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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可设为
高校开学“第一课”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

达 88.9 亿 G，同比增长 136.8%。业内预计年底将超百亿 G。

每一天，我们都在更新信息和数据，看新闻，查邮件，发微信，

写微博，看视频，刷朋友圈，查购物清单，监测运动数据，升级各

种 APP 应用⋯⋯时间在信息的流动中，成为过去式，相应的，这些

数据流和信息流也成为过去式，人们都只关注当下，即时性，是我

们对信息流的基本要求。然而，我们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各种平台、

各种后台，都在记录我们的这些“过去时”，收集数据以及随后的

分析和挖掘数据，从而转化为“现实价值”。

一本符合你阅读兴趣的书，在社交平台上推送给你的时候，你

一定不会拒绝；还有唱片、电影、衣服、手机、家电等等，你购买

的兴趣和路过的痕迹，都被各类平台一一收集，并转化为个性化信

息推送到你面前，这是我们所乐见的。这也是互联网大数据的意义

和价值所在。

但是，有些信息一旦被黑客获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事情

就走向另一面。8 月底，“徐玉玉案”的关联案件审结，黑客杜天

禹因窃取考生信息 64 万余条，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名成立，被

判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6 万元。这一案件，足以警示社会各个

层面，个人要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网络主体应加强规范化管理。

尤其是教育领域，个人信息密集汇聚，而这些信息所指向的都是涉

世未深的群体。

当前，各高校纷纷推出大数据支撑教育教学以及管理决策的各

类规划与设计，利用大数据刻画师生的形象，为学校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和管理水平，提供有力的参照。这是信息化为高校改革与发展

带来的可喜一面，与此同时，数据的安全应当作为首要工作一起被

写入规划，划清边界，分清责任，切实落实，不容忽视。当然，我

们也需要防范另一个极端，有些部门或学校，因为怕担责任，设置

障碍和壁垒，从而禁止数据与信息的流转共享，这将可能导致信息

化走回头路。“信息孤岛”的现象绝不应该在数据时代里重演。

网络不安全的实质是人性的恶，不是网络的坏。高校的管理决

策层，应当切实抓好并落实制度化管理，将数据安全隐患用制度化

的方式加以约束，并加强技术防范水平，将犯罪的可能和心存侥幸

降到零点。可以将网络安全、数据信息安全作为开学第一课，让互

联网的安全意识真正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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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也会遭黑客攻击？

DNA 是一种存储信息的方式，

它编写指令，这些指令用来创造生

命。但是，DNA 也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已经有些科学家在使用 DNA 来存储

书籍、音乐、GIF，甚至是亚马逊的

礼品卡了。前不久，华盛顿大学的研

究人员第一次通过在 DNA 中编写恶

意程序的方式，入侵了一台计算机。

华盛顿大学的团队将一个恶意

软件转化成为了实体的 DNA。当这

个“假”DNA 链被测序的时候，恶

意软件就启动了，感染了正在对它测

序的计算机。该团队就以这种方式入

侵这台计算机，掌握了它的控制权。

该团队的领导者是计算机安全专家

大仓河野（Tadayoshi Kohno）。他说：

“目前发生这种攻击的可能性极小，

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得睡不着觉。但是

我们想知道这种攻击是不是可以实

现，这会造成什么问题。”

随着测序变得越来越普及，这

种攻击的后果也会变得越发严重。如

果黑客可以攻击测序器或测序软件，

他们可以通过改变遗传数据来改变

案件的调查过程。如果机器正在处理

关于转基因生物的机密数据，黑客就

可以盗取到相关的知识产权了。

（来源：美国《大西洋月刊》）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想让聊天机器人更聪明，教它一个新语言

从 Alexa、Siri 到自动语音客服，这群“新生儿”却有一个

致命的弱点：不够聪明。如何让机器学会保持一个完整的对话

始终是人工智能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如今，为了解决这一难题，Salesforce 公司的研究人员们想

出了一个妙招：在教一个算法其他技能之前，先教它说第二种

语言。Salesforce 的首席科学家、机器学习专家 Richard Socher

对此表示：“我们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把机器翻译的数据拿来，

去教一个模型如何理解单词和情境。”他们发现，当一个机器

学习系统学会如何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它会自

动学会单词之间的关系。而若以这个系统为基础，再训练另外

一个应用时（比如对话，或察觉文字中的情绪），它的表现将

远好于从零建立的系统。  

   （来源：technologyreview.com）

托福官方慕课改版升级 考生可自主选择学习进度

近期，托福（课程）官方慕课课程“托福备考：专家指南”

全面改版上线。课程于 2017 年 8 月 9 日至 11 月 8 日在线开放。

此前的托福官方慕课课程定期发布，在为期六周的课程中

每周发布新的内容。与之不同的是，新一轮托福官方慕课课程在

课程开始时即提供了全部内容，考生可自主选择进度。托福项

目执行总监 JenniferBrown 表示：“采用可自主选择学习进度模式

（self-paced）的托福官方慕课课程旨在更好地帮助考生提高英语

（精品课）语言能力，并全面了解托福考试及备考的相关内容。”  

（来源：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给网站打电话来体验互联网

有没有想到通过非传统途径连接互联网呢？近期，哥本哈

根设计学院的四名学生设计了一部互联网电话，人们可以通过

拨电话，查询不同的网站。这部电话所提供的是一种“无显示屏”

的上网体验。操作的方式也有些古旧，通过查阅一本十分厚重

的黄页书，人们可以找到不同网站的 12 位电话号码。

网站的所有信息都会通过事先录制好的电子人声传递而

出。更为“先进”的是，这个团队还开发了四种模式：article、

developer、incognito 和 history。通过切换分别标有这四个单词

的听筒盖，就能获取不同的阅读内容。这四名学生认为，这是

一场“让无形的互联网变得有形”的实验。

（来源：Dez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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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AI+教育”内容正呈爆炸式增长
《EdSurge》：AI 有望改变几代人的

教育。目前离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多远？

Benemann：众所周知，现在产生

的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对我

们 EruditeAI 而言，数据比公司营收还要

重要。有了更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更好地

训练算法。不管 AI 如何发展，我们都要

记住，人类才是 AI 的最终制造者。

Pischdotchian：回想早些年的教育

模式，我们将其称为“工厂模式”。即老

师们总是向学生们教授相同的科目。虽然

这也是教学的初衷，但并不适用于“虽然

年龄一致，但认知、智力等水平参差不齐”

的学生，特别是在 AI+ 产业链结合应用的

大环境下。一些组织，如 Chan Zuckerberg

领导的团体正试图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革。

目前来看，由于“工厂模式”的不可持续

发展性，其已十分不适用于教育。对于现

在的学生而言，认清未来工作的需求更为

重要。

Kireyev：如 Benemann 所说，AI+ 教

育的内容正呈爆炸式增长，无论是关于学

生的还是从学生得到的。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知道学生们都在做些什么，而这

一了解的速度要比过去快得多。比如，当

孩子们用 Scratch（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开

发的一套电脑编程平台）工作时，由于其

工作是基于网络，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孩子

们行为的各种信息，如他们什么时候开始

观看视频、什么时候停下来等。清晰明了

的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在其基础上

的技术可用性也会更大。所以这也是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使用 AI 和机器学习来做事

情的一大原因。

两大趋势正在探索中开展
《EdSurge》：刚才大家说了“数据

的爆炸”，也说了改变“工厂教学模式”

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趋势吗？

Blum：将有两个大的趋势，恰好我

们正处于初始阶段。我们 OpenEd 目前在

和 IMS Global 合作，第一，技术标准方面，

如 Caliper、xAPI（或 Experience API）也

是刚刚实施。第二，教育领域没有长期性

的数据，特别是对自适应学习系统来说，

更应该强调实时性。所以，如果你想为学

生挑选下一个最好的方法时，你必须使用

另一种途径，它被称为“强化学习”。

《EdSurge》：目前有哪些 AI+ 教

育的应用已经被实际应用？

Pischdotchian：这是关于如何在学

习经验中发现痛点、总结模式的问题。我

们注意到，如果一个人的数学成绩很好，

那么，系统该如何识别这一要点，并将其

反馈给老师，以便老师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指导？为此，IBM 正在和芝麻街（一档儿

童教育电视节目）合作，将大学作为机器

学习发展的试验平台。同时，这对老师

们也有益：我们在 MIT（麻省理工学院）

进行了一次测试，在学生知情的情况下为

每间教室配备了摄像头。教授在讲课时，

无需再抬头数教室里有多少学生在睡觉，

而是通过系统的面部识别技术来捕捉情绪

（例如无聊的情绪），教授通过系统的信

息提示，即可知晓。

Benemann：看看我们的周围，人

们都在问教育什么方面可以被人工智能所

改变。很多人都在问着差不多的问题：未

来的教室会是什么样？它能让学生的一天

都自由吗？ AI 会完全取代老师吗？ AI 能

帮助老师腾出时间，从而为学生提供更

具意义的指导吗？自适应学习平台（如 

Aleks、Knewton）能帮助学生学到知识吗？

《EdSurge》：这是否意味着，如果

编者按：

近两年，人们对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关注度提高。其实人工智能

已经诞生数十年了。为了探索机器学习在教育领域的潜力，《EdSurge》

近期在旧金山与 OpenEd（一家提供 K12 教育资源搜索服务的公司，

2016 年被美国考试服务商 ACT 收购）的 CEO Adam Blum、IBM Watson 

的学术研究员 Armen Pischdotchian，以及 EruditeAI（一家面向 K12

领域的在线教育公司）的 CEO Kathy Benemann 和 instaGrok 的创始人 

Kirill Kireyev 举行一次会面。《Edsurge》的记者 Tony Wan 围绕这一

主题和四位进行了交谈。下文是此次谈话的部分摘录。

国外专家谈“AI+ 教育”如何更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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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没有 AI，市场上的“自适应技术”并不

是真正的“自适应”？

Benemann：这里涉及到“范围”的

概念。有些只是因为所用工具涉及到“自

适应”，具备适应能力的就自称已经是 

AI 公司，不过我们自有判别的方法。

Kireyev：我可以说说我公司的例

子。 Instagrok 是一个视觉搜索引擎。我们

主要使用机器学习来识别重要的事实和概

念，并确保学生可以以正确的方向学习，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安排学习。

TextGeonome 是另外一个项目。我们正在

建立基础设施，以便基于 AI 实现深入的

词汇开发工作开发，即进一步开发以人工

智能为基础的词汇。我们考虑的问题是，

学生的年级水平以及其在下一阶段需要掌

握的词汇量。

Blum：以 ACT 为例，我们主要关注

这些问题：如果系统确定了学生在哪些知

识点处于空白地带，什么是帮助学生学习

的最佳教辅资料？我们想提供给你的不仅

仅是 ACT 材料。据此，我们想为学生提

供能找到的最好的教学资源。而这个过程

都需要机器学习来实行精准定位。

在教育的某些领域，如果不使用机器

学习的相关预测模型，学生很有可能就错

失上大学的机会。

事实上，当你从统计评估模型转移到

深度学习，包括神经网络，这个过程中不

能保持步调的就是“可解释性”。虽然用

到了神经网络，但你不能很好地向外界解

释。所以，在此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

在于，预测模型算法提升了，而“可解释

性”却下降了。特别是在一些监管严格的

市场，如医疗和教育，就需要开发更多的

解释性工具。

以“大学使用统计模型来挑选入学课

程”为例。假如有一个神经网络或一些机

器学习程序，可以很好地预测学生的学习

成绩。事实上，目前也有一些大学已经在

用这些应用。我们能确定的是他们确实使

用了机器学习来挑选入学课程，但是我们

还需要一些总结性工具来解释这些选择。

即使深度学习很复杂，但为了让这些预测

的结论被谈论以及被接受，我们必须解释

好这一问题，即“他们如何做到”。

实践中，老师学生都关注的问题
《EdSurge》：有人担心，“AI”可

能会成为一些公司用以谋利的噱头。如果

我是一名教师，一家教育科技公司跟我说，

“我们的数学工具使用了 AI 技术”，我

该问些什么？

Blum：这个问题与发现能力和解释

能力有关。如果一些公司打上“AI”标签，

我们往往可以关于这个话题问得更多，让

他们谈谈背后使用的技术。如果对方只是

单纯强调“AI”概念，而没有深入的解释，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可信度。

Benemann：供应商更应该多谈谈学

生使用这些系统获得的学习成果，或者老

师实操的问题。而不要总是谈论 AI ，这

毕竟只是让学生学习和老师实践的另一种

方法。对于老师来说，其更关心的是，有

了 AI 的辅助，课堂效率能提高多少，减

少多少被浪费的时间的问题。

《EdSurge》：在保护敏感学生的隐

私和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如何平衡 AI 工

具对数据的需求？

Blum：我们正处于没有 PII(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个人识别信息）的

阶段。如果你拥有足量的数据和信息，就

能精准的刻画用户画像。面对这一需求和

用户隐私可能被侵犯之间的矛盾，其实就

非常需要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比如，

行业标准规定企业可以利用哪些方面的数

据，而哪些方面是不可以侵犯的。

Benemann：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数据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医疗

为例，在其细分领域越来越呈现这样一个

趋势：患者掌握的自己的数据越来越多。

同理，学生是其数据的拥有者，而我们需

要弄清楚其掌握的数据的源头，并将决定

权交给他们，由其或其父母决定学校或机

构是否可以访问数据。

《EdSurge》：AI 取代人类职业，

是很多人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你们认为

AI 将对教师和其他职业带来哪些影响？

Kireyev：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被谈了

很多。事实上，我认为在 AI 的助力下，

教师这个角色将完成更好的转移，他们正

逐渐成为领导者和指导者。越来越多的老

师可以更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工作，更好

地去把孩子们教好，而不仅仅是周而复始

的解释方程式的数学原理。

Blum：个人认为，AI 在职业教育的

应用没有被充分利用，对此我们需要多一

些前瞻性的思考。如，10 年内成为卡车

司机将意味着什么？ AI 将如何影响跨行

业的供应链。我们应该更加专注这些方面，

并让职业教育变得更好。

Pischdotchian：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强调 STEAM （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

数学），而不仅仅是 STEM 的重要性。人

工智能以后，艺术、心理学、历史、辩论

课、戏剧等涉及情感和创造力要素的工作

变得更加重要，而这些都不是 AI 擅长的地

方。至少在我们的一生中，历史、辩论课、

戏剧等都是很重要的。

（来源：《EdSurge》   作者：Tony Wan）

人工智能以后，
艺术、心理学、
历史、辩论课、
戏剧等涉及情
感和创造力要
素的工作变得
更加重要，而这
些都不是 AI 擅
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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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总编观察

 

文 / 李志民

对大学的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

对大学的评价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话题，政府部门不宜参

与大学的综合评价，更不能按照某种排行榜次序分配资源。

分析目前民间机构发布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在评价指标设计

中，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权重都不够。受排行榜影响，校

长们在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时，很难不做一些有利

于提高名次，有利于争取更多资源，但却可能偏离大学本位，

违背大学精神的决策。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热衷于大学排行

的人，不能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领域的科研名次和学术论文

的多少。

对大学的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在互联网

时代，对于大学的评价，其评价体系设计更能趋于公平客观，

也容易实行分类评价，评价内容对不同类型大学可以有明显

的区分度，评价取向要靠数量促进质量，评价标准要更多地

关注学生成才。评价要围绕大学的主要功能全面设计，而不

是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的学术影响。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

生，大学的评价就要围绕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中心地位来开

展，让学校资源和学生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互联网时代，大学的评价体系覆盖面更为宽广，涉及的

子项目更为详细。概括来讲，大学的影响力可以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教授的学术影响力；良好的学术氛围，相应的职

称结构和政策导向；学术资料和科研设施条件，利用和共享；

教学质量、学生来源、毕业生就业率、校友影响力；科技成

果转化，大学文化，政策环境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次数；

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国际留学生数量；互联网的使用量。

最后一点不可忽视，因为对于互联网的使用量与使用频次、

效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未来的走向。

教师考核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

去年 9 月，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

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坚持考核评价改

革的正确方向。以“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

为本”为基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德才兼备，

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克服唯学历、唯职称、

唯论文等倾向。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实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针

对不同类型、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

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科

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

互联网的应用将极大改变对教师的评价方法。合理分类

后，任何类型和层次的评价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相关数据，

对于一个教师，他（她）有多少教学资源可以通过互联网共享，

多少创新的学术成果能经得住实践检验、为人所用，都将成

为评判一个老师科研水平、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传统体制下，教师的水平由学校评判，或由个人申请经

同行评判。互联网时代，裁判主体变成了整个学术同行和学

习社会的学生，可以靠公开数据挖掘分析。评价方法从领导

或同行参观一堂作秀似的公开课，或精心准备的成果答辩，

变成同行的公开评价，学生对该教师的网上课程的评价和选

课率的高低。信息时代，老师将变成公众人物，其教学和学

术成就将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判。学术成果要靠广大同行认

可，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弄虚作假、学术腐败，将在互

联网时代无处遁形。

对大学的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在互联

网时代，对于大学的评价，其评价体系设计更能趋于公平

客观，也容易实行分类评价。同时，互联网的应用将极大

改变对教师的评价方法。

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评价大学和教师

2017.9 中国教育网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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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 3 亿元种子基金打造创新创业品牌

近期，首届北航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启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张军表示，学校为此成立了规模为 3 亿元的创新孵化种子基金，面向全球

征集优秀创业项目。

与一般的创新创业大赛相比，此次大赛共有四个亮点：其一，面向全

球高校及社会吸纳创新创业资源和项目。设立北京、深圳、西安、美国硅

谷、法国巴黎等多个专场联袂互动，重点征集挖掘航空航天、智能制造、

军民融合、“互联网 +”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型项目。其二，雄厚的配套资金。

决赛将最终优选出 6 至 10 个项目，并给予 3 亿元“北航创新孵化种子基金”、

超 50 家合作投资机构创投基金等重点支持。其三，强大创业导师团队全程

辅导培训。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优客

工场创始人毛大庆等都将担任评委。其四，享受地方落地优惠政策、资源

对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等。

湖南大学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

为丰富学校教育资源数量，探索基于学生兴趣的全自主学习在线课程

模式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近期，湖南大学引进了学堂在线平

台的《创业引导》《大唐兴衰》《儒家修身之道》《向未来学习引领系统

创变》等 6 门优质在线课程。

其中，《创业引导》《大唐兴衰》等将作为全自主学习模式供学生学习，

最终成绩合格后，可认定为学校“通识选修课”或“任选课”学分。《向未

来学习引领系统创变》《英语写作指导 I》作为混合式教学模式供学生学习，

将聘请两位老师承担线下指导的工作，由线下指导老师根据课程情况给予成

绩最后的认定。在学习过程中，学堂在线主讲教师及助教团队会全程指导，

整个学习过程由观看课程视频、完成课后作业、参与讨论区互动等环节构成。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绝对保密”的量子通信和我们
越来越近

8 月 10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

伟、彭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等单位宣布，“墨子号”在国

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

子密钥分发，以及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

隐形传态。

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

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潘建

伟院士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通常认为，量子通信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量子保密通

信）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

过量子态的传输，在遥远两地的用户共

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

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

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

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

此次完成的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

实验是“墨子号”量子卫星的科学目标

之一。潘建伟院士介绍，这一成果为构

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

可靠的技术基础。“以星地量子密钥分

发为基础，将卫星作为可信中继，可以

实现地球上任意两点的密钥共享，将量

子密钥分发范围扩展到覆盖全球。”

郑州大学等高校获批智慧校园试点

近日，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郑州

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

河南 11 所院校获评智慧校园试点高校。

为支持全省教育信息化建设，今年，河

南省教育厅启动实施了高校智慧校园和

“互联网 + 教育”精准扶贫试点建设项目，

评出智慧校园试点高校 11 所、“互联网

+ 教育”精准扶贫试点县 ( 市 )7 个。

根据安排，该高校智慧校园试点项

目建设周期为 3 年，“互联网 + 教育”

精准扶贫试点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慕课上线

近日，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慕课正式上线，这是全国首个中药学慕课

课程。据该校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唐德才介绍，课程的设计充分考虑现代中

医药人才培养需求，强调通过形象化的药物动态视频及技术操作录像，配合

实验操作课及校、省、国家级大学创新课题的研究指导，着力培养大学生的

动手能力及创新素质。

“在实际运用中，会大力运用临床案例开展教学，配合课程见习、跟师临床，

重在培养学生的辨证用药思维。”唐德才表示，除传统课堂学习外，借助慕课，

学生还可以有效拓展知识、训练用药思维，避免单纯的知识记忆和医药理论分

离。该慕课实践视频依托学校药用植物园、标本室现场教学，与教学科研实验

室中的动手操作、医院药房及临床见习等环环相扣，为学生提供真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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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出台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近期，重庆市颁布了《重庆市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规划》强调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教育管理、

教育服务深度融合。

《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重庆市将着力完成以下九大任务：

一是加强教育信息化基本条件建设；二是构建“渝教云”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三是共建共享优质数字资源；四是加快各类教育信息化进程；五

是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六是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支撑能

力；七是提高教育管理者和师生信息素养；八是构建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协调发展体系；九是扩大教育信息化合作与交流。同时，还将从组织领

导、经费投入、机制创新、试点示范和督导评估等五方面强化教育信息

化保障。

西安全链条扶持大学生创业

近日，据陕西省西安市人社局的消息，西安出台全链条保姆式政策，吸

引和扶持大学生在当地创业。根据政策，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可申请参加创

业培训，享受不超过 2000 元创业培训补贴。5 年内取得毕业证书或年龄小于

35 周岁的大学毕业生（含研究生），可申请参加创业实训，享受每月 1000 元

创业实训补贴，享受期最长不超过 3 个月。毕业两年内大学生或在西安市初

次创业在校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的，给予 3000 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针对大学生不同创业时期，西安建立以创业担保贷款为龙头、大学

生创业贷款为特色、劳动密集型企业贷款为补充的“三位一体”政府金

融扶持体系。

福建

陕西

浙江

出台 12 条政策引进人工智能人才

近期，浙江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宣布，浙江

制定了 12 条政策，集聚人工智能人才。计划用

5 年时间集聚 50 位国际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

500 位科技创业的人才，1000 位高端研发人才等。

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姚志

文介绍，浙江省有关部门将加快此项工作进度，

预留 50 亿元资金用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浙

江省将开展人工智能领域专项性引进行动，争

取每年引进 10 个左右的顶尖人才团队，聘请国

内外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专家，组建 30 个人工

智能顶尖专家团队，鼓励各地和高校企业在人

工智能人才密度比较高的海内外城市设立引才

工作站。浙江省省内将支持高校建设人工智能

相关学科和专业，扩大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的

培养规模，推动部分人工智能工程师学院，建

设 100 家产教结合的人工智能人才培训基地。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新增 142 门

日前，福建省教育厅确定厦门大学《无机

化学——原理 I》等 142 门课程为 2017 年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并予公布。

福建省教育厅要求各课程建设单位要高度

重视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对于立项后

一年内不能上线供课的，福建省高校在线教育

联盟予以取消立项；对于选课人数较少、投诉

较多的课程予以下线处理。据了解，从 2016 年起，

福建省争取用 3 年时间建设 300 门左右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其中通识类和学科基础类课程占

70% 以上，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力争达到 100

门左右。2016 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

目包括厦门大学《高等代数（上）》等 101 门课程。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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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我对人工智能不会有具体

的立场，因为它本身是中立的，

它最后到底是好是坏，取决于人

类对它的应用。人工智能可以保

护系统，建立一个防卫体系，避

免系统遭受袭击，但它也容易被

黑客所利用。（上世纪）90 年代我曾是一名黑帽的黑客，那时候我

侵入了一个系统盗取代码。这是25年前的事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它肯定会起到越来越多正面的作用。”

——世界顶级黑客凯文·米特尼克（Kevin David Mitnick）参加

8 月 15 日 ~16 日举行的中国互联网安全领袖峰会期间，和中国媒体

交流时，他提到如上的观点。

“有句话叫‘互联网人不懂教育，教育人不懂互联网’，两个圈子

交集少，有些教师教课可能是一把好手，但是对互联网教育却是门外汉，

而有的教师则刚好相反。在线教育机构良莠不齐，教师身份信息和资质

不公开，收费和教学程序不合理，是在线教育行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

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在接受《法制日报》

采访时，提出如上的观点。　　

“打造机器人时，我们必须以实用主义为准绳。此类机器人并不一

定非要长得像人。例如，消费级机器人可以变身类似亚马逊 Echo 的智能

音箱、电视、吸尘器、教育机器人或平板电脑。所谓全知全能的‘通用

AI’并不存在，我们也没有开发出专用的工程算法。这种算法在未来数十

年都不会出现，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

——美国新媒体 Quartz 近日刊登了李开复的专稿，在这篇文章中他

阐释了自己对现在大热的 AI 和机器人的看法。

“目前我国数字校园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一些地区校园软硬件

设施配套已较为完备。数字校园正在逐步迈向智慧校园建设新阶段。但

我们认为，智慧校园或者说智慧学习环境的建成，并不等于学生拥有了

智慧学习。智慧学习环境的应用改变不了学习本质。但智慧学习环境发

展应该努力为学生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信息数据很可能体现的是学习

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本身，因而教师还应更多关注学习者在日常学习中

的学习变化。”

——“第七届全国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学术交流年会”上，围绕智

慧校园的话题，浙江师范大学周跃良教授谈到如上的认识。

《声音 数字

6所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日前印发《一流网络安全

学院建设示范项目管理办法》，决定在 2017 年至

2027 年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建成

4 至 6 所国内公认、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

网络安全学院。

1.44 亿
2017 年 8 月 4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在京发布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手机

网民规模达 7.24 亿，较 2016 年底增加 2830 万人。

公共服务类各细分领域应用用户规模均有所增长。

其中，在线教育、网约出租车、网约专车或快车的

用户规模分别达到 1.44 亿、2.78 亿和 2.17 亿。在

线教育市场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产业升级。

17582元
据 360 手机卫士联合 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

《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

2017 年二季度，根据已举报的网络诈骗案件，人均

损失金额翻倍，高达 17582 元，同比 2016 年第二

季度高出一倍多。

超百亿G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移动

互联网用户累计使用流量达 88.9 亿Ｇ，同比增长

136.8％，预计年底超百亿Ｇ毫无悬念。工信部统计

显示，我国 11.7 亿移动互联网用户中，6 月份户均

接入流量近 1.6 Ｇ，是 2015 年同期的４倍多。专家

认为，随着移动数据流量与生活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中国已全面步入“流量社会”。

4200
近日，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发布公告称，

经过多年努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所有中文善本古

籍实现了数字化阅读，目前已在图书馆官方网站上

开放在线浏览和下载。哈佛燕京图书馆表示，所有

古籍善本共计 4200 部，5300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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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7 月 27 日，由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主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承办、新

华三集团（以下简称“新华三”）与《中

国教育网络》杂志共同协办的“2017 高

校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研讨会”在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盛大举行。全国千余位重点高校

信息化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新华三合作伙

伴共计 1200 人出席研讨会，共同探讨了

如何通过技术、应用与生态的融合创新，

推动教育的智慧变革，从而促进中国教育

改革的全面深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杨银堂，新华三集

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王景颇出席大

会并发表了致辞。

“我们身处在伟大的时代，从事着伟

大的事业。互联网改变了人类对知识传承

的学习模式，‘双一流’建设要关注这一

变化，利用好信息技术建立学习新形态。”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表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杨银堂副校长对参

会嘉宾来到西电表示热烈欢迎，并提出：

“一流的大学建设，一流的人才培养，离

不开一流的信息化建设。”

“让学校的管理治理更科学更精细，

让教学科研更高效更精准，让校园的服务

与生活更人性更智慧，让教育资源的分享

与分配更广泛更公平，这便是新华三愿意

为之付诸努力的教育变革。”新华三集团高

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王景颇在致辞中表示。

大会特邀嘉宾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会前理事

长郑纬民做了题为“科研大数据与高性能

计算的相互需求与融合”的教育信息化专

题报告，他提出，未来的高性能计算系统

应该考虑与大数据处理系统的有机融合。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勃兴，高校大数据

应用前景广阔。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

华分享了高校大数据建设成果，并展示了

该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实时监测大数据平台

等多项大数据应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处处长张

玉振详细介绍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强基础、

建平台、促应用、全保障”的建设思路和成果。

针对各大高校普遍关注的校内“公共

云”，华南理工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陆以

勤提出了四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快速交付、

资源合理分配、管理模式和安全问题 , 并分

享了华南理工大学“三云合一”建设模式。

此外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山东

大学的信息部门负责人相继分享了各自在

信息化前沿领域的建设经验与丰厚成果。

新华三在会上分享了以融合的技术创

新来驱动教育智慧变革的观点，以及新华

三在校园大数据、物联校园、高校云计算

和校园信息安全等全方位的教育信息化解

决方案与实践案例。

在大会举办期间，新华三还与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签署了以推动“云数融合”

科研创新课题基金为核心的战略合作协

议，并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签署了“智慧

校园项目共建合作”备忘录。

研讨会期间，参会嘉宾还前往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实地参

观考察，将“融合创新 教育变革”的大会主

旨深化开来，形成更深远的意义。

融合创新推动教育变革
“2017 高校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研讨会”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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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文 / 沈富可

最近华为和腾讯对于微信用户之间的数据之争又

一次将大数据的重要性展示给人们，而数据安全问题

是大数据时代首先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在“徐玉玉”事件之前，我们对于教育行业的

数据安全问题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可能尚缺乏思想准

备，而这起事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教育行业的数

据安全极其重要，每一条数据都应当被安全、妥善

地管理。

在讨论高校数据安全保障之前，我们需要先梳理

学校所拥有的各种数据，明确这些数据的权属关系，

在此基础上进行安全级别、保障机制、评价方法等一

系列行动。

高校数据可大致分为人、财、物的基础数据、资

源数据和行为数据。其中，人的基础数据是指师生个

人信息，如姓名、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等，权属应

该归师生个人所有；财、物的基础数据如房产、资金

等面向管理和服务的数据权属应该归学校所有；资源

数据是指教学资源、电子图书、研究资源等，有些权

属归学校而有些归教师个人，有些可能由学校、个人

共有，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行为数据是指师生在学

校信息化环境中的用户网络行为，为了享受某些特定

的网络服务而必须“伴随式”收集的访问行为的日志

记录等，这些权属也应该属于学校。

学校应该保障好一切跟学校财物相关的基础数

据、权属属于学校资源数据和相当范围内的行为数据，

也应该保障好个人授权给学校代为管理的其他个人基

础数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个人授权给学校使用或管理

的权限应该是有限的、面向某些特定应用场景的，不

应该是无限的。目前高校的很多信息系统累积下来的

数据大多是面向管理的，包括人、财、物的基础数据以

及部分资源数据，行为数据的收集是比较有限的。涉及

到数据安全的工作也主要是面向人、财、物的基础数据

以及资源数据，而且是刚刚起步。起步较早的学校已经

开始了数据类型的划分、权属关系的划分以及保护级别

的划分工作，但大部分高校在此方面的工作仍然很薄弱。

那么，下一步高校的数据安全工作如何实施？

有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逐步开展：第一，梳理数

据类型及权属关系；第二，确立不同主体的角色及安

全规范；第三，确立一套技术架构以及管理机制保障

这些目标的实现。

做好数据安全工作需要一个健全的保障体系，这

个体系除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之外，还需要包括制

度设计和技术设计两个层面进行相互补充相互依存，

才有可能各个角色各取所需、有章可循。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数据安全：
高校数据链条中最重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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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朱圣才

高校数据安全需求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信息化产生的各类数据

成为高校最重要的资产之一。然而，高校的网络信息

安全建设工作没有达到银行、证券、金融等行业的高

投入和大规模建设，高校的数据安全建设工作在整个

网络信息安全建设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数据收

集、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使得大量敏感信息、个人信息的安全性无法得到有效

保障。高校在推进业务系统整合、数据中心建设、数

字校园与智慧校园建设、数据分析与挖掘等大数据建

设的同时，必须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为大数

据发展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在充分发挥大数据价值的

同时，解决面临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如何保障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对于教

育行业来讲，特别是高校，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高校

有着大量的科研成果、学术资料、教职工信息以及海量

的学生信息，是数据泄露的相对高发地带。因此，高校

需要切实加强安全防护以保障高校数据安全。

当前高校数据安全面临的挑战

老旧系统带来的数据攻击

早期的老旧系统，明文传输、明文存储较为普遍，

并且系统漏洞较多，加之无人运维，常见的 SQL 注入

漏洞、文件上传漏洞、弱口令、第三方中间件漏洞等

这些安全漏洞均会造成服务器权限被获取，数据库被

攻击等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危害非常之大。从目前教

育主管部门的漏洞通报来看，多数安全漏洞及安全事

件都发生在老旧系统之中。对于老旧系统的攻击，以

及攻击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如何处

理好这些老旧系统是关键。通过这些简单的攻击手

段就能达到攻击目的的攻击行为基本都是零成本，

这种零成本攻击造成数据泄露也是高校最为常见的

情况。

大数据带来的数据集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数据分析挖掘奠定了丰富

的数据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数据集中，数据集中是指

将数据集中到中心一点以便于数据分析挖掘。这种数

据的高度集中在给数据分析挖掘带来效益的同时对数

据安全的危害也是可见的。身处大数据时代，高校也

在进行一系列的大数据整合工作，建设各自的数据中

心，将数据进行集中存储和管控。业务流程的整合实

现了各自高校各项业务的优化，优化的本质是数据分

析挖掘的结果。这些优化后的成果如果没有得到更好

的保护，产生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

另外，大数据带来的数据集中需要防范 APT 攻击

行为，APT 攻击是黑客用客户发动的网络攻击和入侵

行为，是一种蓄谋已久的网络攻击行为，APT 攻击以

窃取核心数据资料为目的，对大数据应用产生重大安

全威胁。APT 攻击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传统的防护策

略并不能检测到，很难被发现。

大数据时代高校数据安全需求与挑战
针对大数据环境下的高校数据安全问题，我们建议在规划、建设、运行过程中，同步

考虑“把数据关进笼子，让数据访问在阳光下进行”的数据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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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带来的数据存储

云计算是一种服务模式，通常被分为包括基础设

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三种模式。云计

算平台可以分为包括以数据存储为主的存储型、以数

据处理为主的计算型、以计算和数据存储处理兼顾的

复合型三种类型平台。各高校实际使用情况显示，各

高校目前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以数据存储为主的私有

云平台，但是这种用于数据存储的私有云平台产品基

本都是由各厂商提供，并非各高校私有技术，这些用

于数据存储的云计算平台的安全性如何未知；抛开这

些未知数，目前还有很多高校使用了大量的公有云平

台，将各自的业务系统部署在商业的公有云上，数据、

应用均在外部云上，这些数据的安全性也有待商榷。

系统外包带来的数据控制权

系统外包在各行各业都有，教育行业、高校也不

例外，各式各样的系统通过外包方式进行开发维护，

各外包公司掌握着各类系统的应用程序源代码、服务

器权限、数据库权限等核心信息。例如高校普遍使用

的财务系统、人力资源系统、招生系统、学籍管理系统、

科研管理系统等等，多数都使用信息化方式外包或者

通过购买产品进行运行，如果对这些信息系统运维外

包过程管理不严，极有可能造成重要数据泄露；同时

在进行外包运维过程中，运维工程师的技术水平良莠

不齐，有可能由于操作不慎造成数据丢失、损坏等。

这种过度外包依赖对数据的安全是不可控的，各高校

需要自主掌握数据的控制权。

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与安全保护矛盾

大数据时代智慧校园建设对数据的需求越来越

高，需要精准的数据信息作为支撑，例如，可以通过

学生的个人消费情况，梳理一些特有的功能进一步优

化校园卡服务。然而，数据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更是

一种资产，需要进行保护，这种对数据信息的挖掘底

线需要制定，总之，保护和需求的矛盾越来越显现。

针对大数据环境下的高校数据安全问题，我们建

议在规划、建设、运行过程中，同步考虑“把数据关

进笼子，让数据访问在阳光下进行”的数据安全策略。

大数据时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高校数

据安全防护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相

关政策法规并举才能保障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安全与个

人信息问题，需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才能不断引领

大数据时代的安全工作。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

提升数据安全四大对策

数据安全并非单一技术或者管理措

施即可解决的复杂问题，需通过整体的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设计与实施，综合

考虑技术和管理各方面的措施。

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吴海燕认

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高校数据

安全问题。

第一，建立数据分级防护策略

数据分析防护策略是核心的数据安全

策略。建议根据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等

安全属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根据数据对于学校的重要程

度，对数据进行安全级别划分，使数据能够得到适当的安全防护。

建立数据分级策略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数据的分级

原则，考虑到可操作性，建议高校数据分为三个或四个安全级别，

如可划分为公开数据、一般业务数据、内部敏感数据、个人数据

四个安全级别；2. 数据管理与操作的各个角色设置；3. 各级别数

据的防护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不同级别的数据，还要明确其

在数据访问控制、存储、传输、备份、审计等方面的要求。

第二，严格数据的访问控制

包括通过防火墙实现网络访问控制、通过主机安全加固强

化主机访问控制、通过数据库加固限制数据库访问控制，通过

Web 应用的安全设计与开发防止黑客通过 Web 应用漏洞获取敏

感数据。

第三，探索尝试数据加密与一致性校验技术

以散列的方式加密存储口令类不需要解密的数据是较成熟的

解决方案，但对于敏感数据（如科研经费等数据）的可逆加密目

前国内外高校都在探索中。清华大学采用了 PKI 相关的技术实现

了对招生数据的数字签名和定时验签，有效地提升了招生数据的

完整性。

第四，实施数据库审计

安全审计是通过测试信息系统对一套确定标准的符合程度

来评估其安全性的系统方法。安全审计根据一定的安全策略记

录和分析历史操作事件及数据，发现能够改进系统性能和安全

的地方。对数据库操作进行审计的关键在于审计策略的设定，

审计策略设得宽泛会导致审计数据过多，而审计策略设得过为

严格则会造成审计数据不全，需要进行适当的平衡。

吴海燕

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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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校数据的安全现状，主要面临如下几个方

面的安全需求。

高校数据库安全需求分析

漏洞扫描预警

高校业务系统使用的数据库大部分为主流数据库，

而这些数据库系统配置比较复杂，要进行安全的维护

需要具备丰富的经验，随着主流数据库的功能不断扩

充，出现的漏洞更加复杂、种类更加繁多，但学校信

网中心人力有限。

针对这样的情况，需要自动化对数据库进行综合

安全风险评估，对数据库中存在的缺省配置、弱口令、

高危程序、漏洞情况进行扫描，并提供有价值的修复

建议，为高校数据库系统提供有价值的检测报告，为

高校数据库的安全基线提升提供依据。

攻击行为防护

保障高校业务系统数据库仅接受可信人员和应用

发起的访问请求，针对黑客利用 Web 应用漏洞，进行

SQL 注入；或以 Web 应用服务器为跳板，利用数据库

自身漏洞的攻击和侵入行为进行识别，通过拦截 SQL

注入、漏洞攻击，保障攻击行为无法发送到数据库上。

对于黑客通过入侵应用系统执行批量下载敏感数

据的行为，可以限定数据查询和下载数量、限定敏感

数据访问的用户、地点和时间，从而杜绝黑客人员的

刷库行为，建立高校业务数据库的主动防御机制。

访问身份识别

随着高校业务系统规模的迅速扩大，内部的人员

身份也复杂多样，有在校的学生、信息中心的老师、

科研系统的研究员、第三方业务系统的开发人员等，

这些人员都拥有不同的工作和职能，所以随着高校信

“纵深防护”打造高校数据安全

息化建设的完善，对业务数据库访问流程的标准化、

设备资源管控规范化、应急事件响应高效化都提出了

新的挑战。而传统的数据库管理方式存在着管理流

程不严、技术手段缺失、人员素质参差的问题，需

要梳理出一套有效的身份识别机制来加以完善，这

样可以提升高校的工作效率，快速协调资源，规范

管理流程。

运维操作管控

鉴于高校操作数据库人员的复杂性，高校传统的

信息安全建设，往往侧重于规范网络层应用用户、限

制 VPN 特权用户、阻止外部黑客攻击，聚焦于网络边

界的访问控制，但对内部人员却缺乏有效的管控。

重要数据加密

近年，高校数据安全事件频频发生，高校教务系

统中存储着大量的学生信息、教职员工信息以及考试

信息，这些信息如果泄露将造成高校名誉的损失。

校园一卡通类型系统中存储着资金以及支付信

息，如果这类信息被窃取或篡改，高校将直接面临经

济损失。

高校中科研系统往往承接的是重大科研项目，甚

至国家战略技术的研究，并且这类信息存储在涉密系

统中，如果不对此类信息进行安全的加密，当产生了

泄露事件时，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秩序。

所以针对个人隐私信息、支付信息以及科研信息

的加密显得尤为重要。

操作行为审计

如果缺乏操作行为记录和分析，对于数据库的访

问者无法有效分析数据来源，做到快速定位；对关键

数据的访问无记录，如果出现安全事故无法溯源追踪；

对于黑客攻击，无法做到攻击留痕；对运维人员进入

数据库系统的误操作、越权操作行为，无法进行及时

的预警；一旦数据库日志被清除，就没有数据库的完

整审计记录，针对于事故的整体过程，无法做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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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满足不了相关审计方面的政策要求。所以针

对数据库的访问操作进行记录、分析、预警是数据库

安全的必需工作。

数据库安全总则

防范外部内部攻击，避免由于攻击导致数据破坏，

从而影响业务运行以及信息泄露，保证行政、教务、

考务等关键业务的安全运行，要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数据安全问题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

是由人、技术系统和组织内部环境等综合因素产生的

问题，要靠有效的数据安全管理才能弥补单纯技术手

段的不足。

另一方面，数据安全包含内容广泛，数据安全需

要整体防护。如果还以各自独立的视角去看待信息技

术安全工作，就会出现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情况。因此，要把高校数据安全管理当作一个整体

进行研究和实践，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就是从整体上看

待高校数据安全工作。

那么，高校的数据库安全方案应当遵循如下原则： 

全局性原则：安全威胁来自最薄弱的环节，必须

从全局出发规划安全系统。

综合性原则：安全不单靠技术措施，必须结合管理，

当前我国发生的数据安全问题中，管理问题占相当大

的比例，因此建立网络安全设施体系的同时必须建立

相应的制度和管理体系。

均衡性原则：安全措施的实施必须以相应的数据安

全级别考虑。数据中相同安全级别的保密强度要一致。

节约性原则：整体方案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地不改变

原来网络的设备和环境，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投资。

纵深防护思路

根据高校数据的安全现状，对数据库的安全建立

防护机制，要根据数据库使用的“事前、事中、事后”

三个层面，建立“检查预警、主动防御、底线防守、

事后追查”的纵深防护思路，以解决数据库安全面临

的复杂的问题。

检查预警

查漏补缺，提升数据库自我免疫能力。

自动化对高校业务系统数据库进行综合安全风险

评估，并提供有价值的修复建议，为高校数据库系统

的安全基线提升提供整体有效的参考。

主动防御

提升数据库防黑客、防高危操作、防内部人员泄

密的能力。

首先，细粒度访问控制。保障高校业务系统数据库

仅接受可信人员和应用发起的访问请求，从根源上彻底

杜绝第三方人员、内部运维人员的非授权行为，减小了

被攻击面；并通过 SQL 攻击防护、虚拟补丁等功能，即

使数据库没有打“补丁”，数据库防火墙也能防范针对

数据库的 SQL 注入和漏洞攻击行为，主动防御安全威胁。

其次，规范化运维管控。改善高校传统管理模式，

对数据库运维行为进行审批管控，拒绝一切异常运维

行为通过，在指定的时间、对象、操作方后进行审批。

所有运维操作需要建立规范的运维流程，包括事前审

批，事中控制，事后记录操作信息，可以实现全运维

流程的管理，实现高校运维规范性。

底线防守

敏感数据加密，提升数据“底线”防守能力，即

使拿走磁盘，也无法看到数据。

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教务信息、学籍信息、一卡

通消费信息等加密存储，防止此类敏感信息被解析为

明文从而造成泄密安全事件。对于此类风险，需要建

立独立于数据库的权控体系，引入安全管理员、审计

管理员实现三权分立的安全管理手段，防止第三方外

包人员和程序开发人员越权访问敏感信息，结合动态

口令和 SQL 级 API 与应用系统进行绑定，解决绕过应

用程序非法访问数据库的问题；并且在存储层进行安

全加密，保证即便拿走硬盘，没有授权及密钥无法查

看真实数据。

事后追查

建立数据库访问的“摄像头”，提升数据库安全

监控能力。

对数据库协议进行精确识别，记录和回放针对统

计数据库的攻击行为、篡改行为、泄密行为、误操作

等行为，为事后追溯定责提供准确依据，同时对上述

行为提供邮件、短信、声音等多种报警方式。

当前，信息安全已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

重，为了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校园网环境，赛尔网络

联合包括安华金和在内的国内优秀安全厂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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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纵深防护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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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第十

条要求“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应

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维护网络数据的完

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我们可以把这个要求看成

是当前数据安全的正式定义。

广义的数据安全技术是指一切能够直接、间接地

保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技术。这包含

的范围非常广，比如传统的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

查杀、数据加密等，都可以纳入这个范畴。正因为如此，

很多传统的安全厂家都给自己贴上“数据安全厂家”

的标签。

而狭义的数据安全技术是指直接围绕数据的安全

防护技术，主要指数据的访问审计、访问控制、加密、

脱敏等方面。而这里的数据，则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非结构化的数据，例如图片、文件、图纸等；

另一类是结构化的数据，主要存储于数据库中。当然

非结构化的数据很大一部分也存储于数据库中，尤其

是现在的各种 NoSQL 数据库，就是专门针对非结构化

数据设计的。而相应的数据安全技术，也可以粗略地

划分为针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安全技术和针对结构化数

据的安全技术。

本文聚焦于狭义的数据安全。

对于非结构化的数据安全，主要采用数据泄露防

护（Data leakage prevention, DLP）技术。DLP 技术发

展相对成熟，国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Symantec 的

DLP 产品，国内也有不少类似产品。而对于结构化的

数据安全技术，国外发展比国内早 5~10 年。个别产

品，如数据库审计、数据库防火墙，以及数据库脱敏，

现在国外进入产品和市场的成熟期，代表性厂家有

Imperva、IBM Guardium、Infomatica 等，而国内企业目

前勉强有产品能够进行替代，实际差距还比较大。在

针对云环境和大数据环境的安全方面，国内刚刚起步。

以下逐个盘点。

调查显示，在文档类泄密事件中，97% 都是因内

部员工有意或无意泄露而造成。其主要原因为核心数

据大多以文件为载体，零散分布在员工电脑及移动介

质中，且以明文存储，不受管控。文档的使用者可任

意编辑、拷贝、转发、打印等，文档处在“裸奔”状态，

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数据泄露防护（DLP）基于文档

加密，进而控制其解密权限，从根源上防止数据外泄。

DLP 的核心技术在于如下几点：

1. 动态透明加解密，用户无感知，在不影响用户

办公习惯的前提下，有效控制使用者对文档的读取、

存储、复制、输出的权限，防止数据泄密。

2. 文档分级管控，根据文档流转范围，对文档进

行多级别分级管理，确保文档接收者只能做权限范围

内的操作。

3. 文档外发管理，对受控的外发文件进行加密和

权限设定，防止第三方泄密。

4. 系统集成拓展，可与文档安全网关、邮件安全

网关等系统整合，实现对单位应用系统的安全集成及

对核心数据载入载出的安全保护。

由于国外产品 Symantec 曾经被审查出后门程序，

以及国内密码管理政策原因，目前国内的 DLP 产品主

要采用国内自主研发为主，并且由国内公司研发生产，

目前通过应用层及驱动层加密相互配合，可实现任意

文档类型的加密处理，并且没有文档大小及类型的限

制，文档处理效率几乎不受影响，技术已基本成熟。

数据泄露防护 D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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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数据在数据库中明文存储，会使得存储文件、磁盘

或者备份文件等被非法复制时导致数据泄露，而且商用数据

库还面临着管理员权限过大，导致权利和责任的不统一。也

就是说数据管理员（DBA）不应该有查看或者删除所有敏感

数据的权限，但是他实际上却拥有这种权限。这也将导致数

据的泄漏，尤其是在 DBA 权限被泄露的情况下。数据库加密

就是对敏感数据字段进行选择性的加密，并建立独立于数据

库的访问控制规则，从而弥补上述风险。

数据库加密的核心技术在于如下几点：1. 对应用透明，

包括增删改查四种操作，以及主键、外键、约束等特性，修

数据库审计是最基础的数据库安全手段。由于数据库是个“黑盒子”，

对来自内网、外网的用户和系统对核心数据的访问情况，尤其是违规访

问情况缺乏可视化。数据库审计通过分析访问数据库的网络流量，对数

据的访问情况进行展示，并进一步地识别敏感数据的窃取和破坏行为，

比如对 SQL 注入攻击、后门程序等进行识别。而数据库防火墙则更进

一步的，设置对核心数据的访问规则，阻止来自内网用户的越权访问和

误操作。并且这种访问规则是独立于数据库系统自身的访问控制。

数据库审计 / 防火墙的核心技术在于如下几点：1. 高效的数据包

获取、分析和转发技术；2. 完整、准确的数据库协议解析和 SQL 协

议解析；3. 灵活有效的访问控制规则系统；4. 自动学习能力，能够自

主地学习用户对数据的访问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进行访问控制；5. 高

效的日志存储和查询性能；6. 灵活的部署方式，能够部署于多种应用

环境。

国外知名的数据库审计 / 防火墙厂家有 Imperva 和 IBM Guardium，

它们的产品前几年在国内大型 IT 系统中部署较多。现在国内一些公司

的产品在界面、功能、性能等方面逐步接近国外产品，基本能够替代。

需要确保数据备份和容灾系统通

过建立数据的备份以及远程的容灾备

份来确保在发生灾难性事件时，数据

能够被正常地恢复，从而提升数据的

可用性。

数据容灾备份的关键技术在于：

1. 数据变化的捕捉，将差异变化

以最小的代价传送到备份端。

2. 恢复技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

甚至是零时间内将备份数据恢复到生

产系统中。

目前数据与容灾的市场和技术都

相对成熟，国内厂家较多，产品的可

选择余地较大，基本可以完全替代国

外产品。

数据库加密
改表定义等操作；2. 密文索引，确保加密后数据的查询性能

不受实质影响，也就是返回首条记录的时间没有本质的延长；

3. 与国密算法的集成。

受政策、价格等原因的影响，数据库加密产品主要是国

内创业公司生产的产品。由于密文索引的实现依赖于数据库

开放的自定义索引接口，目前主流数据库中，仅有 Oracle 数

据库提供这种接口，所以到现在为止，市场上真正成熟的数

据库加密，只有针对 Oracle 的产品。目前国内数据安全创业

公司在开发针对 MySQL 的数据库加密产品，主要目标是各个

共有云平台上大量的 MySQL 用户。技术路线有修改存储引擎

和加密网关两种。修改存储引擎方式比较简单，对 SQL 的通

用性好，但是只适合开源数据库产品；而网关型加密产品对

数据库的通用性较好，但是对数据库的某些特性支持起来比

较困难。

数据备份与容灾
数据库审计 / 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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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法》是我国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首部法律，是一部基
本法。在《网络安全法》中，有大量篇幅的内容是与数据安全相关的，
涉及到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网络安全法》中有
关网络数据安全的技术性要求有如下几点：

1. 对数据访问日志进行审计，且日志留存时间不低于 6 个月（第
21 条）；

2.对数据进行分类，将敏感数据与普通数据区别化处理（第21条）；
3. 对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容灾（第 21、34 条）；
4. 对重要数据进行加密（第 31 条）；
5. 对个人信息进行脱敏（第 42 条）。

《网络安全法》对数据  
安全的相关要求

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安全

在 流 行 的 大 数 据 平 台 Hadoop、

Cloudera 和 Splunk 中，数据存储和处理

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可以采用传统关系型

数据库系统，又可以采用新型的 NoSQL 数据库，如

HBASE，Mongodb，Cassandra，Hive 等。当采用新型

NoSQL 数据库时，数据安全面临新的问题。目前国外

针对 Hadoop 和 Cloudera 环境有数据库审计、数据库

防火墙等产品。但是国内在此领域只有极少数公司在

进行试探性的研发，目前尚未有相对成熟的产品上市。

云环境数据安全

在云端，数据所面临的威胁被进一步

放大。除了遭受与传统环境相同的安全威

胁以外，由于云运营商的存在，数据还遭受“上帝之手”

的威胁。以数据库为例来说，在云端，数据库的租户对数

据库的可控性是很低的，甚至不能登录到数据库所在的 OS

进行管理。而云运营商却拥有对数据库以及其服务器的所

有权限。云运营商完全可以在租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入

数据库系统，或者进入数据库服务器所在的虚拟机。也就

是说，云数据库租户在数据库中的数据，对云运营商来说，

几乎是完全开放的。这极大地增加了存储在云端数据库中

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被泄露的风险。

云端数据对安全的技术需求，与线下是一致的，也需

要借助于审计、访问控制、加密、脱敏等技术的保护。但

是由于云管理员的存在，云端数据对加密的要求是第一位

的，也就是说，首先要确保数据的保密性，这是区别于线

下数据安全的最显著的特征。

另外，技术之外的一个要求就是客观中立性。对于云端

的数据安全防护，最好应该是来自第三方。所谓“第三方”，

就是指这种安全措施，不是由云运营商提供的，而是由其他

独立厂商提供的，以避免管理上和技术上的后门。

国外云端数据的安全厂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CiperCloud

和 Skyhigh Networks，国内云端数据安全方案刚刚起步，有

一些审计类的产品开始部署，但是加密类的产品，还在研

发阶段。

数据库脱敏

数据脱敏技术分为动态脱敏和静态

脱敏。静态脱敏针对的是在开发、测试

过程中使用真实敏感数据可能会导致的数据泄密风险。

静态脱敏类似于 ETL，对真实数据进行定时、批量的抽

取以及脱敏转换，从而提供准确真实的数据。而动态脱

敏针对内部运维人员、外包人员在系统运维过程中，接

触真实敏感数据，容易导致泄密的风险，以及应用系统

直接访问敏感数据，获取真实数据内容，容易导致泄密

的风险。动态脱敏系统部署于数据之前，通过改写访问数

据库的语句，从源头上选择性地对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并

可以控制对敏感数据的访问总量。

数据库静态脱敏的核心技术在于如下几点：1. 高速

的数据抽取和装载技术；2. 灵活的脱敏规则；3. 敏感数

据发现和随机数据生成能力；4. 脱敏后关联关系的保持。

数据库动态脱敏的核心技术在于如下几点：1. 高效

的数据包获取、分析和转发技术；2. 完整准确的数据库

协议解析和 SQL 协议解析；3. 灵活有效的脱敏和访问控

制规则系统；4. 三层脱敏和访问控制。

国外数据库脱敏的代表厂商有 Informatica 和 IBM 

OPTIM。而国内的脱敏市场和产品都是近两年才发展起来

的，整体落后。但是国内的数据库脱敏技术发展很快，目

前静态脱敏产品有一定选择余地，基本可以替代国外产品。

但是动态脱敏由于技术难度更大，产品仍然很少，选择余

地不大，但是仍然基本可以替代国外产品。

（作者单位为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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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巍

《网络安全法》出台后，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

各类组织切实承担起保障数据安全的责任，因此高校

必须高度重视数据安全工作，做好数据安全的全过程

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在数据安全管理方面也遇到了一些

困难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大连理工大学通过规范

数据全过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数据安全事件

的发生。

我们认为，加强高校数据安全管理，首先要让师

生、业务部门了解什么是信息化数据，学校有哪些信

息化数据。简单地说，信息化数据是指学校各职能部门、

各二级单位以及全校师生员工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

或获取的各类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各业务部门直接或

通过第三方依法采集的、依法授权管理的和因履行职

责需要依托信息化系统形成的信息化数据等。数据的

内容涵盖学校组织机构域、人力资源域、学生管理域、

教学资源与管理域、科研管理域、财务资产域、数字

档案域、个人信息域、公共服务域、系统数据域等。

数据内涵界定清晰后，师生和业务部门明确了数

据是怎么产生的，学校有什么数据，可以有效避免重

复采集数据、线下传递数据等安全隐患。

数据安全管理四大原则

数据时代，高校掌握尽可能多的数据十分必要，但

高校信息化部门在进行数据治理，获取数据资源过程中

经常遇到的困难是业务部门以数据保密等原因不愿意把

数据共享出来，把数据资源当作本部门的私有财产，只

要解决本部门问题即可，不能站在学校层面考虑数据资

源共享问题。同时，业务部门在自有数据管理、使用过

程中对数据安全重视不够，也发生过数据泄露的安全事

件。因此学校应明确数据资源的管理原则，保证能够获

得数据，并且安全管理和使用数据。

1. 统筹建设原则

数据是学校的公共资产，各业务部门的系统不是怎

么建设都可以，必须在信息化部门统筹规划和参与下建

设，以保证学校需要的数据能够由业务部门生产、维护

和共享，保证业务系统安全、数据安全。同时，大连理

工大学用一年的时间对各业务部门所需填写的表格进行

了集中梳理，对梳理出来的 1 万余条数据字段进行分类

数据安全全过程管理
——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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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分析，确认哪些数据已有，哪些没有；数据的生产

部门是那些，数据的使用部门是哪些；没有的数据应该

由哪些业务部门负责生产，并参与到这些部门系统建设、

升级的过程中，系统通过安全检测后才可以上线，统筹

解决了所需数据的采集和安全管理。

2. 全面共享原则

大连理工大学明确提出业务部门生产的各类数据

以全面共享为根本，不共享为例外。如有哪些数据不

共享，业务部门必须拿出明确的法律法规或学校规章

制度依据，否则都需要普遍共享或有条件共享。这样

做可以有效保障信息化部门充分获得学校已有的各

类数据，建设公共数据库平台，在平台层面实现各

类数据资源的共享、交换，避免线下传递数据引发

安全隐患。

3. 依法使用原则

在大连理工大学公共数据库建设不完善、制度不健

全时期，各部门所需要的数据大多是找到相关部门导出

电子文档线下传递，没有有效的监督，数据安全风险极

大。在大连理工大学公共数据库建设较好初期，许多业

务部门或个人的数据使用也不规范，往往给信息化部门

打个电话、发个邮件就可以获取到相关数据，各方数据

安全意识都不强，数据泄露风险极大。因此有必要明确

数据使用原则，只有在履职或科研等特定工作需要的情

况下，才可以申请使用信息化数据，且只能在申请范围

内合法、合理使用，不得滥用，保证数据安全。

4. 安全可控原则

业务系统可能泄露本部门的数据，而学校的公共

数据平台有可能泄露学校的全部数据。因此信息化部

门首先应加强公共数据平台的安全建设和管理，建立

完善的数据共享安全机制，确保数据平台的安全。提

供数据尽量以平台对接方式完成，提供数据内容尽量

最小化，不需要的数据不提供，需要的数据敏感信息

脱敏后再提供。对数据使用者而言，按照 “谁使用，

谁负责”的原则，在严格履行数据使用申请、审批、

签署保密协议的基础上，信息化部门还要加强数据的

使用监督和安全风险提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使用方

式停止数据提供。

五大步骤推动数据安全工作

高校对数据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但对数据安

全工作重视还需加强。数据生产的业务部门对业务系

统安全、数据安全重视不够，师生的个人数据安全保

护意识欠缺，数据使用者对数据安全的忽视，都可能

导致安全事件的发生。那么大连理工大学是如何推动

数据安全工作的呢？

1. 健全数据安全管理机构和队伍

大连理工大学成立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管理

委员会”由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主任，委员会下设“网

络与信息安全工作组”，由宣传部、保卫部、网信中心

的负责人共同担任组长，负责全校舆情、政治保卫、网

络信息安全工作。同时，大连理工大学各二级单位主要

负责人为本单位数据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各单位业务

系统管理员是本单位数据安全管理人员。学校一把手、

各单位主要领导亲自抓网络安全工作，又有具体数据安

全管理队伍，使得数据安全工作有领导、有队伍、有抓

手，形成数据安全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

2. 建设学校公共数据平台

要规范学校数据的管理，避免数据线下传递和出现

无序采集、扩大化采集和非法使用、超范围使用数据等

安全问题，就必须建设学校的公共数据平台，实现学校

所有数据的统一管理，为业务部门之间数据资源共享交

换、数据使用提供支撑。大连理工大学从 2009 年开始

建设公共数据平台，当时只建设了没有按主题域细分的

公共数据库，没有建设数据标准管理平台、数据清洗交

换平台、历史库和行为数据库等，导致数据共享使用效

果不理想，一些业务数据还是通过线下方式进行传递。

2016 年开始，大连理工大学开展新一轮基础平台建设，

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进行数据治理和建设公共数据平

台。为保证平台建设质量，大连理工大学规定全校性的

管理信息系统都必须纳入信息化数据共享工作范围内统

筹建设与管理，与公共数据平台对接，使得公共数据平

台数据更完整和准确，平台作用得以发挥。

3. 加强业务系统安全和运维管理

高校由于业务系统安全漏洞、系统不规范运维、系

统管理员和用户弱密码等原因造成的数据泄露是发生数

据安全事件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加强数据安全工作，要

从数据产生源头——业务系统的安全管理着手。目前大

连理工大学大部分业务系统完成了等保定级，新开发系

统只有完成安全检测才能上线，网信中心也定期对校内

系统进行安全检测，对发现有问题的系统临时限制在校

内访问，对所在部门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书，整改完成后

恢复使用；在系统运维方面，对于公司代维护的业务系

统，公司维护前需申请校内堡垒机临时使用权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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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25 日，欧洲议会公布了《一般

数据保护条例》草案，商讨四年后，2016 年 4 月，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该条例，其将在 2018 年生效。

该草案的内容预示着个人数据保护管理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条例甚至通过制定详细

的管理规范，使其具备了在企业内控和合规管

理方面的可操作性，适用对象也从欧盟内的企

业扩展到向欧盟用户提供互联网和商业服务的

所有企业。

与传统的立法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

的变化：

从地域 / 国家划分转向基

于数据内容划分

它开了一个独特的先例：

法律管辖范围不是严格按照

国家 / 地域划分，而是按照

数据的分布来认定。由于互

联网上数据分布本身也是在

动态变化的，这还意味着法

律管辖范围也有可能按照数

据的迁移而不断变化。

进一步严格的内控和监管

企业和组织在对个人数据进行操作时，必须

记录所有的操作流程和步骤。对于个人数据被广

泛使用的情况下，例如个人数据被公共机构或

团体使用、被超过 250 名雇员的企业使用、或

者个人数据在特定目的下被持续和系统地收集

监控，那么进行数据处理或控制的企业或组织

应该任命有专门数据保护知识的数据保护专员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DPO)。

数据保护的前瞻性要求、最简化原则和数据操

作的告知权

条例把数据保护作为基本要求，强制企业在

业务设计初期就必须考虑。

这包含了两方面的要求：

第一，在设计新的业务系统、业务流程和服务

时，处理个人数据的环节就必须按照条例要求的方

式进行构造。企业还必须提供相关信息证明自己满

足了上述要求。

第二，当系统、流程和服务包含了个人数据

被共享的多个不同级别时，默认的缺省选项必须

是共享内容最小的选项——不共享任何内容，这

就是数据保护的最简化原则。

另外，数据操作的告知权在条例中也进行了严

格限定。数据操作者 ( 企业或组织 ) 在收集和使用

个人数据前必须向数据所有者 ( 用户 ) 明确告知数

据的收集内容和使用方式，并且需要获得数据所

有者的明确同意。

数据所有者 ( 用户 ) 的个人数据删除权

数 据 所 有 者 的 个 人 数 据 删 除 权，( 有 时

也 被 称 为“ 数 据 被 遗 忘 权 ”，“right to be 

forgot ten”) 也在条例中明确提出。当数据所有

者 ( 用户 ) 撤回自己向企业或组织授予的个人数

据使用权时，相关企业或组织必须立即无条件删

除所有的个人数据。

堡垒机进行运维。网信中心负责各业务系统的技术负责

人也通过堡垒机对系统云主机进行定期的安全运维；在

系统管理方面，学校要求业务部门定期对本部门负责管

理的数据进行检查，明确数据的修正、补充、更新、删

除等操作流程，保存数据运维过程中所有相关的日志记

录，避免因人为误操作导致的数据安全风险。学校也培

训和要求各业务系统管理员加强系统登录权限、密码的

管理，避免初始密码、弱密码、助学学生代管、公司代

管系统的情况发生。同时，大连理工大学的统一身份认

证系统进行了密码强度校验，登录时强制修改满足要求

的密码，未来，大连理工大学将逐步隐藏各业务系统的

登录链接，系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登录业务系统都通过

安全性较高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来完成。 

4. 严格数据资源使用审批和监管

大连理工大学明确规定各业务部门和个人在使用

校内数据时只能通过公共数据平台获得，不允许业务

部门以离线文档的形式传递。在数据使用申请管理上，

学校所有的信息化数据使用都需向网信中心提出书面

申请，签署数据使用保密协议，审批通过后才能获得

数据。对于普遍共享类数据，需求经网信中心申请得

到批准后，网信中心通过公共数据平台直接提供数据；

对有条件共享类数据，网信中心还会将申请转至数据

产生部门审批；在数据使用上，学校要求所有数据使

用者承诺在使用数据时必须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只能

用于申请授权范围以内的用途，不得将获得的数据公

开，不得直接或以改变数据形式等方式提供给第三方，

也不得用于或变相用于其他目的。

5. 开展数据安全问题追责

大连理工大学以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对不按照规

定随意采集、滥用、非授权使用、扩大范围使用、未

经许可扩散和泄露数据且对学校和个人造成损失的行

为进行严肃追责，按照学校和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数据为王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数据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高校数据安全工作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高校掌握大量的数据的同时也集中了风险，数据安全、

数据使用、决策支持、隐私保护等等问题，已经触及

了法律和伦理地带，需要高校信息化工作者带着对数

据安全的敬畏认真思考，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使数据

在合法合规使用的前提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一份关于数据隐私与安全的焦点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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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数据资产的统一管理和质量管控，建立有

效的数据共享、管理与保障体系，南京理工大学制定

了《南京理工大学数据资产管理办法（暂行）》。通

过对信息系统数据的采集、录入、运维、存储、归档、

应用等过程，以及数据标准、接口标准、数据安全策

略和实施数据审核的管理，达到统一数据语言、保障

数据准确、防止非法篡改和伪造、建立数据备份和恢

复机制、预防信息泄露、提供优质高效数据服务的目的。

数据库安全是整个数据安全策略的重要环节。数

据库在部署上采用 Oracle RAC 双机机制，确保数据库

高可用性、高性能，保障数据不丢失。同时，设置专

门的网络安全域，将数据库及重要应用系统独立成域，

并配有专用安全设备，配置了相关安全策略，仅允许

经授权的应用访问数据库，实现了内外网的隔离，从

而避免可能存在的入侵风险，如图 1 所示。

为确保数据库的访问控制，把各类数据分开存储，

分别设置账户进行管理，如元数据账户、主数据账户、

代码标准账户、主数据仓库切片备份账户、代码仓库切

片备份账户等，各账户之间再进行一定授权访问。因此，

系统具备授权访问功能，可以针对不同对象授予不同权

限，用户所看到的页面和内容根据身份和权限的不同而

不同。使用权限按程序审批，相关使用人员按业务指定

权限使用、操作相应的服务，每一级管理员都只能查看

与本岗位相关的数据内容，严格控制数据知悉范围，并

且定期或不定期地更换不同的密码口令。

为确保数据安全，建设了异地数据灾备中心，并

建立了数据实时和定期备份机制，每天对数据进行增

量备份，每周进行一次全量备份，如图 2 所示。

考虑到高校业务数据的敏感性，尤其是针对师生用

户的身份证号、学号等敏感信息，系统设计了数据脱密

处理方式，通过一组定制的 MD5 加密规则，将原始数

据加密为脱密数据，导出到开发和测试环境使用。除了

数据脱敏外，系统对需要保护的数据提供三重 DES 加

密再传送的机制，以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同时，数据中心留有完备的日志记录，其中包括

系统访问、数据库访问、数据集成接口日志、API 访

问日志等信息，详细记录了每个登录者的访问行为、

模块访问行为、模块功能操作行为以及操作导致数据

变化的记录。基于以上日志信息，我们正在依托学校

大数据分析平台，进行日志大数据分析的尝试，以期

为数据安全工作提供更多手段和途径。

另外，学校还运用了多种手段和措施来防范数据

及网络安全：为防止密码泄露，要求加强密码保护意

识，增加密码复杂度，强制各级管理员定期修改密码，

避免把密码给其他人使用或泄露；应用系统运行均要

求保留完备日志，必要时对日志进行审计，防止不规

范访问行为；数据使用进行必要审核，增加了数据使

用申请审核流程，以增强业务部门的数据安全意识；

为确保数据资产不外流，不泄露，学校与相关部门和

单位签订了数据保密协议等。

( 作者单位为南京理工大学 )

南京理工大学：严格执行数据库访问控制

图 2  数据中心数据备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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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库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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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实施立体的防护体系

 中国矿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侯效礼介绍说，

中国矿业大学的数据安全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和层次化

的。目前学校数据中心管理的业务系统均处于各类安全

设备或系统的防护之下，主要有 IPS、WAF、综合日志

分析系统、漏洞扫描系统、存储备份系统、虚拟机杀毒

系统、堡垒机系统、站点群系统以及数字加密系统等。

不过，对于因主机操作系统漏洞或代码漏洞造成的风

险，业务系统仍然缺乏发现和防护的能力。

中国矿业大学制订了《中国矿业大学网络信息安

全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信息系统数据所有者

是数据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并负责规范数据的收集、

存储、传输和使用，确保数据安全。

未来，学校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进一

步完善数据安全防护系统设施，要做到三点：1. 搭建网

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主动感知数据访问动态；2. 构建

主数据库安全保护平台，包括数据库审计、数据库加密、

数据脱敏等，确保数据使用安全；3. 构建综合安全管理

平台，统一管理数据中心安全设备。二是启动网络应急

响应机制，增强主动防御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网站群保障网站数据安全

除了实施备份、做好数据库安全管理等工作外，华

东师大特别注重网站数据的安全。学校于 2011 年底开始

部署了网站群系统。网站群系统通过统一的服务器安全

措施能够更好地确保华东师大数百个校内网站的数据安

全，且其单一的管理后台更容易排查和避免网站漏洞。

该系统采用制作、发布和数据库三类服务器物理

分开的部署方式。其中，网站群的制作服务器作为数据

存储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管理后台，供部门管理员及

信息发布人员进行后台页面制作和维护。网站群的发布

编者按：

教育行业的数据安全总体来说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重视不够、体系不全、机制不顺、保障不力。伴随《网络安全法》

的正式实施、数据泄露事件的增多、大数据应用中的各种挑战让高校越来越意识到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数据安全策略已迫

在眉睫。这里展示一些高校的数据安全策略，总体来看，学校将个人信息的泄露、数据丢失、数据库安全等列入重点防护

对象。

数据安全策略，这些高校这么做

服务器实现网站的前端访问，所有站点的页面生成均

从制作服务器获取相应数据，再静态发布到发布服务

器上。网站的浏览人群通过站点域名对发布服务器上

的静态页面文件进行访问，而无需制作服务器在此过

程中查找和返回数据库中相应数据，实现了前后台分

离，提高了站点访问速度，增强了系统安全性。

在制作服务器和发布服务器之间，采用了 SSL 加

密标准和防篡改程序，保障两者间的数据传输安全。

此外，系统采用容灾与备份等安全措施，增强了网站

数据和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河海大学：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

河海大学数据安全目前主要做的工作是数据防意

外丢失，网信中心制定了数据的备份策略，对数据进

行定期的备份。建立堡垒机，防止外协厂商的技术人

员为了维护系统而拥有直接登录权限造成的拖库等恶

意数据问题。

学校针对不同信息系统的情况，对数据进行一定的

分析，了解该系统之内有没有机密的数据处于不安全的

状态，如果有，对重要的系统分别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

下一步计划将数据安全管理纳入学校信息安全标

准体系中，完善管理规章制度。对于数据进行一定的

分类，在建设、运行、维护有关数据的工作中制定严

格的访问控制和分级策略保护数据安全。

开展数据治理工作，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减少

或杜绝共享文件、视图方式进行数据共享，而是通过

提供数据服务的方式来共享数据，并记录数据的流失

量流向，便于跟踪审计。同时，开展宣传培训，加强

审计，防止特权用户随意修改配置、改变或盗取数据，

明确业务部门和网信中心职责分工，消除来自内部的

数据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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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最应该保障的安全数据是

基础数据，应明确权威部门，按照

“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维护，

基础数据主要包括组织机构、人事、

学生、财务、资产、教学、科研、网络、

总务、后勤等管理和服务数据。

目前高校对于数据安全应该主

要从人员、制度、基础数据库的建

设和共享平台的建设三个方面入手，

明确人员责任、规范数据的采集和

共享流程、加强系统建设，按照“最少够用”的原则使用数据，

避免数据的过度采集和使用。未来，管好人、管好事、管好

系统，“三管齐下”是做好数据安全管理的关键，而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制度建设，多数学校对于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缺少

制度和规范的约束，有的学校缺少技术人员，有的学校即使

不缺人，但职责不清，责任不到位。做好数据采集、使用、

维护过程中的管理必须从制度、人员和系统三个维度进行规

范管理。

教育行业的数据涉及的人员多，涉及科研成果和核心技

术多，这两个方面应该成为学校关注的核心，我们做数据安

全的底线是“核心数据拿不走，敏感数据看不见”。

于俊清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

中心主任

在数据安全工作中，有几

个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数据泄露问题：包括

教职工基本信息、学生基本信息

等，特别是新生的基本信息，涵

盖的信息非常全，包括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父母信息、联系电话

等等，而新生涉世不深，对网络

诈骗防范意识不强，容易上当受

骗；还有研究生考生信息，也涵

盖了本人及家庭的主要信息，数据如果泄露风险也很大。

第二，数据管理问题：包括数据的随意导出，通过电

子邮件、U 盘传递等；数据管理不规范，对非相关人员进

行数据管理授权和超范围授权；数据的使用不规范，不严

格履行审批程序获得数据，对数据超范围使用等。

第三，业务系统安全问题：业务系统自身安全漏洞是

导致数据泄露的主要原因，需从根源上加强业务系统的安

全建设和安全检测。

第四，用户数据安全意识不强问题：包括个人密码保

护、安全防范意识；工作中公布的各种名单不能包含身份

证、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等。

张巍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

中心主任

“三管齐下”做好数据安全 个人数据泄露问题应首先重视

保卫数据，当下和未来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目的是让攻

击者进不来，进来以后也拿不走数据，

即使拿到数据还是看不懂，就算看懂了

仍然不能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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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开达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

心安全负责人

要建立立体、动态的数据防御体系

做好大数据安全防控规划

信息脱敏是新的安全需求

辛良

中国矿业大学财务资产部仪

器设备管理办公室主任

卞艺杰

河海大学网络与信息

管理中心主任  

源的分配、毕业等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所以应慎重对

待重点防护。其次是人事信息等教师个人信息，泄密或

篡改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云安全又是另外一个热点，大数据时代，师生对大

数据存储有越来越迫切的需求，由于经费、人员等资源

的限制，学校提供私有云服务可能很难满足师生的需求。

所以我们提出建设混合云的方案。学校的各种核心业务

信息，不管是结构化的还是非结构化的信息都会放在私

有云上，但是公开对外、对互联网开放的信息，如博硕

士学位论文（非涉密）、学习系统的过程信息等都可以

放到公有云上。

进来以后也拿不走数据，即使拿到数据还是看不懂，

就算看懂了仍然不能篡改。传统 Web 安全之外，数据

泄露防护（DLP）、数据库安全审计、数据库防火墙、

数据库加密和脱敏、大数据安全分析平台也都进入了

高校的视野。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数据安全防御体系

需要多方面互相配合，不仅需要各类互补的安全产品，

还需要一支可以支持常态化数据安全运维的团队，来

保障完整的各项安全制度和定义的各类数据安全策略

能够得到规范执行，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种异常和隐患，

把安全事故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设施层、数据层、接口层和系统层等多个层面构建起有

效的立体安全防护体系。设施层的防护主要是针对底层

的终端、服务器等硬件设施安全防护；数据层主要是针

对数据处理过程中获取、篡改、混乱等问题，通过在采

集、存储、挖掘等过程中加密，做好隐私保护；接口层

主要是应对数据在不同角色间调用过程中面临的非法入

侵、未授权访问、Dos 攻击等问题，采用验证识别、实

时监控、数据加密等技术加以防范；系统层主要应对系

统运行过程中面临的APT攻击，远程操控等网络问题，

可采用安全监测，APT攻击防御等技术。

必须通过规划、投入、人员、管理、技术等多管齐下，

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和解决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

数据安全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生命线”。

大数据时代，数据在存储、云计算、搜索、共享、

访问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一旦发生数

据泄露，用户的隐私将处于一种“裸奔”状态，无

法控制。

面对数据泄露，各高校都应把工作做到前面，

做好大数据安全防控战略规划，建立起完善的信

息安全监测体制，尽早发现和处理各类漏洞；同

时建立起事故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问题，能够尽

快及早处理，从源头上尽可能地消除泄露隐患。

在数据安全技术防控工作中，高校应对数据

泄露不能仅从一个层面进行应对，必须从校园网的

高校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保障学校

的信息系统资产安全，而数据正是学校的核心无

形资产。

安全漏洞层出不穷，黑客攻击手段日新月异，

面对网络空间持续增长的安全威胁，传统的防御手

段在攻防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高校需要全

面系统地梳理对各种资产可能造成损害的威胁，并

持续在各方面加强投入和付出成本，进而降低所面

临的风险。

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目的是让攻击者进不来，

大数据时代，数据安全除了相对传统的数据

存储安全、传输安全、应用安全以外，又出现了

新的特点，如通过关联分析，可以挖掘出更多敏

感信息，所以信息的脱敏发布成为一个新的安全

需求。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由于高校的社会影响大，

学校部门很多，建设的网站多，使用的技术多样，

管理人员、开发人员多而杂，各种隐患难以杜绝，

安全压力非常突出。我们要重点保障的首先是学生

的个人信息，包括学籍、学习成绩数据等极敏感的

数据，分数的差错会影响各种荣誉的评审、各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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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 瑞典史上最大的交通数据泄露事件

2017 年 7 月，瑞典承认遭遇史上最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

瑞典首相勒文宣布免去内政大臣安德斯·于耶曼和基础设施

大臣安娜·约翰松的职务，理由是二人对一起交通数据泄露

事件处理不当。瑞典媒体援引勒文的话说，这简直是场灾难。

据悉，为简化流程节省成本，瑞典交通管理局 2015 年将

IT 系统管理和维护工程进行外包，但外包过程中违规操作，

将未经加密处理的交通资料库上传至外包公司位于他国的数

据库。

这些可能已遭泄露的信息包括瑞典全国的机动车驾驶人

信息，桥梁、地铁、道路和港口等敏感信息，甚至还有瑞典

警方和军方的车辆信息和防御计划等。

从个人到企业再到政府机构，数据安全俨然已经成为

了大数据时代的重中之重。本文是近些年全球发生的严重

数据安全事件回顾。

近年影响甚广的
数据安全事件

2017 年 印度电信运营商 1 亿用户信息泄露

7 月初，有媒体报道说，印度电信运营商 Jio 超过 1 亿

用户的信息遭到泄露，用户发现，在 magicapk.com 网站上

输入一个 Jio 网络下的手机号码进行查询，会出现包括这个

号码使用者的姓名、电子邮箱、号码激活日期和入网地点、

个人身份证号码等多项个人信息。这被视为印度电信行业

史上最大规模数据外泄事件。随后，这个涉嫌泄露信息的

网站已无法打开。

网络安全分析师斯里尼瓦斯·科达伊说，这些用户信

息早在 2017 年 6 月就出现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在“暗网”( 互

联网上数量庞大的“隐身”网站 ) 中，还出现了用户信息的

截屏图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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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本文摘编自多家媒体）

2013 年 Target Stores 1 亿用户信息泄露

黑客通过第三方供应商进入零售商巨头 Target 

Stores 销售点（POS）支付卡读卡器，其 7000 万客户

的个人身份信息（PII）被泄露。其中包括客户全名，

地址，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最终估计受影响的客户，

达到了 1.1 亿。

Target 的 CIO 也

因此于 2014 年 3 月引

咎辞职，其 CEO 也于

5 月辞职。该公司的违

约成本估计为 1.62 亿

美元。

2014 年 摩根大通 700 万企业账户泄露

2014 年夏天，美国最大

的银行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遭到黑客攻击。这起事

件共造成 7600 万账户信息被

泄，损害了美国近一半以上

的家庭，同时还对 700 万企业

造成了影响。根据该银行向

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这些数据包括联系人信息—— 姓

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以及用户的内部信息。

有黑客声称他们能够获取到 90 多家银行服务器的“root”权

限，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包括转移资金和关闭账户。

 2014 年 eBay 数据库遭攻击

2014 年 5 月，全球最大的网络交易平台之一 eBay

发布报告称，称数据库遭黑客攻击，至少 1.45 亿用户

的个人资料及密码外泄。其中包括公开名称，地址，

出生日期和加密密码，但被盗取的文件夹不含财务资

料。该公司表示，黑客是通过三名公司员工的凭证进

入 到 公 司 网 络

的， 并 保 持 了

长 达 229 天 的

内部访问权限，

在 此 期 间 他 们

能 够 进 入 到 用

户数据库。

2015 年   Anthem8000 万条个人医疗数据泄露

美国第二大医疗保险公司 Anthem 称遭遇黑客攻击，客户

的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码，出生日期和就业历史等信息遭

到泄露。

一份调查声明显示，Anthem 公司已经为此次数据泄露付出

了沉重的成本代价，其中包括 250 万美元聘请专家顾问、1 亿

1500 万美元进行安全设备改进、3100 万美元的受影响机构和

个人的初期通报，以及为受影响用户提供的 1 亿 1200 万美元

信用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和策略在保障数据安全上非常重要。并非所有的数据泄露都拥有相同程度

的严重性，即便数据泄密事故真有发生，如我们能够运用加密等适当的安全技术来保护最重要、最

敏感的数据，那么，此类攻击也只是“无关紧要的数据泄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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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地的教育者们都面临着紧缩

的预算，感受到了更激烈的竞争，还要试

图满足不断增长的问责需求。而学生们也

在要求更好的学习体验和环境，这就是

新常态——高等教育者们日常面临的一

些问题。

在 此 种 苛 刻 条 件 下 为 善 变 的 人 们

提供服务，对教师管理者和院校都是挑

战。在寻求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途径时，

许多教育者求助于教育技术（education 

technology, edtech）并将其作为一项可能

的解决方案。

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决不能解决教育中的所有

问题。教育技术仅仅是教学生态和学生体

验中的一部分，不过是整个版图中越来越

重要的一部分。

2015 年 EDUCAUSE 发 表 了 白 皮

书——《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研究报告》

（The 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 Report on Research，以下

简称“NGDLE 白皮书”），提出了下一

代数字教学环境的愿景。这一愿景达到

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即促使人们不断讨

论和更加明确真实的目标。下一代数字

教学环境指引我们向着所有人都希望达

到的愿景和方向上努力，即以教育改进

社会。

从教学管理系统（LMS）的视角审视，

我将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需求分为五个

方面：互操作性，个性化，分析、辅导和

教学评估，合作，无障碍和通用设计。

（1）互操作性

系统之间易于交换内容；

用户能够使用他们喜爱的工具，包括

学科专用的应用在内；

教学数据可用于有需要的受信任系统

和人员；

教学环境是“适应未来”的，可以随

着教学生态的演化而改编和扩展。

（2）个性化

教学环境反映了个人偏好；

学部、院系和学校是自治的；

老师采用喜欢的方式教学，不受软件

设计的约束；

有明确的个人学习路径；

学生们可以选择活动、表达和参与的

方式。

（3）分析、辅导和教学评估

教学分析功能帮助确定有风险的学

生、课程进度和适合的学习路径；

教学环境促成学生表现的整体规划和

评估；

有更多的可用数据和更丰富的数据背景；

教学环境支持各种平台标准和数据标准。

（4）合作

个人空间在课程结束和毕业后仍然存续；

鼓励学生成为创造者和消费者；

课程中包含公共和私人空间。

（5）无障碍和统一设计

无障碍是教学体验设计中的一部分；

教学环境允许适应性学习并支持不同

类型的资料；

教学环境中包含测量准则和质量控制。

上面这些方面都很令人振奋，并且捕

捉到了实现推进教育进步的愿景所需的大

多数必要因素。然而，我仍然感到这个下

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框架缺失了一些关键

的组成部分。

编者按

本文是美国知名教育技术厂商 D2L 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Jhon Baker 撰写的一篇评论，是在 EDUCUASE 在 2015 年

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研究报告》（注：报告翻译可参阅本刊 2015 年 12 月刊）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些新观点。该白皮书针对现有的教学管理系统（LMS）的现状，提出了建设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的愿景，并

指出了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应当具备的若干特征，提出了“乐高积木块”的比喻。本文更进一步指出了白皮书中没

有涉及的教学工具之间的组织管理问题，提出了将教学管理系统（LMS）作为中枢来连接各种各样的教学工具，并用

“中枢神经系统”来取代“乐高积木块”作为比喻的观点，该思路对于我国高校的数字教学环境的建设，以及对于

国内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都有借鉴意义，值得参考。

为每一个学生找到正确的学习时机

在通往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NGDLE）愿景的历程中，设计出

下一代教学系统，并创造优质教学体验从而提升学生的学

习成效，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路径。这样的教学系统将能

理解学习成效、学生评价、学习记录，并知道如何为每一

个学生找到正确的学习时机。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文 /Jhon 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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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高积木到中枢神经系统

在 NGDLE 白皮书中，核心的一个比

喻是将教学环境中的每个组件比作一个乐

高积木块：如今。教育者们应当可以使用

许多种令人惊叹的教学和协作工具（“乐

高积木块”），这些工具（包括 LMS）有

相互沟通的标准。也就是说，所有“积木块”

都有一些共同属性，可以组装在一起，学

生和教师可以一次登录就进入整个“积木

块生态”，“积木块”之间共享结果和数据。

“积木块”都是彼此适合的；它们可以按

需交换和替换，而且有把握做到教学体验

不受干扰地延续下去。

这个乐高方案可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

技术壮举。然而，即便是在“一刀切”的

学习管理系统（LMS）时代，绝大多数教

师甚至都不使用一些中级的功能（只用一

些初级功能），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些问

题在这种乐高式系统中会被放大得更严重。

很难想象教师们一边要构建全新的混搭环

境，一边要改进教学活动。如果“下一代”

的尝试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完全重构，而且

引入“各色混搭”，那么就会遭受与当前

的教学管理系统（LMS）同样的批评：教

师们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未经过培训来

分辨不同技术实现方式之间的细微差别。

为了找到比乐高积木更合适的比喻，

我们要回到学生对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

体验的要求上，尽管这些要求还有待讨

论。根据 NGDLE 白皮书的解释，教学既

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复杂的，而是复合的。

这种复合性质决定了，对不同的“积木块”

进行编排从而实现为学生服务的人，应

该是系统的建造者，而不是教师。我们不

能把成为教学管理系统（LMS）、教学内

容和教学法专家的责任丢给教师们去承担，

而是要为他们提供已经建造就绪，而且又

有灵活性的系统。

我们在此谈到的乐高积木的隐喻，指

的只是像“老式学校”那样的乐高设计，

也就是将有两个、三个、四个接口的积木

块整齐地组合在一起。然而，现在的教育

技术更像是现代的乐高玩具，其中有轮子、

火箭发射器、带子以及各种各样令人惊叹

的零件，互相适配但只有适当配置才行。

用户不能将不同的零件凑在一起，就认为

系统可以和谐运转起来，为学生创造出取

得成就的教学环境。

更好地描述了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

比喻是：教学管理系统（LMS）应当像是

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在通用的教学生态中

将各个组件（“积木块”）连接起来。而

且，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神经系统至少

要做到能理解学习成效、学生评价、学习

记录，并知道如何找到每一个学生的良好

学习时机。

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一旦拥有能理解教学的教学管理系统

（LMS），就能帮助教师构建出先进的学

习路径，并连接到不同的“积木块”（教

学工具）来改善学习体验和成效。正如

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也要有一个核心系统，

才能以灵活的方式来做事并且智能地协调

各种活动一样，作为中枢的教学管理系统

（LMS）协调了不同的系统并让它们互相

交流。

要实现学习效果的改善，我们要有目

的地对教学体验进行设计，适应学生的个

性化，并吸引学生的参与——教学管理系

统是开展这项工作的最自然的场所。这不

会只靠人力来实现，而且也不能只靠人力

来实现。要让大规模地实施这种设计成为

可能，技术是必需的。正如 NGDLE 白皮

书中所述：“尽管教学管理系统（LMS）

的采用率非常高，相对地却只有很少教师

使用了更加高级的功能——只有 41% 的

被调查教师报告称‘使用教学管理系统促

进课堂以外的互动’。”

从工作流编程的视角来看，这种设计

会如下所示：

IF 【学生选择了“项目选项”作为作

业 1】 THEN 【发布作业文件夹和项目指南，

并安排项目草案评审会的日程】

IF 【学生还没有阅读完成材料 1】 

THEN 【向学生发送带有材料1链接的提醒】

或 者 更 一 般 地 说， 教 学 管 理 系 统

（LMS）连接起那些“乐高积木块”，就

好像工作流引擎根据它的配置来描绘流程

一样。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例子，更重要的

所有“积木块”都有一些共同属性，可以组装在一起，学生和教师可以一次登录就进入整个“积木块生态”，

“积木块”之间共享结果和数据。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32 中国教育网络 2017.9

是都非常的实际。让教学管理系统（LMS）

成为中枢神经系统，这种运转方式可以催

生出各种新的实践，如基于教学内容掌握

情况的反馈（mastery-based feedback）、

定时的和个性化的沟通、学生在表达和活

动方式上有所选择、可信的评估以及自我

监督等。

当然，用来表述、支持、培育、描

绘和评估教学成效的流程要比一组简单的

“IF/ELSE”语句复杂多了。然而，这正

是下一代的教学管理系统（LMS）所擅长

的：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或者教学中枢，并

通过它来运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和工

具。如果这些“零件”都像是“积木块”

一样，没有被编排或者拼接成有意义的、

个性化的教学体验，就很难甚至是不可能

形成这样的流程，也就无法获得良好定义

的教学成效了。

保持体验的一致性

不少教育者、数据科学家、管理人员

都表示：“如果新的教学工具不需要那么

多的 IT 时间、数据导出和集成，实际上

我们也许就有更多时间来帮助教师们设计

出令人惊叹的教学体验。但是它们却那么

复杂！”

是否能给 IT 和教学支持人员更多时

间，取决于教育技术社区尤其是教学管理

系统（LMS）的厂商们。目前的开放标准

距离成为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愿景框架还

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过每天都在进步。过

去两年中，一些进行中的工作在向着愿

景推进，其中两个例子是 Learning Tools 

Interoperability (LTI) Content-Item Message

和 Caliper，都展现出了发展前途。这些工

作非常关键，能让我们超越仅仅是集成应

用而将数据抛在身后的发展阶段，而赋予

我们利用第三方工具获得取回数据、背景

和结果的能力。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对学

生记录和活动的能力进行记载和分析的能

力是非常宝贵的。

即便是在现有的这些局部工作中，我

们也要考虑学生的体验。学生在不同的应

用和服务之间切换时，必须要保持体验的

一致性，这是教育技术中非常技术性的工

作。通过人类需求的视角，而不是技术可

能性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学习体验，才能

找到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真正令人兴奋

之处。

通用的教学设计

 我们在教育技术开发过程中学到的

一个关键的经验是：要取得实际的转型成

果，必须要满足技术、教学法和系统改革

三个方面的条件。转型的要素如图 1 所示。

技术人员往往非常关注技术，然而实

际情况是，我们越是能贴近和深入理解学

校里的教学法和人员——包括学生、教师、

教学辅助人员、管理人员等——我们就越

能切实做出更适合他们的技术成果。

目前，绝大多数的软件公司在设计产

品时都采用了以人为本的方式，设身处地

地将用户放在中心来制定设计目标。怀着

这个理念，“下一代教学管理系统看起来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问题就是错误的。

我们应当问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下一

代教学管理系统怎样能够改善所有学生的

教学成效”。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了

“所有学生”这一复数形式。因为根本就

没有一个虚构的所谓“平均”学生，每个

学生都是不同的、唯一的，而且在获得合

适的机会时要有能力成功。

关于 NGDLE 白皮书中对通用教学设

计（Universal Design of Learning，UDL）

的讨论，这个模型引导和支持我们设计出

良好的教学环境、内容和服务，从而能够

系统性地消除学生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所

面临的障碍。该模型寻求为学生提供多种

汲取信息、表达观点和参与教学的途径。

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到这样的教学体验，该

模型的设计方式正是以此为目标，而且这

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奋斗去达到的

目标。

NGDLE 白皮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

已经感受到了它在下一代教学模型开发过

程中的影响，例如在梅西基金会关于医疗

职业教育未来的报告中。这个框架现在已

经是教育技术社群与各种各样的大学和学

院中的行政人员进行对话的常规部分了，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多次教学管理系统的

选型中都将它作为标准来衡量系统的适切

性。越来越多的院校正在转而向合作伙伴

寻求帮助，利用技术促进转型和实现学生

学习成效的愿景。我们对下一代数字教学

环境愿景所能做出贡献是，设计出下一代

的教学系统，构建出优质的教学体验，从

而提升教学成效。这个教学系统将能理解

学习成效、学生评价、学习记录，并知道

如何找到每一个学生的良好学习时机。它

将基于通用教学设计（UDL），并在其核

心工作流中实现灵活性，并嵌入可操作的

数据。它将支持现行标准和互操作，允许

教师和学生们使用他们喜爱的教学工具。

在实现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愿景的历程

中，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前进路径，能被

今日的教师在实践中采用，并使所有学生

受益。

最后，我们都要持续地关注教学环境

的建设，使之能够产生实际成效；提高数

字教学环境采用率，改善教学成效，扩大

教学参与，提高学生满意度，以及让时间

更有效率地得到利用。 （责编：杨洁）

图 1  转型的要素
（本文译自 EDUCUASE；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

息化工作办公室）

转型

技术

系统改革

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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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G. Alex Ambrose   Kevin Abbott and Alison Lanski

情境背景和课程模型

2015 年春，诺特丹大学成立了一个校级委员会来设计全新

的首年体验（First-Year Experience, FYE）课程，用来取代已

有 30 年历史的体育（PE）要求。原来的体育要求由两门必修

的体育课组成，其中包括若干主题，其目的是协助学生调整自

身从而适应大学生活。新的课程几乎全部关注如何使学生适应

诺特丹大学的经历，包括在校的学术和精神生活、多元文化，

以及用来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和创造成功未来的各种工具。这个

必修的 FYE 课程是一个全校性计划，在全校范围内服务于学校

教学和学生，他们的专业技能在此得到了统一整合。因此，这

个 FYE 课程成为了开发数字教学环境的一个完美场景。其中，

有一点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一

致的课程编制和创新的技术运用，都是对课程的成功实施至关

重要。

这个课程在每个学期有一个学分，每周有一次 50 分钟的课

程。该课程被分为一百多个小班和对应的授课教师，因此需要

一个共同的课程方案（课程材料、评价标准、相关的评分题目），

来确保信息的一致性以及学生努力和授课教师给分的同等性。

在以讨论为主的课堂教学之前，学生要进行预习，完成指定的

阅读，观看指定的视频，或者根据指定的提示撰写短篇的书面

回复。课程大作业的要求是与课程目标相关的反思性和综合性

思维，要课程的电子档案中完成，并共享给课程的授课教师和

指导教师。

尽 管 有 85% 的 教 师 使 用 某 种 教 学 管 理 系 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但 Blackboard 公司近期的一份报告

显示，在 927 所北美高校中的 7 万门课程中，LMS 使用的 53%

是附加型的（重内容、少互动），24% 是补充型的（以内容、公告、

成绩单形式的单向沟通），11% 符合社交型的特征，10% 是评

编者按

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面对超过两千名学生，为同一门课程的组织 115 个小班，如何确保小班之间教学

内容和评价的一致性？如何找出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学生并提供帮助？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Next Generationl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NGDLE）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付诸实施的。本文对美国诺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开发的一个新的 NGDLE 进行了概念研究，对其实施加以描述，同时还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诺

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又译为圣母大学，创建于 1842 年，位于美国印第安那州芝加哥远郊，是

一所文理兼顾的著名私立大学。诺特丹大学作为美国人眼中公认的世界顶尖名校，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

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一道跻身常青藤联盟新贵，在学术与知名度上挑战以哈佛大学为首的老牌常青藤联盟。

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实践与进展
美国诺特丹大学

图 1 终端用户视角的 NGDLE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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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型的（大量使用评价），2% 是全面型的（平衡的使用上述功

能）。FYE 课程需要创新，要超越在课程层面上对 LMS 的应用，

而创造出一个更全面的、面向全年级学生的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

（Next Generationl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NGDLE），来充

分支持这个项目实现其教学和学生成就目标。因此，NGDLE 的

核心设计目标是：构建一个通用平台，能够利用现有的系统和工

具及现成可用的内容，进行标准课程的传授，并实现所有课程小

班之间的同等性；采集、存储和分析生成的所有学生数据，从而

支持教学评价、项目的持续改进，以及相关研究；为管理者、指

导教师、授课教师和学生生成报告和可行动的分析结果。

实践中的NGDLE维度

EDUCUASE《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研究报告》中提出的

NGDLE 五个特征维度是新 FYE 课程数字架构中遵循的指导框架，

用以弥补当前的教学管理工具和数字学习环境之间的缺口。首先，

我们聚焦于实现“可操作性和集成”、“分析、咨询和教学评价”

维度，适当注意“个性化”维度并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实现其他维

度来建成 NGDLE。

维度 1：可操作性和集成

报告结论中以“NGDLE 即乐高套装”为比喻。我们选择构

建一个基于开源软件的 FYE 课程解决方案，以 Sakai 作为主集成

中心和连接多种工具（“乐高积木”）的平台，而不是付费购买

厂商的个性化定制方案。

这些工具之间并不直接相连 , 其连接方式从非常基础的网

页框架（iFrame）嵌入和超链接，发展到更加高级的由厂商提供

的应用编程接口（API）、教学工具互操作协议（Learning Tools 

Interoperability，LTI），以及体验 API（Experience API，xAPI）连接。

图 1 总结了 FYE 课程中使用的工具和系统数据的通用途径。

表 1 列出了为建立 FYE 课程的整个教学生态而采用的系统

互联工具和初始集成的方式。

维度 2：个性化

尽管课程内容和评分题目是标准化的，但 NGDLE 也可以将

学生个性化的某些组件编排进去（维度 2）。课程材料在每个学

期的第一周就提供给学生，而课程作业在截止日期前的若干周就

开放提交，允许学生的学习按各自节奏进行。许多学生利用对课

程电子档案的所有权更新了视觉设计，其中一些人还添加了额外

的定制内容。

维度 3：分析、咨询和教学评价

我们对 NGDLE 进行了精心设计，以允许多来源的数据之间

的内部互联，例如分数、点击数据、电子档案中的作业文本等。

图 2 显示了 NGDLE 的数据源提供的数据范围。

整个课程采用了一致的课程编制和评价标准，以手工导出、

机器学习技术和自动化方法等方式实现了将数据统一采集入教学

数据仓库。分析工作使用 Microsoft Excel、Tableau 和 R 语言手工

进行，过去几年中我们也使用 Kibana 逐步开发出了一些有限自

动化的报表。对指导教师和授课教师都有用的报表是整个课程的

分数分布表，授课教师们可以以此为参考标准来衡量他们自己的

评分，指导教师可以了解指导对象所得到分数的背景。分数分布

表同样让管理者意识到学生在哪些方面上还需要帮助才能达到掌

握知识的要求。

系统 集成水平 可见性

教学管理系统（LMS）： 
Sakai 10

主集成中心和所有工具
接入的平台

登录和访问其他工具的集成
中心

电子档案： 
Digication

链接；下学年将采用
LTI

学生网站，用于集成文本、
媒体、课程内容和体验的反
思性作业；与指导教师和授
课教师共享

学生信息系统： 
Banner

API 账号同步

视频点播： 
Kaltura

LTI 内置分析集的视频播放器

文档分享： 
Google Docs

链接（网页框架嵌入）
共享的实时可编辑的文档，
所有小班通用

题目和评价： 
iRubric

首期尚未使用，将在下
学年试用 LTI 方式

在不增加授课教师的任务时
间的情况下提供学生的更精
确细节

数字徽章： 
Credly

LTI 连接到
Digication，正在建立
到 Sakai 的 LTI 连接

激励和识别出优秀的学生成果

数据存储和分析：
Apereo OpenLRS

xAPI 连接到 Sakai 构建分析用的中央存储库

报表： 
Elastic Kibana, Excel, 
Tableau

Elastic Kibana 使用
xAPI 连接到 Apereo 
OpenLRS

实时和回顾性的课程数据流

表 1  连接工具的初始集成

图 2  NGDLE 数据源和原始输出

教学管理系统 电子档案 视频点播

活动点击数

·登录

·材料

·作业

成绩单

·作业

·参与

·评分

文字数据

·写作

·媒体类型

·词语计数

平台使用

·档案使用数

·档案个性化

使用统计

·观看计数

·平均观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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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

由于我们保留了 LMS 作为集成中心，连接了学生信息系统并

集成了所有其他的工具，它就成了采集大量教学数据的理想渠道。

图 3 展示了 NGDLE 如何汇集起来构建起数据流，形成了丰富和多

样的数据生态和脉动，并因此而实现学生学习动态数据的可视化。

我们的核心设计目标是建成一个通用平台，在其中采集所有

生成的学生数据，并通过回顾性分析和实时的行动建议，为相关

者及时提供数据分析和报表。我们已经实现和超越了这一目标。

过去两年中，NGDLE 采集了 12 万学生作业和分数，460 万

点击追踪，以及 3000 万通过文本挖掘得到的词汇。为 FYE 教师、

咨询人员和管理层形成了大量的报告，包括资源（文章和视频）

的可视化、点击追踪和热力图、作业的分数分布表、词汇频率树

状图以及电子档案的词汇云等。同时，我们也在期中为指导教师

形成了识别风险学生的列表，包含有学生风险原因的情境（例如

课堂参与、作业提交等），使得指导教师和学生的面谈能够更有

效、更专注。采集到的数据还可以为那些在运用课程技术中存在

困难的学生提供直接的拓展。

从 NGDLE 启动开始以来，大致上已经在 FYE 课程和整个校

园中产生了以下效果：

一是，实时数据采集实现了对学生的“把脉”。提供给授课

教师、指导教师和管理层的快速数据分析和报表使得在学期中进

行即时的教学和课程更新成为可能。

二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设计方案的成功为学校教师们提供了

一个广泛的模式，体现出将 LMS 作为 NGDLE 的集成中心的思想

是如何有利于学生和教学的。

三是，让有意义和可行动的教学分析得到充分展示，在校园

中激发在其他课程和情境中加以应用的讨论。

描述性的报告指出，选择使用授课教师和指导教师共享的单

一电子档案，能够实现双方与学生之间更加深入的联系。

跨学期分享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案例（通过 NGDLE 而实现），

对后来学生产出高水平成果是有贡献的。

大学能够采用一种基于证据的流程对学生在课程中学到的

和产出的成果进行鉴定，这将改变单纯关注分数的相关讨论，并

且促使对学生教学体验的更丰富的理解。

未来计划及经验教训

我们对新兴的 NGDLE 计划采取的下个步骤是——寻求提升

现有维度，并分出力量来实现新的维度。

实施新的教学工具互操作协议（LTI）将优化学生和教师的

在线体验。（维度 1：互操作和集成）

分析方面的改进将允许在学期中更早分享结果，最终目标是

通过一个面向学生、教师和管理层的仪表盘提供实时更新。（维

度 3：分析、咨询和教学评价、维度 2：个性化）

正在研讨通过电子档案作业或在线讨论实现社交性学习，作

为课程的演进方向。（维度 4：合作）

嵌入字幕来理想地更新课程材料中使用的视频。（维度 5：

无障碍使用和统一设计）

强化文本挖掘程序（维度 3：分析、咨询和教学评价）将允

许基于课程目标深入评价学生进展，并预计会影响到课程变革和

数字生态的升级。（维度 1：互操作性和集成）

全新的 FYE 课程要授予超过校园中任何单一单位更多的学

分数（4000+ 学分），在这个课程中寻求建立 NGDLE 是一个完

美的大规模应用机会，来联合三个单位（教学中心、教学技术组、

Sakai 项目组）中的数十人，在几个月之内投入数千小时来设计、

开发、实施和评估构成环境的五个维度。

我们使用了 NGDLE 范式来对课程层面的教学管理系统加以

重新认识，将其认为是平台级别的集成教学生态。通过“乐高”

式的实现途径，可以启用一组应用，改变将 LMS 作为单向交流的、

辅助管理的应用的方式，转而成为一个更全面的、重评价的平台。

此外，使用了开源的 LMS，有学校自己的支持人员，因此可以快速、

经济、安全的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创新，而不需要高额的厂商费用

或者是漫长的开发时间。

最后，这些维度是向着 NGDLE 目标演进途中不断前行的路

标，这让我们意识到，整个 NGDLE 未必要全面地使用 xAPI 或

LTI 来进行集成（链接 / 嵌入可以作为起点），并且数据的提取

和分析也未必要是实时、全自动可视化的（手工导出和报表也是

可行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一个架构灵活的测试版，能

够针对高等教育中不断变革的需求进行不断修改完善。 （责编：

杨洁）

图 3  NGDLE 和数据流概要

（本文译自 EDUCUASE；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平台 存储／分析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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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智能分析”学术沙龙第三次活动成功举办

本刊讯  2017 年 8 月 21 日下午，“软

件智能分析”学术沙龙第三次活动在中国

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智能分析协同创新团队

和 InForSec 论坛共同举办，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Dawn Song 教授（MacAuthur

天才奖”“世界杰出青年创新家”等奖项

获得者、国际四大安全会议论文数第一）

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宋程昱博士

（国际四大安全会议论文数排名前 100 的

青年学者）分别做了精彩报告。清华大学

张超博士主持了本次沙龙。

Dawn Song 教 授 作 了 主 题 为“ AI 

and Security: lesson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的精彩报告。深度学习、机器

学习等人工智能（简称 AI）技术近年了掀

起了信息和互联网领域的一股研究热潮，

Dawn Song 在报告中就人工智能与安全中存

在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展望，包括两个部

分，即 AI 如何提升安全防护能力，以及安

全又如何更好的保障 AI 的正常运作。报告

中，Dawn Song 教授首先就深度学习如何实

现二进制程序的函数边界识别、跨平台的

软件漏洞特征识别和检测进行介绍。Dawn 

Song 教授重点介绍了对抗样本是如何导致

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失效，以及其团队在

保障 AI 正确运行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此

外，Dawn Song 教授还就其目前基于程序

分析和变换技术防止隐私泄露的数据分析

和机器学习方法框架进行了介绍。最后，

Dawn Song 教授从软件、训练学习和分布式

等三个层面对 AI 安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

结，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会议

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与 Dawn Song 教

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宋程昱博士作了

题为“ Efficient Protection of Path-Sensitive 

Control Security”的报告。控制流完整性

（CFI）是一种防止控制流劫持攻击，保

障合法的指令跳转的保护机制。CFI 提供

的安全性基于合法跳转地址的有效性，而

这一点往往依赖于目标程序静态分析的结

果。目前研究证实，基于该方式进行保护

的 CFI 保护机制仍然可能导致控制流劫持

攻击。宋博士提出了一种路径敏感的 CFI

方案，该方案利用运行时路径敏感的指针

指向（point-to analsis）分析去计算合法的

控制流跳转目标。基于该方案设计研发了

一个运行时环境 PittyPat，该环境通过基

于 Intel PT 的高性能硬件监视和运行时指

针指向分析实现了高效的路径敏感 CFI。

理论分析和实验评估结果显示，与基于静

态分析的 CFI 相比，在对安全保障要求较

高的场景下，PittyPat 能够以较低的性能

损耗为受保护程序提供更好的安全保护。

来自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科院

软件所、计算所、信工所、中科院网络信

息中心、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解放

军信息工程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航天 710 所、华为、360、腾讯、

明朝万达、科来等多所科研机构、高校、

企业专家和学生共 200 余人现场参与了会

议。同时，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国外高校

及中科院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广

州大学、四川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等单位

的 680 余位安全研究领域的人士观看网络

直播并参与研讨。 （责编：杨洁）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的宋程昱博士

Dawn Song 教授与参会师生交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Dawn Song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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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贾云瀚   

如今，物联网（IoT) 设备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

域，随着技术的发展，IoT 设备市场已经从最初的不同厂家推出

围绕自家硬件的一套封闭的生态系统 （例如飞利浦 Hue 照明系

统），发展到了一种被称为“应用化”(Appified) 的新阶段。 在

一个 Appified 的平台之上， 任何第三方的开发者被允许为这个

平台开发应用程序（App）， 去控制来自不同厂家的 IoT 设备从

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功能。 三星推出的 SmartThings 平台

便是其中一例，它支持了来自不同制造商的 80 多种 IoT 设备，

并且为第三方开发者提供了 API 去为自己的应用商店开发 App。 

之前无法完成的一些功能，比如用三星生产的运动传感器（motion 

sensor） 数据去控制飞利浦生产的灯泡，都可以在 SmartThings 平

台上实现。

然而，Appified 平台也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安全问题——

允许不被信任的第三方代码来控制用户的设备。2016 年 IEEE 

S&P 的一篇论文 [1] 以 SmartThings 平台为例，指出许多存在于

IoT 应用中的访问控制（access control）缺陷，造成大多数的

App 存在“过度的权限”（overprivilege) 问题，从而允许攻击

者危害智能家居（smart home）用户的安全，例如，用伪装成监

控电池电量的 IoT 应用去偷取智能门锁的密码等。针对现实存

在的这一类威胁 IoT 用户安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 ContexIoT 解

决方案 [2]，一个基于情景（Context）的应用权限系统。ContexIoT 

为应用化 IoT 平台的访问控制提供一种叫做 Contextual integrity 的

特性，意即：当用户允许一种应用的行为时，它实际上允许的是

这个应用在当时的 Context 下进行这种行为，而不是在任何时候。

Contextual integrity 被之前的研究者认为是一个理想的权限系统所

应该确保的特性 [3]。

对于如何去定义在 IoT 应用情景下的 Context，文章作者

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 Contex t 定义。该定义确保了恶意软

件的恶意行为能够从 Context 层面上与正常的 IoT 应用行为区

分出来。 Con tex IoT 采用了一种为应用商店里的 IoT 加入安

全补丁的方式来确保 App 运行时的 Contextual integrity。 如

图 1 所示，在一个原始的 IoT 应用中存在两种行为：正常的

行为是当检测到温度大于一定数值时打开窗户，而恶意的行

为是当发现用户进入睡眠状态时打开窗户。 在原有的 App 逻

辑中，因为 App 被给予了控制窗户的权限，这两种行为都是

被允许的。

ContexIoT 会基于对应用程序静态分析（static analysis）

的结果进行安全补丁的方式来为程序加入安全执行的逻辑。 

如图 1 所示，被 ContexIoT 进行过补丁的应用逻辑，当要执行

到“开窗”这一敏感行为（sensitive action）时，会将当前开

窗行为所在的 Context 报告给一个 ContexIoT 的负责进行访问

控制的远程服务，该服务会根据不同的 Context 来做出访问控

制的决定：当该敏感行为发生的 Context 和用户之前允许过的

一种 Context 相符时，该行为被允许； 当某种 Context 第一次

出现时，将它显示给用于，让用户做出决定。在这个例子中，

正常行为的 Context 描述了该开窗行为是被温度的改变而触发

的，而恶意行为的 Context 可以告诉用户该开窗行为是由用户

进入睡眠而触发的，用户可以由此做出细粒度的（fine-grained）

基于 Context 的访问控制决定。

为了评估 ContexIoT 方法的有效性，作者团队基于对之前

各种 IoT 智能手机上的恶意软件技术的系统性调查，针对 25 种

恶意软件常用的绕过访问控制系统的技术，写出了 25 种针对

SmartThings 平台的恶意软件，来测试 ContexIoT 是否能够在运

行时检测并阻止这些恶意软件中存在的恶意行为，最终结果证

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这些恶意软件样本可以从该项目的网站

上下载 [4] 。同时，经过对 283 个应用商店内的 Smart Things 应

用的测量，发现被加入安全逻辑的应用和原始应用相比只额外

增加了约 10% 的延迟，这在大多数物联网的应用情景下可以忽

略不计。

为应用化的 IoT 平台提供场景完整性

图 1

ContexIoT: 

许多存在于 IoT 应用中的访问控制缺陷，造成大多数的 App 存在“过度的权限”问题。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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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系统遭受攻击时，即便我们已经检测到攻击，如

何知道被利用的漏洞在哪里呢？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 图 1)：假如用户输入的

argv[ ] 是个很长的字符串，由于 strcpy 不限制拷贝的字符数，buf

会被溢出，那么在第 6 行函数 return 时候，很可能会控制流异常。

假如使用攻击检测，很可能检测到第 6 行的 return 0，但是真正

的漏洞在第 4 行。症状 (Symptom) 和根本原因 (Root Cause) 在不

同的地方。对于复杂的大程序，想要定位到 Root Cause 还是非

常困难的。

目 前 基 于 memory instrumentation 的 漏 洞 检 测， 由 于 要

instrument 所有的内存访问，其开销特别大，因此不适合用于程

序运行时使用。所以这篇论文提出个系统叫 Ravel (Root-cause 

Analysis of Vulnerabilities from Exploitation Log), 它包含一个 online 模

块和一个 offline 模块 . Online 的模块把运行的不确定事件都记录

(Record) 下来，并且提供攻击检测功能；Offline 的模块可以重放

(Replay) 程序的运行，并且可以 instrument memory 并且定位漏洞。

这样做有以下优势 :

1. 可 以 把 真 实 世 界 里 的 攻 击， 在 实 验 室 环 境 进 行 重 放

(Replay) 并分析。

2. 运行时候性能开销很小，开销大的漏洞定位阶段被放在

了 Offline 的实验室里。

3. 可扩展。可以自由添加新的攻击检测和漏洞定位方法。

对于攻击检测，Ravel 用了现有的方法，比如程序崩溃，异

常系统调用，CFI 等。 对于 Record & Replay,  Ravel 主要记录了

不确定事件，比如系统调用 (syscall) 结果，内核到用户空间的数

据拷贝，同步原语等。

对于 Replay 阶段的 Memory Instrumentation，Ravel 集成了

二进制翻译引擎 (Binary Translation Engine，简称 BT)。其中很

重要的功能 ( 也是一项挑战 ) ， 是可以把 BT 发出的 syscall 和

目标程序本身的 syscall 区分开来，以确保 replay 和 record 的一

致性。

对于漏洞定位，Ravel 设计了一系列功能。首先是数据流分

析 (Data-flow Analysis)。写入一块内存叫做 define（简称 def），

把从这块内存里读出数据叫 use。假如指令 A 写入这块内存，指

令 B 接着读了出来，它们就构成了一组 def-use 关系。一堆这种

关系可以构成一张图，叫 DFG (Data-flow Graph)。

我们可以预先把这些关系找出来，做一张 DFG。假如运

行时候有之前没见过的 def-use 关系出现，可以视为发现 违规

(violation)，意味着很可能有漏洞。那么如何知道出问题的地方

会找漏洞的时光机 : 
Pinpointing Vulnerabilities

图 1

参考文献
[1] E.Fernandes, J.Jung, and A.Prakash. Security Analysis of Emerging Smart Home 

Applic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

[2] Yunhan Jack Jia, et al. ContexIoT: Towards Providing Contextual Integrity to Appified IoT 

Platforms.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Network and Distributed System Security Symposium (NDSS’17).

[3] P.Wijesekera, A.Baokar, A.HosseiniE, S.Egelman, D.Wagner, and K.Beznosov.  Android 

permission remystified:  A field study on contextual integr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USENIX 

Security Symposium.

[4] Project websit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otcontextualintegrity/home

在此项目中，我们将前人在访问控制领域提出的一种理想，

但难以实现的特性——Contextual integrity，利用 IoT 应用场景的

一些特点进行了实现 , 提供了一种能防御绝大多数现在已知的恶

意软件技术的新型的访问控制系统，我们的实现目前仅基于三星

SmartThings 平台，但这种设计适用于目前市面上很多包括 Apple 

HomeKit 在内的应用化的 IoT 平台。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密西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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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def，还是在 use 呢？

Ravel 用 了 一 些 启 发 式 搜 索 (heuristics)。 这 里 用 buffer 

overflow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本来有三个 use ( 也就是 read from memory)，如图 2

所示。然后有一个大的 def (write to memory) 把这三个 use 都覆盖

了，如图 3 所示。假如发现这些 def-use 关系是 violation，那么

很有可能，漏洞在 def 的指令及其周围。并且很有可能是 buffer 

overflow, memory overwriting 之类的。Violation 关系如图 4 所示。

别的漏洞，如 information leakage，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定位。

对于整数错误 (Integer Errors), Ravel 关注的是一些用整数计

数 ( 比如放在 RCX/ECX 寄存器里 ) 的

指令，比如 MOVS, STOS 等； 和有整数

参数的函数，比如 memcpy, recvfrom 等。

从这些参数开始，Ravel 进行 backwards 

search 来定位漏洞。

可以定位的整数错误漏洞包括 :

Assignment Truncation ( 比 如

0x12345678 → 0x5678)

检测方法：从 longer type 赋值到

shorter type

Integer Overflow/underflow ( 比如

0xFFFFFFFF + 1)

检测方法：检测 RFLAGS/EFLAGS 寄存器

Signedness Error ( 比如 unsigned_int_var = signed_int_var)

检测方法：收集 Hint。比如一些指令或者函数会指定特定

的 signed 或者 unsigned 参数。详情参见 slides 或者 paper.

那么有些整数错误是程序员 / 编译器故意设置的，如何区分

呢？

由于这些错误已经和 reported 的漏洞相关，所以非常大可能

是漏洞，而不是正常的整数操作。

假如 Race Condition 存在，replay 的 execution trace 会和

record 下来的不一样，所以可以用该方法来检测。

一旦检测到，Ravel 继续用 happens-before relation 来进一步

尝试定位漏洞。

Ravel 还能检测以下一系列漏洞，此处不再赘述 :

Use-after-free and Double-free

Buffer Overflow

Integer Errors

Information Leakage

Format String Vulnerabilities

Ravel 的 Record & Replay 功能基于 FreeBSD 10.2 实现，漏洞

定位基于 Valgrind 实现。

图 5 用 Nginx 的 CVE-2013-2028 漏洞举了一个 Ravel 如何

从攻击定位到漏洞的例子 , 具体描述参见论文（论文链接 : http://

ww2.cs.fsu.edu/~ychen/paper/ravel.pdf）。

更多的 Evaluation 实验 , 比如 Heartbleed，以及别的漏洞

类型比如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Heap Overflow,Out-of-bounds 

Read,Untrusted Pointer Dereference, 也可以在论文里找到。

图 6 是 Online Performance Overhead 的 Evaluation, 实验是在

流行的 Web 服务器和 SPEC CPU 2006 上做的，可以看出性能开

销非常小。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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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5 日，国际电信联盟（ITU）

发布《2017 年全球网络安全指数》（Global 

Cybersecurity Index，GCI），对各国在应

对全球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承诺和行动进行

了全面衡量。报告评估显示，新加坡在全

2017 年 7 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

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了题

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报告》，分析

了人工智能（AI）技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

影响，并提出了 3 个目标和 11 个发展建议。

报告认为，过去 5 年，AI 领域研究

取得远超预期的重大技术进展，主要得益

于机器学习子领域的快速发展。大多数业

内专家相信 AI 将持续甚至加速进步。AI

对国家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AI 的

发展将通过变革军事优势、信息优势和经

济优势等三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在军事优

势方面，AI 的进步将催生新的军事能力，

同时使更多的军事行动参与者可应对当前

的军事挑战；在信息优势方面，AI 将极大

提升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并提升产生数

据的能力；在经济优势方面，AI 的进步将

引发新的市场变革。

1. 经验教训

报告通过分析核武器、飞机、网电攻

防和生物技术四个变革性军事技术案例，

提出 AI 发展应注意的 5 个经验教训：

（1）突破性技术变革将引发激进的

政府政策；（2）军备竞赛有时不可避免，

但可以设法控制；（3）政府必须对相关

美智库发布《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

ITU发布《全球网络安全指数2017年》

的商业活动采取既促进又限制的措施；（4）

政府必须针对技术安全形成规范化的目标

并提供适当的资源；（5）在技术发生变

化时，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在发生变化。

2. 建议

报告以“整个政府”为框架，针对关

于 AI 技术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提出了 3

项目标及 11 点建议。

（1）目标 1：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

地位

建议 1：美国防部（DoD）应开展聚

焦于 AI 的军事演习，以确定潜在的颠覆

性军事创新。

建议 2：DoD 应资助多种形式的、长

期的关于 AI 技术及其应用的战略分析。

建议 3：DoD 应有限考虑支持能带来持

续利益和降低关键风险的AI研究与开发工作。

建议 4：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应该重

点投资在攻防两端“反 AI”的能力。

（2）目标 2：支持和平利用 AI 技术

建 议 5： 国 防 高 级 研 究 计 划 局

（DARPA）、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

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应增加

与 AI 相关的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

建议 6：DoD 应提出关于军民两用 AI

能力的信息需求（RFI）。

建议 7：In-Q-Tel 公司（负责为美国

中央情报局做风投的公司）应提供额外的

资源用于提升国家安全部门与商用 AI 公

司间的合作。

（3）目标 3：灾难性风险管理

建议 8：国家安全委员会、DoD 与国

务院应清楚 AI 应用对美国的潜在影响，

并制定限制条款。

建议 9：DoD 和情报部门应当建立专

门的 AI 安全组织。

建议 10：DARPA 应针对 AI 系统的失

效保护及安全使用技术提供研究经费支持。

建议 11：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院（NIST）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应

探索应对基于 AI 的伪造技术的方法。

球 193 个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中排行第

一，其他前十国家包括：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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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得分为 0.624，位于全球第 32 位。

GCI 围绕 ITU 的“全球网络安全议程”

及五大领域（法律、技术、组织、能力建设、

合作），对每个领域制定了评估问题，通

过与专家磋商，对这些问题进行加权，最

终得到整体得分。结果显示，在五个领域

全部获得高分被列入“处于领导地位阶段”

的国家有 21 个，处于“成熟阶段”的有

77 个，95 个则处在刚开始采取对策的“初

期阶段”。

报告称，全球只有 38% 的国家发布

了网络安全战略，另有 12% 的国家还在

制定相关战略的过程中，这意味着全球大

多数国家仍然没有清晰的网络威胁应对策

略，不利于防范相关风险。调查还发现，

不是国家越富裕，其网络就越安全；许多

富国的网络防御漏洞百出，而一些穷国的

经验却可供富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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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

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第四次产业革

命，为扩大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创造了绝好

的机遇，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也与日俱

增。2017 年 6 月 29 日，日本专利局发布

了《2017 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在特

集部分总结了日本专利局针对第四次产业

革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针对与

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开展专利申请

动向调研。

报告认为，IoT 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

核心，2016 年日本专利局针对 6 项相关

技术开展了调研，下面将简要介绍其中 3

项技术的调研结果。

智能制造技术

以智能制造技术为首，IoT 在工厂中的

使用到 2025 年有望创造出最大 3.7 万亿美

元的经济效益。就智能制造技术整体而言，

日本的申请量最多，占据总申请量的 40%

以上。美国有两项技术的申请量居首：一

是工厂多层模型中使用的跨层数据传输技

术，即从传感器直接向企业资源规划（ERP）

层或制造执行系统（MES）层传输，二是

作为工厂数据分析手段的 AI 利用技术。日

欧盟于 2017 年 7 月启动的超算研发

项目 DEEP-EST 旨在开发模块化超算架

构，以满足多样化应用程序的需求，并使

这些程序运行时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可用的

资源。

这一创新的架构创建了一个耦合各种

计算模块的独特高性能系统，每一模块的

硬件特性都是针对特定组别的应用定制。

模块化超级计算机不同于当前方案之处在

于，所有模块同时工作，如同单一系统一样。

它们通过高速网络相连，最重要的是，它

们拥有同一的操作软件并运行单一的编程

环境。这使一个应用能分布在几个模块上，

欧盟新项目拟开发模块化超算架构

日本专利报告分析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关技术发展趋势

本应针对以下方向采取相关措施：开发跨

层数据传输技术，实时高效收集必要的信

息以便管理层能运转 PDCA 管理循环，以

及充分利用 AI 等先进信息处理技术。

面向 LTE-Advanced 和 5G的移动无

线通信系统

作为 IoT 的基础技术，通信技术的研

发十分活跃。速度和容量是当前移动无线

通信系统 LTE-Advanced 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通信技术研究的重点，专利申请一直持

续不断。随着 IoT 等新应用的发展，与下

一代移动无线通信系统 5G 相关的低延迟

技术、终端间通信技术等研究备受瞩目，

申请量逐年大幅增加。日本今后也应关注

新兴应用，并致力于与这些应用相关的技

术的研发。

云服务

SaaS 在云服务中拥有最大的市场规

模。就全球 SaaS 市场（2015 年）的企业

销售份额来看，IBM 以 19% 的份额位居

第一，第 2 至 5 位分别为 Salesforce（8%）、

微软（6%）、甲骨文（3%）、SAP（2%）。

这 5 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相加仍未达到

40%，可见 SaaS 市场并未出现寡头垄断的

情况，适合中小企业、初创企业新加入。

作为基础技术，云服务应用于各种

行业。特别是电力 / 燃气、制造、运输、

医疗 / 福祉等 4 个行业，专利申请出现增

长趋势，且由于申请数超过一定量，可

以预见云服务在该这些行业的应用前景。

从功能来看，“机器监控”的专利申请

呈现增长趋势，且适用于多种行业。“机

器监控”还与 IoT 传感技术关系密切，其

未来的应用范围有望继续扩大。此外，

AI 的应用备受期待。尤其是在上述 4 个

云服务应用行业，针对 AI 应用的研究和

开发备受期待。

并选择最合适的硬件运行代码的不同部分。

DEEP-EST 系统软件，尤其是特别改

写的“资源管理器”和“调度程序”使其

可以同时运行多样化应用的混合，最好地

利用模块化超级计算机的资源。调度程序

和资源管理器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俄罗斯

方块”，它们将不同形状的代码置于硬件

上，使其不存在“空洞”（空闲资源）。

当一个应用使用完部分节点，这些节点会

被立刻释放并配置给其他应用。

DEEP-EST 整机（包括硬件和软件组

件）采用 6 个不同科学应用一组的“协同

设计”方式开发，这些应用涉及神经科学、

分子动力学、射电天文学、空间天气、地

球科学和高能物理领域。它们的需求将体

现在硬件模块及软件栈的设计中。一旦样

机安装、软件开始运行，应用程序将在样

机上运行，展示模块化超算架构在实际科

学应用方面的优势。

该 项 目 为 期 3 年， 以 此 前 的 DEEP

和 DEEP-ER 项目为基础，并获得了欧盟

H2020 计划近 1500 万欧元的资助，由德国

于利希超算中心牵头，共有来自 9 个国家

的 15 家产学研机构参与。 （责编：杨洁）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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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7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34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

国，23B；其次是德国，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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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B；其次是埃及，44B。参见图 1。

7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70 个，其中欧洲

141 个，拉美 135 个，亚太 61 个，北美 25 个，非洲 8 个，分别来

自 70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105 个；其次是德国

和美国，均为 21 个。7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7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

配数量为 1218*/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德国，140*/32；

其次是荷兰，138*/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

7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70 个

(本文作者系CERNET网络中心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7 年 7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

201208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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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0.81 7.23 2018-08-05

APNIC 51.91 0.25 0.37 52.53 2011-04-19

ARIN 100.15 0.37 0 100.52 2015-09-24

RIPENCC 48.29 0.05 0.68 49.03 2012-09-14

LACNIC 11.11 0.06 0.2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73 36.21 2.06 256 /

最多的是德国，1519*/32；其次是美国，1463*/32。参见图 2。

7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7个，IPv6 地址申请 75 个，

EDU.CN 域名注册 13 个。参见图 3、4。

IPv6用户数占比排名前十的国家，见表2。 （责编：高锦）

NIC2017 年 7月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6.17 5678514 10109309

2 德国 42.54 30192111 70971603

3 印度 34.79 100300136 288324176

4 美国 35.77 103139885 288324176

5 瑞士 34.58 254258 735306707

6 希腊 33.58 2399921 7063611

7 卢森堡 33.19 553892 183814

8 葡萄牙 26.63 1841388 6915955

9 英国 24.74 14980271 60555720

10 日本 21.80 25047111 114900869

67 中国 0.28 2049509 723761639

68 冰岛 0.28 939 333570

表 2  IPv6 用户数占比排名前十的国家

图 3  2017 年 7 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1500（计算单位：/24-C）

201208 201707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7 年 8 月 9 日）

图 1  2017 年 7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4 地址分配 ( 单位：B)

IPv4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Total

US 77 71 35 2 8 5 33 23 48 5 32 23 362

DE 1 1 1 1 0 0 1 0 0 1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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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0 3 0 2 0 0 1 1 0 0 1 1 10

ZA 9 2 1 1 0 1 1 2 8 1 2 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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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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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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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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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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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17 年 7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 单位：/32)

IPv6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Total 

DE 124 256 141 98 82 81 127 41 116 99 214 140 1519 

NL 128 76 98 75 68 114 136 108 59 169 121 138 1290 

BR 78 51 68 55 62 88 29 81 105 103 88 105 913 

RU 75 90 135 112 82 99 102 97 74 92 75 98 1131 

ES 81 41 56 58 40 59 83 141 368 73 57 82 1139 

GB 107 160 116 177 133 92 58 91 114 106 84 81 1319 

FR 81 73 65 91 57 35 72 65 104 56 33 41 773 

IT 64 74 56 40 32 49 20 50 57 64 33 32 571 

US 35 45 26 48 291 30 291 283 27 324 35 28 1463 

IN 5 10 4 7 6 5 1 1031 4 1 8 6 1088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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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8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现影响严重的安全事件。

知名终端模拟软件 XShell 的厂商 NetSarang 公司在 8 月

7 日发布安全公告，称其最近（7 月 18 日）更新的 Xmanager 

Enterprise、Xmanager、Xshell、Xftp、Xlpd 五款软件存在安全风险，

由于黑客入侵该公司的服务器，在正式发布的程序中预置了后门

功能，如果用户下载使用这些带后门的版本，用户使用的用户名

和密码可能会被上传到黑客指定的服务器上。目前已知该后门会

自动连接到 nylalobghyhirgh.com 的域名上，并通过 DNS 协议隐藏

传输的数据。学校的网络管理员可以在学校的递归解析服务器上

屏蔽对 *.nylalobghyhirgh.com 域名的查询请求，以中断木马的连接，

并在出口流量中监测相关域名的访问来确定校内受到该后门影响

的 IP。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8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中修复了其多款产品中存在的 122

个安全漏洞，包括 Windows10 v1703（14 个）、Windows10 v1607 

和 Windows Server 2016（11 个）、Windows10 v1511（10 个）、

Windows10 RTM（10 个）、Windows8.1 和 Windows Server 2012 R2（11

个）、WindowsServer 2012（11 个）、Windows7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10 个）、WindowsServer 2008（9 个）、IE 浏览器 (7 个 )、

Edge 浏览器（28 个）、Office 办公软件（1 个）。其中需要特别关

注的是 Windows Search 服务远程代码执行漏洞（https://portal.msrc.

microsoft.com/en-US/security-guidance/advisory/CVE-2017-8620），

漏洞源于 Search 程序未能正确的处理内存中的对象，远程攻击者

可利用该漏洞执行代码或造成拒绝服务。由于该漏洞可以直接通

过远程服务 445 端口（SMB 服务）利用，因此具备被利用来进行

蠕虫传播的可能，用户应该尽快使用 Windows 系统的自动更新功

能安装相应的补丁程序，官方发布的该漏洞的影响范围中暂未涉

及已经停止更新的 WinXP 及 Vista 系统。

2.D-Link DIR 系 列 路 由 器 存 在 身 份 验 证 绕 过 漏 洞 和 远

程命令执行漏洞，当管理员登录到设备时会触发全局变量：

$authorized_group > = 1。远程攻击者可以使用这个全局变量绕

过安全检查，并使用它来读取任意文件，获取管理员账号密码

等敏感信息。另外系统管理界面 fatlady.php 页面未对加载的文

件后缀（默认为 XML）进行校验，远程攻击者可利用该缺陷以

修改后缀方式直接读取（DEVICE.ACCOUNT.xml.php）获得管

理员账号密码，后续通过触发设备 NTP 服务方式注入系统指令，

取得设备控制权。D-Link DIR 系列路由器属于家用小型路由器，

在学生宿舍中使用的范围较广，如果用户给管理界面配置了外

网 IP，将可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进而造成更大的风险。目前官

方已经发布新的系统版本，用户需要手动对受影响的路由器进

行更新操作。 （责编：高锦）

SMB 服务或成新漏洞利用途径

CCERT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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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鉴于 SMB 服务面临的攻击风险，我们建议在校园网出

口边界禁封 TCP139 及 445 端口的连接请求，SMB 服务属

于局域网共享服务，原则上不建议跨网段提供服务。

2. 学生在宿舍内使用 D-LINK 无线路由器如果未正确配

置（比如管理 IP 外露等），可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学

校可以通过相关的技术手段定期对校内的地址定期进行扫

描以确认是否存在有风险的路由器设备并及时通知用户进

行处理。

安全提示

2017 年 7~8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57%

29%
14%

30%

57%
9%

4%

建议校园网出口对 TCP 139 及 445 端口流量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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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教育网 IPv6 入流量峰值达 40G

文 / 郑志延

7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

用率 99.85%。

因 暑 假 原 因，7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较 6 月相比有所下降，7 月入

流量均值为 19.08Gbps，相比 6 月减少了

32.14%，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0.33％；

7 月 CNGI-CERNET2 出 流 量 均 值 为

21.39Gbps，相比 6 月减少了 30.90%，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0.45%。

7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 6 月

有所降低。7 月入流量峰值为 11.84Gbps；

出流量峰值 10.49Gbps。

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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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平均值为

3.54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3.41Gbps，占 17.90%；第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 7月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7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7 月随着高校的

陆续放假，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6 月有所下降，从主干网的

流入、流出流量图来看，相比于 6 月入流量减少了 69.63 G，出流

量减少了 86.1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于 6 月入流

量减少 24.62G，出流量减少了 18.42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

量图来看，相比于 6 月入流量减少了 4.91 G，出流量减少了 2.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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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第二，华中第三位。

图 1~2 表示了 2017 年 7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高锦）

入流量：204.68G               出流量：246.96G

图 1  2017 年 7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82.16G              出流量：71.33G    

图 2  2017 年 7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7 年 7月

7 月 CERNET 主干网出流量达 247G

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4.33%。

从 7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来看，北邮节点出流量最高，其流量

为 3.74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7.51%；其次是北京（清华大学）

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4.93%；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

其占总出流量的 9.99%。 （责编：高锦）

图 1  2017 年 7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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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中超  徐文涛

又是一年开学季，一批新学子即将走入“象牙塔”。如今的

高校校园，校园 APP 已相当普及，成为新一届大学生们获取学

校信息、融入校园生活的便捷通道。目前，全国很多高校都拥有

了自己校园专属的 APP 软件，校园 APP 手机客户端渐渐成为校

园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社会上针对安卓平台的黑客攻击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我

们对国内 20 多所高校的安卓平台移动 APP 进行了初步审计，发

现其中存在着诸多安全问题。

所收集的移动 APP 来自 26 所高校，其中，华北及东北地区

6 所，西北地区 4 所，华东地区 7 所，中南地区 5 所，西南地区 4 所；

包括 9 所 985 工程高校和 14 所 211 工程高校。

APP 安全问题

安卓系统是由 Google 公司开发的移动操作系统，自 1.0 版本

发布至今不过十年时间，安全机制尚不如传统 Windows、Linux

等系统成熟，而国内安卓市场缺乏官方应用商店管理、厂商定制

系统碎片化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安卓系统与应用中存在的安全问

题。安卓应用安全涵盖面很广，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四大类、

十五种安全威胁，其潜在危害包括信息泄露、通信劫持甚至任意

代码执行等（表 1）。

各高校 APP 安全状况

经逐一审计，各高校 APP 中存在安全问题较多，仅举其中

几处例子：

1. 某高校 APP 源代码中自定义 SSL x509 TrustManager，重写

checkServerTrusted 和 checkClientTrusted 方法，方法内不做任何服务端

的证书校验。攻击者可以使用中间人攻击获取加密内容, 如图 1 所示。

2. 某高校 APP 的 Webview 存在本地 java 接口；Android 的

WebView 组件接口函数 addJavascriptInterface 能实现本地 java

与 js 之间交互。在 targetSdkVersion 小于 17 时，攻击者利用 

addJavascriptInterface 这个接口添加的函数，可以远程执行任意

代码 , 如图 2 所示。

3. 某高校 APP 访问配置文件时使用 getSharedPreferences 打

开文件，第二个参数设置为 MODE_WORLD_WRITEABLE。当前

APP 被忽视的隐患

威胁种类 漏洞名称 潜在危害
问题 APP
数量 ( 个 )

代码缺
乏保护

APP 缺乏加固保护 极易被反编译获取 java 代码 23

源代码未作混淆
极易被反向解读、为攻击者提供
参考

12

信息泄
露问题

程序数据任意备份 数据可以被备份导出 19

配置文件可读 / 可写 信息泄露或文件内容被篡改 11

Fragment 注入导致越权访问
攻击者可绕过限制访问未授权的
界面

8

自定义协议打开 activity
越权调用、泄漏敏感信息甚至非
法操作

16

Intent 隐式调用 可能被第三方劫持 19

WebView/
HTTPS 存
在问题

WebView 忽略 SSL 证书错误 可能引起中间人攻击 8

WebView 明文存储密码 明文存储的密码易被窃取 1

Webview 存在本地 Java 接口 存在远程执行任意代码的隐患 20

HTTPS 关闭主机名验证 加密通信可被还原成明文通信 15

SSL 通信中证书校验缺失
攻击者可以使用中间人攻击获取
加密内容

15

其他安
全问题

DEX 文件动态加载
若外部文件被篡改，加载恶意的
dex 文件将会导致任意命令的执
行

6

解压缩未校验文件名
攻击者可构造恶意 zip 文件，解压
时进行目录跳转到其他目录，覆
盖相应文件导致任意代码执行

17

随机数不安全使用 随机数具有确定性，可能被破解 1

表 1  四大类安全问题

图 1

图 2

26 所高校 APP 安全状况调查显示，出现零次或 1 次问题的 APP 数量仅为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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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加固

代码
混淆

Webview
存在本地
Java 接口

SSL 通信客
户端检测信
任任意证书

SSL 通信服
务端检测信
任任意证书

HTTPS
关闭主机
名验证

配置文
件可读
可写

隐式意
图调用

程序数
据任意
备份

WebView
忽略 SSL
证书错误

DEX
文件动
态加载

unzip 解
压缩未校
验用户名

activity 绑定
browserable

Fragment
注入

随机数
不安全
使用

webview 明
文存储密码

安徽工程大学 无 无 2 1 1 1 9 　 1 　 　 　 　 　 　 　

复旦大学 无 有 4 5 4 4 1 15 1 7 2 4 2 　 　 　

贵州财经大学 无 无 5 3 2 2 1 40 　 2 　 7 5 　 　 　

河南理工大学 无 无 13 2 2 1 26 2 1 3 　 1 1 1 　 　

华东政法大学 无 有 3 4 4 4 2 15 　 3 1 3 1 　 　 　

吉林大学 无 有 2 　 　 　 　 18 　 　 　 8 3 1 　 　

江汉大学 无 无 3 3 2 2 　 8 1 　 　 2 　 1 　 　

辽宁中医药大学 无 无 2 6 6 4 　 6 1 4 1 　 1 　 　 　

南昌大学 存在 　 　 　 　 　 　 　 1 　 　 　 　 　 　 　

宁波大学 无 有 4 5 4 4 2 16 1 7 1 3 2 　 　 　

陕西科技大学 无 有 　 　 　 　 　 　 　 　 　 　 　 　 　 　

上海海洋大学 无 无 2 1 1 1 12 11 1 　 　 1 1 　 　 　

四川大学 无 有 1 　 　 　 　 18 　 　 　 7 2 1 　 　

武汉大学 无 有 1 　 　 　 　 18 　 　 　 7 1 1 　 　

西安交通大学 360 　 　 　 　 　 　 　 1 　 　 　 　 　 　 　

西南大学 存在 　 　 　 　 　 　 　 1 　 　 　 　 　 　 　

新疆农业大学 无 无 3 3 2 2 　 8 1 　 　 1 　 1 　 　

长安大学 无 无 　 　 　 　 　 7 1 　 　 1 1 　 　 　

浙江大学 无 无 3 3 2 3 　 61 1 　 　 8 1 1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60 　 　 　 　 　 　 　 1 　 　 　 　 　 　 　

中国农业大学 无 有 4 5 4 4 2 16 1 7 1 3 2 　 　 　

中国石油大学 无 无 1 2 2 2 4 7 1 　 　 　 1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无 无 2 3 3 2 18 8 1 　 3 4 　 　 　 　

中南民族大学 360 　 　 　 　 　 　 　 1 　 　 　 2 　 　 　

中山大学 无 有 1 　 　 　 　 18 　 　 　 7 1 1 　 　

重庆大学 无 无 2 3 2 2 1 9 1 7 　 1 　 　 　 　

表 2  26 所高校 APP 安全漏洞情况（空格表示该漏洞在该 APP 中不存在）

总览与结论

根 据 表 2 的 数 据 统

计，可以看出，APP 普遍

缺乏加密保护，Webview

存在本地 Java 接口、数

据任意备份等问题也出

现较多 , 如图 4 所示。

按照漏洞出现次数，

将 APP 统进行统计，其

中 出 现 20~29 次 漏 洞 的

APP 数量最多；仅出现

零 次 或 1 次 问 题 的 APP

数量为 5 个 , 如图 5 所示。

可以看出，当前校园 APP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多个方面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校方应针对典型中高危问题进行针对性修复。

APP 开发者安全意识有待加强，安全开发习惯需进一步提高。

另外，在 APP 分发渠道上，校方也应加强管理，引导师生等使

用者从官网下载 APP，以防止第三方分发渠道可能存在的安全

疏漏。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信息工程大学）

文件可以被其他应用写入，导致文件内容被篡改，可能导致影响

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或更严重的问题 , 如图 3 所示。

总体 APP 漏洞详细结果如表 2 所示。

图 3

图 4  各类型漏洞数量

图 5  APP 数量（按存在漏洞个数分类）

APP 漏洞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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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玉平  王河堂  戴春叶  周开元 

高校 IT 资源管理和使用难题

随着办公环境的无纸化和数字化，IT

管理部门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高校教育中

必不可少的部门。高校在 IT 管理方面投

入的成本急剧增加，同时面临着一些严重

的问题。笔者统计了一下学校一年的采购

数据，其中 IT 设备采购占比 25% 以上。

高校每年招聘或引进大量新员工，需

要购买相应数量的诸如台式机和笔记本等

硬件为他们提供优质的科研教学环境。根

据固定资产管理办法，IT 硬件更新周期通

常为 7~10 年。同时在高校里，办公用台

式 PC 人均 1.2 台 , 移动计算机约人均 0.9

台，这意味着大部分硬件设备在已经老化

的情况下仍然使用，同时又有便携式设备，

在不满足需求的情况，又并存着浪费的情

况。而学生机房的台式计算机的更新周期

也在 7~9 年，存在着超期使用且不满足学

生上机操作的需求，实际上，学生中人均

拥有便携式计算机的比例为 0.89。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接入带

宽的持续增长，高校师生的时间碎片化严重，

地理位置的阻碍越来越严重。另外，从 IT

管理部门运营维护的角度，软硬件的更新

和维护的工作量与日俱增。软件升级工作

需要区别用户的客户端而分别加以升级，

无法统一进行不同客户端的升级。硬件扩

展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系统和软件的

重新安装。目前除了增加 IT 管理人员的数

量和工作时间，IT 资源管理部门迫切的需

要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传统的 IT 资源管理模式存在使用复

杂，教师使用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这些问

题严重影响教学效果，而且对教学过程中

的使用情况难以获得、难以评估教学效果。

目前，IT 资源的各软硬件系统主要是依赖

传统服务器的方式，在实际使用和教学科

研中面临着如下几个主要突出问题：

（1）IT 基础设施运维成本高，无法

做到对各系统集中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控；

（2）IT 硬件利用率不高，软件的安

装与维护管理工作量不小；

（3）IT 维护人员经验不足，故障处

理时间长；

（4）实验教学科研需求快速变化，现

有信息化资源无法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

（5）一些昂贵软件受制于加密措施

而无法实现多用户共享，利用率不高；

（6）IT 资源日常管理和使用情况记

录与统计手段比较原始。

iLogistics 平台实现共享的理念

如何充分发挥高校 IT 资源的共享与

能效是高校 IT 资源管理部门的主要研究

方向之一。2012 年以来，上海海事大学积

极研发构建全新一代开放式实验平台——

iLogistics 教学科研公共服务平台，简称：

iLogistics 平台。该平台以高度开放、集

聚、共享的理念分享高水平实验室资源在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中的价值。

iLogistics 平台基于云计算技术，具有

高性能计算、存储和网络传输能力，部署

大量实验室软件系统，通过联通、电信、

移动专线实现不间断互联网在线。广大教

师和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各种终端设

备通过互联网访问 iLogistics 平台，开展

开放式的教学和科研实验。iLogistics 平台

允许集中管理实验室所有软硬件和网络资

源并制作可分发的虚拟实验环境模板；拥

有统一的门户入口，方便用户虚拟实验环

境检索与申请；有效提高实验室软硬件的

利用率，实验环境安全可控；满足日益复

杂多样化的实验环境，尽可能实现实验环

境与生产环境一致性。

近期，iLogistics 平台随着云计算技术

的发展，上海海事大学借鉴和使用现有云

计算平台，抱着融合、开放、共享的理念

进行了全新重构，并突破物流类教学科研

的限制，用户范围扩大至全校师生和部门

校外人员，使用场景覆盖实验、教学、科

研和办公，开放时间不受限制。

随着软件的发展、工作流技术的成熟、

资源数据化，iLogistics 平台提出 IT 资源

编者按：

本文以上海海事大学 iLogistics 云计算平台为例，对基于云计算的教学科研实验模式进行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云计算平

台的核心架构、功能，并对新模式的云平台的优点进行探索归纳，尤其是根据云平台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的行为进行

智能分析，为教学科研实验过程提供反馈，从而促进教学实验的改革。本刊将对此文进行连载刊登，本期推出连载的上篇。

本期介绍 iLogistics 云平台的理念和架构方面的内容，下期将介绍 iLogistics 云平台为传统机房模式带来的革新、以及如何

助力科研计算和翻转课堂等方面的内容。

云平台促进高校教学实验改革（上）
上海海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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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阅”服务，提高资源的集约利用，

减少资源闲置浪费现象，从而建设绿色低

能耗的云计算平台。

iLogistics 云平台的架构

有了基础技术的支撑，上海海事大学

根据高校 IT 资源的发展状况和需求，提

出基于虚拟化技术的 IT 资源云平台管理

的架构。

核心架构

如图 1 所示，iLogistics 云计算平台是

架构在虚拟化基础架构上的，它在池化资

源技术的基础上，增加自动化配置部署功

能，并引入工作流引擎处理虚拟资源的审

批、销毁等流程，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提

供简易便捷的接口界面。

最右侧的为基础架构管理，该层既

可以自建私有云，也可以利用现有资源

来进行虚拟化，为上层提供监控操作的

反馈，确保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而且

可以采用现成的虚拟化技术来实现，是

整个云平台建设过程中的最容易但也是

最核心的基础部分。而自动化流程部分，

是对资源的整合和流程操作，该层是系

统的核心业务层，也是 UI 界面和基础资

源的对接层，为用户提供了大部分资源的

交付操作，是软件操作行为的记录核心部

分之一。最左侧的自助服务层则为用户提

供了良好的操作体验和直观友好的操作界

面，该部分是面向用户的入口，是记录用

户时间片段的层面，将产生大量的数据以

用于后续的大数据分析。

网络接入

网络接入根据软件云平台提供服务的

对象范围来界定，若该平台需要对外提供

服务，则类似于公有云，需要接入多个网

络运营商以提高用户的访问速度；若平台

仅仅面向校内提供服务，则可以不考虑网

络接入的问题。但是实际运营中，由于师

生访问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或者校外访问，

为了提高用户体验，还是需要考虑多个运

营商接入。

此外，也可以借助于现有网络，为

校外访问的用户提供 VPN 接入，省却网

络接入拓扑结构的复杂性。2017 年 6 月 1

日《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后，我们依法

进行了网络接入统一化处理，校外位置访

问平台全部使用 VPN 接入方式。去除了

公有云的支持，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

统的安全性。

身份认证

面向校内提供服务的云平台的用户

身份验证需要与现有用户身份系统进行集

成，并最大限度实现单点登录，简化用户

身份验证机制。但面向校内外提供服务的

云平台的身份验证机制相对复杂，需要提

供用户管理、用户验证、用户自主申请等

子系统。为了管理方便，我们将 iLogistics

与学校的用户中心进行了对接，iLogistics

平台本身不再管理用户，而是聚焦于虚拟

化平台功能，所有用户均来自学校层面的

用户中心系统，该用户中心管理了学校的

所有用户，功能更加单一集中。

数据保存

云平台的数据分为两部分：用户操

作软件的结果数据和用户操作记录的大数

据。对于用户操作软件产生的结果数据，

iLogistics 采用可扩充的云存储设备，并做

好相应的权限设置，仅允许用户访问自己

的数据。同时鉴于数据结果的珍贵性，系

统提供数据的安全保护工作。

此外，云平台还将产生海量的用户操

作记录，该记录包括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

化数据。对于用户登录、操作时间、注销

等基础数据，采用结构化记录存储的方式，

而对于使用过程中的步骤操作，则需要结

合软件相关特性，进行非结构化记录。该

部分数据，可以用于对用户的日常学习科

研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对师生的教学科研

过程过程进行跟踪、评估，最终反馈给教

学科研系统对学生的学习习惯进行评价。

便捷的用户体验

云平台内部将按照自动化方式交付，

减少人为干预因素。云平台前端需提供统

一的服务目录，用于交付基础架构、应用

和自定义服务。基于策略的个性化监管可

确保提供适当的服务级别以满足特定学习

科研场景需求。而后端自动化可以加快 IT

资源服务交付的速度。

云平台允许软件实验作者和管理员能

够根据自身需求采用不同的服务级别、策

略和自动化流程。

个性需求与班级性群体需求结合

在云平台中，限于目前的计算架构，

面临的突出问题集中在班级性群体需求服

务的效率问题。班级同时申请 IT 资源的

操作，对于后端系统的磁盘 IO 和计算是

一个考验。但在软件云实验室中，采取了

两种架构：（1）对于支持软件即服务的

应用系统，师生可以直接在软件服务中操

作，并行与个体的压力不会有太大区别；

（2）对于桌面即服务的模式下，由于后

台系统需要同时生成众多子系统，因此对

磁盘 IO 是一个考验，但可以通过预先分

配资源的方式提供。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图 1  iLogistics 云计算平台核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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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IT 治理机制建设

高校信息化发展已经从基础设施建

设、应用系统建设、服务提升，逐步发展

为效益提升，现在的信息化已经从局部的

技术走向全社会，全员覆盖、全工作覆盖

的工作环境，供给与需求之间有明显的差

距，学校对于 IT 治理的需求十分迫切。

从目前情况来看，学校对于 IT 治理

的概念并不明晰，大多数的定义主要围绕

决策内容和角色划分等方面，这其中遗漏

掉很重要的观点——治理 IT 是有风险的。

以教育大数据为例，学校的数据资料没有

适合的体制是整合不出来的，整合出来之

后，由哪个部门发布，发布之后社会影响

如何？这都需要考虑。高校 IT 治理是使得

学校资源优化配置，IT 能够更好地配合学

校的治理要求，增加学校的效益和价值。

北京大学从 2005 年 11 月成立北京大

学信息化建设协调小组开始，已经进行了

12 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其中，最为重要

的一次转变是在 2016 年 11 月，原本作为

独立建设的北京大学信息办与管理办公室

进行调整，挂靠党办校办。信息化工作的

全局性很强，很多任务都是部门交叉协调，

以往独立存在的信息办与其他部门平级，

开展协调工作的难度比较大。经过调整依

靠在校办，有改进但是不到位。校办的协

调沟通能力很强大，但校办与信息办的工

作性质差异很大，校办的工作节奏属于短

平快，但信息办的工作是一条长线，实际

上是一代代业务不断更迭的过程，需要长

期深入。

北京大学采取的信息化机制是由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作为主要领导，负

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重大问题、

研究制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规

划和政策等工作内容，主要由校长、IT 分

管副校长，以及学校相关单位的主要领导

组成。下属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是在学校领导下全面负责学校信息化工作

的职能部门，负责统筹学校信息化的建设

与管理，包括规划编制、建章立制、经费

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还有一部分是由

相关技术部门提供校园网、电子校务、信

息安全、教学信息化、图书馆自动化、校

园卡等技术支持。

目前，中国高校信息化机制体制是

没有规范的，机构设置也是各不相同的。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常常要向国外学习借

鉴。CIO 制度，是美国运行比较成功的信

息化机制之一。美国有两种 CIO 运行机

制，一种是 Hub&Spoke（星型结构），明

确 CIO，并只设立一个 IT 部门；另外一

种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都在实行

的 Parallel（并行结构），CIO 并不明确，

且同时设立多个 IT 部门，分管 IT 技术、

教育技术以及图书馆等项目。不论是哪一

种结构，有两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

鉴的：第一，在美国的 CIO 组织结构中，

都会设立制定战略计划和项目规划的机

构，而且制定出的计划会实时进行调整。

第二，工作会议全员参与，掌握全局、高

效运转。在美国高校的 IT 治理组织结构

中，领导者为 CIO，各类的委员会是决策

机构，并不设立单独的实体管理工作机构，

规划、经费、项目管理等都划分到 IT 部

门的工作职能，所以各类委员会就会经常

与 IT 人员一起开会，教授和学生也一起

加入进来进行头脑风暴，频繁沟通，深入

挖掘需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从

2011 年至 2015 年，信息技术规划委员会、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委员会以及通用系统委

员会每年开会次数保持在 15 次左右。并

且所有会议议程、记录等文档都可以在网

上找到，与之相比，我们的文书工作做得

还有很多不足。

高校 IT 治理最大问题：缺人

中美高校 CIO 机制体制最大的差别就

北京大学张蓓：

高校 IT 治理要基于自身现状

张蓓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

信息技术的实践性强、发展迅猛以及覆盖全局等特点使得CIO必须懂技术、懂管理、

懂业务。这就需要 CIO 始终在一线磨练，防止知识老化，能指挥打仗，也能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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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中国高校的 CIO 身兼多职。中美高校

的 CIO 都是进入学校的最高决策层的重要

官员，但美国 CIO 只承担一项职责，而中

国的 CIO 一般由分管校领导主责，承担数

项职责，美国的 CIO 的目标就是用 IT 提

升学校的竞争力，而中国高校的 CIO 虽然

认识上有高度，但 IT 分管校领导只能搞

定信息技术相关工作，其余的业务相关

工作需要与其他副校长协商处理，如果

校长没要求，主管 IT 的副校长难以主动

要求教学副校长梳理教学计划，通常优

先处理自己分管的其他职责。因此目前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有一个真正的

CIO。

CIO 是要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处于中心领导地位，制定战略规划，

从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角度提出高校未

来发展方向；提供改进策略和建议，使信

息化与学校中心工作保持高度协调一致；

保障资金、人员安排，做好项目管理，保

障系统运行和建设，促进新技术应用，提

高全校的信息化水平；全面了解需求，安

排工作计划，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促进

流程再造和变革。信息技术的实践性强、

发展迅猛以及覆盖全局等特点使得 CIO 必

须懂技术、懂管理、懂业务。这就需要

CIO 始终在一线磨练，防止知识老化，能

指挥打仗，也能高瞻远瞩。

我们现阶段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力

短缺。美国校级的 IT 人员规模在 200~400

人，中国高校人员规模普遍在 20~30 人，

北京大学包含外聘人员的信息化队伍也才

100 余人。国外一流大学信息规划的重要

内容之一就是队伍建设，设法留住高水平

的 IT 人才。绝对的人力短缺，使得信息

化部门连最基本的本职工作都顾不过来，

谈何保安全、保服务，更谈不上求发展。

我们通常采取外聘，外包服务，转变观念

来解决部分问题，但这都不能解决实质性

问题。美国高校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也

有过缺人的局面，美国高校逐渐转变观念，

从应用系统外包为主，变为建自己的开发

队伍，合作推进。

信息化的“化”在于管理

美国大学成熟的 CIO 制度是通过二十

多年的不断实践探索发展而来的，拿来主

义并不一定适用，但是美国管理水平普遍

较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大学 CIO 职

责单一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前，中国大学

正在尝试设立总会计师制度，建立 CIO 体

制也是一个道理，是建设现代大学的客观

需要。

国内大学的 IT 治理一定要基于自身

现状，基于现在中国高校体制的 IT 机制

体制。我们要深入思考美国大学建立 CIO

体制的内在原因；赋予 IT 技术部门信息

规划、项目管理职责；让 IT 技术部门领

导担任校长助理，参与校长办公会；成

立若干专项委员会或领导小组；重大项

目计划、资金安排、战略规划由领导小

组决策；IT 技术部门负责落实各项决策，

不做决策，只做参谋助手；圆满解决管

办分离问题。

为什么让 IT 技术部门领导担任校长

助理？一是尊重中国高校现有的干部体

制，也许易于解决职位和编制问题；二是

IT 技术部门领导不缺技术，缺人脉，缺管

理经验，缺少对学校的了解，赋予 IT 技

术部门领导身份地位，参与校长办公会，

和其他分管校领导建立感情，才有机会沟

通思想，携手共同推进工作。

机制是问题，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建

立良好的 IT 生态环境。信息化是一把手

工程，只有校长有要求，信息化工作才能

落到实处。

要实现物理变化向化学变化转变，重

点在于“化”，关键是管理。IT 技术部门

领导需要努力去技术化，增加行政管理经

验，了解学校决策程序；要主动向主管领

导汇报工作，让领导清楚了解其工作内容，

工作团队；做好宣传工作，新闻宣传工作

及时跟进，形式与内容两手抓，IT 内容要

“秀”出来；深练内功，多做储备，技术精湛，

态度友善谦和，在关键时候有能力解决问

题。业务系统建设必须职能部门主导，IT

一定要摆正位置；IT 部门要把信息标准关，

把好技术标准关，从技术层面为业务建设

保驾护航。这就说明，有系统并不是万能的，

关键在于管理。 （责编：杨洁）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张蓓在“2017 高

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趋势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

在美国高校的 IT 治理组织结构中，领导者为 CIO，各类的委员会是决策机构，并不设立单独的实体管理工作机

构，规划、经费、项目管理等都划分到 IT 部门的工作职能，所以各类委员会就会经常与 IT 人员一起开会，教

授和学生也一起加入进来进行头脑风暴，频繁沟通，深入挖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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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工作体系

第一，信息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深远，

学校高度重视，提前布局。北京建筑大学

提出在办好实体化大学的同时，将信息化

建设上升到与实体大学对应的、面向互联

网虚拟空间的高度，面向未来“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发展目标。

第二，信息化上升为学校“十三五”发

展战略之一。北京建筑大学“十三五”的发

展目标是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具有

鲜明建筑特色的高水平、开放式、创新型大

学”。信息化的目标是服务于学校的核心职

能“人才培养”，以“卓越管理服务”工程

作为抓手，以此推动信息化全面发展。

第三，强化信息化组织建设和技术队

伍建设，为开展信息化工作提供保障。将

原来的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升级为网络安

全信息化领导小组，由书记和校长担任双

组长。同时专门成立了信息化建设专家咨

询委员会和信息化建设协同工作组。组织

架构如图 1 所示。

第四，创新建立一套适用于大学信息

化建设与管理模式的 IT 治理体系。

第五，精心谋划、科学制定“十三五” 

信息化发展规划，打造智慧北建大。学校

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十三五”信息化

发展规划。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

目标、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及任务分解，为

建设智慧北建大描绘蓝图。由党政办牵头，

推进条块协同，制定任务分解表，落实到

部门，加大执行力度。

第六，党委书记和校长带头抓信息化

工作，营造良好信息文化和信息化氛围。

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工程进展

学校大力推进“卓越管理行动计划”、

实施“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工程”。

2015 年 7 月，学校启动《北京建筑

大学卓越管理行动计划》, 以信息化为载

体 , 优化学校治理体系、提升学校治理能

力改进管理、改进作风 , 把握业务流程优

化与管理队伍能力素质提升两条主线以管

理业务流程优化为关键，推进内部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提升管理服务品质。

开展实施“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工程，

创新大学管理服务模式 : 一是全校一盘棋，

大力推进“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工程”，

推进“互联网 + 大学管理服务”，实现部

门间数据共享，让信息多跑路，让师生少

跑腿；二是加大全校处级干部、科级干部

信息化思维培训力度，形成统一思想——

互联网思维中的“用户体验为王” 是高

品质管理服务追求的目标，信息化是高品

质管理服务实现的重要手段；三是信息化

是实施“精致化办校、精细化办学、精准

北京建筑大学魏楚元：

科学制定规划 打造智慧北建大

魏楚元

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信息化的目标是服务于学校的核心职能“人才培养”，以“卓越管理服务”工程作为抓手，

以此推动信息化全面发展。

图 1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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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四是引入现代企

业管理思想理念、大力推进“业务流程

优化与再造工程”，以管理信息化作为

突破，线上线下互动结合，全面提升管

理服务品质。

同时，明确目标和实施途径，制定专

业实施方案，稳步推进流程优化。主要包

括：推进各职能部处管理服务业务工作的

流程优化与再造；以 BPMN2.0 规范标准，

全面梳理学校各职能部处业务服务流程；

全面促进管理服务规范化、流程化；与信

息化建设，将管理服务业务流程纳入信息

化平台建设，实现各项业务流程的便捷高

效运行。

此外，学校还加大现代管理思想普及

力度，做好方法培训，深入各单位各部门

推进落实，并基于 BPMN 标准形成《北京

建筑大学业务流程汇编》，业务流程占比

如图 2 所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共有

14个单位完成了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工程，

梳理优化面向师生服务的共计 322 项流程，

精简优化去掉 60 多个环节，占比 18%。

基于校务办公流程优化与再造，打造

OA 系统极大提升办公效率。北京建筑大

学 OA 系统办公门户 2015 年 5 月份启动，

9 月 9 日正式上线运行，全面实现“无纸

化办公”，OA系统功能使用全面、运行流畅。

学校开发了网上综合办事服务大厅、

设置实体一站式服务大厅，线上线下结合，

为师生提供一站式服务。让信息多跑路、

让师生少跑腿；陆续将师生

经常办事“高频刚需”的流

程全部搬上网；大力推广网

上办事大厅使用，减少签字

审批环节；到实体办事大厅，

最后一个环节。

基于财务与资产管理

服务流程，从项目滚动库、

项目归口管理、年度预算管

理、项目预算管理、申购管

理、采购管理、招投标、合

同管理、验收、资产上账，

打造全流程的财务、资产一

体化信息平台。

数据治理工程进展

目前，数据治理面临的严峻问题：一

是数据不完整，学校人、财、物缺乏统一

信息编码规则，代码没有基于国家标准，

自建代码又不完整，历史数据保存期限不

一致；二是数据不一致，关联系统数据不

同步，更新不及时 , 不同系统描述同一业

务的数据代码存在差异 , 多业务部门分管，

问题难以协商；三是数据不相关，同一业

务数据，多处重复录入，数据冗余 , 多个

系统记录相同数据，违反“一数一源”原

则；四是数据不及时，系统功能分割，数

据不能及时同步，各个部门数据不能协同，

不能进行准确分析决策。

学校制定了数据治理的目标：高数据

的质量（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数据的

安全性（保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实

现数据资源在各组织机构部门的共享，可

用服务挖掘出数据的价值，可视化展示，

支持决策分析；充分发挥信息化作用，用

数据价值增强师生对信息化发展的信心与

价值认同 。

数据治理是 IT 治理最重要的部分，

通过全方位的业务梳理，盘点数据资产。

针对所有业务处室，逐一梳理业务版块

及数据版块，整理出《北京建筑大学业

务管理数据分析报告》，建立数据资产

台账，对数据资产要做到心中有数。梳

理流程核对数据的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

痛苦过程，信息中心与业务部门共同进

行，信息中心人员要做懂数据和业务的

专家。

同时，数据质量意识与数据质量是数

据治理的生命线。质量意识是一所大学从

领导决策层到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质量工

作的认识和理解的程度，这对质量行为起

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此外，学校还建设数据中心：高度重

视数据治理工作，从全校各数据生产源头

单位到数据使用单位，深入进行数据调研

工作，摸清数据真实情况。起草新版《北

京建筑大学管理信息标准》，为推进数据

共享和业务系统建设提供数据规范标准。

引入全量数据分析管理平台，校内已经

12 个业务系统完全共享数据，形成中央

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接口服务。

 软件信息平台建设

学校以互联网思维为指导快速打造一

批软件信息平台。

1. 新认证系统：面向师生的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集成 18 个业务系统、一套用

户名和密码即可访问所有系统。

2. 新一代信息门户：面向师生的统一

信息门户平台，北建大人的内网工作平台。

3. 师生互动的 iStudent 社区：基于

SNS 的校内师生网上互动交流平台，截至

2017 年 5 月，共激活 6328 人，登录日志

120000 余条。

4. 开发了网上综合办事服务大厅、设

置实体一站式服务大厅，线上线下结合，

为师生提供一站式服务。

5. 管理服务信息化：大力推进人事、

研究生、本科生、教务管理、科研管理、

财务、资产等全流程综合管理服务信息平

台建设。 （责编：杨洁）

图 2  业务流程占比

资后处 14%

党政办 4%

财务处 5%

研究生院 11%

团委 3%

工会 4%

网信中心 7%科技处 8%

保卫部 3%

人事处 7%

国交处 6%

学工部 6%

教务处 12%

宣传部 10%

（本文根据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魏楚元在“2017 高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趋势研讨会”

上的演讲内容整理）



2017.9 中国教育网络 53

智慧校园是对数字校园的进一步扩展与提升，它综合运用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智能感知、商业智能、知识

管理、社交网络等新兴信息技术，全面感知校园物理环境，智能

识别师生群体的学习、工作情景和个体的特征，将学校物理空间

和数字空间有机衔接起来，为师生建立智能开放的教育教学环境

和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改变师生与资源、环境的交互方式，实

现以人为本的个性化创新服务。 相比传统数字校园，它更强调

对师生用户的行为、位置、时间、工具的感知和用户服务的体验，

即 5A（Anywhere、Anytime、 Anybody、Anydevice、Anyhow）。

智慧校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多媒体教学发展阶段、数

字校园建设阶段、智慧校园建设阶段。智慧校园的核心特征是学

校与外部世界间的交流和感知、师生不同角色的个性化服务、校

内各应用和服务领域的互联和协作。智慧校园由智慧环境、智慧

资源、智慧管理、智慧服务四大组成部分构成。

浙江大学智慧校园实践

2010 年，在信息化“十二五”规划中，浙江大学率先提出

建设一个“令人激动”的“智慧校园”，其内涵是：无处不在的

网络学习、融合创新的网络科研、透明高效的校务治理、丰富多

彩的校园文化、方便周到的校园生活。在这个内涵的指导下，我

们从 2005 年开始了有线、无线等网络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从

2007 年开始建设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数字化应用，2010 年我们开

始智慧校园初步建设，到 2015 年建设了更多的智慧应用。

浙江大学智慧校园建设总体框架包含三层架构、8 个中心、

15 个子系统，如图 1 所示。三层架构分别为系统支撑层、基础

子系统、管控中心，而各种系统主要围绕基础建设、环境建设、

资源建设、应用建设和服务建设五大方面展开。

智慧校园基础建设方面，学校通过与电信、移动等多个运

营商互联，建成了把机房、教室、实验室以及车、电器、仪器等

物联网各种信息综合在一起的遍布七大校区的泛在网络。

智慧校园环境建设方面，在紫金港校区搭建了互动教学场

景、远程授课教学环境，还建设有多重风格的智慧教室、课程摄

制演播室，可以实现把课程实时推送到边远地区。

智慧校园校园资源建设方面，建设有知识资源服务平台，

包括各类互联网的公用的资源，比如免费的电子书、开放课程等

等；学校公共服务资源，比如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数字出版产品、

数字档案等；师生自己的原创资源，比如发明专利、专题报道、

学术成就等等。我们把这些资源进行汇聚、抽取，提供给大家检

索，并通过各种方式服务师生，同时也可以服务社会。

智慧校园核心应用建设，我们建有一个大的数据仓库，核

心应用包括节能减排、门禁管理、智慧安防、综合数据分析等系

统。在共享平台方面建设有校园卡、统一身份认证、GIS 校园地图、

后勤基础数据库。

智慧学习服务建设方面，在服务建设过程中加强了很多

技术方面的建设。比如，我们开设了“同时异地”课程技术

服务，使异地的学校可以同时收看相同的老师的课程，也可

以进行实时互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浙大开发的示范课程

的课程平台，截止 2017 年 3 月，“学在浙里”页面访问量

突破 17 万次 / 天，上线课程 700 余门，活跃课程 580 门，活

跃用户数近 4400 人。

我们还做了学习分析方面的工作，包括评量、收集、分析

和报告学习过程与环境行为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的数据来源主

要有以下三方面：1. 依托教务处的学籍与成绩库，进行数据挖掘，

发现相关规律；2. 依托“学在浙里”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学习分析；

3. 依托图书馆借阅数据库、学习社区中的学生交互数据进行分析。

学习分析的主要方式有：在现有的教务管理平台、课程学习平台

协力智慧校园，打造“网上浙大”

图 1  浙江大学智慧校园建设总体框架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浙江大学陈文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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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一个通用插件，借助引擎自动获取数据并填入数据仓库。

基于智慧校园建设的项目研究。开展了基于 VR/AR 的虚拟

环境的项目研究，使得我们的教学活动更加丰富。比如，微小

卫星交互展示系统，浙大校史馆和浙江教育博物馆等项目，都

借助了 VR 技术。同时，在智慧校园建设方面，也参与了相关

的组织工作，包括智慧校园建设国家标准研制，已经成文正在

报审过程中。

网上浙大

网上浙大是浙江大学在“十三五”期间最大的任务之一。

启动网上浙大项目的背景是：一是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二是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积极发展互联网 + 教育，综合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VR 技术，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

今年 4 月 19 号，浙江大学专门召开了“网上浙大”的启动会。

浙大吴朝晖校长提出了“网上浙大”的建设目标和任务：信息发

布空间、个人信息空间、网上办事空间、学术资源空间、在线教

育空间、学术资源空间。

网上浙大是学校的新型办学空间

浙江大学有七个校区，五个校区在杭州，一个校区在舟山，

另外一个校区在海宁，我们要把这些物理校区通过信息技术实现

从物质化向数字化扩展，支撑多校区办学。

网上浙大是学校的新型办学空间。“网上浙大”的愿景为

宣传展示学校形象的重要窗口，可支撑多校区办学，可以促进教

育教学改革，能够提高校务治理水平，最终将便捷全校师生服务。

网上浙大包括五大空间：第一空间信息发布空间，发布学

校办学的各种信息；第二空间在线教育空间，支撑学校的教育教

学应用；第三学术资源空间，有序揭示知识资源；第四空间网上

办事空间，便捷全校师生办事；第五空间个人信息空间，展示

师生学术成就。

网上浙大“一体两翼”建设方案如图 2 所示。所谓“一体”

是依赖于数据中心与资源中心，通过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

等基础设施，提供一个信息化的能力开放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构造统一通信、统一认证、统一支付、网站群、流程平台。同

时，在“一体”的带动之下，为学校的管理和服务搭建校务综

合管理开发环境、开放式信息服务开发环境，在管理方面包括：

主要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资产管理、协同办公、学生管理等，

在服务方面包括：学术资源服务、校务服务、校园保障服务等等。

网上浙大建设举措

举措一：基础校园网络，构造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平台，

连接四个城市，八个不同的地点，至少 10G 的互通网络。网络

架构采用多运营商互联、泛在接入。

举措二：云平台建设，通过私有云与公有云结合，对外与

公有云互通，对内与校内平台互通的方式，把计算资源、云服务

提供给师生。

举措三：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多措并举，构筑与世界一流

大学相适应的安全防护体系，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队

伍建设、开展信息安全培训、完善技术防护手段等方面具体展开

工作。

举措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主要是强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功

能和稳定性。主页门户：建立网站群管理平台。改版 WWW 主页，

完成英、俄、德等外文网站建设；改造移动 APP，建设学校微信

门户，支持多终端的访问 ；校园卡平台：升级非接触式 CPU 卡，

统一校园卡账户体系；改造自助终端、消费 POS 机终端等认证

设备；完善在线支付、移动应用等支撑系统；流程平台：构建体

系化的流程平台及管理体系， 解决师生重复填报信息问题，解

决传统的“纸质表单、手工传递”低效率流程审批问题。

举措五：构建网上浙大教育教学信息系统支撑体系——三

层级。

举措六：建立立体架构，提升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能力。“学

在浙大”包括有课程交流、课程互动、随堂测验等功能，还包括

课程的点播、直播等。

举措七：主干业务系统建设。核心业务系统以“五大职能域”

建设为核心，主要包括校务服务网及协同办公系统、房产资源管

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后勤综合服务网等。其他业务系统：

包括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思政模块、工程管理信息化平台、发展

联络工作管理与服务平台（二期）、研究生培养过程监控和预警

系统、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及其移动客户端、安防网络化管理信息

系统等 。 （责编：杨燕婷）

（本文根据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在“2017 高等教育信息化信息化创

新论坛”的演讲整理）

图 2  网上浙大建设蓝图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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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文 / 聂明辉  洪磊

信息化建设到今天已经步入智慧化建设

阶段，智慧公交、智慧城市、智慧高校⋯⋯

而智慧化建设在整体框架的构建上目前阶段

主要有两个需求趋势：一是云基础平台的构

建；二是移动平台的构建。以高校的信息

化建设为例，经过十多年的大力推动和精

心建设，部门业务系统如教务、科研、人

事等已基本完善，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还

完成了基础数据平台和统一认证平台的构

建，实现了用户的简单化登录和认证、数

据的统一化管理和使用。今天的高校用户

绝大部分已经习惯了在各类业务系统上操

作和处理日常工作。而随着移动互联技术

的成熟，手机终端的广泛使用，在手机移

动终端上处理工作自然成为很多教工的迫

切需求。本文所探讨的内容是江苏警官学

院在移动办公方面的技术尝试。

具体需求

1. 学院办公需求。学院办公主要包括

两部分的移动信息化需求：一是公文以及

其他报送材料的处理。院内公文以及报送

材料通常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核流程，经

手多个领导审核批复，才能完整。虽然，

经过多年的试用和修改，之前的 PC 端平

台已经完全能够满足院内使用需求。但随

着使用频次的增多，师生员工对办公平台

依赖度的增加以及对公文材料时效性要求

的提高，单纯 PC 端的办公处理已经无法

满足院内的需求。办公的处理需要突破地

域和时域的限制。二是学院新闻以及各类

科研信息的发布处理。学院新闻以及各类

科研信息通常由学院的门户网站发布，之

前的查阅方式是必须要找到一台能够上网

的 PC 才能查看。然而，信息最大的价值

就在它的时效性，与移动终端的即发即看

方式相比，传统 PC 端查阅的方式显然已

经远远落后。

2. 学院教学需求。教学信息化需求主

要集中于成绩查询、资料查询、考试报名

以及师生互动上。这几方面，PC 端都已

经建设的很成熟。然而，应用的效果并不

是很好，影响其效果的关键因素就是受限

于 PC 端应用的繁琐，而方便、快捷则是

移动终端的最大优势。

3. 院内服务需求。从学院信息化发展

的整体来看，教学、办公的信息化投入都

是较大的，相对迟滞的则是院内的各种服

务。比如水电维修、资产的管理以及其他

的学生事物管理等等。迟滞的原因并不是

学院不够重视，主要是传统 PC 端在学院

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应用上并没有太大的优

势，而移动终端由于其平台的灵活广泛、

应用的时空无限，给学院服务管理的信息

化应用带来了很大的突破。

移动数字微校园构建介绍

警院云平台介绍

江苏警官学院于 2014 年完成了虚拟

化云平台的构建。云平台的构建成为未来

几年各类系统和应用能够持续发展的强大

支撑。江苏警官学院云基础平台部署了

10 台某厂商 CH121 刀片服务器和 100T 的

SAS 存储，以万兆流量的某厂商 12000 为

上连汇聚，通过虚拟化云软件将所有服务

器的计算资源和所有的存储资源汇成庞大

的云资源池，再由云管理平台进行集中的

分配管理。警院云平台首先从逻辑上划分

了三个服务区，分别为互动服务区、教学

服务区、科研服务区。服务区与数字化校

园平台之间有专门的接口，能够随时进行

扩展对接。其中教学服务区和科研服务

区以校园私有云盘为基础，分别部署了

构建云平台上的警院移动微校园

图 1  警院云服务基本架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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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系统、教务系统、网教系统、科研

问题在线咨询系统以及学生课题申报和查

询系统，而互动服务区内则部署了师生互

动交流系统、家长学校互动系统等多方交

互系统。尤其部署了移动交互平台系统，

即本文要重点介绍的移动数字微校园。该

平台系统目前主要包括了校园移动 APP

和警院企业号两种移动形式。图 1 是警院

云服务基本架构示意。

警院移动数字微校园

警院移动数字微校园构建于学院基础

云平台之上，它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与

校内相关业务系统互联互通。一方面从其

他系统获取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另一方

面为其他系统提供所需的交互信息。其中，

移动 APP 主要为科研、教务、OA 等提供

微办公服务；而企业号则为校内各类信息

查询、服务预约、紧急通知发布等提供微

生活服务。不管是微办公还是微生活都服

务于学院教学，服务于学院师生。微办公

加上微生活构成了警院移动数字微校园主

体。其结构框架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警院移动数字微校园中的企业号前端

目前设有院内消息、教学办公和校园生活

三大类。院内消息又细分为工作通知、每

周会议、院内通讯等几个及时信息通知类

的栏目；教学办公类包括的栏目有课程查

询、在线考试、会议安排、实验室预约等

一些服务师生日常教学的栏目；校园生活

类目前包括的栏目有每周食谱、故障保修、

失物招领、投票调研等一些服务师生日常

生活的栏目。后端管理界面目前设有系统

管理、用户管理、模块管理以及公众号管

理四大类。系统管理包括了应用配置、角

色分配、管理员权限分配、审计日志等等；

用户管理包括了基础信息同

步、分组标签管理等等；模

块管理包括了院内消息、失

物招领等等应用模块的管理。

企业号的前端操作界面如图 3

所示。

警院移动数字微校园中

的 APP 目前主要设置的栏目

有学院新闻、信息门户、移

动 OA、移动教务、交流社区

等五个栏目。其中信息门户

中又设立了学校概况、学校

风光、通知公告、科研公告

等模块；移动 OA 中设立了

通讯录、校内邮件、公文处

理等模块；移动教务中设立

图 3  企业号前端操作界面

图 4  移动 APP 界面

了监考信息、考试查询、课表查询、教室

查询等模块，如图 4 所示。

移动 APP 所有信息通过云平台由学

院数据中心及时推送更新，并实现了移动

端与 PC 服务器端的交流互动。

应用效果分析

经过一年的试用，目前警院移动微校

园运行稳定，反响良好。师生从开始的排

斥到现在每日必看，每日必用，关注度极

大的提高。移动微校园突破了传统时空的

限制，基本满足了师生看、做、查的日常

需求。从新闻通知的查阅到邮件公文的处

理，再到互动交流的需求，师生们摆脱了

笨重的 PC 端，通过轻巧的手机，通过移

动微校园就可以轻松实现所有的操作，方

便而快捷，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目前，

学院后勤、学工、科研等多个部门都相继

提出了基于移动微校园的开发需求，学院

信息化建设的热情和动力都有了空前的提

升。综合了各个部门的需求以及各方面的

使用反馈信息后，学院智慧办也正在酝酿

移动微校园的二期建设。二期建设将在数

据的智慧化处理以及个性化获取方面做更

多突破性的尝试。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江苏警官学院）
图 2  移动数字微校园结构框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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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最近，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与北京安华金和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为教育行业用户提供 SAAS

安全运维及项目建设服务。

根据协议，赛尔网络将基于公司负责运营高校网络安全与

业务应用服务的校园网云平台，提供安华金和数据库安全云产

品应用租用服务，包括：提供高校安全运维外包服务项目（SAAS

服务），提供高校基础设施数据库安全防护建设项目。此外，

针对高校用户信息化重大项目或有重要影响的信息化系统建设

工作要求，赛尔网络将与安华金和公司联合设立高校数据安全

攻防实验室，通过技术研发，为高校用户提供定制化技术服务。

北京安华金和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数据库安全领域，目前，

安华金和数据库安全产品，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政府、社保、军队、

军工、运营商、金融、医疗、企业信息防护等领域，建立了良

好的口碑。

赛尔网络与安华金和的战略合作，将为高校用户数据库安

全提供基于私有云的软件共享平台服务，使高校在数据库安全

环境和数据库应用中，进一步享受到业界优秀厂商的先进技术

和产品解决方案及相关企业级定制服务。 （责编：王左利）   

高校数据库安全一键交付
赛尔网络与安华金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刊讯  近日，赛尔网络与安恒信息在

杭州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发挥

各自的优势，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为教

育用户提供一流的网络信息安全应用服务。

签约仪式上，赛尔网络副总经理杜

佩林表示，赛尔网络作为中国教育和科研

计算机网 CERNET 的运营服务商，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网络服务、技术服

赛尔网络与安恒信息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守护高校安全

本刊讯  日前，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与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将在

教育行业安全身份认证方面进行紧密合作，为高校和教育行业用户

提供包括统一账号管理、移动认证、授权管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

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身份认证安全服务提供

商，也是专注移动互联网安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最早提

出“智能身份认证”理念的移动安全公司。

据悉，通过此次意向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

源优势，赛尔网络将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基础节点上建设

和推广芯盾时代一站式移动身份管理产品服务，共同推动中国教

育网会员单位暨高校的身份认证安全治理工作。赛尔网络将全面

规划和实施为 CERNET 部分节点建设芯盾一站式移动身份管理云

平台（芯盾 IDaaS 平台），并试点运营，以云服务形式为高校提

供统一身份管理和安全防护服务。

赛尔网络和芯盾时代的紧密合作，将整合双方在安全领域和教

育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发挥所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双方此项

合作必将进一步加强赛尔高校网络安全与业务应用服务针对教育用

户的运营能力，为高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安全提供更加有利的保障。

强强联手护航高校安全
赛尔网络与芯盾时代签署合作协议

务、信息服务、下一代互联网产业服务四

大业务体系，与高校用户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此次赛尔网络与安恒信息

的合作，将充分发挥赛尔和 CERNET 的

网络优势，与安恒信息优势互补，强强联

合，更好地遴选适合教育行业的产品和技

术，创新业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满足

广大高校日益增长的网络信息安全需求，

为高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安恒信息总裁范渊表示，安恒信息作

为国内应用安全与数据库安全领域的领导

厂商，与赛尔网络的合作将充分发挥企业

在网络安全技术领域的优势，更好地为高

校用户提供贴近其实际需求的校园网安全

保障服务，进一步提升高校信息安全的技

术实力和事件响应处理能力，为广大师生

用户的工作和生活保驾护航。据悉，双方

未来将就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最为关心的网

络安全、云计算技术和应用服务等进行深

入合作，为高校提供包括网络防护、安全

检测，应急响应以及安全托管等先进的服

务产品和解决方案，依托云架构，以创新

的服务方式，满足高校网络和信息安全需

求，为高校信息化建设和高校信息治理提

供强大的支撑。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今后

安恒信息将利用其在信息安全方面的先进

技术、产品和服务，协助赛尔网络完成信

息安全项目的方案设计、建设工作，合作

范围包括保障网络运营合作中的安全防护

服务、监测情报服务常规业务的产品技术

支持，保障产品合作中防篡改、安全服务

增值业务的产品技术支持，以及保障赛尔

网络在教育行业推广安恒信息其他产品的

优先权及技术支持。

赛尔网络副总经理杜佩林（左）和安恒信息总裁范渊
（右）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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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7 月 19 日，主题为“科技·

教育·融创未来”的 2017 戴尔教育行业

客户峰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的

信息化部门负责人、高校实验室负责人、

HPC 领域用户近 100 人参加了此次峰会。

戴尔商用业务成熟区域副总裁袁洪伟

为大会做了致辞。他对与会者的莅临表示

热烈欢迎，他表示，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智慧 IT 技术及构建教育 IT 生态链

必不可少。戴尔通过高性能计算 HPC、云

基础架构平台、数据中心、云桌面等创新

解决方案帮助很多教育用户实现了教育管

理信息化、教学信息化和科研信息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中

国高教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副理事长、教

育部教育管理信息化专家组专家宓詠，南

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地球探测与信

息技术系教授、江苏省高性能计算协会会

2017 戴尔教育行业客户峰会在天津召开，专家认为，

大学双一流建设应与时俱进

袁洪伟

戴尔商用业务成熟区域副

总裁

李志民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主任

宓詠

中国高教学会教育信息化分

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教育管

理信息化专家组专家、复旦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周会群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

工程学院地球探测与

信息技术系教授

长周会群，电子科技大学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董乐，东南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

副主任王健、北京市密云区教委教育信

息中心主任张学虎等为大会带来了主题

丰富的报告。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志民主任在

《双一流建设要与时俱进》的主题报告中

表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有“大

楼和大师”。现代化的大楼要能满足理工

科进行复杂、大规模团队协作的实验需求。

他认为，一流大学教授应有四条标准：国

际会议上有声音；国际期刊上有文章；国

际学术组织中有地位；国际奖项有名次。

他表示，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新技术、

新设备、新模式的探索和涌现，从而推动

了传统教育理念、模式与方法的变革，也

推动学习方式和形态的转变。大学作为文

明社会中的重要组织机构，保持了较高的

社会地位，而且经久不衰。大学不仅传承

了知识文明，也曾经改变了它所处的时代。

由于大学的荣誉地位和使命崇高，大学的

任何重大变革都会引来保守势力的强烈反

对。所以，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要及时转

变观念。

中国高教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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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化专家组专家、

复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宓詠做了《新

形势下高校信息化部门的角色、定位与对

策》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分析在信息化转

型的新形势下，高校信息化部门所扮演的

角色和定位。他认为高校信息化在经历基

础设施建设阶段之后，正在经历应用推广

和服务提升的新阶段。这不仅将促进学校

业务模式的转变和业务发展，也推动了管

理观念、组织结构和服务理念的变革。具

体来讲，新形势下的高校信息化工作，不

仅包括了平台与应用的“建设”，更要重

视服务的质量以及平台与应用的“运营”。

宓詠认为，在新形势下高校信息化部门应

该不断优化、调整内部组织机构，建立和

完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体系，

做好团队管理。

南 京 大 学 地 球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地

球 探 测 与 信 息 技 术 系 教 授 周 会 群 带 来

《HPC,AI,Bigdata 走向融合》的报告，周

会群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飞速增长的数

据，日益复杂的模型使得利用高性能计算

的手段成为必然。在报告中，他详细介绍

了高性能计算和大数据分析两大系统之间的

相似度，这也是两大平台可以融合的必要条

件之一，他预测这两大平台最后会走向融合。 

北京市密云区教委教育信息中心主

任张学虎介绍了密云区的教育云服务平台

的规划与实施情况。他们确立了“生态密

云，智慧教育”的格局 ，并且探索出一

条适合当地特点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

之路。

戴尔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销售副总裁孔

大勇在《戴领数字化转型之道》的报告中

提到，截至目前，戴尔与多所“211”高

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内容包括教育信

息化建设、课程建设、

师资培训和平台共建

等，更多的合作仍在

探讨和摸索当中。多

所“985” 高 校 也 与

戴尔合作建立了联合

实验室，在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领域展开了深入的合

作。他表示，“戴”

领数字化转型之道，

将是戴尔在中国教育

行业的长期责任与不

变使命。

微软教育行业市场发展总监王亚鹏在

主题报告中分享了微软公有云的特色及安

全性，同时详细介绍了典型互联网混合云

教育应用。

此次峰会上，针对高校人员设置了两

个论坛，主题分别是：“校园云建设”以

及“大数据时代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围绕着这两个主题，东南大学网络与信息

中心副主任王健做了《SDDC 软件定义数

据中心》的报告。他表示，最终实现软件

定义数据中心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要通

过技术的不停迭代，不断提高自动化管理

的能力，完成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目标。

同时，戴尔相关人士也介绍了戴尔任意云

及解决方案，它可以很好地满足教育行业

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董乐带来了《人工智

能科技浪潮下的中国机遇——国际化与双

一流》的报告，她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

发展脉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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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

人工智能无论对国家还是大学建设“双一

流”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同时，

戴尔相关人士介绍了戴尔在人工智能方面

的行动，2015 年戴尔与中科院自动化所

共同成立了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联合实验

室。2016 年双方又共建了“诸葛 深知”

企业级深度学习应用与服务平台。此外，

通过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的深度融合，

戴尔不断帮助高校培养创新人才。

论坛上，来自高校的代表们围绕“双

一流”建设中信息化部门的使命和角色、

十三五规划、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结合等话

题进行了圆桌讨论。参会嘉宾认为，这样

的交流与探讨对于各高校之间交流信息化

建设、了解最新的市场解决方案有着非常

积极的意义。 （责编：王左利）   

张学虎

北京市密云区教委教

育信息中心主任

孔大勇

戴尔大中华区新兴市场

销售副总裁

王亚鹏

微软教育行业市场发展

总监

产品参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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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

升，使用信息化手段辅助教学与管理已然

成为信息化创新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在

“十二五”规划后，学校已基本完成了数

字校园的建设，实现了数字化办公、学习

等 , 高校也因此汇聚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

如何用好现有的数据、激活数据的价值，

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

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等政策文件对信息化提出了明确指

导和要求：

深入推进管理信息化，从服务教育管

理拓展为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建成覆

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

和相关教育机构的国家教育管理信息化体

系，实现教育基础数据的“伴随式收集”

和全国互通共享。要推动管理信息化与教

育教学创新的深度融合，在提高教育管理

策、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推动

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卓智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卓智”）深入调研学校

的教学、管理需求及流程，为实现学校

让大数据参与决策

——打造科学的智慧校园决策解决方案

智慧决策中心效果图

效能的基础上，实现决策支持科学化、管

理过程精细化、教学分析即时化，充分释

放教育信息化的潜能，系统发挥信息化在

政府职能转变、教育管理方式重构、教育

管理流程再造中的作用，促进政府教育决

图 1  智慧决策解决方案——智慧校园预警总览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60 中国教育网络 2017.9



2017.9 中国教育网络 61

业务全面可视化、学生管理智能化和学

校管理科学化，研发了智慧校园大数据

决策解决方案（简称“智慧决策解决方

案”）。区别于传统信息系统，智慧决

策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学校享受多维数据

所能提供的智慧化服务，推动教育向智

慧化、现代化发展。

智慧决策解决方案秉承“让数据参与

决策”的核心理念，以数据治理为基础，

依照教育部最新标准建设标准指标库，围

绕“一体系两平台”为建设支撑，即智慧

校园指数体系、数据决策平台、报告服务

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感知等

先进技术，对高校数据进行高效采集和深

度挖掘，确立治理优先任务、治理成果及

关键业务驱动因素的逻辑过程，提供预警

中心、学生画像、数据中心、报告服务、

APP协同办公等基础功能，支撑学生管理、

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校影

响力五大主题，构建了全方位、科学化的

智慧校园决策解决方案，助力高校进行校

园管理流程的改造。

卓智智慧决策解决方案通过全方位、

科学化的解决方案，为学校科学管理提供

了最大化的应用价值：

第一，智慧决策平台基于大数据、商

业智能可快速、及时、有效地对数据进行

清洗、整合，自主研发的校情指标配置查

询工具、预警模板配置工具可基于教育部

标准的数据指标库，快速将数据转化为可

视化图表信息和告警主题，授之以渔，帮

助校园管理者对校园情况运筹帷幄，掌握

学校动态信息。

第二，智慧决策平台对校园业务管理数

据实时监测、灵活配置、权限分明、高效分析，

可满足不同层次管理者的使用需求。

第三，阳光指数体系将整个校园的管

理看做一个动态平衡的数据体系。在直观

的图表及关键指标展示下，抽象且主观的

校园业务具有可量化、可测度、可评估性。

图 2  智慧决策解决方案——智慧校园阳光指数

通过建设覆盖学生管理、学科建设、专

业建设、课程建设、学校影响力五大主

题的指数体系，从而帮助高校进行全面

系统的管控，促进校园发展战略和远景

目标的达成。

第四，平台通过实时动态监管学生

位置定位数据、上网行为数据，结合学生

的行政管理数据，建立数据的相关性分

析，及时发现学生的在校安全问题、思想

政治教育问题。通过量化学生管理指标、

灵活设置指标权重，以及角色权限分级管

理，整个学校的学生管理置于动态实时监

管中，并以学生管理指数分数直观传达学

生管理健康程度。支持移动 APP、PC

端同步学生预警信息及处理进展。

第五，智慧决策平台搜集学生的

多维度数据，如行为数据、学生信息、

消费信息、在校关系网等等，并为每

个学生贴上具有行为或思想的特征标

签，帮助学校构建符合同一特征的学

生群体画像和个性化的个人画像，既

定位不同标签人群的特征和规律，又

综合性地分析判断每个学生的状态和

特点，帮助学校实现精细化、个性化管理

和培养教育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卓智智慧校园大数据决策解决

方案已经在大连医科大学、安徽师范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等不同类型的院校中实现了落地应用。

上线以来，智慧决策解决方案对院校的管

理决策提供了可靠有力的数据基础，已然

成为推动校园智慧升级的驱动力，受到了

院校的高度赞誉。卓越服务，智慧校园。未来，

卓智将蓄力挖掘数

据价值，致力于实

现高校数据价值的

转化，切实优化学

校业务流程，与高

校携手共同迈向智

慧教育的未来，加

速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与深刻变革。

（责编：杨燕婷）

图 3  智慧决策解决方案助力校园流程改造

图 4  智慧决策平台搜集学生的多维度数据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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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逐步重视，以及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不断成熟与应用，大数据逐步成为社会

各个方面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大数据专

业人才的匮乏成为当下大数据产业必须解决

的问题，而校企之间合作或许能够提供大数

据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思路。为此，我们专访

了国内知名的大数据教学和科研平台提供商

南京中新赛克公司总经理凌东胜。

大数据专业人才供不应求

2015 年 9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

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从国家层面对

大数据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意

味着中国大数据发展迎来顶层设计，正式

上升为国家战略。凌东胜认为，在政策和

市场的共同推进下，未来 5~10 年，大数据

产业将迎来黄金增长期。但另一方面，国

内专业人才缺口却在逐步扩大。目前，大

数据专业人才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全

国大数据人才只有 50 万，未来三到五年，

相关人才的缺口会高达150万。以南京为例，

大数据相关人才的紧缺指数高达 2.4，换句

话说，需求岗位数是求职岗位数的 2.4 倍。

在此之下，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也必须

提上日程。2016 年 2 月 16 日，教育部发布

的《2015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中首次增加了“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专业”，共有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和中南大学 3 所大学获批。今年 3 月，

教育部再次公布了中国人民大学等 32 所高

校获批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的名单。

与此同时，高校对于大数据应用的

需求也急速提升。在凌东胜看来，大多数

授课教师对大数据应用领域并没有太多概

念。作为大数据领域非常重要的一环，高

校对于大数据人才培养方面的应用性培养

水平亟待提升。

大数据平台搭建桥梁，实现对话

“除了专业人才匮乏之外，目前大数

据在应用上也存在问题。” 凌东胜认为

除了专业人才缺乏之外，大数据应用方面

所面临的问题也值得业界注意。大数据人

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数据专家，

精通大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但

不熟悉大数据业务场景，另一类是学科专

家，熟悉大数据业务场景，但大数据管理、

处理等基础技能都有待加强。

凌东胜坦言，大数据应用领域所存在

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类大数据人才未

能实现真正的对话，缺乏桥梁。这也是高

校大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个阻碍。高校老师

对于应用场景并未有清楚的认识，而企业

恰恰需要有实践能力的学生。中新赛克的

大数据教学系统从抽象的概念理解，并将

之转化为平台，借助平台引进成熟的应用

基础方面的数据资料，学生构建相应的数

据模型。学生可以通过模型导出的数据资

料与实际生产所得数据进行比较，从而帮

助学生进一步具体理解大数据应用实际情

况，解决问题，提高认识。

因此，中新赛克大数据平台最大的优

势就在于，实用性和针对性比较强。能够

将企业实际产生的海量数据资源对接到高

校教学过程中，从学生应用角度出发建立

大数据实训平台。中新赛克旗下的两款教

育大数据产品——大数据教学平台、大数

据科研云平台，都旨在通过教学与科研工

作互相促进，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

大数据教学平台是为高校大数据教学提

供实验环境和实验资源，将大数据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让学生学习大数据更加有成效。

对于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而言，大数据教

学平台将大数据集群环境、丰富的组件、实

验手册、实验视频、课程及配套 PPT 等资源

整合在一起。对于非大数据专业的学生，平

台提供可视化大数据实验环境、实验数据、

行业案例、可编程环境、业务应用等功能。

“让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是凌东胜

在采访中一直强调的理念，这也是构建高

校大数据科研平台的基本理念——学科知

识和数据知识解耦。中新赛克的大数据科

研云平台是将复杂的大数据进行可视化、

模块化，通过灵活的云服务模式，为高校

老师提供简单易懂但功能强大的科研云平

台。并通过导入算子库，将大数据功能细

分为几个模块，让每次的大数据分析挖掘

收集都要经历导入、清洗、转化、存储、

分析、挖掘、呈现的过程，这样就可以满

足不同学科对于大数据使用的要求。

大数据教学平台需做到学科知识和数据知识解耦
专访南京中新赛克公司总经理凌东胜

南京中新赛克公司总经理凌东胜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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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教学平台需做到学科知识和数据知识解耦

校企合作培养专业人才大有可为

中新赛克成立于 2003 年，2005 年正

式运作，主要方向是网络安全领域的数

据采集和数据分析，积累了丰富的大数

据采集、处理和分析方向相关经验。2014

年，中新赛克公司与 CCF 专委会合作创

办《Dat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凌东

胜分析认为，中国需要一本与大数据相关，

并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随着公司规

模的逐步扩大，中新赛克瞄准更大的市场，

基于之前在大数据领域所积累的经验，将

大数据相关业务成立独立的产品线，不仅

仅服务于网络安全领域，服务于更多领域。

之所以选择教育领域，凌东胜介绍说，

是因为在创办 DSE 杂志期间与高校的交流

过程中，发现高校在大数据方面所存在的

问题和大数据产业所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

一是，需要应用大数据的老师不是计算机人

才，懂计算的人才缺不懂应用。二是，高校

对大数据人才培养方面拥有很大的潜力。

基于此，中新赛克明确产品基本功能

就是建立简单的数据模型，不需要借助大

数据专家，只要有需要，用户就可以自己

独立建模、分析和处理。

目前，中新赛克在高校大数据科研和

教学应用的产品有三种：

1.OceanMind 海睿思大数据操作系统

（Bigdata OS），其包含数据源管理，数

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等，用操作系统

的思维使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屏蔽物理硬

件资源和系统资源等技术细节，让业务和

数据松耦合，使客户专注使用大数据，可

以实现融合数据导入、存储、分析、挖掘，

让客户统一处理大数据，并且，支持标准

接口，模块部署可分可合，让客户合理规

划大数据，采用可视化定制手段，全流程

灵活配置，让客户轻松运用大数据；

2.OceanMind 海睿思存储产品，专注于

大数据量存储的应用场景，可以满足云存储

领域、视频监控领域等大数据量存储需求；

3.Net Booster 加速卡系列产品，能够

应用在 IDC 等服务器上，为数据中心提供

高吞吐、低延时、低功耗、高可靠的网络

数据交换解决方案，可以释放服务器更多

的计算资源，提高数据中心数据接入能力

和处理能力。

中新赛克积极开拓与教育领域专业渠

道方的合作。希望借助渠道商的力量实现

产品的销售、当地售后服务以及产品需求

收集等工作。凌东胜表示，当前公司基于

以往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丰富经验，已经与

国内主要的教育信息化服务商赛尔网络建

立了深入的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了教育大

数据独立的产品线，双方将进一步开展针

对高校大数据用户的推广和应用服务，凌

东胜认为，通过校企的合作方式培养大数

据专业人才是大有可为的，也将为国内大

数据人才培养以及高校数据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提供有意的尝试。 （责编：高锦）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与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方面与

国家战略相关的行业应用或重大民生问题的科研创新

数据引擎推动教育信息化
7 月 26 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与

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新华三

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王景颇代表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此次合作中，新华三与教育部科

技发展中心联合设立“云数融合 科教创新”

基金，构建云计算和大数据创新生态。在五

年的时间内，该基金项目将在全国范围内遴

选百所高校，共建集科研创新、人才培养、

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助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为一体的创新基地，集聚整合包括数据、

课题、人才、创业和平台等在内的创新。

此次发布会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表示，此

次合作的初衷主要是针对高精尖人才的培

养，通过教育机构、高校与企业的通力合

作培养在大数据、云计算方面的人才。 

他表示，在教育信息化中，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是一个关键问题。教育

作为培养人才的途径，要有前瞻性，要注

重公平，要提高质量。如何提高质量、如

何促进教育公平是教育管理机构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在信息技术的参与下，大学需

要重新设计它的学习环境，今后学校可能

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参与讨论的学习者

来自各行各业，不再是原来传统上的班级

概念。这种学习共同体需要在学习过程中

不断营造。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大数据产品线

总裁孙德和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大数据

对于各行业的变革和创新都有着深远的影

响。大数据能促进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进展，

教学和科研由过去传统方式向大数据方式

转变，这种转型模式现在仍然在探索之中。

他表示，在大数据方面，新华三聚焦大数

据平台和数据服务，力争打造一个优异的

大数据平台，为教育应用提供很多便利的

开发环境。进而推动教育行业的发展、应

用创新的变革及人才的转型培养。

他表示，紫光旗下新华三与教育行业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华三一直致力于

教育信息化建设，希望在未来能与更多高

校合作，通过信息化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与

教育变革进程。 （责编：王左利）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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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互联网教育紧密结合，近年来，

新东方投资了四十至五十家公司，所投领

域全部与互联网教育相关，并以互联网技

术为核心探索教育的某个领域与问题。其

中虽然有一些倒闭的公司，但是，一些公

司蓬勃成长，在某个领域和互联网或互联

网技术结合，引起教育领域某个垂直领域的

革命，并从垂直领域转向生态服务的公司。

互联网带来了产业变革，这意味着，不

仅传统教育在转向互联网结合的教育，而且

商业模式也需要进行巨大变革。未来新东方

将继续加快在互联网上的投入与部署。

教育领域从未如此热闹过

每一次和教育相关的革命都推动了社

会巨大的进步，这是必然的。现在知识传

播发展到第五次知识革命、互联网革命，

并达到了四个最大的要素。

第一，知识传播无边界大面积达到所

有人群，即使在中国落后的地区，只需要

加入一个成本并不高的音视频互动设备，

能做到让学生提问、回答问题，即可让他

们享受北京老师的优质课程。

第二，获取知识成本从来没有如此地

低过。如今，许多成年人选择上网学习。

哈佛大学一门课程的价格在 2500~3000 美

元之间，而网易公开课等产品则已经将他

们变为了免费。

第三，知识传播手段没有如此地丰富

过。互联网教育的本质是改变了知识的传

播手段。有时候，不是互联网带来了效率

的提高，而是丰富的形式、迅速的评价与

反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意愿。

第四，教育领域从未如此热闹过。教育

是正在被开发并且无穷尽的金矿，能够让大

量的公司同时保持高速的发展。

教育将是未来上市公司最多的领

域之一。教育领域是一个百花齐

放，一定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几

十家、上百家齐头并进的市场。

未来需解决哪些问题

教育领域的公司向前推进

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成熟

的过程。第一，从痛点的认知，

逐渐地找到问题。例如，我投

资那么多公司，凡是最后出问

题的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号

称解决痛点的同时，存在两个

毛病：一种是找到的伪痛点；

另一种是解决了痛点后，带来

其它的痛点。

第二，人们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技术

不等于教育，优质内容是教育的本质。堆

砌知识的平台已经不是人们追捧的对象。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内容付费也存

在着问题，例如，付费人数与“完课率”

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主动学习永远只能

是少数人。曾经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做过调

研，有自主学习意愿的学生占 10% 多到

20%。所以现状往往是我们赚多数人的钱，

让少数人学完。

我们面向未来会发现教育领域仍然存

在着一系列需要互联网解决的问题：

第一，如何让更多中国人热爱学习？

我们要让已经学习中的学习者如何更高效

率地学习，这是互联网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互联网能解决学习效率学习便

捷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问

题。有责任的教育机构应该以学生为全面

发展前提，将互联网和教育更好地结合。

第三，互联网和教育如何深度结合？

我特别担心的是，教育机构越做越好，高

考却越来越难。无论互联网与教育怎样去

结合，新东方最终希望实现的，是帮助学

生实现学习的高效率、人格的高健全和人

生的高质量。

总之，互联网本身不是教育，是为教

育服务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教育服务。

虽然智能化学习系统的探索尚未给教育带

来重大的影响，但是也许未来一两年将是

智能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教育行业

的企业间永远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的

对象。教育领域太大，每个人发挥自己的

潜能，一起努力才能获得改善公立学校传

统低效教学的可能。 （责编：陶春）

俞敏洪：教育领域将是“百花齐放”的市场

（本文根据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 2017 中国互联网

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2017.9 中国教育网络 65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文 / 曹欣然 刘天时

为了检查学生是否按时上课，教师会在上课过程中不定时发

起点名。目前，在高校中普遍存在的点名方式是教师通过纸质版

学生花名册，按照顺序点名。因为本科教学主要以大班授课为主，

人数较多，大多数超过 60 人，完成一次点名会耗费大量时间，

占用上课时间。另外，很多教师无法做到认识全体学生，滋生了

学生代签到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网络中涌现了很多基于微信的教学辅助系统，

这些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利用网页开发技术和数据库存储技

术完成高校教学辅助系统的开发。有的从公众号内自定义菜单入

手，实现了多种教学辅助功能的融合；有的引入带参数的二维码

实现点名功能，用户扫描二维码进入指定的 URL，完成签到；有

的是根据用户拥有唯一的 openid 设计点名系统，有效地防止了学

生代签到现象的存在。

本文是在研究网络上现存的点名系统后，提出一款基于微信

公众号的点名系统。该系统分为教师端和学生端，当教师发布点

名后，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提供的关键字完成签到，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签到时的位置来检查学生是否来到教室。随后，教师可以在

后台数据库中直接导出 Excel 文件，对于学生是否按时前来上课

情况一目了然，实现了点名系统的便捷化和信息化。

点名系统的三大优势

点名系统是应用于受众群体数量较大，且不适合使用传

统点名方式实现考勤的系统。网络上现存的点名系统分为基于

Android 平台和基于微信公众号两种，前者往往受用户终端设备

不一致的困扰。

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开发的点名系统保证了用户随时随地可以

实现考勤，不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对于教师来说，首次关注微信

公号时需要进行注册，填写姓名与工号，微信服务器接收到信息

时会将其与微信号进行绑定，再次登录时输入工号后即可直接登

录。教师发布点名后，系统会自动跳转界面，界面中央有输入框，

教师可自行规定输入的指令，可由数字、字母、字符随机组成，

到达规定时间后教师可手动操作，关闭签到功能。

对于学生来说，首次关注微信公号时需要进行注册，填写姓

名与学号，微信服务器接收到信息时会将其与微信号进行绑定，

再次登录时输入学号后即可直接登录。在教师发布点名后，系统

会自动跳转界面，学生需要在输入框内填写教师告知的命令并在

规定时间内填写完毕，完成签到。

教师和学生的工作流程图 1、图 2 所示。

本文介绍的系统是在微信公众号的基础上，通过腾讯自带的

定位服务，设计的一款高校课堂点名系统。主要有几个优势，一，

本系统在点名结束后，教师可以从后台获取 Excel 表格，便于直

观了解学生到堂情况；二，随时随地使用，不局限于教室授课的

固定模式，可以应用于集体活动的便捷化签到；三，设计过程中

不局限于系统自动生成数字完成签到，实现了教师当堂设置关键

字，其中包含数字和字母的随机组合，有效避免了学生在规定时

间内使用多台终端设备实现作弊签到。

互联网相关技术的高速发展，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传统的高校课堂点名

方式浪费时间的同时，仍然无法避免学生代签到现象。本文在研究了网络中现存的点名系统后，设

计了一款基于微信公众号的高校点名系统。该系统借助定位服务，利用网页开发技术和数据库存储

技术而完成。

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发高校点名系统

图 1  教师流程图  图 2  学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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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与实现

该系统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建立，首先申请个人公众号，然后，

以自定义菜单为中介，将设计好的网页嵌套进后台，再结合数据

管理系统，实现点名结果可以在数据库中查询的功能，手机端点

名完成后的结果会上传至服务器端，并且可以生成表格供教师自

行导出，最终完成一款课堂点名系统。

系统开发环境

系 统 的 开 发 方 面， 主 要 是 基 于 Windows 系 统 下， 使 用

XAMPP 搭建 WEB 服务器，采用 PHP 语言开发界面与服务器之

间的接口，利用 HTML+CSS 完成前台界面的编辑，采用 MYSQL

作为数据存储系统，使用 Eclipse 作为开发和调试环境。

PHP 独特的语法混合了 C、Java、Perl 以及 PHP 自创的语法。

PHP 是将程序嵌入到 HTML 文档中去执行，很好地实现了和前

台界面编辑的无缝连接。MYSQL 是一款关系型数据库系统，其

将数据保存在不同的表中，方便用户查看在数据库中存放的数据。

HTML 是用于描述网页文档的一种标记语言，它通过标记符号来

标记要显示的网页中的各个部分。CSS，定义如何显示 HTML 元素，

用于控制 Web 页面的外观。

系统设计

（1）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接口实现了用户和服务器间的联系。

对于关注了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他们在微信公众号内发出一次

请求，微信服务器会使用 HTTP 请求转给 Web 服务器，响应后

将处理结果回传给微信服务器，此时用户便可在微信公众号内收

到回复。这一系列过程就是用户使用客户端完成一次完整的会话。

具体工作流程如图 3 所示。

（2） 系统是基于微信 APP 设计并实现的，用户通过多种方

式关注公众号后，系统后台会自动获取用户个人信息，用户通过

注册功能，就可以将工号（学号）与微信账号进行一对一绑定。

系统接受到用户输入的数据后，将工号（学号）和姓名存入数据

库，再次登录时只需输入工号（学号）即可完成登录，此过程实

现了精确定位用户信息。

（3）教师发布点名后，学生在签到界面的输入框内填写教

师随机编写的命令。该命令由教师自行决定，可以包含数字，字

母，符号等。开发者编写程序时加入正则表达式，限定命令的长

度。教师可以规定签到时间，大约在 10 秒左右，学生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点名，若未按时完成签到，教师可根据情况手动修改学

生到课情况，分为：迟到、请假、早退、未到等。

（4）系统采用 MYSQL 作为数据存储系统，在用户登录时，

系统会将用户输入的工号（学号）和姓名的信息存入数据库，下

次登录时只需输入工号（学号）即可。另外，数据库与系统服务

器相连，课后教师可以登录后台，在数据库中下载系统生成的

Excel 表格，通过表格教师可以直观地看到学生按时到堂情况。

在使用数据库 MYSQL 时，需要在安装文件中改变并发用户

数，安装文件中默认为 100，可手动修改数值。本系统在调试阶

段将数值更改为 1000。一般情况下，对于一般高校课堂教学来

说人数为 200 左右，设计的数值足够应付系统需求。

（5）因为该系统是基于微信 APP 开发的，所以可以直接调用

腾讯自带的腾讯地图来实现学生签到的监督，在学生进入签到页面

时系统会询问学生是否开启定位服务。在学生完成签到后系统会显

示学生完成签到时的位置，可以有效监督学生作弊签到情况。

注重与各管理信息系统的融合

目前，信息化校园的建设逐渐走入正轨，广泛使用的信息化

平台有：教务管理系统、图书管理系统、实验室预约系统等，但

这些系统都是基于各自的平台进行开发，单独开发一个整合系统

成本过高，实用性不强。

西安石油大学在 2017-2018 第二学期的“分布式数据库”

课堂中，共有 30 名学生及一名教师使用笔者提到的系统。在实

践中发现，本系统借助微信公众号实现各系统的融合方便师生的

使用，其普及率高、易上手、零资费的优点受到广大用户群的认

可。然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如下问题：

1. 个别学生注册时未按真实信息填写，与教务处提供的花名

册有出入；

2. 存在学生在教室中同时使用两台终端设备进行代签到现象。

针对如上问题，笔者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在用户登录系统时

会输入学号和姓名等个人信息来进行注册登录，系统会为每位用

户生成唯一标识符 openid，管理员会调用教务系统中学生名单，

与学生注册信息进行比对，实现与教务系统数据的统一。在学生

完成签到后，系统会生成 Excel 表单，此表单会和纸质版学生花

名册统一格式，方便学校统一存档。另外，在学生进行签到时，

要求每位学生手拿终端设备放置课桌上，使得教师可以直观看到

是否存在代签到行为。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西安石油大学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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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一份离校清单，请务必查收

武汉大学：走心的离校报告

最新的一个毕业季，武汉大学上线了新的离校系统，被学

子们纷纷称为“走心的离校系统”。之所以走心，除了传统上

让学生少跑许多不需要的地方外，更重要的是，它给学生们提

供了一份毕业报告。

这份报告汇总了学生的四年学习生活的数据，是运用大数

据技术实现的个性化数据报告。在内容上，包含有毕业生的四

年课程汇总、成绩数据的总览、一卡通消费数据总览、借阅报

告等众多数据。

每份“毕业纪念册”都记录了该毕业生的四年大学生活，

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这份毕业报告得到了学生的喜爱，“毕业报告有心了”，这

的确是武汉大学用心制作的一份毕业礼物，旨在让毕业生回味

往昔，不忘母校情谊，又激励鼓舞，让毕业生勇敢展望未来。

这份毕业报告上线后的数据也表明毕业报告戳中了毕业生

们内心不舍的情绪，上线半小时后内关注人数 4013 人，进入应

用人数 1007 人。

在武大的离校系统中，毕业生可通过微信企业号内的离校

清单查看进度。

离校系统专题

编者按：

最近几年高校的离校系统越来越人性化，离校系统承载着一份特殊的使命和情怀。哪怕北大人给离校系统起了个“一分钟

滚蛋”的名，但万分不舍尽显其中。有人在微博里说，“离校系统就像集邮，集满了最后一张，意味着你告别图书馆，告别宿

舍，告别⋯⋯总之，意味着你从今往后变成了校友。”而在信息化的帮助下，高校的离校系统可以怎么做？本期为大家分享几

所高校现在的离校系统。

离校系统支持学生在 PC 端进行手续办理，并在企业号

里面集成了离校清单、离校事宜查询等功能，打通毕业离校

相关的各个部门，可以把部分工作转移到线上，这样一来，

各个部门的工作不再相互区隔，而是联动起来，学生需要跑

的部门少了，老师需要做的工作也少了，相关的通知、流程

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进行，可见，运用数据手段、互联网手

段可以很大地提升校园的智慧化水平。 （责编：王左利）   

（本文摘编自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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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离校”化繁为简

文 / 张巍   郭晓明   刘晓梅   刘凤伟

当前，数字离校已经成为很多高校毕

业生离校工作采用的模式。通过数字离校，

可以充分发挥信息化高效、便捷的优势，

优化和规范业务部门的工作流程，实现数

据的高度共享和快速流动，提高业务办理

效率，减轻业务部门工作强度，提高毕业

生的满意度。

大连理工大学于 2014 年启动了离校

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以加强部门间的协

调联动，简化毕业生离校手续，使毕业生

离校工作流程更加合理、规范和便捷，为

毕业生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营造热情和

谐的毕业离校氛围。

离校系统需求分析

高校毕业生在离校报退时，需要在相

对集中的时间内到多个部门办理一系列离

校手续。传统的离校报退流程是毕业生持

高校离校管理部门自制的纸质“报退单”

到学校各相关业务部门单独办理并盖章确

认，即使有些业务不需要办理，学生也必

须盖章确认，因此经常会出现排队办理的

现象。业务部门为完成毕业生报退工作，

一般要预先准备专门的场所，将毕业生名

单打印下来，安排工作人员现场为毕业生

办理离校业务，学生的登记、材料核对、

缴费、退费等业务办理工作强度非常大，

效率也很低。同时，毕业生离校数据不能

共享，导致教务、图书管理、一卡通等系

统的毕业生数据不一致，对后续统计分析、

业务处理等工作造成困扰。

基于上述问题，毕业生离校系统的主

要需求包括三方面： 

1. 毕业生需求：了解本人报退必须办

理的业务、可能需要办理的业务以及如何

办理；能够快速办理各种业务；能够进行

业务自助办理；可以及时了解业务办理结

果。

2. 报退业务部门需求：掌握毕业生基

本信息，保证需要毕业生办理的业务都能

够办理；高效完成本部门毕业生报退办理

的业务；业务办理情况统计和查询等。

3. 信息化部门：掌握和共享毕业生基

图 1  硕士研究生离校报退流程

大连理工大学

离校系统专题

研究生院提交报退名单
（预计能获取学位）

（学位办）

是否是留学生

结束

开始

研究生院通过离
校系统发起报退

发证审核
（发证部门）导入住宿信息

（研究生工作处）

导入欠费详细数据
（财务处）

导入借款学生名单
（财务处）

导入有报到证信息
（招生就业处）

导入户口迁移信息
（保卫处）

各环节数据准备

必须办理环节

导师物品归还

学杂费清缴

图书馆借阅清缴

论文提交

档案资料提交

缴费网络欠费

研究生退宿舍

欠款清还

非必须办理环节（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办理或查看）

派遣证发放

党关系转移

户口迁移发放

玉兰卡注销

团关系转移

毕业证发放

转档案

学位证发放

是留学生则剔除不管

离校研究生名单库
（硕士） 审核通过

发放学位证 / 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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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和毕业生毕业报退情况数据；报退

数据导入学校公共数据库，同步到相关业

务系统。

离校系统建设思路及业务流程

1. 系统建设思路

离校系统建设涉及的部门多，业务广。

除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管理等部门外，

还涉及学校财务、图书馆、信息化、后勤、

档案、保卫、招生就业等多个职能部门。

同时，学校的毕业生离校系统业务范围还

包含主校区、开发区校区、盘锦校区三个

校区，因此在离校系统建设中，部门协同

是系统顺利建设和实施的关键。为此，学

校建立了由主校区教务处、研究生院、国

际教育学院作为负责部门，开发区校区、

盘锦校区各部门为协助部门，网络与信息

化中心为技术部门的离校系统建设组织构

架。形成了如下系统方案建设思路，即：

以主校区的学生离校工作为蓝本，由教务

处、研究生院与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共同确

立一个初步方案，之后由国际教育学院、

开发区校区、盘锦校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

修改、调整和完善，最终汇总形成离校系

统的建设方案。

2. 系统业务流程设计和优化

离校业务是高校学生一条线管理中很

重要的一环，只有信息和流程都梳理清晰

后 , 才能更容易地开发离校管理与服务系

统。学校已有的离校工作模式经过了学校

多年的摸索和积累，已经形成了固有的业

务流程和业务处理方式。为使离校系统适

应原有的业务流程并加以优化和改进，我

们在梳理所有离校环节的基础上对部分业

务进行合理的信息化改造，使离校工作在

整体上和局部环节都得到优化。

以硕士研究生报退流程为例（图 1），

学校将毕业生离校手续分为必须办理环节

和非必须办理环节，毕业生只有完成全部

必须办理的手续后，方可领取毕业证和学

位证。

在毕业生离校业务优化方面，通过业

务梳理和系统之间的对接，减化了学生办

理业务的流程，但还有一些业务环节需要

进一步的理顺和改造。

如档案材料提交环节，这是每个研

究生毕业离校必须办理的环节。由于所

提交材料中的“学位授予证明”领取时

间较晚，毕业生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所

有档案材料的提交，导致排队现象十分

严重。为此，研究生院与相关部门沟通

之后决定由研究生辅导员汇总“学位授

图 2 数据准备和事项办理模块

图 3  查询统计模块

图 4  学生查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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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证明”后统一交至档案馆。同时档案

馆把原来两天的集中报退时间延长到一

周，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时间提交相关

材料，并用一卡通进行刷卡登记确认，

彻底解决了排队和效率问题。

又如毕业生报退时各类欠费缴纳和退

费工作，原有模式是毕业生自行到各个部

门办理，也是排队非常严重的环节。为此，

学校利用一卡通的电子支付平台，与各业

务系统进行对接，学生可随时了解本人欠

费情况，随时利用校内电子支付平台或一

卡通圈存机缴纳欠费，不需要到各个环节

所在管理部门办理；同时，网信中心汇总

毕业生的各种退费，在毕业生离校后，由

财务处统一退到学生预留的银行卡中。

离校系统的功能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离校系统包括离校管理

信息系统和“掌上离校”两部分。

1. 离校管理信息系统

离校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数据准

备、事项办理、查询统计、系统管理以及

毕业生查询等模块。

（1）数据准备

数据准备模块主要完成各类学生报退

所需数据的准备工作，通过数据导入或系

统对接的方式进行，包括：毕业生数据、

财务欠费、借款信息、派遣信息、户口迁

图 5  掌上离校

移信息、住宿等信息的导入和图书借阅、

网络欠费等信息系统的对接。同时为各业

务部门提供了数据准备进度查询的功能，

根据数据准备进度情况启动报退工作。 

（2）事项办理

事项办理模块主要由各部门完成毕业

生离校所有环节业务的办理，通过系统对

接的业务直接提取是否需要办理以及办理

后的状态，通过一卡通刷卡现场办理的业

务，直接标记完成状态。同时，业务部门

可以查询各项业务的办理情况。

（3）查询统计

查询统计模块为各业务部门和相关职

能部门提供所有毕业生各项业务办理详细

情况的查询、导出以及总体情况的统计和

图表展示，便于随时掌握毕业生离校工作

的进展。

（4）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模块用于完成对报退业务、

流程、人员、权限等方面的管理，以便灵

活配置和调整毕业生离校工作，具体包括：

批次管理、类型管理、事项管理、事项关

系管理、权限管理等内容。

（5）学生查询

该模块主要用于毕业生快捷掌握需要

办理的离校手续以及办理方式、办理状态。

毕业生报退业务在查询页面中分“红灯”、

“绿灯”和“黄灯”三种状态显示，分别

表示“未办理”、“已办理”和“可能需

要办理”。毕业生查询页面只要有红灯即

表示相应业务没有办理，只有全部为绿灯

或黄灯才可以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

2.“掌上离校”

“掌上离校”是基于大连理工大学移

动校园“i 大工”平台的掌上应用，包括

iOS、安卓两个版本，使毕业生可以通过

手机等移动设备快捷地查询离校业务办理

情况。

  离校系统的数据集成

离校系统实现了毕业生数据和业务办

理信息的协同共享。由于大连理工大学教

务系统、研究生系统均没有毕业报退模块，

且本科生、研究生报退流程差异较大，数

据格式不能统一，因此在毕业生数据准备

上仍旧采用数据导入的方式，导入后的毕

业生数据实现了各业务部门的共享。同时，

对于住宿管理、财务欠费等业务由于没有

业务系统支撑或出于安全考虑，也采用数

据导入的方式。而对于图书借阅清缴、论

文提交、档案资料提交、缴纳网络欠费等

环节则直接通过系统对接方式实时获取结

果数据并在离校系统中直接反馈。

毕业生离校后，离校系统中的数据将

同步到学校公共数据库中，并与教务、图

书管理、一卡通、网络管理等系统进行数

据同步，各业务部门不用再重复处理毕业

生数据，直接完成已毕业用户的注销等后

续业务。

毕业生离校系统运行以来，在提高工

作效率、降低工作强度、优化工作流程、

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

到了毕业生和相关业务部门的高度认可。

同时，离校系统的成功建设和运行也为学

校建设多部门、多业务协同的信息系统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也将继续优化和完

善毕业生离校系统，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师

生。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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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凌

过去，每一个学生离开学校前，需要领一张转单，学生拿着转单到每一个部门盖章，

之后，便可以领毕业证办理离校手续。这个步骤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学生在领证离开学

校前，学校和学生两不相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校希望借助信息系统完成离校工作，因而“数字离校系统”

应运而生。但是理想的离校系统真的并不多。如北京理工大学之前所用的系统，除了

界面不美观外，各种业务的设计也很不合理。

之后，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离校系统应该怎么做，并自主研发了新的数字离校系统。

系统运行几年来，顺利地支撑了学校的工作。那么，离校系统的核心是什么？离校系

统涉及到哪些问题？这是我们能否设计一个好用的离校系统的理念支撑。

五问离校系统
离校系统应当常态化。一个学生一旦成功进入学校，就应当将其数据自动同步到离校系统中。

Q1

离校系统专题

    离校系统还能解决哪些问题？

学生是否获得了毕业资格，是否应该

由离校系统判断呢？学生是否欠费，是否

应该由离校系统判断呢？表面上看，这些

业务都跟离校工作有一定的关系，但仔细

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业务跟离校系

统几乎是没有一点关系，因为这些结果原

本应该由教务、财务系统得出。

跟很多信息系统一样，离校系统本质

上解决的是信息及时共享问题。通过将学

生办理情况的数据在业务部门、学院和学

生之间共享，使得学生可以少跑路，业务

部门可以少接待，而学院可以及时了解学

生的手续进展情况。

       离校应该做成常态化的吗？

传统上将离校当成一项在特定时间内

的特定工作，这是因为在操作中学校在毕

业季才开始把离校当成一项重要的业务对

待。但实际上，随着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不

断发展，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在七月毕业。譬

如，有不少硕士研究生是在当年的三月份毕

业，而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是随着论文和答辩

的进行，每年可能有好几批学生毕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离校系统做成一

种可以支持常态化工作的系统是很有必要

的。要让系统的工作常态化，最重要的就

是避免人工干预和配置。

也就是说，一个学生一旦成功进入

学校，就应当将其数据自动同步到离校

系统中。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化流程。在过

去，学生之所以要拿着转单去很多部门，

是因为当时的信息系统还不普及，学校还

仅仅把学生当成管理的对象而缺乏服务的

意识。当信息系统普及后，我们再回头

看，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转单上很多部门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存在于高校的离校环

节中。这些环节可以分为两种：思路转变

后可以取消的环节以及可以后台批量办理

的环节。

思路转变后可以取消的环节，指的是

这个环节在信息化时代已经失去了过去管

理上的意义，比如，收回学校医疗本，医

疗信息化快速发展，学生完全可以用一卡

通看病，根本没有必要收回医疗本。

可以后台批量办理的环节，是过去需

要面向个人办理的业务，现在完全可以通

过系统数据统一办理，比较典型的有：

1. 网络账号注销：让用户逐一注销是

件很麻烦的事，把该退回的费用统一退回

到银行，然后以一个命令瞬间注销。

2. 一卡通注销：同样的道理，将资金

退回即可。

同时，保留下来的环节也不要设置复

杂的先后顺序，除了发毕业证学位证的环

节必须是最后的环节以外，其他环节完全

可以并行办理。

离校环节的简化，并非系统之功，而

是一批极具服务意识兼备管理智慧的管理

人员长期努力的结果。而数字离校系统的

建设，恰恰为他们实践自己的管理理念提

供了一个契机。

离校系统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Q2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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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离校必须得有名单吗？

（作者单位为北京理工大学）

       办理状态如何表示？

如果离校是一个常态化的系统，那么

在离校系统中的一个部门的状态项就不仅

仅是是否办理完成状态，而是有可能在多

种状态之间多次转换。可能的状态包括：

待核准：当学生进入学校时，系统自

动为其初始化的状态。

需办理：表示学生真的需要办理这项

手续。

无需办理：表示学生不需要办理这项

手续。

已办理：表示学生已经将手续办理完毕。

很多离校系统公司提供的离校系统在

使用时必须配置离校名单，而且离校名单

不能随便修改，一个学生不能多次进入离

校名单，这些都是对学校的实际工作不了

解导致的。

过去，在使用这样的系统时，我们向

研究生管理部门要准确的离校名单，会听

到类似的答复：“我怎么知道这些博士能

不能毕业？他们能不能毕业要根据答辩结

果确定。”

系统需要离校名单，往往是希望通过此

标识出学生是不是可以离校，名单内的必须

离校，名单外的不能离校。但从高校实际管

理的现状来看，在管理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前，希望通过系统来判断学生能不能离校并

不现实。真正最了解学生相关情况的，恰恰

是办理离校业务的学院辅导员、副书记，与

其在系统里要一份并不准确的名单，不如把

决定权留给最熟悉此项工作的人。

但离校名单就没有用吗？当然不是，

提供一份离校名单可以对工作人员起到提

醒的作用，批量办理也需要通过名单完成，

同时也可以作为生成统计报表的依据，只

要不将其作为可否办理的依据和系统运转

的必要条件即可。

那么，离校名单应当如何表示？一种

最为简单的表示方法是在每条学生数据上

增加离校起始和终止时间两个属性。

离校系统中的其他要点

系统的整合

在系统没有整合前，为了实现学生少

跑路，业务部门少接待的任务，就必须要

进行需办理状态预置和批量办理，这背后

是工作人员对名单的手工处理。不仅耗时

费力，而且容易出错。

一旦做好系统整合，每一个状态的变化

随着业务系统中的数据变化而自动变化，十

到十五分钟左右的延迟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数据的到达比学生稍微快一点就可以。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完成了三

个环节中两个环节的整合：

图书馆：图书馆工作人员完成必要的

工作后，将读者信息注销，此时离校系统

自动将用户置为已办理状态。

财务处：通过财务系统的学生欠费信

息视图，将欠费学生标记为需办理，其余

标记为已办理。

移动端的支持

通过将离校系统与微信企业号整合，

可以方便地为学生提供状态查询和状态变

化通知，让学生走在路上也能及时了解自

己的情况。

离校是一个与其他业务系统高度整合

的系统，但现实的情况是，整合未必一开

始就能成功。而对于没有整合的环节，在

设计时需考虑手工办理可能带来的问题。

对于一个没有做系统整合的环节，“已

办理”这个状态是有一定风险的。譬如一

个博士生进入了离校名单，财务处核查其

并不拖欠费用，就通过批量办理功能将其

置为已办理。碰巧该博士生并未通过答辩

延期一年，期间住宿舍却并未缴费。当该

博士生再次办理离校时，如果宿管中心与

财务处已核查其是否存在拖欠费用，就不

Q4

Q5

可办理：表示学生可办理也可不办理，

由本人决定。

如果一个项目处于待核准和需办理状

态，学生是需要去办理相关手续的，显示

为红色；而如果处于无需办理、已办理、

可办理状态，则显示为绿色。

会有问题。但毕竟人工操作难以保证时效

性，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空档期。这时实

际上学生欠费，可因为状态未能及时改变，

会显示错误结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对于“已办理”

这一状态应该设置一个有效期，譬如办理

之后三个月，当有效期过去了，则已办理

状态就无效了。

对于没有整合的环节，导入需办理名

单和批量办理就是非常有用的功能了。前

者将名单内的学生设置为需要办理，同时

可以将名单外但却在离校名单内的学生设

置为已办理。后者则直接将大批学生置为

已办理。

系统运转时各个部门的工作

在离校期间，与离校系统相关的各个

部门的工作如下 :

教务处、研究生培养处：在离校开始

前提供一份大致准确的名单。

网络信息技术中心：将名单导入离校

系统，设置学生的离校大致时间。之后若

宿管中心能够提供住宿名单，则导入系统

将相关学生置为需办理。

后勤宿管中心：根据离校名单整理学生

住宿情况，提供给网络服务中心和财务处。

财务处：根据宿管中心名单计算住宿

费，难度较小。学生补交费用后更新财务

系统中学生的欠费情况。

图书馆：自学生答辩后便开始收取电

子版论文和纸质论文，收纸质论文时如无

借书则注销学生读者信息。

各学院：使用离校系统查询学生手续

办理情况，并在所有前置环节办理完毕后

将学生置为已离校状态。

总之，数字离校系统相比于数字迎新

系统而言更复杂一些，但系统之间的关系

理清楚，其实也并不难。

信息化的目的是把事情变简单，而且

也只有事情简单了，才能让系统好用。在

信息化的建设中，做加法很容易、做减法

很难，可很多时候恰恰是减法才有意义。

（责编：王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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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借鉴的高校安全证书配置

文 / 张文正   张宁

随 着 苹 果 和 腾 讯 微 信 小 程 序 强 制

要 求 HTTPS 安 全 通 信， 以 及 免 费 证 书

LetsEncrypt 的出现，安全证书（下文简称

证书）的部署已成为必选项，其部署成本

也大为降低。正确部署了证书后，能大幅

减少网络嗅探带来的安全问题和提高用户

隐私的保护程度。但如果证书部署不正确，

其本应具有的安全性会大打折扣，甚至形

同虚设。下面就在高校中如何配置安全证

书尝试做一个“最佳实践”的探讨（不探

讨加密算法等原理）。

高校中的重点保护对象

在高校里，一般需要给这些服务配置安

全证书：统一身份认证 & 单点登录服务、邮

件服务、SSL-VPN、部分安全性要求较高的

Web 应用（如财务系统、科研系统等）、一

些需要在手机 APP 内或微信小程序内调用数

据的 Web 应用等，若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考

虑给 HAProxy（负载均衡前端）、WWW 门户、

FTP 等服务配置证书。

目前高校统一身份认证 & 单点登录服务

常用的架构是 CAS/Shibboleth+LDAP，部分

高校还有基于 oAuth 的认证授权为一体的服

务。其中，CAS/Shibboleth/oAuth 都走的是

HTTP 协议，传输的是用户名密码等高度隐

私数据，被第三方系统调用频率很高。所以

应将其作为第一个优先部署证书的服务。后

端的 LDAP 认证系统一般会部署在内网，但

若要防范内网攻击源，也需要对其部署证书。

邮件服务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也容易

受到攻击。邮件服务一般会同时开放 Web、

IMAP、POP3、SMTP 等访问协议，需要同时

在这些服务上配置证书。

值得注意的是：域名系统安全扩展

（DNSSEC）的证书体系虽然和本文中的基于

X.509 协议的证书体系有些不同，但在配置

时也可以作为参考。

另外，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角度来

看，可能对于等保定级为 2 级以上的业务系

统最好都需要配置安全证书。

证书服务商的选用

值得推荐的是 LetsEncrypt 免费证书。

LetsEncrypt 的赞助商是谷歌、Facebook、

Mozilla基金会、Cisco、Akamai（CDN服务商）

等巨头，所以其服务的长期稳定性也是可以

保障的。LetsEncrypt 提供了 Apache/Nginx

等服务器端证书自动生成工具，非常方便高

效，可配合 cron 工具自动续期证书。对于

SMTP/IMAP/LDAP等服务的配置也可手动完成。

但 LetsEncrypt 无法为个人签发数字证书，

若有需要对邮件、电子印章进行证书签名的

使用场景，则不能选用它。此外，目前由于

绝大部分购买的 SSL-VPN 是硬件式设备，若

需要将 LetsEncrypt 证书应用到其上，需要

咨询厂家是否支持 LetsEncrypt 证书的自动

续期，否则，维护起来比较麻烦。

另外，由于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的

Chrome 浏览器逐渐不再信任赛门铁克及其

旗下的 SSL 证书，若要选购商业证书，需要

确认服务商不在黑名单中。

证书配置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生成可靠的私钥

一般选用加密长度为 2048 的 RSA 算法

生成私钥，1024 位被破解的风险较大。一

旦私钥被破解，证书体系的安全性全部丧失。

若在向证书服务提供商申请证书的过程中允

许由自己来生成私钥，在执行相关 Open SSL

命令时，尽可能通过不停随机敲击键盘来增

加随机熵值。

“干货”来了！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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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安全的证书协议

有五种协议SSL v2、SSL v3、TLS v1.0、

TLS v1.1和TLS v1.2（SSL v1从未公开发行），

其中TLS v1.1和 TLS v1.2 目前还未发现有安

全问题。大家习惯上把安全证书称为 SSL 证

书，但恰恰 SSL v2 和 SSL v3 这两种协议都是

不安全的，严禁使用。TLS v1.0也有些小问题，

但为了兼顾一些老式的通信对象，可以使用。

在默认配置中，也应不启用 TLS v1.0，当发

现不兼容问题后，若第三方应用无法更改，

可再启用 TLS v1.0。

使用完整的证书链

证书链可简单理解为操作系统或浏览器

内安装的全球根证书、终端用户证书以及这

两个证书中间的一级或多级证书服务提供商

的证书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信任链，如果

中间缺了某一环，则证书链不完整，也就不能

确保证书安全。实际配置过程中，管理员有时

候会直接把从证书服务提供商处下载的服务

器证书文件配置到Apache等配置文件中，忘

记将证书提供商的中间证书也要放在证书文

件里，就会导致证书链不完整的问题。一般来

说，直接把服务器证书和提供商的中间证书合

并在一个文件中即可（都是文本文件）。

配置恰当的加密组合

加密组合是指证书安全体系中的协议、

密钥交换算法、AES 加密算法及其分组加密

模式、摘要哈希算法的组合。需要兼顾安全

性、通信对象的强制性和兼容性、性能等因

素，一般将安全性高的加密组合放在前面，

大部分通信对象会使用匹配到的第一项组

合，忽略其他组合。

保障 Open SSL 的安全更新

应设置系统自动安装安全更新，特别是

OpenSSL 及其相关库（如 libssl 等）的安全

更新。Open SSL 的安全漏洞往往会导致证书

的安全性变得极为脆弱。

Web 应用中常用的证书相关    
问题和配置

由于大多数软件基础设施和业务系统都

是 Web 应用，所以对此做侧重探讨。

1.HTTPS Web 应用中引用了非 HTTPS 的

外部服务器链接。常见情况是引用了外部的

HTTP 链接的 JS/CSS，此时 Chrome 浏览器证

书标识小锁图标上就会显示黄色三角形，如

下图：

 

此时，应优先改为本地引用，或者直接

引用无安全问题的 HTTPS 外部链接。

2. 安全 Cookie 配置。开发人员一般习

惯于不加密直接读写 Cookie，尤其是当存储

了 HTTP Session 数据的 Cookie 被不法者拿

到后会用于中间人攻击。我们需要在 Web 服

务器内启用安全 Cookie，这样，Web 服务器

就会拒绝不是由浏览器发出的 Cookie。如

Apache 的配置是：Header edit Set-Cookie 

^(.*)$ $1;HttpOnly;Secure

3.启用HTTP严格传输安全（HSTS）配置。

当 Web 服务器中的证书配置有误时，HSTS 仍

能指示浏览器保障安全通信，浏览器也不会

提醒用户忽略警告继续访问（最常发生于证

书过期时）。如 Apache 的：Header always 

set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max-

age=15768000"

4. 对非敏感性资源启用客户端缓存。

WWW 门户访问量一般很大，若要对其配置证

书，需要启用图片等非敏感性资源的客户端

缓存以提升性能，一般需要在 Web 服务器内

做相关设置，如 Apache 的：

<FilesMatch "\.(ico|pdf|flv|jpg|jpeg|png|

gif|js|css|swf)$">

Header set Cache-Control " public"

</FilesMatch>

对于配置了自签名的证书的应用则不可

启用 HSTS，否则用户无法忽略安全警告和

继续使用服务。

高校环境中常见的兼容性问题

1.Windows XP 中 IE8 及以下版本浏览器

不支持新式的加密算法，若必须要支持，需

要启用 RC4 加密算法，Web 服务器端需在加

密组合的配置中添加 RSA-WITH-RC4-128-

SHA 和 RC4+SHA。显然，这会降低证书的安

全性，所以优先做法是说服用户升级操作系

统和浏览器。

2.JRE/JDK 6 中的 Diffie-Hellman 加密

算法的加密长度最多只能支持 1024 位，导

致无法和 2048 位的证书通信，从而出错。

这类问题最常发生在基于 JDK6 开发的应用

在和单点登录系统对接时，而升级 JDK 又造

成应用无法正常使用。这种现象在部分高校

应用系统中比较常见。此时，我们只能动“小

手术”，将 JDK 6 的 Security Provider 改成

BouncyCastleProvider（可从 http://repo1.

maven.org/maven2/org/bouncycastle/ 中下

载 bcprov-ext-jdk16-1.46.jar 和 bcprov-

jdk16-1.46-javadoc.jar 并作适当配置）。

相关工具

运用以下几个工具能减少出错机率，让

配置工作事半功倍。

1.SSL Labs 证书安全性在线检测和诊断

工具 https://www.ssllabs.com/ssltest/ ：一

般 B 级及以上才可视为具有足够的安全性。

建议高校同行都使用该工具检测一遍学校的

证书的安全性。在诊断结果的“Handshake 

Simulation”小节中可看出通信对象的兼容

性，可帮助预判兼容性问题，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特别要注意移动设备的兼容性。也可

以利用该工具查看国内大型网站和美国高校

的证书配置，可学习借鉴其如何处理安全性

和兼容性的做法。

2. 服 务 器 证 书 配 置 文 件 生 成 工 具

https://mozilla.github.io/server-side-tls/

ssl-config-generator/ ：可生成 Apache/

Nginx 等服务的配置。优先考虑使用 Modern

类型的配置（其中，Apache 需要 2.4.* 版本

才支持 Modern 类型）。

3. 在线完整证书链生成工具 https: / /

certificatechain.io/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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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保证

校园网络的安全与稳定，网络是任何信息化

建设的基础，网络安全稳定是一个关系到全

校教学科研平稳运行的重要问题。然而 , 随

着数字校园的发展，校园网络频频遭受攻击，

一直以来问题不断，今后也将面临更多的威

胁。虽然各学校高度重视，以确保网络的安

全和稳定运行为己任，但是还应该找到具体

的设置方法和策略，笔者根据自身工作中的

经验教训，为此做一探讨，文中指令以广泛

使用的 Cisco 设备为参考。

配置目标

网络设备的配置就是要保证数据通信

的畅通，网络安全配置就是要保证高校网络

通信的安全，最大可能使计算机及其网络系

统资源不受自然和人为有害因素的威胁和危

害，即指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受

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

破坏、更改和泄露，确保系统能连续可靠正

常地运行，使网络服务不中断。

实施人员

配置的实施人员在安全设置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论述清楚其职责。

高校应分别设立网络管理员队伍（或称系统

管理员，下同）和网络安全审计员，并分别

由不同的人员担任。网络管理员可由各个院

系部处中心自行任用，由信息化管理部门统

一管理和评价，人数多；信息安全管理人员

可以兼任网络安全审计员，由信息化管理部

门任命。

根据网络访问控制的授权：只有网络管

理员才有权登录网络核心设备，网络管理员

根据网络访问控制策略要求，进行网络设备

参数设置，更新和维护等工作，对网络设备

实行分级授权管理，按照岗位职责授予不同

的管理级别和权限。

网络安全审计员对网络管理员的登录和

操作内容进行审计，对网络配置与网络访问

控制策略进行符合性检查，为网络设备安全

运行提供预警信息。

安全配置要求

网络设备部署位置的环境，网络设备的

部署环境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规范，以

保证网络设备的正常运行。本文以 Cisco 配

置命令为例，详细介绍基础的网络安全配置。

关闭不必要的服务

1. 禁止 TCP、UDP Small 服务

路由器会提供一些基于 TCP 和 UDP 协议

的小服务 , 如：echo、chargen 和 discard。

这些小服务很少被使用，而且容易被攻击者

利用来越过包过滤机制。可采用 no service 

tcp-small-servers 和 no service udp-

samll-servers 指令关闭这些服务。

2. 禁止 Finger 服务

Finger 服务可能被攻击者利用查找用

户和口令攻击。采用 no ip finger 和 no 

service finger 指令关闭此服务。

3. 禁止 BOOTp 服务

采用指令 no ip bootp server 禁用自启

动服务。

4. 禁止 IP Source Routing

禁用源路由，防止路由信息泄露，指令：

no ip source-route。

5. 禁止 IP Directed Broadcast

禁用定向广播，防止 smurf 攻击，比如

no ip directed-broadcast 指令。

6.WINS 和 DNS 服务

如果没必要通过网络进行名字查询则禁

止 WINS 和 DNS 服务，比如：no ip domain-

lookup 指令。

7.ARP-Proxy 服务

如果不需要 ARP-Proxy 服务则禁止它，

否则容易引起路由表的混乱 , 路由器默认

开启的，可采用 no ip proxy-arp 和 no ip 

proxy-arp 禁止。

设置特权口令

不要采用 enable password 设置密码，

而采用 enable secret 命令设置，enable 

secret 命令用于设定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口

令，而 enable password 采用的加密算法比

较弱。而要采用 enable secret 命令设置。

并且要启用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这条命令用于对存储在配置文件中的所有口

令和类似数据进行加密。避免配置文件被不

怀好意者看见，并窃取这些数据的明文。

登录要求

1. 对 CON 端口的登录要求

值得关注的校园网基础安全配置
文 / 梁艺军 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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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CON 端口的访问 , 给 CON 口设置高

强度的登录密码，修改默认参数，配置认证

策略。

2. 对 AUX 端口的管理要求

除非使用拨号接入时使用 AUX 端口，否

则禁止这个端口。

3. 远程登录的安全要求

建议采用 SSH 协议来取代 Telnet 进行

设备的远程登录。SSH 与 Telnet 一样提供远

程连接手段。但是 SSH 传送的数据（包括账

号和密码）都会被加密，且密钥会自动更新，

极大提高了连接的安全性。SSH 可以非常有

效地防止窃听、防止使用地址欺骗手段实施

的连接尝试。

（注意：只有支持并带有 IPSec 特征集的 IOS 才

支持 SSH。并且 Cisco IOS12.0-IOS12.2 仅支持

SSH-V1。）

4.HTTP 的登录要求

如非要采用 HTTP 服务，要求对 HTTP

服务进行严格的控制，如果必须选择使用

HTTP 进行管理，最好用 ip http access-

class 命 令 限 定 访 问 地 址 且 用 ip http 

authentication 命令配置认证，修改 HTTP

的默认端口。

本机认证和授权

初始模式下，设备内一般建有没有密码

的管理员账号，该账号只能用于 Console 连

接，不能用于远程登录。建议用户应在初始

化配置时为它们添加密码。一般而言，设备

允许用户自行创建本机登录账号，并为其设

定密码和权限。

SNMP 协议

1.SNMP 服务器的开启

如不需要提供 SNMP 服务的，要求禁

止 SNMP 协议服务，注意在禁止时删除一些

SNMP 服务的默认配置。

2. 更改 SNMP TRAP 协议端口

如开启 SNMP 协议，要求更改 SNMP 

trap 协议的标准端口号，以增强其安全性。

3. 设置 SNMP 密码

如开启 SNMP 协议，要求设置并定期更

改 SNMP Community（至少半年一次），以

增强其安全性，不建议开启 SNMP rw 特性。

4. 开启 SNMP 

如开启 SNMP 协议，并且条件许可的

话，建议启动 v3 以上版本，指令为 SNMP-

server host 10.0.0.1 version 3 auth 

MoreHardPublic。同时启用基于 MD5 认

证和 DES 加密来保障 SNMP 通道安全的机

制。

开启日志功能

为了实现对设备安全的管理，要求对设

备的安全审计进行有效管理。根据设备本身

具有的属性和实际维护经验，建议相关安全

审计信息应包括设备登录信息日志和设备事

件信息日志，同时提供 SYSLOG 服务器的设

置方式。

比如 Cisco 设备将 LOG 信息分成八

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为 debugging、

informational、notifications、warnings、

errors、critical、alerts、emergencies。

考虑到日志信息的种类和详细程度，并且日

志开启对设备的负荷有一定影响，在此建

议获取有意义的日志信息，并将其发送到

网管主机或日志服务器进行分析，建议将

notifications 及以上的 LOG 信息送到日志服

务器。

其他安全要求

1. 禁止从网络启动和自动从网络下载

初始配置文件

使用 no boot network 和 no service 

config 禁止从网络启动和自动从网络下载初

始配置文件。

2. 禁止未使用或空闲的端口

使用shutdown关闭未使用或空闲的端口。

3.banner 的设置要求

对远程登录的 banner 的设置要求不能

透漏设备和网络信息，并应包含非授权用户

禁止登录的字样。

4. 源地址路由检查

为了防止利用 IP Spoofing 手段假冒源

地址进行的攻击对整个网络造成的冲击，要

求在所有的边缘路由设备（即直接与终端用

户网络互连的路由设备）上，根据用户网段

规划添加源路由检查。

( 注意：该检查会对设备负荷造成影响，源路由检查

功能更适用于网络接入层设备，汇聚层和核心层设备

不建议使用。)

5. 黑洞路由

当上级设备与下级设备互连时，若下级

设备使用缺省路由引导流出流量，而上级设

备使用静态路由或只接收下级设备宣告的汇

聚路由来引导返回流量，常常会在互连链路

上形成路由环路。这是由于下级设备有部分

明细路由实际上没有使用而没有路由记录，

而此情况不被上级设备所知道。当有流量指

向这部分地址时，下级设备会根据最长匹配

原则使用缺省路由记录发往上级设备，而上

级设备又根据静态或汇聚路由记录发还给下

级设备，由此反复直至该流量的 TTL 递减归

0为止。当网络受到扫描攻击或恶意破坏时，

大量的流量在此链路上循环将严重挤占带宽

和设备资源，影响网络服务质量甚至导致网

络瘫痪。

要求根据 IP 规划和实际配置情况，在

有此类故障隐患的下级设备上添加黑洞路

由，屏蔽暂时不用的网段。这需要根据业务

开展情况实时做出调整。

（注意：将对目标地址不在路由表中的包进行丢弃

操作。在 CMNET 核心层和汇聚层网络设备中不实

施该建议，配置时需要确定是否会与缺省路由存在

冲突。）

6.CAR 技术

CAR 是 Committed Access Rate 的

简写，意思是：承诺访问速率。CAR 主

要 有 两 个 作 用： 对 一 个 端 口 或 子 端 口

(subinterface) 的进出流量速率按某个标

准上限进行限制；对流量进行分类，划分

出不同的 QoS 优先级。CAR 除了可以限制

某种流量的速率之外，还可以用来抵挡某

些类型的网络攻击。DOS 网络攻击的一个

特征是网络中会充斥着大量带有非法源地

址的 ICMP 包，我们可以通过在路由器上对

ICMP 包通过配置 CAR 来设置速率上限的方

法来保护网络。

建议在接入层面实施 CAR，配置 CAR 后

会对设备性能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慎重实施。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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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宿舍：盘活暑期闲置资源

对于大学是否对公众开放的话题，人们

争论已久，一种声音认为，校园资源的开放，

会不会带来校园环境受到影响，教学设施损

坏风险提高、安全存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种声音认为，校园应该与社会联系在一

起，呼吁资源共享。

“共享宿舍”的诞生，正是高校方面做

的一次开放性的尝试。今年暑假期间，西南

民族大学选择 50 间学生宿舍，经过在校生

布置设计和简单改造后，成为面向背包客和

暑期外地来成都实习大学生的“共享宿舍”。

西南民族大学后勤集团一名负责人称，入住

者可通过在线预订或现场办理的形式入住，

缴纳押金后即可获得西南民大“一卡通”，

期间，入住者同时共享学校食堂、图书馆等

资源，日均单价约 25 元，首批“共享宿舍”

目前供不应求。

据报道，“共享宿舍”系成都市双流区“空

港高校共享之旅”项目之一，为落实四川省

政府“利用高校假期闲置资源助推双创 + 旅

游”项目工作部署，针对学校现状，由学校

所在的成都市双流区政府、校方与运营机构

三方合作的一项尝试。这些共享宿舍全部为

新学期待分配的闲置宿舍，开放时间限定为

一个月，所得收入中，部分将作为学生暑期

共享宿舍、共享厨房，下一个共享是什么？

在互联网的带动下，互联网成为一种媒介，诞生了一种

新的共享模式——共享经济，出现一系列实物共享平台，从

Uber、Airbnb 到共享单车、共享篮球、共享健身、共享马扎等

推陈出新的共享经济。舆论称，2017 年是开启共享的元年。一

方面，在越来越热的共享时代，我们会发现已经出现一些窘局，

例如过量投放、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带来的拥堵、资源的浪费，

市场上的共享项目一拥而上，追求短期利益的“伪共享”项目

混迹其中，需要我们理性地面对。另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探索，并

寻找有价值的共享的项目，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人们提供更为便捷的

服务。  

近期，校园共享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模式，也逐渐地热起来，

从共享课程、共享图书、共享教育资源到共享宿舍、共享厨房等等，

不断刷新我们对于共享的认识。其中，不乏一些赢得舆论普遍称赞

的探索。

“高校的宿舍共享，开了一个高校资源对外

开放的好头！对于高校来说，能主动对外开

放资源最重要的是表明了一种态度：我们高

校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是与社会和当

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呼吁更多高校开

放更多资源，让资源达到最高程度的利用，

造福社会。然而，开放高校资源不能心急。

如何兼顾高校资源开放的公益性与可持续

性？高校可以尝试有偿开放。同时，要加

强管理力度，以防止开放资源后给校园带

来不安全因素。”（来源：华西都市报）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邓智团

“尽管‘共享经济’正在社会上走热，但

是高校还不同于社会，应兼顾到学生及家

长的感受。暑期开放的宿舍，在新学期仍

然将作为学生公寓纳入分配体系中，其涉

及的卫生等问题，需要校方特别关注。虽

然有住宿登记制度，但是如果有人持伪造

证件入住，就是一大隐患。入住者持校园

一卡通即可进入校内多个设施，校方应统

筹考虑安保工作。符合开放条件的大学怎

样向社会开放，应该有系统性的鼓励政策，

‘共享宿舍’涉及管理、维护、维修等费用，

需有明确政策指引，可允许学校通过成本

核算收取一定成本费用，或者单列经费进

行补偿。”  （来源：新京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专家说法

勤工俭学费用。据了解，除西南民大之外，

四川省旅游学校黄龙溪校区、双流区棠湖中

学、双流区艺术体育学校的“共享宿舍”也

正在规划中。

从目前舆论的反馈来看，以支持和称赞

占多数，质疑的声音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

如何形成共享长效的机制是接下来需要探讨

的问题。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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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厨房：别人家的大学尝新

近期，“湖北大学共享厨房”登上微博热搜排行榜，一些

网友留言“别人家的大学”“我也好想去试试”⋯⋯这家共享

厨房在湖北大学风华园食堂内，是由 2014 级环境与艺术设计专

业的学生杨海北开办的。在共享厨房里，只要带上食材，人人

都可下厨。

杨海北是北方人，因为到武汉读书之后非常想念家乡的食

物，他的朋友就给他提出了共享厨房的点子。杨海北向大学餐

饮中心负责人提交了一份方案，而后者同意在食堂免费提供给

他一个厨房。“基本上每天的午饭、晚饭都预定满了，经常是

一个寝室的人过来做菜吃。”杨海北说。共享厨房开张已有近 3

个月，一开始鲜有人问津，现在已经创造了每个月每个灶台百

余人“访问”纪录。据 8 月 11 日澎湃新闻报道，这项服务可以

网上预订、只收费 10 元，学生可以自带食材、亲手做饭，带进

厨房的食材首先要由食堂方面检查。

在杨海北看来，“共享”是现今时代的潮流，完美地利用

了各种闲置资源，共享经济日后也会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提到共享厨房的发展前景，杨海北说：“初期只有在厨房自主

做饭这一项活动，未来我们还会开发微信小程序，也会推出月

卡年卡制度，提高顾客黏度。”        
篮球共享：一元体育

目前市场上出现许多家的篮球共享企业，例如 “猪了

个球”、“一元体育”、“891 共享篮球”和“敢拍共享篮球”

等企业。用户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扫码取球，并提供控制柜

门、锁定和计费等功能。  

据报道，微博网友晒出了一个位于浙江嘉兴学院梁林

校区的共享篮球柜， 用微信扫码就能取球，押金 29 元，玩

半小时 1.5 元。为了保证租球人能够按照规定还球，柜子上

方安放了一个摄像头，租还球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录像操作。

运营共享篮球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共享篮球柜在嘉兴的试

用效果很好，他们很快会布局更多的城市，其中以一线城市

为主。

知识共享：武汉的“蹭课联盟”

“蹭课联盟”是由武汉 50 所高校发起，

通过平台和微信公众号提供武汉各大高校的

讲座、课程等信息，分享有价值的讲座信息、

推荐高校优秀的公开课。通过课程的共享，从

而达到知识的共享。

校友卡：毕业生回校享受的“共享”

近期，“西南民族大学校友，快来领取你的专属校友

卡！”西南民族大学在其官方微信发布校友招募令，2015

年之前毕业的校友均通过微信在线申请办理专属校友卡。申

请成功后，校友可凭卡畅游校园、免费坐校车、进图书馆，

入住校友之家还享受内部价格。

据报道，此次除了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川内高校也纷纷推

出了校友卡，以满足毕业校友回校参观、体验学校生活的需

求，校友卡的功能五花八门。

今年刚毕业的四川师范大学王同学说，川师的校友卡

更加“实惠”，毕业后学校不会收回校园一卡通，毕业生仍

可使用一卡通在学校食堂刷卡吃饭，只是关闭了某些功能。

“最重要的是，校友卡还可当天府通使用，可以往里边充钱，

坐地铁、公交，对于我们刚毕业又想留在成都的人来说太实

惠了。”

（整理 / 陶春

本文根据成都晚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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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对8月 358所高校官

微大数据进行调研分析时发现，8月前三周高

校官微表现稳定，周WCI和超10W文章数等数

据都未有突破，在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开学季

的到来，高校官微也逐渐活跃了起来，8月末

的内容紧紧围绕开学季展开。高校抓住“我们

是谁”热点向新生介绍学校的特点。回溯这五

个月的微信大数据，发现近五个月，微信文章

出现次数最多的三个词语是，大学、中国和投票。

8 月分周“数”像

8 月前四周 5 强数据具体如表 1-4 所

示。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周都在榜单之中，

表现稳定。榜单内并未出现新面孔，上榜

的 11 所学校都是榜单的常客。8 月前三周

阅读量表现正常，前三周每周都有一篇阅读

量破十万的文章。分别是第一周北京工业大

学发布的《沙场点兵 扬我国威丨西工大新

型无人机方阵亮相大阅兵！》、第二周西北

大学的《西安震感明显，西大专家：不要恐

慌！》以及第三周湖南大学《那年今夜，湖

大不熄灯！》。8月我们新加入“最大阅读量”

评价指标，旨在展现当周未有阅读量破十万

文章的高校官微最高阅读量情况。从表 1-4

我们可以看出，除去阅读量破十万的文章之

外，其他高校的文章最大阅读量差距很大，

并未有集中趋势。

“我们是谁”拉起开学季宣传帷幕

单看阅读量，8 月三、四周的数据着

我们是谁？高校官微迎接开学季
投票成高校官微五大“常青词汇”之一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最大阅读数 WCI

西北工业大学 5 1 12W+ 1994 100001 953.62

浙江大学 7 0 15W+ 1560 27914 938.18

厦门大学 5 0 98851 1402 36235 894.8

北京大学 5 0 86898 2188 25825 882.32

武汉大学 4 0 68088 1168 20715 839.95

表 1  8 月第一周（7 月 30 日—8 月 5 日）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最大阅读数 WCI

西北大学 1 1 10W+ 1175 100001 1004.85

浙江大学 7 0 10W+ 1186 45240 886.28

四川大学 2 0 59834 820 42307 863.15

武汉大学 7 0 85274 1232 24559 840.93

清华大学 5 0 57944 1865 15610 813.78

表 2  8 月第二周（8 月 6 日—8 月 12 日）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最大阅读数 WCI

湖南大学 1 1 10W+ 1633 100001 1014.77

武汉大学 9 0 20W+ 3157 77655 995.15

四川大学 2 0 95375 2025 61671 962.79

浙江大学 7 0 14W+ 2437 37744 952.77

上海交通大学 7 0 12W+ 2939 34045 929.71

表 3  8 月第三周（8 月 13 日—8 月 19 日）

公众号 文章总数 超 10W 文章数 阅读总数 点赞总数 最大阅读数 WCI

浙江大学 7 1 24W+ 3735 100001 1058.06

清华大学 17 2 37W+ 10687 100001 1051.26

武汉大学 4 0 14W+ 2199 72575 981.64

上海交通大学 7 0 10W+ 2167 31025 891.54

天津大学 7 0 10W+ 1669 30859 890.33

表 4  8 月第四周（8 月 20 日—8 月 26 日）

高校“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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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亮眼。特别是第四周数据，排名前 5 的

高校阅读总量均破十万，而且除清华大学

之外，其他四所高校的文章总数都未有明

显增长，这说明第四周的文章阅读量普遍

增高。三篇阅读量破十万的文章分别是浙

大发布的《13 岁浙大新生到校报到！大家

关心的都在这里 ?》、清华大学的《邱勇

校长在 2017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向美而行》、《教师代表邓俊辉在清华大

学 2017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 洒

扫与事长》，这三篇文章都与开学有关，

可以预见 9 月高校官微推送的重点也将会

紧紧与开学季相联系。

第四周微信文章阅读量排名前 300 的文

章热词词云，如图 1 所示。与以往的热词词

云不同的是，第四周的热词词云主题十分鲜

明——开学。“新生”出现336次、“大学”

出现“318”次、“攻略”277次，“萌新”259

次、“入学”241次。除此之外，“我们是谁”

出现了 226 次。“我们是谁”是最近刷爆朋

友圈的六格漫画。夸张的小人配上剧情构成

的多格漫画，十分切合开学季介绍学校的文

章，所以，高校官微纷纷借此介绍自己学校。

在阅读量前 300 的文章中，共有 15 所高校

发布“我们是谁”的文章，阅读量最高的是

天津大学的《我们是谁？天大人！》，阅读

量 25156，点赞数为 662。“级本科生开学

典礼”出现 177 次，除了清华大学发布学校

本科生开学典礼的直播预告、新闻图集以及

嘉宾讲稿之外，湖南大学和天津大学也对学

校的开学典礼进行全方面的报道。

高校官微五大      
“常青词汇”

《中国教育网络》回

溯近五个月以来每月阅读量

前 300 篇微信文章，整理出

五大“常青词汇”，具体情

况见图 2。

近五个月中，出现次

数最多的三个词语是，大

学、中国和投票。相比较其

他词语，“大学”每月变化幅度并不大，每

月在 300 次上下浮动。“中国”整体出现次

数明显低于“大学”，出现次数保持在 150

次左右。“大学”“中国”能体现出学校

微信的属性以及官方特点。但排名第三位的

“投票”，则表现出当下高校官微吸粉的最

佳方案——微信投票。知乎上“大学中微信

投票的意义是什么？”的热门回答是“学校

公众号小编的我，届时就能同时看见快速涨

粉和掉粉的奇迹景观。”。近 5 个月在每月

阅读量前 300 篇微信文章中，以“投票”为

主题的微信文章，阅读量最高的是在 2017

年 4 月，由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发布

的《谁是你心中的“最美教师”？》，目前

阅读量已破十万，点赞数为 342。除了一篇

破十万的文章之外，其他文章都有不错的阅

读量，辽宁科技大学发布的《辽宁科技大学

“鞍山好人 ? 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评

选啦，快来为老师们投票！！！》，目前阅

读量达到 98163，点赞数为 183；中国政法

大学 6 月发布《吾爱吾师 | 最受本科生欢迎

的十位老师评选活动网络投票开启》，阅读

量达 91162。

单以 2017 年 5 月的数据来讲，共有 32

篇文章以“投票”为主题，投票对象无所不包，

最美宿舍、十佳学干、最佳歌手、师德标兵、

形象大使、校园之星等各类校园比赛的人气

奖。其中 5 月阅读量最高的是评选“时尚买

手”的微信文章《浙理时装周 | 首届“红袖

杯”全国大学生时尚买手大赛网络投票开始

了！》，阅读量达 93034，点赞数为 133。

除了上述三个词语之外，还有两类词语

出现频率比较高，一类是高校名称。出现频

率较高的多为高校简称，分别为交大、浙大

和武大。“交大”上榜原因，在 2017 年 5

月刊的“微”报告已经提到，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三所高校在发

布文章时，都使用了“交大”来作为学校的

简称。

第二类是事件性的词语。微信公众号本

质还是传播媒介，产生和传播的过程是符合

一般传播媒介的规律，在公众舆论场中，抓

住公共传播价值的时事热点话题，融入自身

特点，再次进入公众舆论场传播。而对于高

校微信来讲，要实时抓住高校热点话题融入

学校特点，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从图

2 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近 5 个月以来高校的

热点话题，3 月红极一时的“樱花”，4 月

各所学校共庆“校庆”，5、6、7 月高校在

毕业、招生、录取工作中忙碌着。这些话题

在以往的“微”报告中都有所介绍，不在这

里一一分析。 （责编：高锦）

图 1  8 月第四周阅读量排名前 300 文章词云

图 2  高校官微五大“常青词汇”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清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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