保卫处负责与公安部门的

沟通联系。各单位是本单位主管信息系统

的主要安全责任单位，负责网络安全事件

应急响应中相关信息系统的修复、整改等。

为了提高应急响应的专业水平，学校还采

购了第三方专业安全公司的网络安全外包

服务，主要参与安全预警、重大活动保障

和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网信中心还

组建了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团队，主要参与

安全预警、校内安全检测等工作。

通常认为，应急响应处置是应急机制

核心，但仅仅靠应急响应处置来处理网络

安全事件，就显得过于被动，往往造成疲

于应对的局面。在《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

急预案》中也提出“早发现、早预警、早

响应”的基本原则，把主动检测和及时预

警作为应急预案的必要环节。因此建立预

警机制，特别是建立重大活动保障机制，

可以主动消除或降低多数安全风险，降低

应急响应频率、难度，也能减轻应急工作

压力。近年学校也开始探索建立预警机制

和重大活动保障机制，除了增加相应的安

全设备、加强校内的技术力量，外包的安

全服务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重

大活动保障中，第三方安全厂商发挥了重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专题

探索应急响应服务外包之路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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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从年度保障计划、每次重大活动

保障方案的制定，到重点信息系统的检测

与监控，再到重大活动期间的值守，以及

最后的保障总结都包含在重大活动信息安

全保障服务合同中。表 2 列出了重大活动

信息安全保障外包服务的部分工作内容，

第三方厂商将按此提供专业化服务，学校

也会按此进行验收。在预警机制中，安全

厂商也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对于各

类通用型漏洞、0day 漏洞等，安全厂商凭借

其庞大的专业队伍及广泛的安全信息搜集渠

道，能够较早地发现此类安全问题，及时发

出安全预警，并提供专业的应急处理建议。

安全厂商已经与安全漏洞平台、安全组织、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组共同构成了学校网

络安全预警信息的主要来源，结合对校内相

关安全情况的检测，可以更准确、及时地对

安全威胁作出评估，并发布相关预警信息。

制定分级处置办法

应急响应处置发展的时间较长，处置

方案及流程相对比较成熟，大连理工大学

同样是采取传统的分级处置方法，主要是

在学校范畴内考虑信息系统的重要程度、

损失情况以及对学校工作和社会造成的影

响范围，根据《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

南》以及《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将校内网络安全事件分为Ⅰ级（特别重

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

级（一般）四级。其中Ⅳ级（一般）事件

由校内各单位自行处理，处理完成后报网

信中心备案；Ⅱ级（重大）、Ⅲ级（较大）

事件由网信中心组织、信息系统主管部门

负责进行修复整改，经网信中心技术审核

确认后完成事件处理并备案；Ⅰ级（特别

重大）事件则有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

分类 名称

部分工作清单

全面的信息安全检测（每个服务周期一次）

重大活动信息安全保障预案制定（每次活动前）

重点信息系统的安全检测及整改建议（每次活动前）

重点信息系统的安全监控及异常处理（每次活动中）

重点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加固（特别重要活动中）

重大活动信息安全保障总结（每次活动后及服务周期结束）

部分工作成果

年度安全保障计划及每次活动保障方案

历次信息安全检测及整改建议报告

历次信息安全监控及异常处理报告

历次信息安全保障总结及年度总结

表 2  重大活动信息安全保障外包服务部分工作内容

组统一指挥，组织网信中心、校内各相关

部门及安全服务外包厂商共同应对，必要

时需上报学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管理

委员会决策，完成修复整改后由网信中心

技术审核，然后备案。对于Ⅰ级（特别重

大）事件需由安全服务外包厂商协助处理，

主要工作集中在问题确认、取证溯源、系

统修复及责任认定等方面，需要安全厂商

提供专业的检测分析及安全修复服务，还要

通过其专业资质提供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技术

报告。在其他级别的安全事件处置中，如校

方技术力量不足，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也会

有安全厂商提供相关的应急处置服务。

综上，在目前的网络安全形势下，对

于高校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的要求越来越高，

除了不断提升高校自身的应急响应能力和

技术水平外，适当引入专业安全厂商做安

全服务外包，提供了一种较快速的解决方

案。学校采购安全外包服务时间不长，但

对于应急机制的改进已经比较明显，初步

形成了较规范的重大活动信息安全保障机

制，对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了有力支

撑，丰富了预警信息的获取渠道并保障了

准确性和稳定性。在信息安全外包服务厂

商的协助下，2017 年上半年大连理工大学

顺利完成“达沃斯会议”、高考等 4 次重

大活动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应急处

理 2 起安全事件，协助发现超过 10 例信息

系统安全漏洞，在wannacry、“永恒之石”、“暗

云”等勒索病毒大规模爆发时都及时发出

了安全预警。但由于学校初次采购安全外

包服务，安全厂商也是首次面向高校服务，

所以双方都有很大改进提升空间。比如在

保障方案的制定、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还可

以进一步细化工作，明确双方各自的任务和

职责，提高协同的效率，这也需要相应提高

学校的资金投入和厂商的人力投入。另外，

学校目前的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在预案演

练、人员培训等方面还是存在较大不足，未

来考虑将进一步将安全服务外包引入相关领

域，尽快补齐短板，全面提升学校的网络安

全应急响应水平。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图 1  校内网络安全应急组织机构及团队建设

领导机构

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管理委员会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组

舆情

党委宣传部

执行机构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公安

党委保卫处

外包服务

第三方安全厂商

信息系统整改

校内各单位

辅助

学生安全技术团队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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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彭雪涛  梁卓明  李瑞维

网络空间绝大部分程序和数据与 Web

相关。随着用户对客户端易用性的需求，

大部分信息系统采用 B/ S 结构，通过 Web 

站点面向用户提供服务。Web 成为黑客关

注的热点。黑客通过攻击 Web，实现篡改

网页内容，窃取重要信息、植入恶意代码

等破坏行为。一旦发生 Web 安全事件，将

对其主体的利益和声誉带来巨大损失。2016

年全球勒索软件大范围爆发，为全球企业、

组织机构和个人用户都带来了严重影响。

华南师范大学是“211 工程”大学，广

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广东省

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在网络思政工作

上进行了大量创新探索，建立一个充分调

动各方力量的网络安全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组织保障

结构是功能的具体承载。华南师大从

完善组织架构入手，构建网络安全权责体

系，见表 1。2015 年成立华南师大网络与

信息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在《华

南师大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办法》中明确要

求校内各单位主动融入学校信息系统安全

的整体防护体系，师生全员参与信息系统

安全工作，明确校内信息系统及各类网站

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原则，从而从决策、统筹、

执行、监督、反馈、使用等层次构建网络

安全权责体系。

事前预防

华南师大历来要求各级各类信息系统

及网站实行登记备案制度，2014 年在《信

息系统安全管理办法》中重申这一制度，

并在学校办公平台设置“信息系统、网站

备案”申请流程，由党办校办负责审核，

明确每一个网站的主办（主管）单位、责

任人、技术管理员、开发语言、域名、开

放端口等信息，明确新建设的校级信息系

统必须通过第三方安全评测和专家论证后

方可上线运行，二级单位网站必须通过网

络中心安全检测后方可上线运行。网络中

心在网络出入口增加WAF安全防护设备，

实行白名单制度，如图 1 所示，不允许校

外访问未备案的校内域名与网站。

同时，要求新建网站尽量使用学校

网站群系统，减少网站安全漏洞，提升

网站安全防护能力。存量网站经过梳理

也逐步迁入网站群。网站群建设由学校

提供专项经费。信息安全事件处理流程

如图 2 所示。

事中管控

华南师大通过定期自检或委托第三方

Web 应急响应实行“抢单制”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领

导小组

由校领导担任组长及副组长，以党办校办、宣传部、网络中心、学生工作部、研究

生处等单位为成员

·负责制定信息系统安全经费预算

·落实学校信息系统安全各项工作

·监督、评价、指导及审批各单位信息安全工作

·指挥、协调、督促网络信息安全事件的处理

办公室 设在网络中心，执行领导小组决议

各单位 做好信息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应急处置

师生个人 在保证安全合规的情况下使用网络

表 1  华南师大网络安全权责体系

图 1  校内域名白名单

华南师范大学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专题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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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测机构对校内信息系统或网站安全

性进行扫描检测，如发现安全隐患较为严

重的信息系统或网站，即形成督办事件，

通过学校办公平台第一时间通知其主管单

位网络安全第一责任人，向其提供安全检

测报告并限期整改。在规定时间内不能达

到整改要求的，网络中心可暂时关停该信

息系统或网站。

事后处置

对于突发安全事件，华南师大制定应

急处置方案，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控制事态，

并及时报告。

广播式紧急通报，利用基于华南师大

微信企业号的 IT 维修小程序，设置网络

险情报送通道。各二级单位用户或者值班

人员发现网络险情后，可及时通过此通道

报告情况并附上相关截图。维修小程序实

行抢单制。安全技术团队可立即收到险情

报告，采取相应措施。

紧急关停功能，华南师大软件研发团

队自主开发一键断网系统，如图 3 所示，

通过微信企业号和独立 APP 入口，实现

以单一域名为粒度的网站关停措施，实现

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对网络安全事件的有效

控制。

团队建设

建立外部安全扫描团队。华南师大每

年采购网络安全服务公司的扫描与应急响

应服务，安全服务公司定期对学校网站进

行扫描，提供安全报告，如图 4 所示。

建立内部安全攻防团队。华南师大组

织了以计算机专业学生为主体的网络安全

攻防团队，团队成员参与学校信息系统（网

站）日常安全扫描与紧急响应、参加国内

各类安全比赛、组织校内的安全比赛等。

团队目前已取得多个奖项，包括 2015 年

广东省首届“强网杯”高校组第二名；

2016 年第五届“蓝盾杯”一等奖，“安

恒杯”安全运维赛华南赛区二等奖；2017

年广东省首届“红帽杯”大赛季军。

建立软件研发与运维团队。华南师大

强调从源头杜绝网络安全事件，即从系统

级（操作系统更新、补丁更新等）或者代

码级（修改源码）解决问题，学

校从 2014 年成立了软件开发中

心，自主开发了网站群系统，

完成 100 多个校内网站的迁移工

作，构建学校整体网络安全防护

体系。此外，软件开发中心成立

三年来，已开发智慧校园统一身

份认证系统、门户网站系统、微

信企业号系统、数据交换中心、

统一消息管理与推送系统、在线

学习管理系统、一键断网系统、

IT 运维工单系统、机房环境监控

系统等，已取得 8 个软件著作权。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网络与信息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图 4  Web 应用漏洞扫描报告图 3  一键断网功能

图 2  信息安全事件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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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安全

领导小组审核

单位内部处理

反馈网络信息

安全领导小组

网络信息安全

办公室处理
责任单位处理

唯一网关

结束唯一网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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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

文 / 韩颖铮  陆以勤

华南理工大学在信息化过程中，形成

了小部分集中大部分分散的局面。面对复

杂的信息化建设局面，学校在积极推进校

园信息化的同时着重网络安全并行建设，

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网络安全建设的管理

和引导，依托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规范学校网络安全管理，是广东省最早开

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一批高校。

信息安全写入学校“十三五”
规划

校园宽带网络接入和多媒体教学环境

不断更新升级，云计算、虚拟化、大数据、

无线网络等技术也在近几年完成建设并不

断扩容，校级应用一卡通系统、统一认证

已推广到全校覆盖，信息化工作在全校各

部门得到推进。信息化过程中，网络安全

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获得学校的重视。

学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着

力统筹推进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和信息

安全体系，建设弹性可控的网络空间”。

“十三五”期间校园信息化的建设以安全

为前提，信息化建设与安全同步推进，在

进行信息化基础设施、数据平台、应用系

统建设的同时，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

系，提高网络安全保护能力，做好安全等

级保护。

构建多层次管理体系

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推进信息化

建设，组织协调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

展与管理方面的重大事项，统筹部署学校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华南理工大学 2014

年成立了“学校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2015 年改为“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

导小组”。小组以书记、校长作为组长，

以副书记、副校长作为副组长，以信息网

络工程研究中心（信息化办公室）作为牵

头单位，各学院部处负责人作为小组成员。

图 1 为 华南理工大学安全组织体系。

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信息化办公

室）统筹全校网络安全管理，下面设立信

息化安全及应急响应小组，负责校园网安

全、信息系统安全、基础设施及设备巡查、

审计与密码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工作和应急响应。校内各学院部处落实网

络安全负责人制，签订安全责任书。

由信息化办公室牵头，每年定期召开

全校网络安全大会，解读国家网络安全政

策、校园网络安全报告。在网络安全宣传

方面，通过校园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

众号等多媒体开展校园网络安全宣传，发

布最新安全预警及应对措施。

做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安全要求分为

两大类：技术和管理。如图 2

所示。“技术”的要求分为五项：

物理层、网络层、主机层、应

用层、数据和备份恢复层；“管

理”的要求分为五项：安全管

理制度、安全管理机构、人员

安全管理、系统建设管理、系

统运维管理。信息化办公室是

学校网络安全归口管理单位，

根据学校管理特点将等保工作要求分解为

三个横向维度和一个纵向维度，三个横向

维度是“基础网络与平台安全”、“数据共

享与交换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一个

纵向维度是“运维管理安全”。以这四个维

度为校园师生营造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

“基础网络与平台安全”覆盖物理层、

网络层、主机层及数据容灾备份；“信息

系统安全”覆盖应用层和系统建设管理；

“运维管理安全”覆盖人员安全管理、系

统运维管理。这四个维度均建立管理制度

将工作规范化。

基础网络与平台安全

在基础网络上，根据使用功能划分网络

区域，采取防火墙和应用防护措施；全面禁

止校外对校内用户的端口访问，服务器开放

端口采取最少开放原则；实施上网认证，部

署校园统一无线覆盖。在数据中心，面向全

校建设运行云、公共云、科研云，建设异地

容灾备份中心，为应用建设单位提供符合安

全要求的操作系统配置指导和系统镜像。建

设网站群系统，为校内单位提供建站平台，

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网站后台管理。

通过网络区域划分和严格限制开放的

IP 和端口，避免不必要的端口暴露，降低

漏洞风险。通过提供云服务，降低数据中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同行

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信息化办公室）

图 1  华南理工大学安全组织体系

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

信息化安全及应急响应小组

各学院部处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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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托管及校园内的小服务器数量，为应用

建设单位提供统一的基础安全管理，降低

服务器安全隐患。网站群建设 4 年来已承

载 200 个网站，清理了大量校内小网站。

数据共享与交换安全

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学校各部门将所

负责的业务电子化、流程化，建设了各类

业务信息系统。不同业务系统之间没有数

据交互接口、数据标准不一致，形成一个

个数据孤岛。师生需要在不同的业务系统

上进行重复登记信息，这会产生数据不一

致问题。不同业务系统间采用传统的数据

交互，人工进行导出再导入，这增加了敏

感信息大量泄漏的风险。

为了打通数据孤岛，学校在实施了统一

认证平台、信息门户系统等数字化校园基础

平台建设的基础上，颁布了《华南理工大学

业务信息标准》，建设了数据交换和共享平

台，实现机构、人事、科研、教学等基础数

据的共享推送，加强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交

换和共享 , 消除数字孤岛，减少部门间传统

的交互方式造成的数据泄露和数据不一致，

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校数据的共享和使

用，为全校师生提供大数据智慧校园服务，

启动大数据智慧校园分析平台项目。项目

基于学校已有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成果和现

有的信息系统业务数据，为各业务系统提

供数据集成、数据共享服务，提供数据质

量监控管理服务，为广大师生、业务部门

提供数据查询统计、报表输出等数据服务，

基于大数据技术为决策部门和人员提供大

数据分析服务。

信息系统安全

长期以来，学校业务信息系统开发注

重功能实现，系统安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

视。为规范信息系统建设，加强信息系统

安全管理，建立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同步机

制，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和信

息服务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由信息化办

公室负责学校信息化项目的建设、管理工

作。《管理办法》贯穿系统整个生命周期，

对系统立项、建设、验收、使用四个阶段

均提出了相应的安全要求。

在立项阶段，建设单位确保信息化项

目符合有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规定，

包括与该安全等级相对应的安全管理与技

术设施要求，并编列相应的安全经费。建

设单位须在合同签订前，完成等保专家评

审，报主管部门审批后，到省公安厅办理

等保备案手续。系统建设完成后，建设单

位要完成功能测试、压力测试，并出具最

终的系统功能测试报告、安全评估报告等

文档，才能进入初验和试运行环节。建设

单位须在系统上线试运行一年内完成等保终

验备案；对于一年之内没有完成等保终验备

案的项目，学校有权终止其运行。使用阶段

定期开展漏洞扫描，一旦发现漏洞要求整改。

运维管理安全

前面提到的三个横向维度安全，都依

赖运维管理安全的支撑。为了实现运维管

理安全，针对运维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

施：修订规范运维流程、建立运维 VPN 通

道、禁止共享管理账号、完善运维日志管理，

确保运维通道稳定畅通，降低运维漏洞风

险，提高事件可追溯性；与运维人员签订

管理账号授权书和安全责任书，厘清运维

管理人员权限范围，加强安全责任意识；

与第三方开发、代维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强

调保密责任；分清开发与运维界线，开发人

员在开发测试环境中进行开发和测试，项目

完成后部署到运行机，运行机移交数据中心

运维人员管理，避免运行系统受到第三方开

发人员控制，也避免了运行数据被第三方开

发人员泄露；定期组织网络、信息系统应急

演练，发现管理、技术、人员漏洞，及时修

补漏洞及完善应急响应策略、流程。

多渠道感知校园安全态势

信息技术是快速变化和发展的，每天

都有安全防护技术被攻克，有新的安全漏

洞被发现。维护校园网络安全，需要采取

可持续的不断的跟进措施。经过长时间的

经验积累和技术完善，华南理工大学总结

出“多渠道感知校园安全态势，多途径监

督安全整改”的方法。

多渠道感知校园安全态势就是在校园

网出口配置网络安全监测平台，通过实时

监测发现攻击流量和存在漏洞的链接，定

期开展服务器和 Web 应用漏洞扫描，关

注教育行业漏洞报告平台，接收教育部下

发的漏洞通知。通过以上渠道发现漏洞，

首先根据漏洞的威胁程度封禁服务端口或

直接关停服务器；第二步，通过邮件和正

式的纸质函件通知系统负责单位的网络安

全负责人，漏洞威胁程度高的甚至抄送系

统负责单位的分管校领导；第三步，督促

负责单位完成系统整改，以漏洞扫描验证

整改成效；第四步，验证完成漏洞整改后

才予重新开放服务端口。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基本实现校园

网络安全可管可控。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图 2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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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初，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建成

了覆盖花乡、红庙两大校区，无线接入点

超过 1100 个，无线用户数量过万的大规

模复杂无线网。从网络的扩展性和管理的

便捷性来看，将大型校园网 WLAN 分成

多个子网是好办法，但是，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的无线网现状是：整个校园无线网部

署多台无线控制器，且无线控制器非单一

品牌，无线客户端根据所在物理位置不同

分属不同 IP 子网和 VLAN，无线网采用统

一的认证计费网关。当无线客户端物理位

置从一个楼宇移动至另一个楼宇，从一个

控制器漫游到另一个控制器时，就会出现

IP 地址发生变化、反复多次登录计费账号

的问题，给用户使用带来极大不便。

现状及必要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校师生 20000 人

左右，校本部由主校区、赛欧公寓园区、

华侨学院园区三个部分组成，三个园区距

离较近。目前，整个校园网基础设施拥有

两个标准机房，交换机 500 多台，无线网

接入点（AP）1000 多个，形成了以核心

交换机为中心，各楼汇聚交换机为主干 ,

各楼接入交换机为分支节点的校园网。

校园无线网的网络拓扑图如图 1 所

示，无线网核心交换机与校园网核心交换

机、计费认证网关相连，专用的 DHCP 服

务器为无线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当前，

校园网无线接入点 (AP) 有两种品牌，无

线控制器（AC）两种品牌。

无 线 用 户 上 网 时， 首 先 获 得 由 无

线 DHCP 服务器分配到的 IP 地址，然后

登录计费认证系统，认证成功后，由统

一的计费认证网关放行，从而可以访问

Internet，各个无线控制器不提供认证功能。

无线接入点（AP）通过 CAPWAP 隧道与

无线控制器（AC）进行通信。

改造前的策略

当无线客户端从物理位置 A 移动到物

理位置 B 时，客户端在不同控制器下的不

同 AP 间漫游，无线 SSID 对应的 VLAN 是

不同子网，各个子网根据楼宇划分。例如：

学生公寓 1 号楼用户获得的 IP 地址所属子

网为 10.10.0.0/24，学生公寓 2 号楼用户获

得的 IP 地址所属子网为 10.10.1.0/24。

DHCP 服务器配置

无线客户端获得的 IP 地址通过 DHCP

服务器分配，DHCP 服务器按照校园楼宇

配置多个作用域，每个楼宇分配 16 个 C

类 IP 地址供本楼宇内的客户端使用。例如：

赛欧一号楼的作用域是 10.16.0.0，该楼宇

的客户端获得的 IP 地址范围为 10.16.0.3-

10.16.16.254。

计费认证策略

无线客户端 30 分钟之内没有下行流

量的情况下，认证计费系统会将客户端进

行离线处理，此时客户端若使用校园无线

网，则需要再次登录计费账号。

客户端 IP 地址策略

客户端在使用无线网络前，会获得由

无线 DHCP 服务器分配到的 IP 地址，此

IP 地址的租期为 2 小时。

无线地址池和 VLAN 策略

校园无线网建设初期，为了方便管

理，考虑扩展性，将无线网按照楼宇分

为多个子网，每个控制器上的动态接口

（Interfaces）都被分配不同的 VLAN 和 IP

地址。例如名称为 bonalou 的接口，VLAN

为 915，IP 地址为 10.16.224.2。

随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园无线网规

模的进一步扩大，无线信号覆盖区域范围

扩大，校园无线网络包含大量无线接入点

（AP），单纯使用一个无线控制器已经无

法实现大量 AP 的控制管理工作。在很多

情况下，校园网无线客户端需要从一个楼

宇移动到另一个楼宇，从

一个控制器漫游到另一个

控制器，就会出现 IP 地址

分属不同子网，需要再次

登录计费账号的现象。

针对此现象，经测试

后，将无线网配置策略做

一定调整。目的是为了实

现无线客户端在校园园区内

进行物理位置移动时，无线

网络不中断，客户端实现校

园内 AP 间无缝漫游。

破解多品牌校园无线漫游难题

图 1  校园无线网网络拓扑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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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策略

客户端 IP 地址段选取

客户端 IP 地址由无线 DHCP 服务器

负责分配，在校园网私有 IP 地址段中选

取一个 B 类地址提供给无线客户端使用，

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是学校在校师生 20000 人左右，无

线网在线用户一般为 10000 人，每位师生

最多允许两个无线终端设备同时在线，共

计需要 20000 个 IP 地址；

二是考虑校园无线网未来的发展需

要，若当前选用半个 B 类地址 , 未来需要

扩容至一个 B 类地址，需要对现有的计费

认证系统策略、DHCP 作用域、校园网无

线核心交换机的路由等多个设备进行多方

面的调整。因此，选用一个 B 类地址提供

给无线客户端使用。

DHCP 服务器配置

新建作用域，分配一个 B 类地址供

全校无线客户端使用，DHCP 客户端的租

用期限为 2 小时。停用原来各个楼宇的

DHCP 作用域。

当客户端发起控制器间漫游操作时，

涉及的两个控制器能够对比分配给它们各

自 WLAN 接口的 VLAN 号。如果 VLAN 

ID 相同，那么无需进行任何特殊处理，

客户端将实现控制器间漫游，并且可以在

新控制器上继续使用原有的 IP 地址。

计费认证策略

校区、赛欧公寓园区、华侨学院园区

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较近，经实地测算，步

行 30 分钟时间内可以实现三个园区内的

物理位置移动，因此计费流量的在线时间

策略可不做任何调整。

无线核心交换机配置

新 建 VLAN951， 命 名 Wireless_

Vlan，具体配置如下：
vlan 951

 name Wireless_HX

interface vlan951

  description Wireless_Vlan

  ip address 10.10.0.1 255.255.0.0

  ip helper-address 10.2.X.X

这里 helper-address 就是 DHCP 服务

器地址。

A 品牌无线控制器

在 AP Groups 设置里，将 WLANs 选

项中的 Interface/Interface Group 都映射到

Vlan951 所对应的 Interface 上。

B 品牌无线控制器

将 ap-group 全部映射到 VLAN951 中。
ap-group B_Group_1

 interface-mapping 2 951 ap-wlan-id 1

ap-group B_Group_2

 interface-mapping 1 951 ap-wlan-id 1

ap-group B_Group_3

 interface-mapping 1 951 ap-wlan-id 1

客 户 端 在 不 同 控 制 器 下 的 不 同 AP

间 漫 游，SSID 对 应 的 VLAN 是 同 一 个

子 网， 都 是 VLAN951 所 对 应 的 子 网

10.10.0.0/16。此外，各个楼宇的汇聚交换

机配置不用额外做任何调整，只需要正确

配置 option 43 或者 option 138 命令即可。

接入交换机

跨控制器后，无线终端 MAC 地址上

行端口发生变化，即无线终端所连接的 AP

不同。由于 AP 上联的 POE 交换机上只可

读到所连接 AP 的 MAC 地址，不可看到无

线终端的 MAC 地址。无线终端的 MAC 地

址通过 CAPWAP 隧道，可以在在无线控

制器读到，因此，不会存在因 POE 交换机

MAC 表不更新而导致无线终端用户跨控制

器的过程中，出现连接中断的现象。

DHCP 服务器基于无线终端的 MAC 地

址分配 IP 地址，一个 MAC 地址相应的获得

一个 IP 地址，租期为 2 小时；跨控制器后，

无线终端 MAC 地址不发生变化，物理位置

的改变只要控制在 30 分钟内，那么该终端

将一直占用最初获得的 IP 地址，计费认证

系统不关心该终端是否跨控制器，只要该

IP 地址 30 分钟内有下行流量，则不会重新

登录计费系统，可保持一直在线状态。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存在的问题

改造后的配置策略，选用一个 B 类地

址，一个用户 VLAN，存在的弊端是无法

避免广播风暴和病毒的扩散。我们通过两

种方式来解决以上问题。

解决办法

1. WLAN 优化手段

在无线控制器上启用无线用户 VLAN

内的二层隔离功能。对于没有二层互访需

求的网络配置该功能，减少网络攻击和多

播报文带宽占用。启用该功能后，核心交

换机上无线 VLAN 下的所有客户端无法实

现相互访问，从而减少广播风暴。

2. 无线控制器访问控制列表

通过配置无线控制器访问控制列表，

起到防控病毒的作用。无线控制器上的访

问控制列表用于限制或允许无线客户端访

问无线局域网内的服务。可以从两个方面

进行数据包过滤，一是作用于每个无线控

制器上无线客户端 VLAN 的入站和出站方

向；二是在无线 SSID 的入站方向进行过

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访问控制列表只

能配置在动态的 Interface 上。进行如上操

作后，访问控制列表就会允许或者拒绝校

园无线网中使用该动态 Interface 的数据流

量，从而起到保护校园网安全的作用。

以上两种解决办法都在无线控制器上

进行配置，不涉及接入和汇聚交换机，因此，

不会给交换机增加负担。同时，从无线控

制器 CUP 和内存使用率曲线图（图 2）来看，

WLAN 优化手段和无线控制器访问控制列

表的实施并未对无线控制器带来较大负担。

经过改造后的配置策略生效后，辅以

控制器上的用户二层隔离功能和访问控制

列表，校园网无线客户端可以实现校区内

物理位置移动，无线网不中断，同时避免

了多次登录计费认证系统的麻烦，极大地

方便了学校师生的上网行为，得到了广大

师生的一致肯定。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育技术中心 ）

图 2  无线控制器 CUP 和内存使用率曲线图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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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随时随

地的师生互动、无处不在的个性化学习、

智能化的教学管理、一体化的教育资源与

技术服务、师生共同成长的校园文化等新

型“智慧校园”教学管理模式逐渐展现。

“智慧校园”逐渐取代“数字校园”，成

为当前信息化发展的主题与潮流。

智慧校园现状及分析

南通大学信息化建设始于 2004 年三

校合并之时，经历了十多年的建设，校园

网的信息资源和应用系统从无到有，逐渐

丰富和完善。但是，已建成的各种信息系

统满足且仅满足了职能部门的需要，缺乏

全校信息化统一的规划，形成一个个“信

息孤岛”。各种重要的数据和信息分散在

不同系统中，公共数据不统一、更新不及

时，学校管理部门很难利用这些宝贵的数

据进行全局的数据查询分析、共享共用、

决策支持等工作。智慧校园作为解决这个

难题的一种有效方案，列入了学校的发展

规划。

建设内容

智慧校园建设旨在面向全校师生提供

信息化服务平台。通过对智慧校园平台的

建设，对现有应用服务和资源进行整合，

面向学生、教职工、职能部门、学校领导、

校友、交流院校等用户，建立具有数据共

享、统一单点登录、统一身份认证的具有

综合性、个性化和交互性的信息化服务平

台。目前，学校智慧校园一期项目建设的

内容主要包括信息化标准、公共数据平台、

数据交换平台、校园门户平台、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及应用系统集成。

解决方案

建设策略

针对学校前期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

题，提出智慧校园总体建设策略如下：以

整合为核心，建立一体化的智慧校园。通

过身份整合建设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实现

全校用户的统一访问、身份管理及权限控

制。通过数据整合建立公共数据平台和数

据交换平台，实现学校信息资源共享和利

用。通过门户技术实现全校统一访问界面，

展现数字校园的应用信息，整合各类应用

系统。基于 SOA 架构，通过服务管理平台，

实现跨部门的业务协同和信息资源服务。

其中，整合正是针对学校信息系统中

出现的“信息孤岛”提出的，为了充分地

利用现有的资源，减少不必要的再次开发，

将南通大学已有的应用系统进行集成和整

合，纳入智慧校园基础平台，实现各信息

系统的数据集成、数据共享以及数据信息

的高效利用，真正地消除信息孤岛。

总体架构

采用基于 SOA 体系架构的全局服务

模型来构建智慧校园总体架构，将学校的

资源、数据、信息和应用流程，按照基于

服务的方式整合起来，使它们之间彼此互

以整合为核心  建设一体化智慧校园

南通大学

智慧校园的建设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是管理与技术高度结合的产物，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教学、科研、管理、生活等方方面面，涉及业务部门的业务边界、职责划分和职能调整，涉及业务

流程的整合与再造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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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校园总体架构

相关联、数据共享，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基础设施服务层是智慧校园建设的基

础，为智慧校园建设打下硬件基础。主要

包括校园网、服务器、存储设备等硬件以

及数据库、中间件等系统软件。

基础支撑平台层是智慧校园建设的支

撑。其中，数据交换平台可以实现应用系

统间的实时数据交换、应用系统到公共数

据平台的数据采集和同步，从而建立学校

统一的数据交换渠道；公共数据平台可以

对学校的公共的核心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形成统一的信息标准，实现数据层的整合

和一体化。通过服务整合平台，建立 SOA

架构的技术标准，采用 ESB 等成熟技术，

实现跨部门的业务协同和应用系统间的业

务流程整合，实现服务层的整合和一体化；

通过统一身份认证，可以建立学校统一的

用户管理、权限控制以及用户身份认证，

实现身份管理的整合和一体化。通过校园

门户平台，利用门户技术使应用系统在前

端形成一体，实现单点登录和个性化服务，

为师生提供统一的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服

务和信息，实现校园服务的整合和一体化。

全局应用系统层是智慧校园建设的成

果展现。应用系统是直接支持学校各项工

作的各类应用系统，覆盖了学校在教学、

科研、管理、服务等各个领域。按照使用

对象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可以将智慧校园

应用系统划分为三大类型：业务管理应用

系统，主要面向学校的管理部门，为日常

的业务管理提供支持，是智慧校园的核心

业务系统。师生服务类应用系统，主要面

向全体教师和学生，提供教学、科研、生

活等各种服务。决策支持类应用系统，主

要面向学校各层级领导，它通过充分利用

公共数据平台的核心数据，利用报表分析

工具、主题查询等技术，灵活为学校领导

提供决策支持。

应用系统集成策略

智慧校园基础平台是为各应用系统提

供支撑的技术平台，通过构建各种基础性

的技术平台，使各应用系统建设能够遵循

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实现业务系统之

间的数据整合、应用整合、门户整合，从

而形成一体化的智慧校园。

应用系统的整合包括认证集成、页面

集成、数据集成等三个方面的集成。

1. 认证集成

认证集成分为统一认证和模拟认证两

种方式。

统一认证方式：根据应用系统架构不

同，提供不同的身份认证接口，原有应用

系统调用身份认证接口对系统的认证部分

进行改造，使用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提供的

身份认证服务集中进行用户身份认证。

模拟认证方式：在统一信息门户平台

的模拟认证模块中保存应用系统的用户名

和密码。用户首先登录统一信息门户平台，

模拟登录模块自动将保存的用户名和密码

传递给应用系统，由应用系统的认证模块

完成对用户的二次认证，而对于用户来说，

二次认证是透明的，对于统一身份认证平

台来说，完全没有参与二次认证过程，所

以被称为模拟登录。

统一认证方式可以实现基于全校范围

内的用户身份认证，用户的变化能够及时

反映在各个系统中。同时，统一认证方式

使身份认证在安全性、可靠性和性能上都

相对应用系统认证更为提高。但统一认证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对于已经建好正在运行的现有系统来说，

需要对系统的认证部分做改造，对于原有

系统来说存在一定的改造工作量。另外，

实施统一认证要求应用系统与统一身份认

证平台实现了用户管理的同步。

模拟登录的优点在于对已有系统的改

造量比较小，同时可以屏蔽应用系统用户

与统一身份认证用户不一致的情况。模拟

登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全校的单

点登录。但是模拟登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统一身份认证，而是一种二次登录的方式，

站群系统、邮件系统、即时
通讯、公文传输系统、办公

OA 系统、会议系统等

应用支撑服务层

数据资源服务层

运
维
监
控
服
务
体
系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校园门户 决策分析系统

门户展示与服务交付层

个人信息 一站式服务 决策支持系统 综合预警系统

业务应用服务层

职能专属应用 公共服务应用

教务、学工管理、人事管理、
国际合作信息系统、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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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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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固有的弊病。例如：应用系统的用户

名、密码的改变，必须手动修改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的用户名密码映射，否则无法实

现单点登录。另外，在向应用系统发送用

户名、密码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针对新建的应用系统，采用统一认证

方式实现身份认证的集成。应用系统不再

需要开发认证模块，只需要调用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提供的认证接口，便可完成身份

的校验。

2. 页面集成

页面集成主要分为下面三种方式，根

据学校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对原有系

统进行页面集成。

基于 Web 界面的整合：信息门户平

台提供了两个 Portlet，来帮助完成基于

Web 界面的整合。第一个是网页查看器

Portlet，提供一个 URL，它能把指定的页

面以 IFrame 的方式直接嵌到门户页面中。

另外一个是网页截取器 Portlet，它允许指

定网页中的某个部分，并自动把该部分截

取并显示在门户中，而且还可以指定一个

更新周期， Portlet 会间隔固定时间检测指

定的网页是否发生变化并更新要显示的网

页部分块。

基于数据源的整合：对于学校的某

些应用系统，由于某些特定原因，比如需

要整合的系统没有 Web 展现，同时用户

只需要在门户看到系统中的数据，不需要

做交互操作，而且我们也可以直接访问到

要整合的系统的数据库，那么可以用这种

整合方式对原有系统进行整合。直接连接

需要整合系统的数据库，利用门户提供

的 Portlet 将一个表或者多个表的数据直接

展现出来。门户提供的 Portlet，允许采用

JDBC 方式连接数据库，然后在门户上展

现数据。

点对点的整合：开发定制的 Portlet，

在 Portlet 的代码里面，访问需要整合系统

的特定的 API，以在 Portlet 里面来完成特

定任务。点对点的整合可以针对任何一个

应用系统，甚至应用系统中的任何一项功

能，来开发相应的 Portlet，也可以在 Portlet

里面完成任意的功能，比如从应用系统中

读取数据、与应用系统进行数据交互等。

按照集成的功能进行分类，不同类

型以不同的集成方式进行集成，详见表 1

描述。

3. 数据集成

业务系统数据集成包括两部分：将新

开发的业务系统对应数据一次性加载到数

据平台中；公共数据集中定期从对应的现

有业务系统中抽取加载更新，实现与已有

系统中的数据同步。

利用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应用系统与公

共数据平台的数据集成，集成工作步骤如

下所述：

首先，通过工作在应用系统端的“适

配器”，利用数据采集机制采集应用系统

数据。

其次，采集得到的数据通过 “数据

交换平台”统一处理。

第三，“数据交换平台”根据各应用

系统的特定需要，根据预先配置的策略和

转换规则，将数据推送给公共数据平台的

“适配器”。

最后，由数据平台的“适配器”将数

据推送到公共数据平台的数据库。

保障体制

学校高度重视智慧校园建设，成立了

由校长、书记任组长，其他校领导任副组

长的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制定

学校信息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总体规划、

阶段建设方案。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化推进

办公室，对信息化技术方案进行把关。信

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中心主任兼信息化推进办公

室主任，与学校信息化工作形成合力。学

校层面还成立了信息化建设专家组和智慧

校园建设工作组，相关的职能部门也成立

了信息化工作小组，部门主要负责人任组

长，明确了具体负责信息化工作的负责人，

形成了一个信息化的立体工作网络。

智慧校园建设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学校

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扎口管理单位是信

息化工作办公室，学校所有智慧校园建设

项目应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统一规划、统

一设计、组织调研、分布实施。各单位的

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都统一向信息化工作办

公室报送，经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

立项、实施。财务、招标办、设备部门严

把关口，未经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的项目，

财务部门不予报销，招标办不予立项招标，

设备部门不予采购，形成了顶层设计、管

理、实施、监督一体化的工作机制。

智慧校园的建设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探

索和实践过程，是管理与技术高度结合的

产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学、科研、

管理、生活等方方面面，涉及业务部门的

业务边界、职责划分和职能调整，涉及业

务流程的整合与再造，南通大学创新体制

机制、更新理念思路，优化工作方式和工

作习惯，做到了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全校

一盘棋，各职能部门认识统一，在大局意

识和全局意识下全力配合，提高效率。

（责编：杨燕婷）

( 作者单位为南通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

表 1  集成方式分类表

分类 明细
基于 Web 页面的集成 基于数据

源的集成

点对点

集成链接集成 页面内嵌 页面抓取 主题抓取

业务系统有功能
页面风格不破坏总体 √ √

页面风格破坏总体 √

业务系统无功能
共享数据库平台有数据 √

业务系统有数据 √

特殊业务功能 √

校内网站 √ √ √ √

校外网站 √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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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7 高校信息化建设发展

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举

行。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资讯

科技服务处负责人曾祥容详细介绍了学校

的智慧校园建设从最初顶层设计，到具体

实施情况，再到实施环节过程中所存在的

问题。他认为，在对比国内外领先名校的

建设经验的同时，也需考虑自身学校的发

展情况。

信息化带来的三大转变

曾祥容认为，智慧校园的发展离不开

国家级和省级政策的驱动，如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这些政策的颁发都

将信息化的建设工作提到了一个战略性的

高度，对于智慧校园的建设，包括大学的

整个信息化建设来说，是个良好的机遇。

在他看来，信息化工作是个整体宏

大性的工作，不能单单学习先进理念，也

要将流程的载体和管理的载体引入学校中

来。具体来讲，曾祥容认为智慧校园的建

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应用系统、基础网

络和 IT 管控，其中应用系统需要包含教

学和学生培养、科研管理、学校内部管理

以及校园设施管理。这三部分管理体系是

相辅相成的，一脉相承的，不能单单发

展其中一个。在他看来，深圳大学的智

慧校园顶层规划设计是高校值得学习的

优秀案例。

谈及信息化对于教育的变革，曾祥容

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上，一是 IT 部

门职能的转变，从原来的维护支撑机构转

变为资源运营中心；二是建设规划上转

变，从分散式资源投入转变为集中式资源

投入；三是平台整合的转变，从分离式业

务系统转变为融合业务系统。其背后是管

理理念的转变，从原来的面向行政管理服

务转变为面向“客户”的个性化服务。

智慧校园顶层设计三个阶段

作为一所成立时间不长的大学，曾祥

容认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智慧校园

建设已然迫在眉睫，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的

需求，以“大、云、移、物”为代表的新

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智慧校园的实现

创造了实现方式；另一方面是校园内部的

需求，为保障校园内部教学与科研发展，

信息化是管理理念落地的最好载体。

于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资

讯科技服务处作为信息化工作单位，曾祥

容介绍说，资讯科技服务处下设四个部门

逐一负责工程建设、用户服务、应用系统

以及综合管理。他坦言，在建设之初存在

很多问题，比如说，用户部门对于业务流

程的不了解，IT 管控难、应用系统选型与

管理体制以及业务流程不匹配等问题。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发

展规划，其中要求，建立集约化的 IT 管

控模式、明确以学生和教师为核心的服务

理念，通过 IT 技术推动传统高校管理模

式的升级、建立整合一体化的校园管理平

台、完善校园基础网络，广泛应用云计算，

真正实现无线校园等具体实施细则。

为了更好地实现智慧校园的战略愿

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出台信息化总

体规划，以支持学校在未来 3~5 年的智慧

校园的建设工作。提出智慧校园未来要达

到创新高效、无界学习和无限沟通。

曾祥容介绍说，信息化总体规划的顶

层设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现状评估与远景规划。

校园信息化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基础

软件阶段、互联互通阶段以及智慧分析阶

段。而我国大部分高校信息化建设起步较

晚，偏重于硬件。处于基础软件阶段的高

校尚未完成互联互通，仅在核心业务上实

现数据交互。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正在处于互联互通的阶段，也是信息

化成长期向整合期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

时期的主要特点为，应用系统大量涌现、

信息孤岛系统间接口开始出现、业务覆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资讯科技服务处曾祥容：

智慧校园建设要面向“客户”的个性化服务

曾祥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资讯科技服务处负责人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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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60%、投资逐步增加。

未来 3~5 年，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智慧校园建设工作

计划处于整合期。届时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已全面将

Power BI 等认知应用投入使

用，帮助分析决策。

第二阶段：智慧校园总

体规划。规划内容主要包括

业务和功能规划、应用系统

架构规划、信息架构规划、

IT 基础设施规划以及 IT 管控

规划。

在业务和功能规划上，

曾祥容指出，业务要涵盖五

大方面，创新服务、综合决

策、运营管理、支持业务、

智慧环境，共包括 18 项一级

能力，150 项三级能力。这

一部分则主要体现未来愿景

的能力蓝图，也是整个工作的重点。

应用系统架构中，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现已完成学生自助服务蓝图与功能架

构、教师服务能力蓝图与功能架构以及科

研服务能力蓝图与功能架构等 13 项能力

蓝图与功能架构。

IT 管控规划，曾祥容介绍说，对比国

外先进实践案例，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由

副校长担任 CIO 负责 IT 服务中心、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采取 CIO 制进行校级的集

约化管理，提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未

来要执行 CIO 负责制。

在进行总体规划时，曾祥容介绍说，

对比国内外领先名校的建设经验非常重

要。在学生服务能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对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教务系统，

规划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服务系统；在

科研服务能力上，对比伦敦帝国理工大学

的科研服务平台，规划以科研人员为核心

服务能力；在内部支持业务能力上，对比

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规划出有效规范后

台工作的支持业务能力蓝图。

第三阶段：实施路径规划，随后开始

进行投资估算。

学校智慧校园的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规划的关键是设计顶层架构

曾祥容指出，在整个规划过程中，

关键是设计信息化委员会架构。“信息化

是一艘船，要将校长与副校长拉上这艘船

上”，曾祥容强调这样做，一来可以解决

各部门之间在规划和实施时的矛盾，二来

校领导可以给智慧校园建设工作指明方

向。一位副校长专门负责资讯科技服务

处，资讯科技服务处主要由 IT 技术人员

组成，另外一位副校长分管教务处、行

政部门、信息化教师委员会以及信息化

学生委员会。

“IT 部门要宣传”，曾祥容很赞同

这个观点，他认为，IT 技术人才往往沟

通能力上有所欠缺，成立信息化教师委

员会搭建教师与 IT 人才沟通的桥梁，让

老师们可以更加了解和支持 IT 部门的工

作。除此之外，成立信息化学生委员会

的目标则不止于此，现在学生对外交流

的平台日趋发达，建立学生对内交流平

台，还可以减少社会舆论的压力。学生

委员会主要由校学生会的权益部的骨干

组成。在信息化委员会的架构中，校长

与两位副校长以及资讯科技服务处组成

信息化的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作为专

项委员来完成工作。

现阶段，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经

完成基础设施相关工作的部署。其中，曾

祥容也提出在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尚未解

决的问题，比如科研设备中的 IT 设备管

理上，IT 技术人才该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该如何管理。这一部分的权责划分得不够

清晰。除此之外，财务管理系统，优秀的

校内案例大多来自国外高校，盲目引入学

校是否会有水土不服的副作用，也需要认

真思考。 （责编：高锦）

（本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资讯科技服务处曾

祥容在“2017 高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趋势研讨会”上

的演讲内容整理）

图 1  智慧校园的总体架构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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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ra2017 年年会恰逢 Coursera

成立五周年，会议针对不同的参会人群

设计了分论坛，包括大学战略、研究、

教师教学、课程团队四条主线，涉及 26

个不同的话题。在分论坛时段，一般会

并行开设 4 个会场，每个分论坛都会由

Coursera 的工作人员主持，有 3~5 个主题

发言，配合分论坛的话题，Coursera 的工

作人员也会简要介绍平台的工具或是研

究实践。笔者有选择地参与了其中部分

环节，涉及 3 个研究分论坛、1 个教学分

论坛和 3 个教学 / 课程团队并行分论坛，

涌现出 MOOC 设计、教学与研究等实践

案例，值得借鉴学习。

实践案例之三：                          
基于数据改进课程的实践案例

会议上有关基于数据改进课程或评估

教学的相关报告大多基于 Coursera 的数据面

板，数据面板提供学习者对课程具体内容

的反馈以及练习情况的详细分析。教师可

以在数据面板中看到学生对具体内容的反馈

比例，以及完成某一练习活动的整体分析，

包括后续继续参加的比率、平均尝试次数、

首次尝试平均分以及最后尝试平均分。

来自阿尔伯塔大学的两位教学设计师

介绍了他们是如何使用数据面板来定位教

学问题并改进教学的。首先是结合课程评

论，找出学习者最不喜欢的课程（通过率

低的课程），再进一步查看练习情况的详

细数据，发现这类课程练习的一般平均尝

试次数较高，且首次尝试仅有 35% 的通过

率。将 11 门课程的练习数据记录在 Excel

中，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练习平均尝试

次数可能会影响学生继续学习的意愿。

此外，还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去理解

学习者的观点，发现在这类课程中，大量

学习者反馈要求增加练习反馈，并认为练

习题让人迷惑。于是针对这类课程进行了

调整：一是在练习题干后清晰地说明正确

答案的数量；二是针对错误的选项增加了

详细的反馈。改进后的课程显著地降低了

练习尝试次数，首次尝试的平均分也大幅

增加。最后，他们也提出课程开放后教师

需要通过数据面板关注学

习者的行为，倾听学生的

反馈，据此做出相应的调

整和改进，最终评估改变

的效果，这就是改进课程

的方式，如图 1。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香

槟 分 校 教 学 创 新 中 心

（Educational Innovation）

副主任 Jason Mock 介绍了

该校在线硕士项目课程是

如何在迭代中改进创新的

做法，参与课程迭代改进

的有教学设计师、媒体专家以及数据分析

组，依据数据做决策，授课教师、教学

设计师以及研究人员定期一起讨论，并

设计了课程迭代矩阵，综合教师的投入、

教学发展人员的投入以及可能带来的效

应，来决定咨询讨论时的优先事项，如图

2。此外，为了帮助教师快速定位课程问题，

他们会为教师提供管理月报，将课程数据

面板中需要注意的情况反馈给教师。

实践案例之四：                          
教学实验的实践案例

教学实验是 MOOC 教学研究的一种

方法，目前都是采用 A/B Test 的方式开展，

从现场的报告来看，这类实践大多采取由

Coursera 主导，和授课教师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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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两个方面记录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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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此文进行连载刊登，这一期推出连载的最后一篇。

MOOC 的最佳实践
Coursera2017 年年会侧记（三）

 Improved Course

图 1  阿尔伯塔大学提出的课程改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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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ra 曾发现一门课程在模块 2 退

出率非常高，而学习者反馈目前课程大多

是视频，缺少练习，无法判断自己的学习

情况。为了验证增加形成性练习是否能降

低退出率，于是设计了一个 A/B Test，实

验组的课程学习增加了一些形成性练习，

并针对错误答案提供建议性反馈，最终发

现显著地降低了退出率。另一个实验是把

课程一个模块分解为两个模块，这样就延

长了课程学习时间，最终发现课程完成率

从 53% 提高到 70%。

另外一个实验是在同伴互评作业中增

加指导者评分与反馈，在 10 门课程中开

展实验，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收到作业的评

分和反馈后，需要评价是否认为分数公正

以及反馈有效，采用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

同意五个维度，结果发现，评价中增加指

导者评分与反馈后，学生更容易认为获得

了公正的分数以及有帮助的反馈。后续研

究发现，收到反馈字数多的学生更倾向于

评价“有帮助”，且更倾向于完成后续的

同伴互评活动以及所有课程。

来 自 佛 罗 里 达 大 学 的 博 士 生 Billy 

Wildberger 研究了在一门 STEM 课程中，

同伴互评活动对学生动机、自我效能感的

影响，初步研究发现，和美国本土的学生

相比，亚洲地区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外部动

机，更愿意参与同伴互评，并认为同伴互

评对自己的学习有用，此外，男性比女性

更为认同同伴互评的作用。

此外，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学

创新中心（Educational Innovation）副主

任 Jason Mock 在介绍课程迭代创新的报告

中也提到本校在 A/B Test 中的研究发现，

个性化的邮件有助于提高课程完成率、扣

分型成绩单对学习更有帮助、社区指导者

（Mentor）对需要帮助的学生非常有用等，

其中，有趣的发现是，虽然学生反馈视频

中穿插的练习对自己的学习有帮助，但对

于提高课程完成率并没有显著效果。

实践案例之五：                           
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案例

本次会议中特别设置了一个分论坛

“如何借助在线课程促进自己教学”，主

要是分享教师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与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Coursera 也已增加了支持

SPOC 的工具“Private Session”，开课教师

可以在这个班次中调整自己的课程结构，

增添内容，邀请学生，开展小组项目等活动。

杜克大学“Excel to MySQL” 课程

教师 Daniel Egger 介绍了自己的翻转课

程 实 践、 悉 尼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中 心 副 主

任 Katherine Olston 介绍了如何利用课程

“Academic Skills for University Success”

支持即将入校的新生在圣诞节假期间也

不间断学习。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

Madhu Viswanathan 介绍了自己的课程，

并指出在线课程和面授课程相互促进的关

系，认为在线课程可以发展出很多国际化

的内容，促进了研究的发展，而未来的校

内课程也将会更有创造性。

肯尼索州立大学的 MOOC 项目组织

校内教师和学生有组织地学习，通过网上

自学、实践应用以及分享交流三个阶段来

组织，校内会组织面对面的活动，引导学

习者动手实践并交流分享经验。

上述实践案例大多从课程设计、课程

改进和课程实施的角度，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的研究者则从教学学术的角度探讨

MOOC 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和挑战，初

步研究发现，教师学会了如何创造更能促

进学生参与的内容表达方式，并将这种方

式用于自己的课程教学，也有教师反馈说

开始教不同的学习者，据此改变了自己的

教学模式，但感觉设计课程需要投入大量

的时间。

对于课程宣传，本次会议也设置了专

门分论坛，随着课程越来越多，需要通过

宣传和推广定位到合适的学习者。诸如视

频网站、微博 Twitter、博客 Blog 等社交

媒体是比较好的宣传方式，而更重要的是

宣传内容的设计，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就

会制作相关图像和视频来表达学习体验以

及校园风光。本次会议还专门设计有相关

新工具使用的工作坊、使用反馈和咨询的

开放环节，处处体现 Coursera 对教师、课

程团队以及研究者的支持。

总之，本次会议为我们展示了在线

教育的发展走向和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

的创新技术被应用于在线教育，将会影

响或改造未来在线学习的过程及体验，

MOOC 的发展甚至可能催生出更多的技术

创新，也会随之产生出更多的最佳实践。

以 MOOC 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将会成为新型

终身学习生态环境的重要基础，如何提供

符合学习者需求的职业发展项目可能会成

为 MOOC 未来发展的重头戏，配套的相

关政策以及商业模式也将日趋完善。与此

同时，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在线教育的核

心价值，并建立未来实践的信心，MOOC

发展的终极目标仍然会是通过提供世界上

最好的学习体验改变学习者的生活，这也

是 Coursera 对在线教育的认识以及五年来

所坚持的愿景。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图 2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教学迭代矩阵

Issue                    Faculty  Workload   CITL Workload    Potential  Reward  Resulting  Priority

Update  Prereqs Low(1) Low(1) Low(3)

Low(1) High(3) High(1)

High(3) High(3) High(1)

Low(1) Low(1) Medium(2)

3

3

9

2

Add  "on-screen 

host"

Add more  scaffolding 

content

Split  modules  into  

more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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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背景下的教学重构 

2017 年地平线报告指出，未来的 1~2

年时间内，混合式学习与教学将成为主要

的形式，随着大规模在线课程的建设与推

广，老师们建设了大量的教学资源，为混

合式教学提供了完整的资源库。但是老师

在开展混合式教学时遇到很多问题：

混合式教学课堂的课程视频资源如何

选择？  

教学内容已经视频化了，老师讲什

么？

混合式教学如何评价学生的成绩？

混合式教学效果如何？

下文为老师们介绍一些办法解决混合

式教学设计与实践的关键问题。

教学资源的准备

混合式教学课堂中的教学资源配置如

图 1 所示。

教学视频

课堂教学资源主要是由老师为学生准

备的学习资料，包括知识点的讲解视频，

可以是优质的课程视频，也可以是老师自

制的课程视频。将视频课程与慕课相比较

可以发现，视频教学中，视频占了 80%

以上的环节，学生可以通过刷视频获学分，

而在慕课中，大大压缩观看视频的比例，

学生需要完成教学中的其他环节（实践、

讨论、深究、协同、创作等），如图 2 所示。

关于教学视频，国内混合式教学的先

锋提供经验告诉我们，学生更喜欢自己的

老师为学生录制的视频，因为这样更亲切。

提倡老师用一些简单的课程制作软件制作

微视频，主要是制作的过程中强调教学内

容与教学设计中的轻技术设计，使老师在

讲课过程中更自然，比如我们常见的软件

Office MIX（需安装 Office 2016，再通过 

mix.office.com 下载 MIX），也可以用屏幕

录制专家，MAC 系统用 QuickTime 录制屏

幕，也可以用稍微专业的课程制作软件：

Camtasia Studio、Storyline 等录制视频。

课程讲义

有了课程视频，还需要老师准备与

课程视频相配套的教学课件，因为课件相

对视频更为详细记录课程的内容，便于学

习者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参考学习。通过实

际运行数据发现，学生在一开始的时候

更关注教学视频学习，视频学习时间占

80%，而在课程复习阶段课件阅读时间占

70%~80%，因为在复习的阶段课件复习效

率更高，所以老师可以在复习阶段发布教

学课件 , 如图 3 所示。

讨论主题

每一期的教学内容需要老师提前准

备，其中课堂的讨论主题也需要提前设计，

这些主题应围绕老师的教学开展，提前在

网上发布，方便学生提前准备，查找相关

资料，也可以让学生在线预热，到了实际

课堂讨论才会热烈，避免冷场。课堂中的

教学空间设计也将发生改变，未来 3~5 年

时间，我们的教室将发生很大变化，传统

的排排坐将逐步调整为“团团坐”。

课程作业

课程作业需要老师在随堂练习后准备

好，由于课程作业是作为学生学习考核的

重要部分，老师需要通过课程的整体设计

来确定课程作业，作业需面向教学目标。

如何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践 

慕课是一种基于 " 互联网 +" 的“在线课堂”，传统课堂则是规定时间、

地点及人物的“现场教学”，将这两种课堂混合在一起是“互联网 +“时代

的必然，也将弥补传统课堂的不足。而每一门课程都有自己的教学设计，我

们也不能提供一种统一的教学范式来生搬硬套。本文旨在抛砖引玉，让更多

的老师乐于尝试“混合式教学”。

图 2  传统的视频公开课与慕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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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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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混合式教学课堂中的教学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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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作业可以在混合式教学之后再发

布，由学生完成课程后进行自我评价和学

习复习。总之，教学资源的准备需完善，

每一个部分都需要由老师设计完成，不能

简单拼凑。

课堂教学设计

根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IWS 设计的

BOPPPS 教学模式，可以为混合式教学课

堂提供一种参考模式。主要是将教学的内

容进行调整，部分内容放在线上完成，老

师通过课堂前测来确定学生是否完成相关

内容的学习。课堂教学设计可以设计并组

织学生进行参与式学习。

Bridge in 暖场、导入，这部分是吸引

学生进入课堂的第一步，需要老师设计一

个话题引入课程的主要内容。例如，一个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因为自己的故事

更能吸引学生，学生都有一颗好奇心，想

知道自己的老师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Objectives 教学目标、学习目标，这

个阶段老师需要给学生布置学习目标，有

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明确通过此次学习

可以完成哪些内容，能够理解、记忆、操

作、评价或者创作。

Pre-Assessment 前测，这个阶段让老

师了解学生之前的混合式学习内容预习得

如何，是否完成了所有的教学环节。

Participatory Learning 学生参与式学习，

这个部分主要由老师组织学生进行参与式

学习，包括：小组研讨、辩论赛、模拟训练、

PBL 等多种模式的参与式教学活动。老师

在这个阶段需要像“带着学生跳探戈”，

给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让他们参与并反思，

在“催眠中”学习到更多。

Post-Assessment 后测，完成课堂教

学后需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性测

试，而这个后测不应该与前测一样，需要

有难度地提升，学生在这个阶段可以了解

自己对课堂教学目标的掌握情况，若有不

完善之处还可以在后期的教学总结中继续

与老师保持互动。

Summary 小结，课堂小结是课堂中比

较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可以将学生

的“心收回来”，老师应避免讲偏了，老

师主要回顾课堂中的重点难点，最好能用

一些简洁易记住的话总结，让学生能够及

时回顾，有问题现场提出。总结的时候，

老师不能再新加内容。

课堂教学评价设计

混合式教学教学设计中，老师的讲授

内容被变成了视频，学生绝大部分时间在

课堂中通过讨论、实践、答疑等完成学习。

在一篇关于“大学物理翻转课堂教学改革”

的文章中发现，老师的教学时间从 55%

压缩到了 5%。

老师的课堂教学评价 50% 来自于学

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及收获，50% 来自于课

程的考试。由于教学设计中知识传授部分

被放到了网络，在网上的学习行为数据将

作为学生在线学习的评价依据，但若全部

按照学生的学习投入（看视频、讨论、发

帖及线上作业）考核，学生会“主动”作

弊，若看视频分值高，学生会一边看视频，

一边玩游戏或者雇佣“机器人”刷视频，

也可能通过题库刷测试，教学效果难以保

证。所以在设计考核的时候应该将线下的

测试与线上学习相结合。

台湾交通大学李威仪教授在设计线

下测试（前测）与课堂视频相结合，将视

频中涉及到难以被学生回答的问题在课堂

中现场回答，可以检测学生是否自己亲自

看视频。台湾大学叶丙成老师将学生的作

业设计为游戏，让学生设计作业供同学测

试，通过游戏的方式开展测试，学生既可

以“显摆”题目，还能测试知识的掌握情

况。华东理工大学心理学老师在课堂上用

选择题（20 道）来测试学生在线的学习

情况⋯⋯测试成了老师课堂教学的工作，

这也丰富了教学内容，同时督促学生课前

预习教学视频。所以，在设计混合式教学

的考核要求时，一定强调学生的学习性投

入，包括在线的学习情况及线下相关的学

习考核。

混合式教学后学生的表现

最终的考试设计与传统考试题目一

致，使得后期的教学研究中可以进行比较，

学生也将在同等环境下进行对比测试。国

外老师实践发现，经过翻转课堂教学后学

生的考试成绩大大提高。

上海交通大学经过多轮次的教学实

践，越来越多的混合式教学课堂教学效

果表现很好，学生的评价提升了，学生

的成绩与传统课堂相比有明显提升。教

学互动效果好，也是对混合式教学设计

的肯定。

例如《工程图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案

例，由于具体数字无法对比出不同班级的

情况，为此我们采用答对率这一更清晰的

体现本质的概念。根据测试比对发现，大

部分情况下，视频的阅读次数和时长是同

向影响了最后学生的学习效果的。

回顾混合式教学改革的设计与实践，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

主要是准备大量的教学视频替代之前的课

程面授，准备与视频相关的题目作为课堂

教学的“前测”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根

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设计课堂教学，课堂教

学主要以学生为主，开展自主学习模式中

的分组讨论、小组作业、小组互评等多种

教学活动。教学的评价将依赖系统提供客

观数据，老师需根据课堂教学的测评来计

算学生的学习性投入，避免在线学习中的

作弊现象。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MOOC 研究院）

图 3  学生在不同时期对讲义和视频关注的差异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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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苏明忠

新时期，新媒体技术以超出人们想象

的发展速度颠覆着传统信息交流的方式。

新媒体及其技术以多元性、交互性、分众

化、个性化、跨时空、低成本等特点，为

公共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推广和宣

传各类知识、信息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公共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加

强与读者和用户之间的有效沟通、联系，

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揭示馆藏信息，开发

数据资源，创新应用技术的功能。本文在

充分阐述新媒体服务方式的基础上，分析

公共图书馆利用新媒体服务的措施和注意

事项，为公共图书馆更好地开展公共文化

服务工作提供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和空间。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    
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服务的发展在为图书馆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带来

了大的挑战。传统图书馆以丰富的馆藏

资源吸引用户的优势不再明显，新媒体

服务为用户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讯提供

更便捷的方式，传统的点对点传播方式

被打破，多点对多点的网状传播格局逐

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形式。在这种情

况下，新媒体服务的发展既为公共图书

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带来了便利，又带

来困难和挑战。

弱化了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库的功能

图书馆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信息的保

存机构，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搜索引擎

作为新媒体服务的一部分，逐渐成为公

众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部分替代

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的功能。搜索引擎

技术的发展，让用户在信息查询过程中

有了更多选择。因此公共图书馆在公共

文化服务过程中开设的各类活动在借助

新媒体手段进行宣传的过程中要充分发

挥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同时也提醒我们

的公共图书馆，要做好信息资源的整合、

编目，以便于搜索使用。

降低了用户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

只有提高用户对公共图书馆的依赖程

度，才能使公共图书馆更好地发挥公共文

化服务的功能。但是，新媒体服务手段汇

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信息资源，将文

字与图像、音视频资源相结合，不仅能够

满足用户碎片化阅读的需要，也为用户提

供更加生动的阅读体验。此外，部分新媒

体服务会针对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

根据用户阅读喜好推荐各类信息，满足不

同用户的阅读需求。新媒体服务在提升用

户阅读率的情况下，使用户对公共图书馆

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用户对图书馆依赖

程度的下降，直接影响公共图书馆开展公

共文化服务的目标群体的数量，也为公共

文化服务的推广带来了挑战。图书馆新媒

体服务方式如图 1 所示。

提高了对图书馆信息服务能力的要求

正如前面所述，新媒体服务的发展为

用户寻找有效信息，解决各类实际问题提

供了有效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图书

馆原有的参考咨询服务也受到一定程度的

冲击。如知乎、豆瓣、天涯等互动论坛、

网站的发展，让用户不再单纯依靠图书馆

的参考咨询工作来获取需要的答案。用户

信息需求的多样化也对公共图书馆开展公

共文化服务提出难题，公共图书馆如何在

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更大程度地满足

更多用户的信息资讯、参考咨询及图书阅

读要求也是图书馆需要研究的课题。

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更应挖掘特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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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发展公共
文化服务的策略

通过对新媒体服务方式对公共图书馆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图书馆在新媒体服务发展带来

的种种变化和挑战中，应顺应时代发展的

整体趋势，加快自身发展的步伐，完善图

书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存在的不足，不断

发展，改革创新。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探讨：

1. 挖掘馆藏资源，充实图书馆公共文

化服务内容。

公共图书馆作为书籍存储的主要机

构，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如何合理妥善

挖掘和应用这些信息资源是公共图书馆面

临的一大重要课题。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

发展，让公共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服务挖掘馆藏资源，并且深

度开发与图书馆相关的读者阅读情况和影

响读者阅读的各类因素和指标。通过对馆

藏资源的数字化挖掘，充实图书馆公共文

化服务的内容，将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

进行网上和网下两方面推进。新媒体服务

方式为公共文化服务更广泛的开展提供了

广阔的传播渠道。图书馆在深度挖掘已有

馆藏资源的基础上，利用 APP 客户端、

手机网站、微博、微信、RSS、数字电视

等方式，将数字化的馆藏资源进一步共享。

利用便捷的新媒体手段增加广大读者对图

书馆的粘性，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

善和健全。

2. 资源建设充分考虑本馆特色，避免

重复开发。

随着图书资源数字化的开展，各级公

共图书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对馆藏资源进行

数字化处理，但是在处理过程中往往存在

内容重复的问题。如各地的市级公共图书

馆数字化资源的内容与当地省馆的数字化

内容常有重复。因此，公共图书馆在利用

新媒体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充

分考虑自身图书馆的特色，立足本馆所在

地区的区域特征进行开发，尽量避免重复

开发。如上海图书馆立足馆藏家谱资源的

特色，对馆藏家谱资源进行数字化整理，

建立家谱数据库，利用新媒体进行推广，

为读者提供家谱资源网络查询服务，一时

引来大量拥趸者。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

在利用新媒体发布馆藏数字资源时应充分

考虑本馆的实际情况，重点开发、宣传和

推广本馆特色资源，尽量避免重复开发、

宣传、推广与其他馆重复的资源内容，真

正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3. 提高营销意识，加大资源和服务的

推广力度。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大多数图书

馆开始利用 APP 客户端、手机网站、微博、

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但各个图书馆的推

送内容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缺乏独立、

长远、整体的营销计划。在利用新媒体进

行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图书馆应摒弃

公共文化服务不需要营销的思想，要认识

到非营利营销同样能够运用广播、电视、

报纸、杂志等媒介向公众推送公共文化服

务。而除图书馆网站、图书馆微博之外，

对于确定的目标用户，图书馆还可以利用

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进行精准营销，

甚至是利用能够显著提高信息量和信息利

用效率的云营销。根据用户的实际行为，

对用户的需求进行精准定位，挖掘潜在用

户，借助新媒体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用户

之间的有效链接。

4. 培养公共服务人才，推动新媒体技

术的发展和利用。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以公民为中心的

文化服务行为，强调“普惠性”和“均等

性”，要求公共图书馆在“公平公正”的

原则下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但是随着新

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的

普遍应用，部分公共图书馆出现“技术至

上”的问题，过分强调馆员对新媒体技术

的掌握程度，让图书馆馆员更多地成为“新

媒体技术的掌握者”，而非“公共文化服

务理念的传播者”。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共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导机构的主导作

用，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过

程中，应强调对馆员的“人文精神”的培

养，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层面上培养馆员

的人文精神和服务精神，只有充分定位用

户的中心地位，充分了解自己的工作价值，

才能让馆员发自内心地担负起“公共文化

服务理念传播者”的重担。

整体看来，新媒体的发展对公共图书

馆推广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为公共图书馆推广公

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渠道、更丰

富的业务内容和更多元的用户群体。另一方

面，新媒体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变用户的阅读

方式、信息需求，并为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

服务的宣传推广设置技术、能力等方面的难

题。因此，公共图书馆要秉承客观的态度对

待新媒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通过微博、

微信、APP 客户端、数字电视、广播等平台，

对图书馆的资源、服务、活动进行实时推送，

扩大用户范围，挖掘潜在用户资源并增强用

户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从而为更好地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服务。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国家图书馆）

图 1  图书馆新媒体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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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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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各行业信息化步伐不

断深化。教育乃国之根本，教育信息化对

教育教学的发展尤为重要。为更好地培养

创新型未来人才，国家已密集出台多项教

育信息化政策，各大院校也在加快落实教

育部推出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本着“相信人人有才，帮助人人成才”

的教学理念，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思博学院”）为自己制定了一套

信息化“十三五”规划——逐步升级建造

学校核心机房，并携手施耐德电气共同打

造模块化、可扩展、高能效的数据中心。

携手共建灵活高效绿色数据中心

教育信息化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根本

动力，为支撑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学

校必须全面提升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水

平。然而，将传统学校改造成顺畅运作的

全数字化校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思博学院建校于 2002 年，是经上海

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一所全日制民办高

等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已有 7000 人，

专职教师达 300 人，专业课程已开设了

23 个。整个学科布局体系是护理强势，

国贸有特色，艺术及管理类为支撑。

上海思博学院原有数据中心机房设

施相对简陋，只有交换机、服务器等设

备。此次合作，施耐德电气针对思博学院

对数据中心可扩展、高能效以及统一管理

运维等迫切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了英飞

（InfraStruxure）模块化解决方案，部署了

包括 160KVA 模块化 UPS、行级空调、机

柜、NetBotz、软件等，并提供从设计、部

署、运营到维护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此次数据中心建设，我们主要从

技术、未来发展以及节能减排三大因素来

考虑。”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办负

责人朱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项目实施之

前，我们花了 1 年的时间去调研，发现施

耐德电气英飞解决方案，拥有真正的模块

化架构，配电、制冷、机架、安全和管理

等系统都是作为整体系统来进行设计和测

试的，可大幅缩减从规划、设计到部署的

时间和系统复杂度。此外，其绿色节能水

冷机组能够真正实现运行维护的低碳、环

保，从而帮助学院数据中心实现节能节电

等目标。

施耐德电气 IT 业务部项目负责人杨

熠说：“英飞解决方案主要由六大系统构

成，包括供配电、制冷、机架管理、通道

封闭，以及动力环境监控和智能管理系

统。”这六大系统分别是由多个功能部件

构成的，每一个功能部件都要求做到开放

性，模块化要可扩展性以及灵活性。

朱明表示，引进英飞解决方案的智能管

理系统后，机房的 24 小时值班制升级到了

无人值班制，所有系统一旦发生故障问题，

智能管理系统将第一时间发出警报，非常智

能，大大地减少了人员成本和时间成本。

随时随地都能学

发展教育信息化，仅仅有硬件的支撑还

不够，应用是王道。“思博学院的教育信息

化实施工作有三方面——教育教学信息化、

教育管理信息化、教学质量监控的保障。”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张学龙表示，

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首先要有良好的办学

理念和目标，其次是根据时代发展将学校的

设施设备做好相应的落实。

通过此次与施耐德电气携手合作，思

博学院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取得

突破性发展。

教育教学方面，课堂教学内容的形式

从早期的多媒体教学升级到微课堂、虚拟仿

真实训、手机课堂等，建设完善了整个学院

的信息化资源以及教师与学生的线上学习平

台，真正实现了师师通、生生通、师生通。

教育管理方面，从学生入校离校，

到教务管理、学生生活管理、后勤管理；

从节能减排的管理系统到机房管理系统，

思博学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落地性实施方

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教学质量监控方面，除了日常课程教

学，还能实现“翻转课堂”。课堂上，师

生之间可以讨论、合作、探究问题和开展

实验；课堂下，学生可根据自身的学习进度，

进行自主学习，同时师生还可实时线上互

动，老师可实时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

高校一直是数字教育资源开发的主阵

地，而且有着自身独特的技术和智力优势。

据介绍，思博学院建设了教学资源空间，

例如建筑工程的实训课程，装饰工程的每

个环节、每个步骤都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

二维码，学生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知道相应

的知识点，从而实现移动学习的新模式。

（责编：杨燕婷）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的
教育信息化之路

思博学院的数据中心采取分期建设，规

划的整个核心机房将主要分三个功能区——

低密度区、高密度区和网络区。目前，思博

学院的数据中心已完成了一期建设，主要完

成了低密度区和网络区；二期将完成高密度

区建设（采用施耐德电气热通道封闭理念，

专门规划了高密度应用区域）。

“进行二期部署时，核心机房无需断电，

便可快速实施，所有智能输出配电等部件，

都可在线升级，极大节省部署时间，并降低

教学风险。”杨熠介绍说，预计设备到位后

一周之内便可基本完成二期交付。

思博学院机房的
二期部署比你想象中要快得多剧透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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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口味淡？
拌点科技元素“放大料” 

北大：电子礼包惊喜多 游戏卡模拟校园

2016 年，北京大学通知书一起附赠的“开学大礼包”。

该礼包中包括一本《初入燕园》指南和一张《预习北大》光盘，

光盘中包含《预习北大》、《师兄师姐告诉你》两版电子书、《北

大漫记》的电子漫画、《燕园地图》手机 APP，还有《颐和园

路 5 号》及《等你百年》两部校园微电影。大礼包中的另一重

惊喜是一部名为《英雄 &MIDdot》的 3D 剑侠游戏，这款游戏精

准地复刻了北大的实地场景，新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在游戏

中模拟新生报到、开学典礼、社团纳新等初入校园的经历。其实，

早在 2010 年北大发放的录取通知书中，北大已经附赠了这款

名为“北大英雄”的游戏光盘。

西北工业大学：AR 录取通知书

西北工业大学发出了一份特殊的录取通知书——中国第一

封 AR 录取通知书。首次在录取通知书中嵌入了基于 AR 技术的

虚拟校园平台。收到 AR 通知书的新生通过 APP 即可体验 AR 增

强现实通知书的魔法与魅力。

从外观上看，2017 年西工大的录取通知书在腰封上多了

一个二维码。扫码下载“西工大 AR”，将手机对准通知书正面，

普通的纸质通知书就变成了一个动态卷轴，西工大不同时期的

校园风貌展现在眼前。当扫描通知书背面的“航空”“航天”“航

海”3 个标志时，栩栩如生的三维立体运 20 飞机、长征火箭、

航空母舰模型仿佛触手可得。配合着卡通形象“航小天”介绍

学校“三航”的学科特色，一张简单的录取通知书展现出一个“魔

法校园”。

每年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时候，高校都集体放大招，因为录取通知书不仅是入学的凭证，更

是高校与学生的“初次见面”，备受学生和家长期待。随着时代的变迁，各高校通知书的面貌和形式

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曾几何时，录取通知书越来越纷繁，有文艺范的、有古典味的、有卡通类的，总之，那是拼颜值

的时代。拼颜值的路上，每年推陈出新难度大，一不小心容易与其他高校雷同。如果加入科技元素后，

创意之路也许能越来越广。下文将为大家介绍近几年录取通知书，看看各高校如何加入高科技“放大料”。

文 / 陶春

2017年

AR，是 Augmented Reality 的英文缩写，

意为：增强现实技术，是一种实时地计算摄

影机影像的位置及角度并加上相应图像、视

频、3D 模型的技术，这种技术的目标是在屏

幕上把虚拟世界套在现实世界中并进行互动。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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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置智能芯片

2012 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了内置智能芯片的录取

通知书。新生抵达学校时，手持通知书便可打开门禁。通过物

联网技术，学生在报到时可以随时获取校园导航、信息查询等

智能化服务，让一键报到不是梦。

天津城建学院：融入防伪二维码的羊皮纸

2012 年，天津城建学院等高校在录取通知书中融入“二

维码”、“条形码”等科技智能元素，让学生感受“e" 时代的

报到魅力。“为了防伪，还在录取通知书的纸张上下了一番工

夫。”城建学院招生办老师表示，“城建印制录取通知书的纸

张不是广泛使用的铜版纸，而是一种特殊的仿羊皮纸，纸张上

印上了隐隐的羊皮纹极难仿制，既有防伪功能，这种纸张也更

加环保。”

西安交通大学：全国高校首份电子录取通知书

2014年起，电子录取通知书从西安交通大学发出，报考西安交大

国防生的张富淦同学有幸成为全国高校首份电子录取通知书的获得者。

据了解，报考西安交大的考生可以安装“移动交通大学”APP，在相关

栏目输入相关信息后，即可获得电子录取通知书，提前知道录取有关

信息。

电子录取通知书其核心是考生在被录取后通过该校的移动校园门

户“移动交通大学”获得的唯一条码，与传统纸质的录取通知书具有

同等的效力，新生报到时，考生可持手机和身份证就可完成注册，方

便易用。

河南大学：带着二维码的录取通知书

河南大学 2014 年的录取通知书别具一格，二维码是最大亮点。

在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同学的《2014级新生入学指南》上面印有河

南大学官方微信的二维码，同时，在录取通知书的纸质快递袋子上也

印有河南大学招办网站和河南大学招办微博的二维码。只要学生用手

机“扫一扫”，就可以添加到官方微信、登录到网站页面或者微博，

里面为考生服务的信息是应有尽有，新生还没到学校报到，就可以对

学校了若指掌。

浙江农林大学：一份通知书一张“生态名片”

2015 年，浙江农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运用高科技制作，以毛

竹为原材料、用刨切微薄竹技术制作并印刷而成，是独一无二的录

取通知书。

据介绍，该新生录取通知书，其印刷的材料不是普通的纸张，而

是以毛竹为原料、运用该校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加工而成的刨切微薄

竹。此外，每份录取通知书使用的是双层刨切微薄竹。浙江农林大学

负责通知书制作的倪建均介绍说：“以刨切微薄竹为材料印刷制作而

成的录取通知书，是学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体现了高校的科

技优势、学术优势。同时该录取通知书，也是一份更生态环保、文化

底蕴的录取通知书。”

值得提醒的是，高科技时代，考生除要提防填报志愿的

钓鱼网站外，也应该注意提防伪造的录取通知书等病毒链接。

据广州日报的 7 月初一篇为《网上“录取通知书”小心是病

毒！》新闻报道，“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钱盾 APP 安全专家近日检测发现，一款外观

像Word文档、名为‘录取通知书’的病毒正在网络传播蔓延。

该病毒伪装成名为‘录取通知书’的 Word 文件，一旦用户安

装就会被植入恶意代码。该病毒不仅能监控用户操作手机的一

举一动，还会窃取手机中的个人短信等隐私信息。不法分子进

而可通过相关信息获取支付等类型验证码实施诈骗。

来自钱盾 APP 大数据显示，今年高考前后，新增恶意高考

病毒约 260 种，其中 61% 的病毒存在窃取隐私风险。钱盾反诈

平台负责人沈盾则表示，钱盾 APP 专门研发推出了高考防诈骗

全攻略。具体做法是根据高考每个关键时间点，在考前、查询

成绩、填报志愿、发放录取通知书、申报助学贷款、入学等环节，

钱盾安全专家都会联合全国各地公安干警，通过钱盾 APP 以及

钱盾官方微博给出及时的高考防骗风险提醒，提升考生防骗意

识。据介绍，一旦用户接到诈骗电话，钱盾 APP 会自动向用户

发出“公安部刑侦局提醒诈骗电话”提示。

2015年

2014年

2012年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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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微”报告

《中国教育网络》对 7 月 358 所高校官微大数据进行调研分

析时发现，7 月数据明显好于上两个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南

京审计大学等五所高校周 WC I 指数突破千次大关。河南大学凭借

一篇爆文挺进 6 月月榜前十。在内容上，7 月延续 6 月的两大主题

“毕业”、“招生”，但报道角度更为细化。7 月多所高校官微紧

跟热词，使用“刚刚体”作为学校重要新闻的标题。

7 月分周“数”像

7 月周 WCI 指数前十强具体情况见图 1。如图 1 所示，浙江大

学以第二周的 WC I 指数 1089.08 排名第一，且与第二名北京大学

差距较大。相比较前两个月，浙大表现稳定，有两周数据进入前

十。南方审计大学、东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四

所学校新进入榜单。从数据上看，7 月数据明显好于 5、6 月数据。

7 月有五所学校的分周 WC I 指数超 1000，但都未超过 5 月第三周

浙江大学的 1147.71。纵向上看，第一周数据较为亮眼，十强席

位独占五席。其次是第三周占据两席，但排名均较为靠后。第二

周的数据虽然在数量上没有占优势，但排名靠前，分别是排名第

刚刚！

7 月高校官微发送 12 封录取通知书

图 1  7 月周 WCI 指数前十强

公众号 标题 发布时间 阅读数 点赞数

南京审计大学 【闪亮】见证最高的爱：I love NAU ！ 2017/7/13 100001 3888

浙江大学
最后一名真能逆袭第一！浙大学者

Science 发表长文解破其中秘密
2017/7/14 100001 3009

北京大学
林建华校长在北京大学 2017 年毕业典礼

上的致辞：吃亏就是占便宜
2017/7/5 100001 2515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东北哪所大学？ 2017/7/5 100001 1834

北京邮电大学
5G 来了！北京邮电大学成功研制全球首个

SBA 5G 网络切片原型系统
2017/7/20 100001 1793

西安交通大学
沉痛悼念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西安交通

大学教授陈学俊
2017/7/4 100001 1496

南京工业大学
今夜，你的名字在新街口闪耀！我爱你，

南京工业大学！
2017/7/13 100001 1258

西北工业大学
刚刚，2017 年第一封 AR 大学录取通知书

正式发出！
2017/7/4 100001 922

表 1  7 月前三周阅读量破十万文章详情

一的浙江大学，和排名第三位的 WC I 指数为 1014.11 的南京审

计大学。

7 月前三周阅读量破十万按点赞数排序情况见表 1，从发

布时间上看，四篇文章集中在第一周，内容上，其中三篇延续

6 月官微主题，分别是北大《林建华校长在北京大学

2017 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吃亏就是占便宜》、东

北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哪所大学？》以及西北工业

大学的《刚刚，2017 年第一封 AR 大学录取通知书正

式发出！》。

点赞数上，点赞数最高的为南京审计大学发布的

《【闪亮】见证最高的爱：I love NAU ！》，点赞数

为 3888。其主要内容为，为庆祝毕业季，南审校友会

举办的众筹承包南京新街口三块大屏的活动现场。这

一创意，南京工业大学也使用过，南工大在 7 月 13

日发布文章《今夜，你的名字在新街口闪耀！我爱你，

南京工业大学！》首周阅读量也已经破十万，点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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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58。

除此之外，点赞数为 3009 的浙大《最后一名真能逆袭第一！

浙大学者 Science 发表长文解破其中秘密》，点赞数 2515 的北大

《林建华校长在北京大学 2017 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吃亏就是占

便宜》都属较好成绩。

一款爆文助河南大学挺进月榜前十

在上一期的“微报告”中，曾经提到河南大学仅凭借一篇阅

读量破十万，点赞数为 8801 的爆款文章在 6 月第三周排名中超武

汉大学排名第一。《中国教育网络》回溯 6 月河南大学相关数据

发现，《重磅！首发！河南大学 2017 年招生宣传片惊艳上线！》

这款爆文在 6 月月文章榜中排名第一，点赞数是第二名的两倍之

多。但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河南大学再无其他任何一篇文章入围

月文章榜的前 100 位。河南大学入榜的第二篇文章为《关爱和：

给我一缕阳光，报以生命的灿烂》，仅排名 129 位，阅读量为

38002。

但就是依靠着这篇爆款文章，河南大学冲进了 6 月的前十名，

排名第八，具体情况见表 2。我们将排名第八的河南大学与排名第

七的西南交通大学单做对比，西南交通大学的发布文章数比河南

大学多 17 篇，阅读总量多 23 万多，但在最后的 WC I 指数就只有

小数点之后的区别。通过 6 月河南大学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一

款阅读量高、点赞数高的爆款文章对于周排名、月排名的影响有

多大。

7 月热词：致辞、录取

7 月，毕业生陆续走出校门，毕业季的余温还未散去，高考

考生们也陆续在 7 月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总体来说，7 月高校

官微主题继续延续 6 月的两大主题“毕业和招生”，但内容的重

点上有所改变。不同于六月热点事件的宏观多角度的报道，7 月

的主题更为细致，紧紧围绕“致辞”和“录取”进行，具体情况

见图 2。

“毕业”主题的报道角度集中在各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毕

业致辞。“毕业”出现 181 次、“校长”一词出现 158 次、“毕

业典礼”和“典礼”相关词汇共计出现 93 次。

有趣的是，根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公布的数据显示，116 篇

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学校”、“祖国”、“学习”、

“时代”、“创新”、“梦想”、“担当”、“情怀”、“坚守”

等词为高频词。116 篇致辞中，“学校”出现 479 次，“母校”

出现 416 次。校长在寄语毕业生要勇于担当时代责任，经常使用

到的词语是“祖国”、“担当”、“情怀”和“坚守”，上述词

语均出现 100 以上，其中，“祖国”出现 426 次。除此之外，“理

解”、“温暖”、“积极”等词语也多次出现在校长的致辞中，

希望毕业生不仅可以拥有可期的未来，也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

“录取”出现 318 次、“录取通知书”出现 241 次、“招生”

出现 119 次、“投档线”出现 82 次、“分数线”出现 79 次，由

此可见，高校的招生工作在 7 月已经进入录取火热进行时。其中，

西北工业大学在 7 月 4 日发布的《刚刚，2017 年第一封 AR 大学

录取通知书正式发出！》在一周时间内阅读量就已破十万。武汉

大学在7月20日发布的《惊艳！武汉大学2017录取通知书来了！》

在首周阅读量已达到 86728。

除此之外，在图 2 中还出现了时下最热的网络用语，150 次

的“刚刚”、143 次的“长长长长长长”以及 28 次的“freestyle”。

新华社在 6 月 21 日发布“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新闻之后，“刚

刚体”迅速火遍网络。有趣的是，高校官微纷纷使用“刚刚体”

作为通知书发放或是重要信息的标题，例如现阅读量破十万的《刚

刚，2017 年第一封 AR 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发出！》、上海交通

大学的《刚刚，上海交大寄出第一批新生录取通知书！快来看有

哪些惊喜》、天津大学的《刚刚，天津大学天津医院正式“上线”

了》以及吉林大学的《刚刚 ! 广东二本文理投档，吉珠文 471 分，

高二本 53 分，理 418 分，高二本 58 分》。 （责编：高锦）
图 2  7 月前三周高校官微文章热词词云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WCI 排名

浙江大学 31 1 104 万 + 16111 1048.49 1

武汉大学 44 0 98 万 + 13997 995.11 2

四川大学 32 1 66 万 + 8969 958.61 3

华南农业大学 24 1 53 万 + 6937 950.64 4

深圳大学 32 2 52 万 + 10497 940.31 5

华东师范大学 28 0 55 万 + 7370 940.1 6

西南交通大学 39 1 56 万 + 11394 932.58 7

河南大学 22 1 33 万 + 15060 932.49 8

厦门大学 25 0 48 万 + 8153 927.46 9

晚安华师 20 1 45 万 + 4555 926.17 10

表 2  6 月高校官微前十排名（以 WCI 指数为排名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