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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推进       
教育现代化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的报告中要求“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办好网络教育”的提法首次见诸党的大会报告中。这一提法带有深刻的时

代烙印。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的重要特点。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的建成，

远程教育的概念应运而生，1996 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在全国高校率

先提出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当时远程教育以文本为主，教学体验处在初级阶段。

2005 年，发展现代远程教育被写入了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建议。2017 年初，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鼓励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更加优质、泛在、个性化的教育服务。

互联网真正进入中国 20 年，从现代远程教育发展到在线教育、网络教育，

技术不断升级，教育形态也相应发生变革，背后都有着技术创新的影子。20

年来，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 年内，我们的教育也将

发生巨大的变化。

大数据技术，使得定制化、个性化等学习服务成为可能，对学生学习数

据的追踪和记录，方便提供长期的连续性服务；语音识别技术，使得不同国

家不同语种的学生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学习相同老师的课程；流媒体技术的发

展使得教学更生动活泼，直播互动变得容易，从而方便师生之间更便捷的交

流，增加课堂互动；远程评测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帮助学生获得相关资质认证，

另一方面，了解学生接受状况，帮助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智能穿戴设备技

术被应用到教育领域，实现了虚拟仿真课堂、随时随地学习、拓展和优化学

习场景。

“技术创新”正在不断推动教育教学场景升级和教育形态变化。学生学

习模式在转变，MOOC、混合学习、翻转课堂、泛在学习、移动学习等在线

教育模式已是大势所趋。

但是，技术条件的成熟并不意味着一切准备就绪。大学作为文明社会中

的重要组织机构，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经久不衰。由于大学的荣誉

地位和使命崇高，大学的任何重大变革都会引来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当前，

大学决策者们的教育现代化理念还远远滞后于技术的变革与创新，既有习惯、

利益、文化、制度等等现存的障碍，也有对于大学未来变革缺乏自信和诸多

畏难和顾虑：未来的大学能否成为学习环境的设计者，成为学生学习动力的

促进者，或者是学习效果的评估者，还只是固守传统的学位授予者？变革既

有模式和形态，大学是否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挑战？先行一步，失败了会否失

去现在的光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

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号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精神也应该在教育领域得到广

泛认同和提倡，我们应当坚定地适应时代变革需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以

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创新，发挥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

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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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研团队研发出可以进入
血液的 DNA 机器人

近日，《科学》杂志刊登一篇来

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科

研团队的文章，展示了一款由 DNA

组成，可在纳米级环境中完成工作的

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类肉眼无

法触及的微观世界中完成识别、机械

运输、智能化分拣等一系列复杂工

作。这种由单链 DNA 构成的“机器

人”可以自主地在纳米级环境中“行

走”，拾取某些分子并将其在指定位

置放下。

DNA 机器人的三个基本构建模

块：一条拥有两只“脚”的“腿”，

用来“行走”、一条带有一只“手”

的“胳膊”，用于提取货物，第三个

被添加的部分，可以识别特定的下落

点并向手指发出讯号。这些部分是由

单链 DNA 内的几个核苷酸构建而成。

理论上说，这种模块化的构建方式可

以使机器人组合成许多不同的形状

以满足不同任务的需求。例如，可以

使用具有若干只手和胳膊的 DNA 机

器人同时携带多个分子。经过多次重

复测试后，DNA 机器人递送货物的

成功率达到了 80%。

华裔科学家钱璐璐表示，希望其

他研究人员可以将这些原理运用到更

广泛的应用中，例如使用 DNA 机器

人组成部分合成治疗性的化学物质，

并在只有给出特定信号时才给血液或

细胞中传递药物，或者用于分类垃圾

中的分子成分以进行回收利用。  

（来源： VentureBeat）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红外线无线传输系统传输速率是 Wi-Fi 的 1000 倍

最近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电子工程教授 Ton Koonen 领导

的一个研究小组设计了一种基于红外线的新型无线传输系统，

其传输速率能达到 112 吉比特每秒，大约是 Wi-Fi 传输速率的 

1000 倍。最重要的是，这个系统不管接入的设备数量有多少，

分到给每台设备的速率依然是 112 吉比特每秒。

数据信息被携带在红外激光器发出的红外线光束中 , 它的

原理和现在在有线网络传输中流行的光纤通信类似，光束可以

被分成多个传输通道，每一个通道的波长都不同。光束的波长

在 1529.10 到 1569.80 纳米之间。光纤中的光栅充当过滤器，

根据光的波长将每个光束定向到特定的通道上。

（来源：DeepTech）

麻省理工学院与 IBM 正式宣布建立全新 AI 研究中心

美国东部时间9月7日，麻省理工学院已与 IBM 正式达成一致，

将联合建立全新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MIT-IBM 沃森人工智能实

验室，总计投入资金高达 2.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5.5 亿元）。

该实验室会通过开发跨时代的全新设备和材料来助力当下

最新的机器学习算法，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IBM 与 MIT 的人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将是迄今为止最大规

模的高校与企业的长期合作项目之一。项目将聚焦深度学习新

方法的研究。深度学习已经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也将探索使 AI 更加强

大的全新计算设备、材料和物理现象。其中就包括量子计算机

的使用。量子计算机是一种利用奇特物理现象来产生强大计算

力的机器。

（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麦肯锡用数据发现最好的教学方法

在教育界，传统的教师导向方法，和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方

法，哪一个是教育最有效的方法长期以来备受争议。近日，麦肯

锡将机器学习应用在世界上最大的学生数据库，尝试提出更科学

的答案。答案便是，将两者相结合最为有效。但在两者之间，教

师指导效果更强。调查报告认为：第一，如果学生没有强大的知

识基础，是理解不了通过教师导向所获得的知识；第二，以探究

为基础的学习更难做到，没有充分的培训和支持，学生很难自主

完成。

（来源： Qu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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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教材必将过时
美 国 Quartz 新 闻 网 站 发 布 名 为

《College textbooks are going the way of 

Netflix》报道（以下简称：报道），其中

分析，平均而言，美国大学生每年最多花

费约 1200 美元的教材费用，而美国以外

的大学生，每个学期在教材上的花费也都

需要 250 美元。报道认为，这笔花销是没

必要的。同样，根据外媒之前的报道，加

拿大亚岗昆学院为了让纸质教材更加绿色

使用。校方一方面设立“教材投放箱”，

让纸质教材多次利用，另一方面将工作重

点放在研究电子教材建设、使用、推广

上。据统计，在 2014 秋季学年，亚岗昆

学院已有 200 门课程（占总课程 278 项的

72%）提供电子教材，有 1 万名学生购买

下载了电子版教材。这 1 万名学生购买电

子教材的费用共约 250 万加元，比购买传

统印刷版的教材节省了 100 万加元。按照

计划，亚岗昆学院的所

有学生今年都会使用电

子教材。

除 此 之 外， 报 道

披 露， 教 材 的 出 版 商

为 了 避 免 教 材 二 次 利

用， 减 少 自 身 利 润，

会 让 作 者 不 定 期 地 更

新 版 本， 以 便 重 新 出

版， 减 少 旧 版 本 在 市

场 上 的 流 通。 但 这 种

做 法 被 很 多 学 生 认 为

是不公平的骗局。所以，很多学生通过

在线二手书市场、借阅书籍或是非法下

载等做法获得教材资源。

纸质教材的不便于携带同样给学生带

来了很多的困扰。现在美国部分大学经济

学使用的《经济学导论》的教材比一些智

能手机费用还高，而且足足有 800 页纸，

很不方便学生携带和阅读。

基于上述几个问题，报道认为，对

于下一代大学生而言，可能不久之后纸

质版的教材像是如今的磁带和蓝光，终

将被淘汰。

老师如何适应新技术？
世界上规模较大的教科书生产厂商之

一 Pearson，一直在提供数字版本的教材，

这些教材和电子书一样的简单。但产品功

能明显不同，学生不需要单独购买一本书，

消失的教材：科技驱动教育的未来

编者按：

美国 Quartz 新闻网站最近连载四篇文章，从“消失的教材”、“消失的教室”、“消失的教师”和“移动大学”四个

方面讲述美国高科技技术驱动的教育未来。今天我们以“消失的教材”为切入点，结合全球各国案例，分析教材电子化的产生、

遇到的问题和未来趋势。

图 1  2006 年至 2016 年美国高等教育成本上升趋势图（来自 Qu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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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需要支付一个学期的订阅软件费用，

即可以在任何设备上使用。Pearson 全球

产品负责人 Tim Bozik 说，未来的教科书

不仅仅是阅读教材，学生必须观看视频并

完成学习。视频和互动作品不仅仅是重复

阅读材料，而是以这些方式来创新学习方

法。学生完成材料的程度也决定了他们进

步的速度。Pearson 的 David Alexander 预测，

下一代的新产品将只保留《经济学导论》

的一半文字。教材上会出现较少的文字，

更多的互动练习、视频和动画，这也意味

着学习过程中的阅读量减少。

亚岗昆学院对电子教材使用的跟踪

研究发现，使用电子教材的学生获得成

功的机会更大。在 2014 秋季学期，该学

院的 200 门课程首次采用电子教材，与

前一学年相比，同一门课程中学生不及

格率下降了 2%（321 名学生），获得“A”

或“B”的学生增加 3.9%（630 名学生）。

上述提到的《经济学导论》在前期调研

中发现，学生们会比传统的书籍更好地

理解经济学。Pearson 认为，新形态的电

子教材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新教材如何改

变学习——如何改变学生学习以及教师

教授的方法。

哥 伦 比 亚 商 学 院 院 长

Hubbard 认为，将教材数字化、

电子化之后，教师应该做的不

仅仅是知识的传播和教授，更

应该注重媒介自身在传播上的

作用。他和 O'Brient 在过去三

年做的主要工作是将其经典的

教材转化为电子教材。工作的

第一步便是确定什么样的知识

是适合文本传播，什么样的知

识更适合视频或互动。第二步

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向教授和

学生测试这本电子教材。

但质疑电子化教材的声音

还有很多。

一是电子化的传播方式是

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科。目前为

止，社会学、心理学和环境科学已经开

始逐步淘汰纸质版的书籍，但对于经济

学而言，主要依赖数字和图表的数据呈

现，所以经济学学科教材是否适用于电

子化传播，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实践的成

功案例。

二是教师是否能接受远程的挑战。南

洋女子中学在中一至中三这三个年级都普

及了 iPad 电子化课堂教学。首先将学生

的课本转化为电子课本，这个电子课本不

只是停留于纸质教材的电子文本形态，而

是将学生每一课每一章节内容，按照学案

模式，集教材文本、拓展链接资料、检测

试题、在线答疑于一体，构建起教学互动

的多媒体学习平台。这样一来，教师和学

生有更多时间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师生

发问的质量提升了，讨论自然也更深入。

在实践中，校方发现，如何将科技和教学

完美融合，怎么样才能根据据学生的学习

需求，运用科技的辅助，设计配套学习，

这对老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报道中具体采访到了一位在数字交

互教材上完成德克萨斯 A&M 大学的经

济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两门课程的 Jerry 

Ramirez。他认为，目前还是存在技术困

难的问题，比如说系统崩溃，教授并不知

道该怎么办？这也是电子化教材推广中所

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今年 3 月发布的《2017 新媒体联盟

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

域报告》（以下简称：《地平线报告》）

也将教师的挑战列为九大严峻挑战之一。

同时认为，事实上，教师角色可能远没

有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教师需要根据课

程内容、教学方法、知识特点、学习资源、

教学工具等因素，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

色和定位，才能真正提升教育教学的效

率和效果。因此，如何重塑教师的角色，

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技术应用

中的严峻挑战。

未来：人工智能引入教科书
《地平线报告》预测，在未来四到五

年内，以可视化技术（如立体显示和全息

显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创新性技术，

将为教育领域带来新的想象空间。这些技

术虽然目前在教育领域中缺乏有实用价值

的应用案例，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必将

在教育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Pearson 最近与 IBM Watson 合作，将

人工智能引入教科书。当学生遇到不懂的

问题，人工智能就会充当“虚拟导师”的

作用，给予学生补充阅读和额外的测试。

Pearson 负责人认为，这将会是未来教材

的理想状态。

未来教材还会将大数据融入到教材制

作之中。教材通过跟踪学生阅读时间，每

页花费多长时间，重点关注哪部分知识点。

这样老师或是系统并不仅仅提供教材大纲，

而是直接推荐给学生定制化的书单。老师

还可以调整教材，从而使得学生更有效学

习。Pearson 还鼓励老师分享自己的教学案

例，并与世界各地的教师分享自己的教学

经验。

（综合整理自 Quartz、虎嗅网、新浪教育、中国教

育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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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 Ars Technica 报道，美国时间

10 月 16 日，一家安全研究机构指出，用

于保护 Wi-Fi 网络安全的防护机制 WPA2

出现漏洞，黑客可以利用这一漏洞监听到

任何联网设备的通讯内容。谷歌的安卓、

苹果的 iOS 和微软的 Windows 等操作系统

均可能受到影响。

“在位”13年的WPA2是什么?
已 经“ 在 位”13 年 的 WPA2， 全 称

为 Wi-Fi Protected Access 2，是 2004 年

9 月由 Wi-Fi 联盟发表的用来支持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保护无

线网络安全的加密协议。截止到 2006 年

3 月，WPA2 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标准。

WPA2 的“ 上 一 任” 是 WPA。WPA

只是 802.11i（无线安全标准，WPA 是其子

集）的草案，当时，芯片厂商已经迫不及

待地需要一种更为安全的算法，并且能够

成功兼容之前的硬件。WPA 通过简单的固

件升级，就能使用在之前的 WEP 的产品

上。WPA 采用了 TKIP 算法、MIC 算法来

计算校验和。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像破解

WEP 一样“点杀”WPA 密码。较之上一任，

“继位者”WPA2 则采用了更为安全的算

法。CCMP 取代了 WPA 的 MIC、AES 取代

了 WPA 的 TKIP。因为算法本身的无懈可

击，所以黑客只能采用暴力破解和字典法

来破解。暴力破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字典破解猜密码则像买彩票。

WPA2 协议为何被攻破
无线安全研究者称 WPA2 安全协议是

迄今为止最强的加密验证标准。但对于被

黑客攻破事件，安全研究人员也并非很吃

惊，毕竟已经“在位”13 年了，黑客早

已找到一种操纵该安全协议背后加密要素

的途径。

据 通 用 漏 洞 披 露（CVE） 所 述， 该

概 念 验 证 攻 击 被 称 作“KRACK”（Key 

Reinstallation Attacks），可译做“密钥重装

攻击”。这个漏洞早在今年 8 月，就已经在

拉斯维加斯的Black Hat Conference上被提出。

这是研究人员所列出的漏洞索引：

cve-2017-13077，cve-2017-13078，

cve-2017-13079，cve-2017-13080，cve-

2017-13081，c v e -2017-13082，c v e -

2017-13084，c v e -2017-13086，c v e -

2017-13087，cve-2017-13088。

WPA2协议使用所谓的“四路握手”。“握

手”的初始动作发生在用户输入正确的密

码访问 Wi-Fi 网络时，第二个动作发生在

用来加密后续流量的新加密密钥生成之时。

而黑客就是通过 KRACK 方法，来操纵这一

过程。研究人员认为：“这是通过操纵和

重播加密握手信息来实现的。”但研究报

告也指出，攻击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需

要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实现这种攻击。

WPA2 会“让位”吗？不会
“在家上网都不安全了！”是大多国

内媒体报道此次事件所使用的标题。理论

上讲，任何连接到 Wi-Fi 网络的设备都可

能受到影响。因为漏洞的影响范围包括解

密、数据包重播、TCP 连接劫持、HTTP

内容注入等。只要在 Wi-Fi 物理覆盖范围

内，黑客都可以监听用户的网络活动、拦

截不安全或未加密的数据流——比如未启

用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网站的密码，或者

家用安防摄像头与云端之间的视频流。

实际上，目前从 Android Developer 

Dashboard 来看，有近 50% 的活跃设备受

到 WPA2 漏洞的影响。这对于广大普通 

Wi-Fi 用户来说，意味着即使你不会很快

被入侵，也需要时刻关注路由器制造商发

布的安全更新，以免自己被黑客攻击。比

利时鲁汶大学 Mathy Vanhoef 表示，目前

不需要修改 Wi-Fi 密码，而是要确保对

所有的终端设备和路由器的固件都进行更

新。在浏览网站或使用各项服务的时候，

要多留意其是否启用了安全超文本传输协

议，不然从你手机或电脑中发出的信息都

有可能被攻击者给窃取。如有条件，可借

助虚拟专用网来加强网络安全。此外，如

果家中有许多智能家居设备，也请多关注

制造商公布的安全公告，并及时调整配置

或打上补丁。同时，一位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已经有可用的补

丁，更新后可大大减少漏洞带来的伤害。

此 次 事 件 之 后， 专 业 人 士 表 示，

WPA2 预计还会“在位”。Vanhoef 表示，

人们应该继续使用 WPA2 协议。换句话说，

这次的攻破事件，只是 WPA2 在位期间

的“局部动乱”。微软回复科技网站 The 

Verge 称，它已经发布了一个解决该问题

的安全更新程序；谷歌发言人在推特上称，

2017 年 11 月 6 日或之后的安全补丁程序

级别的安卓设备会受到保护。苹果公司确

认它已经有了修复方法，目前处于测试状

态，软件即将推出。

            WPA2 被曝存漏洞  
          “在位”期间的局部动荡怎么破？

（综合整理自腾讯科技、凤凰科技、Technews、雷
锋网等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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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要将知识变

成服务，需要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本身

又是一种知识。发展人工智能，要坚持‘问

题导向’，必须要以应用需求作为牵引。

浙江要根据自身的战略发展，搞清楚自己

在国民经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等领域

有哪些问题，不断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推进人工智能和知识服务

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9月 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高端峰

会上谈及浙江在未来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时表示。

“《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16》显示出我国普通高校科技

创新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其特点一是首次建立了普通高校创新监测框架，从

创新基本情况、人才培养、研发投入、科研成果及转化和产学研合作五个维

度全面反映高校创新活动；二是特色鲜明，聚焦高校在创新方面的职能，增

加了政府统计中尚未涉及，但能够较好反映高校创新能力的新指标；三是方

式创新，首次将客观统计数据采集与主观问卷调查相结合，更加全面地反映

高校各个创新主体的意识、行为，为分析高校创新活动提供新的视角。”

——10月 9日，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在科技部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解读《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16》时提到如上观点。

“要紧紧围绕学校发展的核心，在学校综合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引

领下，借助信息工具平台，以教学模式改革为关键点，加强特色资源建设，

改变教学理念，最终提高教学质量。多校区协同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包括：建立师生互动平台，进行学科特色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基于多

媒体网络智能化教学系统促进教育技术创新；基于网络环境的教学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建节约型校园。”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方德英博士在《2017 年中美教育高峰论

坛——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保障与提升》论坛上分享了信息化条件下多

校区协同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见解。

“直播平台只是传授知识的一种介质而已，通过创新形式，如果能得

到学生、家长的认同，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就应该肯定教师的这一举动。

课堂直播算不上特别新鲜的事物，也本应该有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让其

发挥最大的效用。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状需要久久为功，利用移动互

联网这个基础设施，让‘互联网＋教育’有效落地，是实现教育均衡的手段。”

——近日，80后青年教师黄超因为直播课堂而备受关注，学生隐私

问题、老师变相敛财等问题的出现让很多人对直播课堂新形式提出种种

疑虑。对此，媒体评论员何鹏飞在《中国教育报》上刊登名为《对课堂

直播不妨多点宽容》的文章中，提到如上观点。

《声音 数字

75 亿
根据艾瑞咨询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9月20日，

在线教育领域公开的融资次数达到 147 笔，累计涉

及资金 75 亿元人民币。

87%
最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基础

教育发展情况时表示，十八大以来，全国中小学互

联网接入率从 25% 上升到 87%，多媒体教室比例从

不到 40% 提高到 80%，每百名中小学生拥有计算机

从 8 台增长到 12 台。

62.8 亿
中国电子学会发布的《2017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

展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总体达

到 62.8 亿美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市场占比最大为

42.2 亿美元，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占比较少。

13.5 万亿元
近日，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在教育部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连续 5 年超过 4%。据初步统计，这 5 年，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累计投入 13.5 万亿元，是新中国建国以

来财政教育投入最多的 5 年。

2007M
工信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9月户均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达到 2007M，比去年同期增长140%。1~9

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154亿 G，同比增长

148.3%。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达到146亿 G，

同比增长162.3%，占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94.5%。

90%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转发了《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其中要求，2018 年，全省 90% 以上中等职业学校达

到标准化数字校园建设要求；到 2020 年全部达标，

实现数字化校园，用大数据进行教学和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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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互联网几乎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随着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这场革命已经波及到我们

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技

术发明，它还给我们人类带来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这就是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精神。

2017 年 1 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双一流”建设进入

实施操作阶段。日前，“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正式公布。

“双一流”建设，要紧密结合国家发展和国家人

才战略，充分重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发展，

同时高等教育要发挥引领作用，它的前瞻性，包括人

才储备、国民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正在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资源共享的时代已经来临，

有形的物质资源共享正在起步，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

是教育和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必然。

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的

探索和涌现，从而推动了传统教育理念、模式与方法

的变革，推动了学习方式和形态的转变，也推动了高

校科研方式的改变。

1. 学习模式的改变：在互联网 + 时代的屏幕化和

碎片化特征下，人们的学习模式也呈现屏幕化和碎片

化发展，学习者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获取名校、名

师的教学课程，学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选

择性和自主性更强。

2. 教育方式的变革：学习者的学习模式发

生改变，原有的课堂形态、课程结构以及考核

形式开始难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教学方式从

传统的单向知识的传授向“影响式”和“互动式”

教育转变。知识传授在教室内，而知识内化在

教室外。

3. 教育观念的转变：翻转课堂、可汗学院、

MOOC、云端学校等的出现，导致现有的师生关系、

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的改变，进而重构学校的存在

方式。新型的教育形态和教学模式的发展已是大势

所趋，众多的高校、教育专家已经开始转变教育观

念，探索和实践新的教育模式。

4. 科研方式的改变：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

学科领域，它促进了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发

展。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

高性能计算、超大容量存储、高速互联网等信息技

术和产品的快速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动力和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极大改变了传统科研的方式

方法。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随着信息技术与高校

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大学的功能也正在发生

着根本性的变化。

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的探索

和涌现，从而推动了传统教育理念、模式与方法的变革，

推动了学习方式和形态的转变，也推动了高校科研方式的

改变。

信息技术如何支撑“双一流”建设

2017.11 中国教育网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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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CNNIC 发布了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

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 7.51 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

互联网普及率为 54.3%。而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 IPv4 地址数量仅为 3.38 亿个，与欧美发达国家相

比差距巨大，网络效率低、安全管理差。更为严峻的是，全

球 40 多亿 IPv4 地址池中，除非洲地区尚余极少量 A 类地址外，

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址池中的 IPv4 地址

已完全耗尽。

未来，我国还有近 6 亿尚未开发的网民。与此同时，我

们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发展，移动互联网让移动终

端与我们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物物相联，人物相联，海

量的移动终端正在接入我们的互联网，IP 地址匮乏已成为制

约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尽快向下一代互联网

IPv6 过渡和升级，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推进 IPv6 是国家战略需求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十三五”国

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明确了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推进时

间表。要求“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商用进程，加快网络基础设

施全面向 IPv6 演进升级，加快 IPv6 终端和应用系统研发，

积极引导商业网站、政府及公共企事业单位网站向 IPv6 迁移。

到 2018 年，互联网协议第 6 版（IPv6）大规模部署和商用，

到 2020 年，5G 完成技术研发测试并商用部署，互联网全面

演进升级至 IPv6。”

同月 18 日，工业与信息化部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要求到“十三五”期末，国

内主要商业网站、教育科研网站和政府网站支持 IPv6；包括

支持 IPv6 应用服务建设，鼓励移动互联网应用基于 IPv6 进

行开发和服务，实现国内主要网站均支持 IPv6 访问，手机应

用排名前 100 的中文 APP 80% 支持 IPv6。

可以预见，我国互联网领域将掀起下一代互联网 IPv6 建

设与应用的热潮。

在向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推进上，高教领域有着先发优势。

2003 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导，中国工程院、科技

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八部委联合酝酿并启动了中国下一代

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项目，CNGI-CERNET2 建成为其中

规模最大的核心主干网。2008 年，在 CNGI 取得阶段性重要

成果的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了“2008 年下一代

互联网业务试商用及产业化专项”。2012 年，该专项的最大

项目——“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升级和应用示范”通过项

目验收，在国内率先建成了 100 个完成升级改造并实现 IPv6

普遍覆盖的校园网，发展到今天，CNGI-CERNET2 已经覆盖

了近 700 所高校的 600 多万用户，集结了国家下一代互联网

的最大应用群体，为国内下一代互联网 IPv6 大规模发展奠定

重要基础。 

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培养核心人才
面对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发展需求，高教最为重要的使

命就是培养人才。高校要利用在 CNGI-CERNET2 为代表的

下一代互联网研究上的先发优势，立足“世界科技前沿、国

家重大需求”，抓住互联网体系结构的核心技术研究，培养

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人才，培养开放型、创新型、综合实干

型人才，为现代教育发展提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保障，促

进技术快速迭代。

基于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 CNGI-CERNET2 不仅是一张

实验网，更是一张生产网，已经形成了未来互联网产学研用

尽快向下一代互联网 IPv6 过渡和升级

罗方述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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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链条，培养了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发、标准制订、测

试专业人才、网络应用创新人才等。许多 CERNET 联网高

校已经开始提供 IPv6 服务，接入 CNGI-CERNET2 的高校近

700 所，预计到 2020 年，全国高校将有 1000 万 IPv6 用户，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会成为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及其应用的技

术人才。

当前，互联网安全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

为国家重要的战略需求。习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掌握我国

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

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

道超车’。”基于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是拓展网络空间和解决

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重要发展机遇。我们知道，“网络空间

安全”已经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而网络安全的本质是攻防对

抗，基于下一代互联网试验床，进行下一代互联网安全技术

的研发、规模化试验、演练，可以为现代教育培养和输送未

来高素质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人才。

探索新型教育科研模式
高校应积极探索基于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

模式，创新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形成与

未来互联网社会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经过多年的发展，针对教育教学新环境下的需求，在下

一代互联网 IPv6 上也已经研发了一批面向教育新模式的示范

应用系统。如大规模视频直播 / 点播系统应用示范、校园学

习生活交流平台应用示范、教师教育创新支持系统应用示范

等等，都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但这些远远不能满足互联

网环境下教育教学改革的需求，还需要高校领域的信息化工

作者不断探索，积极参与，探索、研究和开发出更多的适合

教育教学新环境的应用。包括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个性化教

学管理平台、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新型教学方法、新型教学

评价系统等适应未来教学个性化差异化要求的应用。

推进国际互联互通及科研协作
推进基于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国际科研协作，提升科研

协同创新能力，利用下一代互联网与国际学术网的密切联系，

促进更多的国际科研项目合作，为学校学科建设提供技术支

撑与保障。

全球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程度空前加深，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国际间

的合作，尤其是科研与教学的全球化协同，更加密切。

自 1995 年以来，CERNET 就在北京设立唯一的国际出口，

与美国 Internet2、欧洲 GEANT、亚太地区 APAN/TANET/

HARNET/KISTI 等学术网实现直接互联，为教育和科研提供

专用的国际通道，并实现了 IPv6 网络的直联。

基于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科研机构及国际间科研协作，

至今已经有诸多成功案例。如支持大型物理实验数据传输，

支持大型空间物理实验 AMS(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

阿尔法磁谱仪 ) 实验，探测宇宙中的反物质和暗物质。利用

CNGI-CERNET2 开展包括科学大数据、虚拟天文台、高能物

理等应用和研究的国际科研协同合作等。

推动创新创业
基于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推动创新创业，为下一代互联网

创新创业提供实验验证平台，提供支撑保障基础。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创立之初，目标之

一，就是培养人才。全世界的教育科研网都在做同样的一件

事，那就是营造一个最开放的平台和最活跃的学术实验床。

每一段互联网的神话，都与教育科研网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中国也不例外。腾讯、百度、搜狐、PPLive 等互联网领域

的领军企业，他们或多或少与教育网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CERNET 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互联网精英的创业基地。

在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创新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为落

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鼓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 CERNET 用户高校学生创新活动，更好地发挥 CERNET

在互联网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在教育部科技司的指导

下，CERNET 和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从 2015 年开始设立“赛

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该项目每年支持经费

约 1500 万元，主要资助 CERNET 会员单位中已经接入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高校学生开展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服务

方面的创新研究，培养互联网创新人才，促进我国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

与此同时，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赛尔网络有限

公司承办的全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激励各高

校学生积极开展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应用、网络空间

安全技术、物联网技术及产品的创新研究，培养互联网创新

人才，促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未来发展，应用带动才是真正的驱

动力。相信在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层出不穷技术和应用的带

动下，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将迎来全新的天地。
（本文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罗方述在“第二届下一代互联网与高校应
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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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化迎新“刷脸”入学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全面实现数字化迎新。首次试点人脸识别技术，

新生和家长们纷纷“刷脸”围观，近距离接触北邮特色技术。人脸识别系

统由北邮多媒体通信与模式识别实验室自主研发。

除此之外，在原有迎新网站的基础上，今年增加了微信企业号的“微

迎新”应用。85% 的新生报到前通过迎新网站和微信完成个人信息提交同

时可以查询录取信息、费用缴纳情况、宿舍分配情况、入学报到流程等内

容，提前了解校园生活。数据显示，经过流程简化，学生“一分钟”完成

报到，充分体现学校人性化管理，迎新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迎新首日，超

过 91% 的新生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线上方式为校园卡充值，线上充值金额

约占 85%。

武汉学院推跑步 APP：学生跑步里程将关联体育成绩

武汉学院在2017级新生中，推行跑步APP，通过校园跑步趣味打卡模式，

鼓励学生在清晨和傍晚跑步训练，其跑步里程还将与课外体育成绩关联。APP

一上线，就吸引 3000多名新生试跑尝鲜。

这款智能乐跑系统“步道乐跑”，学生要通过认证，进入乐跑后，系统

会随机分配目标打卡点，并在地图上显示。学生跑步过程中，系统会自动打

卡并有语音和弹窗震动提醒。
重庆树人景瑞小学信息化教学现场展示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教育部举办教育厅局长信息化    
专题培训班 

10 月 27 日，2017 年第 8 期教育厅

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在重庆圆满落

幕。来自全国各省教育厅分管信息化工

作的领导、职能处室处级干部、部分市

县教育局局长 1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主要采取专题报告、案例剖析、

经验交流、现场观摩、分组研讨、汇报

展示等方式进行。其中，专题报告包括

构建教育新模式、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

与教育信息化、网络学习空间的普及与

应用等专题。案例剖析则以重庆市树人

景瑞小学、山西省永济市实验小学为典

型进行重点分析。学员们现场观摩了树

人景瑞小学教学演示及信息化教学应用

案例。在此基础上，学员们分组研讨包

括基层教育信息化思考、区域整体推进

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机制与模式探索、

推进网络空间深度应用、如何提升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教育信息化建设存

在的问题等议题，并对交流成果进行汇

报展示。

本期培训班由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

承办，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中国

移动重庆公司副总经理杨永等出席了本

次活动。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张拥军

处长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至此，

教育部 2017 年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

专题培训班已全部结束。全年共计举办

专题培训 8 期，培训近 900 人。

清华大学打造电子化图书馆

自 2016 年秋季学期开始，清华大学图书馆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数

据采集、需求分析和内容加工。到2017年 4月，《人类简史》《中国哲学史》

等 300 余册热门、经典、富有清华特色的图书实现了电子化，并发布到了 6

个触摸屏上。

“选择你想看的书，点击触摸屏上的图书封面，系统自动生成了二维码，

用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把书带走读。”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窦天芳介绍，

“电子书瀑布流”是清华大学图书馆专门针对校内师生开发的图书借阅形式，

以方便师生阅读、提高图书流动率。

据了解，清华师生可以凭校园卡进入北馆互动体验区，通过触摸、扫码

的形式，把电子书链接带到手机上。仅在线阅读，不支持下载，链接有效期

为 15 天。电子化图书发布 7 周，《数学之美》下载 40 次，《国学概论》下

载 57 次。2016 年《数学之美》的全年借阅量 80 次，《时间简史》98 次。

窦天芳认为，电子化之后，图书借阅率提升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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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利用大数据填报志愿的高考志愿指导平台上线         

10 月 10 日，利用大数据填报志愿的高考志愿指导平台正式上线。

重庆市考生或家长只要注册登录该网站，输入高考分数、位次等相关信息，

录取几率较大的院校和专业就会自动跳出来。

在网站上线仪式上，参与研发的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杨骏博士对系统

功能和操作方法进行了详细演示，称“一切都是依据大数据”。囊括了

5 年来在重庆招生录取的全国 1600 多所高校的各种数据，包括调档线、

位次、线差、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招生计划以及专业录取分数；

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按不同专业、不同地域进行全方位、多维度

查询检索，为高考志愿填报提供最直接、最具价值的分析和参考。

教育信息化要实现“弯道超车”

近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工

作的意见》。提出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发展目标。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按照“服务全局、融合创新、深化应用、完善机制”

的原则，提出了十项任务，包括：构建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推进教育

信息化资源互联互通、加快“三通工程”建设、加强“两平台”建设、

深化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加强教育信息

化培训、强化网络教研、开展大数据分析、加强教育网络安全建设。

江西省教育信息化要实现“弯道超车”，机制突破是关键。今年，江

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考核机制中加入信息化内容，将推进教育信

息化建设列为考核加分项，并将教育信息化列为各级教育部门重要工作。

北京

江西

四川

发布《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

近日，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首次

发布《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以下简称：

《计划》）。《计划》旨在根据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0 确定的核心任务，聚焦基础教育和 0~18

岁儿童的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用新理念、

新思路、新技术，面向未来推动学校形态变革

和全方位改革创新，更好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

方针，更好推动素质教育，更好培养创新人才。

《计划》认为，具备以下六大特征可以称

为未来学校：一是绿色、智能和泛在互联的基

础设施；二是集成、智慧、因变的新学习场景；

三是灵巧学习及创新的赋能场；四是开放融合

的学习生态；五是创新的知识和信息网络拓扑

结构；六是人工智能融合的教师 - 课程智慧系统。

这标志着灵巧教育时代即将来临。

成都信息化为教育公平插上了“翅膀”

近期，成都完成首批“数字校园”评估验

收，又新增 29 所“未来学校”试点学校和 5 个

试点区域。“成都数字学校”也正式开通，其

采取名师微课的方式为全市学生、教师和家长

提供个性化移动学习资源，组建网上公共教学

辅导资源库，更是打造出了数字化无边界学校，

让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全域。

目前，成都所有公办中小学校（校点）全

部接入教育专网，总带宽早已超过 1 万兆位；

校园网覆盖率达到 100%，近 300 所学校具备

校园有线和无线双网覆盖；多媒体到班率达到

1.2 ∶ 1，师机比达到 1 ∶ 1。此外，成都在全

国率先完成全域中小学数字化图书管理与资源

共享平台建设，已有 2900 余万册纸质图书完成

了数据信息采集建库工作。信息化技术在教学

中正得到广泛应用。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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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党的十九大

代表解读新时期的教育与科研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办好网络教育”首次被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背景下，教育和科研领域又将迎来哪些机遇与挑战。一起看看十九大代表

对此都提出了哪些观点。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报告还提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

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教

育信息化发展，是对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对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杜占元用“四个必将”

加以阐明。他说，教育信息化必将带来教育理念的创新和

教学模式的深刻革命，必将成为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

质量的有效手段，必将成为泛在学习环境和全民终身学习

的有力支撑，必将带来教育科学决策和综合治理能力的大

幅提高。

教育信息化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全面贯彻十九大精

神，按照面向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扎实推进教育

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十三五”期间，将坚持“服务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是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的五年。

一是教育的保障条件，用于教育的投入由两万亿元突破了 3

万亿元大关，目前正在迈向四万亿元大关。2012 年，国家对

教育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这五年一直保持

这个数字；二是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的接入比例，五年前是

20%，现在已超过 90%；三是教育系统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

获国家三大奖的比例，这五年一直稳定在 2/3 以上，为我们提高

教学质量提供了坚强的支撑。这五年，我们共培养输送了 6500

万高校和中职毕业生，人力资本总量大幅提升，有力地支撑了创

新驱动战略的实施。

（摘选自10月22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满足人民新期待，保障改善民生”

记者招待会上介绍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发展情况）

陈宝生：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是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的五年

杜占元：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

融合创新、深化应用、完善机制”的原则，努力做好教育信息化基

础支撑能力、教育信息化服务教学与管理的能力、教育信息化促进

教育公平与提高教育质量的能力、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供给能

力的“四个提升”，加快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创新步伐，着力实现从

服务教育自身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服务课堂学习到支撑网

络化的泛在学习、从服务教育教学到服务育人全过程、从服务一般

性教育管理到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四个拓展”，确保总体目

标如期实现。

一是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

新型教学模式，加强对学习者认知和学习行为规律的研究，养成师

生数字化教与学的习惯，实施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的新型教学组

织方式。重塑教学评价和教学管理方式，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跟

踪监测教学全过程，开展学情分析和学习诊断，精准评估教学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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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载人航天、探月、大飞

机、蛟龙、超算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中国的超算连续多年排在世界第一，不管

是太湖之光，还是天河系列都是排在世界

前列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应用，以及互

联网、大数据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重大

的成就。如今，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了 56.2%，创新能力跃升到

世界第 22 名，是前 25 位中唯一的中等收

入经济体。

创新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十九大

报告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纳入“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并强调

“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未来要长期坚持以科技创新支撑现

代化经济体系。它是战略支撑，不是战役

支撑，也不是战术支撑，它是要长期地、

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另辟蹊径、对已有

传统或主流技术途径产生整体或根本性替代

效果的技术，可能是全新技术，也可能是现

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应用。

颠覆性技术创新要求极高，实现起来非

常不易，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突破。首先要有

思想理念的突破。以产生新思想、新理论、

新方法为荣，不能“言必称希腊，贤必举欧

美”，同时在研究选题上不能在已有研究工

作的夹缝中选择题目。

其次要有科学手段的突破。大科学仪器、

十九大报告总书记提出来，要办好网络

教育，这是党和政府的报告里第一次提出来网

络教育，仅仅靠现行的传统教育没法应对未来。

我们怎么通过全社会的参与，来形成各种形态

的学习型组织，使我们的学生、我们一代一代

的青年找到一次一次的起跑线，而不要仅仅把

学校当做起跑线。找到一个一个不一样的学校，

这样知道人生不是先做好了教育的准备再去

工作，而是终身学习。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

习效果，变结果导向的“单一”评价

为综合性、过程型的“多维度”评价，

由仅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注重能力素

质培养转变。构建适应信息化教学需

要的基础条件和育人环境，制定符合

信息化要求的学校建设标准，建设泛

在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丰富的数字

教育资源，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智能化学习环境。

二是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

模式。建立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

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保

护机制，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将优质资源辐射到每个学习者，

缩小数字教育鸿沟和差距。鼓励多样

化教育服务，优化利用信息技术开展

教育创新的政策环境，建立数字教育资

源质量标准和监管制度，将其作为教学

必备的内容。探索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

置教育资源的新机制，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创新服务供给模式，为终身学习提

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三是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模

式。科学布局构建教育业务管理信息

系统，加快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学校、

学习者和教与学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

监测体系。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

理方式变革，建立完善教育公共信息

资源开放目录，形成规范统一、互联

互通、安全可控的国家教育数据开放

体系。构建安全有序的教育信息化环

境，加强标准建设，建立健全监管机

制，抵制不良信息侵袭，确保网络和

数据安全。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

内涵和显著特征，是信息时代教育改

革发展的必由之路，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关键作用，已经成为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改革的有力

抓手和有效手段。我们必须把这项工

作抓紧、抓好、抓实，切实抓出成效。

（摘选自十九大代表、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接受

《中国教育报》记者的专访报道）

学习型国家，可能下一步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

题。当前教育系统需要“内部装修”，最重要

的是在课程体系上，可以允许学生选择。要通

过课程体系的完善，让每一位学生找到他自己、

唤醒他自己、最终成为他自己，形成不一样的

学习路径和成长路径。

（摘选自十九大新闻中心 10 月 22 日“教育综合改革”

集体采访中，十九大代表、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回

答记者提问）

李希贵：要办好网络教育 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王志刚：创新性科技发展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杨卫：颠覆性创新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
大科学工程将成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基础。如何

支持这些投入巨大、有回报也有风险的科学手段

建设，将成为考验各个研究资助机构的试金石。

最后要有评价体系的突破。现有的评价

是基于对已有学术价值观的共识和已有学术

数据的延续。但若要遴选出真正的“领跑者”，

需要采用非共识评价、颠覆性评价、创新度

评价、交叉式评价等非常规评价体系。

（摘选自《“颠覆性技术”写入十九大报告有何深意》

报道中十九大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

院士关于“颠覆性技术”的观点。）

一以贯之地以科技创新来支撑我们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实际上就

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国家必须迈过的关口和

我们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所以，我们下一

步重点就是要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品创

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核心是科

技创新。

科技由于具有前瞻性和不确定性，还

有渗透性和扩散性，使得颠覆性科技成果

一旦出现，立即就会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十八大

以来，中国科技发展应该说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有些

地方还是突破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摘选自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在十九大主

题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体采访活动的发言，

他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成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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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服务”在近些年高校信息化治理过程中

频频得到决策者的关注，对于它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沈富可给予充分肯定

和乐观判断。他认为：“一站式服务将会引发高校流

程变革，倒逼高校的治理和改革。”专家指出，一站

式服务从技术上实现不难，但国内高校落地的不多，

原因有多方面，最关键的是一站式服务背后对高校流

程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站式服务”把行政及公共服务等项目集中在

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受理、一张

表单告知、一个流程审批、一次性结帐”的服务方式。“广

义地讲，一站式服务分为线下、线上和线上线下三种

模式。线下一站式服务，就是将原来分散在各个行政

部门的事务物理集中到一个办事大厅。这将成为高校

信息化建设的一个趋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信

息中心主任李京一言以概之。本期通过对多所学校的

采访发现，这已经成为许多高校信息化负责人的共识。

从过去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一站式服务可以解决师

生老“跑腿”的问题，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也可以

将各种数据进行记录，从而为服务人员的绩效考核提

供数据依据。许多高校都很了解它的意义，部分高校

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仍然有很多高

校并没有迈出这一步，或驻足彷徨，或停滞不前，或

游移不定，例如，有的学校很多年前就已经有服务中心，

但是许多年过去，却仍然没有开展一站式服务系统的

建设。因为，这一步，并不是简单的一步。它的背后，

需想清楚三件事情。

背后是管理机制的变革

实践的背后，是管理机制的改变。信息系统是

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体现，其中，一站式服务平

台真正考验的是学校整体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

因为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范围广、

内容庞杂，领导的决心、组织机构的保障和措施落实

是成功的保证。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支持一站式

服务的技术许多年前就出现了，但也是等到管理水平

和理念提升到一定阶段后，才逐步有了线上线下结合

的一站式服务。”

常熟理工学院从 2016 年底学校推出一站式服务大

厅后，尝到了甜头，该校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先晓兵认为，

“它必将推进学校管理机制的变革。”

对于一站式服务能带来管理的变革，华东师范大

学信息中心主任沈富可持有相近的观点。他认为，“一

站式服务最关键的是可以推进学校管理和服务模式的

变革，这是之前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不少

被采访的信息办管理人员感同身受，并提到机制重构

的难题，“最大的困难和阻力在于从管理到服务体制

机制的重构。”

那么，变革如何开展？如何进行？对于过程中又

要保持业务平滑过渡的难题，沈富可建议，“我想有

一个方法是可以参考的，那就是 ITIL，IT 服务中的管

理规范，也就是在机关的一站式服务中要根据各个业

务部门的现有业务，以用户为中心进行业务优化，并

对每个环节进行服务时长和服务质量的承诺，通过定

量数据一定程度的公开形成‘倒逼’机制，从而全面

提升学校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这是我们持续升级和努

力的方向。”

所以，在和兄弟院校探讨一站式服务的时候，他

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校内哪个部门作为牵头单位？学校

办、机关党委、还是技术部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能

促使牵头部门、参与部门有机配合，达到建设和应用

目标？

不仅仅于此，“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不少，其中相关标准缺失是最大的问题。”面对这样

的问题，先晓兵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方法，并谈到实

践中收获的微妙感受，“当师生深度依赖信息化的手

段后，习惯也认同这种形式信息化手段的持续改进。

更重要的是，管理层认识到这一手段的重要性，并持

续推进和提升，逐步建立了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从而，

形成良性的循环。”

从被动到主动创新模式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实践的深入，即便开展“一站

式服务”很多年的高校同样离不开一个现实——创新。

有的是倒逼的，有的是主动的，但是无论哪种形式，

都意味着改变。一方面，管理模式的创新改变。如果

管理创新的动力不足，那么，相应的业务系统也需要

重新开发或者重构。另一方面，是与时俱进的技术和

理念的创新。

从管理角度来看创新，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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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李鸿飞认为，“高校信息化建设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

是管理职能与服务职能的进一步明晰和分离。”

管理的创新具体如何开展？对此，复旦大学提出

“创新数据管理架构”，该校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王新

认为 :“从信息化建设进程来看，大多数高校初期的信

息化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学校的管理出发制

定信息化规划，而复旦大学实施一站式服务的创新点

在于，对学校管理职能、基础数据有了清晰的了解之后，

着眼于各个层次的不同用户群体，关注用户原生需求，

从为其‘服务’的各个维度来分析其所需要的数据基础，

优化流程，重构数据架构。从以前的被动‘推’广变

成了现在的主动利‘用’，改变了数据所有者的主

体之后，作为数据的源头，具备了持续完善的活力，

从而形成了良性的数据管理和循环利用机制，推动

一站式服务的开展。”

此外，恰恰是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式能参照，所以

高校的管理模式也有很多相应的创新实践。例如，浙

江大学面对多校区庞大的业务需求，浙江大学总结了

线上办理、线上线下结合、线上线下兼可、线下办理

四种服务模式，其中线上线下结合办理模式又可以细

分为：“网上申请、网上审批、办结取件（快递）”、

“网上申请、网上审批、现场申办”两种模式，这两

种模式都需要和线下的物理办事大厅相结合，有效解

决网上办事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目标是为师生服务

一位业内人士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我们建立一

站式服务大厅，目的并非简单建大厅、将部门或应用

系统简单集中又各自为政，而是要将管理与服务、监

督与协调、规范与引导有效结合，利用先进管理方法

和 IT 技术手段，建立标准、规范行为、优化环境、完

善手段，改造和优化现有的服务管理模式，服务好师生，

实现学校的行政管理职能从权利向责任、无限向有限、

管理向服务的观念转变，是对机关职能转变、行政机

构改革和实现管理机制创新的一种追求。”    

这句话很长，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站式服务大

厅不是作秀，而是实打实的变革。进一步理解，那

就是一站式服务变革的目的是更好地体现以师生为

中心的服务。除了为师生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外，数

据的安全、隐私问题也都是需要学校的业务部门考

虑的方面。    

甚至，细微到一站式服务上线的时候，高校对于

哪些服务上线，哪些服务不上线，都需要进行再次细分。

那么，如何来科学合理地安排哪个服务上线，根据问

卷调查确定上线哪个服务，是不是最好的民意服务呢？

对此，沈富可认为，起步阶段可以基于目前业务的梳理、

选择，选择的方法可以是管理部门经验，也可以是基

于问卷，但更好的办法是结合学生访谈。因为问卷设

计更多是来源于职能部门已有的传统业务，这些业务

是基于目前管理部门或者是管理岗位的需求的，而访

谈过程中可以发现更多基于学生、教师的需求，所以

淡化职能部门的边界，会发现更优的流程和服务模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维度是以学校的改革、发展作为

依据，来分析学校的发展战略目标中有哪些是与信息

化、一站式有关的、可以发挥支撑作用的方面，这作

为一种引领，也是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值得参考的。

总之，一站式服务实施难度大，很难在短期内一

蹴而就，需要分步实施、逐步推进，但是通过实践也

许会发现很多创新，并由创新进一步推动变革，从而

会有许多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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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站式服务”的热点问题，本期采访到全国多所高校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的相关负责人，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介绍了对于“一站式服务”的不同理解。下

文将从“一站式服务”的趋势观点、“一站式服务”的困难、“一站式服务”的

成熟条件以及“一站式服务”的实现方式等四个方面来进行详细探讨。

“一站式服务”在高校的
机遇与挑战

话题
探讨

李鸿飞

华中师范大学

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

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先晓兵

常熟理工学院

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陈世平

上海理工大学

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涂庆华  

南京理工大学

信息化处处长

方伟杰

浙江大学

校长办公室信息化室 

李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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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富可：探索过程是创新的过程

随着高校各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广泛普及，特别

是满足“互联网 +”时代下用户的服务要求，“一站式

服务”的建设会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一站式服务”

并不是各种服务内容的简单电子化或是网络化，其本质

是信息化时代下高校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具体探索，

必然对现有的管理和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业务流程提

出挑战，从而推动高校管理机制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

讲，这个探索的过程就是高校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的过

程，因此是很有价值的。

“一站式”是否将成为趋势？
一站式服务必然对现有的管理和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业务流程提出挑战，

从而推动高校管理机制的变革。

探讨1

李鸿飞：成功取决于管理者的意识

高校信息化建设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管理职能与服务职能的

进一步明晰和分离，管理是对学校办学资源配置、利用、评估和业

务办理流程进行定义，而服务则是具体业务的事务性办理，包括咨

询、查询，体现的是用户思维，实现的是流程型组织转型。对所有

直面用户服务的集成和汇聚，即“一站式服务”，是加强信息化建

设所带来必然成果，其需求从以获取信息数据为主转变为面向服务

为主，从以管理部门为中心转为以师生用户为中心，所以必然是高

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趋势。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将“一站式服务”做为管理服务信息化“五

个一”工程之一，信息化是管理机制变革的工具，也能为推进变

革起到促进作用。一站式服务大厅是信息门户的一种具体形态，

不过根本还是在于管理者自身的意识。李京：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必然举措

校务管理一站式服务应该是高校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

必然举措，理所当然应该得到信息化有力支持，将成为高

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趋势。

广义地讲，一站式服务分为线下、线上和线上线下

三种模式。线下一站式服务，是将原来分散在各个行政

部门的事务物理集中到一个办事大厅，可以辅佐一些必

要的信息系统，比如排队叫号系统，但是各部门的业务

系统并未打通；线上一站式服务，就是将可以在线上办

理的业务集中到一个网上门户，供用户一站式登录后办

理，业务系统可以整合，也可以仅仅将入口放置在一起；

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是近年来出现的，从管理上需要对

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和分解，从信息技术上需要采用（微）

服务、流程引擎、数据整合、数据处理和分析、移动计算

等来支持，这种方式极大地改变了高校传统的管理和服务

模式，是未来高校管理和服务的变革趋势。

信息技术会对管理和业务带来推进作用，但信息系统

归根到底还是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体现，首先要有管理

机制和模式的创新和变革，才会需要相应信息技术的支持。

方伟杰：关键是切入点和路径选择

随着互联网在各个应用领域快速融合与发展，近年来各级政

府正在加快推进 “互联网 + 政务服务”工作，一些地方和部门纷

纷构建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开展网上办事、信息公开、

便民服务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地方政府的成功经验，给我

们带来很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关键是切入点

和路径的选择，需要持续地演进（这个可能需要 3~5 年或者更长

的时间），才能基本建成一站式的校务服务平台。

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从信息化的角度看，以部门管理为驱

动的 MIS 构建模式会发生根本改变，从原来独立的 MIS 构建模式

逐渐演变成管理系统与服务系统的分离。从校务治理的角度看，

是管理与服务工作的适度分离，服务工作内容逐渐会统一到行政

服务办事大厅或各部门的服务窗口，管理工作继续保留在各职能

部门，这样的分离既提高了行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可以让

管理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做好行政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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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杰：后续围绕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浙江大学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有其内生的需求，首先是

三张清单工作成果需求进行网上公开展示，其次需要借助信息

化手段推进业务流程网上办理，第三需要与线下行政服务办事

大厅融合形成线上线下服务的新模式。

校务服务网是一个校务信息公开的窗口、是一个校务服务

的网上超市、是一个在线办理的环节、更是一个校务治理的载

体。后续的主要工作有两点。一是促进与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的

业务融合，形成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型校务服务模式。二是与职

能部门开展试点，打造新型的管理与服务系统的构建模式并在

下一轮系统构建中进行推广。 　

涂庆华：从校级层面构建服务大厅

南京理工大学一直在致力于建设一站式服务大厅，条

件也比较成熟，一是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书记和校

长任组长的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总体指导，成

立了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归口负责全校信息化建设，统筹

全校信息化经费和信息化项目，推进学校各项信息化建设；

二是信息化基础比较成熟，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学校校园

网络、数据中心、云平台等基础已经比较完善，已经开始

基于校级层面构建大人事、大 OA 系统，探索大数据及人

工智能在信息化中的应用，所以，从校级层面构建服务大

厅，条件已经成熟。
李京：开始进行部门级的探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能够接受一站式服务，也探讨过很长时

间了，但是一直未能启动建设，原因还在与领导关注点不在管

理上，管理部门人员不足，日常工作压力较大，管理创新的动

力不足。目前已经有一些部门开始做部门级的一站式服务（如

财务处、网络信息中心），希望能够做出表率后，引起领导重视，

再上全校范围的一站式服务系统。

“一站式”的条件是否成熟？探讨2

先晓兵：研究微服务模式的构建

常熟理工学院已经行进在一站式服务探索和实践的路

上，接受并在尝试这一模式探索。个人认为条件基本成熟，

有以下几点：

1. 熟悉和接受一站式服务平台模式，通过 OA、财务

报销网上审批、再到网上服务大厅的多年建设和应用，学

校广大师生已经“回不去了”，深度依赖这一手段。更重

要的是管理层已经认识到这一手段的重要性，并在持续推

进和提升，并逐步建立了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这些

成果的固化。

2. 具备较好的数据条件，通过我校广大师生近八年的

努力，且通过学校自主研发， 建立了具有校本特色的数据

共享与交换平台，建立了学校的数据标准与管理规范。

3. 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学校已经在探索和实践基于

REST 架构的模式建设，研究微服务模式的系统的构建，

并着手讨论基于微服务的标准规范建设。

4. 有一支稳定的研发队伍。

一站式服务的实施条件成熟与否，必须要有内生的需求。要

实现真正的落地，尚需管理层从顶层设计出发进行集成一体化的

信息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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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如何实现“一站式”？
数据管理及其体系的完善是一站式服务的基础支撑，无论是自主开发，或是开放接

口兼容成熟应用，数据都是“基础底座”。

探讨3

沈富可：需规划设计标准和规范

学校的 IT 团队需要认真规划、设计其中的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

和规范并不仅仅是文本上的要求和规范，而必须包括基础数据、身份

认证技术架构、数据共享、数据脱敏以及系统之间的接口等一系列的

基础设施，可以认为是信息化的“基础底座”，来自不同职能部门、

业务伙伴的其他业务系统就可以有机地集成在一起，并能够实现资源

共享和交互。

李京：选择一个成熟的平台

中国科大会选择一个成熟的基础平台，该平台提供灵活的门户界面

定制、服务集成、流程引擎和开放接口的框架系统，通过多种集成方式将

业务系统整合进框架。从长远看来，要实现真正的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站式

系统，相应的业务系统必然要重新开发或者重构，将会根据情况采取自主

研发或采购满足要求的成熟系统。目前我们还没发现市场上有能够很好满

足我们需求的完整系统。

先晓兵：逐步过渡到自主研发

常熟理工学院采取的做法是采购了开放性较好的第三

方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合作研发，逐步过渡到自主研发，

并在后期的建设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的研发和建设模式，

在业务流程构建过程中，结合学校实际业务需求，摸索和

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对老系统进行改造，对新上线的系统，

按照新的标准规范提出建设要求。

李鸿飞：开放接口和自主研发共存

开放接口兼容各类成熟的应用系统，自主研发适应本校情

况的应用系统，学校采取的是二者兼而有之方式，这也是考虑

业务特点，开发成本和效益的来做出决定的。一般来说，成熟

稳的系统能直接提供服务是上策，开放接口或者通过数据交换

来建设服务应用也是普遍可行的方案。自主研发，首先要有技

术团队，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持续运营这个团队的环境。 　

沈富可：三个阶段的不同难点

“一站式服务”开展首先需要解决业务的梳理，特别是

跨部门业务的梳理和优化，这是起步阶段的一个难点，随着探

索的深入，就会需要跨部门职能和流程的调整，这一阶段会涉

及管理职能的调整和优化；第三个阶段是对学习者的个性化支

持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决策支持，也是有相当困难的阶段。

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这三个阶段会有交叉、交融，同

时过程中也会不断反馈影响。当然要考虑到安全和隐私，

因此，数据采集中要注意采用“伴随式”的收集方法，也

就是要在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换取”用户的行为数

据或者其他的隐私数据，而基于这些收集到的数据得出的

结果又可以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增值服务，才可能使得数

据的收集、利用、反馈形成“正反馈”，促成良性发展。

主要有哪些困难？探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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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管理流程梳理、再造和
分解最困难

从技术上讲，按照一站式服务模

式对管理流程的梳理、再造和分解是

首先要完成的，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

其次是选择实现的路径和技术路线。

然后是体系架构和基础平台的选择，

以及应用的开发方式的选择。

因为学校还没有实施一站式服务

信息系统的建设，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问题尚无具体的经验和教训，但

从信息化建设的普遍经验来看，一定要

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建设

模式，切忌大跃进式的建设模式，基础

平台和应用开发的方式的选择很重要。

安全和隐私保护很重要，数据采集从技

术上讲没有多困难。

个人认为存在的困难有：第一，部分学校管理层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

看上去一站式服务平台是强调服务，但该平台真正考验的是学校整体的管理理

念和管理水平，因而校领导和业务管理部门的重视程度、参与程度，特别是如

果“一把手”对该平台的重视程度、参与程度不够，会导致一站式平台很难达

到建设预期效果。

第二，系统顶层设计弱，一站式服务平台是个新生事物，建设企业、高校

在顶层设计的经验不足，会影响该平台建设和应用效果。

第三，产品选型难，市场上相关产品良莠不齐，一些信息部门的负责人感

慨“拿着建设经费，不知该选哪家公司的产品，不敢下手”，就是业务部门负

责人对当下各个公司的产品不认可的一个体现。

第四，标准制定和建设难，一站式服务平台目前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

的探索阶段，相关标准制定和建设等方面还处于初期应用水平，对平台的持续

建设和推进是个挑战。

第五，系统间的整合难，一些老的业务系统无论在数据接口还是在应

用接口方面都很难支持一站式服务平台的要求，而一些新上线的部门业务

管理系统（如教务、资产管理系统等）也在其中嵌入子工作流平台，这些

子工作流平台和学校层面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关系如何理顺和整合，个别学

校甚至还出现了业务部门的子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影响和作用超出了学校的

一站式服务主平台。个人认为上述困难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

在实践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强调管理先行，该平

台建设和管理也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而且要认识到该项目一定是一把手工

程，如果校级领导的参与度不够，这样的项目平台的风险极大；做好顶层设计

和标准、规范建设，且理念设计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建设过程中遵循先易后难，

先从相对简单的一些业务处理开始建设，然后再来解决复杂的业务处理；以解

决问题为导向，不要太强调技术、平台，好的应用比平台更重要；要坚持以人

为本的建设原则，要注重队伍建设，要深度参与平台建设。

关于安全和隐私保护、数据采集等问题，个人认为应该在业务建设和管理

过程中，遵循以人为本的建设原则，在最大化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

从技术、管理、安全、规范等维度来看待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如何实现多维度、

细粒度、按需分配来实现数据采集、利用和分析是一站式服务的一个关键问题，

有待解决。也有专家提出“数据池化”的概念和模式，希望能有很好的应用效果。

1. 面向一站式服务的需求来自师生用户而不

是业务管理部门，可能存在推诿现象。尤其是跨

部门业务，需要校领导甚至一把手出面协调。

2. 现有业务系统需要进一步升级改造，不同

系统的技术路线不尽相同。不同业务部门，不同

厂商之间协调耗时耗力。

3. 数据标准问题。现有业务系统的数据标准

不统一或者没有采用校标。

4. 安全和隐私问题。要做信息化，就绕不过

这个问题，要相信信息化管理部门。当然，可以

引入等保机制等手段作技术和管理上的要求。

5. 要建设一站式服务，就要打通业务系统的

数据，就需要进行数据采集。选择合适的工具，

不同的场景用不同的数据采集方案，比如，结构

化数据表对表，业务相关数据用 WebService，没

有系统支撑的源数据采用导入方式，只要能采集

都可以，但是标准很重要。 　

先晓兵：困难来自于五个方面

陈世平：协调问题、数据标准问题是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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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遴选了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常熟理工学院等高校的案例进行

介绍，每一个学校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复旦大学开展“一站式服务”

已经多年，积累不少经验，并提出创新数据管理架构。华中师范大学刚开始

开展“一站式服务”，正好能结合当下的移动应用热点。常熟理工学院在实

践教学管理平台上，将微信应用嵌入一站式服务平台，很好地结合了微服务

的架构，促进一站式服务的开展。

这些学校的实践，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两个字，创新。无论是才开展还是

已经开展许多年的高校，他们都在探索，不断创新推动一站式服务，带给高

校师生更好的体验和感受。

“一站式服务”的高校案例探讨

实践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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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信息化战略开始转向数据治理、服务治理，信息化建设厚积薄发，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

以高效而实用的数据管理推动一站式服务发展。本文以复旦大学为例，详细介绍一站式服务背后的创新架构。

复旦大学：创新推动一站式服务

文 / 张凯 王新  宓詠

用户信息化素养提升

复旦大学网上办事服务大厅从面向全校师生试运

行到今天已经两年多，在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

经验。

对于师生来说，一站式服务平台，尤其是一些移

动类应用的加入，意味着今后工作开展将更为便捷和

轻松。而对于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来说，这却是富

有挑战的一步。在如何解决信息化建设的瓶颈问题，

提升用户体验等方面，复旦大学做了大胆的尝试，其

中就包括一站式服务发展。而这些尝试的背后，是以“智

慧校园”为目标、“用户服务”为宗旨的新型建设模

式为理念支撑的。

数据问题是用户满意度低于预期的重要原因

创新不是一条容易的路，需找到突破点。对此，

复旦大学从调研入手，根据复旦大学开展的面向个人

的信息化服务满意度调研情况来看，学校提供的各类

信息化服务被大多数师生了解并使用，但大多数信息

化服务在用户群体中的满意度评分却低于预期。问题

主要集中在信息发布的实时性不够、服务填报的数据

分散以及重复上报现象、信息获取渠道不畅等方面。

对传统的信息化建设模式进行剖析，不难发现，

彼此独立的信息管理系统，将不同职能范围之间的管

理功能、个人服务、数据利用进行了天然的分割。由

于管理需求、技术框架、开发团队的差异，造成了操

作风格、操作平台、使用习惯上的差异，用户面对众

多的差异化服务，学习成本上升，满意度自然就下降

了。虽然通过数据同步机制，实现了部分数据的共享，

但在服务层面上始终是割裂的，这就是造成用户满意

度不高的重要原因。

将“治理”引入信息化建设框架

将“治理”的思想引入到信息化建设框架，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信息化建设初期业务管理系统的功

能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管理和服务。管理的核心是

对数据的管理 , 服务的核心是业务流程。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技术和应用给各个行业

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属于教育机构，

相对企业而言，大学资源规划的针对性更强，其改革

的核心是在技术上实现管理体系的“去行政化”，以

顺应从“管理”向“治理”的发展趋势。教育大数据

技术的研究为高校在数据治理方面的进一步推进提供

了解决方案。

数据治理的目标是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建立

层次化的数据服务体系，提高针对数据全生命周期的

治理能力，为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创新提供基础。这就

要求大学所有行政流程的管理者和服务者转变思想，

充分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在学校层面建立并落实完

备的数据管理和服务机制，完善各种数据采集、交换、

分析和利用工具，以较低的经济成本和学习成本交付

给学校各业务主体。

在数据治理的基础上，实现服务治理。服务治理

的目标是将服务从管理系统剥离，使得服务的标准化

和“同质化”设计成为可能，熟悉学校各种业务流程，

采用高效便捷的工作流引擎，快速配置和部署实施，

复旦大学网上一站式服务大厅于 2015 年 9 月正式上线，接入 160 余项个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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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表单填写、过程审批、流程重构及报表生成。

在服务模式上，对业务流程进行组织和聚合的方

式可分为三种类型：“服务流程整合”指优化、简化

原先跨部门的服务流程，给用户提供清晰完整的流程

向导，把原先跨部门的协调工作放在后台协同完成；“服

务内容整合”指把原先比较分散、但在业务上又比较

接近的多项服务（仍可由不同服务实体提供具体服务）

集中在一起，打包相关或相近的服务事项提供给用户，

实现“一窗口服务、菜单式选择”；“服务资源整合”

指把多个服务提供者或多个时间地点的相关服务内容

集中在一起提供给用户，用户可以全面了解提供同一

服务的资源总量及提供来源，做出合理选择。

“进一个门 解决所有事”的流程变革

在信息化发展新阶段，一个好的治理框架对大学

的信息化建设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1. 数据体系

层次化数据服务体系（如图 1 所示）是指以个人、

院系、部处和学校为主体，建立数据采集、流通和服

务机制，探索符合高校需求的基础数据平台建设标准，

数据存储、计算、处理和安全机制；完善数据采集、

校验和融合机制，并提供一站式服务、数据展示分析

服务等数据服务试点，使得每个业务主体都能成为信

息化过程中数据管理与服务的生产者与受益者，使得

数据处理的每个环节都可以由最合适的主体来完成，

建立起良性的数据生态环境。

层次化数据服务区分服务对象，其利用数据的目

标体现其差异化。数据有很多种，不同层面的人员对

数据需求不一样，如校领导、职能部处、院系、师生

个人关注的数据通常是有较大差异的，有效的框架能

够让不同的人各取所需。学校层面注重综合校情数据

挖掘，数据指标涵盖多个职能部门的管理范畴；二级

单位注重专项数据分析；师生个人在使用数据时区别

于管理视角，所有数据以人为核心，更注重数据的唯

一性、复用性等。

数据体系的建立过程也是生态环境形成的过程，

通过数据的综合利用促进了数据的良性循环机制，如

图 2 所示。

2. 流程变革

信息化发展逐渐成为内在因素，推动着业务流程

的变革，从风险、难度、回报等方面看，变革过程是

渐进式的逐层推进的过程。

流程变革的核心就是站在用户的立场，兼顾管理

的需要，对流程进行重新定义。以跨部门流程为例，

对流程重构或完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让数据

“多跑腿”，减少依据系统已有数据而开具的各种校

内证明，通过数据的流转完成内部证明环节，让用户“少

跑腿”；二是合并多环节的申请过程，将一个特定流

程所需的所有信息汇总成一张表，基于权威的数据中

心获取系统已有数据，用户初始申请时补充所有其他

信息，减少重复上报，完成流程改造；三是将服务申

请前移，传统的服务流程是按部就班的顺序执行，例

如用户申请资源，过去的实现方式是用户先锁定资源，

图 1  层次化数据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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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资源进入流程的审批环节，在流转过程中，该资

源一直被锁定，审核如果不通过，这个资源在流程审

批的整个环节中就是浪费的，流程重新设计的重点就

是将资源和事务审批分成二步走，先进行事务审批，

审批通过后持申请码进行资源争夺，这样才能达到资

源利用率的最大化。由此可见，良好的流程设计将给

师生的权益都带来巨大的改变，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学校管理者的管理思路和服务意识。

3. 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指建立业务、服务的“标准化”、“耦合化”

和“碎片化”，定义标准服务接口，建立服务的数据

驱动模型，将服务端独立于后端，开发和推广采用统

一和创新技术，即便于维护管理，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高校信息化“一站式”服务通过集中式的服务管理

和展现、人性化的操作导航以及消息推送机制服务师生，

其设计模型可以分为四层：数据层、应用层、服务层和

展现层。数据层指“一站式”服务业务库通过数据抽取

等方式与业务系统及共享数据库之间进行数据交互，实

现数据的贯通；应用层把属于个人服务类型的业务从管

理系统中分离，在“一站式”服务系统中实现，通过

Web Service、接口调用等方式支持与业务系统之间的无

缝对接；应用层指所有服务的入口统一在“一站式”服

务中心注册，包括配置服务链接、页面嵌入方式、访问

权限、管理部门、上线周期等要素实现服务的注册和集

成；表现层则解决了“一站式”的展现问题，无论是业

务系统还是个人服务都只有校园门户 / 移动门户的唯一

入口，不在对外发布其独立访问通道，真正达到“进一

个门”，解决“所有事”的一站式特征。

数据管理体系驱动实现“一站式服务”

复旦大学逐步完善数据应用机制，建立了创新的

数据管理体系，包括利用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建立数

据基础设施，探索建立数据量化标准规范，推广个人

数据服务以完善数据收集机制，创新数据统计与展示

服务业务变革。

层次化数据服务体系已初见成效，数据管理覆盖

了从数据采集到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对原始数据进行

清洗和重构，梳理了全校 35 个职能部门 401 个基础数

据表，形成数据集产品；根据数据用户的需求和目标

对数据集产品进行数据重组、展现、分析、挖掘后形

成信息产品，提交数据用户使用。

基于创新的数据管理架构，复旦大学建立了面向

师生个人的数据中心，教师个人数据中包括基本信息、

能力 / 资质信息、入职 / 聘用信息、兼职信息、培养信

息、考核信息、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信息、科研信息、

财务信息、资产信息、校园生活信息、离职 / 退休信

息等 12 大类 55 小类数据，本专科生 / 研究生个人数据

中心规划包括基本信息、学习信息、生活信息、毕业

信息 4 大类 35 小类数据。面向多个院系示范推广院系

数据中心，进行成绩分析、教师个人学术成果分析等。

面向学校层面建立了资产、一卡通、学生管理、师资

力量等主题分析，并支撑学校高基报表、本科生与研

究生教学质量评估、学科评估等数据统计以及教育部

数据上报工作等。

有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复旦大学网上一站式服务

大厅（以下简称 eHall）于 2015 年 9 月正式上线，接

入 160 余项个人服务。通过梳理职能部门审批事项清

单，协调确定可上网申请审批事项细节，精简审批流

程和手续，建立业务流程数据规范，基于工作流引擎

平台快速迭代开发，完成新建或重建部门审批事项 60

余项。所有办理事项有申请人员范围、填写说明、流

程图、咨询电话与邮箱等内容。通过规范定义，大大

提升了服务效率。

在服务设计方面，eHall 采用师生密切相关的生活

服务、学生事务、科研服务、教务教学、人事服务、

IT 服务、外事服务、资产财务和其他服务等九个主要

类别进行组织；根据服务方式提供自助服务和业务申

请流程（需流程审批）两种方式；根据用户角色建立

服务向导——提供学生办事和教师办事模块，同时也

支持校友和游客访问；支持多维度快速查询，根据预

定的一表通平台、个人数据中心、各类证明办理等服

务场景组织服务；在交互体验方面，eHall 建立任务中

心，确立集成标准，将工作流引擎驱动的个人申请流程、

待审批流程集中展现，用户可以直观地查看服务流转

情况；为每项服务提供服务评价、反馈机制，支持支

持邮件、短信和微信等渠道的消息通知；在技术实现中，

充分考虑了系统通用性与可拓展性，采用工作流引擎

作为业务重构的核心驱动，并通过建立服务组织和流

程重构方面的新规范和标准，实现界面集成、数据集

成和业务集成，在服务分类和展现方面体现共性和个

性融合特征，最终实现界面整合、数据共享、业务协

同和统一服务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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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华中师范大学迎来“一站式服务”的新

体验，移动化智慧校园在用户端提供的应用服务，

涵盖了校园生活、综合资讯、服务集成、移动办

公等各个方面。从多维度解决了教师、学生的移

动化业务需求。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终端获

取相关资讯、处理业务、体验智能化生活互助服务，

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为校内全体用户提供优质开放的生活

互助服务。总计包含12个不同类型的服务应用，参见

表1。

移动端同步享校园一站式服务
华中师范大学

1 新闻资讯

无需录入，自动获取校内网站指定栏目发布的新

闻容并按照分类进行数据处理。根据学校的特点

将学校概况的相关信息进行分类，如“学校概况”、

“院系介绍”等。同时将展示页面重新布局为 H5

样式 ，便于师生从移动端访问与阅读时获得更佳

的阅读体验

2 校内通知

校内通知可采用两种方式，既以同步校园 OA 和

各 MIS 等系统的通知，又可以建立一套完善的通

知发布和管理平台，平台包括发布和展示内容的

前端以及具备管理功能的后端，以供学校各部门

使用，从而打造学校的通知中心

3 校园风景

收集校园美景图片以瀑布流或列表式展现给广大

师生。老师和学生可实时将校园相关的照片上传

分享，管理员有管理相册功能

4 校园地图

校园地图呈现了校园的地域分布，在地图中可以

标注楼宇、操场等建筑名称，快速、轻松引导用

户到达选择的位置

5 校园黄页
随时随地查看各单位办公电话，支持在线拨打电话，

更加方便快捷

6 生活服务
用于展示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信息资源，包括万

能广场、校园班车、校园校历等栏目

7 讲座预告

自动抓取学校官网发布的培训、讲座等学术相关

栏目内容，呈现在手机端，供师生随时地查阅，

无需维护

8 话题墙

提供一个以某话题为中心的交流平台，可以和同

校师生进行交流互动。提供多种风格模板，支持

评论、回复评论等，提高师生活跃度，支持匿名评论，

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后台可查看评论回复，实时

跟踪数据

9 失物招领

移动端的校内丢失物品信息交流平台，师生在线

发布物品信息（寻物 / 招领），为师生及时发布

和找回遗失物品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

10 跳蚤市场

用于广大师生交易或换闲置物品，从而实现闲置

物品的价值。二手物品交易，个人创作交易，或

以物换物的形式交易等等

11 投票评比

可发起图片、文字类型选项的投票，用户可根据

自己的需求配置相应投票选项。支持单选和多选

投票方式，支持查看用户数据和结果统计数据

12 意见反馈
支持自定义要收集的字段，收集到想要调查的信息，

省时又省力

表 1  公共服务应用

图 1  应用广场

学生课表 招聘日历 毕业生派遣

网上签约 科研项目 科研经费

人事档案 图书借阅 欠费信息

荣誉证书 志愿服务

综合服务 工会服务  国资办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更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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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广场

应用广场：提供给校内各角色综合的业务资讯查

询获取入口。总计集成了 40 个查询类服务和统计分析

类服务集成，如图 1 所示。

统一管理平台

与微信的官方企业号管理平台和公众号管理平

台对接，实现在同一平台上，对学校多个组织的企

业号和公众号及相关应用（能够在平台中创建和分

级，分权限管理应用）的的集中、统一管理。以校

园信息化标准为基础，构建移动校园平台信息标准，

从数据信息和制度上规范移动终端信息服务内容，

展示方法和管理规范。微信企业号管理后台具有很

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可满足学校后期新增功能和

应用管理需要。

平台为各类型用户访问微信应用的统一授权认证

机制，与学校现有统一认证系统充分集成，共用一套

用户体系及组织架构体系。 　　　　

（作者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中国教育网络》：请简要介绍华中

师范大学的一站式服务上线经过。

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近两

年一直在开展需求调研和考察相关产品

的工作，去年启动，今年开发上线。该

项目定位为学校移动化智慧校园应用，

为建设移动化校园平台整合已有的信息

资源、开发新的资源，建设集中的信息

资源管理机制，以及应用的强化提供了

多方面的支持，是校园综合管理平台建

设的新思维创新。

《中国教育网络》：PC 端和微信端

同时上线吗？

华中师范大学：对，同时上线的。目

前已基本完成本期开发任务。

《中国教育网络》：微信端上线的服

务和 PC 端上线的服务一样吗？

华中师范大学：微信端的定位是三个

方面的服务。第一，微信企业号，定位的

查询类服务，与个人相关的信息。第二，

生活类服务。第三，审批待办类的门户，

换言之，移动办公。

PC 端除了微信端上线的服务以外，

还多一个申请类的服务。例如许多事务

型的服务，尤其是校内申请，包括调课、

奖助贷、评选活动、报名表申请、出国

审批等等。其实高校 70% 提供的服务都

是这方面的服务。因为考虑到申请类的

服务，不太适合手机的操作。所以，将

此服务放到 PC 端。

《中国教育网络》：能详细介绍一

下微信端的每一个服务和功能吗？以及

它们上线时的难易程度？

华中师范大学：微信端的服务共有

三个类别。第一，查询类的服务，需要

和其他业务系统进行集成。这是最难的

工作。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难在各

部门的协调。因为当年各部门招标不同

的系统开发商，已经做成相对独立的业

务系统，现在，为了一站式服务，需由

不同的业务部门来确定需求，然后由他

们各自的系统开发商按我们的要求提供

一个接口，以进行集成。这往往需要我

们主动跟进和不断地催促，才能推进工

作的进度。

第二，生活类服务。鉴于互联网良

“微信端提供一站式服务由师生说了算”

好的接口，并不需要和第三方业务系统打

交道，上线不是难题。可以说，这方面服

务的上线是最快的，服务内容也很丰富，

例如，添加的查快递、查天气、投票评比、

失物招领等。

第三，咨询类服务。这服务上线的难

点，不在于功能，而是需要投入人力去确

定取舍。所谓的取舍是选择哪些服务来添

加。对此，前期我们考察的浙江大学、哈

工大等，在借鉴他们经验的基础上，进行

初期的选择。

《中国教育网络》：今后，如何更能

从师生的角度出发去选择上线的服务内

容呢？

华中师范大学：下一步，我们将考

虑问卷调查的开展。现在虽然后台能看

到哪些服务项目的点击率高，能知道哪

些服务好，但是仅仅是对于我们已经上

线的服务而言的。其实，仍然有很多我

们没有添加的服务，却有可能会很受师

生的欢迎。如何贴近师生的服务呢？

今后，我们将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等

信息进行相关的添加，让服务由师生

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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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网络》：当前部分高校实现了校务管

理一站式服务，您认为这是否会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

的一个趋势？

王新：信息化一站式服务实质就是信息化服务内容

和业务流程的集成和整合，是高校管理和服务的发展趋

势，也是信息化服务概念的延伸和信息化助校务改革和

发展的具体体现。

《中国教育网络》：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否需要

不断发展？

王新：对，从信息化建设发展过程来看，初期建

设目标是业务管理系统建设，相对独立的局部开发主

要是解决流程自动化问题；第二阶段目标是实现内部

集成，进行业务流程改善，将服务用信息化手段加以

实现，在服务展现形式上，出现了以应用集成的方式

提供服务的校园信息门户；第三阶段是业务流程重新

构造、业务形式重新设计阶段，对管理的完善辅以对

业务更深入的剖析，信息化技术手段不再是制约信息

化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对流程的重构成为重要突破

口，这对管理模式改变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教育网络》：此前，根据复旦大学信息化相

关调研情况来看，用户对于信息化满意度低于预期，一

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业务模式下，数据与服务存在的

客观问题，影响到信息化建设成效，您认为具体存在哪

些问题呢？

王新：对于数据、服务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包括

如下几个方面：

1. 数据壁垒和发展不均衡，数据融通难度大。虽

然在数据层面已经有了较好的积累，但是在校内，由

于各种历史原因，数据质量不均衡，数据壁垒仍旧存在。

2. 孤岛林立和来源分散，数据采集利用困难多。信

息孤岛一直是信息化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

但要真正发挥教育管理数据的效能，首先要解决的便是

信息融合与数据共享的问题，打破各部门、层级以及校

内各工作条块分割而治的“信息孤岛”。在数据分析、

综合利用过程中，仍然缺少更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例如

学生行为分析等，鲜有适用于在高校推广的成功案例，

无法对学校的各项决策支持产生良性反馈。

3. 照搬服务流程，未触及服务之根本。在信息化建

设初期，应用系统建设覆盖面往往大而全，职能部门的

所有需求都通过系统来实现，管理和服务在功能和用户

数上形成了剪刀差现象，即 90% 的人使用系统 10% 的功

能；而 10% 的人使用系统 90% 的功能，职能部门完全以

自身业务为核心驱动，缺乏业务融合与统一规划，可持

续发展遇到瓶颈，最终用户本应是业务流转中最基础、

最核心的一环，其根本的要求却未得以体现。

所以，对于数据与服务的治理，需要打破传统的

建设思路，创新数据组织和管理模式，以数据治理推

动服务治理，实现打通数据孤岛，推动数据利用，激

活用户意识，改革行政流程，驱动服务发展的目标。

《中国教育网络》：复旦大学一站式服务方案的

实施，您觉得最大的创新点在哪里？

王新：从信息化建设进程来看，大多数高校初期

的信息化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学校的管理出

发制定信息化规划，复旦大学一站式实践的创新点在

于，在对学校管理职能、基础数据有了清晰的了解之后，

着眼于各个层次的不同用户群体，关注用户原生需求，

从为其“服务”的各个维度来分析其所需要的数据基

础，优化流程，重构数据架构。从以前的被动“推”

广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利“用”，改变了数据所有者的

主体之后，作为数据的源头，具备了持续完善的活力，

从而形成了良性的数据管理和循环利用机制，推动一

站式服务完善和发展。 　

告诉你一个以服务促治理的创新策略

对话人物：王新
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
室主任 

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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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管理工作复杂性分析

实践教学管理工作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内容上。

实践教学管理工作不仅包括很多常规性事务，如实验

设备管理、教学资源准备、实践教学过程管理、档案

日志管理及其他日常管理，还包括很多临时性、突发

性工作。这对管理人员是一种考验，对从业者的心理

素质、个人能力要求极高。

实践教学管理工作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实际运作过

程中。首先，实践教学管理工作的复杂来自教学体系的

复杂，实践教学工作内容繁多，如实验教学、课程设计、

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方面都设置了多样化的实

践教学过程，一般而言，这些教学过程又与实践教学管

理工作盘根错节共生在一个有机体中；其次，当前各高

校为了其自身生存、发展需要，为适应地方发展应用需

要，一般都设置了文、理、工各类专业，其专业之间的

差异必然加剧其实践教学环节的复杂性。实践教学管理

工作的内容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保证每一

个环节都做到十分精准，才能保障整个教学体系运作过

程顺畅有序。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技术优劣

微服务架构的定义

微服务这一概念出现于 2012 年，但并没有精确

地定义出这一架构形式，虽然围绕业务能力、自动化

部署、终端智能以及语言和数据的分散控制有一些常

见的特性。

微服务架构是面向服务架构思想的一种实现，微

服务的基本思想在于考虑围绕着业务领域组件来创建

应用，是一种特定的软件应用程序设计方式——将大

型软件拆分为多个独立可部署服务组合而成的套件方

案。微服务架构中各个应用可独立地进行开发、管理

微服务无缝嵌入实践教学管理平台

和加速，在分散的组件中使用微服务云架构和平台使

部署、管理和服务功能变得更加简单。

微服务架构的技术优势

微服务架构将原本单一的应用按照功能边界分解

成一系列独立专注的微服务，每个微服务对应传统应

用中的一个组件，可以独立编译、部署和扩展。相对

整体架构，微服务架构具备以下优势。

1. 组件复杂度可控

在将应用分解的同时，规避了原本复杂度无止境

的积累，每一个微服务专注单一功能，并通过接口清

晰地表述服务边界，由于组件体积小、复杂度低，每

个微服务可有一个小规模的开发团队掌控，易于保持

高可维护性和开发效率。

2. 组件独立部署

由于微服务具备独立的运行进程，所以每个微服

务也可以独立部署，当某个服务发生变化时，无需编译、

部署整个应用。并且当某一个服务发生故障时，在单

一的进程传统架构下，往往会导致整个应用不能使用，

而在微服务架构下，故障会被隔离在单个组件服务中。

3. 可扩展性

单个应用可以实现横向扩展，当不通服务组件在

扩展需求上存在差异时，微服务架构便体现出灵活性，

因为每个服务组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独立的扩展。

微服务架构的技术劣势

微服务的一些想法在实践上是好的，但当整体实

现时也会呈现出其复杂性。

1. 运维开销及成本增加

整体应用可能只需部署至一小片应用服务区集群，

而微服务架构可能变成需要构建、测试、部署、运行

等数十个独立的服务，并可能需要支持多种语言和环

境。这导致一个整体式系统如果由 20 个微服务组成，

可能需要 40~60 个进程。

2. 必须有坚实的开发运维一体化技能

开发人员需要熟知运维与投产环境，开发人员也

需要掌握各种必要的数据存储技术，具有较强技能的

常熟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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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比较稀缺，会带来技术人员方面的挑战。

3. 隐式接口及接口匹配问题

把系统分为多个协作组件后会产生新的接口，这

意味着简单的交叉变化可能需要改变许多组件，并需

协调一起发布。在实际环境中，一个新品发布可能被

迫同时发布大量服务，由于集成点的大量增加，微服

务架构会有更高的发布风险。

实践教学管理平台

微服务不需要像普通服务那样成为一种独立的功能

或者独立的资源。微服务是需要与业务能力相匹配，服

务粒度越粗，就越难符合规定原则。服务粒度越细，就

越能够灵活地降低变化和负载所带来的影响。其利弊之间

的权衡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综合硬

件配置和资金规模的基础上考虑到基础设施的成本问题。

基于传统的单体应用开发模式面临业务功能重复、

共享融合不深，需求改变困难等问题，结合微服务架

构的技术特点和优劣势，可以通过采用微处理结构模

式解决实践教学管理的复杂的教学管理过程，不再是

开发一个巨大的单体式的实践教学管理系统，而是将

整个系统分解为小的、互相连接的微服务应用。参照

微服务架构模型结合实践教学管理的需求，本文构建

的实践教学管理架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结构模型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实践教学管理平台整体分为左右

两部分，图 1 虚线右侧为实践教学管理所涉及到的各个

核心业务功能的技术实现，从技术上讲，是以服务为抓手，

在传统的单体应用基础上将复杂的系统功能细化、拆分

为一个个相互独立、分散的功能点，且这些功能点是以

微服务接口形式存在的。虚线右侧是从用户、角色的维

度对右侧的各个微服务接口进行业务组合而形成的各级

用户、管理员的用户 UI 端。UI 端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

既可以是 PC 形式也可以是移动终端形式，还可以进一步

以 WebAPI 接口形式出现供其他第三方业务集成使用。总

体而言，这些接口对于用户来说是透明的，用户只需按照

软件功能设计在自己的 UI 下完成自己业务工作，而不用

去管具体使用到哪些接口。

相关微服务接口

面向服务架构思想、微服务架构设计方法打破了

传统的大而全的整体设计思路，以解决业务需求为宗

旨，围绕业务领域组件来创建应用，从而将传统的单

体应用的实践教学管理系统的核心业务功能按照微服

务接口的方式，分解为实验项目管理接口、实验室管

理接口、实验预约接口、实验考勤接口、实验登记接口、

场馆巡检接口，每个接口之间相互独立且只专注自己

的业务功能。各接口通过相互调用、组合完成各类管

理人员的工作业务系统模块。如实验项目管理和实验

室管理。首先，两套微服务接口在开发实现阶段各自只

需要专注各自的业务功能需求，两套接口相互独立且隔

离，同时实验项目管理中涉及到实验地点、实验设备、

耗材等时都要使用到实验室管理的微服务接口。其次，

无论是实验项目管理接口还是实验室管理接口，任何一

个接口的功能变动仅限于自己接口内的程序变动，不会

牵涉到另一个接口去做相应的调整。

技术优势

（1）区别于单体应用，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实践教

学管理平台各服务接口功能边界清晰，且轻量级的确

简化了程序设计人员的工作，能够缩短项目实施周期，

从而使得项目更具可行性。

（2）由于各个服务接口相互独立，系统的故障仅限

于服务接口内部，仅是发生异常的服务接口不能运行，

不会影响到其他接口的正常运行，同时，某服务接口的

维护升级不会影响其他接口的运行，相比于单体应用程

序更具备健壮性和可维护性。

（3）实践教学管理相关微服务接口可以随着学校

的发展、教学管理的变革、管理的需要数量上不断地扩

展、功能上不断地升级，有利于分段实施，逐步完善系

统功能。

（作者单位为常熟理工学院）

图 1  实践教学管理架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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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余建波

一千多年以前，欧洲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

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课堂就出现学生在上课

过程中交头接耳或埋头睡觉的现象，互联网 +、移动

互联时代的今天，大学课堂则呈现学生低头玩手机的

画面。时代在改变，学生“逃课”行为的表现方式也

在不断变化。如何将学习者手中的电子移动设备用于

课堂？如何利用已开发的软件工具快速融入一站式学

习？本文将从身边的实践事例进行介绍。

让优质的在线课程资源进入课堂

随着国内外慕课课程的陆续建设、运行，目前全

球大规模在线课程的平台（慕课平台）已超过 100 个，

国内大规模运行的慕课平台主要有学堂在线、中国大

学 MOOC、好大学在线、智慧树、优课联盟、人卫慕

课六个，另有其他在线课程运行平台 60 余个。各平台

运行课程数量总和近 2000 门，在线学习者约 3000 万（学

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学习者超过 2000 万，

其余几家平台学习者约 1000 万）。而各大慕课平台都

已推出了移动客户端，因此教师可以在“慕课平台”

（MOOC）或私播课平台（SPOC）上自行开课，也可

以在各大平台上找到自己授课的课程或相关课程。

根据【2015 教高】3 号文件的精神，大力推广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应用，不仅体现在在线共

享方面，更需要优质资源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

移动互联带来的诸多便捷福利，也让学习者渐渐地

乐于在线学习，教师可以从这些优质资源中有选择

地推荐一部分作为学生课外学习，并组织线下互动

讨论课堂。

教师通过推荐课程，设定任务式教学，组织学生

进行课前在线学习，并在课堂中通过教学工具进行现

场翻转式教学。以学堂在线的雨课堂为例，教师选择

优质资源作为自己的教学资料，课前通过微信推送给

学习者，课堂上则使用雨课堂建构一个无硬件环境支

在高校的一站式服务中，能否借助移动应用等轻

量级服务融入教学，让教学的数据以及管理能更为轻松

呢？下文将围绕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利用现有的

教学环境与确定的教学内容进行融合创新，让手机融于

课堂，将“移动装备”与“知识学习”连接。

“轻量级”融入一站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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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智慧教室”，教师通过手机和 PPT 就可以发起

投票、弹幕等。雨课堂是一款轻量级的课堂教学互动

工具，该工具有效地将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相结合。老师离不开 PPT，学生离不开微信，在雨课

堂上只需老师在 PPT 中装一个插件就可以开始使用，

学生只需微信即可进行在线学习。更多详情可以查阅

网站 http://ykt.io，因 PPT 而生的雨课堂还推出了与之

匹配的 PPT 翻页器。

其他平台也都推出了自有特色的课堂工具，如蓝

墨的云班课、超星的学习通等。蓝墨云班课是由蓝墨

科技开发基于手机的课堂应用，教师完成注册后可快

速建立班级并将学生、手机、课堂、云教材、教师联

接在一起，除了常见的点名签到、分发资料、即时互动、

互评、讨论、小组任务等功能外，云班课集成了教师

的“云教材”和云服务（小蓝与小墨：分别服务学生

和老师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除此之外，另有几款小巧的课堂软件：课堂派、

微助教、学习通等，这些小软件都被广泛用于课堂教

学以便师生互动。课堂派基于网站和移动端平台，提

供包括在线作业批改、课堂点名、课程资源共享、师

生交流及答疑在内的在线课堂管理工具，优化教师的

在线工作体验；微助教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

师田媛和华中科技大学专业团队在 2016 年推出的一款

课堂互动轻应用工具，它强调的是操作简便、方便实用、

有趣味性的过程性评价和教学。

将学习者的轻量级设备用于课堂

近几年大屏智能手机在学生中普及，推动着移动

互联的学习方式。通过学习者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

学习的资源链接到教学过程中成为必然。在资源方面，

教师可以选择国内外优质的在线课程，也可以运用简

易设备自主开发资源。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与新浪微博的发展有差异，公众号更

强调内容分享，微博更强调“心得分享”。公众号的

使用群体越来越广，老师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将课

程的 PPT 及预习内容提前传输给学生，也可即时查阅

学生的学习及互动情况。手机与微信成了学生常用工

具，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小工具来促进教学关系。老师

可以申请个人公众号（订阅号），通过公众号的关键

词互动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推送与作业布置，比如老

师在关注“慕课背景下的教学重构”后，在微信后台

发送“2.2”即可获得知识点的内容，发送“mix”就可

获得如何使用 PPT 制作微课，发送“问卷”可以获得

一份慕课调查报告的问卷并反馈。

QQ 群和微信群

每位微信用户都会有微信群，越来越多的老师

将微信群作为学习答疑和互动的群。微信群提供了

一个快捷融入的渠道，学习者使用随身携带的手机

在群里提出问题，老师可以即时回复学生的问题，

作为即时的课堂互动工具，微信群算是最为便捷的

一种工具了。

同时，QQ 群也成了老师们热衷的课程交流与管理

平台，QQ 群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借助于群的特色功能

还可以开展直播、资料分享下载、调研等工作。

微信小程序

今天的微信提供了丰富的小程序供老师使用，这

些小程序可以提升课堂教学互动效果，随手用小程序

做一份投票，学生即可在微信中完成现场互动。用“小

签到”发布一个签到即可完成签到点名，还可以进行

作业互评与分数统计。越来越多的小程序供老师们选

用，我们也将在后续的内容中推送课堂教学小程序。

打开手机参与互动，今天的课堂已经可以用轻量

级的方式展开。投票器作为教学神器，让我们随时可

以获取学生的反馈，但由于存在设备昂贵、携带不便、

容易遗失等问题，因此普及率低。

解决办法一：用手机取代投票器，制作一个 APP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办法二：用彩色卡片作为投票工具，不管有

电没电，学生手中挥舞的彩色纸片可以方便地让教师

统计学生反馈。

然而，APP 需要网络支持，没有网络如何投票？

而准备那么多彩色卡片十分浪费。若将办法一和办法

二结合起来，用手机图片替代彩色卡片，课堂即可马

上互动起来。学生的手机满屏就是彩色卡片，左右滑

动就可以选择不同颜色的选项，教师统计的时候看颜

色比例就可以初步统计反馈人数。如图 1 所示。

将轻量级的教学反馈导入混合式课堂

互联网时代，我们获取数据变得更加简单，运

用一些小工具可以实现调研数据、现场互动、在线

报名、邀请函等，常见常用的如问卷星，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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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的问卷平台，有些平台需要付费才能提供详细

的数据，有的则免费开放使用。在线填写调研问卷

时常常弹出植入广告让参与者感觉不舒服，因此我

们在选择课堂教学的调研工具时一定要根据现场的

需求来确定。

问卷星

问卷星是一款开发较早的软件，老师们可以在线

注册并通过模版制作简单的问卷发布调研并回收数据。

现已有 APP，手机界面，在线考试等多种模式，老师

们可以借助问卷星做多种在线调查。

金数据

金数据是一款免费的表单设计和数据收集工具，

可用来设计表单，制作在线问卷调查，组织聚会，询

问意见，整理团队数据资料，获得产品反馈等。通过

金数据可以完成教学会议的在线报名、签到等。

H5 类工具

如今很多宣传都用 H5 来制作宣传页面，H5 可以

快速建立移动（手机）页面并在微信中速传，其传播

速度快且数据回收方便。在 H5 中建立表单搜集数据也

越来越普遍。例如，老师需要组织一次讲座，通过 H5

（如：易企秀）制作一份通知再加上报名信息，在微

信朋友圈和群中传播，很快就会收到各地朋友的报名。

同样，通过 H5 还可以实现小调查。

自建平台

我们还可以通过 LimerSurvey 建立一个自己的调

研系统，这个调研系统可以完整地记录所有数据，包

括完成人的 ID 和 IP。各种题型制作也简单方便。包

括其他调研平台所缺少的排序题。不过，部署这套系

统需要有一个云服务器，还需要一些专业技术才能部

署好。

现在的小程序颇受青睐，新增的“微友投票”功

能可以在群里面快速建立投票并完成。微友投票新增

了问卷复制和数据导出功能，这样投票就比较容易建

立和数据导出。

网络调查需要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工具，短

平快的调查工具可以用问卷星或金数据建立，在微信

群里或公众号里面传播，快速搜集数据。不过这类调

研在消除重复填答和数据验证方面比较麻烦。在设计

复制的问卷时，需要运用专业的问卷工具来实现，比

如如何做到随机筛选，如何做好数据验证，如何避免

重复填报，如何提高问卷的完成率。如果只是简单地

制作一份问卷撒网广发，问卷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当需要做专业、科学的抽样调查时则应当找专业的问

卷工具来设计并实施。

所以，随着数字资源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学习者

在资源获取上不仅便利而且选择空间也更大，但是对

资源的有效性及合理使用还需要引导与规范。优选轻

量级的数字化资源投入课堂是我们老师需要做的第一

件事。老师可以通过轻量级的教学互动工具（以手机

为代表的 BYOD 设备）与轻量级的教学软件相结合构

建高效的“智慧课堂”。在一站式学习的最后，老师

可以通过教学反馈进行跟踪研究，用轻量级的研究工

具进一步提课堂教学质量升。将教学过程进行融合式

创新促进轻量级教学资源、教学工具、教学方案融入

一站式学习。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MOOC 研究院）

图 1  苏州大学学生现场通过举手机的方式进行教学互动，判断题：红色为“错”、绿色为“对”

选择题卡片：ABCDE，不同的

选项都可以

判断题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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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高等教育有两项重点技术：

重构企业级 IT 架构、支持学生成就项目，

这两者共同囊括了 2017 年的十大战略性

技术，如图 1 所示。

高等院校的 IT 组织正在企业 IT 设施

中集成云计算和移动计算技术，引入额外

的安全层，并准备让应用系统支持院校新

的数据需求。在这些数据需求中，占绝对

主导地位的都在关心学生成就。学生成就

技术依赖于数据来驱动分析算法；新的专

门技术不断演变，支持课程学习、教育规

划、学生辅导，以及向学生、教师和其他

教育参与者提供持续反馈的，也被吸收到

帮助学生学习和获得学分的应用中。

这 两 项 重 点 技 术 与 EDUCUASE 的

《2017 年十大 IT 议题》报告是相互联系的。

今年 IT 议题的首要关注点是“为实现学

生成就奠定基础”，包括 IT 基础、数据基础、

有效领导和成功学生四个主题。对校长、

董事会、教务长、首席业务官（CBOs）、

教师、学生以及 IT 专业人员而言，十大

IT 议题有着战略意义，也是他们的兴趣所

在。然而，技术几乎是所有 IT 议题的基础，

2017 年十大战略性技术指出了高等院校

在奠定学生（和学校）成就的基础中正在

加以应用的新兴技术。

本文聚焦在战略性技术上，某项技

术是否具有“战略性”是基于这项技术

在给定时间内所获得的积极关注和重要

地位而判断的。成熟的、更加普遍部署

的技术也许对于院校使命实现有关键作

用，但是往往更可能获得执行层面而不

是战略层面的关注。这些成型的技术已

经足够普遍，足以作为院校的一项基准

测试，因此是 EDUCAUSE 的核心数据服

务（Core Data Service，CDS）在对它们

进行追踪。与此相反，战略性技术是相

对较新的技术，是 2017 年高等院校投入

最多时间进行追踪、规划和实施的那些

技术。对于这些发展中的技术，IT 领导

者和专业人士特别感兴趣的是是否要进

行投入以及何时投入。十大战略性技术

是从对 85 项技术的分析中确定的，预计

40%~71% 的院校会在 2017 年开始这十

大战略性技术的规划或者实施。

本报告的目标并非要对这 85 项技术

进行判断或评估，因为这方面已经有一些

现成的优秀资源，其数据是来自于成员院校

的实际计划，因而揭示出了高等院校正在做

什么，而不是人们正在谈论什么。

核心发现

在高校正在使用和赞同的技术中，

编者按

EDUCAUSE 分析和研究中心（ECAR）不久前发布了《2017 年高等教育十大战略性技术》报告，报告主要描述

2017年美国高等院校正在投入的技术，《高等教育十大战略性技术》是对《EDUCAUSE十大IT议题》报告的补充。同时，

该报告还提供了一份附录，包含了 2017 年美国各高校现实中正在规划和执行的新的技术投入，以及它们正在追踪和

当前尚未考虑的技术。高等院校可以将这份报告作为一份指南，用于考虑哪些技术可以聚焦关注，哪些可以暂缓，

以及哪些可以取得先机。报告包括对十大战略技术的概述、启示、建议等章节，本刊将分两期进行连载，本期内容

主要对十大战略技术进行描述，并对院校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2017 年高等教育十大战略性技术（一）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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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就技术”保持着进入主流的态势，

而本科院校和小型院校是这个趋势中的例

外。这似乎是由于它们已经为学生提供了

密切接触的支持（high-touch support）；

而且，这些技术都属于额外投资，因此大

型院校在经济上的承受力更强。

主动学习型教室（以学生为中心的、

富含技术的教学环境等）是今年的首要

技术。随着高等院校要实施学生咨询和

规划方面的体验转型，对于教学的改进

则作为学生成就的另外一个因素受到了

关注。今年列表中的另一项教学技术——

“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在 2016 年的

列表中位居首位，从而确认了在学生需

要时提供教学的需求。

在学生成就技术和教学技术的应用

中，专科层次（副学士）的学校走在前列，

博士层次的院校紧随其后但程度稍弱。

专科层次和博士层次的院校同样也

在他们的十大战略性技术中投入了更多的

精力。在各自的十大技术列表中，有大约

一半的技术是正在计划实施或者扩大实施

的。本科层次的院校在他们的十大技术中

付出的努力则更少，仅仅处于追踪技术或

者计划实施阶段。

其中出现的三项企业级技术——“运

用应用程序接口（API）”、“企业级应

用的移动应用”、“混合数据中心（本地

和基于云的）”，表明了高等教育行业中

的技术运用在不断增长，应用和管理超越

了院校控制范围，并出现了为移动用户提

供支持的需求。

安全是第一位的 IT 议题。唯一一项

与安全有关的战略性技术是数据库加密，

聚焦于敏感数据的保护。

当前正是熟悉物联网（IoT）技术的

时候了。各院校在教学、研究和校园管理

等若干领域探索物联网的多种应用方式。

尽管如今只有大约 1% 的院校在全校范围

内使用物联网，不过几乎有五分之一的院

校在各个领域中积极计划使用或者扩大使

用物联网，而且还有另外三分之一的院校

正在追踪各种物联网应用。

我们预测，这 10 项技术中的 7 项在

今后五年中将会达到“主流”采用的水平

（即在 61%~80% 的院校中得到部署）：

主动学习型教室（以学生为中心的、富含

技术的教学环境等）、运用应用程序接口

（API）、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企业

级应用的移动应用、混合数据中心（本地

和基于云的）、学生教育计划规划与图示

技术、基于学生行为或教师输入的干预触

发技术。

具体描述

1. 主动学习型教室（ALCs）的典型

特征是“圆形或者其他曲线形的桌子，配

备有可移动的桌椅，学生可以互相面对面，

从而有利于小组工作。桌子常常自配白板

用于头脑风暴和绘图，许多桌子与大型的

液晶显示器相连，学生可以将计算机屏幕

向全组投影观看，而教师也可以选择某个

桌子的工作分享给全班。当获取资源和连

接内容管理系统时，无线网络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考虑到教室的大小，桌面麦克

风也很重要，可以让每个学生的声音传到

整个教室。”在实践中，因为成本、设施

和目标等方面的原因，在各层次技术的运

用水平和组合上始终存在显著的差异，但

不管怎样，都决定了房间布局设计、家具、

技术和其他特性的各项原则均来自于主动

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2.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术实现了

2017 十大战略性技术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是 2016 年的
排 名。 标 星 号（*） 的 是 2017
年调查中新出现的技术。由于有
并列第 10 名，今年的列表中包
括了 11 项技术。

1. 主动学习型
教室（以学生
为中心的、富
含技术的教学
环境等） *

2. 加强学生数
据分析的技术 *

3. 教学中的
移动设备集成 
（1）

4. 运用应用程
序接口（API） 
*

5. 企业级应
用的移动应用 
（6）

6. 混合数据中
心（本地和基
于云的） *

8. 数据库加密 
（31）

10. 移动设备管
理 （25）

7. 学生教育计
划规划与图示
技术 *

9. 基于学生行
为或教师输入
的干预触发技
术 *

10. 提供自服务
资源并降低咨
询工作量的技
术 *

图 1  2017 年十大战略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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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规模复杂数据集的及时使用和快速分

析，从而使辨别如下趋势成为可能：学生

和学校的关系、学生面临的困难类型以及

整个学生群体中成功取得学分的大致情

况。这些技术让辅导教师、学生服务职员

和管理人员能够在院系、部处、人口统计、

经济资助或者关注的其他分类范围内发现

新的模式，并对应地调整策略。

3. 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是指，将这

些设备作为改进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教师的

教学体验的工具。这可能意味着可以将教

室扩展成为随时随地的教学环境，也可能

意味着可以利用普通的移动设备特性和应

用来提升效率、抓取和存档课程材料、共

享信息，并支持将“学生即消费者”转变

为“学生即创造者”。支持创新、参与和

互动的移动技术运用中蕴藏着尚未实现的

价值，而这些对于学生的产出都有着积极

的影响。

4. 运用应用程序接口（API）。API

定义了某个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互动

方式，以及数据在程序之间共享和操作

的方式。一组良好的 API 的表现就像建

筑模块一样，让开发者能够更加容易地

使用各式各样程序中的数据和技术。在

高等教育中，API 有很多种使用方式，例

如将数据从学生信息系统抓取到教学管

理系统中，集成基于云的和本地的服务，

并作为一种安全措施，获取基于 Web 的

资源等。

5. 企业级应用的移动应用指的是基于

Web 的应用，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运

行，并且被设计用于集成组织的业务和流

程的各个方面。有了这些应用，在移动设

备上使用整个企业范围内的资源（例如课

程目录、学生信息系统、人事系统等）就

成为可能。

6. 混合数据中心（本地和基于云的）

正变得日益重要起来，随着院校将服务

迁移到云端，它们就转入了一个混合的

环境，除了仍然持续维护本地的数据中

心外，同时也要管理一组在形式上跨越

了从“软件即服务”（SaaS）到“基础

设施即服务”（IaaS）整个范围的服务。

尽管基于云的服务提供了与敏捷性、性

能和可扩展性相关的优势，但混合环境

还是需要转变战略以涵盖两种环境。

7. 学生教育计划规划与图示技术使学

生和辅导教师能够共同在课程体系中构建

定制化的学习路径，以适合每个人的个人

兴趣和目标。此外，这些技术还提供了可

靠的方式，对获得学位或完成学分的进度

进行图表展示和追踪，同时还支持院校开

发按需制定的教学日程。

8. 数据库加密是将数据库中的数据进

行加密的流程，使数据在没有解密密钥的

情况下不可读出。数据库加密作为一种保

护敏感数据的通常推荐方式，成本较高，

而且和常规的未加密数据库相比需要更多

的存储空间。

9. 基于学生行为或教师输入的干预触

发技术，从各种各样的院校管理和教学系

统中收集数据点，从而通过向学生、教授、

辅导教师和管理人员发送信息的方式提供

早期干预支持。这些技术还提供了学生进

度的整体视图，从而实现为学生个体的需

求提供针对性的协助。

10. 移动设备管理是院校针对校园内

比其他院校 

投入更多注意力

比其他院校 

投入更少注意力

主动学习型教室

专科层次

博士层次

大型院校

中型院校

本科层次

小型院校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术

专科层次

大型院校

技术早期采用者

公立博士层次

本科层次

小型院校

技术晚期采用者

学生教育计划规划与图示技术
专科层次

私立博士层次

本科层次

公立硕士层次

数据库加密

博士层次

大型院校

中国院校

小型院校

本科层次

私立硕士层次

移动设备管理
私立博士层次

公立硕士层次

私立硕士层次

公立博士层次

表 1  院校在战略性技术上投入注意力的差异

各式各样的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所采取的管理政策、支持和程序上的做法。

移动设备管理涉及在院校数据安全与用户

便利和产出效率之间的平衡。某些院校使

用第三方产品和服务来管理移动设备。相

关的数据安全问题、支持个人拥有的设备，

以及应用管理都要考虑在内。

10. 提供自服务资源并降低咨询工作

量的技术有学生直接可用的在线注册、

日程安排和教学计划等，让那些负责指

导学生的专职人员可以将面对面的安排

预留给更高级的互动以及学生个人问题

的咨询上。

院校间差异

十大战略性技术的每项技术都赋予了

一个“注意分”，由计划、追踪或实施的

意向的加权组合形成（详情见“方法”一

节）。在下列几个维度上，我们检查了院

校在注意分上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

卡内基分类（Carnegie Classification）：

专科层次、本科层次、公立硕士层次、

私立硕士层次、公立博士层次、私立博

士层次。

院校规模：2000 人以下 2000~3999 人、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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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层次 本科层次 公立硕士层次

计划 - 扩展

1. 主动学习型教室

2.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术

3. 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

4. 学生教育计划规划与图

示技术

1. 主动学习型教室

2.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术

追踪 - 计划

5. 提供自服务资源并降低

咨询工作量的技术

6. 运用应用程序接口

（API）

7. 基于学生行为或教师输

入的干预触发技术

8. 应用性能监控

8. 开放教育资源

8. 学位审查技术（文档和

学生教学计划追踪）

1. 运用应用程序接口（API）

2. 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

3. 企业级应用的移动应用

4. 主动学习型教室

5. 混合数据中心

5. 移动设备管理

7.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术

8. 数据库加密

8. 学生教育计划规划与图示

技术

3. 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

4. 混合数据中心

4. 移动应用开发

6. 移动设备管理

7. iPASS（学生成就集成计划和咨

询）技术

8. 应用性能监控

8. 院校的公有云存储支持

8. 企业级应用的移动应用

8. 基于学生行为或教师输入的干预

触发技术

无 - 追踪

10. 用于校友和院校发展的

客户关系管理（CRM）

10. 联合身份认证技术

10. 院校的公有云存储支持

10. 下一代 Wi-Fi

私立硕士层次 公立博士层次 私立博士层次

计划 - 扩展 1. 主动学习型教室

1. 主动学习型教室

2. 院校的研究数据仓库

3. 下一代防火墙

4. 混合数据中心

4. 企业级应用的移动应用

4. 运用应用程序接口（API）

1. 主动学习型教室

2.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术

3. 移动设备管理

4. 数据库加密

4. 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

4. 移动应用开发

4. 企业级应用的移动应用

4. 私有云计算

追踪 - 计划

2. 教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

3. 运用应用程序接口

（API）

4.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术

4. 学生教育计划规划与图

示技术

6. 学位审查技术（文档和

学生教学计划追踪）

6. 提供自服务资源并降低

咨询工作量的技术

6. 基于学生行为或教师输

入的干预触发技术

9. 企业级应用的移动应用

10. 数据库加密

10. 下一代 Wi-Fi

10. 开放教育资源

8. 移动应用开发

8. 院校绩效的预测性分析

10. 下一代 Wi-Fi

10. 加强学生数据分析的技

术

10. 基于学生行为或教师输

入的干预触发技术

9. 用于校友和院校发展的客户关系

管理（CRM）

9. 学生教育计划规划与图示技术

表 2  按照卡内基分类的十大战略性技术 4000~7999 人、8000~14999 人 以 及 15000

人以上。

院校在采用技术上的做法：早期（在

其他院校之前）、主流（和同类院校差不

多同时）、晚期（在同类院校之后）。早

期采用者占反馈者的 30%，主流占 45%，

晚期采用者占 25%。

在五项技术，我们发现院校的注意分

有差异，或者是反馈者报告的对于技术的

注意程度上有差别（表 1）。就三项聚焦

于学生的技术而言，专科层次院校的注意

程度最高，本科院校的注意程度最低。博

士层次院校更注意数据库加密和主动学习

型教室，而且私立博士层次院校对移动设

备管理的注意程度也较高。院校规模越大，

对于主动学习型教室、加强学生数据分

析 的 技 术 和 数 据 库 加 密 这 三 项 技 术 的

注 意 程 度 越 高。 院 校 的 技 术 采 用 做 法

不 同， 则 主 要 是 在 加 强 学 生 数 据 分 析

的技术上有差异。

当我们审视每一类院校类型的战略

性技术时，院校差异也明显存在（表 2）。

表中列出了按照卡内基分类的十大技术

清单。表中还描画出了院校对于每项技

术的重视程度，其中将各项技术分为三

组，用于展现多数院校是否在追踪（最

不关注）、正在引导还是部署（最受关注）

技术。

主动学习型教室和加强学生数据分析

的技术，这两项首要技术出现在了所有院

校类型的十大技术中。两项移动技术（教

学中的移动设备集成和企业级应用的移动

应用）在卡内基分类中都进入了十大技术

行列。

专科层次和博士层次的院校对他们

的十大技术投入了更多注意力，正在计

划或者扩展部署列表中大约一半的技术。

本科院校则在他们的十大技术中付出更

少努力，仅仅是在追踪或者部署的水平

上。 （责编：杨洁）

（本文译自 EDUCAUSE；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
息化工作办公室）

注：表中数字表示排名，因评分一样出现了并列情况，其中计划 - 扩展表示部署，追踪 - 计划表示正在引导，

无 - 追踪表示最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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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单位早期都有计算机中心，在

PC 普及后，计算中心发展进入低潮。随

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各个单位逐步开始建立数据中心。随着数

据中心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网络重要

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加。

数据中心网络的核心要素主要有三

个，数据中心能力设计、互连设备、拓扑

结构与路由，数据中心的网络研究和设计

也都围绕着这三个元素布局。

通用链路技术网络生命力        
不可小视

从网络体系结构、拓扑设计、主机、

路由转发，到如何实现流控，这些问题都

是近些年来数据中心所关注的热点网络问

题。在进行数据中心联网设计时应该考虑

到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链路技术，虽然每个时期，都有

可用的链路技术，但往往有一些新的链路

技术会推出，这时是选择现有链路技术，

还是选择看似不成熟的链路技术，是构建

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二是数据中心的两类应用。外向服

务，如提供 Web 服务；内部计算处理，

如 Web 索引的 MapReduce。

三是网络的负载经常是不可预测的。

多个服务在同一个数据中心运行，网络的

利用效率和可预测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四是个别服务器失效是正常的。借鉴

Google 的 GFS、MapReduce, 设计时必须考

虑到个别服务器可能随时失效的情况。

五是服务器间的流量矩阵不断发生变

化。因为承载的服务不同，导致服务器间

的流量矩阵在不断发展变化。既不是传统

的内外 20% 与 80% 的比例，也不是有些

文献提出的 80% 与 20% 比例。

六是如何合理平衡三层与二层的关系，

合理设计数据中心“大二层”。随着数据

中心对虚拟化技术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就

是对主机迁移支持等需求，因此希望交换

设备能够更好支持二层的扩展，突破 2 层

的连接主机数限制，克服传统的3层问题等。

数据中心联网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一

致的吞吐率、便捷的应用迁移、应用的性

能隔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服务器间的

容量只受限于网卡，增加服务器时，不需

要考虑拓扑、依赖于广播的既有应用也依

然能够工作。此外，一个服务不会受其他

服务影响。

上面的目标看似很容易完成，实则

不然。仅链路技术而言，在我们近 30 年

研究经历中，从最开始的 10 兆以太网，

到 后 来 多 种 100Mps 以 太 网 方 案， 以 及

FDDI/ATM 等诸多技术，到出现 40/56Gbps

的 Infiniband 技术（以下简称 IB），再到

100G 以太网技术，以及目前研究实现的

400G。整个链路技术的发展历程，给我们

研究工作者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通用网

络技术的生命力不可小视！以太网系列技

术的发展，虽然遇到很多新技术的挑战，

但始终在通用领域占据鳌头。

网络结构不断追求能力和效率

高校数据中心的建设过程中，都会

经历简单的网络结构时代。随着应用发

展，很快会发现虽然看似所有的东西连

接在一起，但是整个项目不能有效使用。

而后开始探索建立专用的高效的网络结

构。 因 为 数 据 中 心 不 再 是 简 单 的 Web 

Services，而是大型的数据仓库，拥有几

百台的服务器。云计算提出之后，数据中

心迎来专业结构的数据中心时代。虽然数

据中心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 一是以网络为中

心，二是以服务器为中心，但大多数设计

苏金树：面向云计算的数据中心网络技术

苏金树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973 首席科学家，中国计

算机学会互联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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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选择以网络为中心。

在以网络为中心的结构中，最典型的

专用结构是胖树、Moonson、Seattle 等。

为了克服简单的网络结构造成带宽太少

的问题。人们发现 3- 级 CLOS 网络本身

是不堵塞的。胖树是特殊的 CLOS 网络，

从输入、输出的角度上看，胖树和 3- 级 

CLOS 网络标准相一致。所以，我们可以

以 3- 级 CLOS 网络标准为基础，按具体

意愿去组织一个网络结构，提高连接服务

器数量。如果 K 为池子数目，那么每个池

有 (k/2)2 服务器，k/2 个 2 层 k 端口交换机；

每个边缘交换机连接 k/2 服务器， k/2 汇

聚交换机；每个汇聚交换机链接 k/2 边缘，

k/2 核心交换机。

同时，胖树结构存在五个方面问题：

一是内部不能支持 VLan 流量；二是数据

中心规模只能相对固定；三是需要在边界

进行 NAT 转换，以便更好支持迁移和虚

拟化；四是按流分负载分类，不能按端口

分类；五是长时间流（大象流）的分担。

业界也有很多解决方案试图克服胖树

结构，例如 Moonson 方法，在网络结构中

加入负载均衡交换机，同时设有多个服务

器，由交换机负责网络流的分配。主要的

工作流程是端主机检查流的 MAC，如果

没有找到，同时启动 monsoon agent 求解，

并向 TOR 发送流量，做三重封装，流量

发给中间交换机，以及目的 TOR 交换机。

多种不同专用结构的发展，最终基本

归结到 TRILL 解决方案。

NFV 技术未来大有可为

2013 年，谷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

实验认为，在经典广域网中，交换机路由

器将所有的流量都进行统一，没有差异化

的处理，导致网络的利用率大概只有 30%

到 40%，带宽价格高，高端的路由器设备

价格也非常的贵。于是，谷歌公司开始尝

试定制交换机，在企业内部部署了一个全

球的 SDN，将公司内部数据中心间的网络

链路提升接近 100%，取得了巨大成功，

极大地鼓舞了业界。

谷歌公司 SDN 研究起了引领作用，

并在网络顶级国际会议 SIGCOMM 发表了

一篇文章，直接带动了 SDN 技术爆发性

的增长，带动新一轮数据中心网络研究

热潮。随后有微软公司的 Windows Server 

2016 SDN stack，Fcaebook 公司的 Wedge 

switch 等。

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做软件的厂家，

要开始进军硬件领域呢？这对高校的人才

培养具有启示性的作用。目前，国内大学

计算机学院在计算机硬件领域的人才或者

能力培养比较缺乏，建议计算机学院加大

学生的硬件培养和锻炼能力，可以有助于

将学生培养为能力更加全面、知识面更广

的计算机人才。

2013 年，我曾在某次会议上，提出

个人看法，域间 SDN 发展比较困难，而

域内 SDN 会发展得更好。目前 SDN 的发

展态势也是如此。在未来，热门技术除了

SDN 之外，还有 NFV 技术，我个人十分

看好 NFV 技术，早期由于 I/O 带宽原因，

一般不能采用通用 CPU 直接作为网络设

备数据通路的处理器，而传统网络设备，

一直沿用基于专用体系结构设计网络功能

的思路，产量不大，导致成本高，升级比

较缓慢。随着通用 CPU 速度 +I/O 带宽的

提升，CPU 网络处理能力大大上升，通用

CPU 或 CPU+FPGA 将有很大潜力，因此

NFV 会有更好的前景。

研究案例

第一个数据中心网络技术研究案例

是智能（加速）网卡。网络安全和网络分

析对数据流精细分类和分析的要求越来越

高，特别是关键字与正确表达事物的匹配

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但一方面是软件的

运行速度很慢，另一方面，由于 Memory 

Wall 问题，X86 架构为主的网络安全产品

在关键字与正则表达式匹配方面的性能缺

陷逐渐显露出来，成为提升网络安全产品

性能的最大阻碍。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考虑，智能（加速）

网卡将资源消耗大的功能卸载到智能网络

加速卡上，从而解放 X86 CPU 的计算能力，

达到提高现有网络安全产品性能的目的，

从而满足支持掩码五元组、关键字、正则

表达式等多种条件的灵活匹配，将匹配的

结果，以标签的形式打到报文头部输出的

要求。目前可以支持 100 万条掩码五元组

规则，10 万条关键字，10 万条正则表达式；

最大支持 64 个报文队列，报文可以按策略

负载均衡输出到各个通道等应用需求。我

们认为网卡等基本硬件系统是多数高校可

以作为指导学生涉及网络硬件的起步领域。

第二个数据中心网络技术研究案例

是：IB 交换机。目前实现高性能交换的技

术途径主要包括三种，以太网技术、IB 技

术和面向特定计算平台的专用互连交换技

术。其中 IB 技术属于通用互连技术，速率

最高的，也在 TOP500 计算机中占据重要

地位。从行业发展趋势上来讲，与万兆以

太网相比，IB 在性能上优势明显，IB 是高

性能交换的发展趋势。整个 IB 交换系统是

由交换机、计算节点、主机活配器、网络

管理软件、IO 和存储节点组成。我们主要

研制实现了三款 IB 技术的交换机和 IB 网

卡，四款交换机的规格是 288 端口 IB 交换

机，216 端口 IB 交换机，108 端口 IB 交换机，

36 端口 IB 交换机。IB 交换机，采用模块

化结构，支持 40/56Gbps 接口，聚合交换

能力超过每秒 17 万亿比特（17.28Tbps）。

该系列产品既应用于国家 863“基于 IB 的

PB 级存储网络系统”，利用 IB 高带宽、

低延时、可靠传输等特性实现了支持 PB

级容量的对象存储系统；也应用于天河系

列高性能计算机应用，1 个 IBS216Q 连接

216 个存储节点和计算节点，实现 2PB 的

分布式存储。 （责编：高锦）

（本文根据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苏金树在“第二届下一

代互联网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上的部分

发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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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管乐

IoT（物联网）设备正在疯狂渗透人们的生活。从 IP 摄像头，

外科手术机器人， 语音智能辅助系统，到边缘计算（如智能路

由器），人们的生活工作环境已经由上亿个 IoT 设备互联。不如

此，这些设备需要有足够的智能来协助我们来处理事务，比如，

Amazon 的 Echo 语音智能系统可以学习用户的习惯，从而制定个

性化的语音服务。设备生产商为了快速进入市场，通常会在已有

的成熟平台搭建自己的系统，很显然，ARM 加 Linux 的组合统治

了目前智能 IoT 市场。

然而，Linux 内核作为统治互联网的开源软件，无时不刻遭

受着黑客的攻击，2017 年短短几个月（截至 7 月 8 日），已有

346 个安全漏洞被曝出【1】。操作系统内核作为计算机的大管家，

通常被认为是系统的可信计算基（TCB）。显然，恶意的 Linux

内核给运行在其上的敏感用户程序带来严重的威胁。如何在操作

系统不可信的情况下，保护敏感应用程序的机密性、隔离性和可

信性是非常有挑战但却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 x86 平台，已有基于虚拟化的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2，3】。

其总体思想是利用影子页表来给应用程序两个视图。如图 1 所示，

在用户态，进程可以正常访问它的数据；但是一旦进入内核，如

果处理器要访问用户数据，该数据对应的页会被 hypervisor 透明

的加密。

对基于 ARM 的 IoT 平台，这一思路却行不通。其原因有以

下三点：第一，ARM 的虚拟化硬件扩展直到 2010 年才发布【4】，

因此很多现有 ARM 设备不支持该扩展；第二，虚拟机不能提供

native 的性能，这对于本来就资源受限的 ARM IoT 移动设备，无

疑是很难接受的（当然，ARM 的硬件虚拟化技术在服务器市场

仍然被广泛使用）【5】；第三，这类方案需要依赖 hypervisor，然而，

实现一个 hypervisor 本身需要相当大的 TCB， 近年来 hypervisor

的安全性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6】。

相比硬件虚拟化扩展，Trus tZone 安全扩展【7】已经得到

广泛应用，自从在 ARMv6 上第一次被引入，Trus tZone 已被

部署在其后绝大多数应用处理器上（比如，手机上广泛使用

的 cotex-a 系列）上。简单来讲，具有 TrustZone 安全扩展的

处理器，有两个逻辑 core，它们共用一套处理器运算资源。

两个 core 分别运行在安全世界和普通世界中，它们分时复用

处理器。每个 core 有自己独立的安全运行级和系统控制寄存

器、内存管理单元（MMU）等，因此，他们可以独立运行自

己的操作系统。两个 core 的不同，体现在对系统资源的访问

上，对应两个逻辑 core，系统的硬件资源被划分为安全和非

安全的。运行在安全世界的 core，可以访问所有的硬件资源；

而运行在普通世界的 core，则只能访问非安全的资源。这些

访问控制的配置，储存在只有安全世界才能访问的寄存器中。

一般来讲，普通世界的 core 运行 commodity 的操作系统，比

如 Linux；安全世界的 core 运行轻量级的可信操作系统，从

而提供一个可信运行环境（TEE）。ARM 的这种架构， 被 

Andro id、iOS 等移动操作系统广泛利用。比如，在指纹识别

技术中，为了保护用户指纹的原始信息，移动操作系统没有

权限获取指纹识别器的数据，相反，在安全世界，TEE 里的

服务进程进行指纹采集和比对等工作，而仅仅只把结果传送

给普通世界的移动操作系统。

已有的基于 TrustZone 的安全技术，其安全服务的 API 和

普通操作系统完全不同，并且相对独立，甚至不能和普通世

界交互，仅构成一个自包含的程序逻辑（Pieces of Application 

利用 TrustZone 保护可信程序免受

恶意操作系统攻击

图 1  基于虚拟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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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AL） 。TrustShadow 则首次利用 TrustZone，来安全

的运行未更改的应用程序。一方面，TrustShadow 支持已有的

代码；另一方面，支持 TrustZone 的设备非常广泛。因此，

TrustShadow 可以立即部署在现实世界，并保护已有的、不需

要修改的代码。

TrustShadow 的基本思想是，可信的进程仍然由普通世界的

Linux 内核来创建和管理，但是，其运行必须在安全世界中。显

然，可信进程所使用的物理内存必须是安全资源，这样可以防止

Linux 内核对其进行访问。可信进程在安全世界的运行环境，比

如页表的创建、系统服务由安全世界的一个轻量级运行时来维护。 

为了减小其 TCB，安全运行时并不直接参与这些服务，而是把他

们转发到普通世界的 Linux 内核，然后，验证其行为是否可信。

显然，验证一个行为正确性的复杂性远远低于实现它，因此，安

全运行时可以保持很小的 TCB。通过这些验证机制，我们确保可

信进程的以下安全特性：

1. 在运行过程中，可信进程和普通操作系统隔离，普通操作

系统不能访问可信进程的数据和代码；

2. 载入阶段，保证可信进程的代码的完整性；

3. 验证系统调用的返回值，来抵抗 Iago 攻击【8】；

4. 加密文件操作，使得写入磁盘的数据是密文，防止不可信

操作系统的访问。

图 2 展 示 了 TrustShadow 如 何 通 过 缺 页 处 理（page fault 

handler）来保证可信进程地址空间的隔离，以及确保代码的完整

性。其他技术细节，请参考 MobiSys 2017 的论文《TrustShadow： 

Secure Execution of Unmodified Applications with ARM TrustZone》。

如图 2 所示，当进程由于访问代码而发生缺页，安全运行

时把该异常转发给普通世界的 Linux 内核，Linux 找到对应的文

参考文献：
【1】 CVEdetails.com. Linux： Vulnerability statistics. https：//www.cvedetails.

com/product/47/Linux-Linux-Kernel.html ？ vendor_id=33

【2】  Chen， Xiaoxin， et al. “Overshadow： a virtualization-based approach 

to retrofitting protection in commodity operating systems.” ACM SIGARCH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 Vol. 36. No. 1. ACM， 2008.

【3】 Hofmann， Owen S.， et al. “Inktag： Secure applications on an 

untrusted operating system.” ACM SIGARCH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 Vol. 41. No. 1. 

ACM， 2013.

【4】  ARM Architecture Group.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s Architecture 

Specification， 2010. https：//www：arm：com/products/processors/technologies/

virtualization-extensions：php.

【5】 Felix Baum. Why you don‘t necessarily need a hypervisor， 2014. 

http：//embedded-computing：com/guest-blogs/why-you-dont-necessarily-need-a-

hypervisor/.

【6】  CVEdetails.com. Vmware： Vulnerability statistics. http：//www：

cvedetails：com/vendor/252/Vmware：html.

【7】 ARM Ltd. Security technology building a secure system using trustzone 

technology （white paper）. 2009.

【8】  Checkoway， Stephen， and Hovav Shacham. Iago attacks： Why the 

system call api is a bad untrusted rpc interface. Vol. 41. No. 1. ACM， 2013.图 2   代码段缺页处理

件缓存页 N-page，安装页表，同时给可信进程分配一个安全的

物理页 S-page。安全运行时接管后，首先验证 S-page 是否真的

安全资源，其次验证 S-page 是否和别的物理内存存在 double-

mapping，只有在安全验证都通过以后，安全运行时才安装可信

的页表，并把 N-page 的代码复制到 S-page。最后，使用储存

在安全世界的元数据来验证该代码页是否经过篡改，如果没有，

则返回可信进程继续执行。至此，普通 Linux 不能对改代码页

进行任何修改。

当然，把进程运行在安全世界，如果有漏洞，则可能被

攻击者利用，反过来攻击普通世界的 Linux 内核，因为安全

世界的权限大于普通世界。在 Trus tShadow 的设计中，我们

利用以下几点来防止这一隐患：第一，Trus tShadow 支持未

经修改的程序，并不意味着所有程序都可以在安全世界运行。

我们需要对可信进程进行严格审查，通过审查的程序，需要

绑定一个签名的 mani fes t，安全运行时检查该 mani fes t 的有

效性来判断是否允许其在安全世界运行；第二，由于可信进

程运行在用户空间，即使其有漏洞，也需要进一步 exploit 安

全运行时，才能构成有效攻击；第三，安全运行时进行了极

简的设计，其对可信进程暴露的接口很少（仅仅转发异常和

检查系统服务返回值），并且 5000+ 的代码量也使得形式化

验证成为可能。

我们在 NXP 的 i.MX6q 开发版上实现了以上设计，并成功

运行了 50 多个 Linux 的核心 utility，以及 Apache、Nginx 等大

型程序。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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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最值得信赖的云交付平台

Akamai 技术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底发布的

《2017 年第二季度互联网发展状况安全

报告》表明，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

和 Web 应 用 程 序 攻 击 次 数 再 次 呈 现 上

升趋势。而导致这一趋势的罪魁祸首为

PBotDDoS 恶意软件——它亦是 Akamai 在

第二季度发现的程度最强的 DDoS 攻击。

就 PBot 来讲，Akamai 在第二季度发

现恶意操作者利用数十年前的 PHP 代码

生成最大型的 DDoS 攻击。攻击者能够创

造出一种可以发动 75 GbpsDDoS 攻击的微

型 DDoS 僵尸网络。PBot 僵尸网络虽然由

相对较小的 400 个节点组成，但仍可以产

生高级别的攻击流量。

Akamai 的企业威胁研究团队通过

分 析 域 生 成 算 法（DGA） 在 恶 意 软 件

命 令 与 控 制（C2） 基 础 架 构 中 的 使 用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拨款

1770 万美元资助 12 个数据科学原理跨学科

研究（TRIPODS）项目，以促进长期的跨学

科数据科学研究和培训活动。

TRIPODS 项目将重点投资最先进的

数学与统计工具、更优秀的数据挖掘与机

器学习方法、更好的数据可视化能力等研

NSF 资助跨学科团队开展数据科学基础研究

Akamai发布《2017年第二季度互联网发展状况安全报告》

情况，描绘出“旧貌换新颜”列表的另

一个条目。虽然 DGA 早在 2008 年就与

Conficker 蠕虫病毒一同被世人所知，但

其一直是当今的恶意软件最常用的通信

技术。Akamai 企业威胁研究团队发现，

被感染的网络的 DNS 查找速率大约是一

个干净网络的 15 倍。这就解释了在被感

染网络上访问恶意软件随机生成的域的

后果。由于大多数生成的域名未被注册，

因此试图访问全部域名会导致相当多的

麻烦。分析被感染的和干净的网络行为

特征之间的差异是识别恶意软件活动的

重要方式。

报告的其他重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在持续三个季度呈下降趋势后，

第二季度 DDoS 攻击次数相比上个季度增

加了 28%。

（2）DDoS 攻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持久，平均攻击目标的次数是上个季

度的 32 倍。一家游戏公司被攻击了 558 次，

这等于平均每天近 6 次。

（3）在频繁的 DDoS 攻击中，使用

次数最多的唯一 IP 地址来自埃及，占全

球总数量的 32%。上一季度，美国位居榜

首，而埃及没有排进前五名。

（4） 本 季 度 用 于 发 动 DDoS 攻 击

的设备有所减少。容量耗尽型 DDoS 攻

击涉及的 IP 地址数量从 595000 下降至

11000，降低了 98%。

（5）Web 应用程序攻击的发生率环

比增长 5%，同比增长 28%。

（6）第二季度超过半数（51%）的

Web 应用程序攻击使用了 SQLi 攻击，比

上一季度增加 44%，仅第二季度就产生了

约 1.85 亿个警报。

究，以此促进数据驱动型科学发现。这些

项目将在 11 个州的 14 家研究机构开展，

汇聚了统计学家、数学家和理论计算机科

学社区，将通过真正的跨学科合作，帮助

奠定数据科学的理论基础，致力于解决各

领域面临的重大数据科学挑战，从而促进

所有科学工程领域的可持续数据驱动型发

现与突破。

此轮资助是 TRIPODS 项目的第一阶

段，主要支持小规模的机构合作，未来

的第二阶段将为较大规模但数量更少的

机构提供支持，将主要通过第二轮竞争

性资助流程从第一阶段获资助的机构以

及其他新的提案者中选择。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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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面

向 2018~2020 年的 H2020 ICT 工作计划》

草案，提出了欧洲工业数字化技术、欧洲

数据基础设施、5G、下一代互联网等技

术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研发计划，

这些 ICT 技术研究领域在 2018 年的总预

算约为 5.14 亿欧元。下面就部分关键技

术领域的 2018 年研发计划的主要研究内

容进行简要介绍。

欧洲数据基础设施：高性能计算

（HPC）、大数据和云计算

1.HPC 和大数据支撑的大规模测试

床与应用。通过组合或调整 HPC、大数

据、云计算技术开发支持大数据应用和

服务的大规模 HPC 工业试点测试床，通

过组合和利用相关技术优势开发面向大

数据应用的大规模物联网 / 云计算工业

试点测试床。

2. 大数据技术和极端分析。开发新

型大数据分析方法和解决工业与社会挑

战的工程解决方案，包括收集和管理海

量数据的架构、安全分布式系统协同设

计的系统工具、极端分析与深度分析及

精准预测和决策支持的新方法、新型可

9 月，英国宣布投入 3000 万英镑成立国家数据创新中心（NICD），旨在

创建英国本土的数据创新巨头，充分利用英国每年 400 亿英镑的经济增长潜力，

使英国成为数字产业诞生和发展的最佳选择地。其中，1500 万英镑来自于英

国数字、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额外的 1500 万英镑由纽卡斯尔大

学匹配。

作为政府数字化战略的一部分，NICD 将建立高校领先的学术人才与行业和

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帮助其培养利用数据科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NICD

还将创造一条人才通道，为未来的突破性业务提供支持。这不仅会引发下一代技

术专家的创新，还将帮助全国各地的企业充分利用数据的巨大价值。

此外，该中心将开展一个项目计划，学术界和行业可以共享和发展其数据技

能来解决挑战。

英投资 3000 万英镑成立国家数据创新中心

欧盟发布《面向 2018~2020 年的 H2020 ICT 工作计划》
视化技术等。

3. 支持数据市场和数据经济的发展。

建 立 和 运 行 私 人 数 据 和 工 业 数 据 的 安

全、可控共享平台，解决数据共享 / 交

易中的技术、组织、法律和商业方面的

问题。

4. 软件技术。（1）利用虚拟化和软

件定义基础设施潜力的集成编程模型和技

术：研究编码和数据、计算、网络资源的

抽象，探索描述软件、数据和需求的方法

以提高软件应用开发技术；（2）利用现

有代码库潜力的软件生态系统：开发代码

可重用性技术和平台，提供确保软件质量

的必要机制。

下一代互联网（NGI）

1. 下一代互联网计划。开发一个以人

为中心的互联网，支持开放、跨界合作、

包容和隐私的价值观，给予用户控制权，

增强其对互联网的信任。主要包括（1）

隐私和信任增强技术：将传感器、设备、

人工智能算法等应用到数字化环境中，开

发强大且易用的技术，给予用户更大的数

据共享控制权；（2）分散化的数据治理：

采用基于区块链、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开

放数据的分布式开放硬件和软件生态系统

来实现；（3）发现和识别技术：搜索和

访问大型异构数据源、服务、传感器、设

备、多媒体等，提供上下文查询和个性化

信息检索，改善用户的体验感。

2. 交互技术。创建收集和共享新交互

技术开发与使用知识、算法和工具的平台，

通过多用户交互技术增强人际互动，开发

未来的交互式系统，提供高质量的交互体

验等。

3. 人工智能。创建欧洲人工智能按需

平台，开发欧洲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汇集

可用的知识、算法、工具和资源，为用户

提供引人注目的解决方案。

4. 未来超连接社会。分析和建立下一

代社交媒体平台的基础，构建可信和安全

的社交媒体数据生态系统，支持新社交媒

体计划，过渡到基于智能分散式架构的社

交网络。

5. 多语言下一代互联网。解决语言

资源和可互操作的语言工具面临的技术挑

战，构建欧洲语言网络，开发面向特定领

域 / 挑战的人类语言技术，支持数字化单

一市场中多种语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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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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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9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61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

47B； 其次是布基纳法索，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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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B；其次是埃及，44B，如图 1 所示。

9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10 个，其中拉美

114 个，欧洲 108 个，亚太 62 个，北美 17 个，非洲 9 个，分别

来自 67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80 个；其次是美

国，19 个。9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9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982*/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巴西，80*/32；其次是英国，

75*/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美国，

比利时 IPv6 用户占比近 60%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7 年 9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92（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

201210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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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0.12 0.79 7.23 2018-10-01

APNIC 51.97 0.25 0.35 52.58 2011-04-19

ARIN 100.11 0.36 0 100.47 2015-09-24

RIPENCC 48.3 0.06 0.65 49.02 2012-09-14

LACNIC 11.12 0.06 0.18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83 36.19 1.98 256 /

1732*/32；其次是德国，1289*/32，如图 2 所示。

9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9 个，IPv6 地址申请

162 个，EDU.CN 域名注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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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图 3  2017 年 9 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67（计算单位：/24-C）

201210 201709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图 1  2017 年 9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4 地址分配 ( 单位：B)

IPv4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Total

US 35 2 8 5 33 23 48 5 32 23 4 47 265

BR 2 1 2 3 1 1 2 2 1 2 2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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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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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1 1 0 1 1 2 8 1 2 0 0 0 17

KE 0 0 0 8 0 0 0 0 0 0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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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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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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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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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17 年 9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 单位：/32)

IPv6 1610 1611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Total

BR 68 55 62 88 29 81 105 103 88 105 115 80 979

GB 116 177 133 92 58 91 114 106 84 81 115 75 1242

FR 65 91 57 35 72 65 104 56 33 41 48 70 737

NL 98 75 68 114 136 108 59 169 121 138 67 67 1220

DE 141 98 82 81 127 41 116 99 214 140 83 67 1289

RU 135 112 82 99 102 97 74 92 75 98 58 56 1080

US 26 48 291 30 291 283 27 324 35 28 301 48 1732

ES 56 58 40 59 83 141 368 73 57 82 80 40 1137

IT 56 40 32 49 20 50 57 64 33 32 16 33 482

IN 4 7 6 5 1 1031 4 1 8 6 7 4 1084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06 5778453 10127789

2 印度 42.35 197867994 467194421

3 德国 42.32 30028728 70959789

4 美国 36.23 288929501 288929501

5 希腊 34.91 2464300 7058619

6 瑞士 34.91 2573275 7371960

7 卢森堡 33.62 186947 556066

8 葡萄牙 26.47 1828685 6908207

9 英国 24.82 15053619 60663276

10 日本 22.12 25404208 114827187

66 中国 0.34 2473836 724657465

67 圣基茨和尼维斯 0.34 127 37588

68 摩尔多瓦 0.31 6109 1942172

69 冰岛 0.27 912 334303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近 30G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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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近 30G

文 / 郑志延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

用率 99.61%。

9 月主干网流量较 8 月相比有较大增

加，9 月入流量均值为 24.47Gbps，相比 8

月 增 加 21.52%，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减 小 了

8.57％；9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

为 29.26Gbps，相比 8 月增加 29.71%，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 2.47%。

9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与 8 月

有所增加。9 月入流量峰值为 13.44Gbps；

出流量峰值 11.47Gbps。

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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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平均值为

5.46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45Gbps，占 18.19%；第

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1.45%。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 9月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9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9 月随着高校陆

续开学，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8 月大幅上升，从主干网的流

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8 月入流量增加 111.31 G，出流量增

加 139.9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8 月入流量增加

54.26 G，出流量增加 34.85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

相比于 8 月入流量增加 6.68 G，出流量增加 2.54 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中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

华中地区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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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高锦）

入流量：306.57G 出流量：370.51G

图 1  2017 年 9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06.16G  出流量：85.88G 

图 2  2017 年 9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7 年 9月

9 月 CERNET 主干网出流量达 370G

从 9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

量最高，其流量为 5.00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7.07%；其次是

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6.57%；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天津

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9.75%。 （责编：高锦）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7 年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7 年 9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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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10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

近期一款名为 Bad Rabbit 的勒索病

毒在欧洲范围内开始传播，对一些局域网

造成了较大的破坏。该病毒初次通过恶意

的网页插件向局域网内传播，当用户访问

了有问题的网站时，会弹出一个需要安装

Flash 插件的提示，如果用户点击了同意

安装按钮，就会下载一个图标与 Flash 程

序相同的病毒安装包运行，从而感染该病

毒。病毒感染系统后会加密系统中的文件，

并通过局域网共享服务的弱密码账号向局

域网内传播。目前监测到的信息显示该病

毒暂未在国内被发现。由于病毒初期的传

播需要用户进行交互，且在经历过上次敲

诈病毒洗礼后国内大部分的 139、445 共

享端口服务都被关闭了，预计该病毒在国

内的影响范围有限。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10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中修复

了其多款产品中存在的 200 个安全漏洞

（21 个严重等级），修复了其多款产品存

在的 220 个安全漏洞。受影响的产品包括

Windows 10 v1703（27 个）、Windows 10 

v1607 和 Windows Server 2016（27 个）、

Windows 10 v1511（26 个）、Windows 10 

RTM（27 个）等。这些漏洞中有两个漏洞

需要特别关注，一个是 Windows SMB 服

务远程执行代码漏洞（CVE-2017-11780），

远程攻击者成功利用漏洞可允许在目标系

统上执行任意代码，如果利用失败将导致

拒绝服务，由于 SMB 服务漏洞可以被用

来进行大规模的蠕虫传播，需要引起用户

的关注。另一个漏洞存在于 Office 办公软

件中（CVE-2017-11826），之所以需要

关注是因为该漏洞已经被检测到用来进行

网络攻击。建议用户使用 Windows 的自动

更新尽快安装相应补丁。

2. 10 月 17 日 Oracle 公司发布了今年

第四季度的安全更新，修复了其产品线中

存在的 252 个安全漏洞，包括：Oracle 数

据库（6 个）、MySQL 数据库（25 个）、

电子商务套装软件 OracleE-Business Suite

（26 个）、中间件产品 Fusion Middleware（40

个）、OracleSiebel 托管型 CRM 软件（8 个）；

JD Edwards 产品（2 个）、PeopleSoft 产品

（23 个）、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23

个）等。这 252 个漏洞中有 117 个属于高

危漏洞，有 228 个可以远程利用。使用了

Oracle 产品的管理员应该尽快确认自己的

产品是否需要更新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3. 无线网络（Wi-Fi）使用的安全加

密协议 WPA2 被爆出存在一个高危漏洞，

WPA2 的密钥协商握手协议存在设计缺

陷，可通过部分报文重放，重置随机数和

会话密钥，导致无线接入点（AP）或客

户端重新安装密钥。攻击者利

用这些漏洞，可在 AP 和客户

端的连接范围内，实现包括数

据包解密和注入、TCP 连接劫

持、HTTP 内容注入或单播和组

寻址帧的重放攻击，破坏数据

传输的机密性。目前客户端的

WPA2 协议曝漏洞 
建议使用应用层加密协议保护隐私

CCERT月报

操作系统多数都针对该漏洞发布了相应的

补丁程序，用户只需通过简单的系统自动

更新就可修补该漏洞，但是对于无线网络

接入设备则比较麻烦，这些硬件设备普遍

缺乏自动更新功能，即便是厂商推出了新

的版本修补相应漏洞，用户也可能无法安

装到相关设备上。因此该漏洞目前主要靠

客户端的更新来修复。

4. DNSmasq 是一款广泛使用的开源轻量

级网络服务软件，提供 DNS、DHCP、路由器

广告和网络引导服务。由于它体积小功能多，

被大量封装到家用无线路由器的系统中使用。

DNSmasq 最近推出了版本更新（2.78）用于修

补之前版本中存在的多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利用这些漏洞远程攻击者可在目标系统上执

行任意代码、造成服务崩溃或窃取内存敏感

信息。由于 DNSmasq 一般都是封装在网络设

备中，因此用户不能自己下载最新的版本到

设备上安装，只能等待相关网络设备的厂商

进行整个固件的版本更新才能修补该漏洞。

如果您使用的网络设备暂时无法更新固件，

建议使用防火墙来限制访问，避免相关有问

题的服务暴露在互联网上。 （责编：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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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网络数据（无线或有线）

被中途窃听或篡改，我们建议用户使

用应用层加密协议（SSL、HTTPS 等）

来保护数据，这样即便是在出现 WPA2

协议缺陷这类网络协议漏洞时，你的数

据也不会轻易被别人窃取。加密应用

习惯包括：使用 SSH 来远程登陆、使

用 HTTPS 协议来访问 WEB 服务、为

POP3/SMTP 服务使用 SSL 加密等。

安全提示

2017 年 9~10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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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校园 使能学习

人工智能可以很好地实现物对人的服务，以及人对物的控制。人工智能

为物联网安装上“大脑”，把“智能”提升为“智慧”。

    ——江南大学副校长田备

不久前，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召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都成为本次会议热议的主题。物联网应用主要是在智能

制造和智慧园区两个方向，智能制造是在工业现场基于物联网对工业

生产进行智能控制，而智慧园区则是在城市空间基于物联网对生活环

境进行智能感知，根据区域范围可分为智慧城市、智慧小镇及智慧校

园等类型。在无锡有两个智慧小镇，一个是鸿山小镇，另一个是雪浪

小镇。雪浪小镇是世界物联网博览会的永久会址，在江南大学旁边，

我们学校将发挥在物联网产学研等方面的优势全力支持智慧小镇建设。

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建设重点高校，2010 年成

立了全国第一所实体化“物联网学院”，具备较强的物联网科学研究

和人才培养实力。基于在控制、通信、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学

科和人才优势，2004 年始学校就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规划和建设，

从基本的能源感知到不断完善的能源智慧监管，可以说物联网技术已

经广泛应用于学校智慧校园建设中。

人工智能实现物对人的服务

智慧校园建设应针对校园中生活、学习、管理和服务四个方面

的要求，积极打造智慧生活、智慧学习、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现

在在校园中已经无处不体现出智慧化的手段，只要在校园中就时时

江南大学副校长田备：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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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刻与物联网打交道，比如，从你进入校园那一刻起，

校门道闸系统就会通过图像处理技术识别车辆牌照，

记录进出时间；在主干道，测速系统进行车辆速度监测；

在主要道口和公共场所，视频监控系统抓取车辆和人

员轨迹，监控现场情况；综合报警立杆，学生只要拍

打感知按钮，就会有声音、图像等传送到校园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收到信号后会立即出警；当你走过的道路两

侧，路灯都是智能控制，每一盏路灯都标识在系统地

图上，通过计算机远程实时控制或配置自动开启策略；

当你走累了，可以坐坐校园小公交，小公交车辆利用

GPS 定位，通过手机终端、站台显示屏实时查询车辆行

驶位置，调度中心实现智能调度；当来到各楼宇时，门

禁系统通过刷校园卡控制人员进入；办公室以及教室安

装有智能门锁，师生刷卡或者刷手机开门，既可以实现

门锁与监控摄像头的联动，又可以利用刷卡记录实现智慧考

勤，特别是结合教学楼教室门禁建设的学生上课考勤系统已

经成为学生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

进入教室、办公室，红外感应能实现“人来灯开、人

走灯灭”，大大提高了能源效率；智能电表、智能水表可

以感知每一个房间的水电使用情况，实时计量，按量计费；

除了用户端的能源智慧监管，在管理端，变电所也通过物

联网实现远程监视、远程控制和智能报警，变电所的管理

从各点上的有人值守转变为监控中心统一值守，大大削减

了人力成本；不管是每个房间的分体空调还是大型建筑内

部的中央空调，都通过物联网实现远程监测和远程控制，

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通过对能源使用的智慧监管产生的

大数据可以掌握师生的活动规律，比如周五下午学生会安

排休息或外出，能源消耗减少，周日下午学生返校或进入

学习状态，能源消耗增加。在用水方面，学生一般用水时

间是早上 7 点开始，7 点半是高峰，而晚上高峰则要到 12

点左右。如果在非高峰期用水偏多，那么肯定有漏水点。

大平台小应用构建智慧学习校园

在学习方面，当学生进入图书馆时，通过 RFID 电子标

签可以实现图书自助借还；通过网上系统可以预约自习座位，

以前是“抢座位”，现在是“刷座位”。在教室，学校完成

了所有教室的智慧化改造，有基础网络、多媒体系统、网络

中控系统、云桌面、在线巡课、常态化录播、门禁考勤系统、

网络综合教学平台等多系统模块，多媒体设备能够根据课

表自动开启，智慧教室可以帮助教师利用多样化教学手段

探索新型教学模式。

 校园是一个人和物高度密集的园区，利用传感器、计量

设备、智能设备来感知物，利用校园卡来感知人，并将两者有机结合，

可以构建一个基于物联网的数字校园。

根据物联网的校园应用场景的实践，我们大致把智慧校园分为

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数字校园，主要是实现设备信息化，校园中物

物相连是基础和关键；第二层是智能校园，实现管理信息化；第三

层是智慧校园，实现服务信息化；第四层是学习校园，实现学习信

息化，学习校园是学校对智慧校园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智慧校园建

设的终极目标。智慧校园架构如图 1 所示，在这个构架中，我们提

出了“厚基础、全数据，大平台、小应用、强服务”建设理念。

物联网涉及的技术很多，各领域的实践也很多，不同厂商根据

自身擅长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物联网的关键

技术重点在 IPv6、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操作系统 TOS。

智能设备数以万计，IPv6 能为每一个接入设备配一个独立的 IP

地址，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物的感知和物的互联。通过物联网采

集校园中的 “人”和“物”的“状态”数据，还可以结合“空间”

和“时间”等维度，相比传统结果性数据，这个数据量级巨大。校

园卡刷卡记录、能源监测数据都在“亿”级，通过大数据分析，为

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人工智能可以很好地实现物对人的服务，以及

人对物的控制。人工智能为物联网安装上“大脑”，把“智能”提

升为“智慧”。正如传统操作系统实现对计算机软硬件的管理和控制，

物联网操作系统 TOS 实现对物联网基础设施、智能设备、智慧系统

的管理及控制。TOS 开放“API 接口”和“标准”给第三方调用，

便于第三方利用校园资源创建更多应用。物联网操作系统 TOS，

是智慧校园建设应用聚合的“平台”，更是智慧校园建设各方协

同的“生态”。

总之，当一切被连接起来时，更美丽的校园，更好的学习环境，

智慧的校园都将成为“使能”（Enable）。 （责编：杨洁）

（本文根据江南大学副校长田备在“第二届下一代互联网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创新研

讨会”上的部分发言内容整理）

图 1  智慧校园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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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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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高校网络安全的痛点是什么？除了日常提到的工作难落实、工作人员少等

挑战外，还面临这些⋯⋯

“三多三少”：网络安全工作的痛点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主任

张巍认为，网络安全的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尤其是信息化部门在此方面的角色定位不

清，岗位角色混淆。

他分析认为，信息化部门面临着四大

挑战：一是工作压力山大，包括工作自身

压力、上级监管压力、法律责任压力等。

各高校信息化部门在安全人员普遍不足的

情况下，要承担大量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二是职责权利不对等，信息化部门与

业务部门职能定位不清。信息化部门一般

作为学校的服务保障部门，管理权力有限，

话语权有限，人力有限，但对网络信息安

全却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尽管网络信息安

全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但真正发生网络信

息安全事件时，即便安全事件发生在业务部

挑战篇

门，但信息化部门仍然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三是信息化部门承担的岗位角色混

淆。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模式、体制机制模

糊导致信息化部门对自己在网络信息安全

工作中到底该做什么不甚清晰，同时担任

着保镖、消防员、警察、法官等多个角色，

执行每个角色都比较尴尬。是保镖，还是

消防员？是警察？还是法官？“多种角色

混合着在使用，所以自己也感到很尴尬。

我们也在思考，信息化部门作为网络安全

的主管部门，我们主要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张巍说。

四是师生参与度低，他认为，师生的

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很弱，个人安全意识薄

弱也是导致高校网络安全整体较差的一个

主要原因。

在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处处长涂庆华

看来，高校网络安全面临“三多三少”的

局面。三“多”，指的是网站多，系统多，

隐患多。每一所高校的网站至少有 100 多

个，各部门、各部处都建立了系统，多半

不兼容，隐患多。 三“少”则是用于安

全防护的资金少，防御手段少，防护人员

少。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普遍面临着如何

快速普查网络和系统，如何快速发现网络

中的安全漏洞，如何主动防御网络攻击，

如何督促业务部门对网络安全隐患进行整

改这几个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大时代， 几年前“网络安全”还只是技

术圈部分人讨论的事情，现在变成全国全

社会都在讨论的热点。在这样的大时代下，

相信我们实施网络安全建设、落实网络安

全相关制度将会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2017年，网络安全是教育信息化工作中当之无愧的热点。网络安全是一件永远在路上的工作，重要性不言而喻，

面临的挑战也多种多样。因此，这一年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探讨不绝于耳，大家都在思考、交流、互相借鉴。围绕

这一热点，我们在最近的几次会议中都做了较多探讨。

本期，我们整理了几次会议的相关专家报告，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网络安全三部曲”：第一，挑战。除了人才、

机制等传统意义上的挑战外，信息化部门还面临着角色的定位困扰。第二，策略。面对挑战与困境，我们该做什么？

该如何去做？这里，有几个观点值得分享：1. 不能总是当疲于奔命的救火英雄；2. 要营造一个网络安全共同体，更

加联动，更加合作；3.需要对安全体系保障进行顶层设计。第三，应急。常规时期与重大活动时期的安全重点有所不同，

方法也有所不同。常规时期与重大活动时期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二者之间应当建立一个互相促进的机制。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互相合作 , 才有教育行业安全的美好未来。

网络安全：挑战·策略·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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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安全工作确实存在许多挑战和困境，但在网络安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今天，此项工作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关于网络安全不得不说的三个要点

疲于奔命的救火英雄和烈士不能当

学校信息化部门如何面对日益严峻的网

络安全形势？重要的一点是，疲于奔命的救

火英雄和烈士不能当。

在过去的安全工作中，学校往往以安全

漏洞和安全事件为中心，一直处于被动应急

的局面，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扭转。长远的建

设方向还是应该围绕学校信息资产安全 , 以此

来开展一系列安全工作。我们要梳理清楚学校各类信息资产，分门

别类，消除管理盲点。重要系统和次要系统的安全等级和安全投入

显然不能完全一致。系统地理顺整个安全工作脉络并建立完整的安

全保障体系，我们才能始终掌握工作的主动性。我们的角色不应该

是救火英雄，更不愿意成为光荣的烈士。

网络安全建设要和信息化发展融为一体，借鉴成熟的网络管理

模式来理顺信息系统资产安全管理。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必须要有，

并且要踏踏实实落地并进行有效监督，而不能仅落在纸面。要靠信

息化流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同时也要有一系列技术措施来保障，

不能靠个人力量来督促，也不能心存各种侥幸心理，要把安全责任

分解到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身上，明确各自的管理边界，只有权责

明确才能确保学校安全长治久安。

高校缺失安全力量是伪命题

 各地一直在说，信息安全人才缺失，工作难以开展。我觉得这

是一个伪命题。高校最不缺的就是人才，成千上万的学生都可以为

我们所用，关键还是缺乏相应的机制，缺乏有效组织和系统培养。

高校对于安全人才要注重长期培养，有条件的高校选拔相关专业学

生，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参与学校网络安全工作，弥补保障力量的

不足。把学生引进来，培养学生成为网络安全管理中的一支辅助力

量和宣传队伍，是双赢的结果。参与校园网络安全建设的过程中，

他们对计算机领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要做到：一是资源整合，

机制创新，利用好高校自身安全力量。二是校企合作，引入民间力量，

策略篇

共同培养安全人才。三是加强国内外行业交流合作。加强与

国内各安全机构和组织间的顺畅沟通，与百度、阿里、腾讯、

360 等互联网公司和安全厂商推动深度合作，在教育软件厂

商的协同参与下，共同提升学校自身安全能力。

打造网络安全共同体

安全是一个长期且动态变化的过程，无法速成。学校

要从行动上真正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

要加强安全监管和服务，教育软件厂商要承担责任和更多

义务，安全厂商要提供符合学校要求的专业化安全服务。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互相合作才有教育行业安

全的美好未来。

网络安全的特点是攻防高度不对称。黑客可以单线作战，

一点突破，引发目标全线崩溃。但作为防护的一方，全局体

系任何一处都不能存在短板，一旦忽视被恶意利用，可能就

是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必须形成安全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

自身安全能力提升自不待言，还要加强与地方网络安全职能

部门、专业机构的合作，建立多方联动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

置机制。推进建立地区性的网络安全协作联盟，加强经验交

流与技术支持，技术能力较好的学校要为技术能力相对薄弱

的学校提供安全咨询和技术支援。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还有

专业的安全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在合作与外包过程中，高校信息化部门需要一个顶层设

计的安全保障体系。我们必须意识到：长期的安全持续服务

重于一次性的安全产品投入。高校安全需要什么？不是软硬

件安全产品的堆砌、不是孤立的一个个系统建设、不是高等

级的安全渗透测试，也不是一次次的救火应急响应，能带来

用户安全感提升的业务才是好业务。我们的安全需求不限于：

管理、制度、咨询、规划、人员、培训、系统、运维、整改、

应急、演练、情报、服务等，互联网在持续发展，这些对安

全的需求内容也一直在演变和进步。 （责编：王左利）

姜开达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

中心信息安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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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我们一是要

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制；二是要加强

管理和宣传，增强安全意识，完善安

全规范，贯彻安全操作规程；三是要

加强技术防护；四是要加强安全人才

队伍建设，发挥学校网络安全相关的

教师和学生力量；五是要加强与外部

安全公司合作，增强学校的防护力量

和水平，最终构建完整的学校安全防护体系。在具体的工作思

路上，有几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顺势而为。善于乘势和借势。最近几年，国家非常

重视网络安全，所以我们做网络安全工作同过去相比有更好的

基础背景，这是一个“势”，我们要会借势。

第二，堵疏有道。堵——对于不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网站

和系统关闭外网访问，甚至封锁 IP 和域名；疏——建立培训体系，

对于问题网站和系统进行技术指导，协助排查和处理，开展网

络安全专项培训。

不符合安全规范的网站，我们要把它封掉，但不能一封了之，

这会很容易让信息化部门与业务部门产生矛盾，如果我们的工

作达成是以牺牲与业务部门的良好沟通关系为代价，是得不偿

失的。所以要疏，要给业务部门建立一个培训体系，对问题网

站和系统进行技术指导，让他们自己能够认识网络安全的严峻

态势。

第三，建章立制，要靠规范约束大家的行为，同时把应急

预案做好，这样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流程。

第四，集思广益。高校实际上是出人才的地方，也是培养

人的地方。学生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要尽可能发挥学生的

力量，把老师和学生社团的力量充分挖掘。另外，要学会借助

外部的安全服务。特别是应急的时候，引入专业服务可以给我

们有力的支撑。安全服务外包是必须要去做的事，也是未来的

一个趋势。

第五，人才储备。专业人才的短缺和高校的用人制度致使

高校安全团队无法“扩军”，人才储备量远远跟不上网络安全

风险的增长量。我们要加强自身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自身

防护能力。

网络安全其实和信息化一样的，它永远在路上。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责编：王左利）

网络安全要善于“乘势”和“借势”

网络安全工作的难度，可以用下面

三句话描述：“信息系统不可能没有漏

洞，信息社会不可能没有黑客，信息安

全不可能不出事”。为什么？套用武侠

小说的说法就是“攻在暗处，攻在先手，

攻是高手。”所以，高校的网络安全工

作很难做到百分之百没有问题。

网络安全工作的要点，有以下两个

方面：第一，垒高安全门槛，避免“祸水”

进门。网络安全工作的本质就是攻防，当自身安全门槛增高之后，

攻击难度的提高往往会让黑客知难而退。第二，做好安全管理，

力求问责无忧。网络安全事件发生之前，要重视安全监测和加固；

安全威胁来临，要有安全防护；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安全应急

则很重要。

基于和许多高校的深入交流，我认为 , 网络安全有五条管理

策略值得高校重视：

第一，提高安全意识。校内师生以及各部门网络安全意识

的提高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 , 这项工作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校

园人群，他们使用网络非常活跃，但防范意识相对薄弱。

第二，规范管理制度。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高

校的网络安全工作往往会疲于应付，忙于“救火”，陷入被动

甚至混乱。

第三，培养技术队伍。对高校网络安全工作来说，虽然外

包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此高校自己培

养出一支有行动力的网络安全队伍是必需的。当然，把人招进

来或者培养起来了，能不能留得住，是高校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四，完善安全设施。这里的安全设施，不是指单独的安

全产品或安全设备，而是一整套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建设的网

络安全设施。学校不能被厂商牵着鼻子走，不能厂商推荐什么

就买什么。否则，不仅大量经费被浪费，还耽误了工作，解决

不了问题。

第五，选购安全服务。在制度上，以前学校在信息化采购

方面只能购买产品，不能购买服务。这两年有很大的变化，开

始鼓励购买服务。而在意识上，改变更大，大家基本都能接受

引入专业服务的理念。对于学校来说，选购专业水平的网络安

全服务，也就是借助专业、可信、优秀的网络安全公司，来帮

助学校做好安全服务，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责编：王左利）

高校网络安全五条管理策略

涂庆华  

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处处长

杜佩林

CERNET 网络中心主任助理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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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时期的应急响应备受关注。南京理工大学的做法是建立白名单机制 , 厦门

大学则在网站防护中实施了网站静态化机制。此外，引入专业的安全服务，进行

更专业的防护已成为许多高校的选择，9 月 ~10 月，一些高校试用了高校网盾，

我们也对此进行了跟踪。

网络安全保障重在平时，管理

体系建设、规章制度、应急预案、

系统分级、等保都要靠平时建设，

重 大 活 动 时 期 与 平 时 的 保 障 区 别

是 根 据 网 站 和 系 统 分 级 启 用 不 同

的 机 制 而 已， 重 大 活 动 时 期 只 开

关键业务。

重大活动时期与常规时期的工作思路有所不同。我们把

资产分为三级，一级校级平台，如主页、服务门户、统一身

份认证、输出中心平台。在关键的时候，要保什么？保重点。

所以我们要梳理 “白名单”，在关键时期，在特殊时刻，优

应急篇

建立白名单，梳理资产等级

重大活动时期是网络安全改善契机

重大活动时期，安全的重要性

应当排在一切工作的前面。日常安

全管理中，我们经常设置黑名单，

到重大活动时期是设置白名单。黑

白名单的不同在于对“黑”“白”

不明确的疑似网站的处理上，这些

不明确的疑似网站所占比例很大，

采用白名单的工作模式产生的主要

作用是责任真正落实到人，有隐患必须关闭、必须整改。

只有解决了安全问题，才能更好地推进应用。应用需要

安全，安全为了应用。重大活动时期，应用的提供者和安全

的管理者双方要相互理解、配合默契、齐心协力，能够完成

平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重大活动时期的历练，各方的

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将得到大幅度提高。所以我认为，我

先保障的肯定是“白名单”范围里的主要业务。因此一定要把资

产的等级梳理出来，不同时期需要启动不同的 “白名单”机制，

这样才能确保学校的网络安全。或者至少我们要做到，黑客攻击

我们比攻击别人要难一点。

网站系统是重大活动时期的关键点，网站系统要定期检查，一

定要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不能等到特殊紧急时期才去做。高危

漏洞无论是出现在内部还是外部，一旦发现就要立刻将外网封掉，

如果特别严重，出现在内网也需要封掉。

对于那些陈旧的，无人管理的网站和系统，要下线和回收。必

须制定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明确到哪一步该怎么做，形

成制度网络安全工作才能进入常态化。 （责编：王左利）

们应当借助重大时期的东风，通过在重要时刻发现问题和处理问

题，由此形成的及时反馈与应急处理能力将为日后的常规管理带

来益处。

日常网络安全管理工作中，大家发现网站系统有漏洞、有安全

隐患，但往往会有系统管理方和开发方以任务重、时间紧等各种理

由和借口推托，导致系统带“病”运行。这种做法不可取，到关键

时刻往往会出现很多无法估计的问题。因此，平时要把工作做细，

考虑问题要全面，做到校园服务心中有数，不留缺口和死角，不给

破坏者以机会，对内要铁面无私、按照流程和章程办理。尤其要重

视沟通交流，做好突发情况下的危机处理准备，积极应对学校部门

和个人的不理解，处理可能出现的舆情危机。

同时，平时就要加强校内外网络安全联动，信息安全共享，主

动接受上级部门管理监督，在重大活动时期发挥集体智慧，为学校

网络安全保驾护航。 （责编：王左利）

谢大纲

哈尔滨工业大学网络与信

息中心主任

涂庆华  

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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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时期网站安全防护手册

厦门大学

文 / 郑海山

在大型活动保障期间，为了提高网站

的安全性，较少运维压力，信息部门会选

择尽量关闭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站，缩

小需要运维的机器的数量，把保障力量集

中于最重要的部分系统和服务器上。门户

网站作为学校的第一入口，往往是攻击者

的首要目标。如何提高门户网站的安全性

成为大型活动保障的重要工作。

将整个网站静态化，可以规避服务端

动态脚本语言带来的诸如 SQL 注入、权

限绕过、XSS、CSRF 等安全风险，然而

静态化并不能完全规避所有风险。通常意

义的静态化方法指的是纯 HTML 和图片、

JavaScript、CSS 代码，而前端 JavaScript

还是有动态执行的代码。一般现在的网站

群也会生成静态网页，网站群系统生成的

静态网页与产品高度耦合，中间件不能

随意变更，操作系统补丁如果更新到最

新可能会对网站功能造成影响。如果能

搭建一个纯静态的网站，安全性必将更

高。本文将介绍如何打造高安全性的静

态网站的方法和静态网站面临的安全问

题和防护手段。

一个网站页面，从服务器到浏览者

之间会经过非常多步骤，中间任何一个环

节都有可能被攻击。防护应当考虑所有环

节，包括引入的安全设备是否同时也会引

入安全隐患等。一般来说，只要做好静态

化，基本上不会被普通的攻击者攻击，本

文提到的一些防护措施存在重复和无效的

可能，然而基于纵深防御的概念，通过多

层重叠的安全防护达到冗余的结果，即使

某一个防线由于技术失误造成失效，也可

以通过其他防御弥补。

静态化处理和安全性检查

如果网站本身是由网站群系统生成的

静态化页面，则可以直接在网站群生成的

静态化页面服务器上做好安全防护。通过

URL 重写技术的伪静态与动态页面的安全

性一样，这些站点可以使用 wget 开源软

件一条命令镜像整个站点。对于静态页面

还必须做以下内容方面的检查：

1. 如果网页文本本身带有恶意文本，

静态化会将其原封不动的镜像过来。可以

通过漏洞扫描工具扫描关键字和隐藏文本

来检查。

2.JavaScript 文件是否官方下载，是否

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可通过重新在官

方下载或者使用程序 MD5 检查所有的第

三方 JavaScript 代码。

3. 是 否 引 用 了 其 他 站 点 的 图 片 或

JavaScript。如果其他站点图片内容被篡改，

会导致网站也被篡改。检查图片是否带有

隐藏信息。

4. 是否引用了 IFrame 嵌入第三方网

站内容。

网站应当对静态化友好，为了让镜像

网站可以在本地或者服务器上直接浏览，

wget 会更改页面的 HTML 后缀名，可能导

致 JavaScript 脚本运行不正常。wget 也会

更改 URL 的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所以

做完静态化后应当多次检查，如果有需要，

应当调整原始网站模板，或者在 wget 后

使用脚本语言改写内容，使得静态化可以

持续自动化执行，使得动态网站的更改可

以更快反应到静态网站上。

静态网站的防护

一旦做好了相对安全的静态网站后，

针 对 可 能 的 攻 击 可 以 再 实 现 以 下 纵 深

防御。

1. 网络层面

网站服务器网络层面的攻击包括可

能 DNS 解析被修改导致浏览者访问了攻

击者伪造的网站，可能 IP 被同 VLAN 攻

击者控制的服务器抢占，或者是同 VLAN

被攻击者控制的服务器发动 ARP 攻击导

致网页内被嵌入其他内容。对于网络层面

的防护，应当加强 DNS 服务器的管理，

保证 DNS 服务器的安全性，同时尽量减

少同 VLAN 内服务器的数量，在服务器和

交换机上绑定 IP 和 MAC 信息，同时使用

HTTPS 传输减少被篡改的风险。

2. 操作系统和 HTTP 服务器层面

操作系统应当使用最新的版本，最

小化安装，所有安全补丁更新到最新。启

用严格的防火墙。可以在网络层面限制服

务器主动对外发起连接，定期安全更新可

采用 HTTP 代理更新。HTTP 服务器应当

最小化安装，去除不需要的模块，隐藏

HTTP 服务器版本。

对于服务器的其他防护，以 Linux 为

例，安装多个开源安全软件。可在服务

器安装 Lynis、OpenScap 等进行配置核

网络安全：挑战·策略·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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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使用 nmap 进行扫描，安装 ClamAV

定期检查病毒，安装 chkrookit 或 RootKit 

Hunter 定期查后门。

对于可能的 DDoS 攻击和慢连接攻击，

应当临时性调高静态服务器的 CPU 和内

存资源，调大 HTTP 服务器的连接数，减

小超时时间，做好缓存，使用 Fail2ban、

mod_evasive、mod_reqtimeout、mod_qos 等

模块做好资源限制。

对 于 扫 描 攻 击 的 防 御， 可 以 安 装

OSSEC、mod_security 等检测攻击。

3. 文件目录

通常的防篡改软件能防止页面所在

的目录不被篡改，但是无法预防通过修

改 HTTP 服务器配置文件指向其他目录或

者直接写 Python 脚本用 HTTP 服务的情

况，所以以上的防护应当交由操作系统来

执行。对于文件目录的防篡改，可以安装

开源 OSSEC、Tripwire 等软件检查篡改情

况，同时可以设置 wwwroot 只读，不可执

行，甚至可以为 wwwroot 目录单独分区，

在挂载时在 /etc/fstab 内设置只读，或者使

用 chattr +i 设置目录只读。

4. 安全设备

即使服务器已经做好了安全防护，也

应当在网络层面增加 WAF、IPS、防火墙、

防 DDoS 等安全设备增加安全性。应当使

用漏洞扫描设备对服务器和网站内容进行

漏洞扫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WAF 安

全设备需要接管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通

信并进行阻断等操作，应当保证 WAF 服

务器的安全性，注意 WAF 缓存可能带来

的影响。

5. 防篡改云服务

购买第三方的远程页面防篡改提醒服

务。防篡改提醒服务提供商会从世界各地

访问被监控网站，发现篡改行为会通过电

话、短信、邮件等多渠道通知。需要注意

的是防篡改必须检查所有页面的所有内容

（JavaScript、图片、CSS）的修改，并且修

改比例应当为 0%。也可自行在互联网云

平台搭建防篡改检查程序，通过定期爬虫

下载所有内容进行 MD5 比对和修改通知。

6. 管理人员

相关的管理人员应当做好安全培训，

保证管理终端的安全性，不使用盗版软件，

不安装不必要的浏览器插件，启用强密码

规则，管理客户端专用，关闭外网访问，

对服务器的管理采用堡垒机。

7. 演练、应急预案和巡检

大型活动保障期间应当定期巡检，安

排人员 24 小时值班，并做好事前演练和

应急预案。巡检内容包括以上所有做过的

安全防护软件运行情况，系统更新状态。

检查各个软件的运行状态和结果分析，检

查系统账户、性能、进程、端口、启动项、

病毒、后门、漏洞扫描结果、WAF 和 IPS

拦截日志。查看日志传输是否完整，备份

是否正常查看，各个服务器的通常运行状

况。检查所有软件和安全设备的软硬件工

作状态，配置更改情况。对攻击 IP 进行

封禁等。并做好配置变更和巡检报告。

运维安全的其他注意事项

1. 使用 Ansible 等自动化配置工具

为确保操作系统、HTTP 服务器的安

全配置灵活，方便检查配置和审计，方便

系统重建，减少人为失误和变更工作量。

应当使用 Ansible、Puppet 等自动化配置

工具自动配置整个服务器环境。同时也可

以使用 Ansible 等脚本执行自动化巡检任

务。

2. 一键断网

为了减少被攻击后传播所造成的不良

影响，应当有一键断网措施。一键断网可

以从传输的各个层面上执行。比如在操作

系统增加防火墙、关机、在 Web 服务器

设定访问某个特定页面自动关闭服务器；

虚拟机关闭网络；实体机拔掉网线；网

关使用 ACL 控制、网关关机；网络层面

WAF、IPS、防火墙拦截。在出现疑似攻

击后应当尽快将服务器下线，检查无误后

方才上线。

3. 应对虚假攻击

由于网络传输的链路过长，各个环节

都可能造成网站疑似被攻击，比如云 DNS

投毒、CDN 投毒、客户端本身 ARP 攻击、

客户端接入商随意插入广告甚至被人截图

后 PS 修改等。如发现应当及时下线，并

执行检查，如果确定非自身因素则应当及

时上线，并在页面上显著位置公布以消除

不良影响。

4. 攻击溯源

安全措施无法做到百分百安全，在攻

击发生后，为了为下一次工作积累经验，

同时收集犯罪证据，应当做好攻击溯源准

备。应当保存好所有相关日志。比如网络

设备日志、安全设备日志、主机日志等。

所有的日志应当进入专门的远程日志服务

器。服务器做到分钟级别的备份以防止攻

击者擦除攻击痕迹。

5. 网站关闭的通知页面

对于一些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暂时性

下线的网站，可使用应用交付设备或者

把 DNS 导 入 到 一 个 特 定 的 通 知 页 面，

以减少突然给对网站管理员和浏览者带

来的不便。同时为避免临时性替换网站

页 面 内 容 导 致 搜 索 引 擎 删 除 原 有 网 站

信息，通知页面应当返回 503 HTTP 状

态 码， 也 可 根 据 恢 复 时 间 指 定 Ret ry-

After 返回值。

通过以上的安全防护，可以大大提高

门户网站的安全性，减少在大型活动保障

期间的运维压力。以上措施也可实施于动

态网站，然而动态网站还需要其他包括代

码审计等安全措施。由于存在管理人员和

0day 漏洞等的风险，所有的安全措施无法

做到百分百安全，只能是提高攻击者攻击

的难度，同时，网站还应根据政策法规要

求做好备案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等工

作。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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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彤

高校网盾是赛尔网络联合国内一线安

全厂商推出的 Web 安全实时防护产品，

以 SaaS 方式为全国高校提供服务，目前

已在部分省份部署并试用。在十月中下旬

的重大活动网络安保工作中，高校网盾防

护了 8 省区近 200 所高校的 3000 多重点

网站。10 月 18 日至 24 日的一周左右时

间成功阻断了 801.02 万次攻击，没有发

生一起攻击成功或篡改成功的安全事件，

得到被防护高校的普遍好评。

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巨大的监

管压力，高校网络安全已成为信息化工作

的重中之重。其中高校 Web 应用网站，

因其目标大，数量多，管理权分散，运维

状况差，安全事件社会影响大等原因，而

成为网络安全工作的痛点和难点。如何才

能有效监测和防护高校 Web 应用网站，

也是从业者热议的重要话题。

为了帮助高校做好 Web 应用网站的

实时防护，作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网

CERNET 的运营服务商，赛尔网络在与各

地高校和业界厂商反复论证研究的基础

上，于 2017 年 9 月在陕西、山东、河南

三省率先试点部署了高校网盾系统。

高校网盾是部署于教育网内的共享式

Web 应用防火墙，即在 CERNET 省级节点

建立“Web 实时防护系统”，采用性能优越、

安全稳定的技术手段，把各高校需要保护

网站的 Web 访问流量分流到该系统中，并

用市场上先进的 vWAF 软件技术对这些流

量进行清洗，之后再送去网站进行访问。

在针对高校网络的重大安保工作中，

基于 SaaS 模式的高校网盾在 CERNET 网

内部署的优势得到了充分显现。高校需要

防护的 Web 访问流量，不用出教育网就

能完成清洗，保证了流量安全和防护效果。

业务管理中心可对网盾进行集中配置、统

一管理。网盾产生的日志、数据统一汇总

到云安全管理模块上，由云安全管理模块

进行大数据分析、可视化展示和态势分析。

高校网盾提供的可视化态势感知功

能，能够实时显示监控范围的安全防护状

态，基于实时大数据的态势分析功能提供

7×24 小时安全运维服务，让用户对网络

中的攻击趋势一目了然。在实现对网络最

新攻击和防护状态图形化的基础上，网盾

还能够通过可视化界面让网站服务质量和

故障信息一览无余。高校网盾可向用户提

供网络防护日报和周报服务，包括网站访

问次数、攻击拦截数量、攻击源区域分布、

攻击源 IP 地址监控、域名劫持监测等报告。

据此次重保防护合作厂商安恒信息提

供 的 统 计 数 据，10 月 18 日 至 24 日 间，

高校网盾发现的攻击以协议违规 - 恶意

USER-AGENT、SQL 注入攻击、疑似攻击

等 Web 类型攻击居多，累计攻击量约占总

高校网盾成功防护三千多重点网站

一周阻断 800 多万次攻击，未发生一起攻击成功事件

图 1  主要攻击类型

图 2  高校网盾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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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7 成左右。具体攻击类型如图

1 所示。

高校网盾在重大活动安全保

障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高校的

普遍认可。西北大学种兰祥老师

说，根据反馈结果，重保期间对

西大相关网站的攻击量比较大，

但都被网盾成功防护住了，效果

不错。河南大学王守中老师说，

高校网盾的总体防护情况很好，

经受住了攻击，这样的方式确实

让高校省心、省时、省力。

据了解，高校网盾在近期重

保工作的出色表现已被全国很多

地区高校所了解和关注。面对全

国范围的广泛需求，赛尔网络将继续扩大

试点范围，有步骤地推进高校网盾建设试

点工作。

当然，高校网盾出色表现的背后离不

开产品技术和服务团队的支持和配合。

为更好地帮助高校完成重大活动的网

络安全防护，赛尔网络总部和分公司相关

团队加班加点，密切配合，在 9 月底及时

完成了陕西、山东和河南三省的平台建设

和系统调试工作。为了给更多省份的高校

网站提供防护，赛尔网络陕西分公司克服

诸多困难，利用陕西网盾平台的技术特点，

除本省高校外，还为广东、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等省区高校提供防护和监测服务。

赛尔网络河南分公司针对河南省高

校重大安保的需要，前期还对相关高校

提供了网站安全监测服务，10 月 12 日

~16 日共发现 4 所高校存在安全隐患，大

部分为博彩、非法网站篡改，及时通知

了学校进行整改。

赛尔网络山东分公司安服团队还为

申 请 保 障 的 高 校 网 站 进 行 全 面 安 全 检

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知学校进行整

改，将危害最小化，并积极配合学校修

复工作，确保漏洞被发现，被修复，形

成闭环。 （责编：王左利）

图 3  宁夏某高校通过网盾后台可看到的实时监控情况

网盾与WAF和云盾的区别

 网盾是一种部署于“本地运营商网

络”的共享式 Web 应用防火墙，相对于

部署于校内网络中 WAF 产品而言，网

盾具有五大优点：安全性好、性能优越、

成本低廉、升级迅捷、无需运维。

云盾是一种部署于“公网 CDN 云

平台”的共享式 Web 应用防火墙，相对

于网盾而言，虽然同样具有升级迅捷、

无需运维的优点，但却因为流量牵引过

于遥远，因此，安全性差，性能偏低，

成本偏高。

高校为什么需要网盾

防护成本问题：高校内 Web 网站数量

众多，分布分散，全面部署 WAF 产品保

护学校所有Web网站，成本太高，也不现实；

专业队伍问题：高校的信息安全队

伍由于人手有限，总是难以把 WAF 产

品配置好和维护好，WAF 实时防护应

有的作用发挥不出来；

情报更新问题：部署在校内的 WAF

产品，往往很难及时更新安全情报信息，

也得不到及时升级换代，造成大部分

WAF 的实时防护能力名存实亡。

用了高校网盾
是否就高枕无忧

1. 网络安全不可能一劳永逸：高

校网盾因其网络调度和流量清洗的优

势，可以大大降低网站被攻击的概率，

让高校老师在一定程度上省心省力。

但安全是个相对的概念。只要我们用

互联网和信息系统，针对它们的攻击

就永远不会停止，我们的安全防范之

弦就需要一直紧绷。

2. 网络安全一定是系统工程：高

校网盾只是一种实时防护工具，即在

流量分流、流量清洗、流量优化和访

问加速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不是

网站安全工作的全部。高校网站安全

工作还需要做好网站治理、主动检测、

网页防篡、流量检测、修复加固等等

工作，才能垒高安全的堤坝。如网站

治理就是要按照规定对分散管理状态

的各种网站进行发现和处置。主动检

测就是要采用漏洞扫描等主动式检测

手段有效发现各种安全漏洞。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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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董永苹  谢大纲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了网络安全“一

把手”责任制，学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负责统一领导、统一谋划、统一部署全校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统筹制定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

策，研究解决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要问题。

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书记和校长担任，主

管校长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

哈工大完善了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按

照 “谁主管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明确了网络

安全负责人和网络安全员，确定了每个信

息系统和网站的责任人和技术联系人；学

校还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形成了网络安全工作实施方案，开展了网

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制定了网络安全工

作任务清单；成立了网络安全工作组，提

前预警，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提高了网络

安全应急处理能力。

应急预案要点

高校应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应急工作机制，提高应对重要时期应急响

应的能力。在建立预案时，应综合考虑如

下问题：

信息系统和网站服务闸口明晰

根据要求对信息系统和网站进行访问

限制，只有满足要求的才能上线。各高校

的网络结构不同，各信息系统和网站的访

问限制要求不同，控制闸口位置也不同。

因此信息系统和网站服务闸口位置必须

明晰，操作流程必须规范，要能够满足

高校管理需求。提前做好相关文档、责

任落实到人，做到心中有数。

确定初始白名单

促进网站集约化管理，建议各部门网

站信息系统部署在学校数据中心，集中力

量实现网络安全一体化管理。

从制度上对校园开放的服务严格管

理的同时，从技术上对校园网服务进行监

控，对校园对外开放的具体服务做到心中

有数。

确定白名单管理模式，即只有满足上

线要求的信息系统和网站才能上线。白名

单管理使得责任能够真正落实到人，有隐

患必须关闭、必须整改。

学校门户网站、重要的信息系统和

集约化管理站群一般建设力度大，安全

管理严格。高校从这些信息系统和网站

中按照上线要求选取初始白名单，为后

续其他信息系统和网站进入白名单提供

校园网应急处理流程应责任明晰
哈工大完善了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

各单位明确了网络安全负责人和网络安全员，确定了每个信息系统和网站的责任人和技术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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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和参考。

确定进入白名单的流程和要求

进入白名单的系统，需要给校园网安

全管理部门提供申请等相关材料，只有审

核通过才能加入白名单。材料主要有：网

络安全承诺书，做到责任落实到人；信息

系统安全技术保障方案；信息系统安全事

件应急处置预案；信息系统 24 小时值守

方案及人员安排，落实安全值守制度；非

“僵尸”信息系统佐证等。

设置专人负责检查以上材料，形成具

体执行办法，做到域名、IP、端口等全方

位管理，按期完成，做好相关测试工作。

职责分工明确

网络服务闸口和白名单管理模式明确

后，具体工作需要明确，相关责任需要落

实到人。要通知各单位在校园网安全管理

部门审核通过前不得开放网站，做好网站

的 ICP 备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定级等管

理工作；校园网管理部门对学校 DNS 无

ICP 备案域进行清理，对学校二级域名进

行清理，对 DNS 记录中非校园网 IP 进行

清理；进行校园网服务监测，对于无 ICP

备案网站进行清理。

防护措施不够完善的信息系统和网

站，如果直接暴露于互联网中，极易受

到攻击。针对此类网站，采取限制互联

网访问措施，督促尽快加固、及时恢复

上线。

校外域名指向校内 IP，管理措施不到

位，存在安全隐患，一旦有惩罚性措施，

会牵连到同一 IP 的其他服务。这种情况

应通知各单位自查，如有存在校外域名，

而且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的，不仅会导致

学校 IP 地址被封掉，而且还会引发安全

事故，会被问责，因此这些网站需要各单

位立即从源头上限制互联网访问。

做好分级的应急处理工作

校园网服务采用白名单管理模式，

应在校内发布通告，让广大师生知悉；

应成立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组，加大

值班和网上内容和信息安全巡查力度，

重大时期 24 小时值班，加强校园网运行

和内容安全监控，确保信息畅通，重大

事项及时上报；信息安全检查和监管检

测常态化，主动发现漏洞，不留死角；

没有网络防护措施的区域，严格整顿，

先下线再治理，数据中心要加强防护，

关闭不必要的服务；建立网站、信息系

统登记备案制度，保证在线服务责任到

人，管理到位；及时发现网络与信息安

全类公共事件，及时应对，及时报告，

避免扩大事端。

做好突发情况下应对危机的准备

重大活动时期应急响应能否及时到

位，平时就必须下功夫。学校要有预警

能力和经验，有重大时期应急响应的技

术和管理储备；要在平时的工作中，做

好网站系统摸排，做到心中有数；要明

确服务开关闸口，责任落实到人；只有

这样，在重大时期，决策只要一定，立

即就可以实施。

另外，遵从“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同步运行”原则，在学校信息系统和网站

的规划、设计、实施、运行等阶段确保安

全，自觉地把网络安全贯穿于信息系统和

网站建设和运行的全过程。在信息系统和

网站的规划设计阶段，应形成安全方案，

报网络安全管理部门审核。

此外，学校要做好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进行 ICP 备案，尤其是对保密要求

高的学校。

重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由公安

部、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和国

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下发。通过

规范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来提高信

息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以维护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保障和促进

信息化建设。

高校要按照规范定级原则，根据其信

息重要程度和敏感程度以及自身资源的客

观条件，按标准确定信息安全管理要求的

相应等级，并在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后，

切实根据相应等级的规范要求，制定相应

的安全策略，并认真实施。

做好 ICP备案

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

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实行备案制度。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

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提供的互联网

信息服务是非营利性的，需要对这些服

务进行备案。

因为学术会议、国内外交流等需要，

学校往往在官方域名、官方网站之外，还

产生其他域名和网站；学校一些师生个人

申请了域名和网站，部署在校内。这些都

多少存在没有严格执行备案制度的情况。

现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制度执行严格，

没有备案的，域名和 IP 都需要停止服务。

学校存在一个IP部署多个网站域名的情况，

一个 IP 服务停止，会造成大量服务停止。

学校域名指向校外，管理措施不到位，也

会导致网络安全问题。

因此，学校需要做好网站域名 ICP 备

案日常工作，对学校信息系统和网站加强

管理，按照“先排查后清理”的原则进行

具体工作部署。

首先，加强学校 DNS 服务管理工作，

对于校内域名使用校外 IP、校外域名使用

校内 IP 等特殊情况，做到有案可查，尤

其要把校内二级域名纳入学校统一管理；

其次，需要借助技术力量，对校园网

服务进行摸排，梳理校园网上运行的信息

系统和网站，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此外，建立校内外安全工作联络机制，

平时就要加强校内外安全联动，进行信息

安全共享，主动接受上级部门管理监督，

在重大活动时期发挥集体智慧，为学校安

全保驾护航。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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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向 艳  郑 强  牟星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创新发展，网络信

息技术被深入应用到各行各业。传统的教

育系统逐渐演变成大数据背景下的电子信

息化模式，应用涉及到校园生活的各个方

面，例如教学科研、招生就业、学科交流、

通讯办公、公共支撑服务等管理工作和沟

通平台。从而形成了一个集相关软硬件设

备于一体的综合性网络应用环境的计算机

局域网，即高校校园网络。

目前浙江大学校园网络整体规模大、

地域分布广，主要覆盖面积涉及 7 个校区、

400 多幢楼宇、约 80 公里环网光缆、在

线计算机数量近 10 万台、合计师生职工

超过 7 万人。随着校园网络硬件设备规模

的逐渐扩大，学校用户群体的增加，网络

应用的层出不穷，硬件设施设备老化等原

因，导致当前校园网络故障数量和类别不

断增多。因此在运维人员数量及精力有限

的情况下，挖掘分析现有故障，总结故障

原因及类型，采用新技术规范和简化处

理故障的流程，来降低故障率，提高解

决故障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

浙江大学故障平台统计的数据，介绍在

校园网络管理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后续

综合性的维护思路。

问题

从浙江大学“网络运维管理平台”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信息技术中心监

控呼叫平台综合服务热线共计接听电话约

6 万余次，其中咨询类占比 79.37%，报送

故障类占比 20.61%，用户请求占比 0.02%

（用户请求主要涉及打印机连网问题），

如图 1 所示。咨询类占比最高，大部分问

题通过一线的热线服务人员指导即可解

决。但由于目前热线人员紧缺，遇到新生

入学或大型视频会议等高峰用网时段，接

听压力较大，因此合理利用知识手册指导

用户自助解决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另

外针对师生职工等报送的故障，浙江大学

组织了一批有专业技术的二线维护队伍，

以便上门解决故障报修。

接下来重点对咨询类和故障类问题进

行详细分析，并给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和

建议。

咨询类

通过对咨询类问题的整理分析，主要

可以分为以下六大类，分别为网络咨询、

信息化咨询、邮箱咨询、校园卡咨询、单

位业务咨询和其他咨询。其中网络咨询占

比最高，达到 75.07%（主要包含网络服

务套餐咨询、上网账号使用问题咨询等），

信息化咨询占 15.06%，如图 2 所示。

根据应用系统对咨询类问题进行统

计分析，如图 3 所示，浙江大学 2016 年

全年服务工单中咨询类占比前十的服务类

型，主要涉及 VPN 上网账号使用、统一

身份认证相关、VPN 服务套餐、有线网络、

入校业务、无线网络、邮箱的办理使用、

校园卡、电子离校单系统、虚拟主机业务

咨询。其中 VPN 账号相关问题和统一身

份认证问题总体占比最高。

故障类

同 样 统 计 分 析 故 障 类 问 题， 故 障

类问题主要划分为 8 个方面，如图 4 所

示，包含网络、邮箱、校园卡等，其中

网 络 故 障 占 比 最 高， 达 到 总 故 障 数 的

高校网络运维的综合防护之道
浙江大学

图 1  浙江大学网络运维管理平台 2016 年服务

工单分布详情

图 2  2016 年服务工单中“咨询类”服务分布

比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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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7%。再针对占比最高的网络故障进

行分析，统计出报送的网络故障中排名

前十的情况，如图 5 所示。

其中设备端口故障主要是受到线路

割接及链路影响，原设备上端口需要调

整；设备供电故障主要是由于学校水电

中心停电、机房空调漏水或者温度过高

等导致；异常流量问题主要是由于进口

信道故障，网络切割和主节点维护升级

等造成。

维护方案

通过统计分析浙江大学网络运维中的

问题，发现用户咨询类问题量很大，但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网络故障类问题相对咨

询类较少，但存在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专

业性，仅靠信息化运维人员来解决问题是

远远不够的。因此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

借助网络监控平台，加强信息化人员的专

业技能，同时改善用户的用网习惯等方

法，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网络故障发生的

频率，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咨询类

从上文咨询类问题的统计数据可以看

出，主要问题集中在 VPN 账号问题、统

一身份认证、校园卡、电子离校单和邮箱

等方面，这些使用方面的问题具有统一性

和规范性，因此可以通过构建简明完善的

信息化知识库来解决。

1. 建立知识库，多渠道宣传校网知识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师生，目前浙江

大学信息化运维团队整理出适合浙江大

学实际用网情况的知识库，知识库具有

如下特点：

（1）覆盖范围广

包含咨询类问题中占比较大的校园网

的覆盖范围、有线网无线网的接入方式、

VPN 账号相关信息、邮箱故障解决方法等

信息。同时整理出常见网络问题的解决处

理方法，让师生能够自主判断和解决部分

网络问题。

（2）从使用者角度出发，简明扼要

针对单位用户的需求，明确主机托管、

虚拟主机、域名注册等服务所需的各种材

料以及办理方式。

（3）及时维护，及时更新

知识库的完善不应止步，它需要根

据当前网络的发展变化、用户的反馈信息

等进行及时的更新。例如通过今年五月份

的“比特币勒索病毒”事件，可增加开启

计算机系统自动更新的操作步骤，关闭网

络适配器设置和常见查杀病毒的流程等操

图 5  2016 年服务工单中“网络故障类”排名前十的工单量统计

图 3  2016 年服务工单中“咨询类”排名前十的工单量统计

图 4  2016 年服务工单中“故障类”服务

分布比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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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升用户用网的安全防范意识，提供

快速解决突发网络问题的指导。

（4）多途径获取知识库信息

此外目前学校咨询类问题高峰期主

要集中在新生入学的 3 月和 9 月，因此可

以通过宣传来提高新用户对浙大网络的了

解，掌握网络设置等基本的解决技能。例

如将宣传单放置于各校区宿舍楼缴费前

台，捆绑资料发放（网络基本知识，二维

码公众号推广，信息技术中心联系方式

等），或在新生报到处明显位置安排广告

牌或易拉宝，引导新生直接扫码关注。同

时定时定量地更新信息技术中心的微信公

众号“浙江大学信息中心”，普及校网有

线、无线、专网等的基本知识及基础问题

解决办法，以及利用公众号进行快速报送

故障等。

2. 提升运维人员能力，加强技能培训

除了通过校园网络知识的归纳整理和

宣传之外，目前学校成立了一支具有安全

管理意识的专业技能一线维护团队。每月

会针对团队成员进行相应的业务考核和培

训，激励成员分享故障处理案例，通过案

例还原的实际操作来提升其他运维人员的

技能。例如：

通过命令行操作来分析和判定网络故

障，“tracert”命令检查路由器端口路径

设置；“ping”命令检查网络是否连通；

“ipconfig”查看当前的 TCP/IP 配置的设

置值等；

通过用户电脑提示来判断故障类别，

例如任务栏电脑图标出现红叉、黄色叹号

表示用户适配器或者网卡出现问题；

通过学校 VPN 客户端提示 678 错误、

753 错误等，判断用户 IP 地址等问题。

因此提升运维人员处理故障的能力，

进行技能培训，可以帮助运维人员更加快

速定位用户问题，解决用户用网故障。

故障类

目前学校故障类问题主要通过二线

运维团队上门服务来解决，他们通过专

业的检测软件和设备来进行问题分析、

问题定位以及提供后续的解决方案。从

本文的图 4、图 5 结合来看，故障类问题

主要集中在网络方面、用户个人终端以

及设备端口线路损坏等方面，这些故障

可以通过监控软件来提前预警，同时加

强 VPN 客户端的升级，以便全方位降低

故障发生率。

1. 建立网络监控，加强设备维护

目前浙大网络覆盖面积广、用户数

量多，且个人终端仍在不断增加，导致

网络监管非常困难。运维人员不能及时

发 现 网 络 异 常、 端 口 报 错、UPS 供 电

不稳定和服务器 I/O 性能下降等常见问

题，致使故障频发，用户上网受到严重

影响。

软件层面，除了安装和启用最基本

的系统自带网络监视器和性能监视器这两

种实用性网络监控工具之外，更应该在系

统架构的层面考虑网络监管。在软硬件

之上安装并启用专业的网络安全监控软

件，例如 Web 应用防火墙（WAF）、基

于主机层扫描的 Nessus 和应用层扫描软

件 Webscan，通过全局扫描和故障预警等

功能及时发现服务器上部署的学校各系统

出现的入侵攻击等危险行为。针对服务器

上部署的应用系统记录日志、性能指标、

错误提示等进行筛查，保证故障发生时能

够快速定位发生时间及原因。此外在网络

正常运营中，需定期对网络进行整体杀毒，

制定相应的应急防护措施和网络隔离应对

措施。

硬件层面，除自动防护外，部门运

维人员需要对硬件进行定期维护，更换

使用年限到期的设施设备。督促设备提

供商按服务条款检修维护机器设备，查

看负载均衡、网络链路冗余等，检查设

备线路的连接配置、网线制作、电路连

通响应等，同时关注机房的空调系统、

消防系统、UPS 电力系统的检修。在实

际的工作中，有很大比例是由于硬件供

电设备、硬件端口以及线路损坏导致的

网络故障问题，因此设备的定期保养维

护是非常重要的。

2.VPN 客户端升级，指导用户用网

目前浙江大学网络用户均需要使用

VPN 客 户 端 访 问 校 外 网 络 资 源， 用 户

可以根据校区和电脑系统自主选择下载

Windows XP / Windows2003 /2007/2010 或

者 MAC 等版本的客户端，安装 VPN 客

户端后，运行 Connector.exe 应用程序，

使用校园账号和密码即可访问网络资源。

目前 VPN 客户端提供不同版本供师生教

工使用，故障报错方式较为简单，用户

只能通过报修热线解决问题。因此后续

可以针对 VPN 客户端进行改造升级，细

化错误代码的提示、增加智能检测功能

并将相关的步骤措施链接在上面，用户

可以根据提示来进行设置，达到自助解

决问题的效果。例如：

客户端不再单纯提示错误 691，而是

明确告之原因：（1）你已欠费，请尽快续费；

（2）你的账号密码错误；（3）你的账号

未激活；（4）你的账号被冻结。

如检测不到 IP 地址，则提示：你的

IP 地址未设置，请先设置 IP，并附加各

校区 IP 地址表以及设置 IP 地址的操作

步骤。

如 检 测 到 DNS 为 非 10.10.0.21 时 则

提示：你的 DNS 设置有误，请先修改为

10.10.0.21，并附带不同操作系统的 DNS

查找方式。

总结与展望

随着校园网络技术发展，承载的应用

系统不断增加且用户规模也越来越大，网

络故障的数量和种类也呈复杂性和多样化

的变化趋势。根据本文所述的综合维护思

路，要有效地防治校园网络故障，不仅需

要开展日常的维护工作，更要让运维人员、

用户和设备提供方三方共同参与进来，主

动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的监管维护，确保校

园网络的安全运行。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

校园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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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巍 刘瑾 杨雨

教师个人主页主要是指供高校教师使

用的个人网站，教师可以在网站中展示其

科研、教学、招生和学生等信息；实现对

外学术交流、对内辅助教学的效果。由于

教师数量大、参与信息维护的人员多、信

息的数据模型丰富，按照传统方式建立的

个人网站需要维护者具备一定的网站管理

经验，加大了维护的难度，网站安全风险

也较大。同时，随着高校信息化的深入，

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成为趋势，分散

建立的教师个人主页无法满足需求。因此，

有必要规划建立一套统一的教师个人主页

系统，使其在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中能够发

挥重要作用。

系统建设方案

建设目标

大连理工大学教师个人主页中英文

系统主要实现教师在统一平台中维护教

师信息；实现对全校教师个人主页的统

一管理；实现教师个人主页系统与学校

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共享与整合。

建设方针

系统数据量巨大，采用了“资源共享，

安全可靠”的建设方针。

1. 资源共享

系统融合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建设

应从信息源的规划和分类入手，遵循教育

部高校信息化标准、大连理工大学信息系

统标准化的要求，利用学校数据交换平台

和公共数据库完成数据对接，确保各个业

务系统的数据共享与实时交换。

2. 安全可靠

系统建设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通

过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采取有效的技术

措施，同步规划和建设信息安全体系，保

障信息保密、有效、完整、真实地传递，

保障服务器、网络、数据库安全稳定地

运行。

建设需求

教师信息以栏目形式展示，具体栏目

结构和数据模型描述如下 :

1. 栏目结构

教师信息分为一级栏目和二级栏目展

示，分别对应不同的数据模型，具体见表 1。

2. 数据模型

不同的数据模型类型采用不同的展示

方式，展示信息融合了多个业务系统的数

据。直接提取的数据会按照需要排序、选

择显示或者不显示，教师也可手动添加各

类数据。

3. 系统功能

维护子系统提供给教师管理和维护其

个人主页的功能，如模板选择、个人信息

管理、栏目管理、栏目数据管理、信息统

计（访问日志统计排行）、子管理员管理、

主页系统状态管理等。

管理子系统主要面向教师个人主页的

校级管理员提供主页的运维管理功能，如

主页模板管理、教师管理、教师磁盘空间

管理、教师个人主页门户管理、统计分析

( 申请、开通、运行、访问、维护情况等）

以及日志管理等。

系统建设实践

系统建设

1. 需求确认

首先，是了解国内外高校在教师主

页方面的实践探索；其次，是对师生需

大连理工大学

高校教师个人主页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一级栏目 二级栏目 对应数据模型

个人信息 教师信息

科学研究

研究领域 简介类型

研究方向 关键字信息

论文成果 论文类型

专利 专利类型

著作成果 出版物类型

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类型

科研团队 文章类型

教学研究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类型

授课信息 课程类型

教学成果 教学成果类型

获奖信息 获奖信息类型

招生信息 招生信息类型

学生信息 学生信息类型

我的相册 图片类型

社会兼职 文章类型

教师博客 文章类型

表 1  教师信息栏目结构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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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调研；然后，对国内专注教师主页

建设的厂商进行调研，了解各厂商的产

品优劣势；最后，是对系统涉及的各类

数据进行深度了解，确认数据来源以及

数据接口。

2. 系统设计

建设方案给出具体数据模型以及各个

功能模块的实现方法。界面设计参考本校

网站的整体风格，注重用户的使用便捷性、

界面友好性以及功能人性化等特征。

3. 试运行、逐步推广

教师通过系统使用文档及各类问题的

总结反馈对系统的使用以及设计的初衷更

加明了。学校举办的优秀教师主页评比活

动，门户页设置的最新更新、热点主页、

单位开通排行，以及以数字方式显示的访

问数都激发了教师的使用积极性，起到了

进一步推广的作用。

建设成果

大连理工大学教师个人主页中英文

系统直观形象地将教师资源展现在社会面

前，不仅提高了高校影响力，在教师的学

术交流、教学、招生等方面也都具有非同

寻常的意义。

系统将分散在不同学院、不同应用系

统中的相关数据信息整合起来，并统一展

示，便于访问者从系统的统一入口查询并

获取到教师详细、权威的信息。

系统创新点

信息索引功能

教师个人主页门户作为所有教师个人

主页网站的信息索引页，旨在引导访问者

快速的访问到相关教师的个人主页。

系统门户首页根据统计信息提取了最

新更新的教师排名和热点主页的教师排名

（即访问量排名）；

提供“杰出人才”栏目，根据学校情

况，将杰出人才分类显示便于检索；

提供“单位列表”栏目，根据学校一

校两地三区的特点，将教师单位列表分为

三个校区，可在不同校区中查找相关单位

及相关教师；

提供“学科列表”栏目，划分详细的

学科列表，提供学科检索功能；

提供“教师查询”栏目，教师可以通

过所在单位、职称、学科专业、招生专业、

研究方向等关键字进行高级查询，搜索到

相关教师。

系统融合、数据共享

系统的各类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七个

业务系统，一卡通系统、人事系统、研究

生管理系统、科研管理系统、教务管理系

统、招生管理系统、知识产权系统。

通过公共数据库交换更新，教师可以

直接使用这些已有数据无需再次填写；同

时，如提取信息有误，可到相关的业务系

统中修改更新，从而减轻教师维护管理的

工作量，方便数据管理员了解学校业务系

统的数据质量、提高学校的数据治理能力，

也为学校将来彻底解决教师重复填表问题

打好基础。

应用及展望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应用也

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为满足用户需求，

教师个人主页移动版也同时上线，访问

者可在移动设备上随时随地浏览教师个

人主页。

教师个人主页移动版还加入到大连理

工大学“i 大工”移动校园中，方便广大

师生查找使用。

教师个人主页系统可应用对接到学校

各学部（学院、部）二级单位主页中“师

资队伍”栏目中，该栏目主要用来展示本

单位的教师信息。教师个人主页系统上线

后，利用系统数据对接的方式替代了手

动更新的方式；直接提取教师个人主页

教师信息；实现栏目的统筹建设和自动

更新维护。

学校目前正在规划机构知识库的建

设，该系统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分散的科研

论文等数据，形成高校学术成果仓储，实

现全校师生期刊论文、专著、文集、专著

章节等信息的采集和展示，为教师个人主

页系统“科学研究”栏目提供更加丰富准

确的资源。

学校的基础平台目前也正在升级改造

中，公共数据库的升级将提高整体数据的

质量，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完整性、标准

性和一致性。

未来，随着数据质量的提高，将逐步

实现教师个人主页系统中全部数据的自动

生成和更新。大连理工大学教师个人主

页中英文系统将不断发展创新，更好地

服务于广大师生。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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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管理系统主要包含如下几个部分：

工作流引擎： 主要是实现业务流程

的规则抽象，模型的建立，解释，以及为

流程实例提供运行环境，并解释执行流程

实例。 

工作流定义工具：主要是实现工作流

的描述文件的定义和建立，通过可视化的

方式把复杂的流程定义以图形化的方式显

示出来，并加以操作。 

自定义模块：主要指自定义表单，实

现业务模块的工具。 

流程管理和监控：主要指组织机构、

角色，流程实例等数据的维护管理和流程

执行情况的监控。

系统分析与设计

1. 系统总体结构

基于工作流的网络故障自助报修系统

主要由 5 个功能模块组成：故障申报、网

管接单、上门服务、服务评价和流程审核，

文 / 刘宸

随着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化的建设和发

展，联网宿舍楼宇和上网学生逐步增加，

联网学生突破 3 万人次，联网学生宿舍达

到 55 栋，网络故障总量呈现一个持续上

升的趋势，如图 1 所示。

西安交通大学现有的报修流程是：学

生网络故障后通过电话给网络中心报修，

然后由网络信息中心老师指派工单给对应

学生网管，学生网管联系报修同学，携带

纸质工单上门维护，维修完毕后学生填写

维修评价，最后回收统计纸质工单。

这种报修方式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1. 通过电话报修，既无法满足网络故

障数量快速增长的需求，也无法满足用户

快捷方便的网络故障报修的需求；

2. 纸质工单的方式，增加了学生网管

工作量，并且容易造成记录误差，纸质工

单丢失导致工作量统计困难等问题；

3. 无法动态跟踪维修状态，也无法实

时掌控维修质量，缺少有效反馈机制。

为了满足学生网络故障报修的需要，

西安交通大学自主研发了一套基于工作流

的网络故障自助报修系统。

技术背景

工作流

工作流，顾名思义，就是业

务信息数据在多个环节模块之间

的流转。按照工作流管理联盟的

定义，工作流指的是“业务过程

的部分或全部在计算机应用环境

下的自动化”。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为了实现对业务过程的工作

流管理，需要对业务流程及其各

个步骤之间业务规则进行抽象，

概括，做成一个统一通用的流程

管理软件系统，这种软件系统就是工作流

管理系统。

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计

算机技术的支持去定义、执行和管理工作

流，协调工作流执行过程中群体成员之间

的信息交互。工作流管理系统将业务流程

中工作如何组织协调在一起的规则抽象出

来，从而分离了具体工作的逻辑和流程组

织的逻辑，实现对业务过程的抽象建模、

业务过程仿真分析、业务过程优化、业务

过程的管理与集成。从而最终实现业务过

程的流程自动化管理，如图 2 所示。

开发人员或者流程的应用人

员遵从工作流管理系统的规则或约

定，设计和实现具体的业务流程。

工作流管理系统主要功能

业务流程建模；参与的用户，

权限，角色设计；工作流测试运

行；业务表单模块的建立；流程

发布运行；流程管理和监控；流

程出错后的修复。

“工作流”让报修与接单更智能
西安交通大学

图 1  西安交大近 3 年的用户服务趋势（单位：件）

图 2  工作流系统结构

定义工具 表单工具

工作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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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工作流定义 表单定义

工作列表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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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调用

更新
操纵工作流执行服务 生成

维护

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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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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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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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

该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在报修、维修、

评价之间建立沟通桥梁，从反馈评价中发

现维护的及时性、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问

题，协调各运维小组的组内外运行机制和

维修行为。

2. 系统业务流程分析和设计

系统共有 3 种工作流过程。第一种，

申报人申报网络故障，对应楼宇学生网管

接单，故障处理完成，申报人评价服务，

中心老师审核流程，流程完成；第二种，

学生网管如果不能独立完成，请求中心老

师协助处理。中心老师给予处理意见指导

学生网管处理完成，申报人评价服务，中心

老师审核流程，流程完成；第三种，中心老

师认为故障超出学生网管处理能力，老师直

接处理，申报人评价，中心老师审核流程，

流程完成。具体 Workflow 流程如图 4 所示。

系统实现

系统采用 B/S 架构的流程服

务平台来实现，代码开发采用敏

捷开发，系统前端 Web 页面可以

直接通过Infoplus快速设计完成。

系统只需在对接校园网统一身份

认证系统、调用学生网管人员数

据库等关键部分编写代码，力求

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开发时间和

提高开发效率。

系统利用 WebService 标准接

口从校园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数

据库中读取学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

宿舍，电话等需要的信息。根据读取到的

宿舍号，查询学生网管楼宇对应关系表，

查询到对应学生网管，系统自动给被用户

选择的学生网管发送故障短信，提醒该学

生网管及时上线处理故障。

1. 系统人员身份分类

通过统一身份系统认证后，确认了申

报人的学生身份，并且在故障申报表单中，

可以自动填写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数据库

获得的报修学生个人信息，报修学生只需

选择学生网管和简单填写故障描述就可以

提交故障申请，大大简化了报修步骤。

系统与统一身份系统认证结合，对不

同的登录用户给予不同的权限。普通学生

用户登录，可以申报故障，查看故障进度

以及评价服务。学生网管登录后，可以查

看本人负责楼宇的所有故障单，可以查看

图 4  自助网络故障报修系统 Workflow 流程

正在进行的故障单，或者申请中心老师协

助处理。中心老师登录后是管理员权限，

可以查看所有故障单的维修情况以及用户

反馈评价情况。

2. 系统代码实现

通过读取学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数据

库，获得报修学生的姓名，宿舍和电话。

通过学生网管楼宇对应关系表，查询到报

修故障学生宿舍楼宇对应的学生网管，并

发送提醒短信。

3. 系统安全和性能

在系统的安全和性能上，我们做了以

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访问权限上，系统对接了本

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通过统一身份认证

系统对非本校合法学生用户进行的拒绝登

录访问限制。

第 二， 在 服 务 器 上， 采 用 Linux 上

iptables 防火墙功能只对管理员开放了

21,22,443 等常用管理端口，防止了非法

用户登录服务器的可能性。

第三，考虑校园网大面积故障时，

网 络 报 修 故 障 会 激 增， 可 能 造 成 服 务

器 性 能 上 的 压 力， 成 为 系 统 的 瓶 颈。

我们采用 Apache 自带性能测试工具 ab 

(Apache Bench)，专门用于 HTTP Server 的 

benchmark testing ， 同时模拟多个用户并

发请求，测试系统在高并发情况下的性能

指标。通过多次 ab 测试，同时连接数为

1000、请求数达 10000，命令 ab -n 1000 

-c 1000 http://ana.xjtu.edu.cn 的性能测试

数据，系统 Requests per second、Time per 

reque 2 个返回数据均达到了预期目标，满

足了系统在高并发下的可靠性。

本系统实现了用户自助报修、智能派

单、短信通知、服务评价，以及流程审核

等功能。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稳定运行 9

个多月，能够承受校园网大面积故障时产

生的高并发访问量，并对系统的安全性，

易用性做了充分的考虑。该系统对学生区

网络的管理和维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3  网络故障自助报修系统功能结构

系统发送报修短信

流程审核

接单时间，完成时间，维修反馈，材料消耗

学生网管接单学生报修

报修消单 上门维修用户评价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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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17 年出台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规划中明确倡导发展“互联网 + 教育”模式，全力推动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创

新教学模式，利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方式用好优质数

字资源，并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智慧校园，综合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教

育改革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从传统教育向信息化教育转型，

从分散建设向整体规划统筹推进转型，已成为教育改革主流。

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智）推出的智慧资源产

品立足于高校校园信息化建设，是一套高校校园信息化资源建设

的整体解决方案。方案以“MReal”系列三大产品线为驱动，通

过软硬一体化的资源制作工具、资源管理系统及资源制作服务，

帮助高校解决校园资源规划、制作、存储、应用、数据分析等一

站式闭环诉求。可以说，卓智智慧资源产品是高校开展信息化资

源建设、创建校本资源强有力的助推器。

2016 年，卓智智慧资源产品正式面向全国高校市场进行推

广，其资源量产制作、资源成品品质、资源成品与资源管理平台

无缝对接、资源分析数据化等能力与高校一体化信息建设的需求

不谋而和。同时，卓智智慧资源还提供专业的服务团队及售前、

售中、售后服务体系，出色的资源制作工具及专业的服务体系在

广大院校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广受 985、211 等有慕课制作

需求院校的青睐。

2017 年，卓智与上海交通大学慕课培训机构达成了战略合

作。上海交通大学慕课培训机构将采用卓智智慧资源的“MReal-

Min100”和“MReal-Mix200”两款产品，开展慕课课程资源制

作的工作。“MReal-Min100”及“MReal-Mix200”

两款产品颠覆了传统慕课制作形式，基本解决了慕

课制作过程中的操作、携带、场景、人工、后期

制作等方面的便捷需求，实现了“一人操作、一

套设备、一门课程”的高效、量产方式，有效地

支撑了课程资源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院校慕课

教学的发展。

传统的慕课制作方式多采用课程转录、录像或

录屏软件加白板、摄像机拍摄加后期制作，场地空

间要求一间标准教室做录播。场景要求搭建蓝绿布、

录播采光要求高，需要多媒体教室配合录制，并且

制作过程需多人配合，整个过程操作复杂，耗时耗

力，影响录课建课进展，也增加了院校开展慕课制

卓智智慧资源

灵活打造轻量级慕课课程

图 1  智慧资源的整体框架

图 2  MReal-Min100 产品

图 3  MReal-Min200 产品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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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成本。卓智智慧资源的系列产品基本对场地要求简单，且携

带方便、操作便捷，产品拥有的人脸捕捉智能追踪、无蓝抠像技

术、虚拟场景定制等功能，从技术及服务层面解决了慕课制作的

全流程问题，实现智慧资源，轻量制作。

2017 年 5 月，卓智同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建立合

作关系。卓智为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提供个性化的资源

定制服务，依据校园对考试系统的个性需求，创建山东省高等学

校师资培训中心考试系统。该系统在“智慧资源 MReal-Matrix”

即资源管理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除了具备资源上传、存储、

分享、数据分析等能力外，还承载了考试需求的组卷、考中实时

监控、考后数据分析、即时判卷、监考官与考点管理等一系列智

能考试管理功能，解决了教师出卷素材不足、流程繁琐；监考不

便；判卷信息交互迟缓；考后成绩公布、成绩分析等难题。

一期建设搭建完成后，卓智资源定制产品基本解决了校方对

信息化考试的需求。校方对卓智既能提供标准化的建设方案，同

时还具备定制化产品开发能力给予了高度认可，并期望与卓智展

开更加深入的合作。

西京学院是一所具有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校，2016 年获

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厅

局级等纵向科研项目 55 项，迫切需要将科研成果转化成校本

资源进行备案、分享传播。目前，西京学院也采用卓智智慧资

源“MReal-Mix200”产品，建设学院信息化课程资源。借助 

“MReal-Mix200”虚拟与现实场景相结合、设备简易、场景切

换等技术，西京学院将录播课堂布置在小型独立教室内，不仅节

省了院校的场地空间及改造费用，还支持教师独立录制建课，

图 4  考试系统核心功能导图

省去原来由专业现教中心教师或是聘请企业摄制人员驻场的工

作量，在节省人力成本的同时，大大提升了教师录课建课的效

率，实现了单人独立量产制作校本资源，有力推动了学校的信

息化建设。

卓智智慧资源系列产品正逐步成为慕课机构进行课程录制

的工具，其技术能力在业界正广泛传播应用，并将逐渐取代传统

的慕课制作方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日益成熟，

为院校教学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契机。在大数据、移动计算、录

播等技术深入发展的支撑下，构建、管理闭环式教学资源库已成

为院校教学信息改革新的发展方向。联动优质企业的优秀团队及

技术，为校园信息化建设创造条件，已成为当下校园信息化建设

的首选。卓智智慧资源依托强大的资源服务能力、大数据创新能

力、建课录课能力、专业团队及服务能力已为迎接“互联网 + 教育”

做好了准备。 （责编：杨燕婷）

图 5  西京学院设备布置效果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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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P 域间路由异常事件包括攻击、配

置错误、大规模电源故障。这些异常导致

错误的或无法控制的路由行为，影响了全

局路由基础架构。最常见的两种 BGP 路由

异常是路由劫持和路由泄露。有统计显示，

大约 20% 的路由劫持和路由泄露持续不超

过 10 分钟，但是却能在 2 分钟内影响到

90% 的互联网。

目前，已经有学者对 BGP 异常的特征进

行了研究，并应用到了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

方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这些研究

也存在着一些的缺陷：

1. 目前的 BGP 异常特征研究集中在描

述大范围异常特征表现，但是小规模异常特

征研究较少。小规模异常相对不容易被察觉，

但是其发生的频率更高。这类小规模的异常

事件，除了持续时间短之外，还有只影响某

个特定 IP 地址前缀，受影响的 IP 数量较少

的特点。

2. 样本之间的相关性过强。若来自同一

异常事件的样本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能导

致特征中的偶然因素被放大。

3. 不同异常发生的原因是不相同的，研

究过程中应该按照异常类型区别对待。路由

劫持是一种攻击方式，由某个 AS 非法地宣

告 IP 地址前缀造成。而路由泄露往往是由

于配置错误，导致路由转发策略违反了商业

关系。不同的异常类型可能在特征上有不同

的表现。不同类型的异常被简单的归为一类

是不合适的。

鉴于以上对于 BGP 异常特征研究的缺

陷，本文着重研究了小范围的 BGP 路由异

常事件的特征表现。为了解决样本相关性

较强的问题，本文从 BGP St re am 项目中

选取了上百个小规模的路由劫持和路由泄

露事件作为样本，保证了样本之间的独立

性。这些异常事件有着确定的受影响的 IP

地址前缀和发生时间，通过 RIPE 项目的

BGP U P D ATE 报文，可以回溯出这些异常

事件的特征值。同时为了突出不同异常的

特征表现，在研究过程中对特征的异常类

型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考察了 8 个

BGP 异常特征，使用基于 Spark 和 Hadoop

的系统架构完成研究。最终，北京邮电大

学得到了若干小范围 BGP 路由异常的特征

规律和结论。这些规律和结论将有助于未

来小范围 BGP 异常的检测和分类。

系统架构

系统分为 RIPE 路由器、UPDATE 采集、

UPDATE存储、BGP Stream事件源、事件采集、

特征计算六个功能模块。

RIPE 路由器：RIPE（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for Europe）是欧洲、中东和中亚

部分地区互联网注册机构，负责为服务提供

商分配和注册互联网号码资源。RIPE 组织使

用 Quagga 路由软件收集了 BGP 路由器的原

始数据，包括全量的路由表 BVIEW 数据（每

八个小时更新一次）和差量的 UPDATE 数据

（每五分钟更新一次）。

UPDATE 采 集 模 块： 本 模 块 负 责 下

载 RIPE 项目 22 个 rrc（Route Reflector 

Client）的 UPDATE 数据。原始的 UPDATE 数

据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的，本模块使用

RIPE 提供的解析工具 libBGPdump，把报文

解析成可阅读的形式。模块将解析后的文件

存入 Hadoop。

UPDATE 存储模块：Hadoop 是一个软件

框架，它的作用是方便使用简单的程序在大

量的计算机上对数据集进行分布式处理。本

文分析了RIPE项目一个月的UPDATE数据，

数据文件大小为 417.6G B。由于要从较大

规模数据中发现 BGP 异常特征规律，所以

需要一个可靠的、高效的数据存储模块。

BGP Stream 异常事件源：BGP Stream

收集了 BGP 网络中有关路由劫持和路由泄露

的免费资源。BGP Stream 使用自动化方法选

择最大和最重要的异常。提供异常信息包括

异常类型，涉及的 IP 地址前缀、AS 号、发

生时间等。

事件采集模块：本模块使用 Python 实

现了爬取 BGP Stream 收集的异常事件，

一起异常事件可以用三元组的方式描述：

[prefix,time,type]。prefix 表示受影响的 IP

地址前缀，time 表示异常的发生时间，type

表示异常类型。

针对 BGP 网络中频发的小规模路由异常问题，本文研究小规模 BGP 路由异常的特征规律，并利用 Spark 和 Hadoop 的高性

能存储与计算能力，设计一套包括 UPDATE 采集、事件采集、UPDATE 存储、特征计算模块的 BGP 异常特征分析系统。基于

此系统，讨论 8 种 BGP 异常特征定义以及其计算方法，分析路由劫持和路由泄露这两类异常发生时的特征表现，进而分析各个

特征对异常检测与分类的显著性和差异性，对于今后小范围 BGP 异常的检测与分类具有参考价值。

小范围 BGP 路由异常特征分析
文 / 陆岳昆  张沛  李丹丹  马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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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 特征计算模块：Spark 是一个基

于 MapReduce 的快速的通用的大规模数据

处理引擎。Spark 建立在统一抽象的 RDD 之

上。RDD 是一个容错的、并行的数据结构。

RDD 提供了 map、filter、reduceByKey 等数

据操作方式。本模块从 Hadoop 中读取 BGP 

UPDATE 报文，结合从事件采集模块收集的

异常事件，分析若干异常特征。本研究将时

间区间划定为一天，分析器将统计异常发生

当天的特征数据。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特征选择和计算方法

当一个 BGP 路由器发生异常时，其余

的 BGP 路由器会为失败的路由重新进行路

由选择算法。在路由重新选择的过程中，

BG P 路由器会发布路由宣告和撤回消息。

这些更新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 BGP 异常

的特征规律。下文将讨论以下特征以及

其计算方法。

宣告 / 撤回数量

在过去大规模的 BGP 路由异常事件中，

通常路由的不稳定性会表现在 UPDATE 报文

中的宣告和撤回数量上。所以本研究将宣

告和撤回数量作为一个BGP异常事件特征。

宣告和撤回数量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AVi 和WVi 表示事件集合中编号为 i

的事件宣告 / 撤回数量。RIPE 项目 22 个

rrc 每五分钟对外发布一次 UPDATE 报文文

件，每个 rrc 每天生成 288 个报文文件。

Xij 和Yij 代表着一个报文文件中的宣告 / 撤

回数量序列。ENUM 表示事件集合中的事

件数量。

重复宣告 / 隐式撤回

宣告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如果一条宣

告声明了一个原来不可达的 IP 地址前缀，那

么这条宣告被称作新的宣告。如果一条宣告

声明了一个可到达的 IP 地址前缀，并且具有

相同的路由，即 UPDATE 中 PREFIX 域和 AS-

PATH域相同，那么这条宣告被称作重复宣告。

如果一条路由替换了当前的路由，即 PREFIX

域和 AS-PATH 的源相同，但是 AS-PATH 发生

了变化，那么这条宣告被称为隐式撤回。当

BGP路由异常发生时，路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有时会伴随重复宣告和隐式撤回。重复宣告

计算公式如下：

DAVi 表 示 事 件 i 的 重 复 宣 告 数 量，

PATHi 是 事 件 i 所 有 UPADTE 中 所 有 AS-

PATH。上式证明了重复宣告数量等于宣告数

量与路径集合大小的差。

隐式撤回 IWVi 的计算，需要基于路由表

的状态，可以根据 BGP UPDATE 来维护路由表

状态。隐式撤回的计算方法如下：

步骤 1 收集 PREFIX 域为 prefix(i)，TIME

域为 time(i) 的宣告 UPDATE。

步骤 2  将 UPDATE 按照（前缀，采集点，

源）为键值，( 时间 , 路径 ) 为值分组。

步骤 3  分组后，对于每一个分组，都产

生一个 ( 时间 , 路径 ) 的序列。对每个序列应

用如下算法：

步骤 3.1 对元组序列按照时间升序排序。

步骤 3.2 pre_path 用于记录分组路由，

implicate_num 用于记录分组隐式撤回数量。

算法 1 具体阐述求一个分组隐式撤回数量方

法 , 如下所示。

算法 1：求单个分组隐式撤回数量

输入：按照时间排序的 (time,as-path) 元组序列

输出：隐式撤回数量 implicate_num

pre_path = null

implicate_num = 0

FOR tuple IN list :

IF path == pre_path:

CONTINUE

ELSE:

implicate_num = implicate_num + 1

pre_path = path

图 1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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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implicate_num

步骤 4 将所有分组隐式撤回数相加，

得到 IWVi。

AS 源数量

AS 源数量是一个判定 BGP 路由异常的

重要指标。多源自治域系统冲突发生当一个

特定的 IP 地址前缀被超过一个 AS 自治域宣

告为源。IP 地址前缀的源可以从 UPDATE 的

AS-PATH 域获得，AS-PATH 从左往右的最后

一个节点为前缀的源。AS 源数量指标是计算

时间窗口内，事件前缀不重复的源个数。AS

源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MUASi 为事件 i 的 AS 源数量，pathi(-1)

表示事件 iUPDATE 中 AS-PATH 域路径从左往

右第一个 AS 的集合。

宣告类型

UPDATE 宣告中的 ORIGIN 是一个必须存

在的字段，它定义了 AS-PATH 路径起源的信

息。ORIGIN 的值有以下三种： 

IGP：网络层可达性信息来自 ORGIN AS

内部。

EGP：网络层可达性信息获得通过 EGP

协议。

INCOMPLETE：网络层可达性信息获得来

自其他渠道。

不同的值在 BGP 路由选择算法中有

不同的权重，如果 AS-PATH 相同，优先

选择低等级的 ORIGIN 类型，优先等级

IGP<EGP<INCOMPLETE。不同的异常发生可能

在宣告的类型上也有区分。宣告类型特征计

算公式如下：

ATij 为事件宣告类型为 j 的特征值，

ATij 的含义是 j 类型宣告的比例。

路径长度

当 BGP 重新选择路由时，路径长度有很

大概率会发生改变。尤其当发生路由劫持或

者路由泄露时，路径长度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路由劫持发生时，原有的路由线路不再可用，

BGP 路由器会尝试新的替代线路。路由泄露

发生时，虽然 IP 地址前缀所属的 AS 没有发

生变化，但是由于路径中间 AS 的转发策略

配置不当，违反了Valley-free的商业关系，

往往会导致路径长度变得更长。路径长度特

征计算公式如下：

PLij 表示标号为 i 的异常事件，路径长

度为 j 的数量。同样Xij 表示一组报文数量

的序列。MPL 表示最大路径长度。

路径编辑距离

当 BGP 路由异常发生时，路由处于不

稳定的状态，采集点会检测到大量来自同

一 AS 源但路径却不相同的宣告。编辑距离

是一种反应两条路径差异程度的量化特征

指标，量化方法是一条路径经过至少多少

次操作可以变成另一条路径。操作方式包

括添加一个 AS 节点、删除一个 AS 节点，

替换一个 AS 节点。例如路径 [1,3,2,5,4] 和

路径 [1,3,6,4] 的编辑距离为 2，前者通过

将 2 替换成 6，删除 5，两次操作可以得到

后者。两条路径的编辑距离求解有基于动

态规划的多项式时间复杂度求解算法，状

态转移方程如下：

d(i,j) 表示长度为 i 的一条路径（记为

p1）与长度为 j 的一条路径（记为 p2）的编

辑距离。如果P1(i)=P2(j)，则不需要任何操作，

状态转移到 (i-1,j-1)。

基于路径编辑距离求解算法，我们定义

最大路径编辑距离特征如下：

PDL i 表示编号为 i 的事件的最大编辑

距离。对于同一 IP 地址前缀，采集点编号

为 j，宣告源编号为 k。按照 (i,j ,k ) 对宣告

进行分组，D 表示组内最大编辑距离。p,q

表示组内两条宣告路径，d 表示两条路径的

编辑距离。

特征采集结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系统结构设计，对提出的小

范围 BGP 异常特征，按照所述定义与计算方

法进行了实际采集与分析。其中 UPDATE 更

新报文来自 RIPE 项目中采集，数据规模包

括其全部 22 个 rrc 数据。本研究异常事件数

据来自 BGP Stream，一共考察了 259 起路由

劫持事件和 523 起路由泄露事件。未被 BGP 

Stream 通报的 IP 地址前缀，其相关 UPDATE

被视为正常。本研究随机抽样了 1000 起正

常事件，用于参照。正常事件同样用三元组

（prefix，time，type）表示。大部分小范

围 BGP 异常发生事件不超过一天，同时要考

虑到 BGP Stream 通报异常发生时间和相关

UPDATE 收集时间，为了保证相关指标能够

被有效采集到，本研究选用 24 小时作为事

件的采样时隙。

图 2 比较了路由泄露、路由劫持和正常

情况下宣告数量。 

图 2 结 果 表 明 整 体 宣 告 数 量 上 正

常情况 < 路由劫持 < 路由泄露。正常情

况下前缀的宣告数量集中在数量级以内

（75.82%）。路由劫持事件发生时，有一

定比例（47.32%）宣告数量在数量级以上。

路由泄露事件发生时，前缀的宣告数量集

中在至（80.15%）。图 2 三条曲线形态有

图 2  宣告数量。横轴表示宣告数量的对数值，纵轴表

示对应概率分布函数值 F 

图 3  撤回数量。横轴表示撤回数量的对数值，纵轴

表示对应概率分布函数值 F 

读者服务 网管技术



2017.11 中国教育网络 73

段开始连续产生相同的

宣告。

表 1 比较了路由泄

露、路由劫持和正常情

况下 AS 源数量。对于正

常情况和路由泄露，几

乎所有前缀只会有一个

AS 源。但是四成的被劫

持前缀被观测到在短时

间内出现多个 A S 自治

域相互“争夺”一个 I P

地址前缀的现象。在 A S

源数量这一特征上，路由劫持异常具有

显著性。

表 2 比较了路由泄露、路由劫持和正常

情况下宣告类型比例。研究中没有发现带有

EGP 标识的 UPDATE。同时与正常情况相比，

当小范围的 BGP 路由异常发生时，宣告类型

的比例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图 6 比较了路由泄露、路由劫持和正常

情况下路径长度。图 6 横轴表示路径长度，

纵轴表示数量以 10 为底的数量级。可以看

出，三种情况下 UPDATE 路径长度均集中在

5 附近（正常情况路径平均长度 5.24，路由

劫持 4.64，路由泄露 6.71）, 稍有不同的是

数量上正常情况 < 路由劫持 < 路由泄露。

但是根据图 7 显示的结果，路由泄露发生时

的最大路径长度显著大于正常情况和路由劫

持。综上所述，虽然三种情况下整体路径长

度分布相似，但是路由泄露异常更容易产生

不合理的超长的路径。

图 8 路由泄露、路由劫持和正常情况下

路径编辑距离。结果显示编辑距离特征和最

长路径长度相似，与正常情况相比，路由劫

较大差异，表明当小范围 BGP 异常发生时，

宣告数量与正常情况有较大区别，同时路

由泄露和路由劫持在宣告数量这个特征上

有较高区分度。

图 3 比较了路由泄露、路由劫持和正常

情况下撤回数量特征值。从图 3 可以看出，

正常情况下，一个前缀不会在短时间内出

现大量的撤回，87.19% 前缀撤回数量小于

101。当路由发生时，撤回的数量这一比例

开始下降，只有 38.83% 的被劫持前缀撤回

数量小于 101。路由泄露在撤回数量这一特

征上与前两者有着更明显的差别，特征值集

中在 105 的数量级上。

图 4 比较了路由泄露、路由劫持和正常

情况下重复宣告比例。从图 4 可以看出无论

是路由劫持还是路由泄露发生时，在重复宣

告数量这一特征上不会产生明显变化。

图 5 比较了路由泄露、路由劫持和正常

情况下隐式撤回比例。 

当 BGP 路由异常发生时，隐式撤回的

比例要小于正常情况。这表明异常会伴随

着连续的重复宣告。根据前文关于重复宣

告和隐式撤回的定义，两者的区别在于重

复宣告没有对 UPDATE 按照时间排序，而

隐式撤回考虑到了 UPDATE 的到达先后顺

序。比较图 4 和图 5 正常情况下的曲线，

两条曲线是相似的。这说明正常情况下，

相同的宣告产生与时间这一因素无关的。

而异常情况下宣告方式与时间因素相关，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产生大量

宣告，这些宣告大多互不相同；第二个阶

图 4  重复宣告。横轴表示重复数量的比例，纵轴表

示对应概率分布函数值 F 

图 6  路径长度

图 7  最大路径长度

图 8  编辑距离。横轴表示编辑距离，

纵轴表示对应概率分布函数值 F

图 5  隐式撤回。横轴表示隐式撤回数量的比例，纵

轴表示对应概率分布函数值 F 

源数量 1 2 3

正常 99.13% 0.82% 0.04%

路由劫持 58.85% 33.74% 7.00%

路由泄露 97.71% 1.91% 0.19%

表 1  AS 源数量

类型 IGP INCOMPLETE EGP

正常 91.89% 8.11% 0.00%

路由劫持 93.69% 6.31% 0.00%

路由泄露 91.83% 8.17% 0.00%

表 2  宣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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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 MID MIQ

implicit 0.76 muti_as 0.228 muti_as 0.168

edit_dis 0.26 implicit 0.087 length11 0.999

muti_as 0.18 withdraw 0.061 length5 1.346

length11 0.12 edit_dis 0.043 length18 1.429

length7 0.11 length6 0.038 implicit 1.232

length10 0.09 length2 0.027 length2 0.959

length6 0.09 length3 0.026 length23 0.983

announce 0.07 length7 0.024 length33 1.016

length9 0.06 length5 0.024 withdraw 0.946

length8 0.05 announce 0.023 length20 0.914

length12 0.05 duplicate 0.022 length17 0.812

duplicate 0.04 length13 0.020 length3 0.873

withdraw 0.04 length4 0.016 length13 0.802

length5 0.03 length10 0.013 edit_dis 0.788

length3 0.03 length12 0.012 announce 0.802

MIQ 评分公式如下：

V(I) 和 W(I) 分别为：

Fisher方法和mRMR方法分别计算分数，

表 3 列出了前 15 名特征。从表中数据可以

看出宣告 /撤回数量、重复宣告 /隐式撤回、

AS源数量、路径长度均对异常分类具有帮助，

宣告类型则没有帮助。路径长度的维度虽然

有 50 维，然而对分类有帮助的的维度主要

集中在长度小于 20 的维度。

基于本文讨论的小规模 BGP 网络异常特

持特征不显著，路由泄露的编辑距离要大于

前两者。

过滤式异常特征分析

北京邮电大学分别采集了 B G P 路由

泄露、路由劫持、正常三类样本，数量

一共 1782 起，特征维度一共个 58 维度，

形成了一个的特征矩阵。BGP 异常分析受

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和冗余所影响，同时

采集的特征维度过多浪费了计算资源。

F i s h e r 算法和 mR M R 是两种常用的过滤

式算法，用于解决特征相关性和冗余的

过滤式方法。

1. Fisher 过滤法

Fisher 方法的关键思路是从特征中找

出一些特征，满足这些特征在样本数据中，

不同类别的数据点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大，

而同一类的数据间的分数尽可能小。同一

类别的数据的距离用类别方差和来描述，

方差和越小说明对于该特征类别内数据越

一致。不同类距离用特征均方和描述，均

方和越大说明类别间区分度越好。Fisher 分

数实际就是前者与后者的比值。特征向量

F={X1,X2⋯X58}，对于第 r 个特征，其 Fisher

分数公式如下：

其中 c 代表 3 种样本类型，nk 代表第 k

类样本数量，μ 代表对于特征 r 第 k 类的平

均值，μr 代表特征 r 整体平均值，σ 代表

征 r 第 k 类标注差。

2. mRMR

mRMR 方法的关键思想是最大化特征相

对于目标类的相关性，同时最小化特征之间

的冗余。mRMR 方法基于互信息公式，对于

两个特征 Χk 和 Χl，其概率密度及联合概率

密度为 p(Χk)、p(Χl) 和 p(Χk,Χl)。互信息

的计算公式如下：

一般使用两种变体 mRMR 算法：相互

信息差异（MID），互信息（MIQ）。MID 和

征的定义、采集方法和特征与异常类型的关

联分析，未来的工作重点将是如何进行小范

围 BGP 网络异常检测。

传统的 BGP 网络异常检测单模型的检

测方法，例如 De Urbina 等人使用 SVM 方法

进行 BGP 路由异常检测。Huang 提出了基于

PCA 的检测算法。Deshpande 提出了基于最

大似然估计的检测算法。

单模型方法的缺陷在于很难在检测效

率和准确度两者之间做出适当的平衡。本

研究计划在未来采用双模型组合的异常检测

策略，将本文采集的特征数据滤筛选后通

过 GBDT 方法离线处理生成新的组合特征，

然后使用 LR 逻辑回归的方法进行分类。如

何将本研究结果运用到具体的异常检测算法

中，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表 3  特征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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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余所高校的 2000 多名学子提交 450 多个移动应用创新作品

高校计算机移动应用创新大赛杭州论剑

9月 24日，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移动

应用创新赛总决赛在杭州迎来颁奖盛典，这一

历经半年的全国大学生移动应用盛会至此圆满

收官。

此次移动应用创新赛由浙江大学和苹

果公司联合承办，大赛的组委会主任由浙

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担任。来

自 200 余所高校的学生提交了 453 个作品，

主题覆盖健康、医疗、养老、教育、环境

保护、防洪救灾、工业、农业、安全、大

数据应用、行政管理等方面。

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55 支

参赛队（包括 5 支台湾队伍）来到杭州的

决赛现场。经过两日的激烈角逐，各大奖

项终于浮出水面，最终，17 支队伍脱颖

而出，获得大赛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

大赛特等奖桂冠由同济大学的《晬颜》

项目摘得。

浙江大学的《Step Beats》、南开大学

的《论荐》和淡江大学的《宝贝联络本》荣

获大赛一等奖。

大赛二等奖则由浙江大学的《心闻》、

湖南工业大学《校园助手》、大连民族大学

的《藏刀救母》、台北教育大学的《方舟

ARK》和黑龙江大学的《Riding 悠骑》项目

获得。

大赛三等奖则由上海海洋大学的《易

停快捷停车 APP》、天津师范大学的《Pece 

平思》、武汉科技大学的《微流海绵城市智

慧出行》、广州大学的《一图》、成功大学

的《Class Quest》、上海商学院的《字解构

（De-Chinese）》、逢甲大学的《天气即时

预报》和浙江大学的《沙言》获得。（以上

排名不分先后）

进入决赛的一些 APP

大连民族大学：藏刀救母

以交互 APP 的方式给儿童讲故事，并从中

让儿童学习认字。目前在国外已经有许多类似的

APP，但国内这种题材的交互式 APP 还鲜有。

这个原创的数字绘本讲的是小羊察觉危险，并

勇敢地拯救羊妈妈的故事。该 APP 由跨专业个人

独立开发、可用触摸或拖动交互式元素进行预制任

务、可播放页面索引以访问用户喜欢的页面、专注

于多平台应用程序。

同济大学：晬颜

京剧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 ，

其手机应用开发主要以汇编京剧曲段库、电子商务

服务为主，缺乏对京剧元素的数字化艺术设计。《

颜》应运而生，借助 iOS 平台，以京剧人物造型与

扮相妆容为基础，进行深度再创作。 作品有几大

核心功能点。第一，融入京剧历史文化价值与美学

赏析。首先从京剧四大行当入手，再细分详述，为

用户介绍京剧形象设计上的风格。作品特选取各角

色唱段，从视听两维度感悟京剧魅力。第二，各扮

相饰品和唱段均附有详细赏析。第三，人物形象运

用了 iOS11 最新推送的 ARkit 平台，采用最先进的

AR 技术，打破传统二维藩篱，带给用户直观视觉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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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福贫

该 APP 让有爱心人士顾及到所有的贫困地区，让

贫困地区的儿童及时地得到社会的帮助。帮助了儿童

之后，捐赠者能得到社会认定，有效率地进行社会监督。

此 APP 用手环做载体。手环能够连接互联网、接

收到天气预报、能够发送语音消息、能够识别指纹、

手环能让贫困儿童在危难环境之中向 APP 发出求救，

这样 APP 能够定位贫困儿童的所在地进而接收到贫困

儿童的救助，及时地发起救助。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心迹

心迹是一款心理健康监测应用，它通过心理学量

表和个人心情记录，实时获取用户的状态，跟踪用户

的情绪变化，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心理模型，通过

可视化的图表呈现出来。心迹包括数据采集、实时记录，

滚动更新、排除自我干扰、排除答题系统干扰，针对

个人问题进行心理干预、情绪管理、心理创伤恢复。

心迹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提早发现并治疗心

理问题，改善心理健康状态，帮助已经患有精神类疾

病的人群更好地融入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当中。

浙江大学：STEP BEATS

StepBeats 是 一 款 通 过 跑 步 来 创 作 音 乐 的 

App。

StepBeats 能够在用户跑步的时候调用 iPhone 

的传感器，实时侦测用户的跑步状态、跑步速度

和各类运动特征，并通过智能算法生成音乐，跟

随用户的步伐给以鼓点、Bass 音层、Pad 音层、

Lead 音层的叠加等。用户可以进行音乐的录制、

分享、参与比赛等活动。

StepBeats 不仅能使跑步这一运动充满乐趣，

更是音乐创作模式上一次全新的尝试。它使得每

个人都成为音乐家，通过充满个性的跑步特征、

不断变化的跑步速度和步频来创作、分享独属于

自己的音乐。StepBeats 将允许用户免费下载，并

通过用户的内购行为来获得收益。

StepBeats 还将与微信、QQ 等主流社交平

台紧密结合，不断推出活动，鼓励用户形成社区，

交流分享自己通过跑步创作的音乐作品和创作

心得。

上海商学院：我要报警了

“我要报警了”是一款以妇孺为受众群体的防护

求助类软件。考虑到用户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无法有

效自救， APP 设置了安全区的功能。不仅能够实时定

位到用户当前的位置，还会自动标注出以用户为中心

的方圆 1 公里之内的安全点并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设计了“一键报警”、“假装来电”、“尖

叫报警”、“紧急联系人”等操作便捷的小功能便于

用户在紧急状态中更好地获取到周围人的注意来达到

求助的效果。 广州大学：一图

该应用主要为高校图书馆服务，为高校大学生提

供图书馆在馆书籍查询服务，主要受众是在校大学生，

主要合作对象为高校图书馆，其中图书数据取材于高

校电子图书馆与豆瓣图书数据库，用户数据对接于高

校教务系统。

经调查发现，80% 以上的大学生都不能很好地

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不常去图书馆读书、借阅，这个

App 的目的便是为高校学生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

动图书馆，充分发掘图书馆的潜在价值，提高图书馆

的利用效率，鼓励同学们养成经常去图书馆借阅的好

习惯。

目前该应用已接入南昌大学与广州大学，其中在

南昌大学已正式投入使用，在广州大学仍内测之中，

未来将对接更多的大学。 （责编：王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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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高校网站综合影响力排名状况

高校“微”报告

高校信息门户是面向高校教师、学生、

职员和校友的大型专用综合网站。因此，高

校门户网站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

高校的信息化程度和水平。关于高校门户网

站访问排名及综合影响力排名，有不少网站

提供相关的服务。总体来说，国内外的各排

名口碑评价不一，而“访问流量监控”类的

排名也会受到诸多因素干扰，不容易作为客

观评价网站的依据。

Alexa

Alexa 是一家专门发布网站世界排名的

网站。以搜索引擎起家的 Alexa 创建于 1996

年 4 月，目的是让互联网网友在分享虚拟世

界资源《NNT 流量》的同时，更多地参与互

联网资源的组织。

Alexa 每天在网上搜集超过 1，000GB

的信息，不仅给出多达几十亿的网址链接，

而且为其中的每一个网站进行了排名。可以

说，Alexa 是当前拥有 URL 数量最庞大，排

名信息发布最详尽的网站。

Alexa 的网站排名是按照每个特定网站

的被浏览率进行排名的，浏览率越大排名越

靠前。

浏览率计算主要取决于访问用户数

（Users Reach）和页面浏览数（Page 

V iews）。Alexa 系统每天对每个网站的访

问用户数和页面浏览数进行统计，通过这

两个参数的三个月累积值的几何平均得出

当前名次。访问用户数（Users Reach），

指通过Internet访问某个特定网站的人数。

Alexa Toolbar 的采用率在全球各地有所差

异，受用户的语言、地域、文化等各方面

的影响，英文网站相对于其它语言的网站，

访问量数据更容易被充分地统计，容易受

网站对自己宣传的程度、广告投放量、别

高校排名 全球排名 高校名称 网站地址
1 2957 复旦大学 http://www.fudan.edu.cn
2 3269 上海交通大学 http://www.sjtu.edu.cn
3 3777 北京大学 http://www.pku.edu.cn
4 6977 南京大学 http://www.nju.edu.cn
5 7232 浙江大学 http://www.zju.edu.cn
6 8336 西安交通大学 http://www.xjtu.edu.cn
7 8491 清华大学 http://www.tsinghua.edu.cn
8 945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ttp://www.ustc.edu.cn 
9 9686 同济大学 http://www.tongji.edu.cn

10 10476 武汉大学 http://www.whu.edu.cn  
11 10499 北京理工大学 http://www.bit.edu.cn
12 10584 厦门大学 http://www.xmu.edu.cn
13 10680 天津大学 http://www.tju.edu.cn
14 11297 深圳大学 http://www.szu.edu.cn
15 11323 中山大学 http://www.sysu.edu.cn
16 11781 华中科技大学 http://www.hust.edu.cn
17 11996 华东师范大学 http://www.ecnu.edu.cn
18 1209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http://www.xidian.edu.cn
19 12160 南开大学 http://www.nankai.edu.cn
20 12310 中国人民大学 http://www.ruc.edu.cn
21 12324 北京交通大学 http://www.bjtu.edu.cn
22 12345 大连理工大学 http://www.dlut.edu.cn
23 12459 吉林大学 http://www.jlu.edu.cn  
24 12511 北京师范大学 http://www.bnu.edu.cn
25 12602 中南大学 http://www.csu.edu.cn
26 12636 电子科技大学 http://www.uestc.edu.cn
27 12658 华南理工大学 http://www.scut.edu.cn
28 13040 东南大学 http://www.seu.edu.cn
29 13190 哈尔滨工业大学 http://www.hit.edu.cn  
30 14298 重庆大学 http://www.cqu.edu.cn
31 15259 苏州大学 http://www.suda.edu.cn
32 15944 汕头大学 http://www.stu.edu.cn
33 16260 山东大学 http://www.sdu.edu.cn  
34 1633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http://www.nuaa.edu.cn
35 16990 北京邮电大学 http://www.bupt.edu.cn
36 17041 四川大学 http://www.scu.edu.cn
37 17144 上海大学 http://www.shu.edu.cn
38 17711 华南师范大学 http://www.scnu.edu.cn
39 17728 西北工业大学 http://www.nwpu.edu.cn
40 18071 兰州大学 http://www.lzu.edu.cn
41 18532 暨南大学 http://www.jnu.edu.cn
42 18956 武汉理工大学 http://www.whut.edu.cn
43 19142 北京外国语大学 http://www.bfsu.edu.cn
44 19176 东北大学 http://www.neu.edu.cn
45 19224 北京工业大学 http://www.bjut.edu.cn
46 2094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http://www.hdu.edu.cn
47 20947 大连海事大学 http://www.dlmu.edu.cn
48 2118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http://www.upc.edu.cn
49 2133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http://www.nwsuaf.edu.cn
50 21351 西南交通大学 http://www.swjtu.edu.cn

表 1  2017 年 9 月 Alexa 部分中国大陆高校排名情况

的网站为其建立链接多少的影响。浏

览率太小的网站统计数字可能不准

确，总体上排名越靠前（浏览率越大）

的网站统计数字就越可靠。一般来说，

月访问量 1000 以下或排名 100，000 以后的

网站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表 1 列举了 2017

年 9 月提取在 Alexa 上的部分中国大陆高校排

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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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相比其他排名主要依据网站访问流量，

来自西班牙国家科学委员会网络计量研究

中心（Consejo Superior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CSIC），从 2004 年就开始统

计排名。全球高校网站的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参考的因素更多更全面，

高校网站
排名 高校名称 World Rank

世界排名
 Presence Rank 

网站信息量世界排名
 Impact Rank 

网站信息影响力世界排名
Openness Rank  网站信息

透明度世界排名
Excellence Rank 学术文章发

表情况世界排名
1 清华大学 45 101 95 189 16
2 北京大学 47 47 86 233 21
3 浙江大学 84 56 199 279 43
4 上海交通大学 91 49 156 406 60
5 复旦大学 94 243 121 317 86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4 229 128 390 101
7 山东大学 137 568 115 517 158
8 南京大学 150 647 221 295 111
9 同济大学 163 545 129 601 183

10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3 903 255 275 120
11 武汉大学 175 572 159 466 184
12 中山大学 181 355 273 549 125
13 华中科技大学 189 849 368 478 98
14 西安交通大学 202 533 342 280 162
1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40 891 223 568 239
16 四川大学 255 897 378 539 174
17 吉林大学 266 24 528 565 169
18 厦门大学 270 133 295 594 269
19 大连理工大学 288 921 366 776 204
20 北京师范大学 289 883 340 500 257
21 东南大学 297 639 505 511 190
22 中南大学 304 722 454 785 196
23 兰州大学 321 973 242 851 369
24 天津大学 326 1054 574 501 213
25 重庆大学 362 1265 394 733 331
26 中国地质大学 364 3601 251 1112 380
27 南开大学 367 1020 560 702 261
28 苏州大学 372 1084 731 325 241
29 华南理工大学 376 1240 786 701 189
30 上海大学 390 931 420 623 430
31 华东师范大学 407 486 458 736 446
32 电子科技大学 411 1100 666 628 348
33 北京理工大学 430 1100 712 672 359
3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38 1647 539 707 435
35 合肥工业大学 438 3198 201 1320 618
36 北京大学医学部 443 2237 546 1289 378
37 北京化工大学 446 4468 501 723 440
38 华东理工大学 458 1964 811 795 338
3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463 1749 633 703 455
40 中国农业大学 463 2457 651 775 418
41 东北师范大学 480 4323 195 1755 665
42 南京理工大学 484 4143 571 936 466
43 华中师范大学 485 3241 254 1322 672
44 武汉理工大学 489 2169 443 1240 536
45 暨南大学 511 913 278 1693 703
46 中国石油大学 514 4578 471 1565 497
47 中国矿业大学 516 2080 579 1541 472
48 哈尔滨工程大学 517 4193 298 1449 664
49 东北大学 538 2015 775 996 454
50 北京科技大学 541 1805 816 1067 422

　表 2  中国大陆高校在“世界大学网站排名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TOP50

而且对下面几个分类也分别做了排名：

Presence：网站信息量（依据 Google

索引内容来统计信息）

Impact： 网 站 信 息 影 响 力（ 依 据

Majestic SEO 和 ahrefs 两个服务来评价）

Openness：网站信息量透明程度

Excellence：学术文章发表情况

表 2 是 2017 年 9 月中国大陆高校在

“世界大学网站排名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TOP50 的排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排名的语言因

素，在该排名中，西班牙的“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是通过 google 等工

具对网站上公开的内容进行收录，所以，语

言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其FAQ中也提到，

在他的测量指标中，有国际论文（英文为主）

数量等因素，所以排名多少也会受到语言因

素干扰。 （责编：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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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建设与创新评优活动”是由《中国教育网络》杂志主办的评选活动，第三届活动即将

拉开序幕！

在过去的两届评选活动中，我们分别在基础网络、智慧校园、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安全、移动应用、

下一代互联网等方面评选出了众多优秀案例，受到了高校和产业界的大力关注和广泛好评。这些获奖案

例一方面反映了近两年来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方面的创新探索以及技术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各高校

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借鉴之道。

上两届的评选活动，主要面向对象为全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管理部门，以及信息化产品和方案

提供商，遴选的方案主要来源于近 3 年《中国教育网络》杂志上刊发的方案类稿件。

2015 年度评选活动经《中国教育网络》编辑部初评，选出其中 60 篇稿件送专家评审，这些稿件集

中于校园网建设、云计算和移动应用三个方面，最终经专家评审和编辑部复核，评选出 15 个创新方案。

2016 年度评选活动新增了网友投票环节，通过网友代表投票 (40%)+ 专家评审团 (60%) 的方式，

从 60 多个方案中最终评选出 42 个创新方案，分设智慧校园创新应用推荐方案、智慧校园移动应用平台

创新奖、高校大数据创新推荐方案、高校云计算类创新推荐方案，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推荐方案、高

校校园网络安全创新推荐方案、下一代互联网校园应用创新奖七大奖项。

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领域信息化建设创新，本刊即将启动“2017 年高校信息化建设与创新评

优活动”。诚邀您的参加与关注！

第三届“高校信息化建设与创新评优活动”
火热进行中

1. 预告期：2017 年 11 月 15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 投票期：2017 年 12 月 1 日 -2018 年 1 月 10 日

3. 公示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2018 年 1 月 30 日

本次评选活动将设以下七大奖项：

高校 Web 安全治理解决方案优秀奖

高校数据安全管理解决方案优秀奖

高校网络安全建设解决方案优秀奖

高校大数据应用与服务创新奖

高校云平台建设与应用创新奖

无线与智慧校园建设方案创新奖

高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奖

通过网友代表投票 (40%)+ 专家评审团 (60%)

的方式

期待您的关注，为您喜欢的、认为有价值的案

例投上一票吧！

2015 高校信息化建设与创新评优活动

h t t p : / / w w w . m e d i a . e d u . c n / z c j d /

news/201603/t20160310_1374697.shtml

2016" 高校信息化创新奖”评选活动

http://www.edu.cn/html/info/2016cxpx/

1 评选专区：www.edu.cn

2 奖项设置

3 评审规则

4 往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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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参赛项目国内申报人须为 CERNET 会员高校的在校学生，经 CERNET 会员高校推荐后进行在线报名，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

须有导师对参赛作品进行辅导。

本次大赛分网络技术应用甲组、网络技术应用乙组和物联网组。网络技术应用甲组和网络技术应用乙组作品须有项目成果，包括

原型产品或专利、论文。所有参赛作品要求能够与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培育产生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特点的新技术、新产品、

新服务、新应用，具体类型包括：

  下一代互联网网络支撑技术类：结合下一代互联网特点进行的网络支撑技术创新；

  下一代互联网网络应用服务类：各类基于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或可在 IPv6 网络环境中部署运行的应用服务；

  网络空间安全技术类：各类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

  物联网技术和产品类：各类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物联网相关技术创新及产品开发（仅限北京地区高校学生报名）。

为保证参赛者充分理解大赛规程和作品要求，大赛组委会拟通过媒体宣传、大赛说明会等方式，为参赛者提供相关信息。具体安

排将通过官方网站（www.cerpark.com）发布。

为响应国家的战略部署，贯彻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推动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在互联网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自

2015 年起，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决定开展“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第一阶段的实施周期为 2015 年至 2020

年，每年举办一届，连续六届，由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主办，CERNET 网络中心与《中国教育网络》杂志协办。第一届、

第二届创新大赛已经成功举办，得到了全国广大高校师生的支持，评选出了一批优秀的创新人才和项目，也为全国各

地的参赛师生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定于 2017 年 8 月至 12 月举办第三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大赛旨在激励 CERNET

各会员高校学生积极开展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应用、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及产品的创新研究，培

养互联网创新人才，促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

作品征集	 2017 年 08 月 09 日－ 11月 10 日

初赛选拔	 2017 年 11 月 11 日－ 11月 18 日

决赛选拔	 2017 年 11 月 19 日－ 12月 10 日

第三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赛程安排
 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 24：00，届

时报名系统将正式关闭，关闭后将不接受新增报名，且已报

名信息不能修改。 已成功提交作品的参赛团队如需在新的截

止时间之前对报名材料进行修改，可直接上传修改后的版本

覆盖已提交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