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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将重塑教育形态
9 月 21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了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名单包含

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 465 个建设学科。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高等教育活动主动适应

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随着社会发展，教育形式和形态不断演

变，“双一流”的概念和标准也会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互联网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使我们能够以数据的形式实时记录

每个人的行为，使原来只能定性评估的行为变成可以量化的评价。所有

物体和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通过设备及数据流的收集进行量化和测量，然

后得出评估报告。健康指标、社交网络、购物喜好、生产过程、学习习

惯，等等，凡是你能想到的一切东西，都进入了数据流的世界。分析进

而评估评价，则是测量和数据收集的终极目标。

“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后，社会反响强烈，其实，组织管理部门

和专家委员会在评价选取的体系设计是追求公平客观，在体现国家意志

方面是充分公正的。之所以有那么多吐槽或段子，是因为这些人心目中

的定性评价，缺乏数据支撑。“双一流”建设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

位，对大学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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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是关键，教

师的教学水平与效果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检测并引导教师提

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可以通过学生来评价，赋予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权利，让老师听到

学生的“声音”，及时掌握学生内心的真实感受，关注学生的需求，从

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教”，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

生有更多的收获；通过适当的评价方式，及时向授课教师提供反馈信息，

使得教师发现教学过程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其对教学内容进行

更新，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优化，推进课程质量标准的执行；让教师

所授课程尽量符合大多数学生的需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最优

教学效果；引导广大教师重视教学，研究教学，投入教学，促进教学质

量不断提高。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在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教学环境中得

到实现。

我们看到，包括美国 EDUCAUSE、英国 JISC 等高等教育信息化

机构，很早就将目光聚焦到基于数据的学习分析。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

数据采集、分析，建立学习评价体系，提供并引导教师评测课堂效果，

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更进一步引导决策者评估评价教师的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果。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一些国内高校也正在尝试建立这样的模型，以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要

求。未来的数字教学环境将改变大学的教学模式，改变大学的评价体系，

也必然改变整体的教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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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字迹难以辨认               
剑桥考虑用平板电脑答题

英国名校剑桥大学正考虑是否

允许学生今后用平板电脑或笔记本

电脑答卷，因为越来越多学生手写的

答案字迹难以辨认，令老师头疼。作

为数字教育战略的一部分，剑桥大学

正在就改革答题方式征求学生意见。

不过今年初，剑桥已经开始在历史和

古典文学专业考试中试点电脑输入

式答题。

剑桥大学一名发言人说，校方考

虑改革答题方式，是因为学生们抱怨，

他们在学习中几乎已经不动手写字。

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安东尼·塞尔登也

认为，用电脑输入答题是“不可避免”

的趋势，用不了几年就会在大学普及。

塞尔登说，“绝大多数学生是在这样

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在剑桥大

学参加期末考试的年轻人本世纪初就

学会如何（用电子设备）表达自己，

他们本能地用电脑打字。对教育而言，

手写已经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

历史系教师莎拉·皮尔索尔称，

教师对学生书写能力下降的担忧已

不止一两年，因而字迹越来越难辨

认。皮尔索尔认为，学生书写能力下

降“绝对是趋势”，因而用电脑输入

作答的方式“非常值得推荐”。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反对用

电脑答题，担心这样做将会使手写沦

为只能在怀旧时才能想起的事物。

（来源：英国《每日电讯报》）
（来源：mashable）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专家预测一年内 AI“黑客”将至

下一个重大网络攻击可能涉及人工智能系统，而且这种情

况很可能会很快发生。近日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在 100 名受

访者中，有 62 名专业人士表示，他们认为第一个人工智能增

强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在未来 1 年内出现。

人工智能给网络攻击（以及网络防御）带来的可能不是立

即让计算机选择攻击目标，并自行攻击它们。人们仍然需要创

建攻击 AI 系统，并针对特定目标启动攻击 AI 系统。另外，人

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网络罪犯自定义攻击。人工智能系统还可

以被用来从多个来源收集信息，以识别那些特别容易受到攻击

的人。利用人工智能的攻击者在遇到阻力时也会更快地做出反

应，或者在网络安全专家修正之前，允许未授权用户进入漏洞，

并能迅速作出反应。

（来源：theconversation）

千分之一体积的新型量子存储器诞生

最近，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制造了一部体积是同类

设备千分之一的量子存储设备，使这种量子存储器能够直接被整

合到芯片中。这项研究的论文在《Science》杂志发布，描述了这种

存储器的制作过程以及研究团队对此项目不断改进的计划。

这项新突破使得将量子存储器整合入芯片成为了可能。这

种存储器十分小，尺寸仅为 10 微米 ×0.7 微米。外形长且细并

带有许多三角形凹槽，在凹槽的一边装有反光镜。这种装置主

体是由钒酸钇构成的，并利用一小部分钕构成凹槽，这些凹槽

可以被用来控制存储信息的光子。

（来源：DeepTech）

英特尔测试人工智能“自学”芯片

英特尔正在试验一种新的“自学”芯片，能像人脑一样学习。

这款名为“英特尔 Loihi 测试芯片”的处理器是英特尔所谓的“神

经形态芯片”。换句话说，这款芯片的设计可以从环境中学习，

并应用于一系列“人工智能密集型”应用。英特尔指出，在工

业自动化和个人机器人方面，这款芯片有较大的潜力。

英特尔实验室总经理迈克尔·梅贝里表示：“英特尔 Loihi

研究测试芯片包含模拟大脑基本机制的数字电路，使机器可以

更快地学习、更有效率。”英特尔可以在机器本地进行学习。

目前，这款芯片仍处于原型阶段。不过英特尔计划明年与大学

和其他研究机构合作，展开进一步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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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进入信息新时代，除了人工智能以外，

最近，有两个话题很活跃。一是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物联网已经和我们越来越近。

二是苹果新品发布 iPhone X，新功能“Face 

ID”让人们惊叹刷脸时代的来临。

期间，随着物联网、生物识别信息等

新技术的兴起和由此带来的产业变革，信

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信息安全正在告别

传统的病毒感染、网站被黑及资源滥用等

阶段，迈进了一个复杂多元、综合交互的

新时期。一起看看国外媒体如何看待这个

问题。

刷脸时代，不得不面对的安全问题
对于果粉来说，今年秋季苹果的新品

发布会是值得期待的，这次发布的 iPhone 

X 采用几乎覆盖整个正面的全面屏，而且

没有了 Home 键，解锁手机就靠面部识别。

苹果对 iPhone X 使用的面部识别取名叫

“Face ID”，在开锁时用户只需要看着手机，

就能实现“刷脸”解锁和支付。

对此变化，质疑声随之而来。据外媒

报道，一位来自美国参议院的隐私部门官

员表示，希望苹果公司能够对这一技术进

行详细的说明，解释它究竟是怎样工作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苹果是否会

通过面容 ID 功能来收集用户的面部信息，

造成数据的滥用。

苹 果 软 件 部 门 高 级 副 总 裁 Craig 

Federighi 在接受 TechCrunch 采访时表示：

“我们不会收集用户的数据。在使用面容 

ID 功能时，一切的信息数据都会保留在

用户自己的设备之中，我们不会把它们上

传到云端进行更深度的信息识别训练。”

同时，苹果方面也对前面那位参议员

的要求作出了书面回应：通过 TrueDepth 

摄像系统和最新的 A11 仿生芯片，苹果的

面容 ID 功能可以实现安全而直接的面部

识别，对用户的面部数据进行精准的识别

和匹配。一方面，面容 ID 数据永远不会

离开用户的设备，它们会由“安全区域”

进行加密和保护。另一方面，目前，已经

对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文

化的用户进行了面容 ID 功能的测试。在

对超过 10 亿张人像进行神经网络方面的

深度学习之后，可以很好地防范各种欺

诈行为。

尽管如此，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担

忧和质疑也是难免，网友的评论一浪接一

浪。“以后朋友让我帮看看这件衣服怎

么样，我一瞅屏幕，支付成功了”“半

夜老婆趁我睡觉解锁手机怎么办”，甚至，

为防止晚上睡觉被盗刷，一款售价 28 元

的淘宝防面部识别解锁面罩已经在朋友

圈流传。

人们的担忧虽然有调侃的成分，然而，

却并不是杞人忧天。指纹、虹膜、面部识

别等生物信息具备唯一性，它们被盗用可

智能时代，安全问题面临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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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TechCrunch、DeepTech、TomsGuide

等汇编；整理 /陶春）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能比传统的密码盗号方式影响更大。所以，

不仅仅网友们热衷讨论此事，专家也早已

提出他们的担忧。

曾经，在 USENIX 安全论坛上，来自

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展示了他们的 

3D 脸部建模系统。使用这套系统，研究

者们可以直接从 Facebook、 Google + 等社

交网络上获取任何人的照片素材，并利用

其在 VR 环境中建立 3D 模型，对面部识

别系统进行解锁。

在这次试验中，研究人员共测试了 5 

种来自 iOS 与 Android 平台上的刷脸解锁

软件，选取了 20 名志愿者并在其社交网

络上挑选 3 到 27 张不等的照片用于建模。

最终结果显示，5 个产品中只有 1 个破解

效果不理想，其余 4 个则有 55% 至 85% 

的解锁率。

当时，专家指出，一般来说，防骗性

能比较差的面部识别，用普通照片与视频

就可破解。研究者首先会使用软件分析社

交网络上的照片的面部关键特征，利用标

记的关键点进行建模。经过一系列的努力，

再把模型放入手机端的虚拟现实系统中，

可以让头部模型自然地活动，并展示深度

信息。然后，相对弱的刷脸解锁软件就会

把这个手机屏幕上的 3D 模型误认为是真

人。不过，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Anil Jain 

表示：先进的传感器和识别机制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比如，若采用人脸的红外信号，

这种 VR 3D 模型显然很难复制。所以，当

iPhone X 开始大规模使用时，Face ID 技

术是否足够安全和便捷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不容置疑的是，随着刷脸时代的到

来，需要接受的考验第一关就是安全，并

将迎来越来越先进的刷脸设备，以保护我

们的信息安全。

物联网时代，蓝牙传输的严重漏洞
美国时间 9 月 12 日，物联网安全初

创公司 Armis 在官网上公布了一种新型物

联网攻击手段 :BlueBorne。几乎所有联网

设备都可能受其威胁。只要目标设备拥有

蓝牙功能，BlueBorne 攻击手段就不需要

目标用户进行任何交互操作，不需要任何

的前提条件或配置，就能对目标设备进行

空中攻击。而且，支持蓝牙功能的设备会

不断地从周围搜寻可接入的连接，而不仅

仅是那些已经配对的连接。

“这些沉默式的攻击对于传统的安

全控制和程序是不可见的，公司不会在

环境中监控这些类型的设备到设备的连

接，所以他们看不到这些攻击或阻止他

们。”Armis CEO Yevgeny Dibrov 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这项研究说明了我们在这

个新的关联时代面临的各种威胁。”

据 DeepTech 报道，BlueBorne 是利

用 8 个蓝牙传输协议漏洞（Bluetooth）

对设备进行空中攻击和传播的。Armis 这

次披露的漏洞能影响运行在 Android、

Linux、Windows 操作系统上的所有设备，

还包括 IOS 10 之前版本的所有设备。这

意味着几乎所有运行在这些操作系统上

的电脑、移动设备、智能电视或其他物

联网设备都面临着这 8 个漏洞中至少一

个的威胁。

Armis 的研究人员还担心，这次发

现的漏洞只是冰山一角，蓝牙传输协议

里还存在着大量尚未被发现的漏洞。建

议 Windows 用户和 Linux 用户查看最新最

准确的安全更新信息。安卓用户可以去 

Google Play 上下载 Armis 开发的 BlueBorne 

Scanner 应用。IOS 用户应该将系统版本升

级到 IOS 10。

不仅如此，包括许多蓝牙智能锁也都

存在安全缺陷，会被非法用户打开，但问

题并不出在蓝牙标准本身，而出在它们实

施蓝牙标准的方式上。

去年，据 TomsGuide 网站报道，一名

安全研究人员在 DEF CON 黑客会议上表

示，许多蓝牙 LE 智能锁都会被攻破，被

非法用户打开，但相关厂商似乎无意采取

什么措施。

电气工程师安东尼·罗斯 (Anthony 

Rose) 表示，在他及其同事本·拉姆齐 (Ben 

Ramsey) 测试的 16 款蓝牙智能锁中，在遭

到无线攻击时 12 款会被打开。罗斯表示，

“我们在蓝牙智能锁中发现了安全缺陷，

然后与相关厂商进行了联系，厂商似乎对

此无动于衷。我们与 12 家厂商进行了接

洽，只有一家有回应，‘我们知道这是个

问题，但我们不会修正它。’”

问题不在于蓝牙 LE 协议本身，而在

于这些智能锁实施蓝牙通信的方式，或配

套的智能手机应用。例如，4 款智能锁以

明文方式向智能手机传输用户密码，使得

任何用户都可以利用价值 100 美元 ( 约合

人民币 666 元 ) 的蓝牙嗅探器方便地截取

密码。

所以，正如 DeepTech 报道的那样，

“传统的安全措施只能阻止通过互联网 IP 

连接进行传播的黑客攻击。随着物联网设

备数量的不断增长，我们迫切需要新的解

决方案来应对这种新型物联网空中攻击手

段，特别是那些要将内网进行物理隔绝的

机构。”

“这些沉默式的攻击对于传统的安全控制和程序

是不可见的，公司不会在环境中监控这些类型的

设备到设备的连接，所以他们看不到这些攻击或

阻止他们。”

	 ——Armis	CEO	Yevgeny	Dib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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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络上和微信中经常有丑化“碎片化”学习

的内容，例如“碎片化学习是个骗局”“碎片化学习

越学越蠢”“碎片化学习是个坑”等等。

伴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网络课件和知识

内容的丰富，培养了不少读者的“碎片化”学习习惯，

大大强化了读者作为知识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碎

片化学习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无论你赞成还是反对，

都要逐渐适应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但要注意的是不

要迷失在碎片化的学习内容上，而是有计划地将多

次碎片化的学习内容形成系统的知识。碎片化已成

为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影响到社会的方方

面面，碎片化是读者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必然发展，

具有时代特征。

碎片化学习可分为对学习内容的碎片化和学习时

间的碎片化。碎片化现象不但让阅读者细分呈现为碎

片化现象，也引发了阅读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整个网

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学习内容的碎片化本身并

不带来优势，优势在于知识碎片化后的时间有效利用

给学习者带来的价值，这个价值来源于学习者对碎片

化知识内容和时间灵活性的需求。

碎片化学习具有互联网时代的特征，首先是灵活

度好，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在学习内容碎片后，每

个碎片的学习时间变得更可控，提高了学习者掌握

学习时间的灵活度；其次，碎片化学习针对性强：

学习者可重点选择自己更希望学习的那部分内容；

第三，碎片化学习的效率高：由于单个碎片内容的

学习时间较短，保障了学习兴趣，精力集中，在学

习效率上会得到提高。

不要给自己不学习找借口，其实，人的一生都

处在碎片化的学习中，能集中时间系统学习的机会

很少。幼儿时期的学习主要是模仿为主，小孩子精

力难以集中，时而学这个时而学那个，肯定是碎片

化学习；上小学后记忆力逐渐增强，接受能力变强，

课堂学习效率高，内容的碎片化有利于记忆和背诵；

大学毕业后读书比上课更重要，读书学习效率高，

时间的碎片化可以增加更多的阅读时间，内容的碎

片化主要是适应时间的碎片化。

互联网时代，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充分利用碎

片化的时间，有计划地把碎片化的知识体系化学习，

设定学习目标和时间段（半年或一年内），设定期

望的知识体系，通过碎片化时间的学习，逐步积累

起体系化的知识。

碎片化学习更适合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知

识结构逐渐体系化了，阅历也丰富了，很多情况下

是智慧起作用，联想和感悟能力变强，利用碎片化

的时间学习，靠碎片化的知识点燃智慧火花。 

碎片化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影响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碎片化是读者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必然

发展，具有时代特征。

要善于把“碎片化”的知识体系化

2017.10 中国教育网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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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VR 直播开学典礼

9 月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了 2017 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

会，来自南航艺术学院的专业团队打破传统，采用 VR 技术对整场入学典

礼进行实时直播。

全景相机是这场 VR 直播的主角。通过均匀地分布在身上 6 个长得像

眼睛的摄像头，它就能够捕捉到超清晰、多角度的画面，每一帧画面都是

一个 360 度的全景。据悉，负责此次直播的是来自南航艺术学院的无人机

航拍影视技术团队，团队由 2 名老师和 4 名学生组成。从暑期开始搭建平

台、设置参数到最终直播，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收获了自己的 VR 直播

成功初体验。为什么应用 VR 直播开学典礼呢？团队指导老师王鹏飞告诉

媒体记者：“一般的直播只能提供给观众固定视角，而通过 VR 直播画面，

观众可以划划手指，自己选择观看的视角，代入感更强。”

电子科大用大数据“量身定制”资助方案

今年，电子科技大学在新生入校前，利用大数据系统提前对贫困生进行

“画像”，并为 1400 余名贫困新生“量身定制”了个性化的资助方案。

据了解，今年电子科技大学所有 2017 级新生获取电子录取通知书时，

即可访问学校资助中心的“智助系统”，完成个人信息填报、在线照片上传

等环节。通过“智助系统”，学校提前采集包括生源地、是否单亲、是否残

疾、是否五保户、是否办理生源地贷款等 40 类信息。

电子科技大学学工部部长于乐说，在此基础上，系统对数据深入挖掘，

对学生贫困状态提前评估，生成相应的贫困指数。对贫困状态精准评估后，

系统按新生的困难程度、应急程度等划分资助优先级，并根据其贫困状态智

能匹配个性化的资助方案。电子科技大学在学生资助方面共有 143 项资助项

目，包括保障性资助和发展性资助两大类。于乐说，对学生历史数据分析 ,

为学校进行针对性的资助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浙理工用大数据勾勒新生“画像”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一组“新

生大数据”分析报告在朋友圈走红。学

院用数据说话，将 17 级新生整体画像

进行了勾勒，对不同省份考生的分数情

况、偏科情况、学科竞赛情况等一目了

然。

该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祝莺莺称，

这份“新生大数据”分析报告出自浙江

理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梁道雷老师和他

的学生团队，据梁老师介绍说，他的团

队共有 17 人，数学系大二大三的学生

居多。“学校要怎么样培养学生？如何

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成长方案？这份数

据报告就很有参照价值。”梁老师说，

他想利用学校现有的新生数据，做一个

数源系统，记录学生每一个阶段的变化，

将学习成绩、体育锻炼、社交和竞赛等

一系列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学生个

人发展的曲线图，任课教师、班主任或

者辅导员可通过这份数据，有针对性地

给学生提供个性指导，因材施教。

此外，梁老师还有个设想，准备拿

出一个新生班级作为试点，进行跟踪数

据分析，并针对现状给出具体的建议和

相关有用信息。

南京大学推出学生 DIY 课程

近日，南京大学面向全体本科生（包

括 2017 级新生）推出 50 门“DIY 研读

研究系列课程”。

南京大学的 DIY 研读课从课程设

置到开课、授课，全部由学生主导完成。

课程采取研讨的形式，每个课堂一般

15 个人左右。据悉，DIY 研读课程由

南京大学悦读书社、教务处，人文社会

科学高级研究院和相关院系联袂打造，

是南京大学探索的一套全新的教学与管

理模式。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技术学院揭牌开学

9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技术学院 ( 简称“人工智能学院”)

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举行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

根据国科大“科教融合”的办学体制，人工智能学院由中科院自动化所

牵头承办，联合了中科院计算所、软件所、声学所、沈阳自动化所、深圳先

进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建设，旨在打造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首个全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新型科教融合学院。

刘成林副院长代表学院教学委员会报告了学院教学与课程设计总体情况。

他介绍说，人工智能学院课程体系结合该领域学科前沿和重大应用需求，涵盖

了智能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体现基础理论、关键技术、重大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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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开发高中生研究性学习成果真实性认证平台

从去年暑假开始，上海开通了高中生研究性课程自适应学习平台

MOORS(Massive Open Online Research)。每名学生的研究经历可一键式导

入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作为高校自主招生

的参考依据。

随着平台功能的开发，今年上海首次实现了研究性学习的网络视频

认证。学生只需要在线上传研究性课题要点、照片、视频，提前预约接

受 10 分钟的专家在线视频答辩即可。整个答辩过程会被平台实时记录，

最后专家会从真实性的角度给予个性化评语，这些都成为了高校综合素

质评价录取的重要参考。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介绍，“认证不在于给

学生的研究打一个分，做一个结论，而是要记录研究的过程，注重其中

的体验。”

发布 2017 年智慧教育（宁波）共识

9 月 7 日，第四届全国智慧教育高层论坛在浙江省宁波举办。为共

同推动智慧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论坛发布了 2017 年智慧教育 ( 宁波 )

共识，提出“智慧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新形态、智慧教育是践行先进理念

的教育、智慧教育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成果、智慧教育催生新

的教育生态、智慧教育在发挥相关要素作用中发展、智慧教育是一个不

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智慧教育是教育适应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七项

共识，倡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深入推进智慧教育发展与

应用，为支撑引领教育变革，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形成“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学习型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北京

浙江

福建

公布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标准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研究制定《福建省中

小学智慧校园建设标准》，进一步提升福建省

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

根据智慧校园建设内容，学校有光纤接入

互联网或教育城域网，班均出口带宽达到 10M

以上 ; 校园网应满足“智慧校园”管理、安全

和教学等功能要求，网络服务在办公区域和教

学区域全覆盖，千兆以上带宽到楼宇，千兆带

宽到桌面。无线网络能支持移动学习、移动办

公等应用。所有班级教室和功能教室均安装有

多媒体教学设备，智慧教室数不少于学校所有

教学班级数的 1/3，拥有支持移动学习和交流的

智能终端及配套设备，师机比达到 1:1，生机比

不小于 5:1，有条件的学校建设特色功能实验室

等特色教学环境。

多所高校开学“刷脸”注册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校也在迎合时代

发展的潮流。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多校启用“刷脸”

注册。在人脸识别系统助力之下，学生对着摄

像头刷刷脸，几秒钟就能完成注册。

例如，今年北师大在所有学生公寓启用人

脸识别系统，19 栋公寓共设置 44 台壁挂式人证

查验机，学生输入学号后四位或者刷学生卡，

再刷脸，核对成功后 2 秒即可开门。如果遇到

多人同时进入，公寓内部还有摄像头，可进行

动态二次识别，一旦发现外人混入将用红圈标

注，以提醒公寓管理人员。“刷脸”注册成为

迎新现场人气最旺的环节。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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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推动‘慕课’(MOOC 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 )最大的困难不是政

府不重视，也不是老师没有动力，

更不是没有经费，而是缺乏想象

力。因此，在线教育一定要建成

开放共享的平台。最好开辟一个

研究实验专区，给一线老师配备

技术力量，专门用来给高校老师

创新项目服务。”

——近期，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研讨会暨 2017 雨课

堂峰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原

副校长袁驷在会上做出如上表示。

“未来网络从以往的硬件为主体变成以软件为主体，将来 70% 以上

的功能都将由软件来实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互联网由封闭转向开

放，大家都可以参与软件设计，以开源的方式编写代码，每个人在贡献

的同时也可以从网上获得自己需要的软件代码，成为一个网络共享时代。

这个变革是逐步的，不会马上实现，但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我

们预计明年就可以做小规模的试验，新的网络架构很快将实现。”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针对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接受媒

体采访时发表如上的一番话。

“如果从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的角度看，我们至少面

临三重困难：第一，认识不足 ;第二，动力不够 ;第三，技术不成熟。我个

人的一些思考是，第一，现在有1700多门课程，远远不够，但是我们绝对

不是鼓励所有学校所有老师都去建课，肯定是高水平的老师、有特色的学科、

有这种基础的，才能建好课。第二，更多地应用好这些课程，并研究怎么

应用好。第三，基于教育学原理研究和探索，才能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

——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视员张爱龙副巡视员在“第二届电工电子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研讨会”上介绍了教育部在推进慕课建设方面的

工作和一些思考。

“有些教学管理者对电子备课持有异议，其症结并不在电子备课本

身，而是管理评估者评估备课就是检查教案。作为教学管理者，要更新

观念，创新措施，把管理评估从重结果转移到重过程上来 ;从重外显形式

转移到重内涵应用上来。”

——新学期开始，有不少学校宣布，放弃电子备课，回归手写教案。

理由是，电子备课让有的教师不再备课，直接从网上下载课件。对此，

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李玉柱刊登于《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提到如上

的观点。

《声音 数字

73%
K12 在线教育平台一起作业网联合腾讯教育开

展的一次覆盖全国 31 省份的中小学教师职业状况

调研显示，未使用互联网教学的教师的仅占 1%，他

们仍执着于“黑板 + 粉笔”的模式。调研结果显示，

超过73%的教师迫切希望“提升信息技术使用能力”。

在这一群体中，教龄超过 15 年的教师占比 44%，而

教龄不足 1 年的教师仅占 4%。

30
9 月 27 日，教育部新闻办、新闻中心携手腾讯

微信，宣布全国近 30 所高校将上线专属小程序。教

育系统小程序，是教育部门、相关高校联合腾讯微

信公众平台，向社会公众、师生提供资讯与服务的

全新方式，可以整合教学、校园服务、校务管理，

实现高校运作智慧化升级。

40%
Technavio发布的关于人工智能和教育产业的研

究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0 年全球教育 +AI 的市场规

模将达到 6300 万美元，并以每年近 40% 的复合增长

率快速增长。

1128万
截至 7 月底，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已开

通教师空间 1128 万个、学生空间 514 万个、家长

空间 446 万个、学校和机构空间 48 万个。

3年
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

五年来，中国大学生创业比例平稳上升，比较 2012

届至 2016届五届大学生创业比例数据，大学生毕业

半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稳步增长，本科生和高职高专

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分别从2012届的1.2%和 2.9%上升

至 2016届的 2.1%和 3.9%。但毕业生毕业3年后的创

业比例更高。从创业存活率来看，毕业半年后自主创

业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中有46.2%的人三年后还在继

续自主创业；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2013届高职高

专毕业生中有46.8%的人三年后还在继续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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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贝尔”奖（ACM Gordon Bell Prize）设立于 1987 年，旨在奖励时代

前沿的并行计算研究成果，特别是高性能计算创新应用的杰出成就，被誉为“超

级计算应用领域的诺贝尔奖”。与 TOP 500 着眼于高速计算硬件性能不同，“戈

登·贝尔”奖更注重高性能计算应用水平。

2016 年 11 月，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千万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

式模拟”应用项目获“戈登·贝尔”奖，实现了我国超算应用领域在该奖项上零

的突破。

无锡超算中心借力CERNET显“神威”

本 刊 讯 近 日， 国 家 超 级 计 算 无 锡

中 心 开 通 了 到 中 国 教 育 和 科 研 计 算 机

网 CERNET 的 100G 带 宽 接 入 服 务， 与

CERNET 展开了进一步密切合作。今后，

无锡超算中心将依托 CERNET 的网络优

势和技术优势以及自身的资源优势，广泛

服务于各大教育和科研项目，促进教育领

域的研发与创新。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以下简称“无

锡超算中心”）是我国六大超算中心之一，

由国家科技部、江苏省和无锡市三方共同

投资建设，由清华大学管理运营。无锡超

算中心运营着世界上首台峰值运行速度超

过十亿亿次浮点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

也是我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

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

它引进并部署了各类通用商业计算软件，

重点面向天气气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

工业设计、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与工程

计算和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应用领域，

提供高性价比的计算和存储解决方案，计

算、存储和软件资源的出租，以及大规模

并行应用软件的开发和技术支持等全方位

服务。

打造计算“加速度”
6 月 19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全球超

级计算大会上，中国“神威·太湖之光”

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首。这是它

问世一年以来，第三次获评“全球最快超

级计算机”，其性能指标超过该榜单第二

至第六名 5 台超级计算机的总和，实现了

全球超算“三连冠”。

“神威”究竟有多快？让我们用几个

数字来了解它。峰值计算速度 12.54 亿亿

次 / 秒，持续计算速度 9.3 亿亿次 / 秒，

性能功耗比 60.51 亿次 / 瓦。通俗地说，“神

威·太湖之光”的速度相当于普通家用电

脑的 200 万倍。若以其 1 分钟的计算能力

来看，相当于全球 72 亿人同时用计算器

不间断计算 32 年。

“戈登·贝尔”奖颁奖现场

“戈登·贝尔”奖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硬件资源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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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新华社洛杉矶讯  国际互联网协会 9

月 18 日在美国洛杉矶公布新一批“互联

网名人堂”入选者名单，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建平成为这一批中唯一的中国入选者。

当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举

行的仪式上，国际互联网协会介绍了吴建

平为推动中国及亚太地区互联网技术、发

展和教育作出的贡献，并宣布他入选名人

堂“全球互联者”类别。这一类别旨在表

彰为全球或某些地区的互联网发展、连

接和应用作出特殊贡献并产生国际影响

的个人。

国际互联网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凯茜·布朗说：“这些名人堂入选者展

现了‘创新者’与‘全球互联者’的开

拓精神，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技

术。他们是最早一批互联网传播者，他

们的工作成果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

数字创新的基础。”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中国

不仅从互联网中获益，也将与国际互联网

组织加强合作，为互联网发展作出越来越

多的贡献。”吴建平发表入选感言说。

国际互联网协会是由互联网先驱者创

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今年恰逢其成立 25

周年。协会全球政策副主席萨莉·温特沃

思对新华社记者说，未来互联网面临的问

题需要国际合作，相信在未来 25 年，中

国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吴建平现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主任。作为中国互联网的主要开拓者

吴建平院士入选“互联网名人堂”
时隔三年，国际互联网协会公布新一批“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名单，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

成为这一批中唯一的中国入选者。

之一，他带领团队先后建成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国家学术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CERNET），以及世界上最大的

纯 IPv6 互联网 CNGI-CERNET2 主干网。

多年来，他坚持推动中国技术人员参与全

球互联网技术开发和标准制定，并在推动

亚太地区和跨欧亚大陆先进网络开发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互联网名人堂”由国际互联网协会

于 2012 年发起。入选者或是互联网的创

始人、先驱，或是互联网的创新者和改革

者，或是为推动全球互联作出重要贡献的

人物。首位入选“互联网名人堂”的中国

人是中国互联网协会创会理事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胡启恒。

（来源；新华社）



2017.10 中国教育网络 13

创新应用“零突破”
除了拥有领先世界的速度，“神威·

太湖之光”的应用能力也在快速发展。去

年 11 月，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千万

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应

用项目，获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

奖——“戈登·贝尔”奖，实现了我国超

算应用领域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今年 11

月，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两项应用

成果将再次冲击这一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

的最高殊荣。

软硬件兼备“搭舞台”
无锡超算中心拥有丰富的资源，为科

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平台支撑。超前的

发展历程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软件资源

硬件系统与优越的应

用软件，安全可靠的

超强信息处理能力、

超级计算能力和海量

数据存储能力，满足

了不断增长的社会信

息需求。不仅为广大

用户提供便利，也捍

卫着我国领先世界的

超算实力。

牵手CERNET密切合作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是 我 国 教 育 信 息 化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也

是 国 家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具备万兆以上的高速接入能力，可提供

纯 IPv6 网 络 服 务。 无 锡 超 算 中 心 自 建

设伊始，就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展开了密切合作，并于近日开

通了到 CERNET 的 100G 带宽接入，依

托 CERNET 的网络优势和技术优势以及

无锡超算中心的资源优势，广泛服务于

各大教育和科研项目，促进教育领域的

研发与创新。

目前，无锡超算中心已为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山东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科院等 50 所以上

的大学及科研单位提供计算服务，涉及计

算机、化学、生物、海洋环境、医药、材

料、能源等学科。

未 来， 中 国 教 育 和 科 研 计 算 机 网

CERNET 及其运营单位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将继续为无锡超算中心在网络连接层面提

供支持和保障，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充分发挥赛尔网络遍布全国的营销平台作

用，做好超算中心的宣传推广工作。同时，

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

络安全技术实力为支撑，切实有效地解决

教育接入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提供适合不同用户的路由解决方案，进一

步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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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先进网络学会第44次会议在大连举办
CERNET 将与日本学术网建立 100G直连

本刊讯 APAN（Asia Pacific Advanced Network, 亚太先进

网络学会）第 44 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在

大连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承办。

来自世界各地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 名网络技术专

家和科学应用的学术带头人参加了会议，其中 220 多名是来

自港澳台和外国的专家学者。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宋丹出席

了开幕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CERNET 网络

中心主任吴建平代表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在开幕式上致辞，

并对中国互联网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的发展

情况进行了介绍。

本次 APAN 大会共设置 30 多场分论坛，以供广大与会

者分享与探讨前沿技术和观点，特别针对当下教育行业普

遍关注的“统一身份认证”和“下一代互联网创新”以及

远程医疗、数字农业、灾害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研讨。

从 APAN 各专题研讨会上，不断传递出国际互联网发

展的新风向。各国参会人员还利用茶歇和晚宴等时间积极

组织双边和多边会谈，交流感想和经验并寻找新的国际合

作机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期间，CERNET 与美国、欧洲和

日本分别进行了双边交流，并与日本达成一致意见，即将与日本学

术网 JGN 在香港建立 100G 直连，进一步满足教育科研需求。

APAN 作为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教育科研网络学术会议，由其

召集的学术盛会成为了全球专家学者们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的重要平

台，对于引进先进理念、增进学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促进跨国合

作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CERNET 网络中心主任吴建平院士

自 1999 起担任 APAN 副主席，在 2007 至 2013 年间担任 APAN 主席，

积极鼓励 CERNET 年轻人参与 APAN 的组织管理与学术活动，为提升

CERNET 在 APAN 的影响力以及推动 APAN 在亚太地区的成长和发展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APAN第 44次会议主要议题

网络安全

网络运行管理

IPv6 技术

网络联邦认证

未来网络技术

远程医疗

数字农业

水和食品安全

传染病及禽流感的管理和控制

自然灾害预防 / 减灾和重建

亚欧合作项目Asi@Connect

亚美合作项目 TransPA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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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9 月 26 日，“第二届下一代

互联网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 

在无锡江南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江南大学和《中

国教育网络》杂志承办。来自全国高校信

息办、科研处、信息网络中心、图书馆等

部门相关负责人及技术人员 200 多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

江南大学副校长田备、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副主任罗方述分别为大会致辞。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万猛、

江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主任张华

分别主持了上下午的会议。

此次研讨会以“高校下一代互联网创

新与安全服务升级”为主题，围绕下一代

互联网建设、高校智慧校园建设和网络安

全等热点问题展开探讨和交流。

江南大学副校长田备在致辞中代表江

南大学对与会者的来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希望此次会议能为高校交流信息化建设经

验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罗方述在

致辞中介绍了当前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在

全球的发展情况，他表示，IPv6 下一代互

联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已成为我

国拓展网络空间竞争力的新平台。通过下

一代互联网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人才培养，

助力实现网络强国战略，应成为我国高校

的重要战略选择。

CERNET 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邮

电大学教授马严作了《CERNET2 积极推

进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的专题报告。他

介绍了国际互联网标准化组织要求加快向

IPv6 过渡、部分国际上的 IPv6 部署进展

等情况，提出应当培养更多下一代互联网

人才，推进 IPv6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下一代互联网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在江南大学召开，专家指出

CERNET 专家委员会委员、电子科

技大学教授汪文勇作了《SDN 与未来网

络计算》的专题报告。他分析了 SDN 未

来的应用前景，认为 SDN 将在数据中心

建设、网络安全、城域网接入等方面都

会大有前途。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973 首席科学家

苏金树作了《数据中心网络技术》的报告。

他分析了当前数据中心的建设需求与设

计思路，并提出在各种应用需求极具特

色的今天，高校要基于具体应用来建设

数据中心。

江南大学副校长田备作了《联接校园 

使能学习》的报告，介绍了江南大学的智

慧校园建设，并分享了江南大学在网络基

础设施、信息化系统、智慧教室、运营服

务等领域的经验。

苏州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网络管理中心

主任张庆带来《便利校园建设》的报告，

他介绍了苏州大学建设中的“便利校园”

的情况。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主任

张巍带来《网络信息技术安全工作管理实

践》的报告，介绍了大连理工大学在网络

安全体系建设、Web 技术保障、系统安全、

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实践。

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涂

庆华处长作了《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的报

告，提出疏堵有道、建章立制、集思广益、

人才储备等网络安全建设的工作方法。

此次会议得到了教育信息化领域知

名企业的支持。论坛中，正方软件副总

经理陈友进作了《事务驱动智慧校园规

划与实践》的报告，赛尔网络副总经理

付晓东带来了《赛尔网络助力下一代互

联网创新发展》的主题报告，康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唐雪飞带来《数据治

理与价值发现》的报告，CERNET 网络

中心主任助理、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杜佩林作了《高校网络安全的策略

与措施》的报告，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区技术总监范

孟飞介绍了绿盟科技在高校云计算和大

数据建设方面的安全保障案例。

高校应加快培养下一代互联网人才步伐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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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它给各行各业的发

展模式和决策带来前所未有的革新与挑战，在教育行

业，大数据除体现传统数据的所有宏观功能外，还能

收集分析详尽的微观个性化数据。 同时，还能根据具

体的工作需求，衍生出更多的方式和方法，从而使整

个高校的管理服务更加顺畅。

变革教学管理模式

如今，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大数据为载体的

新型管理模式极大地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充分利

用，将数据分析的结果融入学校的日常管理与服务之

中，不仅为师生提供更加精细和智能化的服务，也使

得教学管理更加简便和高效。

2012 年，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了《通

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提升教与学：议题简述》，

提出应用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解决教学实际问题

的一些基本途径，明确了学习过程八大领域问题的解

决途径：学习者知识模型、学习者行为建模、学习者

学习体验建模、学习者学习档案、知识领域建模、学

习要素和设计原则分析、趋势分析、适应性和个性化

分析等。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海量数据高速实时处理，

通过应用学习分析的相关工具和大数据技术，教师可

以及时获取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系统可以记录学习者的学习

过程，那么其学习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不仅包括学

习进度、完成作业情况，甚至还包括网络活动情况等。

这些内容都可以用文字数据和图形图像方式显示出

来，通过分析使教师能深入了解学习者的行为模式，

进而调整教学方式，最大化地为学习者提供适应的教

学指导。

了解学生成长动态

学生在校期间产生的数据多种多样，包括吃饭、

购物、图书馆借阅情况、宿舍出入⋯⋯过去，这些数

据是很难被关联起来的，通过大数据的技术，各类业

务之间的数据孤岛被打通。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学生

的日常行为规律可以通过数据“画”出来。

例如，电子科技大学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设

计了统一的校园大数据分析决策平台，不仅可以为

校园师生提供便捷、高效、精准的个性化引导和服

务，而且能为学校开展精准化、智能化师生服务提

供总体解决方案。基于该平台，电子科技大学已开

发了多项成熟的应用服务，如学生画像、精准资助、

失联告警、教师画像、科研探索、财务评估等系统。

学生画像利用数据中心提供的标准化行为与内容数

据，包括课程成绩、图书馆借阅、一卡通消费等，

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量化学生在规律性、努力程

度、学习技能、经济状况、社交关系等多维度的特性，

揭示学生成长轨迹，基于预测模型对学生的学业成

绩、就业倾向、心理状况等进行预测，从而可以为

学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与精准化的教育管理与引导

提供重要依据。

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

过去，人们在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时，有学

生打分、也有督导评教、还会有同行评议等方式，这

些往往受制于人力、物力条件，评价常常是局部、随

机的。而在大数据时代，高校完全可以在目标导向、

问题驱动的情况下进行全过程的实时、动态、持续监控，

使得分类管理更加精细化和规范化。例如，西安交通

大学将教学质量运行数据源 ( 如学生一卡通刷卡考勤记

录、教学录像数据 ) 和评价数据源 ( 如学生、督导评教、

领导听课、教学管理部门监察记录等 ) 整合在一起，建

立了教学质量监控大数据平台。

高校的职能除了人才培养等内容之外，科学研究

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能

够在海量数据中找出当下学科研究的热点，在利用大

数据算法进行挖掘分析，最后有效预测科研热点，并

结合高校学科建设现状与特点，从而分析各学科前沿

研究方向。同时，还可以对实验记录进行数据挖掘，

获得更好的科研策略。

当然，如何更加深入地拓展，利用好大数据来实

现教育教学创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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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助力人才培养

西安交通大学目前已经建成

核心数据库，与主要业务系统数

据完成对接，初步具备教师、教

学、学生等主题大数据分析基础。

已经建成教育教学质量实时监测

大数据平台、教师综合档案平台，

在建学生工作大数据分析与服务

平台。目前在我们的规划中，未

来大数据不但能够提供反映学校

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学校整体发展准确现状的各类报告，还

能够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进行及时的预警

和引导。

教育大数据之我见
当校园数据不断增长，如何利用技术高效整合海量师生信息，这些日常产生的数据的价值

在哪里 ? 对学生的发展是否有帮助 ?

教育的核心要义是人才的培养，教育领域的大数据分析目的

是通过对教学环节的各类数据分析、挖掘与预测，培养出更多优

秀的学生。

如何培养优秀的学生，主要涉及教与学两大方面。

在“教”这一方面，教师的人员素质、学校的教学资源都可

以通过大数据掌握到教得好的学校的共性，教得差的学校的共性，

通过对共性数据的分析，制定相关政策进行改进。

在“学”这一方面，学生的个性差异，学生的学习偏好也可

以通过大数据进行掌握。对相似的学生进行人群划分，制定对应

的学习计划、培养方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引导。

最终获取的基础数据也可形成报告，成为教育改革的数据支

撑、决策依据，从而推动教育的变革。

大数据点亮教育信息化

如今，言必谈大数据，不说自己有

“大数据”基因，不在做“大数据”相

关的事情，似乎很落伍。但是，就算拥

有再多的数据，也不能代表它就一定会

获得价值和成功。只有真正懂得如何利

用大数据，了解利用大数据可以达到什

么目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价值。

大数据的应用事例大抵围绕在医

疗、购物、社交、出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大科学计算、

新材料发现等方面，在互联网上很难发现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

深入应用，缺乏精彩案例。大数据和教育相关联的内容，多

半围绕资源建设、网上教育、个性化推送、线上质量评价、

MOOC 展开。这个现象说明，在线下教育为主的今天，传统

课堂接轨大数据并不容易。其难点在于教学效果数据采集困难，

学习情况、学习效果难以度量，当然也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管理上，通过视频采集分析

对传统课堂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价；在教育管理上，进行校

情展示和办学效益分析；在科学研究上，对科研文献挖掘，快

速准确识别新型分子，加快科研进度；在科研成果上，基于大

数据和机器学习建设科研成果数据库。

以对传统课堂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为例，通过课堂视频数

据的积累、挖掘、对比、分析，可以得到课堂的出勤、举手、

睡觉、抬头、提问、鼓掌等情况，帮助学校了解哪门课是好的，

哪些课是受欢迎的；哪个教师是好的，哪些院系重视教学工作；

哪些课程需要改进，如何改进；哪些教师应该获得帮助，需要

哪些帮助；哪些课程应该获得更多的投入；哪些教师应该获得

奖励；哪些教室应该进行改造，如何改造；哪些院系应该淘汰

哪些课程等等。

张蓓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

锁志海

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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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需求才是大数据发展的驱动力

大数据推动教育的转变，具体体

现在教学、科研、管理、生活服务四

个方面 ; 教学方面，工业化催生的大

班制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教学中的

大数据应用可以有效弥补现行教学中

的弊端 ; 科研方面，无论是宏观世界

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

社会现象，各种研究活动产生了海量

数据，科学研究活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密集型科学成为

新的研究范式，科学研究已经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支撑；管理方

面，利用动态监测技术实时对学校进行全面的态势感知，并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按照角色和权限提供给相应的管理

人员，可以大大提高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生活服务方面，因为

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多地方充分体现出大数据应用的优越性，以

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为主的高校，不得不在生活服务方面充分运用

大数据来提供更加体贴周到的服务，以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

经过多年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我们学校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但我们对于现有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远远不够，其中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理念和认识不到位是第一位的原因。在充分分析学

校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我校决定从教学应用方面着手提升大数

据应用水平，我们希望将教学中“沉默的数据”变成会说话的有

用信息。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大数据应用需求的实际推动，未来

大数据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将会发展到浑然天成的地步。或许要

不了多少年，人们不再谈论“大数据”这个术语了，也不再谈论

教育大数据应用这个话题了，因为它将会成为我们日常教学、科

研、管理和生活服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学校来说，为提升管理服务质量和水平创造良好条件要

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利用各方面的力量，推动广大师生内在

的大数据应用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学校的 IT 支撑部门，我

们不仅要搭建更加便捷的环境，而且还要利用我们掌握的知识和

信息去引导各方的需求。其中，校内各部门、各身份人员产生内

在需求是最主要的。

大数据在高校中如何应用需要慎重思考

目前，大数据在高校的应用所能产

生的效果还十分有限，尤其在促进教育

变革上的成效不明显。很多的高校大数

据分析，看起来很博眼球，似乎通过数

据分析“揭示”了一些很让人“眼睛一

亮”的现象或者事实，然后深入思考，

这些被揭示的现象与事实在解决教育变

革上真能起到实质意义吗？在所谓的大

数据分析过程中，需要进行数据治理，也许对学校的数据质量

提高带来了一些益处。

最近我们学校也在探索大数据方面的工作，但更多地可能是

从发展规划的角度去探索数据分析问题，包括挖掘各类关系学校

发展的数据指标，纵、横向对比，从而分析学校发展存在的问题。

教学数据分析有可能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学生产力的提

高产生促进作用，但这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教学平台对用户学习

行为数据进行积累，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分析包括教学

资源的使用率，学生在教学平台的访问情况，在各个资源上的

停留情况、作业与测验的成绩分布等等，从而可以帮助老师了

解课程建设有效性，学生对哪些资源、哪些活动更有使用和参

与的愿望。目前我们学校使用的砺儒云课堂，可以记录到用户

的每一次鼠标点击，这就意味着老师、学生在平台上的任何行

为都留下了数据。

利用数据加强教学管理问题重重

在利用大数据加强教学管理时，我

们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1）用户信息

不标准，导致数据分析时相关信息无法

关联。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我们重点建

设了用户中心，并协调各个系统的用户

数据以校级用户中心为准。同时在国标、

行标的基础上制定了共性数据的学校标

准，供各个系统后续开发使用，要求各

个新开发系统严格遵循校标；（2）缺乏

数据分析的模式和方法，数据需求琐碎，数据价值难以体现。在

利用大数据加强教学分析时，需要学校层面进行顶层架构设计，

确定详细需求才能系统地分析教学过程、成果，而在实际执行中，

比较注重概念，却忽略了设计，用户的需求无法聚焦。为了解决

此类问题，我们尝试联合教学相关部门组成工作小组，多次协商，

形成战略性规划，并落实阶段目标，然后再具体分析教学数据。

在分析过程中，面临着分析模型缺乏，理论支撑较少的困境，这

一方面还需要统计学、教育学相关方面的专家给予指导；（3）

数据不完备、不全面，权威性受到质疑。尽管物联网和信息系统

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但数据采集方面依然缺乏全面的采集手段，

由此造成了大数据的完备性、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从而无法对教

学、教师、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只能把该类数据结果作为参考，

再加入人工干预的方式调整数据结果。

林南晖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主任

王玉平

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副主任

王守中

河南大学信息化管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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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数据对高校的管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前所未有的支撑和服务。西安交

通大学在结合“互联网 +”，利用大数据手段保障课堂

教学质量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构建智能化教学环境

“教书是件凭良心的差事！”长期以来，由于技术、

观念以及制度的限制，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之

间信息严重不对称，教师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质

量、学校的管理质量很难从目前“结果导向”的考核

指标中体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凭良心”“靠感觉”

的师生互动关系，这也是目前掣肘一流课堂教育质量

提升的最大瓶颈。

要推动“双一流”建设，首先要推动课堂教学质

量改革；而要推动教学质量改革，就先要撬动“教”

与“学”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转变。2016 年起，学校

着手建设了教育教学质量实时监测大数据平台（以下

简称“平台”），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探索出

了一条改革之路。

平台不仅涵盖课程知识资源，教师与学生的教学

结果数据，还包括教学人机交互环境信息、教学监管

评价数据及一切潜在影响教学与管理的数据。这些数

据的充分挖掘与创新应用，为最终提升教与学的质量，

构建智能化教学环境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基于教

育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依靠深层教育大数据驱动智

慧教育。平台能够对课堂教学数据进行实时准确采集，

基于“物联网 + 云计算”技术的智慧教室管理，实时

西安交通大学

教育大数据分析驱动智慧教育

 图 1  教育教学质量实时监测大数据平台

提高第一课堂的教学质量

正面激励 负面惩戒 精准督导

课堂教学质量关联分析、评价与监控

西安交通大学教学质量监控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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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生出勤率、教师到课率以及课堂教学的全程录

制。解决数据精准采集问题，从而严肃教学秩序。收

集考勤数据每天约 187726 条，每周约 1314083 条；

收集的课堂录像数据，目前采集的教室约 110 个，全

程实时录制；同时每堂课截取 12 张采样照，每天约

6870 张（600MB），每周 4.8 万张约 4GB，每学期约

80GB。此外，平台还能够实时反映和跟踪每节课的到

课情况，未到课学生的去向分析，实时给出每位教师

的课堂到课率，并按学院统计并分析到课率情况。 

平台建立了分类多维度评教体系。解决多源指标

融合问题，对不同维度原始数据进行共性指标抽取与

整合，实现数据规范化，并将多维评教指标进行融合

计算（如图 2 所示）。

同时，平台重点解决了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建立起完备的评价体系，解决教师“怎么教”

的问题。平台针对理论课、体育课、艺术课、医学见

习课、实验课等不同类型的课程，分别从学生、督导

专家、同行以及教学管理人员的角度建立了一套较为

完备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覆盖教师课前备课、课堂

授课以及课后辅导等方方面面；在评教过程中，还融

合使用课堂现场录像数据、学生出勤率等数据综合对

比，做到每个教学环节精确可量化，对评价高的教师

树立典型，对评价较低的教师进行督导和指导，保证

教师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截至目前，系统中共包括

全校 2463 名教师的各类评教数据 7061262 条。

二是基于教师教学行为与学生兴趣跟踪的关联性

挖掘，解决学生“怎么学”的问题。经过长期的积累，

平台形成了来自 195 个学科、专业的 27805 名学生的

成长案例库，通过智能化的深度学习技术，将学生成

长轨迹化、图谱化。在大学四年中，结合每个学生用

户的成长特点，结合其参加过的社会活动、聆听过的

各类讲座、参与过的各类科技创新实验等，与第一课

堂教学，互为补充，辅助学生朝着优秀的方向发展。

三是基于学生网络日志与学校管理记录的序列数

据建模与关联分析，解决学校“怎么管”的问题。平

台通过抽取来自考勤系统、教务系统、教室视频监控

系统、宿舍门禁系统、消费系统等十余个业务系统中

的 16 项学生学习、生活、社会工作方面的数据，对每

个学生的在校行为形成“自画像”，精确掌握每个学

生的学业水平、生活轨迹、社会工作以及心理活动等，

通过来自各业务系统的 1.1 亿条数据的交叉比对与分

析，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精准帮扶，对学业困难的

学生进行精准辅导，对心理有问题的学生进行精准辅

导，对就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精准推荐，从而实现学

生管理的精准化（如图 3 所示）。

大数据驱动的智慧教育不仅针对不同的学生个体

进行个性化定制的微观定位与精准指导，还为我们提

供了科学的宏观特征与规律。根据教育教学新规律的

发现，学校制定了《西安交通大学课堂教学质量综合

评价实施办法》、《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与

学位授予规定》等多个教学改革管理办法和意见，为

应对当前教育的重大问题尝试性给出了解决方案。

平台正式上线运营一年多来，一是实现了教学从

以教师为主的“卖方市场”向以学生为主的“买方

市场”转变；二是构筑了以教学质量为中心的教师、

学生、学院、学校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全

校上下形成了育人合力；三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了

面向教学全过程的数字画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保

障教学关键环节可控、可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以及平台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深度推广和应

用，还将进一步围绕智慧化的教育教学环境构建开

展创新型应用，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

智慧教育。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图 2  多维度评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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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成绩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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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出现将颠覆传统的数据管理方式，在数

据来源、数据处理方式和数据思维等方面会带来革命

性的变化。高校的大数据分析，第一要务是找准大数

据的源头，并真正把这些大数据收集起来，其次是找

处理的平台，最后才是价值分析。

北京建筑大学从 2000 年开始建立 MIS 系统至今十

余年，结构化业务数据的治理仍然是大部分高校多年

来的重点、难点、痛点和顽疾。虽然处在大数据时代，

但高校大数据的采集渠道、具体内涵仍然在探索之中，

而结构化数据是清晰可见的，也是最有含金量的，通

过数据治理的过程，应该能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价值

展现做出贡献。

高校数据治理面临的问题

目前，高校数据治理面临的严峻问题：一是业务

系统过于分散。职能部处、教辅部门、学院（部）各

自购买或建设业务系统，孤立的业务系统数据标准不

一致、代码标准不一致，客观上造成了数据的孤岛，

加大了数据清洗、整合的难度；二是“两张皮”现象。

业务系统使用与 Excel 管理并举，更多管理人员习惯于

Excel 管理。业务系统中的数据不准确、更新不及时，

多科室多人头管理，岗位变动频繁，数据管理混乱；

三是数据质量问题严重。数据源头上的数据质量水平

层次不齐，数据质量不高是普遍事实。

此外，数据来源众多且分散，缺少真正有效整合；

数据从生产到使用中间流程不清晰；数据孤岛林立，

数据之间不能有效交换；数据融合困难，存在壁垒和

发展不均衡；数据质量堪忧，数据的完备性、准确性

存疑。

高校数据治理工作可分为以下几步：第一步是发

现数据并采集，第二步是数据进行梳理与质量初检，

第三步是数据标准核对与数据补充核准，第四步是数

据清洗与整合交换，建立共享数据中心，第五步是数

据管理与质量评估、可用服务接口设计，第六步是数

据价值模型建立与展示。

数据治理的目标是提升数据质量。实现数据资源

在各组织机构部门的共享，以接口方式提供任何可用

数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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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治理的几个关键要素包括：组织架构、业务

流程、技术平台与工具、制度与标准规范。

在组织架构上，北京建筑大学设立信息化协调工

作组，其中数据共享专业小组负责制定学校的整体数

据架构。从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对学校数据资源进行

定义，制定全校数据的标准、运维机制、分布策略和

共享方法。 数据共享专业小组由党政办公室、组织部、

研究生院、学生工作部 ( 处 )、教务处、招生就业处、

科技处、人事处、财务处、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和网络

信息中心等单位组成，围绕学校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建

设、质量分析、运维管理、交换共享、决策分析和数

据验收等开展工作。

在业务流程方面，所有的数据都不是孤立的，从

数据生产到数据归仓，数据的流向一定是业务流程的

输入或输出，如同经络与血液。通过全方位的业务梳理，

盘点数据资产（如图 1 所示）。

高校数据治理与大数据分析的思考与探索

图 1  数据资产盘点过程

整理出《北京建筑大学

业务管理数据分析报告》

对数据资产心中有数 梳理流程对数据的过程

是必须经历的痛苦过程

针对所有业务处室，逐一梳

理业务版块及数据版块

建立数据资产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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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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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平台和工具方面，实现大数据分析平台与

传统业务数据管理平台交叉融合。

在制度与标准规范上，明确数据是学校的核心资

产，理清每一条数据的责任人。

数据治理的核心目标是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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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建大数据治理进展及成效

在数据标准上，学校起草了新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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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教职工、学生、教学、科研、

财务、办公、图书、一卡通、资产、其他 10 个数据子

集和 1 个学校基础情况数据子集。

在数据抽取方面，利用 DCI 平台，建立数据抽取

转换业务。设计包含科研、研究生、图书馆、人事、

一卡通、教务、办公、财务、招就、学工 10 个业务

系统共 300 多个数据抽取转换业务。并根据需要配置

任务执行时间及频率，通过系统对数据抽取业务实时

监控。

在数据质量上，利用数据质量监控平台，实时监

控数据中心集成的数据。对数据质量配置相应监控规

则（如完整性、一致性、有效性等），及时发现有问

题的数据。针对人事数据进行重点排查，形成数据质

量报告，报告中指明了数据缺失、数据异常、数据错

误等各类问题并附有详细列表，便于协同人事处对有

问题数据进行进一步治理。

通过数据接口服务，向人事考核系统提供教师

科研、教学工作量、指导学生等数据，实现数据有

效流转，避免教师重复填写；向离校系统提供学生

财务缴费、欠费数据、图书借阅、违章、欠款情况，

实现业务网上办理，数据实时呈现，简化学生离校

程序；建立数据抽取转换定时任务，支撑科研财务

系统对接完成。

北建大数据价值模型设计了智慧校园运营多级指

标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可视化运营大屏，初步实现了

智慧北建大数据驾驶舱，包含综合校情、师资科研、

学生成长服务等模型（图 2、3 为相关实例）。

综上，北建大数据治理初见成效，初步建立了《管

理信息标准》和共享数据中心。学校注重数据服务接

口建设，保证共享数据中心的可用性。在数据治理过

程中发现了很多散落的数据，逐步梳理收集归仓。数

据治理过程提升了数据质量，数据的价值模型、价值

发现在同步建设和研讨中，同时，数据治理还不够深入，

需要不断迭代优化，需要进一步提升数据质量。

同时，要做好大数据分析，还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数据源头采集上下功夫，拓展大数据

分析之外的工作，数据采集工作很重要，已有的要采

集归仓，没有的要实现采集；

第二，加强网络流量分析、网络日志分析、图书

文献资源检索分析、图书馆门禁分析等；

第三，结构化数据治理与非结构化数据都要重视，

更要重视结构化数据分析；

第四，了解学校最关心什么：教师和学生。教师

是否在认真教书育人？学生是否在认真学习？所有的

管理工作都是为这两点服务的。大数据分析应该从学

校最关心的业务点着手，才会有的放矢。

未来，北建大将建设真正完全交换、可用的全量

数据管理中心，数据为流程服务，流程促进数据价值；

继续收集梳理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通过结构

化数据 + 非结构化数据 + 大数据分析平台，寻找大数

据的价值；建设综合校情实时分析平台，为各级各类

领导提供决策支持。

（作者系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图 2  教学活动透视分析

图 3  近几个月学生生活消费异常行为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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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师范大学开设的部分硕士课程中，通过应

用 XAPI 支持的学习平台提供学习工具、学习环境、学

习资源和考核机制等完整的学习支持服务。学习者在

平台上的所有学习活动记录都将存储在数据库中，将

数据库信息导入到学习行为数据挖掘系统，即可得到

关于一切学习行为的可视化报表和统计。基于 XAPI 的

平台不仅是开展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同样对于一门课

程可以实现课前课中课后不同过程和不同场景的不同

过程评价方案的融通，同时也很好地帮助学校实现学

生实践教育的科学管理。

当学习者在平台上进行阅读资料、观看视频、

发表评论、完成测试等学习行为时，系统首先将这

些学习经历（Experience）以用户日志的形式记录在

X-Logstore 中，插件则将日志数据库中的用户日志发送

到 X-Logstore xAPI 插件的扩展器以扩充 X-Moodle 数据

库中的日志内容，并利用合适的动作将学习经历转换

成一个特定的学习事件（Events）。然后，系统将学习

事件传输到翻译器，翻译器翻译扩充的内容至 XAPI 的

处方选项中，处方定义不同型态的学习服务、依情境

所产生的 Statement 的属性结构、每个属性的必要性与

格式。处理完后，通过发射器将生成的 XAPI Statement

传输到已经配置好的 LRS 中。

除了列表浏览外，LRS 平台还提供简单的可视化

展示，如图 1 所示。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相关性分

析和多变量分析，可以依据次数、花费时间和分数等

数据分析学生表现、参与度等情况。

学生学习课程的过程中，在线学习行为分析是开

展在线学习的重要基础，是指导在线学习资源开发的

实践依据。基于 XAPI 对在线学习进行模型设计、统

计分析、行为分析和学习结果反馈有利于学习效率的

提高和学习方法的改进，对提高在线学习效果和促进

在线学习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四学生面临专业实习、找工作和毕业答辩等各

种压力，很难保障百分之百的课堂出勤率。针对这一

实际情况，教研团队利用平台对教学环节进行了重新

的调整和科学的安排。具体做法如下：前半学期利用

平台进行集中教学。课前，学生通过老师提供的各种

影音教材、参考文件和线上链接学习浅层知识，帮助

实现快速预习；课中，老师会留出大量时间，通过分

组讨论、随堂测试、教学反馈和学生进行互动答疑，

鼓励大家进行头脑风暴并反思学习内容，从而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课后，老师会布置分组作业，学生

以小组的形式相互配合，这样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到了后半学期，当学生进

入到中小学展开专业实习，仍然可以通过学习管理平

台对整个实习过程中形成的个人观察与思考、阶段性记

录与总结、以及由此设计的教案、微课和其他实习作品

进行上传和分享。这样的课程设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老师也会根据学生学习过程阶段数据进行不同评价方案

的整合，通过大数据实现不同阶段不同场景教学的融通，

并对学生提交的成果有针对性地给出反馈，改进意见和

建议，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专业实习。

（整理：陶春）

在线学习评价“可视化”
首都师范大学

图 1  学习过程数据可视化效果

Top10 活跃用户 Top10 平台使用行为 前十名活动类型

基于 XAPI 对在线学习进行模型设计、统计分析、行为分析和学习结果反馈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和学

习方法的改进，对提高在线学习效果和促进在线学习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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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

运用系统理论的概念和方法，把质量管理的各个阶段、

各个环节的职能组织起来，对人才培养活动实行体制

化、结构化、持续化的监控，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和

诊断，形成的一个任务、职责、权限明确又互相协调、

互相促进的能够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稳定的、有

效的质量管理系统。

北京外国语大学于 2014 年引入了本科课程教学质

量综合评价系统，系统通过数据接口管理，为每一位

教师、学生构建账户体系；通过网上评教，教师可以

查看本人每个学期的评教结果和学生意见，便于发现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历史评估数据整理，查

看历次评教中开设课程的分值，进行数据分析；通过

评价问卷管理，自定义各类问卷；通过问卷、模型的

方式来收集实现学生对课程及任教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当然，评价体系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

不断的调整、试错、修复的过程。需要引入校内大数据，

通过数据的反馈、分析，来佐证体系的合理性及完善性。

北外经过多年的综合评价体系的实践调整，形成了属

于北外特色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在评价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教学质量综合评价需要高校高度重视，要自上

而下。

（1）只有将教学质量评价在校内上升到一定的高

度，才能真正的引起全校师生的重视。同时，通过教学

质量评价结果来反推教学资源调整，教学架构调整等。

（2）北外的教学质量评价由主管校领导牵头，教

务处处长及教学主管亲自带队，严格执行教学质量综

合评价进程，并通过评价结果及时处理教学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问题。

2. 评价需要具备科学性、系统性。

北外通过系统的教学评价模型，调研多个兄弟院

打造特色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系统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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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评价方法，结合校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专属于北

外的教学评价模型，开展立体、多方评价，学生评价、教师

评价、院系主管评价等，通过打分制、问卷调查制、评论制

等多种模式，按照不同比重分值，实现立体化的评估机制，

确保评价的科学性、系统性。

3. 评价需要具备严谨性、先进性。

（1）评价模型的建立要结合教育部的《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同时依据校内的“十三五”规划及未来

发展方向来制定，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引导、促进高校教学

的发展。

（2）北外教学综合评价依据北外的教学发展纲要，采

用教师、学生评教、辅之以定期的教学检查和不定期的课堂

听课，通过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学生评价与同

行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并将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占权重划分

清晰，生成严格的评价方法，从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

体系。

4. 评价需要结合大数据。

（1）评价体系重点是评价模型的完善，而评价模型的

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管理、测评经验、同行业参考等，但模

型的建立需要不断的完善，如何将评价更加合理化、标准化，

如何将评价标准量化，是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需要引

入大数据来辅助完成评价体系的建立完善。

（2）北外在 2014 年开始建设全校的统一数据库、一张

表工程，通过引入互联网技术，建设北外数据中心，对接教务、

研究生、科研、财务、一卡通、网络、人事、图书馆等系统，

将业务系统数据经过数据清洗、统一标准等汇集到数据中心。

并以此为基础，对全校的各业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终

实现数据的反哺，为各院系、部处服务，为校级层面提供决

策支持，校内师生可以通过数据中心平台查看本人在校内产

生的所有数据。

（3）在北外评价体系中，教师数据分为个人数据、教

学数据等。其中个人基本数据最终来源于人事系统、科研系

统；个人的网络连接时长、上下线时间来源于网络计费系统；

进出图书馆的数据信息、借阅图书的数量、种类等信息来源

于图书馆信息等。通过以上产生的所有数据进行深度加工，

多维曲线展示，形成个人的综合数据评价参考。教学数据中，

课程信息、教学计划来源于教务系统；学生成绩、通过率来

源于考务系统；匹配评价系统中的学生评价、教师互评、教

管评价等，按照不同的比值形成最终的评价结果。最终将评

价结果汇集到北外的数据中心，进行更深度的数据挖掘，同

时由数据中心将数据反哺到人事系统，形成教师奖惩考核参

考。

（作者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 / 陆以勤

作为以理工见长的华南理工大学，在大数据科学

和工程相关领域，包括大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

环节（数据采集、通信、海量处理、包括计算机能力、

存储等）的研究一直非常活跃。有关大数据研究的科

技基地就有：广东省大数据分析与处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广东高校海量大数据的智能信息处理与安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人体数据科学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及广州市人体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等。为了培养

大数据的应用创新人才 , 学校充分发挥广东省的产业优

势，与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建设了如“华南大数据创新

人才培养基地”“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创新人才培养基

地”等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还设立了“云计算与大

数据”硕士专业。为了支撑大数据的科研和教学，除

了通用多款统计分析工具，学校搭建大数据的分析平

台、大规模数据的 Hadoop 系统平台，为大数据的挖掘、

存储、分析提供支撑。学校科研和业务活动本身产生

大量的数据，例如学校的两个附属医院、大数据交换

中心及二级部门的业务数据等，经过严格的脱敏处理，

经过数据主管单位的允许，可以提供给科研研究，另

外，学校与多家企业合作，采集多个企业级数据源，

其中包括社交网络数据（人人网、开心网和新浪微博

的真实数据约在 10T 左右）、交通数据网（6T 左右）、

钢铁现货交易第三方电商平台、百度、阿里云等名机

构的完整的海量数据，可在平台上展开数据信息交易、

数据挖掘、数据统计与分析等应用，不断提升运用、

解释、挖掘数据的能力。为了给大数据科研团队提供

良好的支撑环境，学校还计划建设“科研大数据服务

平台”。

华南理工大学
科研大数据实践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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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行各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教育形式也呈

现出在线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本文就在线教育的

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对大数据环境下

的“i+ 学习空间”O2O 教学新模式进行研究。海大在

线是“i+ 学习空间”的实化，旨在创建一个镜像网络

校区、一个能够提供学校师生在线学习生活工作的平

台、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智慧校园。基于现有的在线教

育模式结合师生实际需求进行整合和创新，并以物流

课程为范例，创建“物流”通识课。在实际应用中，

逐步对“i+ 学习空间”教学新模式进行研究与改进。

2011 年，大连海事大学自主研发了基于国际主流

开源在线学习系统 Sakai 开发的海大在线之云课堂， 

成为学校最早的在线教学平台，与学校信息化应用环

境融合度非常高， 平台与学校的统一身份认证、 人事

教师信息系统和教务管理系统等多个信息化应用实现

集成，同时支持电脑、平板和手机等多种设备。通过

大数据学习分析模型，能够深入探究学习者的学习过

程与情境，发现学习规律，根据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和

能力为其提供个性化自适应式学习，还开发了在线教

学大数据行为分析系统， 可以对在线教与学行为进行

监督与评估。智慧校园是一个持续优化的服务运营系

统，主要体现在管理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学科知识、

流程规则等的积累，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整理和分

析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

系统优化、流程优化、系统建设评价、用户服务的评价。

数据是智慧校园建设最重要的资产，数据思维将会提

升智慧校园的价值。

O2O教学新模式

“旧”网络教育向“新”网络教育的跨越，很大

程度上借助了“大数据”，从微观视角提出大数据之

“大”，不在于其表象的“大容量”，而在于分析数

据的全面性和潜在的“大价值”。将“大数据”的这

一特征运用于教育，也就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做出相应的督促，增加网络教育的实效性。这样的网

络教育不再只是把教学资源放在网络进行共享，而是

更好的强调了教育本身，是更适合当下的“在线教育”。

“i+ 学习空间”是一种 O2O 的教学新模式，是大

数据时代的在线学习。线上，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选择课程自主学习；线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

求选择部分知识为学生讲解，同时教师也可以为学生

设置课下自主学习的任务，完成指定的习题来辅助教

学，从而实现翻转课堂，这样既增加了教学形式，也

大连海事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i+ 学习空间”

从微观视角提出大数据之“大”，不

在于其表象的“大容量”，而在于分析数

据的全面性和潜在的“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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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学习更多知识。这种线上线

下双重辅助学习的模式，实现全面地记录、跟踪、掌

握和可视化学习者的不同学习特点、学习需求、学习

基础和学习行为，通过分析系统为不同的学生建立学

习模型并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打造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每个人的学习内容不再千篇一律，会根据用户个性化

的学习轨迹动态呈现。可见，大数据学习分析让教育

变得千人千面，暗合了“因材施教”的理念，形成了

解自我、唤醒自我并实现自我的过程，恰好适应了个

性化和人性化的学习变化，从学习中真正找到幸福感。

针对很多学习自制力较差，在自主学习时常常因为缺

少学习资源和监督而学习效率低的学生，系统也起到

很大的帮助。

“i+ 学习空间”同时也是大数据辅助建设智慧校

园的新模式。智慧校园是在众多新兴信息技术引入高

等学校后，建立校园信息物理系统，实现校园物理空

间和数字空间的有机衔接，亦即学校的物理校园和虚

拟校园融为一体。通过校园信息物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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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反馈用户需求、控制环境状态、

支持人群协同。

模式的实化——海大在线

海大在线是“i+ 学习空间”模式下建设的深入实

践“互联网 + 教育”，是基于现实生活大连海事大学

的一个镜像网络校区——独具特色的移动智慧校园在

线学习生活工作平台。在智慧校园中，依托知识管理、

校园社交网络、在线教育等 IT 平台的支撑，基于线上

线下融合的智慧型人才培养模式将逐步成为主流。在

智慧校园中，教师备课摆脱了时间、空间和个人知识

孤岛的局限性，能够基于历年教学资料、同行教学状

态和学生学习反馈的大数据有针对性地准备教案；学

生摆脱了传统的课本学习和统一课堂灌输的被动学习

模式，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翱翔，并能够得到基

于大数据分析的适时、贴切的个性化指导；师生交流

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声音、视频、文字、图像等各种

交流工具随需而动，交流过程还可自动记录并根据需

要回放复习；教学评价不再是纯粹的主观打分，而是

基于师生教学互动和学生学习过程的大数据开展的多

维、动态、全面、智能的教学评价，并指导学校按照

客观教育规律不断改善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模式；

因材施教和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主流，学生的职

业发展、就业引导与人生指导也将综合其个性特点与

社会发展而更加科学、合理；推进一站式满足学生学

习的基本需要，如：课表、成绩 、空教室的查询，与

老师的线上交流及答疑，自主学习课程，同时能够协

助线下课堂上的教师点名和学生快捷签到，避免在学

生数量较多情况下点名浪费过多时间的问题。

海大在线技术架构

海大在线总体包括一个核心、三项业务、四大系

统。其中一个核心是指海大在线核心技术框架，该框

架包括四大核心层次，分别是软件应用层、服务接口

层、数据服务层、基础设施层。该框架为移动端程序、

图 1  海大在线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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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S 层

IaaS 层

图 2  知识社区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

师生

期刊社
出版社

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文献资源

数字出版产品

课件资源

档案资源

数字博物馆

数字资源

智能终端

客户端

浏览器

手机

显示屏

数字知识资源 终端频道知识服务中心

网络教学服务平台

学术科研服务平台

知识资源中心
访问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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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程序提供代码标准、接口标准及数据标准，形成

一个总的核心驱动层。三项业务：以核心驱动层为基

础，提供业务驱动层，分别是消息交换机中间件（即

时通讯平台）、开放平台和混合开发中间件。四大系统：

以业务驱动层为基础，派生出系统层，包括：社交系

统、消息系统、服务系统和应用系统。此后所有的校

园移动信息化需要的应用插件、服务插件等都由四大

系统引擎继续派生，它让移动信息化过程有标准可依，

可以大大减少移动化带来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而

且由它构建的移动化软件平台在用户体验上、在开放

性上都是一流的，可以极大程度上满足学校服务师生

的目标，如图 1 所示。

应用效果：“物流”通识课的设计与实践

当代大学生是在网络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对

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强，求新，求变，传统的“填

鸭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完全吸引学生，同时，传统的

教学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知识更新速度慢，知识

讲解形式单一等问题。基于海大在线构建的完善的智

慧校园的环境，在自主学习方面的建设不再延续以往

单一视频教育的方式，而是要创建一个集完整教学流

图 4  学生学习资源分析

程包括日常学习、课后复习、随堂测试、相关扩展、

知识点随时搜索于一体的学生自主学习的“i+ 学习空

间”系统。现以物流课程为范例设计并实践“物流”

通识课。

跟随着大规模、灵活性高、个性化的信息社会发

展的步伐，大连海事大学知识社区（如图 2 所示）也

在逐渐构建、发展、完善中。基于大数据的海大教学

科研创新服务以知识资源为核心，提供标准化的数字

知识资源、网络教学服务、学术科研服务并支持各个

终端频道访问，沉淀知识资产不是目的，而是要让个

性化的内容传播给需要的人，让有价值的知识、经验

为更多人所复用，让每个人都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传

播者和学习者。

系统提供的学习方式包括书籍知识点部分和视频

部分，知识点部分是指将一个大的知识点逐步分层细

化形成一个以知识点为根基的完整的知识网络，这样

的划分方式既方便学生根据需要系统地学习知识，也

可就某一个知识点进行巩固学习，通过分析系统随时

了解掌握学生学习状况，如图 3 所示。

现在的“物流”通识课已经逐步融合 MOOC 的

高度开放性和 SPOC 的针对性的很多功能，从课堂点

名、课后作业、平时考核、课程中的资料展示、课

后师生交流等等，在丰富知识的展现形式，提高学

生的参与热情的同时，也逐渐让学生熟悉海大在线

这样的在线教学系统，会随着实际老师教学需求的

改变和学生学习需求的改变进行调整，双方面共同

的努力，也是实现了师生间的“通识”。学生学习

资源分析如图 4 所示。

小数据实现，大数据沉淀。每个人创造的数据

都是“大数据”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大数据的生

产者和消费者。大数据时代对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

分析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在大数据分析的支持下，

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推送、学习质量分析等将有了可

行的解决方案，个性化学习诉求在大数据时代有了

新的实现途径。通过“i+ 学习空间”优化学习过程，

有利于学习能力的提高、学习兴趣的培养、思考能

力的提升，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逐步做到因材施教。

总之，有效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基于大数据记录学习

者学习过程，分析学习者的思维习惯，结合即时的

学习场景，推送适当的学习资源，由此可见，大数

据是教育未来的根基。

（作者单位为大连海事大学智慧校园研究中心）

图 3  学生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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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福德郡大学

贝德福德郡大学出于学生留存率的考虑，通过收集

学生相关数据对学生出席和参与情况进行监控。这些数据

包括：去图书馆次数、图书馆使用情况（借阅的书目）、

上课情况和在校园情况、学生信息帮助台（SiD）使用情

况、虚拟学习环境使用情况（Blackboard）、网络登录情

况（Novell）、e-Vision 使用情况（学生个人信息和考试成

绩）、作业提交情况、参会情况和参加考试等。

贝德福德郡大学致力于将数据转化为关键的管理

信息，正试图利用 Oracle、Excel、SharePoint 和 Report 

Builder 来实现项目报告工具的标准化，方便贝德福德郡大

学内所有的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使用。虽然目前为止，很

难确定因分析技术的使用而直接提高了留存率，不过，一

些证据表明，贝德福德郡大学的出勤率和图书馆的出席率

得到了提高。

目前贝德福德郡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正在

数据仓库中集聚的“大数据”。教学大数据可以完成很多

事情，但现阶段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成本很高，且院校

的专业知识不足。这需要以后有更多的高管参与业务智能

和分析技术，并共同努力制定一个包容的高层战略，将所

有现有的项目和线索整合在一起。

编者按

本文摘取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 (JISC) 的研究报告《学习分析——英国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现状》部分内容，以帮助国

内高校了解教育大数据在英国高校中的应用与发展。该报告主要探讨英国部分大学和学院在学习分析方面的发展现状，对英国

10 所大学、2 所学院以及伦敦大学计算中心的高级管理人员、学者、信息技术部门的管理人员、图书馆和教育技术单位的管理

人员等进行采访，深入了解实际发展情况，其中涉及教育数据的采集、分析、应用模型以及未来发展预测等部分。

大数据在英国高校的应用案例

布里奇沃特学院

布里奇沃特学院使用教学大数据的主要驱动因素

是支持其学生要取得比全国相似入学水平的学生的平

均成绩更好的成绩。为此，布里奇沃特学院使用称之

为“第三级增值数据”的第三级国家数据集，它由来

自授权组织的数据组成，如 Edexcel（英国爱德思国

家职业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和 OCR（牛津、剑桥和

RSA 考试局）。主要跟踪 16~18 岁的学生，从其第 2

级成绩到第 3 级成绩（包括第 A 级成绩和大多数职业

资质），用此来指明学生是否达到了高于或低于全国

平均成绩水平。

除了国家数据集，学校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数据系

统——布里奇沃特学院增值数据。根据学生之前的成

绩、出勤记录、愿望和其它因素（如是否为护理员），

创建个人档案。一些学生不是学校活动的“常客”，

或者来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家庭，布里奇沃特学院

就要为此找到最好的办法来支持积极主动的学习行为

和态度，以便这些学生都能取得成功。

数据分析系统可供指导教师使用，例如，如果学

生出现严重的、有关心理健康的问题或者当无家可归

时，可将该学生信息提交给高级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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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盛开  整理：高锦）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未来计划

将更多的数据提交到学生自己手

中，这样，学生就可以自主管理

学习行为，同时，学校会为其开

发一个手机界面。

之前，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

数据资源主要来自于学生信息系统、图书馆系统、智能卡和评估

系统等。并为指导老师开发了一个仪表板，用于与学生讨论表现

情况。系统从七个来源获取数据，使用关于课程考勤情况、资源

使用情况、评估意见书、图书馆借贷情况、刷卡情况和学业历史

等的数据来计算出席率。

目前，该模式没有明显弊端，学校希望以一种对教职员和学

生来说都更富有激励性的方式来指导学校生活，所以校方希望日

后数据能够提交到学生自己手中。

拉夫伯勒大学

拉夫伯勒大学开发 Co-TutorTM 系统，该系统旨在整理和可视

化数据的系统，它们为特定的教职员工群体而定制，以便教师展

开教学活动。Co-TutorTM 系统使用数据作为一个通往各个学生学

习经验的窗口，实现自动的消息通报，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提

醒、提出问题。

目前学校正在开发一个关于 Co-Tutor 的学生门户网站。另外，

通过学生实习活动来开展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什么是教育数据，以

及可视化对学生的重要程度，以帮助确定网站开发路线图。校方

认识到，需要一个更加移动和友好的接口，以便从拉夫伯勒大学

的各系统中获取教育数据。

Co-Tutor 的 数 据 采 集 自 多 个

系统，包括：VLE（Moodle）；学

生信息系统（一个定制的系统）；

时 间 表 系 统； 保 存 用 户 照 片 的 安

全 系 统（Symmetry）； 考 勤 监 控

系统（Attendant）和作业处理系统

（CASPA）。目前尚未纳入任何来

自图书馆的数据，但希望能连接阅

读列表系统（LORS）和图书馆借阅

记录。

拉夫伯勒大学的各种各样项目正在进一步积累关于学习者的

数据，这些包括连接系统，负责记录物理的和虚拟的课程作业提

交情况、自动获取考勤数据和反馈意见、电子资料等。这在未来

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东伦敦大学

东伦敦大学很早就

开始收集学生考勤数据，

对学生实施考勤监控。

数据主要来自于磁卡考

勤数据，该部分数据保

存在 SQL Server 数据仓

库中。其他数据主要是，

学生信息系统关于成绩

数据和学生特征、来自虚拟学习环境的活动数据（Moodle）、

图书馆活动（Athens）、物理图书馆借贷报告、课程接收活动、

免费图书下载活动等，这些数据则被传输到 Oracle 数据仓库中。

东伦敦大学部署应用了一个业务智能工具——QlikView，来对

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QlikView 可用的数据包括：学生个人信息页面，显示出勤

百分比、成绩和其它特征；每个学生每个星期一份显示 Moodle

活动的报告。学校以及个人能够查看数据，图形显示明确的出

勤率与模块分数之间的关联关系。

学校每月都会自动向学生发送电子邮件，显示其出勤率。

出勤率也会放到学生门户网站（UEL+）上去，这样学生在其

上就可以查看自己的出勤率。如果学生的出勤率没有改善，那

么系统会向学生发出警告，最终可能撤销其学习资格。

德比大学

德比大学全校很大

一部分学生来自黑人和

少数族裔，许多学生背

负照顾家庭的责任或是

残疾学生。基于此，德

比大学通过调取分析学

生相关数据，希望能更

好地了解学习者及其各种各样的需求，着力提高学生成绩和丰

富学生经验。

2010 年，德比大学启动学生经验“红绿灯”项目（SETL）。

主要调取 29 个维度的数据，确定监控学生的参与情况。这其中，

包括教程和讲座的出勤率和互动情况、成绩单、教学评测中的

表现、对虚拟学习环境中资源的访问情况、入学资质和背景，

以及校外责任，如照顾孩子、年龄资料和兼职 / 全职状况。

德比大学考察了 QlikView（可视化数据的主要系统），认

为建立一个数据仓库系统会更有效地储存数据。因此，德比大

学正在开发一个数据仓库，主要面对存放在学生信息系统中的

学生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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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构的下一代数字环境（NGDLE）是否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花园”，错落有致的社区地块，或

一地本土花草，保护个人隐私要求互操作性标准有助于确保制度和个人隐私的价值取向。本文将互操作性隐私标准

分为五大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中的隐私保护

文 /Lisa Ho

在实体校园中配置的多样化反映和激

发学校社群中多样化的灵感和合作，也在虚

拟教学环境中投出镜像：快速演化的教育技

术和客户应用组成的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联

合体。教师们经常使用学校的教学管理系统

（LMS）之外的工具，运用学生喜爱的应用

来吸引学生投入学习与此相应，一个学术评

议委员会正在争取发布一个指南，来评估课

程申请中的社交媒体运用。研究小组针对一

些主题提出了一些考虑，涵盖的范围从设备

可用性和辅助技术支持到隐私、长期数据控

制、所有权和内容管理等。

随后，在另一场会议中，我们探讨了

隐私和在线监控问题是如何与院校研究相

关的。同时还讨论了伦理审查委员会（IRB）

和《联邦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ERPA）》

规定的与涉及学生数据的研究相关联的强

制义务，以及以学校名义进行的研究如何

在这些保护之下变成了一个特色领域。我

们深入思考了从学生身上采集到的诸多不

同的数据点，并展望了通过对更多信息进

行关联分析来评价、量化和改进学生体验

的前景。同时，还反复研讨了在无处不在

的监控对创新教学环境带来的影响，因为

创新教学环境中个人需要有不受威胁地进

行实验的空间，也需要有无须害怕关门带

来的后果的自由。 

这些讨论预示着教育技术的未来。

菲尔·希尔（Phil Hill）将当前的教学管

理系统描述为“有围墙的花园”，其中用

户创造的内容和事务数据在学校管控的局

面中受到保护。与此相对的是未来的下一

代数字教学环境（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NGDLE），他将此

描述为“开放式花园”，其中数据在不同

来源的应用中自由穿行。教师和学生们将

个性化教学工具堆积汇编成为了在线的校

园生态，其中通过测量导向的数据标准，

我们能够对互动中的每一点进行测量、关

联和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

护隐私，而不会让学生和其他人在虚拟的

开放花园中过度暴露呢？

互操作性隐私标准

隐私影响评价（PIA）是隐私官员工

具包中的一个标准量尺，用来评估潜在系

统的隐私风险。《2002 年电子政府法》

要求在采集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和开发

或采购保存个人信息的联邦系统前，必须

要进行 PIA。PIA 描述的是一个系统性流

程，包括明确信息采集的范围和目的、评

价合规性要求，以及分析隐私风险和管控

措施。尽管 PIA 是一个公认的惯例，然而

在大部分的高等教育行业中，受资源所限，

正式进行 PIA 并非常规做法而是更加进取

的表现。以集中审核流程方式实施 PIA 尤

其不可行，因为学生和教师们构建个性化

的教学环境时是从完全未知的来源中汇集

应用的。我们需要一种能在运行中审核隐

私活动的方法。

NGDLE 支持由多元化模块组成的教

学生态，因此互操作性和“不受阻碍的数

据交换”被鼓吹为不可或缺的特性。尽管

互操作性极好的乐高积木作为塑料玩具是

理想的，然而要是以学生隐私和可靠管理

为赌注的话，也许电源插头模型是更恰当

的比喻。在低风险场景下为了最大化的互

操作性可以接受两线插头，不过根据尽职

原则，我们还是应该将数据交换建立在获

准的隐私条件下。

不同高等院校在数据的可靠利用方面

有不同的文化，遵循不同的规范。2016 年，

在关于学生数据的可靠利用的第二次阿西

洛马（Asilomar）会议上，提出了创建“一

套模板或者广泛的一系列原则，并可以扩

充以涵盖院校特有的环境 / 重点”。这个

概念可以通过 NGDLE 互操作性隐私标准

的形式加以实现。以互操作性为重、对

隐私限制最少的学校可以选用通用模板。

其他有更严格隐私要求的院校可以要求

按照某个特定隐私标准在互操作对接时

进行验证。

IMS 全球隐私和安全工作组已经发布

了一个“数据使用标签”的模型，就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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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素标签一样，用于按照教学工具互操

作性（LTI）标准进行教学工具注册时向

系统管理员展示。对这种对接方式加以改

进，使之面向更广泛的一组隐私标准并根

据院校的配置进行自动化的审核，就能为

分布式的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形成一个进

行有效隐私管理的途径。

这些隐私标准包含哪些内容？多种隐

私框架提供了构建 NGDLE 互操作性隐私

标准所需的素材。

公平信息实践原则（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s，FIPPs）和 OECD 隐私

原则所确定的原则，奠定了数十年来世界

范围内隐私法律和政策的基石。近年来，

奥巴马政府尝试推动的消费者隐私权利法

案（Consumer Privacy Bill of Rights）定义

了互联网时代的隐私框架，并承认我们比

过去更自由地分享个人隐私。近年来还

出现了专门针对学习数据环境的若干框

架。国家技术标准研究所第 8062 号报告

（NISTIR 8062）中的隐私工程目标力图

弥补高层的隐私原则与其在系统中的具体

实现之间的缺口，明确了实施隐私政策所

需的系统能力的类型。

表 1 对每个隐私框架中的多种构成要

素进行了交叉分析，将这些互不相同的方

案中的相关概念归纳为五大主题。这些主

题为 NGDLE 互操作性隐私标准建立了基

础。某些隐私概念在所有的方案中都是一

致的，尽管不同框架中概念的名称、重点、

目标和实现途径各不相同。某个框架也许

在一个主题之中有多个思路，或者将主题

的基本概念归为另外一个主题中，或者根

本不涉及一个主题。下文各节提供了对这

个交叉分析的一个导引。

透明和可预测性

关于数据目的的通知的具体程度，以

及数据使用的可预测程度。

透明度在所有的隐私方案中都出现了，

不过在数据使用的披露方面，不同方案对

具体程度的规定有所差别。实现透明的传

统做法有：提供关于数据采集目的的通知，

给予数据主体是否参与的选择机会，以及

根据具体目的而对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加以

限制等。然而，由于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

原本不相干的数据点之间的显著相关性，随

着数据分析的兴起和科研经费资助经常有数

据共享的要求，在一些较新的隐私框架中，

“特定目的”的原则引人注目地消失了。

本来的关注点在于数据采集者有提供

特定目的说明的责任，确保数据主体能有

依据地做出是否参与的选择。一个建议的

替代方式是，将关注点从数据采集者的责

任转移到数据处理者在数据使用的具体情

境中做出适当决定的责任上。例如，消费

者隐私权利法案要求“情境责任”（Respect 

for Context），即数据只能以与数据最初

采集时相一致的方式使用；如果不一致，

则只能在更高的透明度和个人选择参与时

使用。这一办法的支持者提出了对未来的

数据使用进行预测的困难性，以及几乎没

有数据主体会阅读通知这一事实。其他人

则对依赖数据处理者在决定“适当的”数

据使用时将数据主体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

心存疑虑，因而要求对数据采集和使用及

时通知来提醒使用者。国家技术标准研究

所（NSIT）的框架则引导系统设计者们

找出为满足系统的可预测性目标所需的方

法（通知和选择、情景责任或其他），这

样利益相关者们就不会对数据处理表示诧

异，即使在情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匿名权或选择权

数据的匿名化程度，以及个人在是否

参与数据采集和使用上的选择权的大小。

如上文所述，选择这一概念经常是与

通知这一概念相关联的。在透明度主题上

有大范围的各种方法可供使用一样，在选

择是否参与数据采集和是否允许使用他们

的数据方面，个人能有的能力也是有大范

围的可能性。当数据的使用不可预测而且

与数据采集时的情境不一致时，理想状况

应当是由主体来选择是否参与。院校的价

值观、特定应用的价值观和情境都决定了

个人对自身数据使用的控制程度。例如，

学校是否允许学生选择不参与使用学生学

习数据而进行的研究？

在这个领域中，数据的去身份技术扮

演了核心角色。在某些应用，如学术研究

中，我们可以将数据和个人身份解除关联；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数据必须是能识别

主题 加州大学标准 IMS 标准 LACE 计划 第 1 次阿西洛马会议标准
斯坦福大学社会科

学研究所标准
OCED 指南 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 NIST 8062

透明和可预测性
透明度

言论自由
透明度

参与

解释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透明度

相互理解

开放性

明确用途

采集限制

透明度

尊重情境
可预测性

匿名权或选择权
匿名化

知情同意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使用限制 个人控制

不相关性

可管理性

访问权、所有权和控制权
访问控制

所有权

访问

所有权
开放性 个人参与 访问和准确性 可管理性

符合伦理的使用、管理

和治理责任
符合伦理的使用

管理

治理

功效

决定

合法化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善意

公正

持续考虑

人性学习

开放的未来

有依据的改进

数据质量

责任

明确目标的采集

责任

可预测性

客观理性

不相关性

安全和技术标准 保护
安全和隐私

互操作性

技术方案

外部合作者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安全防护 安全

（安全目标：真实性、

完整性、可用性）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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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例如在为某个学生或者咨询教师

提供可操作的信息时。某些数据或许需要

在匿名的和关联身份的状态之间反复。例

如，法学院考试采用匿名评分来防止偏见

和保护残疾学生免受污名伤害。要为院校、

应用和个人在选择权的要求和偏好方面指

定参数就需要有一套 NGDLE 互操作性隐

私标准；而且这些规范还要嵌入成为数据

的属性并随着数据一同传输。

访问权、所有权和控制权

个人、学校、厂商和公众在数据的访

问权和所有权的定义水平。

因为数据对于数据主体是有影响的，

数据主体有权参与数据采集过程，而且有

权获得以可理解的格式展示的数据，从而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隐私框架中的最初描

述的访问权就聚焦在这些权利上。面临着

数据算法的高度复杂性、机器学习决策支

持和预测分析，访问权目标的重要性被再

次重申。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European 

Union'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要求数据处理者向数据主体提供

信息，说明是否有自动决策系统存在，这

类系统的处理逻辑以及处理的后果等有用

信息。GDPR 是大范围实施的，因而预测

会对全世界的院校产生影响。如果新的信

息通过人类逻辑难以理解的复杂算法而产

生，那么数据在通过 NGDLE 交换时，对

算法模型中的最重要因素的着重解释也要

嵌入到数据中一同交换。

NGDLE源自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

而且高等教育机构的利益也需要保护，这

两个因素共同催生了访问权和所有权问题

的新的一个方面。因为教学数据关系到教

学的核心使命，为了确保教育机构对教学

数据的访问，在所有即插即用系统的互操

作对接中必须要将数据所有权的相关安排

结合进去。

数据共享的权利要通过 NGDLE 互操

作性隐私标准在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进

行合理稳定的分配，才能支持多校间的合

作；支持公共经费资助的研究要求的数据

分享；支持基于能力（competency-based）

的课程学分模型，让学生可以在其中保存

整个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活进行学习的证

明。NGDLE 必须要能根据知识产权的细

粒度规定，支持学生在个人实现空间、有

限合作模式和公共思想交流之间切换。

符合伦理的使用、管理和治理责任

隐私只是教学数据的符合伦理使用中

的一个方面。信息化应用为教学和指导带

来的益处（例如能加强师生关系等）可以

支持学生取得成就，为每个学生创造未来

的可能机会，并平衡教学数据共享带来的

各种风险。如果应用提供商能够在坚持道德

原则的治理流程和持续责任方面提出证据和

论述的话，那么各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就会提

高，从而允许更敏感的数据参与到交换之中。

安全和技术标准

隐私标准决定了在个人数据的授权使

用中哪些被当作合理的，安全标准通过保

护系统和数据免于非授权的使用而为其提

供支持。认证、授权和加密规范都是保护

数据的重要安全机制。Caliper 和 xAPI 等

开放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技术和安全

标准问题，而安全模型的健壮性是 NGDLE

互操作性隐私标准保持强健的核心。

基础和扩展

正如市政规划师为新城市的各种设施

和网格进行布局一样，NGDLE 互操作性

隐私标准的构建者们可以在下列五个主题

上确定基础规范和可选扩展：

1. 透明和可预测性

2. 匿名权或选择权

3. 访问权、所有权和控制权

4. 符合伦理的使用、管理和治理责任

5. 安全和技术标准

例 如，NGDLE 互 操 作 性 隐 私 标 准

1“透明和可预测性”的最低判断规则是

“采集到的数据的使用或者披露的目的必

须与教学方法或学生成就相一致。如果数

据的用途与教学方法或学生成就无关，数

据主体能够选择退出”。又如，可选的扩

展可以是：（1）关于数据采集、保留、

使用和共享实践方面的通用信息将会以发

布隐私声明的方式让所有用户获取；（2）

只有在取得积极（选择加入）知情同意的

情况下才可以将数据用于与教学方法和学

生成就无关的用途；（3）数据访问和使

用要及时通知用户。

在允许数据交换前，不同应用和学校

之间可以在运行时互相评估隐私合规性，

根据每个隐私主题中确定的标准来对比对

方的合规性声明。可能学校 A 认为没有必

要进行“透明和可预测性”检验并无差别

地接受所有插件；可能学校 B 认为基础标

准和任何扩展都是可接受的；可能学校 C

只接受符合标准 1（2）“二次使用的选

择加入”和标准 1（3）“及时通知”两

项要求的应用插件。

有进取心的学校和学生将承担起验证

应用的合规性声明的工作。标准机构将承

担起收集和发布应用程序列表的职责，并

按照其声明是否符合或不符合合规要求而

分为黑名单、白名单和灰名单。学校也会

根据其风险容忍度而将这纳入其隐私要求

的考虑中。这种低成本的模型允许学校参

与到 NGDLE 生态中，而不论他们在严格

的隐私要求和“不受阻碍的数据交换”之

间站在什么立场上。

照料“花园”

一所学校的 NGDLE 看起来像是精心

设计的“花坛”，或是植物群落的拼凑，

还是天然花草覆盖的田地，都可以根据数

据互操作性标准设计隐私要求，让我们获

得一种工具，确保在透明度、选择权、所

有权、治理和安全方面的实践活动能够和

学校及个人的隐私价值观保持一致。

通过制定 NGDLE 互操作性隐私标准，

能够提升教学数据的管理水平，从而能在

下一代的学生培育自己的数字教学环境的

时候为其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责编：

杨洁）

（本文译自 EDUCUASE REVIEW；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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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DUCAUSE《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NGDLE）报告发布时，其他国

家同样也在研究这个主题。荷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这项工

作，为所有的高等院校选取一个通用方法构建数字教学环境，

以支持灵活和个性化的学习。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

学（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UOC）选择与麻省理工学

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合作，根据

NGDLE 原则为新的虚拟校园开发具体架构。这些方法尽管各不

相同，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正确地为 NGDLE 的实

现创造条件。

SURF：国家层面上对院校的支持

2006 年，荷兰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75% 的高等院校

正在建设数字教学环境（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DLE）。

这不仅是因为院校发觉要更多地管控师生所用的工具和应用，

还因为大多数的院校与 Blackboard 公司的授权协议到期了，需

要进行新的招标。数字教学环境开发如图 1 所示。

通 过 采 用 可 改 变 和 可 扩 展 的 组 件 组 成 数 字 教 学 环 境 的

思想得到了许多院校的认可。他们对这一概念在某些情境

下进行了实验。然而，当需要替换教学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时，绝大多数的院校仍然选择了

一体化的系统，因为他们还没有确定好对模块化教学环境的

需求。此外，实施模块化的数字教学环境还存在着技术和组

织方面的问题。

SURF 是荷兰教育和科研 IT 部门的合作组织，其使命就是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创新来提升其 IT 部门的工作质量。数字教学环境是

SURF 正在应对的主题之一，其主要目标就是使院校具备构建数

字教学环境的能力，以支持灵活和个性化的学习。SURF 和院校

一起寻求对普遍性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样就可以让相关的院校

专家都参与工作，不然院校就只能自己来干。在荷兰，主要的

普遍性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教学环境是否能支持院校的教育愿景？院校的教育愿

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数字教学环境的选择？通过讨论和

圆桌会议的形式，高等院校的代表们就这一主题出版了荷兰教

育科研网 SURFnet 期刊的专刊，如果院校对于数字教学环境对

教育愿景的支持存在疑问时可以参考。该专刊根据当前的教学

趋势提出了数字教学环境所隐含的全局条件要求。

其中，一个有趣的组织悖论暴露出来：从教育愿景向教学

模型和授课方式的转化经常是在大学或学院中的多个层次上进

行的，如院系、专业、项目、课程等。但是，关于数字教学环

境的责任和决定经常是在学校层次上的，这个层次上不可能满

足所有的、各种各样对于数字教学环境的愿望和需求。尽管如此，

数字教学环境也还得尽可能多地支持不同的教学和学习过程。

因此，学校层次的选择必须让个体项目层次有充分的灵活性，

同时还要让院校有充分的控制力。

一个重要的教学趋势是：院校规定学习的产出，而不是预

定的课程。学习产出是指学生所知道的、所理解的，以及在学

习过程结束后对所能做到事情的描述。

数字教学环境必须对教师和学生都提供有效支持，让学生

可以负责自己的学习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点，数字教学环境必

须要为院校的教学活动与相关任务及期限提供一个清晰且透明

的展示。这就要有更多的变化来适应各种不同的学习途径和学

国际视角下的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构建

图 1  数字教学环境开发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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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而且更进一步通过（同伴）反馈等方式深入洞察个体

和全体学生的学习过程。最后，还可以实现与他人的合作，无

论合作是发生在院校边界之内还是边界之外。

院校如何管理其应用布局？如何为可靠性、安全性以及用

户的选择自由提供支持？荷兰的高等院校用堡垒和开放城市模

型作为比喻（如图 2 所示），用来确定哪些工具在学校层次管理，

哪些分散管理，还有哪些不需要管理。

许多荷兰院校在自身组织中使用这个模型。该模型多次出

现在数字教学环境的报告展示和愿景陈述中，为这个议题的讨

论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法，而且有助于确定各个组件在数字教

学环境架构中位置。院校经常倾向于将所有东西都放在堡垒中，

但这并不总是最佳选择。借助这个比喻可以做出更加平衡的选

择，而且这个比喻也为院校从事数字教学环境相关工作的人们

提供了一个共同语言。

如何确保不同应用之间的互操作性？ EDUCAUSE 的报告指

出，有一系列的计划正在塑造着 NGDLE 的愿景，而且要实现愿

景还有很多必要的工作。在荷兰，我们根据 NGDLE 的特性开发

了一个通用架构。这个架构模型中的内容和功能来源于多个组

件，而且有互操作性标准让分离的系统可以一同工作。这种“组

件”为教育任务的有效执行提供职能（functionality），此处的

职能指的是全部可能应用（例如功能）组成的整体。下一代数

字教学环境要由哪些组件构成？要实现数字教学环境的个性化

和灵活性还需要做什么？进行集成还需要什么？

来自十所不同院校的架构师们一起研究了每个组件的情

况：哪些数据需要和哪些其他的组件交换；应当使用的标准；

这些在组件之间交换的数据是流入的还是流出的；这个研究形

成了可以院校在数字教学环境的设计中使用的一个功能模型。

这个功能模型（如图 3 所示）确定了数字教学环境中最重

要的五项标准 :IMS LTI（教学工具可操作性和集成）、IMS LIS（个

性化教学信息服务）、XAPI（分析）、SAML/VOOT（合作）和

OOAPI（可达性和通用设计）。

院校如何确保这些服务是符合相关标准的？在数字教学环

境的实现中，供应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当前，几乎没

有厂商完全支持模块互操作。厂商的确提供了（部分）产品包，

但是经常不能和其他系统互操作。只有厂商采纳互操作的途径，

我们才能实现模块化数字教学环境的目标。这需要服务提供商

进行改变，需要他们按照相关的标准开放服务，并且提供与之

前不同的授权模式。

SURFnet 向厂商提出了挑战，促使他们向院校展示其产品

在模块化数字教学环境方面的贡献。SURFnet 开发了一个模拟演

示环境，厂商可以在其中展示他们的服务兼容相关标准的程度。

国家层面的这项工作是对供应商和院校双方的支持。厂商只要

进行一次对接就可以向全荷兰院校进行展示；院校可以利用集

成在模拟演示环境中的所有知识。

在学校层面上院校如何根据教育方法和教学模型运用正确

的工具和设计用户界面呢？下面将要描述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和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OC）所合作的企业级架构，

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UOC/MIT：为高等教育中的教学技术提供支持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OC）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总

图 2  堡垒和开放城市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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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促进数字教学领域的进步。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自

2006 年以来就（通过 SEI/ODL）在教学技术项

目上开展合作。

现代教学技术必须能实现任何地点和任何

时间进行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讲授，而不必考

虑他们的物理位置。例如，如今在某所医院中

的住院医师学生可以与不同国家和不同地点的

教授进行在线交流，而不只是在某个大学附属

医院中的面对面交流。有了这些技术，我们就

可以使教育过程出现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

包括工作场所在内——医院、实验室、工厂、

农场，以及其他地方。

这种新的教育现实要求教育者和教学设

计者们重新思考教育的一些基本方法。授课

教师的角色也许要从教室教学转移到辅导和

指导上。学生也许将被要求扮演更加活跃的

角色，向同学提问并请求授课教师的辅导。

同时也要求能有一些更加有用的教学方法：

在支持下一代的教育体验的过程中，对基于

能力的教学（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面 向 问 题 解 决 的 方 法（problem-solving 

approaches）和基于项目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接受程度都在不断增加。促进创造、

支持动态指导、鼓励学生之间的讨论和合作

工作的工具和服务将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可

交互。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将见证新的教

学方法和新的软件服务在教育行业中的繁荣

发展。

社会也正在变化。如今的从业者们都在分布式的、跨学科

的和国际化的团队中工作，而且工作场所数字化的进步已经改变

了绝大多数的职业。每个领域中的创新都在持续，要求工作技能

的终身更新。在线教育很有可能是同时提供数字化素养和终身学

习的最佳环境。

1995 年，能使用的数字教学环境的学校并不多，所以加泰

罗尼亚开放大学自己开发了一个。如今，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的

虚拟校园使用的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混合体，源于后来根据用户

需求、技术升级和教学方法改变而不断进行的改写。与之相并

行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技术行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并发展

至今。许多厂商从事这个行业并且生产出了可靠的教育应用和

教学系统。

像许多其他的大学一样，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致力于一个

部分别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彼此之

间有一段国际合作的历史。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是加泰罗尼亚高等教育系统中第一个

远程教育大学，并从 1995 年起作为完全在线的大学，采用基于

个性化的教育模型和电子教学（E-learning）为学生提供持续支

持。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有大约 54000 名学生，6438 个虚拟教室，

2988 名课程讲师，366 名教职人员和研究人员。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数 字 教 学 办 公 室（Office o f Digi ta l 

Learning，ODL） 的 战 略 教 育 项 目（Strategic Educat ion 

Initiatives，SEI）小组负责支持麻省理工学院与其他大学、基

金会、信托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政府在数字教学的实验和

实施方面的合作关系。一些 SEI 项目扩展到不同的国家和上百

所学校，协助着麻省理工学院和全世界的实践者、研究者和学

图 3  数字教学环境的功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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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生机的教育行业的形成。因此，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正处于

从自建系统到第三方系统的转变过程之中，并寻找着那些不仅是

软件和服务提供商同时也是教育合作者的厂商。

EDUCAUSE 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报告为数字教学环境的演

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愿景。因此，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和麻省理

工学院共同提出了支持这一愿景的下一代企业架构的设想。

图 4 描绘了这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组件，使用了三个主要

元素之间的关系来表示：应用程序（右上）、教学服务（教育服

务基础设施 EIS），以及一个新的概念——教学方法体验（learning 

method experience，LMX）。

应用程序

Web、移动或任何形式的应用实现了最佳的教学资源的个

性化提供。每个职业都需要多种多样的应用，因此应用市场涵

盖了所有种类的数字应用程序，类似于普通的移动应用商店和

应用市场。如同 IMS LTI 那样的标准已经证实，事实上应用程

序市场可以支撑教育的需求，而且也是可行的。正如前文所述，

社会的快速变化同样催生了教学选用应用的经常性更新以及教

育的集成需求。

教学服务

教育服务基础设施（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EIS）是满足教学应用需要的一整套服务，提供了支持全校教育

和行政管理业务模型的基本功能元素。实施和巩固更加具体的

教育业务流程（如在线评价）将会造成变革后的服务从教学管

理系统（LMS）中脱离并进入到企业架构之中。教育是一个复

杂的领域，每一个部分的进步和精确化都要求专门的业务。下

一代数字教学环境（NGDLE）将需要为这些从教学管理系统中

分离出来的新服务的部署和持续提供支持，不仅在技术方面也

在业务方面。在这一点上，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正在主持一个

和 18 个欧洲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被称为 TeSLA 的项目，聚焦

于在评价过程中使用生物识别技术。这个项目将要求有新的厂

商，特别是生物识别厂商，而且毫无疑问的将要通过新的服务

合同集成到教育生态之中。与此同时，在过去 17 年间，麻省理

工学院基于一个可扩展的服务定义（service definition）集合，

形成了由不断增加的教学相关服务组成的主体。图 5 展示了麻

省理工学院开发的不断扩大的整套企业级教学服务（enterprise 

learning service）。

教学方法体验（LMX）

教学方法体验（learning method experience）指的是一个

实体，如用户界面或者其他的机制，用于提供一个特定的教育

方法或教学模型所需的情境和完整用户体验。在当今的教学管

理系统（LMS）概念中，教学方法体验（LMX）应当是教学过

程的一组视图或者是访问点（access point），诸如课程列表、

提醒、日历、新型的教学空间和更近的能力地图（competency 

map）之类。教学方法体验这一概念包括了教学人员根据他

们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模型设计出整体的用户体验所需的功能

集合。与这一概念相一致，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对于新的数

字教学环境的中心要求，就是要有设计和建立新的数字教学

空间的能力，特别是为不同的项目建设不同教学方法体验环

境的能力。

结论

作为对新的教育和工作现实的回应，教学系统的自然演化

意味着传统的、一刀切的教学管理系统正在迅速地没落下去。下

一代的教学环境必须要满足不断演化的教学方法、新的终身学习

的人口结构现实和持续不断演化的软硬件技术的需求。

从根本上，我们探讨的是新的、开放定义的和不断演化的

模型，从而以程序可访问的方式捕捉和共享真实的教育知识，激

发新的教育业务和服务的出现。最终我们可以期待由丰富教育知

识组成的不断增长的网络的形成，而且迈向全新类型的互联网体

验和嵌入式技术，超越目前通过网页浏览器（一项有着 25 年之

久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为了跟随和实现上述发展进步和获取一个适用的数字教

学环境的尝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荷兰和西班牙都在

进行相关的工作，推动数字教学环境提升到更高水平，而且

这些项目已经联合起来，使形成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在更大范

围内共享。 （责编：杨洁）

（本文译自 EDUCUASE REVIEW；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图 4  教育生态的模型

图 5 MIT 开发的 EIS 套件

教学方法体验应用

教育服务基础设施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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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9 月 12~13 日，由国家创新

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主办，赛宁网安、清华

大学 Musec 项目组承办的第三届 XCTF 总

决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来自

国内外顶尖的 15 支最强战队经过两天的

比拼，最终中国战队 FlappyPig 力挫群雄，

夺得本届决赛冠军，来自韩国高丽大学的

motesolo 战队获得亚军，中国高校联合战

队 Nu1L 夺得季军。

FlappyPig、motesolo、Nu1L
位列前三甲

中国知名战队 FlappyPig 荣耀夺冠，

FlappyPig 战队这两年在国内赛场上可谓大

发异彩，取得诸多竞赛冠亚军，也在国际

赛场上进行了诸多尝试，战队实力正在逐

年进步，他们在本届 XCTF 联赛郑州站选

拔赛中入围今年总决赛。FlappyPig 战队

夺冠，这也是三届联赛举办以来，继中国

台湾地区 217 战队、韩国 CyKor 战队之后

第一支获得总决赛冠军的中国大陆队伍。

来自韩国高丽大学的 motesolo 战队在

总决赛中夺得亚军，他们在本届 XCTF 联

赛福州站 RCTF 选拔赛中入围总决赛，

在此次决赛的表现也是非常抢眼，曾一

度反超 FlappyPig 登上榜首，但最终不敌

FlappyPig 获得第二名，捧走一万美金奖

励。在本届联赛总决赛中获得季军的战队

是中国知名高校联合战队 Nu1L，作为本

届 XCTF 联赛积分榜第一名，曾在本届联

赛多场比赛中夺得冠军，在本届总决赛的

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平稳发挥夺得季军。

来自韩国的 CyKor 战队、中国杭电

110066 战队、中国高校联合 FFF 战队获

得本届总决赛的一等奖，来自中国的 NSIS

战队、0ops 战队、天枢战队、NeSE 战队

荣获二等奖。

本届总决赛变革创新，引入AI赛制

本届总决赛，XCTF 联赛大胆创新变

革，引入 AI 赛制，参赛的每支战队都被

要求自主开发 AI 辅助自动化漏洞挖掘工

具，在比赛现场服务器部署 AI 工具，配

合战队一同参与总决赛。首日的比赛采用

解题（Jeopardy）赛制，AI 工具独立地自

动化进行漏洞发现与挖掘，人类战队基于

第三届 XCTF 总决赛落幕
中国战队 FlappyPig 夺冠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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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工具发现漏洞信息进行漏洞利用。在

首日比赛共有 20 个赛题，其中包括 15 道

定制 pwn 题、2 道同时进行解题和攻防的

赛题环境，还有 3 道真实 CVE 漏洞环境。

战队及 AI 的解题情况如下：

20 道题目中有 16 道赛题被 AI 工具

发现漏洞

Cykor 战队的 AI 工具发现了 13 道赛

题的安全漏洞，首日全场最佳

7 道赛题被人类队伍成功利用漏洞获

取 Flag

其中最多的是 Nu1L 战队及 FlappyPig

战队，各解出 5 道赛题

Cykor 战队解出了 4 道赛题

3 道 CVE 真实漏洞赛题环境有 2 道

被队伍 AI 工具自动发现漏洞

解出队伍数分别是 5 支和 4 支

第二日的比赛采用 AI 工具辅助战队

进行互攻互守的攻防（Attack & Defense）

赛制。除了延续使用两道第一日比赛赛题

外，还补充了两道新题目。上午比赛刚一

开始，第一日由于 AI 工具接口问题没有

任何得分的 SU 战队首先对 pointerguard 进

行成功攻击，获得攻防赛全场一血，随

后首日领跑的韩国 CyKor 战队先后拿到

pointerguard 二血和另一道题目 apatch 的

一血，开始继续领跑全场。在中午陆续放

出两道新题后，另一支韩国战

队 Motesolo 拿下第三题 network

的一血，而中国多高校联合战

队 Nu1L 则 拿 下 第 四 题 xmail

的一血，开始追赶 CyKor 缩短

比分差距，此时 CyKor 战队采

取 了 主 动 关 闭 这 两 个 服 务 的

战术，选择服务异常扣分分给

其他战队，而避免让两支战队

快速赶分超越。而另一支中国

多高校联合战队 FlappyPig 则

陆续解出了 network 和 xmail，

在比赛结束前两小时超越了 CyKor 战队，

排名反超至第一。

最后两个小时，主办方将比赛每回

合的时间从 5 分钟缩短至 2.5 分钟，并隐

藏了积分榜，比赛变得更加激烈并充满悬

念。在最后两个小时内，前三名多次变化，

motesolo 一度反超 FlappyPig 登上榜首，但

最后因为 FlappyPig 更好的防御及在多个

服务上的持续高效攻击，FlappyPig 战队终

于战胜了上届总决赛冠军 Cykor、本次大

赛黑马 motesolo 以及国内实力强大的新秀

战队 Nu1L，成为了 XCTF 联赛三年来第

一支夺冠的中国大陆队伍。在首日大部分

时间和第二天前半程均领跑的韩国 Cykor

战队未能保持住领先优势，很遗憾地屈居

第四名。

这也是国内首场由战队及 AI 互相配

合的人机协同网络攻防大赛，在赛制和平

台设计上进行了大量创新，XCTF 联赛带

领着中国 CTF 赛事向国际前沿的进程又

行进一步。

十站分站赛及相关联赛

随着此次比赛的落幕，第三届 XCTF

联赛赛程也正式宣告结束，本赛季从 2016

年 11 月开启，进行了十站选拔赛，一站

总决赛。十站分站赛包括了首战杭州站

HCTF、郑州站 ZCTF 、南京站 NJCTF、北

京站国际赛 BCTF、北京站邀请赛暨 360

春秋杯国际网络安全挑战赛、 G-Stage 

OpenCTF 京津冀邀请赛、福州站国际赛

RCTF 、广州站 GCTF 暨全球华人网络安

全技能大赛、粤港澳台邀请赛暨全球华

人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广州半决赛以及首

次出海举办新加坡站国际赛 HITB GSEC 

CTF。

XCTF 联赛创办三年多，通过将国际

一流赛制引入国内，公开选拔奖励具有

全面且深入网络安全技术对抗实践能力

的参赛团队，并引导高校及科研院所学

生、企业技术人员和网络安全技术爱好

者在竞赛过程中锻炼实际网络安全对抗

技能与团队协作能力，提升我国网络安

全技术人才水平，进而增强我国网络空

间安全防御能力。 （责编：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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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高锦

在本届 XCTF 联赛总决赛进入盲打状态之前，此前一直

排名第二的 FlappyPig 战队超越了去年冠军队伍 CyKor 战队，

排名榜首。队员坦言，“一切都还好，（当时）对名次没有

想太多，因为第三名追赶得也很紧。”

FlappyPig 战队成立于 2014 年，队名取自“笨猪先飞”

之意，指想要超越别人，笨鸟都需要先飞，作为笨猪自然要

飞得更早。FlappyPig 战队以笨猪先飞的姿态，近几年在国内

赛场上可谓大发异彩，曾荣获首届 XCTF 联赛积分榜第七名，

第二届 XCTF 联赛总决赛第六名，以及今年的冠军。这支由

硕士生和博士生组成的 10 余人的战队，在常年打比赛中积

累了丰富的关于漏洞挖掘相关的实战经验，也在备战中提高

了攻防的技术水平。在 2017 年战队以线上赛第七名的好成绩

闯入法国最高等级世界级黑客竞赛“法国黑客之夜“Nuit du 

Hack”CTF 决赛，更获取了顶级黑客竞赛 WCTF 世界黑客大

师挑战赛国内唯一一张外卡，并在决赛中获取了第八的好成

绩。这支自认为没有什么优势的队伍，无疑以“笨猪”姿态

以“笨猪”姿态成就战神战绩
FlappyPig 战队 :

成就战神战绩。

今年 XCTF 总决赛的其中一大亮点就是首次在国内 CTF 赛事中

引入人工智能 AI，这对于参赛队伍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开始

有点儿不想来。”FlappyPig 队员们纷纷表示，跟机器打比赛很累，

但也很能提高自己的水平，需要自己开发一套 AI，参与比赛。

除此之外，队员们也表示，跟国外的比赛相比，在战队水平和

赛题设置上，国内比赛还需要完善和发展。 （责编：杨燕婷）

1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42 中国教育网络 2017.10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motesolo 战队来自韩国高丽大学。一名大二、三名大三的男

学生组成了这个名为 motesolo 的战队。这些男生因为共同的爱好，

相识于学校的黑客攻防安全小组，并组成 4 人小组，一起参加比赛。

当记者问起 motesolo 的寓意，他们笑成一团，“代表没有女朋友。

哈哈哈！”没错，他们就是如此“后顾无忧”地轻装上阵来到中国。

凭借着战队成员优秀的作战技能和超强实力，motesolo 战队

在本届 XCTF 联赛福州站选拔赛中入围总决赛，并且在总决赛中

夺得亚军。此前，motesolo 战队曾在 RCTF 2017 持续 48 小时的比

赛中，勇夺积分榜第一，成功拿下了冠军宝座。

今年的 XCTF 赛制中加入人工智能（AI）的要求，准备小试牛

刀的他们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出 AI 工具来迎战。然而，AI 的运

用和学习没有捷径。

对于这一点，经历这一次大战，战队成员深有感触。第一

天的大战中，他们被 AI 狠狠地将了一军。队员利用 AI 工具获

成功的要诀是，忘掉昨天

motesolo 战队：

得信息，去进行攻击，然而，他们写的找漏洞的 AI 工具并不

听话，关键时刻崩溃了，以至于比分的差距越来越大，看着

一直没有得分的成绩，他们只能干着急。最后，在第一天以

第九名的成绩结束大战。

为何后来能反败为胜，实现如此大的逆袭？他们一致认为，

最重要的原因是“忘记昨天，不放弃，追赶今天。”决赛的关

键时刻，他们决定抛弃前一天的 AI 工具，重新作出决策，冷

静地进行攻防的分工，有人修补自己的漏洞，有人去发现别人

的漏洞，有人去攻击别人的漏洞。最后，成功地扭转前一天相

当被动的局面，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面对这样的成绩，战队成员仍然感到遗憾，他们的遗憾并

不是有没有得到第一的问题，而是遗憾能反败为胜一路赶超的

原因却恰恰是因为放弃用 AI 工具。“后来的获胜是因为我们

放弃了原来的 AI 工具。这一次，我们的 AI 工具写得不太成熟，

太仓促了，对于 AI，以后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责

编：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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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中国知名高校联合战队 Nu1L，作为本届 XCTF 联赛积分榜

第一名，并曾在本届联赛多场比赛中夺得冠军。这支实力强大的

新秀战队在此次总决赛中获得了第三的好成绩，对于这样的成绩

队员们表示总体发挥稳定，虽有遗憾但也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实力，

因为对手都很强大。

作为一支多校联合战队，Nu1L 战队最早是由两个研究 Web

的同学创建，队名源于英文单词“NULL”。Nu1L 战队的小伙伴

们都对信息安全以及 CTF 比赛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的成员来自

于上海科技大学、西华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全国多所高校。他们在过去的比赛中战绩辉煌，在本届联赛新

加坡站国际赛 HITB GSEC CTF 中线上排名第一，还曾获得 SCTF 

2016 全国第一名，第一届百度杯信息攻防总决赛全国第一名，

BCTF 2017 第一名等好成绩，可谓实力超强。

在此次总决赛中，最大的创新就是人工智能（AI）赛制的引

与人工智能并肩作战

Nu1L 战队：

入，也是中国史上首场人机协作大战。XCTF 联赛创始人清华大

学诸葛建伟副研究员曾表示，AI 就相当于人类调教出一只用起来

得心应手的坐骑，然后骑着坐骑一起 PK。

对于 Nu1L 战队来说，AI 的加入让他们感觉整个比赛更有

意思了。首日的比赛虽然是利用 AI 工具去发现漏洞并进行漏洞

利用，但赛题却相对简单，他们成功解出了五道赛题；第二天

的攻防赛则是 AI 工具辅助战队进行互攻互守，赛题难度加大了。

虽然如此，队员们在比赛中仍然配合有序，稳定发挥，保持了

排名领先优势。赛后回顾整个比赛，一名队员称他还借此研究

了其他战队的 AI 程序，在他们的基础上对自己的 AI 进行了改进，

这非常有挑战性，他还写了一些 AI 程序的调度，也是一件很有

趣的事。

回顾整个赛程，队员们表示他们从各大 CTF 比赛一步一步

走来，大家一起努力，经历了很多，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认识

了很多大牛，也通过与队员的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地得以成长。

（责编：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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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系统安全和人工智能国际学术论坛
在清华大学举办

本刊讯  2017 年 9 月 12 日，网安国

际 InForSec 在清华大学举办“网络与系统

安全和人工智能国际学术论坛”。论坛邀

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助理教授钱志

云、密歇根大学博士生陈齐、弗吉尼亚大

学博士生许伟林，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博

士生鲍由之等四位学人，介绍他们在移动

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攻防、软件与

系统安全等方向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自清

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信工所、

软件所、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高校的六十多位师生出席论坛现场，来自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共近 700 人观看了网络

直播。论坛由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

间研究院教授段海新主持。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助理教授钱志云

作了题为“Android root 生态系统以及我

们能做什么”的报告。他认为，当下，

很少有人讨论，Android 以开放的生态环

境抢得今天的市场份额，但其中隐性的

代价其实是安全。多样而杂乱的 Android

系统导致了漏洞层出不穷以及安全维护

的高成本。Android 一键 root 软件的应运

而生就是一个佐证；这些软件合法而且

可以有效利用各种内核 / 驱动漏洞而达到

目的。钱志云在报告中揭秘了这个鲜为

人知的 Android root 生态系统，以及他们

的研究团队如何利用这些知识为恶意软

件的检测做出贡献。

密歇根大学博士生陈齐作题为“新通

用顶级域名 (new gTLD) 导致的域名冲突及

一系列新的安全漏洞与攻击”的报告。在

该报告中，陈齐博士首先讨论一个具体的

利用问题， 称为 WPAD 名称 collsion 攻击。

在这个攻击中， 攻击者利用泄漏的服务发

现检索来查找称为 WPAD 的内部 web 代理

服务， 并可以在标准启动后自动将 Internet 

用户的所有 web 通信重定向到攻击者的代

理。从而使 MitM 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容易浏览网页。针对这一新暴露的攻击向

量，陈齐及其研究团队对问题的起因进行

了深入研究，定义并量化了攻击面的候选

度量， 系统地描述了其在野外的脆弱性状

态。并通过实证数据分析，研究了在 DNS 

生态系统层面上的补救前景。

弗吉尼亚大学博士生许伟林在论坛上

作了题为“对抗式机器学习中的攻击与防

御”的报告。他认为，机器学习在许多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 这些方法

对有动机的对手的鲁棒性是不确定的。在

报告中，许伟林博士介绍了一些针对典型

的机器学习系统和防御技术的实际攻击。

他演示了如何逃避最先进的 PDF 恶意软

件分类器， 包括在 Gmail 中使用的。分类

模型中所使用的无关特征是对抗性例子的

根本原因。为此，他们开发了一个名为特

征压缩的防御解决方案， 将许多类似的

样本作为案例，并实现了计算机视觉模型。

同时，创建了一个基准和可视化工具箱，

以帮助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

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生鲍由之作了

题为“你的就是我的：远程攻击复用和

shellcode 移植”的报告。她提出，开发一

个远程网络并不容易。它需要全面了解系

统脆弱性和绕过防御机制的微妙技术。因

此， 攻击者可能更愿意重复利用现有的漏

洞， 并在从头开始开发新的漏洞时进行

必要的更改。替换原始的 shellcode（即攻

击者注入的代码， 作为利用的最后一步

执行），在原始的利用与替换 shel lcode

中， 从而导致执行行动攻击者所希望的

结果，而不是原始的攻击者期望的结果。

该现象称之为 shellcode 移植。在鲍博士

的报告中，介绍了 shellcode 移植问题和

目前的 Shel lSwap， 一个使用符号追踪

的系统 ， 结合 shellcode 布局补救和路径，

以实现 shellcode 移植。结果表明， 以往

的方法在解决 shellcode 移植问题上是不够

的， ShellSwap 在攻击复用利用方面有较

好的效果。 （责编：杨洁）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助理教授钱志云 弗吉尼亚大学博士生许伟林 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生鲍由之密歇根大学博士生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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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孙茗珅  韦韬

数据和隐私

在大数据的时代，数据成为了科学研

究的基石。人们在享受着推荐算法、语音

识别、图像识别、无人车驾驶等智能的技

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数据在背后担任着

驱动算法不断优化迭代的角色。在科学研

究、产品开发、数据公开的过程中，算法

需要收集、使用用户数据，在这过程中数

据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外。历史上就有很

多公开的数据暴露了用户隐私的案例。

美国在线（AOL）是一家美国互联网

服务公司，也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提供商

之一。2006 年 8 月，为了学术研究，AOL 

公开了匿名的搜索记录，其中包括 65 万个

用户的数据，总共 20M 条查询记录。在这

些数据中，用户的姓名被替换成了一个个

匿名的 ID，但是《纽约时报》通过这些搜

索记录，找到了 ID 匿名为 4417749 的用户

在真实世界中对应的人。ID 4417749 的搜

索记录里有关于“60 岁的老年人”的问题、

“Lilburn 地方的风景”、还有“Arnold” 

的搜索字样。通过上面几条数据，纽约时

报发现 Lilburn 只有 14 个人姓 Arnold，最

后经过直接联系这 14 个人确认 ID 4417749 

是一位 62 岁名字叫 Thelma Arnold 的老奶

奶。最后 AOL 紧急撤下数据，发表声明致

歉，但是已经太晚了。因为隐私泄露事件，

AOL 遭到了起诉，最终赔偿受影响用户总

额高达五百万美元。

同样是 2006 年，美国最大的影视公

司之一 —— Netflix，举办了一个预测算法

的比赛（Netflix Prize），比赛要求在公开

数据上推测用户的电影评分 。Netflix 把数

据中唯一识别用户的信息抹去，认为这样

就能保证用户的隐私。但是在 2007 年来

自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的两位

研究人员表示通过关联 Netflix 公开的数

据和 IMDb（互联网电影数据库）网站上

公开的记录就能够识别出匿名后用户的身

份。三年后，在 2010 年，Netflix 最后因

为隐私原因宣布停止这项比赛，并因此受

到高额罚款，赔偿金额总计九百万美元。

编者按

随着隐私成为大数据应用领域的焦点，百度安全实验室的安全专家孙茗珅和韦韬

专门撰写了一个隐私保护技术方面的综述。本文介绍了学术界和工业界对于用户隐私

保护的努力成果，其中主要讲到了k-anonymity（k-匿名化）、l-diversity（l-多样化）、

t-closeness和ε-differential privacy（差分隐私），并对它们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大数据时代下的隐私保护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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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几 年 各 大 公 司 均 持 续 关 注 用 户

的隐私安全。例如苹果 在 2016 年 6 月

份的 WWDC 大会上就提出了一项名为

Differential Privacy 的差分隐私技术。苹果

声称他能通过数据计算出用户群体的行

为模式，但是却无法获得每个用户个体

的数据。那么差分隐私技术又是怎么做

的呢？在大数据时代，如何才能保证我

们的隐私呢？

隐私保护的方法    

从信息时代开始，关于隐私保护的研

究就开始了。随着数据不断地增长，人们

对隐私越来越重视。我们在讨论隐私保护

的时候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公司为了学术研究和数据交

流开放用户数据，学术机构或者个人可以

向数据库发起查询请求，公司返回对应的

数据时需要保证用户的隐私。

第 二 种 情 况 是 公 司 作 为 服 务 提 供

商，为了提高服务质量，主动收集用户

的数据，这些在客户端上收集的数据也

需要保证隐私性。学术界提出了多种保

护隐私的方法和测量隐私是否泄露的工

具， 例 如 k-anonymity（k- 匿 名 化）、

l-diversity（l- 多样化）、t-closeness、 

ε-differentialprivacy（差分隐私）、同

态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零知

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等等。今

天主要介绍 k-anonymity（k- 匿名化）,l-

diversity（l- 多 样 化 ）,t-closeness 和 

ε-differential privacy（差分隐私）。这些

方法先从直观的角度去衡量一个公开数据

的隐私性，再到使用密码学、统计学等工

具保证数据的隐私性。

下面我们一一解读这四种隐私保护的

方法：

k-anonymity（k- 匿名化）

k-anonymity 是在 1998 年由 Latanya 

Sweeney 和 Pierangela Samarati 提出的一种

数据匿名化方法。

先看一下表 1，我们把表格中的公开

属性分为以下三类：

 Key attributes: 一般是个体的唯一标

示，比如说姓名、地址、电话等等，这些

内容需要在公开数据的时候删掉。

 Quasi-identifier: 类似邮编、年龄、生

日、性别等不是唯一的，但是能帮助研究

人员关联相关数据的标示。

 Sensitive attributes: 敏感数据，比如

说购买偏好、薪水等等，这些数据是研究

人员最关心的，所以一般都直接公开。

简单来说，k-anonymity 的目的是保

证公开的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至少 k-1 

条不能通过其他个人信息确定出来。也就

是公开数据中的任意 quasi-identifier 信息，

相同的组合都需要出现至少 k 次。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公开的数据进行

了 2-anonymity 保护。如果攻击者想确认

一个人（小明）的敏感信息（购买偏好），

通过查询他的年龄、邮编和性别，攻击者

会发现数据里至少有两个人是有相同的年

龄、邮编和性别。这样攻击者就没办法区

分这两条数据到底哪个是小明了，从而也

就保证了小明的隐私不会被泄露。

表 2 就是 2-anonymization 过的信息：

k-anonymity 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删除对应的数据列，用星号（*）代替。

另外一种方法是用概括的方法使之无法区

分，比如把年龄这个数字概括成一个年龄

段。对于邮编这样的数据，如果删除所有

邮编，研究人员会失去很多有意义的信息，

所以可以选择删除最后一位数字。

从这个表中，即使我们知道小明是

男性、24 岁、邮编是 100083，却仍然无

法知道小明的购买偏好。而研究人员依然

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统计出一些有意义的结

果，这样既兼顾了个人的隐私，又能为研

究提供有效的数据。

k-anonymity 能保证以下三点：

1. 攻击者无法知道某个人是否在公开

的数据中。

2. 给定一个人，攻击者无法确认他是

否有某项敏感属性。

3. 攻击者无法确认某条数据对应的

是哪个人（这条假设攻击者除了 quasi-

identifier 信息之外对其他数据一无所知，

举个例子，如果所有用户的偏好都是购买

电子产品，那么 k-anonymity 也无法保证

隐私没有泄露）。

未排序匹配攻击 (unsorted matching 

attack) ：当公开的数据记录和原始记录的

顺序一样的时候，攻击者可以猜出匿名化

的记录是属于谁。例如如果攻击者知道在

数据中小明是排在小白前面，那么他就可

以确认，小明的购买偏好是电子产品，小

白是家用电器。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在公

开数据之前先打乱原始数据的顺序就可以

避免这类的攻击。

补充数据攻击 (complementary release 

attack) ：假如公开的数据有多种类型，

如果它们的 k-anonymity 方法不同，那么

攻击者可以通过关联多种数据推测用户

信息。

除此之外，如果敏感属性在同一类 

quasi-identifiers 中缺乏多样性，或者攻击

者有其它的背景知识，k-anonymity 也无

法避免隐私泄露。

表 1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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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我们知道李雷的信息，图 1 中有两条

对应的数据，但是他们的购买偏好都是电

子产品。因为这个敏感属性缺乏多样性，

所以尽管是 2-anonimity 匿名化的数据，

我们依然能够获得李雷的敏感信息。

如果我们知道小紫的信息，并且知道

她不喜欢购买护肤品，那么从图 2 中，我

们仍可以确认小紫的购买偏好是厨具。

l-diversity（l- 多样化）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引出了多样

化的概念。简单来说，在公开的数据中，

对于那些 quasi-identifier 相同的数据中，

敏感属性必须具有多样性，这样才能保

证用户的隐私不能通过背景知识等方法

推测出来。

l-diversity 保证了相同类型数据中至

少有 l 种内容不同的敏感属性。

例如在图 3 的例子中，有 10 条相同

的类型的数据，其中 8 条的购买偏好是电

子产品，其他两条分别是图书和家用电

器。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公开的数据就满

足 3-diversity 的属性。

除了以上介绍的简单 l-diversity 的定

义，还有其他版本的 l-diversity，引入了

其他统计方法。比如说：

基于概率的 l-diversity (probabilistic 

l-diversity): 在一个类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值的概率不大于 1/l。

基于墒的 l-diversity (entropy l-diversity): 

在一个类型中敏感数据分布的墒至少是 

log(l)。

递归 (c,l)-diversity (recursive (c, l)-

diversity): 简单来说就是保证最经常出现的

值的出现频率不要太高。

l-diversity 也有其局限性：

敏感属性的性质决定即使保证了一定

概率的 diversity 也很容易泄露隐私。例如，

医院公开的艾滋病数据中，敏感属性是“艾

滋病阳性”（出现概率是 1%）和“艾滋

病阴性”（出现概率是 99%），这两种值

的敏感性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

有些情况下 l-diversity 是没有意义

的：比如说艾滋病数据的例子中仅含有两

种不同的值，保证 2-diversity 也是没有意

义的。

l-diversity 很难达成：例如，我们

想 在 10000 条 数 据 中 保 证 2-diversity，

那 么 可 能 最 多 需 要 10000×0.01= 100 个

相同的类型。这时可能通过之前介绍的 

k-anonymity 的方法很难达到。

偏斜性攻击 (Skewness Attack)：假如

我们要保证在同一类型的数据中出现“艾

滋病阳性”和出现“艾滋病阴性”的概率

是相同的，我们虽然保

证了 diversity，但是我

们泄露隐私的可能性会

变大。因为 l-diversity 

并没有考虑敏感属性的

总体的分布。

l-diversity 没有考

虑敏感属性的语义，比

如说下面图 4 的例子，我们通过李雷的

信息从公开数据中关联到了两条信息，

通过这两条信息我们能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李雷的工资相对较低；第二，李

雷喜欢买电子电器相关的产品。

t-closeness

上 面 最 后 一 个 问 题 就 引 出 了 

t-closeness 的概念，t-closeness 是为了保

证在相同的 quasi-identifier 类型组中，敏

感信息的分布情况与整个数据的敏感信息

分布情况接近 (close)，不超过阈值 t。

如果刚才的那个数据保证了 t-closeness 

属性，那么通过李雷的信息查询出来的结

果中，工资的分布就和整体的分布类似，

进而很难推断出李雷工资的高低。

最 后， 如 果 保 证 了 k-anonymity，

l-diversity 和 t-closeness，隐私就不会泄

露了么？答案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图 5

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保证了 2- 

anonymity , 2-diversity , t-closeness（分布

近似），工资和购买偏好是敏感属性。攻

击者通过李雷的个人信息找到了四条数

据，同时知道李雷有很多书，这样就能很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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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四条数据中找到李雷的那一条，

从而造成隐私泄露。可能有些读者会有

疑问，通过背景知识攻击 k-anonymity 的

前提是不是假设了解 quasi-identifier ？并

不是这样，针对敏感属性的背景攻击对 

k-anonymity 也适用，所以无论经过哪些

属性保证，隐私泄露还是很难避免。

差分隐私（differential privacy）

除 了 之 前 我 们 介 绍 的 针 对 

k-anonymity, l-diversity,t-closeness 三种隐

私保护方法的攻击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差

分攻击 ( differential attack )。举个例子，

购物公司发布了购物偏好的数据，说我们

有 100 个人的购物偏好数据，其中有 10 

个人偏爱购买汽车用品，其他 90 个偏爱

购买电子产品。如果攻击者知道其中 99 

个人是偏爱汽车用品还是电子产品，就可

以知道第 100 个人的购物偏好。这样通过

比较公开数据和既有的知识推测出个人隐

私，就叫做差分攻击。

在 2009 年，微软研究院的 Cynthia 

Dwork 提出差分隐私的概念，差分隐私就

是为了防止差分攻击，也就是说尽管攻击

者知道发布的 100 个人的个人以信息和其

中 99 个人的信息，他也没办法通过比对

这两个信息获得第 100 个人的信息。

简单来说，差分隐私就是用一种方

法使得查询 100 个信息和查询其中 99 个

的信息得到的结果是相对一致的，那么

攻击者就无法通过比较（差分）数据的

不同找出第 100 个人的信息。这种方法

就是加入随机性，如果查

询 100 个记录和 99 个记

录，输出同样的值的概率

是一样的，攻击者就无法

进 行 差 分 攻 击。 进 一 步

说，对于差别只有一条记

录的两个数据集 D 和 D' 

(neighboring datasets)，查

询他们获得结果相同的概

率非常接近。注意，这里

并不能保证概率相同，如

果一样的话，数据就需要完全的随机化，

那样公开数据也就没有意义。所以，我

们需要尽可能接近，保证在隐私和可用

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ε- 差分隐私 (ε-differential privacy， 

ε-DP) 可以用下面图 6 的定义来表示：

其中 M 是在 D 上做任意查询操作，

对查询后的结果加入一定的随机性，也

就是给数据加噪音，两个 datasets 加上

同一随机噪音之后查询结果为 C 的概率

比小于一个特定的数 。这样就能保证用

户隐私泄露的概率有一个数学的上界，

相比传统的 k-anonymity，差分隐私使

隐私保护的模型更加清晰。

我们用图 7 的例子解释差分隐私的定

义：图 7 中 D1 和 D2 是两个 neighboring 

datasets，他们只有一条记录不一致，在攻

击者查询“20-30 岁之间有多少人偏好购

买电子产品”的时候，对于这两个数据库

得到的查询结果是 100 

的概率分别是 99% 和 

98%，他们的比值小于

某 个 数。 如 果 对 于 任

意 的 查 询， 都 能 满 足

这 样 的 条 件， 我 们 就

可以说这种随机方法是

满足 ε- 差分隐私的。

因为 D1 和 D2 是可以

互换的，所以更加严格

地讲，他们的比值也要

大于 e-ε。

无论查询是什么，两个相邻的数据库

返回的结果总是近似的。

要达到数据的差分隐私有四种方法：

1.  输出结果变换

2.  输入查询变换

3.  中间值变换

4.  抽样和聚合数据

本文接下来主要介绍输出结果变换的

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针对查询结果是数值

或者数值向量的情况，通过加入噪声使输

出结果达到 ε-DP。

输出结果变换：加入噪声

在差分隐私中，防止隐私泄露的重要

因素是在查询结果中加噪音，对于数值的

查询结果，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对结果进

行数值变换。要解释如何加入噪音，我们

先看一下图 8 的这个例子：假如某公司公

开了数据，并且对外提供了查询数据的接

口 f(x) ，针对不同的查询 x ，服务器都会输

图 7

图 6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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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查询结果 f(x) + 噪声，加入噪声就

是为了保证 ε- 差分隐私。

那么如何选择噪声呢？

差分隐私方法中，作者巧妙地利用了

拉普拉斯分布的特性，找到了合适的噪声

方法。针对数值或向量的查询输出，M(x) 

= f(x) + 噪声。我们能得出以下结论：

其中 Lap 是拉普拉斯分布，GS 表示 

global sensitivity：

 

详细的证明可以参考差分隐私的相关

文章。

我们有了这个结论，想要对某个查询

接口 f(x) 保证 ε-DP 的话，只需要在查询

结果上加入 Lap(GS/e) 的噪声就可以了。

拉普拉斯分布和其概率密度函数如

图 9：

(ε,δ)-differential privacy, (ε, δ)-DP

 ε-DP 是一种“严格”的隐私保护保

证，当在数据库中添加和删除一条数据时

图 8

图 9

候，保证所有查询的输出都类似。但是 (ε, 

δ)-DP 在 ε-DP 的保证中允许了一定概

率的错误发生，比如说，用户在 (ε, δ)-DP 

的保护下会有 δ 概率的隐私泄露。

基于这些的概念，差分隐私在机器学

习算法中也能够使用，常见的算法，比如

说 PCA、logistic regression、SVM 都有对

应的差分隐私化算法。

差分隐私在数据的实用性和隐私性之

间达到了平衡，使用者可以通过设定自己

的“隐私预算”（privacy budget）来调整

数据的实用性和隐私性。但是差分隐私也

不是万能的，其中加入噪声的很多算法需

要在大量的数据集上才实用。除此之外，

什么才是“隐私预算”的合理设定也是一

个问题。这些都是差分隐私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并且由于差分隐私对于“背景知识”

的要求过于强，所以需要在结果中加入大

量随机化，导致数据的可用性（utility）

急剧下降。但是差分隐私作为一个非常优

雅的数学工具，是隐私保护的研究在未来

的一个发展方向。差分隐私用严格的数学

证明告诉人们一个匿名化的公开数据究竟

能保护用户多少的隐私。

k- 匿名化与 ε- 差分隐私的关系

我们前面分别单独介绍了 k- 匿名化

和 ε- 差分隐私，k- 匿名化相对比较容

易理解和实践，差分隐私更像是从理论上

证明了隐私保护的边界。虽然方法的分

析角度完全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

紧密的联系。普渡大学的 Ninghui Li 教授

在 Provably PrivateData Anonymization: Or, 

k-Anonymity Meets Differential Privacy 文章

中详细分析了 k- 匿名化和 ε- 差分隐私

之间的关系。文章证明了在使用 k- 匿名

化“得当”的情况下，可以满足一定条件

的 (ε, δ)-differentialprivacy。同时也提出

了一种 k-anonymity 的变形：β-Sampling+ 

Data-independent _Genera l i za t ion + 

k-Suppression (k, β)-SDGS ，通过变形后的 

k-anonymity 就可以使之满足差分隐私。

通过使用差分隐私这种工具，我们就能

精确地衡量前人提出的 k-anonymity，这

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

本 文 介 绍 了 学 术 界 和 工 业 界 对 于

用户隐私保护的努力成果。首先介绍了 

k-anonymity，即通过变换隐私数据，保证

相同特性的用户在数据库出现的次数至少

是 k 次。然后，为了防止攻击者通过隐私

数据的背景知识推测用户身份，提出使用 

l-diversity，保证相同特征的用户中，隐私

数据相同的个数大于 l。除此之外，我们

也讨论了 t-closeness。最后详细介绍了差

分隐私的概念，以及实际应用中应如何使

用差分隐私。

从最开始的 k-anonymity, l-diversity , 

t-closeness 到现在的 ε- 差分隐私，都是

为了既保证用户的个人隐私，也能对实际

应用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在大数据

的时代中，希望各公司在利用数据提供更

好的服务的同时，能保护好用户的个人隐

私。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安全行业的追

求。我们相信隐私保护技术会越来越受到

重视，并从学术理论迅速投入工业界实战

应用。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百度安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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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总务省发布了主题为“推

进与人工智能（AI）网络化相关的国际研

讨”的 AI 网络化研讨会 2017 报告。这份

报告是总务省信息通信政策研究所从 2016

年 10 月开始召开的一系列“AI 网络社会

推进会议”的成果，总结了国内外最新的

AI 网络化动向，推出了 AI 开发指南，分

析了AI网络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

并提出了今后需要关注的课题。

研讨会制定的 AI 开发指南草案提出

了 AI 开发的九大原则：合作、透明性、

可控制性、人身安全、AI 系统安全、隐私、

伦理、用户支撑、问责制。此外，研讨会

提出了数十项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可大致分为四类。

与AI 网络化的健康发展相关的事项

制定 AI 开发指南（暂定名），为此

需紧跟和参与国际探讨；

制定 AI 使用指南（暂定名），并为

此开展相关探讨；

确保 AI 系统彼此间的顺利协作，就

利益相关方间相关信息共享的范围和方法

进行探讨；

打造竞争性生态系统，持续关注相关

市场的动向；

确保用户利益，就开发方如何针对用

户自主提供信息、如何保护用户进行探讨。

与AI 网络上流通的信息和数据相关的

事项

探讨如何开发和实施相关的安全措施；

注重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保护，就如

何取得本人同意，数据和信息处理（匿名

化、加密等）等展开探讨；

针对涉及数字内容的制度，打造相关

环境以促进学习用数据的制作，同时促进

学习模型的合理保护和使用。

与AI 网络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相关

的事项

对 AI 网络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进行情景分析，并开展国际合作；

针对 AI 网络化发展带来的影响，以

及创造的丰富生活和幸福制定相应的评估

指标；

提升社会对 AI 系统使用的接受度，

并对社会接受度持续予以关注。

随着AI 网络化发展以人为中心产生的

课题

探讨人类与 AI 系统间的关系，如探

讨医生、律师、会计师等专门职业与 AI

系统如何进行职责分担的问题；

探讨利益相关方间的关系，当 AI 系

统的风险明显时他们应如何分担相关责任；

面向 AI 网络化促进教育实施和人才

培养，并打造相关就业环境；

提高与 AI 系统相关的素养并防止 AI

网络鸿沟的形成，特别是需就如何提升高

龄人群等信息弱势群体的素养进行探讨；

打造安全网络，持续关注就业市场动

向，探讨如何阻止伴随 AI 网络化进展而

产生的收入再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与技术开发相关的课题包括：促进能

对其他 AI 进行监控（监视、警告等）以

及控制（停止、断网、修理等）的技术的

研发。 （责编：杨洁）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下属的 Data61 是澳大利亚最

大的数字化创新小组，通过与全球产业界、

政府和高校的合作，为澳大利亚创建数据

驱动型未来扫除障碍。日前，Data61 在其

官网刊文总结了其运行一年来，在支持澳

政府网络安全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

Data61 网络战略的核心是创建可信、

可恢复的网络系统，基于风险的网络方案

和共享意识，以及加强网络安全的人类和

社会维度。过去一年，在支持澳大利亚政

府网络安全战略上，Data61 实施的重要行

动包括：开发开放数据平台（pfOD），实

现数据共享同时保护数据隐私与完整性；

日本总务省发布AI网络化研讨会2017年报告

澳大利亚数字化创新小组大力支持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与澳大利亚公司董事研究所合作，设立国

家认可的网络安全课程；通过 SINET61 悉

尼峰会和 SINET 投资论坛的举行，启动

SINET61 网络；与澳大利亚高校合作推出

70 多项科研项目，旨在解决网络安

全关键领域的问题，并与国家网络

安全战略保持一致。

此 外，Data61 在 创 建 澳 大 利

亚网络安全生态系统方面还推出了

其他项目，包括：在墨尔本设立维

多利亚网络安全与创新中心；针对

联邦财政部发布两份区块链报告，

以告知区块链技术带来的产业机

遇、安全与隐私风险，鼓励研究人

员、政府和产业界间开展对话；举行了

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数据创新大会——

D61+LIVE 2017，将产业界、研究机构、

初创企业和政府聚集在一起。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科技战略情报团队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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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8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3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突尼斯，

8B；其次是美国，4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

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参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得的 IPv4 地

址最多，共计 289B；其次是埃及，44B，如图 1 所示。

8月全球IPv6地址申请(/32以上)，总计有387个，其中拉美156个，

欧洲 122 个，亚太 74 个，北美 27 个，非洲 8 个，分别来自 66 个国

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115 个；其次是中国，26 个。8

月较大的申请，有 1 个 /24 来自美国。8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374*/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美国，301*/32；其次是英国和

巴西，均为 115*/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

8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总计 387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7 年 8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92（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

201209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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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0.12 0.81 7.23 2018-09-04

APNIC 51.94 0.25 0.36 52.56 2011-04-19

ARIN 100.13 0.37 0 100.5 2015-09-24

RIPENCC 48.28 0.06 0.67 49.01 2012-09-14

LACNIC 11.12 0.06 0.19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77 36.19 2.03 256 /

是美国，1729*/32；其次是德国，1478*/32，如图 2 所示。

8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11 个，IPv6 地址申请

187 个，EDU.CN 域名注册 8 个，如图 3、4 所示。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见表 2。 （责编：

高锦）

NIC2017 年 8月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图 3  2017 年 8 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67（计算单位：/24-C）

201209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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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2017 年 8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4 地址分配 ( 单位：B)

IPv4 1609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Total

TN 0 0 0 0 0 0 0 0 4 0 0 8 12

US 71 35 2 8 5 33 23 48 5 32 23 4 289

BR 6 2 1 2 3 1 1 2 2 1 2 2 23

CA 3 0 2 0 0 1 1 0 0 1 1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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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2 1 1 0 1 1 2 8 1 2 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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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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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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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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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17 年 8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 单位：/32)

IPv6 1609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Total

US 45 26 48 291 30 291 283 27 324 35 28 301 1729

GB 160 116 177 133 92 58 91 114 106 84 81 115 1327

BR 51 68 55 62 88 29 81 105 103 88 105 115 950

DE 256 141 98 82 81 127 41 116 99 214 140 83 1478

ES 41 56 58 40 59 83 141 368 73 57 82 80 1138

NL 76 98 75 68 114 136 108 59 169 121 138 67 1229

RU 90 135 112 82 99 102 97 74 92 75 98 58 1114

FR 73 65 91 57 35 72 65 104 56 33 41 48 740

IT 74 56 40 32 49 20 50 57 64 33 32 16 523

IN 10 4 7 6 5 1 1031 4 1 8 6 7 1090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6.67 5739580 10127789

2 德国 42.39 30080846 70959789

3 印度 41.45 193630507 467194421

4 美国 35.73 103244559 288929501

5 瑞士 34.62 2551997 7371960

6 希腊 34.31 2421703 7058619

7 卢森堡 34.11 189658 556066

8 葡萄牙 26.52 1831748 6908207

9 英国 24.73 15004021 60663276

10 日本 21.79 25018987 114827187

67 中国 0.29 2102908 724657465

68 摩尔多瓦 0.28 5460 1942172

69 冰岛 0.27 903 292571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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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9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现影响严重的安全事件。近期安

全形势较为严峻，学校要加大安全巡查的力度，对学校的信息系

统进行排查，对于那些有严重安全隐患的信息系统必须及时采取

技术措施进行防范，如果信息系统仅是对校内提供服务，建议采

取校内限制访问的措施，来降低被攻击的风险。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9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中修复了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81 个

安全漏洞（严重等级的 21 个），涉及的产品包括，IE 浏览器、

Edge 浏览器、Windows 内核、微软 Office 办公软件、Adobe 的

Flash 播放器、LyncSkype、微软 Exchange 服务器和 .NETFramework。

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NET Framework 远程执行代码漏洞（CVE-

2017-8759），当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处理不受信任的输入时，

存在远程执行代码漏洞。成功利用使用 .NET 框架软件中此漏洞的

攻击者可以控制受影响的系统，进而使用当前用户的权限执行任

意命令 , 因此对那些用户权限配置较低的用户，该漏洞的危害性要

低很多。攻击者可以通过引诱用户点击特定的恶意文档来触发漏

洞，目前网络上已经检测到利用该漏洞进行的攻击。建议用户尽

快使用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进行更新。

2.Apache Struts2 REST 插件存在 S2-052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Struts2 是第二代基于 Model-View-Controller(MVC) 模型的 Java 企

业级 Web 应用框架，并成为国内外较为流行的容器软件中间件。

Xstream 是一种 OXMapping 技术，是用来处理 XML 文件序列化的

框架 , 在将 JavaBean 序列化或将 XML 文件反序列化的时候，不需

要其他辅助类和映射文件。Struts2 的 REST 插件使用带有 XStream

例程的 XStreamHandler 执行反序列化操作，但在反序列化过程中

未做任何类型过滤，导致攻击者可能在反序列化 XML 负载时构造

恶意的 XML 内容执行任意代码。目前该漏洞的利用代码已经在网

络上被公布，并且网络上已经检测到针对该漏洞的大量扫描。不

过从目前网络扫描的统计情况看，启用了该插件的 Struts2 网站的

比例数量较低。建议使用了 Struts2 框架的网站管理员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尽快升级 Struts2 的版本到最新，下载地址：https://cwiki.

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WW/Version+Notes+2.5.13。

3. 蓝牙 (Bluetooth) 协议被曝出存在多个安全漏洞，由于是协

议漏洞，会影响大部分使用了蓝牙功能的操作系统，包括安卓、

IOS、Windows、Linux 等。攻击者可通过蓝牙 (Bluetooth) 协议远

程不经过任何传统网络介质发起攻击，此类攻击形式被命名为

“BlueBorne”。目前各操作系统均已针对漏洞进行了修补，用户

只需更新操作系统版本即可，如果暂时无法更新操作系统版本（如

手机），建议临时禁用蓝牙功能。

4.Apache Tomcat 是轻量级的 Web 服务，用于支持 JSP 的网站开

发环境，在高校内使用的范围较为广泛。Apache Tomcat7.0.81 之前的

版本中存在信息泄露与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7-12616、CVE-

2017-12615），当 Tomcat 中启用了 VirtualDirContext 时，攻击者将能

通过发送精心构造的恶意请求，绕过设置的相关安全限制，或是获

取到由 VirtualDirContext 提供支持资源服务的 JSP 源代码，从而造成

代码信息泄露。如果 Tomcat 运行在 Windows 操作系统时，且启用了

HTTP PUT 请求方法（例如，将 readonly 初始化参数由默认值设置为 

false），攻击者将有可能通过精心构造的攻击请求数据包向服务器上

传包含任意代码的 JSP 文件，JSP 文件中的恶意代码将能被服务器执

行 , 导致服务器上的数据泄露或获取服务器权限。使用了 Tomcat 作

为 Web 服务程序的管理员应该尽快下载最新版本安装，下载地址：

http://tomcat.apache.org/download-70.cgi#7.0.81。 （责编：高锦）

Struts2 漏洞已成高校网络安全顽疾

CCERT月报

8 月清华节点 IPv6 入流量占 28％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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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ts2 框架的漏洞一直是高校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顽疾，由于学

校中有很多信息系统在开发阶段使用了 Struts2 作为底层框架，

而后期运行的人员并不清楚底层架构无法判断漏洞是否存在，

如果开发人员离职或是停止技术支持，那漏洞就可能长期存在。

建议学校能够组织相关力量对管辖范围内的信息系统进行排查，

确认使用了 Struts2 框架的网站数量，并记录在案，对这些网站

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避免相关漏洞被人非法利用。

安全提示

建议学校加大信息系统巡查力度

2017 年 8~9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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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清华节点 IPv6 入流量占 28％居首
文 / 郑志延

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

用率 99.74%。

由于假期原因，8 月主干网流量呈上升趋

势，较 7 月相比略有增加，8 月入流量均值为

20.13Gbps，相比 7 月增加了 5.52%，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了 21.33％；8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22.56Gbps，相比 7 月增加了

5.44%，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0.64%。

8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较

7 月 相 比 有 所 增 加。8 月 入 流 量 峰 值 为

12.88Gbps，出流量峰值 12.56Gbps。

从 8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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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平均值为

5.72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3.08Gbps，占 14.99%；第

三位是沈阳节点，占总入流量的 12.06%。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 8月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8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8 月高校都处在

假期期间，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7 月有下降，从主干网的流

入、流出流量图来看，相比于 7 月入流量减少了 9.42G，出流量减

少了 16.35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于 7 月入流量

减少 30.26G，出流量减少了 20.3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

看，相比于 7 月入流量减少了 1.88 G，出流量减少了 3.85 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图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中入方向流量

清华居首，华中地区次之，华东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

第一，华中地区第二，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表示了 2017 年 8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高锦）

入流量：195.26G   出流量：230.61G

图 1  2017 年 8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51.9G  出流量：51.03G

图 2  2017 年 8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7 年 8月

8 月 CERNET 主干网出流量达 230G

从 8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

量为最高，其流量为 5.68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25.21%；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总出流量的 14.64%；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天津

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9.01%。 （责编：高锦）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7 年 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7 年 8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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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迎新首先要解决流程问题

2017 年迎新季，北科大如期迎来了

2017 级新生。迎新现场，各个学院都在

使用着简单快捷的 “刷码报到”, 但是在

高等工程学院和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的迎

新台前，新生却新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

刷脸报到了。经过电脑前的摄像头，迎新

报到系统就能快速识别出新生的身份信

息，迎新终端上也准确同步出新生的姓名、

专业、学号、照片等个人信息，工作人员

轻点鼠标就快速完成了报到过程。

“刷脸报到”是这几年北科大信息化

系列迎新中的又一个创新。2017 年新生

使用刷脸报到的目的并不是要缩减报到时

间，早在 2013 年，北科大就已经通过“一

码刷报”把报到过程精简到了几分钟内。

北科大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主任杨德

斌说，之所以今年新增了刷脸报到，一是

让学生们亲身感受科技的魅力，激发他们

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从一踏入大学就感

受到科技所在；二是为今后其他“刷脸”

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北科大的信息化迎新早在 2013 年就

开始应用了，这 5 年中，信息办每年都会

围绕职能部门、新生和家长的实际诉求，

紧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行优化和完善。

北科大信息化部门用“以人为本、应需而

变，用心设计，精心打磨”的理念来不断

打磨着迎新系统。

杨德斌介绍说，从 2012 年起，他们

就深入一些学校实地考察，发现许多学校

尽管已经使用了迎新系统，但是并不能很

好地解决线上和线下的有效融合问题，一

些线下的流程依然繁杂，实际的迎新过程

中仍然有不少不够合理的问题，这显然不

是迎新系统的初衷。

他认为，迎新系统首先要解决传统迎

新中的“堵点”问题，这些堵点主要集中

在各种手续的办理和填报上，因此网上迎

新系统的核心应该实现“网前移、早沟通，

简流程、易报到”这些关键点。“网前移、

早沟通”就是利用迎新网和网上报到系统，

把线下的工作前移到网上、线上；“简流程、

易办理”即通过整合、简化流程，实现便

捷的报到，这也是信息化迎新最初的理念。

人性化的迎新系统

总结 5 年来的实践，杨德斌认为，对

北科大来说，信息化迎新实现了三个关键

词：“心”、“新”和“芯”。

首先是“心”——一套实用、好用、

耐用的迎新系统不仅要赢得学生和家长的

心，还要赢得使用部门的心，即“数字赢

心”。为此，他们做了迎新网站。“想新

生所想，为家长服务”，迎新网站推出之

后，吸引了众多的访客，后来陆续有一些

学校高度模仿乃至照搬，杨德斌认为，这

从某种角度上是对北科大信息化迎新的一

种认可。迎新网站上提供了很多新生关注

科技之美注入数字迎新
——访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主任杨德斌

杨德斌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主任

主任专栏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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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用、新鲜的信息，从衣食

住行到学习科研，覆盖面广、

更新及时。

“网上报到”是北科大信

息化迎新的重要模块，其中的

一个用心之作是学生到校前完

成网上报到后，系统会自动生

成一张通往北科大的“电子车

票”，起点是“我的家”，终

点是“北科大”。这张“电子

车票”中有个细节，就是“检

票口”。杨德斌说：“由于是

按照专业录取，报到时专业相

近的学生不知道该去哪个学院

报到。为此，我们请各个学院

在报到台上标注了序号，‘检

票口’就是‘报到台’的序号，

按台号报到，学生这下就不会

发懵了。”

北科大网上报到的另一个

小的细节是：新生报到的情况都会及时

发送到家长的手机上。新生报到完成后，

系统会自动发送短信给家长：“你的孩

子已经完成报到，请您放心。”那些不

能陪同新生报到的家长看到这样的信息

会特别放心。

其次是“新”——新理念、新流程、

新管理，这是不同于以往迎新系统的特色

所在。杨德斌把它概括为 24 个字“网前移、

早沟通、简流程、易办理、知数据，晓过

程、精服务、准决策。”

过去，学生往往是到校后才知道自己

的辅导员、班主任、老乡、舍友等各种信

息。现在，新生一收到录取通知书就可以

登录系统，当大家都登录了这个系统后，

就等于提前认识了新同学，新舍友。杨德

斌将之总结为：“一网知晓学校，刷脸现

场报到，网上胜似现实，到校已是亲人”。

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安全是他们最为关注

的。杨德斌介绍说，这个系统在技术上和

管理上都进行了深度防范，比如，用户登

录密码采用一人一密，随机加密等。

“知数据”是对学院和职能部门有特

别帮助的一个模块。有效的数据可以在管

理和决策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如在迎新

系统中，根据新生到校时乘坐的车次、交

通工具等信息，学校在统一派发迎新交通

工具的时候就能精准地调度，对于送新生

的车辆也会提前预留车位，下一步还将对

接车辆出入系统，实现车牌号的自动识别

和身份匹配。

报到现场有两个醒目的大屏幕， 实

时将各种数据汇集并即时推送到大屏幕

上。杨德斌说，这个灵感源自他在首都

机场候机时看到的机场信息显示屏。现

场迎新大屏幕上的数据信息也被推送到

了各类终端，无论是校内大屏幕，还是

远端的电脑、手机端都可以实时了解和

掌握新生报到、住宿办理等各类数据，“现

场实况直播”可即时查看报到现场的实

况。迎新现场、住宿办理的工作人员能

根据实时信息调整对未办报到学生的工

作安排，迎新更加科学化、精准化。“我

们还会对迎新大数据进行分析，生成迎

新数据白皮书。”

第三是“芯”——这指的是

迎新过程中的技术内核。短信、

微信平台的应用，支持第三方支

付的电子缴费平台，体检表等各

类表格的自动生成和自助打印，

各类数据的自动同步和分发，试

点学院网上自主选导师，新媒体

技术的融入等成了迎新系统中不

可或缺的手段。 

在迎新系统设计实践中，

安全被放到一个极重要的位置

来考虑。杨德斌介绍说，学校

还特别注重新生前期的信息安

全意识教育，保卫、学工等部

门利用信息化迎新平台和迎新

网站前期就向新生和家长推送

了很多关于防骗的提示、提醒、

安全教育等信息。

目前，整个迎新系统也越

来越人性化。考虑到了不同的应用场景，

比如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报到方式就有所不

同，本科生大部分是没来过学校的，所以

他们的现场报到集中在学校的体育馆等场

所，而研究生在面试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

学院，所以研究生的报到直接在学院进行，

也方便他们直接与导师的联系。以人为本

的理念让学生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

过去，研究生不能选宿舍，现在，研究生

不仅能选宿舍还能选舍友。

杨 德 斌 说， 苹 果 公 司 CEO 库 克 在

MIT 的演讲上谈到：“我不担心人工智能

能够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

心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没有价值

观，没有怜悯心，全然不顾后果⋯⋯”

而网络文化发言人凯文·凯利，在其著

作《科技想要什么》一文中指出，技术

是进化的延伸 , 科技是一种生命，科技将

具备人性。“这对我们做信息化应用有

很大的启发。我们的信息化应具有人性，

这样它才能真正服务好用户。”杨德斌说。

（责编：王左利）

人脸识别迎新

主任专栏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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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平台的优点

云计算平台在高校中的使用，不仅是建

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维、使用，充

分发挥其作用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基于云

计算的教学实验科研平台为传统机房模式带

来了革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投入低、效益高

IT 资产的成本包括很多方面，初期购

买成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它还包括

整个生命周期里的管理，维护，能量消耗

等方面的成本，硬件更新升级的成本。相

比传统个人桌面或者个人工作站而言，云

PC 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管理、维护、能

量消耗等方面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云平台

在初期硬件上的投资是比较大的，但是由

于传统桌面的更新周期是 7 年，而服务器

的更新周期可长达 10 年，所以硬件上的

成本基本相当。然而，由于软成本大大降

低，而且软成本在总体拥有成本（TCO）

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所以采用云平台方

案总体 TCO 大大减少了。就云桌面来讲，

根据 Gartner 公司的预计，云桌面的 TCO

相比传统桌面可以减少 40%。

软件的使用很大意义上是在购买用户

的使用许可。通过分析软件使用许可的使

用频率可以看出，单个软件对于单个用户

来说，使用时间有限，但购买成本确是整

个时间段。在投入同样的软件使用许可成

本的情况下让多达 10 个用户来使用，这

可以节省 90% 的软件成本。

桌面云中的虚拟桌面系统的授权是按

照并发数来计算，学校可以统计分析并发

数量，如上海海事大学有 1000 个并发，

总人数有 25000 人，这样实际购买并发数

比只有 4%，成本节约立刻显现。

数据存储安全、可靠

在云计算平台中，所有的数据以及运

算都在服务器端进行，客户端既可以访问

本地资源，也可以进行本地和服务器端资

源的同步。师生在暂停使用时，可以断开

与服务器端的连接，相关数据均存储于服

务器端，不会出现独占某个计算机的情况，

而且师生可以在异地随时登录继续访问上

次实验的数据。为了提高数据的可用性、

安全性，我们对安全等级比较高的数据进

行备份，确保数据不会丢失。

资源弹性变换，充分共享资源

基于云计算虚拟技术，对资源的需求

量即时增长，避免资源闲置，提高使用效

率。云弹性是云计算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所谓云弹性是指云资源可以根据用户的需

求进行动态的资源调整。这种弹性最能体

现在班级教学实验的情况下，由于不是所

有师生在同一时刻并发使用计算资源，因

此可以对使用情况进行预先评估，给出一

个平均使用资源量，初始建设云计算平台

时可以按平均使用量的 150% 的比例进行

构建，而在日常教学试验中，系统会自动

按需分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充分共

享资源。

上海海事大学的教务选课是安排在

学期末和学期初，在此期间，教学实验对

IT 资源的需求较少，期间，我们调整教务

系统的服务器数量和占用服务器资源的配

比，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保障教务系统选课的正常进行。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在于 GPU 和 CPU

的使用上的优化。在多年的云平台运维中，

通过对平台系统日志的数据分析发现，

CPU 和 GPU 集中在晚上 10 点和上午 9 点

之间比较空闲，使用率较低。为此我们调

整了艺术设计类软件的使用习惯，如 3DS 

Max、Maya，建议此类软件的使用者白天

进行设计，晚上进行渲染，可以最大化节

约时间，提高效率。

实现节能减排，应用更环保

如何保护有限资源，怎么才能消耗更

少的能源，这是现在各国科学家在不断探

索的问题。一般来说，每台传统个人计算

机的功耗在 200W 左右，即使它处于空闲

状态时耗电量也至少在 100W 左右，按照

每天 8 个小时，每年 240 天工作来计算，

每台计算机桌面的耗电量在 480 度左右，

非常惊人。在此之外，为了冷却这些计

算机使用产生的热量，我们还必须使用

一定的空调设备，这些能量的消耗也是

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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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云平台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根据这些大数据的

行为，智能分析，为教学科研实验过程提供了反馈，从而促进教学实验的改革。本刊对此文进行连载刊登，本期推出连载的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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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下）

上海海事大学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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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促进高校教学改革（下）
采用云平台以后，每个瘦客户端的电

量消耗在 8~15W 左右，而一台服务器耗

电约 400W 左右，平均支撑 20 个瘦客户端，

核算后每个云 PC 耗能是原来传统个人桌

面的 20%，所产生的热量也大大减少了。

使用方式改变，突破时空限制

有了持续在线的云平台，师生可以突破

时空限制，可以在寝室、校园内、互联网上

在任何时间访问云平台。对于传统的实验室，

需要合理安排场次，师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达指定的实验室才可以进行实验，而有了云

平台，则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任意地方任意时

间访问实验，也可以暂停或继续实验，而不

受地域和其他师生使用的影响。

除了时空限制，用户还可以通过自带

设备，譬如便携式计算机、手机、Pad 等

移动终端连接云平台，尤其是通过移动设

备，可以不在固定的场所实时跟踪实验进

展情况。

减少 IT 资源管理人员工作量

在使用传统桌面的整体成本中，管理

维护成本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占很大的一

部分，管理成本包括操作系统安装配置、

升级和修复的成本，以及硬件安装配置、

升级和维修的成本，数据备份、恢复的成

本，各种应用程序安装配置、升级、维修

的成本。在传统桌面应用中，这些工作基

本上都需要在每个桌面上做一次，工作量

非常大。对于那些需要频繁替换，更新桌

面的行业来说，工作量就更大了。

在云平台中，管理是集中化的，管

理员通过控制中心管理成百上千的虚拟桌

面，所有的更新，打补丁都只需要更新一

个“基础镜像”就可以了。管理员可以根

据课程的不同配置几个基础的镜像，然后

不同的课程的师生可以分别连接到这些不

同的基础镜像，而且我们要做任何修改，

只需要在这几个基础镜像上进行就可以

了，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

所有软件资源相当于书籍借阅

在云平台集中管理的模式中，所有的

IT 资源都是以类似于图书资源的形式出借，

师生可以申请、续借、归还该资源，而某

个资源的数量却不像图书那么受限，仅仅

受制于版权和云平台基础架构的计算能力。

在该模式下，IT 资源使用也具有有

效期，在到期后，师生可以申请延期继续

使用该项资源。若有效期到了，则对该资

源进行销毁释放。在 IT 资源未到期时，

师生也可以主动申请销毁资源。从而充分

发挥云计算平台基础架构的能力，提高 IT

资源的效能。

以数据分析评估师生使用效果

云计算平台在运行中会产生大量数

据，用于对师生的教学实验科研进行评估。

也可以从操作过程、操作时间来评估师生

的行为，从而对教学进行反哺，便于教师

充分了解学生，因材施教，也掌握知识传

授接受的程度。此外，根据学生的操作行

为分析，可以分析相关课程的难易点，准

确掌握学生的实验进度，从而对教学实验

大纲进行修订。

云平台助力科研计算

iLogistics 云计算平台对于科学研究

最大的贡献在于其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

传统的科研小组自购服务器存储，小组内

部人员需要学习如何部署协作 IT 资源，

但是不同人员对于计算架构的掌握程度不

同，配置出的架构是否合理亦不确定，容

易造成资源浪费。为此我们为科研团队提

供了各类模板，科研团队也可以向我们提

出自定义模板，由他们自定义或者我们来

定制。

自助化申请服务

通过 iLogistics 云计算平台的自助化

服务界面，用户可以自助申请计算资源，

调整 CPU、内存和存储资源配置，平台

运维方在 1 到 2 个工作日内根据情况进行

审批。待审核通过后，申请用户就可以申

请资源了。得利于基础架构对多机器的蓝

图的支持，平台可以允许用户申请类似

Hadoop 集群的资源。

安全隔离

借助于网络虚拟化的技术，所有的资

源都是机器或集群间完全隔离，互相不能

访问。这样即使用户不修改密码，也不会

造成数据泄露、入侵等安全问题。

租赁机制

根据不同的服务申请，定制了不同的

默认租赁期限。譬如科研短期计算服务，

其租赁期限为 1 个月，而对于网站类服务

器，则租赁期限为 5 年。租赁期结束之前，

系统会自动提示用户注意期限，如果需要

延期服务，则可以申请延期。通过这种策

略，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也可以提醒用

户资源是有限的。

云平台助力翻转课堂

在 iLogistics 云平台中，主要通过桌

面云来助力翻转课堂。桌面云系统需要一

个终端通过网络连接使用户获得与传统的

桌面系统和应用程序一样的用户体验，并

且这种用户体验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操作系

云计算平台在运行中会产

生大量数据，用于对师生

的教学实验科研进行评

估。也可以从操作过程、

操作时间来评估师生的行

为，从而对教学进行反哺，

便于教师充分了解学生，

因材施教，也掌握知识传

授接受的程度。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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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应用程序。

然而，桌面云在高校中的使用并不成

功，通过几大厂商的案例可以看出，桌面

云基本是在学院层面或者二级部门部署，

使用范围比较局限，功能比较单一，主要

用于考试和实验，而用于实地教学的比较

少。为了避免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能够

在校级层面应用桌面云，我们对桌面云的

技术关键点进行了详细测试与分析。

目前流行的桌面云系统主要包括客户

端、网络接入、系统管理端、GPU 和服务

存储端 5 个部分。我们分别对这几部分进

行了详细的考量测试。

客户端包括专用的瘦客户端和自带的

移动设备。普通瘦客户端，内嵌了独立的

嵌入式操作系统，可以通过多种协议连接

到运行在远程服务器端的虚拟桌面。瘦客

户端的硬件配置可以不足以作为一个单独

的终端来支持桌面系统的本地运行，而只

需要具有与远程服务器通信和输入输出的

能力。在我们的智慧教室中，瘦客户端并

不置备，而是由学生自带设备接入（BYOD）。

网络接入

桌面云系统的用户可以通过有线或者

无线网络来连接局域或者广域网络，连接

的方式可以是普通连接，也可以是安全连

接。基于瘦客户端的工作方式，在桌面云

系统的网络中需要传递的仅仅是鼠标、键

盘点击和屏幕刷新的数据。瘦客户端将用

户的输入传给服务器的同时负责接收和呈

现服务器传回的输出。在数据传输中，从

服务器回传的屏幕数据是主要内容，尤其

是在视频播放和高屏幕分辨率的情况下。

在 1920×1080 屏幕分辨率下测试了几个

桌面云使用场景，带宽需求参见表 1。由

此可见，在校内有线网

的情况下，各种场景都

适用。但是通过无线网

络接入，则面临着并发

数量的问题，通过调优

和实验，在某个教室内，

无线只能承载 50 个并发

访问才能保障视频播放

正常。

系统管理端

系统管理端是为管

理员提供桌面管理的能力。为了简化管

理和提高效率，iLogistics 云计算平台采

用虚拟化系统自身的管理功能，仅在用

户是否可以访问某个桌面云时做了策略

管理，并与学校的教务系统进行对接。

系统在课程上课之前固定时间内自动提

早准备桌面。针对每个桌面云的主镜像

则由运维团队根据课程需求或者业务需

求，预先设置操作系统类型、内存大小、

处理器数量、网卡数量和硬盘容量，并

安装好操作系统和各类软件。在操作系

统和软件需要升级时，运维团队统一进

行该操作并推送镜像。

服务存储端

服务存储端由多台服务器和存储设

备组成，在为用户存储数据的同时还为

用户的虚拟桌面提供操作系统和应用软

件。由于桌面云是在服务器上并发访问

存储资源，因此对于 IOPS 要求非常高。

为 此 我 们 测 试 了 几 类 集 中 存 储 SAN 和

分 布 式 存 储 vSAN， 通 过 IOMeter 来 测

算 IOPS，最终 vSAN 在此方面胜出，且

vSAN 的授权已经包含在桌面云授权中，

实际测算下来，其总成本低于传统集中

存储。

在 iLogistics 云 计 算 平 台 中， 使 用

vSAN 作为桌面云的存储，使用传统 SAN

作为用户数据的存储设备，同时针对 SAN

做了关键数据的备份。

桌面云对于服务器的压力还集中在

CPU 方面，如图 1 所示，不同的场景对于

服务器 CPU 的负载需求不尽相同。为此，

在重构 iLogistics 云计算平台时，尽量选

用性能较高的 CPU。

GPU

没有 GPU 的情况下，系统所用的显

示适配器功能是由 CPU 模拟的。经过测试，

CPU 模拟会给服务器额外造成 30% 的压

力，且显示效果降低。为此，为每个桌面

都分配了 vGPU，从而提高显示效果并减

轻服务器压力，提高单台服务器承载桌面

并发数。此外，对于 Photoshop、3DS Max

等设计类软件，存在 GPU 会给软件体验

带来显著提高的现象，尤其是 3DS Max 类

软件，没有 GPU 无法正常运行。

云计算平台中，上海海事大学选用了

同种型号的 GPU 卡，便于卡的共享，并

且充分考虑资源的集约利用。普通桌面对

于 GPU 卡的要求较低，而艺术设计类用

户要求较高，我们为不同类用户启用了不

同的 GPU Profile，并尽量平均分布在多台

服务器中，从而最大化发挥 GPU 卡的效能，

提高艺术设计类的效果。

智慧教室

上海海事大学智慧教室的建设主要面

向翻转课堂，内部采用无线网络访问的模

式，学生自带便携式计算机，教室内有活

动门板。教师授课时，门板收缩掉；分组

讨论时，活动门板展开，大房间分隔成多

个封闭的小房间便于小组讨论。这种布局

深受师生欢迎，教学效果良好。 （责编：

陶春）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

图 1  CPU 和 GPU 测试

场景 带宽需求

Windows 操作 低于 2Mbps

Photoshop 操作 7Mbps~8Mbps

3DS Max 操作 4Mbps~5Mbps

3DS Max 渲染 2Mbps~3Mbps

720p 视频播放
5Mbps~10Mbps，需要大于

8Mbps

表 1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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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勒索病毒、恶意挂马、大规模数据泄露等网络攻击的

目标也渐渐由商业网站波及校园网络。高校网络中的商业机密等

内容虽少，但许多国家重点课题、国防工业项目等相关信息价值

极大。一旦高校关键网络节点被攻陷，也会直接将大量教学电脑

和学生自用笔记本等计算机暴露在网络攻击之下。因此，在高校

网络的运维过程中，对各类网络安全威胁绝不可掉以轻心。

2016 年底，我们对北京市某些高校网络进行了安全渗透测

试，其内容包括 Web 站点、服务器配置、无线 WiFi 接入、校园

卡设备等，发现其中存在诸多安全问题，可分为几类，参见表 1。

Web 站点安全问题调查

在表 1 中，我们将高校网络漏洞分为三大类，其中前两类均

为 Web 站点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对相关

网络通信数据进行采集，结合手动攻击测试，得出安全审计结果。

在高校网络通信数据中，活跃端口主要分布在 http 所在的

80 端口、https 所在的 443 端口、FTP 服务所在的 21 端口、ssh

所在的 22 端口。由图 1 可以看出，高校网络中通信数据以 Web

数据为主，其中 http 数据占多数。

编写针对性工具及使用开源工具对网站进行自动化扫描，

可以发现的漏洞数量如图 2 所示，其中低危漏洞占大部分。高

危漏洞在自动化扫描中往往很难暴露，需要测试者手动攻击才

能得出。

对站点进行手动攻击，综合利用数据嗅探、脚本爆破、参数

注入等方式，发现站点多个中高危安全漏洞。其中包括 XSS 攻击、

SQL 注入、仿冒登录、URL 重定向等，如被攻击者利用，可造

成严重安全危害。

按照漏洞类型，将发现的安全漏洞统计如图 3 所示。

Web 安全威胁、无线 WiFi 用户仿冒、校园卡复制伪造

校园网安全面临重重恶意

漏洞类型 漏洞名称

Web 站点漏洞

大量敏感信息泄露

网站认证流程缺陷

url 重定向漏洞

各类存储型 XSS 漏洞

https 配置问题

https 网站同时存在 http 版本

证书配置错误

站点存在 poodle 攻击威胁

https 支持加密算法过弱

WiFi 与校园卡

WiFi 存在蹭网及监听风险

明文指令可导致 WiFi 强制下线

WiFi 存在地址耗尽及伪造攻击

学生校园水卡可被复制伪造

表 1  存在的几类问题

图 1  端口状况

图 2  漏洞数量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漏洞总数 高危 中危 低危 信息

数量

最新的端口状况（总量 / 稳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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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 IP 和 MAC 地址。设备网卡的 MAC 地址很容易被修改仿冒，

恶意用户可以在探测到 IP 和 MAC 地址后，将自己的 MAC 地址改

为已连网的 MAC 地址，然后请求 DHCP 服务器为自己重新分配

IP，达到蹭网目的，如图 5 所示。

明文指令可导致 WiFi 强制下线

在某高校网络中，使用明文做为 WiFi 用户下线指令。下

线过程指令简单，且下线过程中，服务器只根据发送数据的用

户 IP 进行识别，未对用户身份进行合法性校验，因此用户在

上网过程中易受强制下线攻击。甚至在攻击者扫描获取局域网

中所有在线 IP 和 MAC 地址后，结合中间人攻击可造成大面积

断网。

WiFi 存在地址耗尽及伪造攻击

DHCP 服务配置中存在缺陷可能导致地址池耗尽和 DHCP 服

务器伪造攻击。步骤如下：首先通过伪造 MAC 地址耗竭正常的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池，然后攻击者用自己的主机伪造一个

DHCP 服务器，那么新连上内网的主机只能使用流氓 DHCP 服务

器分配的 IP，以及攻击者指定的网关、DNS 服务器，这样攻击

者的主机就变成了内网网关，可以借此控制内网中其他主机的网

络流量。

学生校园水卡可被复制伪造

某 学 生 宿 舍 的

水卡使用了 NXP 的

Mifare Classic 卡，

该卡型存在多个算

法 漏 洞， 已 被 公 认

为 不 安 全 卡 种， 容

易被解密复制甚至

伪造数据。

攻 击 者 可 采 用

ProxMark3，还原卡

内 密 钥， 根 据 密 钥

获 取 卡 内 数 据； 使

用空白 M1 S50 卡或

UID 卡，可以把数据写入新的卡片，完成水卡复制，经测试可以

正常刷卡。进一步，也可以根据数据格式，修改卡片数据，为卡

片充值，如图 6 所示。

当前高校网络安全威胁形势不容乐观，多个方面存在较严重

的安全问题。网络管理部门应重视网络安全态势，不仅要确保校

园网络功能的可用、保证服务正常运行，也需加大对安全威胁的

防治。并引入渗透测试等手段，针对目前影响范围较广的各类安

全威胁进行有效治理，以确保高校网络的安全、有序运行。 （责

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 1 为信息工程大学，2 为清华大学）

对高校网站安全状况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

大多数网站以信息泄露和低危漏洞为主，也有个别站点安全性较

差，存在多个高危漏洞。

WiFi 与校园卡安全问题

校园 WiFi 与校园卡均是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无线上网、刷卡消费、刷卡认证等行为是每天都会遇到的。近年

来，WiFi 遭遇监听、身份仿冒、拒绝服务等攻击层出不穷，各

类智能卡遭遇盗刷、数据修改等也屡见报端。我们在这两个方面

进行了针对性攻击测试，发现多个安全问题。

WiFi 存在蹭网及监听风险

校园网 WiFi 服务是通过用户名口令来认证用户，从而为用户

开通上网权限的，但某些计费系统认证规则和 DHCP 服务中存在

疏漏，可导致没有上网账号和口令的用户恶意蹭网。在同一子网

的 WiFi 环境下，可以很容易通过 ARP 扫描，探测到其他上网设

图 4  高校网站安全状况

图 6

图 5  MAC 地址修改仿冒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图 3  安全漏洞类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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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所有存在数据的地方，只要数据是有价值的，就存在风险。

大量的重要数据往往都存放在数据库系统中，如何保护数据库，

有效防范信息泄漏和篡改成为一个重要的安全保障目标。本期我

们分享高校在数据库安全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

百密或有一疏，再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有绝对的安全，因此做好数据灾备是必须的。

文 / 李骥奋 王效辙

数据库系统安全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

工作，贯穿数据库系统环境构建初始到数

据库系统应用的整个过程。大连海事大学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摸索，逐步建成了适合

学校实际应用的数据库系统安全体系。

数据库系统安全环境构建

安全环境构建主要有硬件环境、软环

境和网络环境三个方面。

1. 硬件冗余是数据库安全的硬件基

础，可避免因硬件的单点故障带来的数据

库系统安全问题。

2. 搭建软环境的数据库集群，可确

保数据库服务的负载均衡和失效转移，避

免因软环境的单点故障带来的服务安全问

题。采用集群架构，配置多个服务器节点，

节点之间通过私有网络进行通信，互相监

控节点的运行状态，所有集群节点可以共

享读写共享存储。

3. 通过在核心交换机划分 VLAN，将

数据库服务器的网络网段设定为内部私

网地址，并配置 VLAN 间访问控制，实

现前端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之间分离，

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数据库系统的网络

访问安全。

数据库参数和性能调优

1. 调整内存参数

调整内存参数是较常用的优化方法。

根据数据库实际运行的工作负荷、统计情

况，调整相应参数值，以确保数据库系统

自身运维环境的可靠性。

2. 开启数据库归档模式

当出现介质损坏、误操作时，数据库

管理员可以凭借归档日志文件来防止丢失

数据，从而当数据库出现意外故障时，最

大限度地保护数据的安全性。

3. 在线重做日志缓冲区调整

设置合适的重做日志缓冲区值，可以

避免重做日志缓冲区写入失败，提高进程

的写入效率，从而提高数据库性能。

4. 限制最大连接数

根据数据库软硬件平台的实际性能，

设置数据库的最大连接数参数，保障业务

稳定性。

数据库系统管理安全性策略

1. 数据库系统管理员

保护管理者与数据库的连接，只有数

保障高校数据库安全需定时巡检

数据库安全专题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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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管理者能用管理权限连入数据库。修

改数据库默认账号密码，加强静态口令认

证的密码复杂度控制。

2. 用户安全管理

按照用户或应用分配数据库账号，避

免共享账号，删除或锁定与数据库运行、

维护等工作无关的账号；将用户权限最小

化，对账号的属性进行控制，包括密码策

略、资源限制等。

3. 权限管理

只有给用户授予了特定权限或角色之

后，该用户才能连接到数据库，进而执行

相应的 SQL 语句或进行对象访问操作。

同时可以通过回收权限的命令对所授予的

权限进行回收。

4. 数据库漏洞

数据库版本升级与打补丁，尽可能地

堵住潜在的各种漏洞，防止非法用户利用

它们侵入数据库系统。数据库软件版本尽

量保持稳定，尤其是要及时为数据库安装

各种安全补丁。

数据库审计

部署独立的数据库安全审计设备，采

用外挂旁路的方式，通过网络端口的数据

映射，将数据库系统访问的数据流量映射

给第三方数据库安全审计设备，从而既能

达到数据库审计目的，又不会给数据库系

统带来额外的系统负载和开销。审计工具

用于记录关于数据库操作的信息，如操作

是何时发生的，是哪个用户在执行；可进

行 SQL 语句审计、权限审计、模式对象

审计等等，通过审计可以跟踪有异常的数

据库操作行为，从而为数据库管理的优化

调整提供依据。

数据灾备

百密或有一疏，再可谓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没有绝对的安全，因此做好数据灾备

是必需的。一般采用数据的物理备份、逻辑

备份和数据容灾三种方式，确保数据备份和

容灾系统在发生灾难性事件时，数据能够被

快速恢复，从而提升数据的可用性。

数据库定时巡检

在软硬件各种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人

工巡检也非常重要。巡检内容包括：

1. 服务器负载情况：主要查看服务器

是否出现自动重启、服务器资源使用情况、

内存使用情况、I/O 使用情况、硬盘使用

情况。

2. 数据库集群工作情况：主要查看集

群工作状态、集群下资源使用状态。

3. 数据库资源及运行状况：表空间使

用情况、监听日志情况、alert 日志情况、

数据库资源使用情况、数据同步日志。

巡检中发现问题，要根据查到的问题

日前，Gartner 发布“2017 全球数据库

安全市场趋势报告”，对全球数据库安全

风险，应对技术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

深度剖析。Gartner 认为，数据库安全发展

有几大趋势：

1. 很少有数据库安全产品能够适应越来

越复杂应用场景，这些场景可能涉及关系数

据库管理系统（RDBMS），Hadoop，NoSQL

和数据库即服务（DBaaS）；

2. 数据库迁移到云上，用户对云端数据

安全性以及如何管理更为关心；

3. 除了 DAP 之外，数据库安全中如加密，

脱敏，正在越来越受欢迎，以应对快速变化

的安全合规要求。

Gar tne r 表示，用户当今面临的最常见

的数据库安全威胁有：

1.SQL 注入攻击：利用数据库自身的漏洞

发起攻击；

2. 缓冲区溢出：目前最为普遍的数据库

漏洞之一；

对症下药，及时正确查找原因并解决，以

保证数据库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数据加密

随着数据安全防护的迫切需求，尝试

基于加密算法和合理的密钥管理，有选择

性地加密敏感字段内容，能够有效防止数

据泄漏，对保护数据库安全会起到很好的

作用 。

重视数据库系统安全工作，必须建

立数据库安全防护机制，面临数据库安

全事件，综合考虑技术和管理各方面能

力，遵循“事前布防监控与预警、事中

应急防御与反击、事后分析追查与调整”

的思路，全面纵深防御，保障数据库系

统安全。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大连海事大学）

3. 默认设置或弱口令：可能被黑客或内

部人员恶意利用；

4. 配置错误：一些可能形成安全风险的

配置项；

5. 用户账户破坏：这可能是指黑客或内

部人员对低权限账户或默认账户的恶意或非

法操作；

6. 数据所在地——各种数据隐私，健康，

财务和信用卡的相关规定需要对数据访问进

行限定，对数据泄露事件进行通知。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Gartner：云端数据库安全是未来焦点



2017.10 中国教育网络 63

文 / 赵文广   张蕊   赵丹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校园建设经历了

“数字人大”、“微人大”两个阶段。

十几年来，学校在应用系统建设上一直

秉承一个数据库的原则，即所有应用系

统共享一个统一数据库实例。数据库系

统硬件拓扑如图 1。

1. 硬件网络层的安全

所有节点从服务器、存储到磁盘阵

列、SAN 交换设备均有冗余，完全屏蔽了

单点故障。数据库服务器部署在独立的安

全网段，通过防火墙与校园网其他网段分

开。防火墙的访问控制保证数据库服务器

只能被指定信任的应用服务器访问。从网

络层将数据库服务器被攻击的可能性降到

最低。

2. 双机负载均衡

两台数据库服务器，组成双活结构，

数据库采用 Oracle RAC 架构。Oracle RAC

中文译为“实时应用集群”，当应用规模

需要扩充时可以按需扩展，以保证系统的

性能。Oracle RAC 实现多节点负载均衡，

大大提高数据库的高可靠、高可用及可维

护性，同时也增加了数据库性能。

高速 SAN 存储通过光纤交换机与服

务器相联接，组成了稳定、安全高速的光

纤数据交换网络。存储阵列规划成 RAID 

1+0 方式，最大程度地消除存储磁盘损坏

对数据库的影响。

3. 数据库安全备份、灾难恢复

建立备份机制，数据库从多个层面进

行备份。首先在异地机房部署备份存储，

与数据库存储之间进行存储级的备份；其

次每日进行数据库级备份。确保一旦灾难

发生时，可以通过磁盘镜像、数据库备份

文件和数据库在线日志这三种方式来快速

恢复数据库到原来的状态，以保持数据的

完整性和一致性。或者在主数据库系统崩

溃，异地备份数据库可以直接承担主数据

库角色，迅速接管主数据库的业务，恢复

审计保证数据完整性
中国人民大学

数据库安全问题可以划分为外部与内部

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系统的硬件设备能够

安全地运行，称为外部安全；另一部分指硬

件、软件能够对用户数据访问、数据管理、

数据的操作进行检查控制，称为内部安全。

外部安全

外部安全我们常从环境、设备的角度，

利用各种安全措施支持数据库的安全运行。

常用的措施如下： 

1. 机房环境安全

机房安全是指对数据库负责的组织，

通过制定和实施适当的管理措施来保障数

据库运行的机房环境安全。这些措施如：

机房隔离、专人专管、应急断电、温度和

湿度、防水和防潮等保护。 

2. 设备安全

设备安全是组织通过制定和实施适当

的管理措施来保障数据库使用的设备安全，

这些设备如数据库所用的计算机、存储、

网络、数据备份设备等。

内部安全

内部安全常通过完善管理制度、规范

数据库安全问题分类

操作流程等方面，保障数据库安全运行，

通常考虑的因素如下：

1. 操作系统安全

操作系统安全是组织通过制定和实施

适当的管理措施来保障数据库运行的底层

操作系统的安全。例如：操作系统只安

装数据库及其相关软件、存储数据库的

目录和文件只允许管理员访问、审计关

键的操作系统行为等。

2. 运行安全

运行安全是组织通过制定和实施适当

的管理措施来支撑数据库的安全运行。这

些措施包括：对运行的数据库定期进行查

毒、漏洞扫描、运行监控等。在此基础上，

对检测出的安全问题应给出应对措施。

3. 访问安全

访问安全是组织通过制定和实施适当

的管理措施来保障数据库访问者身份及操

作的安全。例如：对网络数据库系统的用

户进行身份鉴别，保证每个用户是合法且

可识别的；数据库系统的访问控制，即控

制主体对客体的访问，拒绝非授权访问。

图 1  数据库系统硬件拓扑

存储

异地备份

数据服务器

防火墙

数据库安全问题是一个永远发展的问题，理想的做法是从硬件、软件及管理三个层面来加强防护。

数据库安全专题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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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

4. 数据库漏洞扫描

通过专业软件对当前的数据库系统进行自

动化安全评估，主动发现当前数据库系统的安

全问题，提供对数据库的安全状况进行持续化

监控，保持数据库的安全健康状态。

发现外部黑客攻击漏洞，防止外部攻击：

实现非授权的从外到内的检测；对目标数据库

的安全性作深入的探测分析；收集外部人员可

以利用的数据库漏洞的详细信息。

分析内部不安全配置，防止越权访问：通

过只读账户，实现由内到外的检测；提供现有

数据的漏洞透视图和数据库配置安全评估；避

免内外部的非授权访问。

5. 数据库加密

对数据库内敏感类数据进行加密，从而改

变数据信息，并为用户提供可加密的应用信息；

对加密的相关数据信息，非授权用户不能阅读，

这样可以从根本上保障网络数据的安全性。为

了使数据库加密更加安全，其安全的密码应尽

可能复杂，难以破解。

6. 用户操作管理权限

严格管理用户操作权限，权限分发时遵循

最小权限原则，仅给操作者赋予完成工作所需

最小权限。数据库访问也要受到严格监视，确

保操作者权限仅用于经授权的操作。操作者离

职时需立即撤销已分配给用户的权限。

7. 审计跟踪和攻击检查 

审计功能在系统运行时，将自动对数据库

的所有操作记录在审计日志中，攻击监查系统

则是根据审计数据分析检测内部和外部攻击者

的攻击企图，再现导致系统现状事件，以发现

系统安全的弱点。日志记录和审计对于事后的

检查十分有效，保证了数据的物理完整性。 

数据库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永远发展的问

题，理想的做法是从硬件、软件及管理三个层

面来加强防护。一方面硬件及数据库技术的提

高，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库安全方案更加优化；

别一方面随着入侵者的手段的不断提高，也使

我们的数据库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只有

不断地加强研究和投入，才能持续保障网络数

据库的安全性。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

MongoDB赎金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
如何让你的数据库更加安全可靠？有三点特别重要：

安全配置、高可用部署、数据备份。

（本文摘编整理自新浪、搜狐、知乎等网站）

近日，在阿里云数据库技术峰会上，阿

里云数据库技术专家张友东分析了 2017 年

初的 MongoDB 黑客勒索赎金事件，并对当前

的数据库安全保障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

MongoDB 黑客勒索赎金事件的大概描

述就是，某一天，你发现自己的数据库无

法访问了，登录到数据库上，发现数据库

中的数据消失殆尽，而只有黑客留下的一

些记录，上面写着：“你的数据库已经被

我黑掉了，而且我已经对你的数据库进行

了备份，如果你想拿回自己的数据，就需

要向某个比特币账户中转一笔钱。”

MongoDB 黑客勒索赎金事件发生对用

户有什么影响呢？在事件发生的 1 月份，

美国的 MongoDB 数据库开放公网访问端

口数量大概有一万七千个，中国则差不多

一万多个。而到 8 月份，美国的 MongoDB

数据库开放公网访问端口数量降到了其 1

月份数量的 50%，而在中国则只降到了原

本的 80%。张友东分析认为，这充分说明

中国的技术人员在吸取经验教训方面还是

有所欠缺的。

那么，针对于 MongoDB 黑客勒索赎金

事件，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

1. 这些数据库之所以会被黑客攻击，

原因之一是这些数据库开放了公网访问，

使得任何一台连接到公网的机器都能够访

问到。除此之外，这些数据库也没有开启

鉴权，所以导致黑客能够轻松地访问用户

的数据库，造成了用户的数据损失。

2. 受到影响的用户对于数据的备份不

够重视，因为如果用户对于数据进行了备

份，即使黑客将数据删除了，用户也可以通

过备份数据来进行恢复。

总结而言，数据库安全中所需要面对的

威胁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1. 黑客攻击。黑客攻击存在不同层面，

也有很多种攻击方法。

2. 硬件故障。如果数据库服务只部署了

单个节点，当单个节点被攻克之后，整个数

据库就无法提供服务了。

3. 软件缺陷。数据库服务毕竟是软件系

统，当软件存在漏洞的时候，也往往会造成

安全问题。

4. 运维失误。数据库往往是由运维人员

管理的，而运维人员可能会发生一些运维上

的失误，这就可能造成数据的丢失。

5. 自然灾害。

那么，如何让你的数据库更加安全可靠

呢？有三个重点值得关注。

第一，安全配置，从单个数据库节点的

数据来看，应该尽可能地进行安全方面的配

置来避免遭受黑客攻击以及非法访问等。

第二，高可用部署，尽可能地部署多

节点来构成高可用数据库服务，这样就能

够应对硬件故障的问题，当单个节点出现

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启用备用节点来顶

上；当软件出现 Bug 导致数据库崩溃时，

也可以通过高可用将故障进行转移。

第三，数据备份，做好数据备份就可以

应对运维的失误以及自然灾害等问题。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就可以使得数据库

达到比较安全的状态。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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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文 / 冯洁莹  张华  郑强

近年来，随着高校师生敏感数据泄露、

篡改等多种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各高校

越来越重视数据库的安全防护和加固。本

文结合浙江大学数据库现状，对现有的安

全策略和正在推进的强化措施进行介绍。

浙江大学数据库现状

浙江大学现阶段使用的是一种集中专

用的数据库硬件架构，即“服务器 + 数据

库 + 存储设备”的数据处理架构。针对浙

江大学真实的数据库应用环境，以及每年

递增的数据库使用需求，目前浙江大学信

息技术中心已先后在三个机房部署多套数

据库集群，这些集群分别部署在虚拟机和

物理 PC 服务器上。

以前的数据库运行在不同物理服务器

的不同平台上，设备普遍比较老旧。此外，

整合数据库的软件和硬件

各套数据库之间版本不统一且普遍版本过

旧，漏洞多，性能低下，维护成本较高。

同时，随着硬件技术的改进，尤其是 CPU

数量的增加，服务器能够处理更多的工作

负载，而数据库只使用了服务器硬件容量

数据库安全专题

业务应用系统

数据库集群

备份主服务器 容灾Nede2

Nede1

Nede3

图 1   整合后的数据库系统架构

的一部分，导致硬件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

用，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上述种种原因

造成了在现有的数据库环境下，直接添加

安全防护措施的难度和成本将大大增加。

因此，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目前正

在全面推进数据库的整合升级工作。基于

浙江大学现有的硬件环境，依然采取传统

的数据库集群架构，通过软件层面升级，

实现数据库软件及硬件的整合统一，调整

后的架构如图 1。

数据库整合统一后，信息技术中心维

护的所有数据库将共用同一套服务器、数

据库系统和存储设备，在安全方面最直接

的好处是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可以统一部

署，为后续安全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数据库安全策略配置

浙江大学数据库在保障服务器及网络

环境安全防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据库系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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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自身的策略进行安全防护，主要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

访问控制和权限控制

1. 基本参数设置

要对一些基本参数进行设置，如：用

户密码必须为复杂密码；设置密码失效时

间和密码过期提示；密码使用一段时间后

强制要求重置密码；限制登录失败重试次

数；设置账号锁定时长等等。

2. 用户权限控制

要对用户的权限进行严格控制。申请

用户权限需提交书面申请，同时数据库维

护人员要对用户申请的权限进行审核。仅

授予用户所需的权限，限制用户操纵数据

库的权利；仅允许用户对其名下的数据库

实体进行存取执行，阻止用户访问非授权

数据。

3. 视图机制

要采用视图机制，限制用户存取基表

的行和列集合。

数据库备份

1. 数据库启用自动归档

归档日志是非活动的重做日志备份。

通过使用归档日志，可以保留所有重做历

史记录，可用于用户数据文件的恢复。

2. 数据库启用自动物理备份

物理备份是对数据库的物理文件（数

据文件、控制文件、参数文件、归档日志

文件）进行转储，一旦数据库发生故障，

可以利用这些文件恢复到数据库的失效

点。物理备份分为热备份和冷备份。由于

冷备份需要数据库暂时处于关闭状态，因

此浙江大学的数据库采用热备份的方式。

3. 数据库启用自动逻辑备份

逻辑备份是对数据库对象（用户、表、

存储过程等）进行转储。

4. 数据库启用控制文件自动备份

控制文件是一类物理文件，它的重要

性在于它记录了数据库名字、数据文件位

置等信息，一旦控制文件被损坏，数据库

将会宕机。因此，需要在不同的物理路径

下备份控制文件。

5. 数据库启用归档日志自动删除

数据库已开启了自动物理和逻辑备

份，因此归档日志存在大量冗余，为提高

空间的可用性和利用率，需对已备份的归

档日志进行自动删除，充分利用存储空间。

数据库审计

数据库审计可以记录对数据库对象的

所有操作。无论哪种数据库系统，均会提

供不同的审计方法来监控使用何种权限，

以及访问哪些对象。审计不会防止使用这

些权限，但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用于揭

示权限的滥用和误用。

审计一般可以分为三类：语句审计、

权限审计和对象审计。但过度的审计可能

会对数据库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该

先对关键的权限和对象进行基础审计，然

后根据需要再扩展审计。

浙江大学现有的数据库审计采用对更

新、删除等权限以及重点单位名下对象进

行基础审计的模式，扩展审计根据重要级

别按需增加。整合后的数据库系统上将继

续采用原有的审计模式。考虑到新数据库

性能更优，将适当调整审计范围和程度，

保证在基本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实现最

大程度的审计力度。后续还将考虑添加数

据库外部审计，如基于网络侦听的外部审

计设备等。

其他安全防护措施

1. 数据库灾备

数据库灾备包括数据库容灾和数据库

备份。容灾在数据库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

时保证业务的正常运行；备份保证灾难来

临时不会造成数据的丢失。数据库灾备为

数据库实现高可用性提供重要保障。

目前浙江大学一些核心系统已实现灾

备。在数据库整合统一后，将搭建统一的

灾备系统，为主生产系统提供保障，一旦

主生产系统因人为攻击或自然灾害而无法

继续提供数据服务时，灾备系统可以立刻

接管业务，并在主数据库恢复后将业务回

切，以保证业务的不中断，同时硬件资源

也能达到最大化的利用。

2. 堡垒机

堡垒机是一个统称，不同的生产厂商

对其有不同的命名。它运用各种技术手段

实时收集和监控网络环境中每一个组成部

分的系统状态、安全事件和网络活动，并

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集中报警、记录、分

析和处理，从而保障系统不受来自外部和

内部用户的入侵和破坏。 

以往，一旦发现疑似数据库安全事件，

往往需要数据库维护人员根据已有的线索，

翻阅日志，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而考虑

到数据库性能，数据库审计往往不会过于

精细，导致可参考的审计内容有限，增加

了分析处理的难度。此外，以往对数据库

访问的控制往往通过用户账户密码和 IP 地

址过滤来实现，局限性大，且无法审计用

户连接数据库后的操作，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

堡垒机通常具备跨平台管理、多维度

访问控制与授权、运维行为审计、审计信

息管理等功能。将堡垒机采用“物理旁路、

逻辑串联”的方式部署在数据库系统上后，

所有的用户必须通过堡垒机才能访问数据

库，用户的所有操作行为都将被记录存储

下来，从而实现对用户的操作审计。对高

校而言，堡垒机通过集中的账号管理、运

维操作访问控制和全程运维操作审计，能

帮助高校信息部门转变传统的安全运维被

动响应模式，建立面向用户的集中、主动

的运维安全管控模式，降低人为安全风险，

保障高校运维的安全稳定运行。

浙江大学在确保服务器及网络环境安

全的前提下，合理配置数据库安全策略，

结合数据库审计、数据库灾备和即将配置

的堡垒机，将全面保障学校数据库系统的

安全稳定运行。

技术在不断革新，数据库技术日新

月异，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也源源不断。

除了不断更新数据库安全防护策略和措施

外，也应加强对数据库用户、管理员的安

全意识和安全操作培训，从多方面保障数

据库的安全。 （责编：王左利）

(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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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库安全策略中，东南大学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

1.RAC 集群。数据库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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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火墙访问控制。利

用防火墙的网段隔离功能，设置 DMZ 区。使用入侵监测系统对

数据中心内的所有数据流动进行实时检测。通过 iptables 过滤功

能，许可有限的机器访问数据库。另外通过堡垒机严格控制对

数据中心各类服务器的访问权限；3. 数据库审计。对数据库日常

运行日志进行审计；4. 数据备份机制。数据每天进行增量备份，

每周进行一次全量备份。

东南大学：许可有限的机器访问数据库

2016 年，华东师范大学在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建设过程中，建立了一批符合学校信息化安全工作的安全

基线配置文件，安全基线配置的基本目的是满足等级保护

的制度基本要求，同时符合学校现阶段的信息化建设需求，

在众多安全基线配置中，有一项基线配置就是数据库安全

基线配置，它规定学校在各类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对各类

数据库必须满足此项安全基线配置才允许上线部署。

同时，做了数据加密存储。华东师范大学对新建信息

系统建立了上线前强制安全检查工作，无论哪一类系统，

在开通外网服务之前必须经过安全检测，安全检测工作有

一项要求就是重要数据必须进行加密存储，加密算法需要

满足国家密码管理规定。

2017 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正式开始进行数据库安全的建设。经过调研，

学校决定对所有定级为等保的系统实施数据库审计，并对个别系统实施数据库加

密。在厂家选择方面，学校倾向于购买原厂家的产品，购买功能强、性价比高的

产品。在对数据库厂家进行摸底、交流之后，对比测试了几家公司的产品。从测

试结果来看，数据库审计产品的表现各有特色，但是在规则自动学习、入库能力、

检索性能等学校关注的核心问题方面，不同厂家的产品差距较为明显。而数据库

加密产品的选择余地较小，而且学校又尤其关注字符型字段加密后的模糊查询效

率问题，好在找到了具有核心专利技术、密文索引性能高、性价比高的产品。未

来，在数据库安全方面，将考虑数据库审计、数据库防火墙、数据库加密产品以

及数据库脱敏产品，对不同系统，采用不同的产品组合。

华东师范大学：
实施数据库安全基线配置

北京理工大学：对个别系统进行数据库加密

高校数据库安全策略

数据库安全专题

（供稿：王健）

（供稿：朱圣才）

（供稿：杨德全  戴林）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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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伟：维护网络安全要加强技术创新和前瞻布局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杨小伟在致辞中指出，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

新月异，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互联

网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截至今年 6

月，我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 7.51 亿，

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了 54.3%。

“维护网络安全要加强技术创新和前瞻布局。网络安全

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互联网领域发展变化非常快，新

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他认为，

要 在 互 联 网 安 全、 区 块 链 安 全、 人 工 智 能 安 全、5G 安 全 等

方面加大研究力度，提前谋划，掌握工作的主动。要加大对

企业的引导、支持的力度，让企业成为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

力量。

郭启全：等级保护制度也进入到 2.0 时代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总工

程师郭启全在大会致辞中表示，

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实施

十年来，已经成为了国家的网络

安全基本制度、基本国策。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级

保护制度也进入到 2.0 时代。

等级保护 2.0 时代，具有三个“更”的特点，即更完善、

更具体、更符合时代要求；等级保护还具有三个“保”的要求，

即保卫、保护、保障。保卫，是指军队和警察具有保卫重要信

息系统安全的职责；保护，是指重要行业部门、企业、专家，

要做好等级保护重要系统的保护工作；保障，是指各级财政、

有关部门要为等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人财物、装备机构方面

的保障。

新形势下的网络攻防态势改变了安全防护的模式，在这种

背景下，等级保护 2.0 引领时代步伐，全新升级，对云计算、

移动互联、物联网、工业控制等重要系统提出了新要求。

9 月 12-13 日，以“万物皆变，人是安全的尺度”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ISC 2017）在北京召开。本次

大会开设了网络安全法治、云计算 2.0 下安全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安全、移动终端安全等多个分论坛。全球 100 多家企

业和相关机构的近千名顶级信息安全专家参会，围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工业控制、网络犯罪、政企安全、人工智能、区块链、

漏洞挖掘等重要领域的安全治理问题进行探讨。

人是安全的尺度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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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祎：网络空间防御刻不容缓

在“安全领袖峰会”上，360

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发表主旨演讲，

周鸿祎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

大安全时代。网络安全已经不仅

仅是网络本身的安全，更是国家

安全、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

城市安全、人身安全等更广泛意

义上的安全。”

在周鸿祎看来，在互联网安全“攻防战”中，重要漏洞

的价值等同于传统战争中的炸弹，谁掌握了对方的网络系统

漏洞，谁就找到了攻击的突破口；谁能及时发现和掌握自身

的网络漏洞，就可以先为自己夯实安全的堤防。

“不管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是否愿意接受，大安全时

代都已经来了。这个时代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全和不确定，

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威胁和挑战，对网络安全行业和从业

者来说，带来了更多的责任、压力还有基于，我们要对全

人类的安全负责，对世界安全负责。”周鸿祎说道。 （责

编：杨洁）

方滨兴：网络空间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安全领袖峰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方滨兴谈到，目前，网络空

间本身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各个

国家都有各种的说法，我国在《国

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中定义是互

联网、通信网、计算机系统、自动

化控制系统、数字设备及其承载的

应用、服务和数据等组成的网络空间，正在全面改变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网络安全由信息安全发展而来，后者强调保护信息系统、

信息自身以及信息利用中的特定安全目标的机密性、可鉴别

性、可控性、可用性。具体反映在物理安全、运行安全、数

据安全和内容安全四个层面。

方滨兴提到，网络空间安全涉及到在网络空间中电磁设

备、电子信息系统、运行数据、系统应用中所存在的安全问题。

需要采取法律、管理、技术、自律等综合手段来应对，以确

保信息通讯系统及所承载数据的机密性、可鉴别性、可控性、

可用性得到保障。

邬贺铨 : 人才培养是维护网络安全的重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致辞

中表示，人才培养是维护网络安全

的重点。在推进数字转型与应用创

新，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过

程中，企业需要解决安全、人才、

技术服务、管理机制、法律等五大

问题，为数字化转型创造安全的发

展环境。

“现在网络攻击事件触目惊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

家安全。这要求我们在推动政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格外重

视网络安全，做到在发展中求安全，通过及时更新政企安全理

念，部署更智能的安全设备，提升我国政企应对安全挑战的能

力。”邬贺铨说。

邬贺铨表示，今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的主题是“万物皆

变，人是安全的尺度”，体现了当前数字化转型与互联网创新

的新形势，政府主管机构和产业界应当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

因为人终究是打赢网络安全攻防战的最关键一环。

沈昌祥：利用可信计算构建积极防御的主动免
疫防御体系

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分论

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提出了

可信计算的主动免疫创新方式，通过

体系结构、资源配置、策略管理、操

作行为和数据存储五个维度的可信

体系确立，提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部

门的网络安全免疫系统。

沈昌祥谈到，在等级保护方面我国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基础，

但是现在又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首先是法律层面，网络安全法

明确提出了要实行等级保护制度；二是在技术上需要从传统的被

动式防御向主动积极防御转型；三是以前我们保护的是传统的信

息系统，但现在大数据、物联网等的出现让我们面临更多的技术

挑战。

沈昌祥提到，由于人们对 IT 的认知逻辑的局限性，不能

穷尽所有组合，只能局限于完成计算任务去设计 IT 系统，必

定存在逻辑不全的缺陷，从而难以应对人为利用缺陷进行攻击。

因此，为了安全必须从逻辑正确验证、计算体系结构和计算模

式等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创新，以解决逻辑缺陷不被攻击者所利

用的问题，形成攻防矛盾的统一体。确保为完成计算任务的逻

辑组合不被篡改和破坏，实现正确计算，这就是主动免疫防御。 （本文综合新华网、中国网、360 企业安全等整理报道，摄影：显中）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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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德斌    何 敏

新生步入大学的第一个环节是报到，

而学校接纳新生的第一个环节是迎新。迎

新、报到成为大学与新生和家长沟通的重

要纽带。

迎新、报到工作涉及的部门和业务众

多，覆盖学生的衣、食、住、行、学习、

交流等方方面面。高效、有序的迎新工作

能折射出学校良好的管理水平。传统的新

生入学报到流程是：各个部门分别设置业

务台，新生排队转单式办理，跨部门间的

数据不流通、不共享，信息也不对称，新

增内容项还需手工临时填报，新生、家长

排队等待时间长，从迎新开始到结束，时

间跨度大，效率低等问题都与当今的信息

时代不相适应。为此，迫切需要采用先进

的网络和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互联网 + 大

数据的优势，构建实用、好用的信息化环

境下的数字迎新系统。

数字迎新系统需求分析

数字迎新系统的设计首先是围绕传统

迎新过程中的堵点，重点梳理新生、部门、

学院针对迎新工作的安排、入学手续办理、

身份核对、相关物品登记和发放、缴费等

各流程和环节中的重复性工作，统筹、集

中、简化资料发放、信息手动填写、物品

领取记录等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其次，整

合信息和数据，实现各个部门间、新生与

辅导员、新生与新生间的数据共享和可视

化，大幅提升迎新工作的效率，同时也为

新生建立起完整的一套基础数据库。通过

“一站式迎新”的服务流程设计，减少或

合并迎新相关环节，优化、简化事务办理

流程，使学生能够快速完成报到，避免排

队、重复填写各种复杂表格，提升报到体

验，使迎新工作变得轻松有序，简单快捷。

同时，通过学生基础信息、其他辅助信息

等多角度信息的采集，多维度、多角度分

析新生的综合情况，并形成新生的数据分

析报告。为进一步开展科学化的教学和教

育提供数据支撑。

针对迎新系统中不同的用户群体，梳

理后的需求列表 1。

系统的主要功能和实现

主要功能

 “数字迎新系统”汇集了迎新门户

网站、网上报到、数据管理与分析、现场

报到、数据统计决策支持、实时数据监测

和推送等多个模块，覆盖招生、学（研）

工、教务、财务、后勤、保卫、校医院、

网络信息等多个部门，涵盖新生报到前、

报到中、报到后的多个环节的业务和流程。

包括校园文化宣传、各类通知下发、新生

信息获取、信息采集、现场报到办理、宿

舍分配、数据统计等众多功能。

主要功能划分为两个主要的方面，即：

1. 迎新门户网站，以宣传学校形象、

校园文化、相关学习、生活等内容的综合

网站，使学生提前了解学校、知晓信息、

融入班级集体等。

2. 网上预报到、现场签报、流程管理、

交流沟通、数据分析、数据推送等迎新工

作管理模块。

系统的技术架构

系统采用 B/S 模式，其架构图如图 1

所示，主要分为：用户端、Web 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四个主要部分。

1. 用户端

用户端主要有：管理者、现场签到核

验人员以及学生和家长。管理者负责维护

整个系统的数据、权限、用户、流程等，

现场签到核验人员使用系统负责完成新生

的信息核验与登记，学生和家长主要通过

迎新门户网站门户完成信息获取、网上报

到、辅助服务等。

2.Web 服务器

Web 服务器承担两大职能，一是承载

运行基于 CMS 搭建的迎新门户网站，其

次是利用反向代理技术与应用服务器进行

通信，将网上报到的子系统通过互联网提

供相应的访问服务。其目的是将应用服务

器不直接暴露于互联网上，有效提升其系

统的安全性。

互联网 + 大数据融入“迎新”
北京科技大学

主要用户 需求和实现途径

新生、家长
迎新门户网站，实现信息的发布和推送
包括：迎新通知公告、网上报到模块、报到须知、了解北科大校园（衣、食、住、行、娱乐）、帮困
助学、数字校园、学生组织等新生和家长密切关注的内容

部门管理人员

及时了解学生网上报到、现场报到等过程的数据。进行查询、管理、统计分析等的人员。分权限单独
设置管理系统界面，可实现网上报到信息审核、报到信息查询、接站信息查询、到校方式统计、学籍
信息卡查看及批量打印、生活用品信息维护、数据权限维护、用户维护、角色维护、学生信息维护、
辅导员信息维护、报到环节维护等

学校决策部门
针对性地制作专有页面，直观展示宏观性数据（大屏幕数据等）
页面功能只有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实时数据情况

现场工作人员
掌握现场报到情况，对现场各个环节报到情况统计、数据分析、实时监控等。
身份核验支持身份证读卡器、条码扫描枪、手动输入、人脸识别等

表 1  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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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服务器

主要服务于数字化迎新系统中的网上

报到、迎新系统的管理、现场报到签到环

节等。应用服务器采用了 2 台服务器互

备模式，以有效增强应用系统的稳定和

可靠性。

4. 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主要用于数据存储服

务，数据库采用主流数据库技术，采用了

数据存储设备进行冗余备份来保障数据安

全，同时启用系统防火墙限制数据库访问

来加强数据库的访问安全。为保障系统的

安全性，根据应用使用场景的不同，运行

环境分为校内和互联网。其中迎新门户网

站与网上报到系统运行于互联网上，便

于学生、家长等访问；而相关的后台维护、

现场签到系统、迎新管理系统等全部运

行于内网中，进一步提升了系统整体的

安全性。

技术路线和实现

数字化迎新系统通过数据层、基础层、

应用系统层、接入层四个层面实现各类人

员对系统的使用。

数 据 层 是 整 个 系 统 的 基 础， 采 用

Oracle 与 Mysql 数据库，其中 Oracle 数

据库主要供基于 J2EE 的业务系统使用，

Mysql 数据库主要应用于迎新门户网站。

基础层提供业务系统的软件运行环

境。包括运行迎新报到、管理、签到等业

务系统的 J2EE 环境以及运行迎新门户网

站的 Php 环境。

应用系统具体实现迎新系统的全部业

务功能，主要包括迎新管理、网上报到、

辅助等业务系统和现场报到以及迎新门户

网站。

接入层通过 Web Server 服务器直接

面向系统的使用者。业务系统主要运行于

Tomcat Server 上，而迎新门户网站主要运

行于 Nginx 上。

系统的安全设计

信息安全至关重要，迎新系统的安全

设计更要保障，在数字迎新系统中通过三

个层面来设计安全，如图 2 所示。

1. 操作系统与网络层的安全

操作系统采用了严格用户权限策略，

只能访问指定 Web 目录，不能越级或越

权限操作；网络层通过开启网络防火墙，

制定网站后台的访问地址限定策略，进一

步保护后台的访问权限。

2. 运行环境的安全

运 行 环 境 中 主 要 针 对 Web Server

（Nginx）、数据库、PHP 的安全进行设置，

Web Server（Nginx）进行目录权限、访问

策略、去除版本等级等安全控制，数据库

通过创建受限的用户保护数据库的安全级

别不被突破，同时 PHP 的运行配置中将

用户限制在 Web 目录、关闭不安全设置

等措施提高安全级别。

3.CMS 系统的安全

CMS 系统采用成熟可靠的符合国家计

算机软件等级保护标准的平台，能够有效

预防 SQL 注入、跨站脚本攻击、XSRF 攻击、

上传漏洞等常见的攻击，并对操作具备完

整的日志记录。

 “一站式”迎新及身份核验技术

 “一站式”迎新服务和管理模式大

大提升新生和家长的报到体验。“一站式”

迎新在新生报到时可快速完成所有的身份

核验、材料提交、相关资料物品的领取、

入住手续办理等。

身份核验是现场报到中的第一步，也

是人流集中时最容易产生堵点的环节，各

种快捷、有效的技术手段不断地被应用于

身份核验中。北科大的数字迎新系统先后

采用了身份证读卡器刷验、扫描枪核验到

最新的人脸识别等技术，随着人脸识别技

术的日趋成熟和被广泛应用，我们在 2017

年的迎新系统中也开始试点使用人脸识别

技术。

迎新系统中的人脸识别身份核验模

块主要包括了人脸图像采集及检测、人脸

图像预处理、人脸图像特征提取以及匹配

与识别四个部分，采用了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深度学习算法，在仅有一张样本照片、

现场复杂灯光环境下，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95% 以上，因技术细节不在本文重点论述

范围，不再赘述。

北科大的数字迎新自 2013 年起全面实

施，本着 “以人为本，为师生服务”原则，

秉持“简化流程，网上办理，数据共享，

数字迎新”的理念，持续不断地完善和创新，

实现了迎新工作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在

优、简迎新工作流程，提高迎新工作效率，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和服务水平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开展跨部门、多

业务协同的信息系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数字迎新系统连续运行五年，得到了

新生、家长和相关业务部门的高度认可。

为信息化有效服务师生开拓出一条有益之

路。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北京科技大学）

图 1  系统架构

图 2  迎新系统安全设计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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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悄悄地影响着教育教学模式的

变革，而教学空间创新和信息化教学方式的应用成为当前乃至未

来 5 至 10 年教学信息化革新的关键主题。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

习研究院与美国新媒体联盟（NMC）联合发布了第一个针对中国

高等教育新兴技术应用状况的地平线报告，即《2017 新媒体联

盟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该报告预测

了未来五年中国高等教育中推动技术应用的 9 大关键趋势，其中

就包括对教学空间设计及混合式学习信息化教学关键发展趋势的

分析和判断。如：

短期 —— 更多应用混合式学习设计

中期 —— 重设学习空间

长期 —— 转向深度学习方法

在信息化教学和教学空间设计应用上，国外已有领先案例和

实际应用成果。美国的 William Jewel 学院通过对图书馆研讨室

的设计和改造为协作教学提供了现代化的信息化教学空间，通过

分组拼合桌椅及协作触控屏为研讨式教学提供了更多便利硬件条

件。根据不同的教学需求，软硬件配置互动教学的空间被设计的

更多元、更灵活，满足了不同学科、不同教学场景的应用需求。

在国内，各类型的教育服务提供商也在不断探索和设计满足

于中国教育环境的空间和教学平台，但是现状是很多企业设计的

教学空间和应用服务只是在形式上做了简单的照搬借鉴和模仿，

并未真正结合到实际教学应用中，更多的只是简单的硬件集成，

在易用性上远远难以符合实际教学需要。

因此，重构教学空间、利用信息化教学技术和环境更好为教

学服务，为教学模式创新提供必要的软硬件条件被不断提及和应

用。教学应该更智慧，教学环境和工具在丰富学习者多种体验感

重构教学空间，让教学创新生发更多可能性
——卓智智慧教室解决方案以教学空间创新支撑教学变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智慧教室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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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随着教育从业者工作思路和眼界的扩展，对现代化的教学方

式的接纳度得到提升。真正的智慧教学空间和信息化应用更应符

合教学的实际需求，比如更符合人性化的空间设计、更智能的教

室管理、更契合场景的信息化教学工具、更实用的数据分析服务。

在这方面，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围绕教学服务、空间设计、软

件平台，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卓智智慧教室通过场景化的功

能设计和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实现平台互通、数据打通、全环节

数据反馈和记录分析，为学校教学、管理提供最大化的应用价值。

一间能够评估学生学得怎么样、教师教得好不好
的教室

考察教师和学生不同角色，融合线上线下各环节，提供全方

位的教学数据跟踪和分析服务，帮助教学管理者直观了解教学的

运行情况，实时督导课堂教学动态，更准确、可量化地感知课堂

教学质量变化。

自上而下纵向打通，真正实现服务教学为核心

聚焦服务教学而设计，纵向贯通教学全场景：用心打造教

学环境、设施设备，提供开放、称心、易用的互动教学软硬件

工具，为教学创新提供优质的环境支撑，全方位、无感知的教

与学过程数据分析，辅助教师、教学管理者有针对性地优化教

学活动。

一体机构建、功能强大，易于部署升级、运行稳定

一体机构建，灵活的模块化自主选配、分步扩容，有效避免

高校在智慧教室建设上推倒重建、资源浪费的情况。解决了教学、

管理、数据等应用分布于不同的业务系统，导致数据割裂、应用

断层，难以整合形成教学价值的局面。

在实际应用中，卓智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实施建设、改造智

慧教室，满足高校对不同智慧教室、教育教学形态的建设需求。

实现对常态化教室的零改造、低成本基础版升级；或是接入录播、

物联管控应用的标准化建设及应用于样板、试点的旗舰版建设。

其中，卓智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建设的智慧教室已正式投入使用，

在中南地区已然成为了高校智慧教室的典型。新建成的智慧教室

能够智能化控制电脑、投影、灯光、窗帘、空调等环境和硬件设

备。“一键操作”简化了流程，也可远程控制与维护，大大提高

了运行效率。互动教学系统覆盖课前、课中、课后等环节，尤其

适用于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PBL 教学和探究式教学等教

学模式的应用。

智慧教室的建设，开启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智慧教学改革的

新模式，对学校基于慕课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学校智慧教学模式的

改革与创新。当教学法转向以协同为导向、

以课题为基础、以研讨为手段的学习模式

时，更多的学习活动需要在更切合教学模

式的空间里开展，让教学双方建立更多的

互动和联结。

结合中国教育国情，通过教学空间设

计和信息化教学软件开展教学，真正有效

的实现教学创新是一个漫长而值得期待的

大工程。笔者认为使用现代化教学空间和

教学软件平台开展教学，只是教学突破创

新的一个工具和方式，是现代化教学基础

的创新可能和便利条件。要想真正更好、

更快地实现教学模式革新升级，还需要教

学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在行动和意识上付出

更多努力和尝试。 （责编：杨燕婷）

图 1  多类型场景的教学空间

图 2  以服务教学为核心，一体化构建的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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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赛尔网络有限公司（简称“赛

尔网络”）与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绿盟科技”）在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上宣布，双方基于 SaaS

模式为高校提供包括 Web 安全防护（高

校网盾）、Web 安全咨询、Web 安全评估、

Web 安全监测、Web 安全管家、抗 DDoS

攻击和文档数据安全等先进的网络安全服

务产品和解决方案。这是两家公司在此前

联合推出“赛尔 & 绿盟安全云”服务基

础上，再次深化战略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 

赛尔网络副总经理王祖伟在致辞中

表示，在互联网 + 教育的时代，教育行业

用户结合云安全服务防御新理念以应对网

络安全风险将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常

态。基于云应用，借助 SaaS 模式，提供

网络安全运营，是高校网络安全的必经之

路。赛尔网络作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 CERNET 的运营服务商，拥有优质的高

校用户资源，极强的口碑和卓越的网络技

术支撑运营能力。赛尔与绿盟经过长期合

作，在高校用户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也

积累了深厚的产品技术实力和运营服务经

验。为更好地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共同

解决教育行业用户面临的信息安全风险，

绿盟科技和赛尔网络再次联手，为教育行

业用户提供面向高校的 Web 实时防护 SaaS

服务，发挥校企合作优势，进一步构建全

方位、立体及闭环的教育安全共赢体系。

绿盟科技高级副总裁崔培升在致辞中

表示，绿盟科技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家，

会一如既往地以专业且严谨的态度为合作

伙伴及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第一阶段由赛

尔网络和绿盟科技共同运营的 Web 安全

防护服务——高校网盾已成功落地，第一

期率先在部分地区试点，为接入教育科研

网的高校用户提供 Web 防护服务，为高

校网站安全建设保驾护航。

赛尔网络副总经理杜佩林在仪式中重

点介绍了高校网盾。高校网盾是部署于教

育网的 Web 应用防火墙，即在 CERNET

省级节点建立 Web 安全服务平台，采用

稳定可靠的技术手段，把高校用户需要实

时防护的网站访问流量分流出来，并选用

一流的 vWAF 技术对分流流量进行清洗

后，再送到该网站进行访问。高校网盾由

于其流量相对安全、访问延迟较快、情报

更新及时、运行维护容易、产品价格较低

等特点，很好地解决了高校用户面临的

Web 安全防护成本问题、应用水平问题和

情报更新问题。

绿盟科技副总裁周凯在仪式上对双方合

作的落地做了介绍，并展示了高校网盾的具

体服务内容，包括服务开通、策略调优、安

全报告、应急响应、7×24 支持等服务。高

校网盾 SaaS 安全服务，帮助高校用户快速应

对当前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借助网盾用户

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身业务的发展中去。

通过赛尔网络在教育市场的优秀营销

能力和绿盟科技深厚的产品技术能力的强

强联合，一定会为教育行业信息安全提供

更好的服务，实现共赢！

赛尔网络与绿盟深化合作 

前排左：绿盟科技高级副总裁崔培升  右：赛尔网络副总经理王祖伟

赛尔网络副总经理王祖伟 绿盟科技高级副总裁崔培升 赛尔网络副总经理杜佩林 绿盟科技副总裁周凯

针对高校提供 SaaS 防护服务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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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roam（Education Roaming）是专门

用于教育和科研机构跨域之间的全球无线漫

游认证服务，目前覆盖了近90个国家或地区，

加入 Eduroam 的机构或组织可以使用自己的

账号密码在 Eduroam 联盟内其他组织或机构

免费登录 Eduroam 无线网络。Eduroam 采用

标准的 802.1x 认证模式，采用与域名系统

相同的层级结构，通过 Radius 转发的方式，

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认证信息的传递及网络接

入的管理。

2015年中国大陆高校首次加入Eduroam

联盟，截至目前，大陆高校有近 100 所加

入了或正在加入 Eduroam 漫游联盟。随着国

内高校加入 Eduroam 联盟越来越多，校际间

互访的也越来越便利，带来师生校际之间的

互访交流越来越多，特别是地理距离很近的

高校，但同时也带来管理上的其他问题，如

账号交换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网络安全攻

击问题、网络资源恶意下载问题等。为此，

Eduroam 的管理需要从网络、账号等方面进

行管理控制，保障 Eduroam 的健康发展。

网络权限管理

Eduroam 作为全球漫游网络，提供外

来访客对网络的访问，用于连接互联网，

且按照 Eduroam 联盟的免费、自由、开放

的理念，网络提供者不应对外来用户进行

过多网络接入限制，必然导致网络接入控

制策略与自身校园网络存在差异，无法做

到与本机构内网络的精确管理。为此，结

合网络性质与管理策略，Eduroam 网络应该

是一个访客网络，所具有的权限也应该是

仅仅提供互联网络访问。

按照 Eduroam 统一标准，加入联盟的

结构需要开通独立的无线 SSID，名称统一为

Eduroam，并配置 802.1x 认证方式。由于是

独立的无线标识，可以通过实现后端逻辑网

络的相对独立，这也为 Eduroam 网络的权限

管理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因此，Eduroam 开

通独立的 SSID，后端使用独立的地址段，

与校园网络进行区分，对互联网访问使用独

立的公网 IP 地址，并将 Eduroam 的用户网

关隔离到校园网出口外侧，实现的效果为

Eduroam 接入用户的访问权限仅仅为互联网

接入用户，但访问校园网的权限与互联网用

户权限相同。

采取上述最小网络访问权限策略后，

Eduroam接入用户将无法利用接入地的校园网

用户身份恶意下载电子文献、攻击校园网及信

息系统，有效解决Eduroam用户对校园网络所

带来的安全隐患。

用户准出管理

随着高校信息化的发

展，统一身份认证是必然的

趋势，当前许多高校已经实

现了统一身份认证或正在实

现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网络

的账号密码与登录信息系统

的账号密码的统一导致账号

关联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多，

对账号的安全性也提出了更

国内高校 Eduroam 管控策略

图 1  Eduroam 认证结构

上级 Radius 服务器

本地 Radius 转发服务器
（freeradius）

本地无线网络 AC

本地 Radius 服务器

高的要求。

由于 Eduroam 采取的是免费策略，而

绝大部分高校师生上网采取收费策略，必

然导致部分师生为了节省网费而产生交换

账号使用的行为，甚至存在部分账号通过

类似账号交换中介组织泄漏给其他人，且

账号安全不可控，将会产生个人敏感信息

泄漏的风险。为此，各个学校应该加强账

号的准出管理。如根据对账号的信任程度，

采取默认开放或关闭的策略，按需出访。

用户准入管理

与用户准出管理不同，准入机制是网络

提供者对网络接入者的管理，由于网络提供

者无法通过接入者账号进行身份的识别，因

此无法进行精确的管理，且 Eduroam 奉行免

费、开放、自由的理念，网络提供者不大可

能实现默认黑名单机制。

在实际 Eduroam 运维中，网络提供者可

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 Eduroam 联盟的同时也带来管理上的诸多问题。为此，Eduroam

需要从网络、账号等方面进行管理控制，保障 Eduroam 的健康发展。

文 / 田爱宝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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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遇到账号被盗用、恶意使用网络等非正

常情况。为此，网络提供者可以建立黑名单

机制，将存在问题的用户账号列入黑名单，

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账号采取临时关闭、长期

关闭、以及永久关闭等措施，保障网络提供

者的网络安全和用户账号安全等。

黑名单机制

绝大部分机构对 Eduroam 进行严格管

理，保障了 Eduroam 成员之间的网络安全及

信任关系，但也存在部分机构对用户账号管

理不严，没有尽到联盟成员的义务，损害了

联盟内其他机构的利益，影响了其他机构的

网络安全，导致与联盟之间的信任关系的破

坏，基于维护Eduroam联盟成员的整体利益，

可以由上级转发机构将该成员域名加入黑名

单，暂停认证报文转发，甚至取消联盟成员

资格等。

策略实施

国内大部分高校 Eduroam 的对接采用

Freeradius 软件，并通过配置 Radius 转发实

现。在这个架构中，本地 Radius 转发服务

器是中心节点，准出准入的认证转发均须经

过该节点，故也是控制策略实施的节点。

为了实现控制策略，可以通过配置

Freeradius 软件中的 policy.conf 文件，增

加账号特征过滤策略，实现黑白名单的功能，

具体配置如下：

policy {

 filter_username {

  if (User-Name =~ /test@upc.edu.cn/ ) {

   update reply {

    Reply-Message += "Your username in Black list"

   }

  reject

  }

  if (User-Name =~ /.+@xxx.edu.cn$/ ) {

   update reply {

针对各行业不同需求，当下行业客户

遇 到 的 难 点， 华 硕 正 式 发 布 了 行 业 专 供

CSM(Corporate Stable Motherboard) 主板， 量

身打造完整的解决方案 , 提供稳定货源供应 , 

高效统一化管理的华硕远程管理中心软件

（ACC -ASUS Control Center）及提升稳定度

的纳米涂层防护功能 , 满足用户对稳定安全 , 

高效统一化管理和灵活定制的最高需求。9

月 26 日，华硕商用产品及解决方案发布会

在北京饭店举行，发布会以“行业专供，信

赖之选”为主题，迷你电脑、无线网络产品及商用显示器等新一代全

系列商用产品也同步亮相此发布会。

发布会上，华硕电脑全球副总裁兼开放平台业务群总经理许祐

嘉在致辞中表示，PC 简单来讲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行业定制化（工

控）主板，其一般有着特殊规格需求；另一类则是标准化（一般零

售版型）主板。但标准化里又将细分很多使用情境，譬如华硕在 11

年前，就针对电竞市场成立了 ROG 玩家国度，现已成为高端玩家

推崇的游戏硬件品牌之一。而现在又有另一个需求是针对行业市场，

类似中小型企业用户。如今华硕推出了 CSM 行业专供主板，依托

尖端主板的研发技术和完备的产品线，

为用户提供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华硕电脑全球行业资深产品总监赵国

维在现场分享了华硕在商用领域的经验和

成果，并从行业客户角度为出发点，阐述

产品针对行业设计的功能特点、提供的解

决方案及全球案例运用等多方面，详细介

绍了全新的商用产品系列。

赵国维在现场强调到，华硕承诺为用

户及合作伙伴提供稳定的货源，专供的主

板产品可持续供货 1 至 3 年，以帮助用户降低换单的风险，同时节省

测试资源及人力成本支出。据了解，华硕此举属业界首创，显示了其

对此行业市场的重视和信心。

考虑到中小企业用户在统一系统管理、资料安全防护及降低运

营成本等需求，华硕 CSM 行业专供主板提供华硕远程管理中心软件

(ACC -ASUS Control Center)。它可远程管理所有客户端系统、实时开关

机、系统设备监控、USB 存取安全管控，更可一次性更新所有软件及

BIOS，能帮助用户大幅度提高 IT 管理效率。CSM 主板还可以根据客户

需求，订制专属的 BIOS，例如设置开机 LOGO 画面、升级固件等。

    Reply-Message += "Your username in Black list"

   }

  reject

  }

 }

}

通过配置样例，可以实现对 test@upc.

edu.cn 单个账号和以 @xxx.edu.cn 结尾的整

个机构账号的限制准入准出访问。根据配置

文件，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实现对不同特征

的账号和机构进行认证控制，满足 Eduroam

漫游的网络及账号安全的管理。

通过对 Eduroam 的网络权限控制、用

户的准入和准出管理，辅助黑名单机制，

能有效保障 Eduroam 整套系统的运行稳定

与网络安全，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满足

正常合法用户的便利接入，阻断非法用户

的接入，为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提供高效

的网络保障。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网络及教育技术中心）

华硕电脑全球副总裁兼开放平台业务群总经理 许祐嘉

华硕在京发布行业专供CSM主板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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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随着机器人的使用，有些工种发生变化，创

造出新的就业机会，2009 年至 2012 年，STEM（科学、科技、

工程、数学）岗位人数和失业人数比为 2 ∶ 1，并预计 STEM

就业率将在 2018 年增长 17%。如今，身边已经出现许多十年

前可能闻所未闻的职业和专业，而且需求旺盛。对于新时代产

生的新工种，将带来许多新专业的培养需求，也需要国家进行

顶层设计，对未来的就业人才进行相应的培训，让他们成功转

型以提高今后就业的能力。

智能“风口”迎新工种，撬动哪些新专业？

人工智能专业

教育部、人社部与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中预测，到 2020 年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人才缺口将

达到 300 万，到 2025 年，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 450 万。世界机

器人大会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王飞跃认为，未来的工作都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提供的，就业环境将是人机结合的，从今天的专业分工转变为人

机分工。对此，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在现场

出示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我国高校从前几年开始已经加大布局。2004 年，北京大学

在全国首次招收培养“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生，目前全

国已有 30 多所大学开展了智能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2016 年北

京联合大学成立机器人学院，此后，湖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也成立机器人学院或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的高端人才尤其受到关注。据报道，9 月下旬，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首次招收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研究生共计 122 人，

学生毕业后可优先到百度、京东等合作企业就业。北航副校长黄

海军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北航软件学院与百度签署了人工智能

专业合作办学协议；北航软件学院、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共同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人工智

能高端人才的联合培养正式启动。

从国家的支持力度能够看出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今年，

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指出，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

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尽快在试点院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

增加人工智能相关学科方向的博士、硕士招生名额。鼓励高校在原有

基础上拓宽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内容，形成“人工智能 +X”复合专业

培养新模式。

不仅仅高校，而且从中小学起已经开始加大人工智能方面的培养。

《规划》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应逐步开展全民

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

教育、建设人工智能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形成我国人工智能人才

高地。

在专家看来，其中，仍然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据中国青年报的

报道，专家呼吁将“智能科学与技术”设为一级学科。“人工智能给

人类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对世

界造成的改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协会理事长李德毅

认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

缺少重大原创成果，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虽然现在

智能学科的人才培养，已经由下而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培养体系，但

是，迫切任务是明确一级学科的位置，厘清课程体系，避免高开低走、

碎片化和简单化。由现有多个学科交叉渗透形成的‘智能科学技术’，

应列为一级学科，智能科学技术列为一级学科后，就不必贴上‘交叉’

的标签。同时，智能科学与技术的教育，归根到底要回归本科，现在

本科非常少，研究生非常多，成了一个倒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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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专业

据中国教育报的报道，9 月 18 日举行的“2017 年网络安

全技术高峰论坛”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在会上表示，

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

融合、渗透、驱动作用日趋明显，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和挑战也不断增大。“网络空间的

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杨小伟说，加强网络安全人

才培养，要加快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形成网络安全

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为维护网络安全

提供有力智力支撑、人才保证和产业动力。

对于网络安全的落实工作，也已经深入到高校。例如，今

年 9 月，据新华网报道，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建设一流网络安全学院的指示精神，推进实施中央网信办等

六部委《关于加快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中

央网信办、教育部决定在 2017 年 -2027 年期间实施一流网络

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日前，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布了首

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共 7 所高校，分别为：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对媒体介绍，一流网

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和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试点示范，

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建设示范项目更加注重于如何形成在国

际上具有影响力、竞争力、引领力的一流学院，带动网络安全

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基地试点示范更加注重在网络安全人才培

养方面形成综合性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不过，网络安全

学院不是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的唯一形式，其他学院如计算机学

院等都可以成为网络安全人才的摇篮。

无人机专业

据调查，无人机已成为我国近年出口增长强劲的商品之一，基

于无人机广阔的市场应用，“无人机”相关的专业陆续进入大学。据

参考消息网的消息，在专科院校，无人机早已经在多所高校开展。天

津市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年便开设低空无人机应用科系。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 2014 年底设立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河北外国语职

业学院在 2015 年开办科系，专门培养无人机航拍专业人才。由于市

场火热，不少大学生在校便投入创业，收入不低。

同时，业界认为，“对引领无人机及其周边行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代表无人机专业走向成熟，需要更多高端人才投入。例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设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科系，开课

重点放在科学研究与管理层面上，以培育综合型人才。　 （责编：

陶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去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武永卫透露

了一组数据：未来 3~5 年，中国需要 180 万数据人才，但目前只有

约30万人。“我国数据人才的缺口达150万人。”国际数据公司（IDC）

预测，到 2020 年，企业基于大数据计算分析平台的支出将突破 5000

亿美元。随着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数据产业

的发展，我国需要更多的数据人才。

由于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大量相关人才缺口，各大高校启动大数

据人才培养，催热了大学里的大数据专业。在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新增

专业名单中，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32 所高校

成为第二批成功申请“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新专业的高校，

加上第一批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南大学 3 所高校，共有

35 所获批。　　

                      （根据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新华网等汇编；整理 / 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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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对 9 月 358 所高校官

微大数据进行调研时发现，9月前三周数据明

显好于7、8月，特别是在“阅读总量”上变

化幅度很大，出现周阅读总量20万+的数据。

凭借结合热点社会话题讨论，大连理工大学史

无前例地三周均排名前5。调取5月到8月的

14周数据，数据显示，“TOP5周 WCI指数”

集中在870-920，“TOP1周 WCI指数”则具体

集中在 990-1080，并且两者的差距正常值为

100-200之间。

9 月分周“数”像

9月前三周5强数据具体如表1-3所示。

由于开学季的到来，9 月高校官微数据明显

好于 7、8 月。其中，有明显变化的指标是阅

读总量，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高

校阅读总量均突破 20 万。以单周阅读总量最

高的北京大学为例，9 月 8 日发布《倾听学

问的声音 ——林建华校长在北京大学 2017

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现已阅读量破万。

除此之外，第一周阅读量前 100 的文章中，

北京大学 6 篇文章上榜，阅读量前三文章分

别为 9 月 5 日发布《你好，一塔湖图》，阅

读量 49550；9 月 8 日发布《速递 | 你想知道

的北大 2017 开学典礼瞬间都在这儿了！》，

阅读量 33588；9 月 3 日发布《发现 | 1000

辆北大版小黄车昨起投放》，阅读量29573。

从内容上，侧面证明了 8 月“微”报告的预

测——9 月高校官微推送的重点将会紧紧与

开学季相联系。

不只迎新军训和招新  
大连理工大学解锁 9 月高校官微新玩法

高校“微”报告

9月，“最大阅读量”也明显好于8月数据。

除阅读量已破万的单篇文章之外，8 月最大

阅读量最大值为 77655，而 9 月高于 70000 的

阅读量文章就有两篇。9 月的最小值是第二

周东北大学的 48030，这是 8 月最大阅读量

最小值的 3 倍还多。

大连理工“男女比例”再讨论

大连理工大学 9 月表现尤为亮眼，前几

个月均排名 10-20 位的高校，在 9 月连续三

周排进前 5。具体文章情况，见表 4。我们

进行文本分析会发现，9 月大连理工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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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 15 1 32W+ 5617 100001 1048.79

厦门大学 7 0 19W+ 2642 93419 1012.78

电子科技大学 6 0 17W+ 3384 51205 996.81

大连理工大学 7 0 15W+ 2995 56521 971.26

武汉大学 13 0 20W+ 2954 51714 966

表 1  9 月第一周（9 月 3 日—9 月 9 日）

表 2  9 月第二周（9 月 10 日—9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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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学 6 1 21W+ 1477 100001 1019.91

上海交通大学 7 0 17W+ 3522 52041 989.71

大连理工大学 6 0 14W+ 2775 95325 979.8

四川大学 9 0 17W+ 2925 54102 966.03

东北大学 6 0 12W+ 2544 48030 9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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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 7 1 16W+ 3160 100001 996.42

河南大学 7 1 15W+ 3960 100001 993.24

湖北大学 7 1 14W+ 3982 100001 975.93

大连理工大学 6 0 14W+ 2136 62674 959.14

西安交通大学 5 0 11W+ 2881 68126 954.97

表 3  9 月第三周（9 月 17 日—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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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微话题不仅限于校园热点话题，军训、迎

新和社团招新，《刚刚，100000+ ！》是大

工官方记者团的招新介绍。还适时地结合相

关热点社会话题。9 月 13 日，苹果公司发

布了iPhone 8及 iPhone X。其中“防尘防水”

功能的主要实现设备，喷胶机是由大工电子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仲崇权教授团队研发，

以及大连理工入选“双一流”名单，大工借

这两个社会话题的热点，宣传学校的教学和

科研发展水平。

此外，大工作为著名的工科院校，“男

女比例”话题素来就是学生喜欢讨论的话题之

一。话题讨论是一个限制圈，也是一个放大器，

客观理论、主观情绪都在里面循环。就像是“逃

离北上广”的话题一样，“男女比例”等校园

问题的不定期讨论，掺杂着在校生对学校的理

智建议，以及调侃式的吐槽。大工通过调取招

生办的新生大数据，整理出一份校内学生统计

报告，并使用生动有趣的可视化呈现方式。这

种报道方式值得推广，在校生也很愿意进入循

环话题圈的讨论。

高校官微传播环境：多点传播＋
群体传播

从 5 月起，我们出于时效性考虑，将

数据展示维度从每月调整为每周。经过几

个月的数据整理之后，发现每周 WCI 数据并

不像之前的月 WCI 数据有明显的集中趋势，

相对零散。对此，我们整理从 5 月到 8 月

期间的 14 周的数据，整理出如图 1 所示的

雷达图。

图 1 中的“TOP5 周 WCI 指数”较集中在

800-900之间，具体集中在870-920区间之中，

最大值出现在 7 月第一周的西北工业大学

的 975.52，最小值为 8 月第三周的清华大学

的 813.78。“TOP1 周 WCI 指数”最大值出现

在 5 月第三周的浙江大学的 1157.11，最小

值是 8 月的第一周西北工业大学的 953.62，

具体集中在 990-1080。而且也可以看到

TOP1、TOP5 之间的差距正常值为 100-200 之

间。这其中 5 月的第二周到 6 月第一周这期

间的差值明显大于正常值，这是因为这期间

恰逢浙江大学 120 周年校庆，5 月浙江大学

共发布 31 篇关于校庆的微信文章，占到了

发布总数的九成以上，这样对校庆的全方位

报道使得 5 月浙江大学一枝独秀，并创造了

现阶段最高的周 WCI 指数。这使得这期间的

最大值不在正常范围，从而差值明显大于正

常值。

从TOP5周 WCI指数，TOP1周 WCI指数，

以及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以周为单位的

WCI指数是具有相对的连续性，例如5月第二

周至5月第四周，TOP5周 WCI指数都在880左

右，TOP1周 WCI指数都在1000左右。究其原

因是跟微信推送文章的传播规律有关，在此之

前，我们曾经以河南大学在6月19日发布的

《重磅！首发！河南大学2017年招生宣传片

惊艳上线！》为例，说明一篇爆文的效应对当

月WCI指数的影响。这一期从传播理论角度分

析，周WCI指数的持续性。

通常来讲，在多点传播模式下，传播过

程会经过产生、发酵、裂变式传播和消落，

传播速度与话题热度相关（传播力＝话题关

注度 x 未知占比）。但高校的官微传播环境

除了多点传播之外，还具备群体传播的特点，

所以，一篇能够引发群体整体共鸣的文章，

前一两天就可以实现裂变式传播，之后的阅

读数量缓慢回落，回落速度明显慢于裂变传

播的速度，而且群体成员对于群体话题的关

注程度明显高于非群体成员对话题的关注度，

所以，一篇爆文在群体内传播效应的时间长

于公众事件的讨论时间。这一点对于高校官

微来说，是一件好事，可以充分利用群体归

属意识以及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

微信的传播。 （责编：高锦）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 清博指数）

文章标题 发布时间 阅读量 点赞量

牛！刚刚发布的 iPhone X 运用了大连理工的技术！ 2017-09-13 96429 1500

教育部权威发布：“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 2017-09-21 61662 633

大连理工最小新生报到，年龄只有 13 岁 2017-09-03 56751 718

水哥送学生就医！大工校园内满满正能量 2017-09-09 24991 539

刚好遇见你 | 大工萌新军训照首度公开，刚好遇见最靓丽的你！ 2017-09-17 24660 416

小鲜肉大数据 | 大工男女比例 7:1 ？ 13:1 你怕了吗！ 2017-09-02 21797 408

大工新生军训汇报表演霸气刷屏，教官的这封信感动数万人！ 2017-09-20 20743 576

催泪！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的 10 个感人瞬间 2017-09-04 20285 640

刚刚，100000+ ！ 2017-09-14 19536 378

厉害了！《光明日报》整版聚焦大连理工大学！ 2017-09-05 17685 394

表 4  大连理工大学近 30 天阅读量 TOP10（数据截止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

图 1   5 月到 8 月分周 TOP1、TOP5 雷达图

     （数据说明：m(n)：m 月份的第 n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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