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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当我们回顾 2017 年时，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成为了过去一

年最受各界关注的热词。人们给予了人工智能最热切的期盼和最高的评价，当

然也包括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少人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引爆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核心驱动力，更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全新的一次大发现、大变革、大融合、

大发展的开端。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 ( 科技革命 )，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的广泛使用以及内

燃机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典型的代表是计算机和新型通讯方式。工业

革命使手工业作坊变成了大工厂机械化，拓展了人类体力，以机器取代了人力，

大大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然而，我们可能都已经遗忘了，就在工业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与之相伴

的还有“卢德运动”。十九世纪初，英国民间常常发生毁坏纺织机的事件，这

是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

工资下跌，当时工人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并由此引发了反对机械化的“卢

德运动”。

那么，面对铺天盖地、势不可挡的“人工智能”，我们的危机是否会历史重现？

大量见诸报端的内容是，“人工智能来了，有多少职业会被淘汰？”重复性体

力劳动的工作被视为首当其冲的失业对象。你能够想象，有多少即将受到失业

威胁的人们，会如何应对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到来？

我们无法抛开可能产生的就业升级、教育升级和社会伦理等问题单独讨论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那么，与人工智能一同进步的，一定还有适应信息时

代的国民信息化素养教育。

我们能够看到，信息技术正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民信

息化素养，已经成为了制约现代化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信息化的推进，现代

化的进步，是以全民的广泛应用为驱动的。如果国民没有足够的信息化素养，

再好的信息技术，都很难发挥其作用，甚至可能会助长人性恶的一面，带来坏

影响。

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的教育必须要补国民信息化素养的课。

第一，信息化素养要从娃娃抓起。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

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

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第二，要提高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加大教师信息化水平培训，设立考核制度，

使教师的信息化素养都能达到一定的基础水平。要转变教师观念，强化信息技

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第三，重视信息专业人员和领军人才的培养。构建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为主体，继续教育为补充的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第四，重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改善。国家要加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入，扩大网络接入范围，降低网络带宽费用，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具有使用互

联网的基础条件。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一年有新的起点新的开始，当人工智能真正到来的

时候，希望我们能够说：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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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推出
一站式商业数码图书馆服务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与电

子阅读平台 OverDrive 合作，近日推

出全新的一站式商业数码图书馆服

务。凡是拥有图管局账户的公众可

通过图管局网站或 OverDrive 应用借

阅超过 1 万 9000 本商业电子书和有

声书。并于 2017 年 11 月推出升级

版的手机应用，提供新的电子报和

电子杂志借阅服务。电子借阅卡的

推出让图书馆的访客只需使用手机

就可借书或进行付费等交易。

图管局和 OverDrive 根据目前的

业务和专业发展趋势，筛选出四大

语言的电子资源。这些电子书类别

包括信息科技、网络安全、如何提

高生产率和创业等多个领域。用户

也可借阅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

特（Michael Porter）和职场作家赛斯

·高汀（Seth Godin）等人的著作。

图管局科技与服务创新部门处

长萧松生认为这项服务将能满足本

地广泛且多样化的商业社群。他说：

“我们希望企业和个人能够随时随

地浏览这些顶级的电子资源，通过

这项独特的新服务鼓励更多人随时

阅读、学习和提高技能水平和知识。”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IBM 将深度学习系统训练时间缩短 4 倍

最近，IBM 发布了专门用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系统运算的 

服务器。新服务器使用了 IBM 的高负荷人工智能运算专用的 

Power9 处理器。这样的决定进一步印证了越来越多的芯片及服

务器企业都在为适应人工智能的高运算量而做出改变。

IBM 表示，全新的 Power9 系统能够使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

络的训练时间缩短 4 倍，使企业能够建立更加智能、运行更快的

人工智能软件。这种系统能够提高目前流行的人工智能框架（如 

Chainer、TensorFlow 和 Caff 等）的性能，并能够加速如 Kinetica 

等的数据库。IBM 将这套系统的目标客户定位为数据科学家。

（来源：VentureBeat）

量子材料“外尔—近藤半金属”问世 可用于量子计算

美国莱斯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研

制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外尔—近藤半金属”（Weyl-Kondo 

semimetal），其属于量子材料这一物质类别，可用于量子计算

等领域。

莱斯大学团队表示，他们的建模显示新结构的质量可以在

电子质量的 1000 倍到零之间变化，这是“外尔费米子”的典

型特质，外尔费米子是科学家于 80 多年前提出的一种粒子。

由于这些粒子产生的原因是所谓的“近藤效应”，因此他们将

新材料命名为“外尔—近藤半金属”。研究人员表示，尽管目

前还并不清楚新材料的属性和用途，但其无疑可用于量子计算

领域。

（来源：英国《独立报》）

法国政府发布禁止在校使用手机的法案

法国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通过了一项关于禁止学生在校使

用手机的提案，这也是现任法国总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竞

选时所作出的承诺之一。

根据新法案，学生可以携带手机入校，但不得在课间使用

手机。法国教育部长让 - 米歇尔·布朗凯称此项举措是“对众

多家庭的公共健康保证”，然而也有人对其持反对态度。

纽约市长白思豪就曾于 2015 年解除了一项长达 10 年的手机

禁令，旨在“让父母能够与孩子保持联系”，同时“消除现有禁令

下的不平等，让低收入社区的学校不必强制购买金属探测器”。 

                    （来源：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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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IT 领导者关注的十大技术趋势
近日，全球知名调研机构 Gartner 公布了 2018 年十大战

略科技发展趋势，并认为这些将对大部分企业机构产生显著

影响。Gartner 副总裁 David Cearley 表示：“2018 年十大战略

科技发展趋势与智能数字格网息息相关。智能数字格网是未

来数字化业务与生态系统的基础。在制定创新战略时，IT 领

导者必须考虑这些技术趋势，否则将面临节节败退的风险。”

2018 年十大战略科技发展趋势具体如下：

从云到边缘
边缘计算描述了一种计算拓扑。在这种拓扑结构中，信

息处理、内容收集与交付均在邻近此类信息的源头完成。连

接与延迟挑战、带宽限制以及嵌入边缘的更强大功能均支持

分布式模式。各企业应着手将边缘设计模式用于基础设施架

构之中——对于拥有大量物联网元素的企业尤其如此。

虽然许多人将云与边缘视作竞争方法，但云实际上是一

种计算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可弹性扩展的技术功能以服务

形式交付，且天生就无需集中模式。

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是指以数字化方式再现真实的实体或系统。在

今后三至五年内，物联网项目背景下的数字孪生尤其前途光

明，并引领着人们对于数字孪生的兴趣。精心设计的资产数

字孪生有望极大地改进企业决策。这些数字孪生与其真实的

对应物相关联，并用于了解物件或系统的状态、响应变化、

改进运营并提升价值。首先，各企业机构将只是实施数字孪

生，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进它们，提高其收集数据、

反映正确数据、应用正确分析与规则并有效响应商业目标的

能力。

智能物件
智能物件是指摒弃严密的编程模型，转而利用人工智能

实现高级行为并更加自然地与周围环境及人类进行互动的实

物。人工智能正在大力推动全新智能物件（如：自动驾驶车辆、

机器人与无人机）的进步并为许多既有物件（例如与消费者

及工业系统相连接的物联网）带来更强功能。

智能应用与分析
在今后几年里，几乎任一应用与服务都将采用一定程度

的人工智能。其中某些应用将成为真正的智能应用，若无人

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这些应用程序将无法存在。其他一些则

将潜在利用人工智能，从幕后提供智能。智能应用在人类与

系统之间搭起了一个全新智能中间层，有望改变工作的本质

以及工作场所的结构。

在广大软件与服务市场内，人工智能已成为下一个关键

领域，包括企业资源规划（ERP）的各个方面。套装软件与

服务提供商应表明将如何通过高级分析、智能流程和先进的

用户体验等形式通过人工智能为新版本增加商业价值。

人工智能基础
至少到 2020 年之前，创建能够自我学习、调整并有望自

主行动的系统都是技术提供商的一个重要战场。直到 2025 年，

利用人工智能助力决策、重塑商业模式与生态系统、重建客

户体验的能力都将是数字化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推动力。

Gartner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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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
会话式界面正在改变人们控制数字世界的方式，而虚

拟、增强和混合现实则在改变人们观察和与数字世界互动

的方式。目前，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市场尚不成熟，还处

于碎片化阶段。不过，人们对该领域的兴趣非常浓厚，因

而催生了视频游戏和 360 度球幕视频等诸多新奇的虚拟现

实应用，然而这些高级娱乐应用目前能产生的商业价值微

乎其微。为了推动实现真正有形的商业效益，各企业必须

审视特定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应用的真实场景，以提高

员工的工作效率，同时优化设计、培训和可视化过程。

作为一种融合并拓展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功能

的沉浸式体验类型，混合现实应运而生。作为一种特别的

沉浸式体验，这种技术十分引人注意，因为它优化了界面

以更好匹配人们观察并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混合现实跨度

极大，包括用于增强或虚拟现实的头盔式显示器以及智能

手机、基于平板的增强现实和环境传感器的应用等。混合

现实代表了人们观察并与数字世界互动的范围。

本文根据 The Next Sili Convalley、通信世界网综合整理

持续自适应风险和信任
为了确保数字化业务计划面对高级定向攻击时仍能有

效实施，安全和风险管理领导者必须采用一种持续自适应

风险和信任评估（CARTA）方法，以实现基于风险和信任

且带有适应性反应的实时决策。安全基础架构必须在任何

地方都具有自适应性，以便更好地利用机会并管理风险，

从而确保安全性能够跟上数字化业务的速度。

作为持续自适应风险和信任评估的一部分，各企业机

构必须克服安全团队和应用团队之间的障碍，就像 DevOps

工具和流程弥合开发和运营之间的差别一样。信息安全架

构师应尝试从多点协同将安全测试融入 DevOps 工作流程

之中，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以十分透明的方式与开发人

员合作，并且保持 DevOps 的团队合作、敏捷性和速度以

及开发环境的灵活性，从而实现“DevSecOps”。运行时，

持续自适应风险和信任评估也可与诱捕技术（deception 

technology）等联合应用。虚拟化和软件定义网络等技术进

步已使“自适应蜜罐技术”（adaptive honeypot）的部署、

管理和监控变得更加容易，而后者是网络诱捕的基本组成

部分。

事件驱动
数字化业务的核心围绕以下理念，即：企业总是保持

高度敏感，随时准备探索利用全新的数字化业务时刻。业

务事件可以是数字表达的任何事物，反映出明显的新状态

或状态变化，比如完成订单或飞机着陆等。借助事件代理、

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内存数据管理和人工智能，人

们可以更迅速地发现业务事件并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不

过，如果缺乏文化和领导力变革，技术本身也难以实现事

件驱动模式的全部价值。数字化业务促使 IT 领导者、规

划者和架构者从本身需求出发去积极地采用事件思维。

区块链
区块链正在从数字货币基础架构向数字化平台转变。

区块链技术与现有的集中式交易和记录机制截然不同，可

作为已有企业和初创公司发展颠覆式数字化业务的基础。

虽然有关区块链的宣传都集中于金融服务行业，但区块链

在其它一些领域也有潜在的应用前景，比如政府部门、医

疗保健、制造业、媒体发布、身份识别、所有权登记服务

和供应链等。虽然区块链前景可观且无疑会带来颠覆式影

响，但是对区块链的展望胜过区块链的现实，而且许多相

关技术在未来两到三年内难以成熟。

会话式平台
在人类与数字化世界互动方面，会话式平台将推动下

一个重大模式转变。诠释意图的负担从用户交给了计算机。

该平台接收用户的问题或命令，然后通过执行某些功能、

展现某些内容或询问更多输入信息来响应。在接下来的几

年内，会话界面将成为用户互动的一个首要设计目标，并

通过专用硬件、核心操作系统特性、平台及应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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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人工智能将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将为

教育界与产业界更加广泛的跨界合作提供发展空

间。中国将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推

动人工智能在教与学、教育管理、教育服务过程中的

融合应用，利用智能技术支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支撑教学方法的改

革，支撑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将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强大动力和教育制度变革的内生要素，推动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近日召开的 2017 未来教育大会上表达

了对“人工智能改变教育”话题的看法。

《声音 数字

第一版
近日，负责制订全球通讯技术标准的3GPP( 第三

代合作伙伴计划 )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会议，并正式

签署通过了第一版5GNR标准。这将是全球第一个可

商用部署的 5G标准，为 2019年 5G大规模试验和商

用部署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这一标准比原计划提前

六个月完成。

15.7 万亿
普华永道发布《抓住机遇》报告，其中详细分析

了人工智能的商业影响。至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世

界经济贡献15.7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中国与印度

这两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之和。

3.46 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发布年度旗舰报

告《2017 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生活在数字世界的

儿童》，其中指出，全世界约 3.46 亿青年人尚未使

用互联网，占全球青年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

约 60%的非洲青年尚未使用互联网，而这一比例在欧

洲仅为4%。

6%
谷歌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联合发布的一

份最新报告显示，东南亚数字经济的规模越来越不能

忽视。报告称，这将推动该地区的互联网经济规模在

2017年达 500亿美元，到2025年达到 2000亿美元，

占地区GDP总值的比例也将由目前的2%攀升至 2025

年的 6%。

8000
“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V3.0系统”

建设项目近日通过专家验收，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在线服务和运行管理系统。该系统

在中科院15个大型仪器区域中心、114个研究所成功

应用，上线大型仪器设备达到8000余台套，价值超过

110亿元人民币，系统用户数达到4万余人。

“IPv6 用户增长非常明显，一年前全球仅有 6.5% 的互联网用户使

用 IPv6，而最近该比例已达到 15.3%，相比一年前翻了一番多。报告还

显示，全球排名前 1000 的网站有 25% 支持 IPv6，意味着 IPv6 整体容量

已达到较大规模。IPv6 将会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我们需要准备

好迎接 IPv6 的到来。”

——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总裁保罗·威尔逊在 2017 年“全球网

络技术大会”上认为，全球 IPv6 部署呈“加速跑”状态，未来 5 年全

球 75% 的网民可能成为 IPv6 用户。

“随着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终身学习途径和方式日趋多样化，学

习者对学习的选择性不断增大，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我

国现阶段教育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学模式固化、教学体系封闭、

学习方式单一等系列问题，现有的教育模式还无法有效落实党中央有关

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学分银行制度有效调节了政府、社会、学习者、

用人单位和教育机构等相关者的关系，跨越了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鸿沟。”

——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开放学习平台“学银在线”正式开通上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谈自己针对学分银行制

度的必要性的看法。

“大数据技术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基于学

习者的个体特征和学习状况的数据，大数据技术为追踪和整合这些数据，

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支持提供了可能。在商业化的在线学习平台中，适应

性学习已经较为成熟；能发现教育新规律，大数据技术突破了小样本和

个案研究的局限。在教育大数据技术的驱动下，研究者可以量化学习过

程和学习状态，更快速准确地找到影响因素和干预策略，发现曾经被遮

蔽的教育新规律，大大拓展探索教育规律的广度；能促进教育领域人工

智能应用的开发。”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伟在《光明日报》发表

《用大数据技术助力教育变革》文章提到如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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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发布全国首个互联网治理指数报告

近日，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作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正式揭牌，由该中心推出的国内第一份《中国互联网治理指数报告》正式发布。

该报告立足我国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大变局”，聚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中的

热点问题与重大议题，采用逻辑思辨、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

重点围绕网络安全、网络舆论、网络法治、网络基层治理与互联网国际治理

等重要议题，对互联网治理领域内的最新政策法规、重要理论成果、重大现

实问题等进行概括与分析。

其中，广东省以 93.42 的指数值成为 2017 年度互联网治理指数的第一名，

上海紧随其后，北京则以高于浙江 0.32 的分值位居第三。

重庆大学：推出全新电子图书服务模式

日前，重庆大学与某电子图书服务商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包括面向全校

师生的电子图书阅读、读者在线上商城订购图书由图书馆买单流程的打通、

电子图书的长期保存服务等，有效解决了目前电子图书出版行业和图书馆行

业的有效对接问题，借助电商的社会化平台，为读者提供更多、更新的电子

图书，并逐步向校友群体拓展。此次合作将大大地弥补国内图书馆电子图书

新书的服务短板，有力地促进重庆大学“书香重大”建设，标志着重庆大学

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将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重庆大学副校长孟卫东表示：“（合作）可以更好地丰富馆藏，为读者

提供更好的条件。开展大数据分析，通过对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提取

阅读特征，可以为读者推荐好书，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希望以后进一步深化合作，为重庆大学 40 万校友提供阅读服务。”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宁波诺丁汉大学：课堂有了 VR“探索空间”

宁波诺丁汉大学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等尝试改造传统课堂，建立了“探索

空间”，给学生的课堂带来全新体验。在这个空间里配备了多屏互动设备、

多点触控桌面、VR 设备等时下最火的科技产品并应用于教学，旨在改变传

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学习热情。多屏互动教学区里，没有传

统的讲台设置，教师漫步课堂，学生或可分组讨论或统一聆听，每个小组讨

论的桌子前都有一个多媒体屏幕，学生连接自己的设备就可以将自己的作业

呈现在屏幕上，就像看到视频网站的实时“弹幕”。

目前，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和化工系已经开始使用“探索空间”来教学。

“未来实验室也将与学校建筑系、工业设计、航空航天等各个专业的课程合

作设计出适合此类最新科技的教学模式。学生也可以预定实验室，开展相关

的项目研发。”“探索空间”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中国首次设立互联网发展指数
指标体系

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牵头编写

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和《中

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蓝皮书在第

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两份报告

显示，中国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位居世

界第二，广东位列中国第一。

“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以来，

首次面向全球发布的互联网领域最新学

术研究成果，进一步凸显了大会交流思

想、凝聚智慧的平台作用。”中国网络

空间研究院院长杨树桢介绍说。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从

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产业发展、网络

应用、网络安全、网络治理六个维度，

对全球五大洲 38 个国家的互联网最新

发展状况进行测评。报告显示，美国、

中国、韩国、日本和英国的互联网综合

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五。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则

从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能力、数字经济

发展、互联网应用、网络安全和网络管

理等六个方面，对全国各省区市互联网

发展成效和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估。其中，

排名前 10 位的依次是广东、北京、浙江、

江苏、上海、福建、四川、山东、天津、

湖北。

两份报告还首次设立了世界互联

网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和中国互联网发展

指数指标体系，填补了国内外互联网发

展综合指标的空白。



2018.1 中国教育网络 9

浙江

教育系统网络信息安全监测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浙江教育系统网络信息安全监测服务平台将对全市教育系统各高等

学校、职业院校、独立学院、机关处室、区教育局、直属单位、中职院

校等 170 多个单位的近 4000 网站及信息系统进行持续、多维度安全监测，

可以实时地了解所有的 Web 资产面临的风险，实现快速的安全事件定位，

对各单位发生的安全事件进行通报和预警，并对安全事件未处理和已处

理以及如何处理等行为记录和追踪，督促涉事单位进行整改上报。

广东

广西

印发《广西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
（2017—2020 年）》

最近，广西教育厅印发《广西教育信息化

发 展 规 划 (2017-2020 年 )》， 明 确 2017-2020

年加快广西教育信息化进程，补齐建设短板的

任务和要求。

规划确定了广西今后几年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策略和发展目标，提出到

2020 年，初步建成与广西教育改革发展相适应

的教育信息化体系的目标。提出了基础教育信

息化、职业教育信息化、高等教育信息化、继

续教育信息化等各级各类教育的信息化发展任

务，同时规定了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以提高教

育管理服务的水平，加强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培训和提升教育行业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等七方

面的发展任务。

2017 年全国高校网络安全联赛总决赛
落下帷幕

2017 年 12 月 22 日，2017 年度全国高校网络

安全联赛总决赛在广东深圳落下帷幕。经过一天

半的角逐，20 支来自国内各高校的网络安全精英

战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最终信息工程

大学 f61d 战队获得团队赛特等奖，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张一白获个人赛第一名。经大赛技术委员会

综合评定，信息工程大学彭建山老师获最佳指导

老师第一名。

本次大赛于 2017 年 8 月启动，共吸引了

254 支团队，约 1000 名队员参赛，历时 5 个月，

经历3场线上激烈角逐，最终20支团队脱颖而出，

获得总决赛的入场券。赛后举行了网络安全人才

培养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及产业发展的问题，

并与获奖团队开展了积极互动。

青海

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现场会上获悉，青

海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由中央专项、青海省财政和地方

配套，分别投入资金 5.7 亿元和 4.2 亿元用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应

用环境建设，为全省中小学配备班班通多媒体设备、师生用计算机、

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使信息化基础终端装备达到我国中部省份

水平。

据介绍，青海通过中小学标准化项目、薄弱学校改造项目的实施，

全省中小学接入互联网宽带从 2012 年的不足 17% 提高到 83%，配备

班级多媒体设备占总教学班级的 98%，新建计算机教室 1452 座，生机

比、师机比分别达到 9.7%、37.2%。

（以上信息编辑自 www.edu.cn）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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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在线教育发展取决于观念转变
就整个教育行业而论，观念问题是在线教育快速发展的主

要障碍，任何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都取决于观念更新。因此，

转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观念是发展在线教育的首要任务。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

变的过程，是以信息时代工作和学习及思维特征，对知识传授

过程进行系统分析、认识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导信

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在线教育对教

育形态带来的新变化。

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有很多不适应之处，因为管理

上的条块分割，经费项目的专用性，也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

学校之间竞争的客观存在，在优质资源等共享平台建设上，

我们仍将遇到现实困难，对此需要提高认识，加强统筹与协

调工作。

同时，只要考试和升学的压力没有根本改变，家长就是应

试教育的心态，能提高分数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这也是我们

目前的教育现实。因此，在优质资源的建设上也容易出现学校、

政府所支持倡导的素质教育，与家长学生的升学需要之间存在

根本性差异，将可能导致优质资源脱离实际需要，或者效率低下。

学生和家长要的是能够提高升学分数的在线教育课件。

如何实事求是，在面对现实、结合二者需求的基础上，建

设符合学校、家长、学生现实需求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让优质教育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是一个现实而艰难的挑战。政

府主管部门及时开展在线学习的学分认可、微课程证书、学历

认证的试点都很有必要。

要加快互联网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进程，结合国家大力

发展下一代互联网的部署，建设免费的国家教育宽带网络，

或为在线教育提供者提供带宽补贴，为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

提供基础网络支撑与保障，为国民提供公平利用在线教育的

机会，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创造条件。

是否取代，取决于对传统教育的定义
经常有人问在线教育是否将会取代传统教育，人工智能

是否会使大部分教师失业等问题。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在线教

育能否取代传统教育，取决于你对传统教育的定义。社会上

对教育的功能无限扩大，在线教育的功能有限，所以取代不

了扩大化的教育功能。

狭义上讲，教育和学习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本质上

是指知识传输过程。人类的学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人

际交往类的学习：如语言学习、礼仪习惯、品德养成、管理

有效等；第二类为知识传承类的学习：如文字、数学、物理、

化学、逻辑、运筹等；第三类为文明发展类的学习，如科学

探索知识、工程技术、生命科学、行为科学等。

第一类人际交往类的学习是靠模仿和习惯养成，学习的

环境很重要，有了好的学习场景，学习效率就会高；第二类

知识传承类的学习传统上是靠师传面授，需要前人对知识规

律性的总结、推导、系统分析、约定认知等；第三类文明发

展类的学习需要系统的基础知识，需要灵感和想象力、需要

有批判精神，也需要模型场地和实验验证等。

如果对应地把教育分为三类：人际交往类的教育、知识

传承类的教育和文明发展类的教育，互联网在线教育完全可

以取代知识传承类的教育；在线教育可以为人际交往类的教

育提供更有效的学习场景，作为辅助教学手段；依据现有的

技术手段，在线教育还难以取代文明发展类的教育。

经常有人问在线教育是否将会取代传统教育，人工智能是否

会使大部分教师失业等问题。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在线教育能否取

代传统教育，取决于你对传统教育的定义。

在线教育能否取代传统教育？

10 中国教育网络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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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 2017 年 12 月 3 日在乌

镇开幕。会议围绕数字经济、前沿技术、互联网与社会、

网络空间治理、交流合作五大板块，精心设置了分享经

济、人工智能、互联网精准扶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等 20 个分论坛。其中，“前

沿技术领域科学家高峰对话”论坛聚焦前沿技术对人类

生活及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和创新引领作用。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建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中国科学院院

士郭华东、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等出席并做主题演讲，

论坛还举行两场主题为“前沿信息技术如何推动基础研

究的突破和发展”和“前沿技术带来的产业和社会变革”

高峰对话环节。本刊撷取该论坛中部分嘉宾的观点，与

读者分享。

技术大咖乌镇话创新未来 

互联网是网络空间的基础，云计算、

物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属于通用性的前沿技术。在

通用的支撑技术之上，应用在某一个行

业、某一个领域属于应用性的前沿技术。

在通用的支撑技术之下，最底层的技术，

我们称之为基础性的前沿技术。虽然，

计算系统、芯片、操作系统等基础性技

术常常不为人讨论，但基础性的前沿技

术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互联网的体系结

构。互联网的体系结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et）是互联网各部分的组成和

相互关系，其中在互联网的层次结构中最

核心的是网络层和传输层，特别是网络层，

它是连接所有网络的核心所在。

网络层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第一，

传输格式。互联网传输是按照统一的传输

格式传输，如果用不同的传输格式，则会

导致不在同一个空间。如果经过转换，速

度会变慢，效率也会降低。IPv4 是早期传

输格式的定义，由于早期的传输格式不能

满足未来的发展要求，所以就出现了新的

格式——IPv6。

第二，技术路线。分为有连接、无连

接两种。目前，互联网所使用的是无连接

技术路线，无连接技术路线决定了现在互

联网传输的高效性。

第三，路由控制。路由控制是互联网

最核心的技术。它要在传输格式和转换方

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满足互联网发展、

应用发展以及通信发展的需求，实现全网

最优。这对于公用互联网是很难实现的，

公用互联网是实现各个应用之间的平衡，

而非追求极端。SDN 技术便是解决路由控

制的一项技术，即如何在传输格式不变，

存储转换方式不变，给用户以特殊的路径，

选择优先路径。

互联网体系结构不断发展，互联网

技 术 不 断 完 善。 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IPv4 协议一直沿用至今。90 年代初

期 IPv6 协议设计并开始大规模使用。尤

其近些年来，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

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速度。IETF（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在 2016

年年底也发布了重要的声明：从 2016 年

11 月份开始，新的协议标准不要求必须

支持 IPv4，但要求必须支持 Pv6。这传

递出的信号是：IPv4 会被互联网放弃，

IPv6 才是未来网络建设的唯一的协议标

准。早期核心技术解决都是基于 IPv4 协

议，而未来，核心技术将通过 IPv6 协议

解决。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

吴建平：要在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上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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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机器如何从数据中学习
中国正在推进新一代的人

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最大

的特点是从数据中学习、从数

据提取知识。人工智能应用到

制造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

何利用群体智能，即如何将碎

片化数据收集，并投入到实际

设计和生产阶段。

华中科技大学开发的智能

型数控注塑机通过实时采集数据，建立机器状态和制品质量

影响模型，让机器可以“记住”产出高品质制品的机器数据，

从而提高制品成品率和重复精度。

群体智能不仅可以提高企业产品质量，也能节约企业能

源产出。谷歌 Alphabet 通过管理数据中心控制系统和人工智

能程序（DeepMind）将谷歌数据中心总体电力利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PUE）提升 15%。DeepMind 通过数据中

心内几千个传感器收集温度、电量、耗电率、设定值等各种

数据，再将数据保存用于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继而训练关注

未来平均 PUE 的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像是玩游戏一样，将传

感器传输的值和参考值作比较再输出，从而得到理想的输出

状态。这种模式如果被大规模使用，将大幅提高地球能量转

换效率，帮助生产企业提高生产率。

麦肯锡发布的《展望 2025：决定未来经济的 12 个颠覆技

术》将“知识工作者自动化”列入其中。对于智能环境下的

制造从业者来说，如何通过将工程知识体系转化为“工程智

能”，并驱动工业体系和工程基础设施，实现人和机器的重

新分工，也值得我们思考。

郭华东：科学大数据驱动的地球环境认知
目前，围绕大数据、大数据资源、

大数据经济等方面的讨论精彩纷呈，

但在科研领域大数据所起到的作用

与热点远不及在社会经济领域。这

与科学大数据本身的特点有关。科

学大数据属于大数据的一个分支，

科学大数据有其自身的特点，除了

海量、多元、高价值之外，还有其

他数据不具备的特性。科学大数据

有内部和外部两种特征，科学大数

据具备不可重复性、多维性、计算复杂性等内部特征，外部特

征包括大数据内涵，大数据价值，大数据更新速率，大数据获

取手段，大数据研究方法或分析方法等。

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要想在科学领域实现真正的科学发

现，是离不开科学大数据的。中国科学院经过过去几年的研究

积累，已经拥有 38PB 的地球大数据（Big Earth Data），其中包

括关于生物数据、生态数据等大数据资源。Big Earth Data 终极

目标是建成国际性地球大数据中心，建成先进的地球大数据设

施，发展成国际水平的地球大数据的平台，塑造一个可供决策

支持的大平台系统。

通过科学大数据可以更清楚地认知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预

测未来地球生态环境。美国科学家曾预测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

平面上升，到 21 世纪中叶，目前 50 年一遇级别的洪灾袭击沿

海城市的风险将会翻倍。其中，上海将会有四千多万人民受到

损失。我们通过调取 Big Earth Data 大数据分析表明，如果假设

的前提成立，损失将会更为严重。

大科学是基于大科学装置的

研究，大科学装置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前沿研究领域专用装置，

例如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的加速器、

天文望远镜等离子体聚变装置；

第二类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

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自

由电子激光等。大科学装置是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中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科技问题提供强有力工具，为相关

领域前沿研究和高技术发展提供支撑平台的大型设施。我国的大

郭华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遥感

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

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科学数据建设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十八大以来对大科学装置

的研究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大科学装置已然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大科学装置产生的大数据是广域化储存和处理，强有力地推动

高性能计算、高速网络和海量存储的发展。科学大数据有别于其他网

络数据，具有数据关联性强的特点，而且每一科学领域的大数据特点

都不同，这就对数据采集、存储、查询、分析等环节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信息化贯穿于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科学产出全过程。

它需依赖于包括网络、高性能计算、大数据及存储等信息化技术

条件。同时需要协同工程环境、工程管理等信息化应用系统环境。

大科学装置产生大数据，必须依靠信息化存储，传输，分析大数

据来开始开展科学活动，实现科学发现。同时大科学装置也有力

地推动了信息化进程。

陈和生：大科学装置与信息化互促发展

（本文根据“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嘉宾演讲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陈和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主任



2018.1 中国教育网络 13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本刊讯  2017 年 12 月 10 日，面向全

国大学生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在

清华大学落幕，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IPv6

校园环境中的多角色 MANET 的技术与应

用》、电子科技大学的《物联网主机定位

配置协议研究》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基于

IPv6 的家电智能感知贴片互联系统》等四

个作品从 230 多个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

大赛一等奖。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由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主管，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出

资举办，迄今已经举办了三届。大赛是目

前国内唯一的 IPv6 专业赛事，只面向高

校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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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IPv6 为代表的下一代互联网成为

未来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2003 年国

家启动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CERNET 承担建设了其中最大的 IPv6 互

联网 CNGI-CERNET2，也成为全球最大

的纯 IPv6 互联网，荣获 2004 年两院院士

评选的十大科技进展。我国在 IPv6 为核

心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与建设上获得

了先发优势，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就。但

因为种种原因，近年我国 IPv6 网络的普

及与建设远远落后于很多国家。目前我

国 IPv6 用户仍然徘徊在 500 万，仅占互

联网用户的 0.7%，而全世界普及率最高

的比利时已经高达 57%，美国也已经达到

34%，印度也已经达到 47%。中国在 IPv6

网络的建设上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

为推动我国在 IPv6 为核心的下一代

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与普及，在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的指导下，赛尔网络有限公司自

2015 年起，每年出资 2000 万元，面向全

国高校举办下一代互联网创新项目和“下

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鼓励扶持以

大学生为核心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以推动中国 IPv6 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截止目前，已经有 100 多个高校的 300 余

个项目参加了前两届的角逐，参赛人数超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在京落幕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多参数水质在线监测仪 靳菁华 北京林业大学

表 1  物联网组特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lightmoton 石梁征 华北电力大学

表 2  物联网组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爱膝——智能柔性护膝系统 刘义杰 北京林业大学

表 3  物联网组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基于 IPv6 的心血管疾病智能监护预警系统 郭赛迪 郑州大学

2 基于 IPv6 的微型 Web 服务器 朱怡佳 周口师范学院

3 基于 IPv6 的低头族健康监测系统 徒鹏佳 西安理工大学

表 4  最佳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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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500 人。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100 多所高校的 230 余个项目参加，大

赛评选出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2 项，

三等奖 27 项。

据悉，获奖项目还将获得由赛尔网

络有限公司承担建设的北京市下一代互

联网产业园的持续支持。

本次大赛的发起者之一，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

平教授表示，大学生始终是互联网的主

角与灵魂，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互联

网很多的发明创造都始于校园，始于大

学生，比如 QQ 与马化腾。在下一代互

联网的普及与建设上，我们也希望撬动

大学生的热情，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未来

条件与资金支持，为中国下一代互联网

的创新播下一颗颗种子。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评审委

员会主任、CERNET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华南理工大学张凌教授介绍说，经过三

届创新大赛的积累，在这个平台上已经

聚集了一批专注于下一代互联网和 IPv6

的高校创新人才。像这次大赛中的“基

于自反馈学习的 IPv6 恶意域名检测系

统”、“基于水声多跳网络通信的青海

湖在线监测实验床设计与实现”、“家

庭智能口腔护理系统”等，都具备了很

高的水准。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

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可以

预计，中国互联网必将迎来以 IPv6 为

代表的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热潮，希望我

们的大赛能为国家战略添砖加瓦。

在谈到举办大赛的初衷，赛尔网

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岩表示，作为

CERNET 的运营公司，其出发点就不同

于一般社会上的公司，网络服务教育，

网络服务国家互联网战略一直是我们的

宗旨，希望大赛能为国家 IPv6 网络部

署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国决赛获奖名单公布见表 1-11。

（特等奖、物联网三等奖空缺）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基于自反馈学习的 IPv6 恶意域名检测系统 沈倩颖 上海交通大学

表 5  网络空间安全特别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IPv6 校园环境中的多角色 MANET 的技术与应用 骆茜荣 南京理工大学

2 物联网主机定位配置协议研究 许可 电子科技大学

表 6  网络技术应用甲组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下一代互联网企业智能邮件处理系统 张启华 华南理工大学

2 基于 IPv6 的低头族健康监测系统 徒鹏佳 西安理工大学

3 基于 IPv6 的智能网络控制器 陈真佳 海南大学

4 基于深度学习的 IPv6 校园车辆智能感知系统 王嘉伟 武汉大学

5 基于 DPDK 的高速网络流量分析系统 封寒松 上海交通大学

表 7  网络技术应用甲组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基于 IPv6 藏汉双语学前教育云平台应用研究 严旭 青海师范大学
2 基于 IPv6 的工艺设计知识服务及智能参数优化选择平台 胡晓 四川大学
3 基于 IPv6 的课堂常态录播与分享系统研究与构建 黄丽媛 西安交通大学
4 IPv6 网络下的抗肿瘤药物筛选程序 MolGridCal 的实现 周永胜 兰州大学
5 基于 IPv6 的手势识别远程控制机械手臂系统 张苡宁 兰州大学
6 IPv6 网络下基于学习行为的个性化网络教学平台 王栋志 西南科技大学
7 面向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的智能路由机制研究 张闯闯 东北大学
8 基于 IPv6 的移动健康监护系统 朱超群 厦门理工学院
9 基于 IPv6 的智能网联汽车协作视频感知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吴天昊 北京邮电大学

10 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 刘彦凯 河北工业大学
11 基于 IPv6 的对外汉语及汉文化教育平台 吴胜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
12 支持协议的移动云健康监护系统研究 王寒 陕西师范大学
13 基于 IPv6 的信息安全虚拟学习空间构建 刘蓉 南京师范大学
14 面向 IPv6 物联网应用的系统可信性保障机制研究 付娇娇 复旦大学
15 大规模 IPv6 网络异常流量实时检测平台 张洪玮 天津理工大学
16 基于 STM32 车载数据采集 叶文佳 厦门理工学院

表 8  网络技术应用甲组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基于 IPv6 的家电智能感知贴片互联系统 潘昊 上海交通大学

表 9  网络技术应用乙组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基于 IPv6 的微型 Web 服务器 朱怡佳 周口师范学院

2 家庭智能口腔护理系统 欧阳真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基于水声多跳网络通信的青海湖在线监测实验床设计与实现 李冲 青海师范大学

4 基于 IPv6 的心血管疾病智能监护预警系统 郭赛迪 郑州大学

5 基于 IPv6 组播的体育视频直播与点播平台 宋子惜 华中科技大学

6 基于 IPv6 的多路径传输技术网络直播平台 龙宇 海南大学

表 10  网络技术应用乙组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1 基于 IPv6 的 SDN 交换机队列调度技术 吴倩文 东北大学
2 基于 IPv6 的室内分布式空气质量检测系统 姜修豪 大连理工大学
3 基于物联网的双重报警输液监护系统 任东胜 西安交通大学
4 基于 6LoWPAN 的服务监测平台 王阳 长春工业大学
5 基于物联网的疲劳驾驶预警系统 张新 内蒙古大学
6 基于 IPv6 与智能手机的超市快捷购物系统 甄冉冉 大连理工大学
7 针对 IPv6 网络的僵尸网络检测系统 刘麒 内蒙古大学
8 基于 IPv6 的交通服务信息播报系统 高瞻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9 基于 PingER 的下一代端到端的网络性能监测平台 张伟 广州大学

10 基于 IPv6 协议通信的无人采样船 丛禹塵 大连理工大学
11 基于 IPv6 的物联网数据接入与分析平台 魏忠迗 北京化工大学

表 11  网络技术应用乙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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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很多事物印证着教育信息化的成长。我们选择了这些关键词试图描绘教育信息化的

2017 年：教育信息化 2.0、一站式服务、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IPv6 规模部署、数据生态、互联网

+ 教育、网络安全、在线教育……这些既是对 2017 年的总结，也希望能是 2018 年的预览。

16  回顾 2017：我们不缺理念缺“落地” 

18  教育信息化 2.0：颠覆与创新

20  一站式服务：高校管理服务变革的风口

22  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已经开始的教学环境变革

24  IPv6 规模部署：赢得互联网新时代发展先机

25  数据生态：高校对数据资产的重新审视

27  互联网 + 教育：重塑教育新生态 

28  网络安全：合力驱动下的“奋进”

29  在线教育：经历一场“加法” 

31  2017，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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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17：我们不缺理念缺“落地”
互联网行业的“倒逼”逻辑在于外部发起，那就是“我颠覆你，而跟你无关”，而教育信息化“推

动”逻辑是在一个传统的组织内部，“一个边缘的技术部门要对一帮核心的业务部门进行说三

道四”，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文 / 沈富可

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人工智能⋯⋯各

种新技术的大背景下，2017 年高等教育信息化界有不

少热点，很多学校在不同方面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总结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

教育大数据分析、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一站式服务以及

网络和信息安全。  

三个重点

第一，关于教育大数据的探索。教育大数据的探

索主要集中在基于已有消费数据、行为数据的管理和

服务支持方面，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预警系统、网

格化管理多维数据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具有学生画

像、学生行为预警（在校状况、学业、消费、身心健

康）、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分析、学生综合数据检索、

学生群体分析等功能，能够辅助学工部门、院系管理

者和辅导员开展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学生心理健康辅

导、精准资助等工作。通过基础数据分析（包括招生

数据分析、学生数据分析、毕业数据分析、教师数据

分析、课程数据分析、成绩数据分析、就业数据分析、

高校资产数据分析等）及行为数据分析（包括校食堂

就餐情况分析、一卡通消费行为分析、上网行为分析、

图书借阅行为分析、图书馆使用时长、上网时长 / 流量

和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等），可以对学校在校生情况、

课程情况、科研成果、奖助情况、教工情况等方面进

行直观了解和对比。同时，结合历年数据变化规律，

可以为决策者、管理者提供依据和新思路。相较于传

统的校园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使得教育决策由“经

验化”转向“科学化”，数据驱动的决策将变得越来

越可靠。但目前的应用案例主要体现在提高、改进管

理和服务上，教育大数据在直接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

效果、提升教学质量、进行宏观决策等方面的案例还

不多见。

第二，一站式服务在高校的探索。信息技术支持

下的一站式服务在高校信息化治理过程中开始逐步得

到决策者的关注，有些学校的一站式服务正在逐步引

发所在高校的服务流程优化，在“倒逼”高校的治理

和改革方面有良好的探索。一站式服务从技术上是一

种基于工作流的流程应用实现，技术本身并不难实现，

之所以在有些高校落地困难，关键原因是一站式服务

的本质是高校管理和服务流程、方式的变革。作为高

校优化管理和服务的切入点，“一站式服务”可以把

行政及公共服务等项目集中在一个线下（或线下线上

结合）的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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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结账”的服务

方式，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界限，做到真正服务

上“以用户为中心”。从实践中可以看出，一站式服

务可以实现师生业务办理“最多跑一次”、数据收集“最

多填一次”的问题，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也可以将

目前，信息技术和手段

在跟教育、教学的融合

上非常不够，还谈不上

深度融合或创新融合。

——沈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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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17：我们不缺理念缺“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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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探索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业务流转

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之间的数据获取，将每个环节对应的

业务统计数据在一定范围公开，从而“倒逼”业务部门

进行业务优化；同时，应师生的服务需求，进行跨部门

业务流程优化、重组，践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管理

和服务理念，实现高校从管理到治理的机制创新。

第三，网络信息安全的进一步推进。在网络及信

息安全方面，随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高校成立网

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大多

直接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学校网站与信息系统安

全方面的工作得到空前的重视。各高校纷纷进行网站、

信息系统等保测评，以及采取了一系列“防网页篡改”、

“防数据泄露”、“防业务中断”等软硬件设施，加

强网络及信息安全制度建设。然而，网络及信息安全

除了网站、应用系统安全之外，还包括物理安全、网

络安全、系统安全、数据安全等。因此，在开展高校

的网络及信息安全保障实施之前，应该先进行系统性

设计，要系统梳理学校相关物理场所、网络、系统、

数据等设施，然后才是安全级别、保障机制、评价方

法等。单就数据安全而言，还有一个数据权属关系、

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如师生个人信息，姓名、年龄、

住址、身份证号等基础数据，权属应该是师生个人的。

学校应该保障好个人授权给学校代为管理的个人基础

数据。目前高校很多信息系统累积下来的数据大多是

面向管理的，包括人、财、物的基础数据以及部分资

源数据，对行为数据的收集比较有限。涉及到数据安

全的工作也主要是面向人、财、物的基础数据以及资

源数据，而且是刚刚起步。起步较早的学校已经开始

了数据类型的划分、权属关系的划分以及保护级别的

划分工作。目前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第一是梳理

数据类型及权属关系、系统的服务范围及服务等级 ; 第

二是信息化建设与使用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角色及安全

规范 ; 第三是建立一套技术架构以及管理机制保障这些

目标的实现。教育行业的数据安全总体来说仍处于比

较初级的阶段，重视不够、体系不全、机制不顺、保

障不力。做好数据安全工作需要一个健全的保障体系，

该体系除了一支有力的队伍之外，还需要从制度设计

和技术设计两个层面进行相互补充。

直面核心问题

2017 年各种相关的研讨会、高峰论坛接二连三、层

出不穷，政策要求加上群众的热切期盼，使 2017 年教

育信息化领域非常热闹，但深入了解后会发现，教育行

业中的信息化应用离用户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信息技

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还谈不上深度融合或创新融合。

欧美高校的信息化应用案例很难直接作为中国高

校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参考范例，管理科学中的很多理

论和模型也很难直接应用于解决高校的管理信息化问

题，因此，推进信息技术与高校管理教学的深度融合、

创新融合挑战巨大，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队伍进行融

合探索。相信在新的一年里，教育信息化会继续在数

据分析、优化管理、移动支持等方面进行探索。

新时代下，我们不缺少理念，缺少的是如何使“理

念”在所在的高校中“落地”和“内化”。互联网行

业的“倒逼”逻辑在于外部发起，那就是“我颠覆你，

而跟你无关”，而教育信息化“推动”逻辑是在一个

传统的组织内部，“一个边缘的技术部门要对一帮核

心的业务部门说三道四”，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

在迎接高校“双一流”建设、深化高校教学及管理改

革的过程中，要做到深度融合或创新融合，急切需要

总结和分析之前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及挑战，

直面这些问题，在学校层面进行信息化“顶层设计”，

除了需要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架构之外，更需要创

新建设理念、人才队伍及建设模式。希望在信息化的建

设中“减少折腾”，避免工程型的建设与评价，期待更

多的信息化“顶层设计”以及实施案例出现，希望针对

这些案例的效果经过三到五年的使用后，再由我们的师

生做出评价，从而实现信息化对学校的发展和改革的有

力支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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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2.0：颠覆与创新
教育信息化 2.0 带来的是整个教育生态的重构，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

方法，最终致力于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2017
关键词

2017 年末，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指出，我国将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教育制度变革的内

生要素，推动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可以说，教育信息化 2.0 将为未来教育信息化发展做出重要指引。那么，

教育信息化 2.0 与 1.0 有何本质区别？高校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有何重点工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特为本

刊撰文，总结教育信息化 1.0 的阶段性特点，展望教育信息化 2.0 的内涵及其未来发展。

文 / 杨宗凯

教育信息化从 1.0 到 2.0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对

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十年发展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构想，

2015 年以前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建设、应用，2016 年

以后为第二阶段，重点是融合、创新。经过前期发展，

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基本度过了第一阶段，进入第二

阶段，信息技术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尚未引发教育的深层变革。杜占元副部长在教育大

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成立会暨教育大数据应

用研讨会上指出，以“十九大”的召开为标志，教育

信息化从以“教育信息化”为重点的 1.0 时代进入到以

“信息化教育”为重点的 2.0 时代，并且从教育资源、

教师能力、发展动力三个方面阐述了其中的重要转变。

总体上，2.0 时代的核心目标就是以教育信息化

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全面提升教育品质，构建新时

代教育的新生态。

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重点关注量变，强调应用驱

动、融合发展。

信息技术的进步对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从一定程

度上倒逼教育信息化发展。在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

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逐步受到重视，各地在逐步完善

的硬件设施基础上，打破原有“批量生产”式的流水

线教学模式，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普遍应用，

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共建和共享，初步形成数字资源

服务体系。例如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基础建

设水平，鼓励信息化支持下的教育教学改革，并提供

符合信息化课程标准的学习工具和资源；在地区和学

校层面，提高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水平，

培养学校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力，积极推动示范学校

杨宗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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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2.0：颠覆与创新

的创建，信息化教育的雏形开始显现。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重点关注质变，注重创新引

领、生态变革。

进入 2.0 时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教学的工具和

手段，而是成为与教育共生的融合的整体。教育信息

化 2.0 不仅改变了物理环境、学习内容等教学形态、

流程、模式上的变化，从更深的层面上改变了教育生

态系统，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从人才培养模式上

看，教育信息化 2.0 借助远程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

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实现

随时、随地、随需学习。从教育系统上看，教育信息

化 2.0 致力于构建面向全社会的新型教育生态，促进

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形成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从教育服务功能上看，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教育优质均

衡和创新发展，为终身学习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从教育管理上看，科学布局构建教育业务管理

信息系统，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推进基于大数据

的教育决策。总体上就是要推动由“教育信息化”向“信

息化教育”的转型发展，构建全新的教育生态，实现

更加开放、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

2.0 时代高校的四大任务

教育信息化关键在于“化”，即技术驱动的教育

综合改革。对于高校而言，教育信息化 2.0 意味着树

立全新的发展理念，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赋予教育

信息化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培

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

第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新时代的优秀人才固

然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但更需具备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协作沟通能力、自主学习与发展能

力等一系列新型特质，人才培养的宗旨应该是能力先

于知识，而不是知识先于能力。因此，2.0 阶段的高

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点在于全面创设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并通过基于大数据的高度精确

的过程化评价，实现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以实

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突破口，全面推进

研究型教学。比如：在课程设置方面，实施严格规范

的形成性学业成绩评价体系，并突破高校围墙实现开

放式共享；在教学空间方面，推进物理空间、资源空

间、社交空间深度融合，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学情诊断、

学习规划、精准教学等智能化服务。

第二，科学研究范式创新。在 1.0 阶段，基于互

联网的科研文献资源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在我国高校

已经比较普遍，信息化科研管理系统也在很多高校得

到实际应用，信息技术为提升高校科研水平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并未彻底改变高校科研活动的基本范式。

进入 2.0 阶段，随着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

以信息化为支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变得越来越普遍，

传统的基于科学实验的实验型科研、基于模型归纳的

理论型科研、基于模拟仿真的计算型科研范式将逐步

过渡到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科研中的深度利用将成为常态，

高校科研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

第三，学校管理方式创新。进入 2.0 阶段，高校

管理创新的步伐必然大大加快，再造利于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融合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成为高校管理

方式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机构设置方面，高校管理体

系将逐步由传统的科层式组织管理体系过渡到更加扁

平化、更加灵活开放的治理体系。在管理业务方面，

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管理业务流程重组将更为普遍，大

量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业务流程将

会取代传统流程，管理效率将会大幅度提升。在决策

支持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持将在高校管理中大

量采用，越来越多的管理决策将依赖于“数据说话”。

在师生服务方面，更加灵活、更具个性的服务将会得

以广泛实现，数字校园的建设和利用水平将逐步从“自

动化”向“智能化”发展。

第四，高校育人文化重塑。教育信息化 2.0 的推进，

必将导致高校育人文化的重塑，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将

极大缓解，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良性互动将更加普

遍，互联网、自媒体等平台使师生互动更加频繁、高效，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主的育人文化将逐步弱

化，教学相长、师生共助的文化理念将深入人心。

总之，信息技术不仅为教育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创

新应用可以实现教育治理的“流程再造”。从构建教

育内部的结构和优化外部的环境两个方面入手，教育

信息化 2.0 带来的是整个教育生态的重构，颠覆性地

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最终致力于实现教育

的现代化。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教育信息化 2.0 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校“双一流”

建设的水平，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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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服务变革的风口
“一站式服务”实践的背后，是管理机制的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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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2017 年，一站式服务成为高教信息化领域的一个

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高校接受并尝试一站式服务模

式的探索，利用信息化手段高度集中数据资源，整合

业务流程，实现信息化的“一站式”服务。

积极布局微服务和大数据

2016 年底到 2017 年初期间，不少高校陆续开发上

线“一站式服务”，并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它

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微服务”的力量，并很好地利

用“微服务”。这是因为随着移动应用的普及，传统

的一站式学生事务服务模式存在的弊端日益明显，在

“微媒介”被大学生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微模式”

成为备受学生欢迎的香饽饽。

如常熟理工学院从 2016 年底推出一站式服务，

2017 年通过一站式服务大厅，部分解决了一些原有服

务门户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很好地体现了服务意识。

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更多的微服务，例如，学校已

经在探索和实践基于 REST 架构的模式建设，研究微

服务模式的系统构建，并着手讨论基于微服务的标准

规范建设。

另外，华中师范大学也于 2017 年开发上线一站式

服务，定位为学校移动化智慧校园应用。所以，除了

常规的 PC 端外，同时上线的还有微信端。

一站式服务：
201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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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随着大数据的应用，除了“微服务”，

社会上呈现出多样的个性化精准服务，校园也不例外。

个性化的精准服务一直是华中师范大学关注的重点，

目前该校通过匹配用户身份，尽量将最适合的服务放

到用户眼前。当前，也正在与互联网厂商合作，通过

数据分析和团队运营来持续改善服务质量并做到精准

地推送给师生。 

“一站式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其实，支持“一站式服务”的技术早在五年前甚

至更早就出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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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已经上线“一站式服务”的高校，发现其

建设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需要学

校师生熟悉和接受“一站式服务”平台模式，具备较

好的数据条件以及技术条件稳定的研发队伍，陆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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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客观条件的铺垫。

我们回顾常熟理工学院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线的前

后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上的看法。2009 年，

常熟理工学院通过新版 OA 建设和推进，提升了学校

校务管理人员范围的执行力；2013 年通过网上财务报

销审批系统的建设与应用，要解决如何通过财务报销

网上审批一站式服务提升服务能力。通过几年的实践，

结合新修订的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打破了业务部门之

间的壁垒，优化了财务报销的业务流程，使得审计工

作常态化成为可能。通过网上服务大厅的多年建设和

应用，学校广大师生深度依赖这一手段，更重要的是

管理层已经认识到这一手段的重要性，并逐步建立了

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这些成果的固化。2016 年

底，学校推出一站式服务大厅。通过该平台全面实现

了学校的各类服务的延伸，也将推进学校管理机制的

变革。

同时，它的成熟还需要“一把手”的认识和重视

程度的提高。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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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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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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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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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服务”倒逼治理变革的理念成为共识

相比以往，当前高校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越

来越强调以人为本，以师生为中心，从管理到服务已

经形成一种趋势，相应的信息化也应由原来的管理系

统转变为以师生为中心的服务系统。

一些开展“一站式服务”实践多年的专家认为，

校务管理一站式服务是高校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必

然举措，应该得到信息化的有力支持，同时，一站

式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的变革，将推进高校管理机

制的变革。 

尽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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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蕴藏的是对高校流程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站式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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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服务”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综合 2017 年我们采访高校信息化管理人员时得到

的回复数据来看，当前“一站式服务”仍然存在几个

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一站式服务”落地难的问题，什么

阻碍了一些高校的探索脚步呢？不少信息办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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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师生的现代化意识和素质，特别是高校管

理层在这方面的意识和素质也很关键。有的学校围绕

一站式服务的话题探讨了许多年，但是一直未能启动

上海交通大学一站式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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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阻力或困难是领导

的重视和信息化意识不足，因为领导相对

关注的是科研、人才引进，或者是教学，

管理往往放在第二位。对此，一些高校往

往尝试采取自下而上的推动方式，一些部

门希望通过做部门级的一站式服务（如财

务处、网络信息中心），以此做出表率后，

引起领导重视，再推动全校范围的一站式

服务系统。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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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校尤其是跨部门业务，

需要校领导甚至“一把手”出面协调。

第三，部分高校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其中相

关标准缺失是最大的问题，相关职能部门、

企业、高校还没有在标准规范、建设模型

等方面达成共识，并抽象和总结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建设和管理模式。

第四，如果按步骤来解读挑战，开展

“一站式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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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是对学习者的个性化支持以及对教育教学

的决策支持，也是有相当难度的阶段。

第五，要建设一站式服务，就要打通

业务系统的数据，需要进行数据采集。例

如，选择合适的工具，不同的场景用不同

的数据采集方案，这也是重要的挑战。

回 望 2017 年， 一 站 式 服 务 引 起 诸

多高校关注。对于我国高校来讲，2018

年 , 是高校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

之年，许多规划的项目将落地，这也意

味着创新带来的破局和流程重组的挑战并

存。“一站式服务”在 2018 年或者不远

的将来，进入更多的高校指日可待。这样

的预见是基于国内外对于高校信息化进

一步发展的要求，基于高校信息化管理人

员不约而同提到的一个共识——“一站式

服务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必然趋势”

所做出的。

已经开始的教学环境变革
除了学校自身的教学质量提升需求，学生们也在要求更

好的学习体验和环境，这就是新常态，那么，高等教育者们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教育领域的新课题

2017 年春天发布的《2017 年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以下简

称“地平线报告”）中首次提及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地平线报告认为，

这是中期内（2~3 年）的关键趋势。简单地说，就是重新设计学习空间。

报告说，学校正在主动思考如何改变物理空间的设计，增加学生们日

益多样的学习方式对于空间环境的需求。与此同时，通过更加多样化

的学习空间设计，从而帮助个体和群体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学习方式。

简而言之，人影响空间，空间也影响人。

实际上，对于未来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构建，早在上世纪末就有

先驱进行了探索。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第 11 任校长

杜德斯达特，在他的带领下，密歇根大学于上世纪末建成媒体联合体，

这个项目把传统图书馆改建成一个数字化的工作区域，集教学、科研、

服务和管理一体化，为工程、建筑与城市规划、音乐、艺术四个学

院服务，被广泛认为是实现密歇根大学数字化大学梦想的突破口和

实验场。

即便在今天看来，杜德斯达特的这一创举仍然让人惊叹，远远超越

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这样的改造不仅为密歇根大学的数字化改造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还与其他战略举措一道为整个密歇根大学全面的战

略转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环境基础。

时至今日，更迫切的对于数字化教学环境的改造已成为教育领域

的新课题。2015 年末，EDUCAUSE 发布一份白皮书《下一代数字学习

环境：研究报告》（The 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A 

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

201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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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的教学环境变革

Reporton Research，一般简称为 NGDLE），这份报告

指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信息技术参与下的一切都在

改变，我们的学习环境该如何变化？ EDUCAUSE 说，

学生们要求更好的学习体验和环境，这就是新常态那

么，高等教育者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教学管理成为中枢

从理念上说，这样的数字教学环境是这样的：它

必须对教师和学生都提供有效支持，让学生可以负责

自己的学习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点，数字教学环境必

须要为院校的教学活动与相关任务及期限提供一个清

晰且透明的展示。这就要有更多的变化来适应各种不

同的学习途径和学习方式，而且更进一步通过同伴反

馈等方式深入洞察个体和全体学生的学习过程。最后，

还可以实现与他人的合作，无论合作是发生在院校边

界之内还是之外。

在这个理念之下，EDUCAUSE 对未来的数字化学

习环境有更具体的描述。简而言之，下一代数字化学

习环境（NGDLE）支持多元化模块组成的教学新生态。

在白皮书中，核心的一个比喻是将教学环境中的每个

组件比作一个乐高积木块。所有“积木块”都有一些

共同属性，可以组装在一起，学生和教师可以一次登

录就进入整个“积木块生态”，“积木块”之间共享

结果和数据。“积木块”都是彼此适合的，它们可以

按需交换和替换，而且有把握做到教学体验不受干扰

地延续下去。

在这个数字化学习环境中，教学管理系统（LMS）

成为一个中枢，在通用的教学生态中将各个组件连接

起来。而且，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神经系统至少要

做到理解学习成效、学生评价、学习记录，并指导如

何为每一个学生找到良好的学习时机。

全球的探索

当 EDUCAUSE 的《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研究报告》

发布时，其他国家同样也在研究这个主题。荷兰在全

国范围内组织该项工作，为所有的高等院校选取一个

通用方法构建数字教学环境，以支持灵活和个性化的

学习。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选择与麻省理工学

院合作，根据 NGDLE 原则为新的虚拟校园开发具体架

构。这些方法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正确地为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NGDLE）的实

现创造条件。

而在国内，针对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的探索也已

悄然展开。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伯苓班借鉴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和微软公司合作研究的基于现代技术的教学

改革项目 TEAL，改变课堂格局，强调课堂的互动性和

可视化。现代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大大提升了学生

们的学习兴趣，改变了传统教师中“教师主体”的固

定模式，使学生变成了主角。在华中师范大学，对环

境的改造成为信息化改变教育的重要环节，他们从基

础设施开始，打造了一个技术先进、充满交流乐趣的

新一代学习环境，并引入社交空间，在华中师范大学

前校长杨宗凯看来，“社交空间是 21 世纪学生的标配”。

更多的对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的探索以手机为媒介进

行转变，手机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为课堂所用。在

上海交通大学的翻转课堂内，手机成为课堂互动的重

要工具，此外，他们重构教室格局，研究课堂的互动

之道。

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从 2015 年末到

2017 年，关于下一代数字化学习环境的讨论不绝于耳，

从 EDUCAUSE 的白皮书到《地平线报告》确认的中期

关键目标，人们对于下一代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实践正

在不断扩大。不过，在构建这样一个下一代教学环境中，

我们最不该忽视的是：能否让下一代数字化教学环境

顺利使用的关键因素是课堂的设计者——基于能力的

教学、面向问题解决的方法和基于项目的教学成为教

师必须掌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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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互联网新时代发展先机
IPv6 规模部署：

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

署行动计划》，其中明确“用五到十年建成全球最大

规模的 IPv6 商用网络”。在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枯竭背

景下，发展 IPv6 网络，推进 IPv6 商用已呈大势所趋。

《计划》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新引擎

在全球 IPv6 演进过程中，各国政府是 IPv6 发展的

重要推手。尽管 IPv6 在中国起步比较早，但在实际发

展中，却并不理想。IPv6 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基本是

高校和研究机构，企业界对 IPv6 缺乏积极性。在清华

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李星看来，中

国的运营商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互相观望的情况，运营商认为 IPv6 信息少，信息提

供商认为没有足够多的 IPv6 用户。

“2008 年中国就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并取得了一些领先的技术和应

用成果。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年来中国

IPv6 的推广部署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逐渐拉大了差

距。国际上 IPv4 地址消耗殆尽，许多国家在推动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上进展很快，更使我国处于相对

落后的状况。”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

平表示，此次虽然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部署计划，

但必将对中国未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步与应用水平

的提高产生巨大影响，使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

应用迈上新台阶，成为世界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引

擎，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

奠定重要的基础。

全面迎接 IPv6 时代

截至 2017 年 11 月，全球 IPv6 用户普及率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依次是比利时、印度、德国、美国、希腊、

瑞士、卢森堡、英国、葡萄牙和日本，中国排名全球

第 67 位。

在 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上，亚太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总裁保罗·威尔逊表示，全球 IPv6 部署呈“加

速跑”状态，未来 5 年全球 75% 的网民可能成为 IPv6

用户。IPv6 用户增长非常明显，一年前全球仅有 6.5%

的互联网用户使用 IPv6，而最近该比例已达到 15.3%。

根据《计划》，2018 年国内 IPv6 活跃用户数要达

到 2 亿，2020 年末达到 5 亿，2025 年末中国 IPv6 规

模要达到世界第一。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

示，只要国家和整个产业有足够的决心，到 2020 年中

国 IPv6 网络的渗透率达到 20% 不是难事，但目前仅为

0.39%。发展 IPv6 让中国获得了部署互联网根服务器

的机会，一旦有了根服务器，中国在抵御境外大规模“分

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的能力将提高，同时也

有助于实现互联网反恐、反诈骗等犯罪行为。

在网络设备方面，也已做好全面接入准备。近日，

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下属全球 IPv6 测试

中心发布《2017 IPv6 支持度报告》，对全球范围内的

IPv6 网络设备、终端、应用、网站等支持度情况进行

测试、更新和分析。报告显示，整个产业已经做好全

面接入 IPv6 的准备，支持范围涵盖网络设备、终端产

品和各类应用。

未来，中国很快就会进入一个 IPv6 大发展的时期。

部署 IPv6，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在互联网新时代赢得发

展先机，也有助于我国向网络强国和网络大国的新时

代迈进！

201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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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数据资产的重新审视
要建立和完善数据化管理机制，运用好“倒逼”和“试点”机制，多重手段推动

数据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数据生态：

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2017 年，学生数据隐私的问题引发了诸多突发事

件，教育部于 2017 年底发布通知，要求各高校全面清

理和规范。针对此，我们有必要在岁末年初呼吁高校

重新审视数据资产并规划好未来的大数据生态。

高校数据安全不容忽视

近日，有关高校公示泄露学生隐私信息的新闻报道

铺天而来，报道披露了部分高校在网站公示大学生奖学

金、特困生补助等信息时，泄露了学生身份证号、银行

卡号等个人信息。虽然教育部连发两道紧急“清理令”，

下令各教育部门和高校进行排查清理工作，但部分学

校的官方网站上依然存在公示信息泄露学生个人隐私

的情况。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徐玉玉”事件，这些敏感

信息如若被不法分子利用，是否会把大学生暴露于电

信网络诈骗风险中？如果说徐玉玉事件反映了我们对

于教育行业的数据安全问题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尚缺乏

准备，那么此次部分学校对清理行动的不够重视却进

一步暴露了学校对于学生隐私信息被泄露后的危害性

和现实紧迫性认知不足的尴尬状况。

众所周知，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各

个高校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大量的数据和信息。高校所

掌握的学生信息和数据，已经成为高校的核心无形资

产，它们具有真正的、可衡量的价值。以上事件所暴

露出的问题，更应当给我们一个警示。华东师范大学

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沈富可指出：教育行业的数据安全

极其重要，数据安全是高校数据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

每一条数据都应当被安全、妥善地管理。

打造可持续的高校数据生态

如果说数据安全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生命线”，

高校不仅需要解决面临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问

题，为数据发展构建安全保障体系的同时，还需重新

审视整个高校数据资产链条，思考应当如何做好高校

数据生态的治理。

从高校目前的现状来看，高校数据生态处于刚刚

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数据来源众多且分散，

缺少真正有效整合；数据从生产到使用中间流程不清

晰；数据孤岛林立，数据之间不能有效交换；数据融

合困难，存在壁垒和发展不均衡；数据质量堪忧，数

据的完备性、准确性存疑。解决以上问题，复旦大学

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指出，如何打造数据生态，是需要

从“概念、规范、标准、技术、应用”多方突破的。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信息化一个

部门就能完成的工作，需要高校各个部门自上而下合

力完成。

数据生态有哪些核心要素？刘承功将其归纳为以

下四点：从哪来、怎么来、到哪去、如何用。具体而言，

就是高校数据如何从部门的“私有”状态变成全校“公

有”的状态，能够把更多游离外在的数据整合在一起，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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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数据收集的成本，使数据的获取工作

相对独立于业务系统。刘承功认为，要建立和

完善数据化管理机制，运用好倒逼和试点机制，

多重手段推动数据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以提升数据质量为目标推进数据治理

究竟如何做好数据治理工作，北京建筑大

学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北京建筑大学

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魏楚元指出，数据

治理的目标是提升数据质量，而数据治理的关

键包括组织架构、业务流程、技术平台与工具、

制度与标准规范等要素。北京建筑大学的数据

治理工作主要围绕在数据标准建立、数据抽取

转换业务、数据质量控制、数据接口服务以及

数据价值模型建立等多方面展开。通过以上做

法，北建大的数据治理工作初见成效，初步建

立了《管理信息标准》和共享数据中心，提升

了学校的数据质量，进一步发掘了数据的潜在

价值。魏楚元强调，虽然高校数据的采集渠道、

具体内涵仍然在探索之中，而结构化数据是清

晰可见的，也是最有含金量的，通过数据治理

的过程，能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价值展现做出

贡献。

虽然高校在数据治理方面目前依然存在很

多问题，但很多高校在数据分析和挖掘方面也

做了很多工作。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教学数

据分析、学生行为分析以及教学管理与科学研

究等方面，比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为校园师

生提供便捷、高效、精准的个性化引导和服务，

将教学质量运行数据和评价数据整合在一起建

立教学质量监控大数据平台。这些数据分析工

作，一方面使学校更加了解学生的日常行为规

律，另一方面也为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提供了

便利。

事实上，大数据分析在高校的应用所能产

生的效果还十分有限，尤其在促进教育变革上

的成效并不明显。更为现实的是，我们希望高

校在大数据分析过程中，以提升数据质量为目

标进行数据治理，推动整个数据生态有效运行，

切实提高数据的价值，从而为组织决策的制定

提供帮助。期待高校通过对数据资产的重新审

视，为教育变革带来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TOP1 “一站式服务”倒逼高校治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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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2 华南师范大学胡钦太：取众家技术之所长为“我”所用

“必须将互联网思维深入贯彻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思考互联网技术可能给提升
教育质量带来的有效现实途径，而不是盲目跟风。”

TOP3  浙江大学陈文智：协力智慧校园，打造“网上浙大”

“浙江大学智慧校园建设总体框架包含三层架构、8 个中心、15 个子系统。三层架
构分别为系统支撑层、基础子系统、管控中心，而各种系统主要围绕基础建设、环境建设、
资源建设、应用建设和服务建设五大方面展开。”

TOP4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吴博：慕课进课堂，教师最关键

“教师的教学习惯要变，他要跳出原本的心理舒适区，重新适应，重新定位，努力
融到现在这个生态里边去，这是必须跨越的一步。”

TOP5 北京大学张蓓：高校 IT 治理要基于自身现状

“信息技术的实践性强、发展迅猛以及覆盖全局等特点使得 CIO 必须懂技术、懂管理、
懂业务。这就需要 CIO 始终在一线磨练，防止知识老化，能指挥打仗，也能高瞻远瞩。”

TOP6 上海交通大学姜开达：构建教育系统安全网络情报共享平台

“对安全漏洞和安全事件来说，不仅仅是发现，更重要的是要有体制保障，能够对
它进行跟踪， 一直到它消亡为止，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

TOP7 李晓明：以慕课为基础的教学将是未来常态

“要实现慕课环境下的‘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的愿景’，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是版权需要开放，二是教师拥抱慕课。”

TOP8  中国人民大学：摸排校园网站 清理安全隐患

 收回所有关停网站的域名解析和 IP 地址，未在校内备案的网站不再支持其 ICP
注册（需要向工信部申请完成），这样就保证了所有在册网站都是健康、活跃并有负
责人的。

TOP9  智慧校园如何可持续探索？听华东师范大学沈富可分享实践妙招

 “华东师范大学智慧校园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又面临
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人的问题、机制问题和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前两个。”

TOP10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舒华：扎实推进教育行业网络安全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需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仅有部署却无人落实或落实不到位，
信息化越向纵深发展，网络安全造成的威胁性就越大。”

我们的“微”报告  年度热文 TOP10
2017 年，公众号“中国教育网络”共发布 300 余篇微信文章，均获得较高的

关注度。我们整理出 2017 年度阅读量 TOP10，一起回顾下 2017 年曾经关注过的热

点话题吧。

（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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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微”报告  年度热文 TOP10 互联网 +教育：重塑教育新生态
值得关注的是，当把互联网思维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时，产生“互联网 + 教育”，

这种教育绝对不是指把传统的线下课程照搬到互联网上。

文 / 本刊记者  杨洁

在 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八次提

到“互联网”一词，同时也专门提到“网络教育”。“互

联网 +”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互联网 +”

参与下的教育，如今也重塑着新的“生态”。

把生态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

最近几年，生态理念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极大响

应，高校教育信息化开始呼吁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

不少院校也在积极行动中。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在云资源生态构建方面，一是注重原创，包括实训教

学录像片、网络课程等；二是一脉相承，注重资源建

设的连续性；三是优质共享，建立全校共享视频点播

系统；四是应用广泛，建设各种特色专业资源库，涵

盖教学、评价全过程。

郑州科技学院则积极践行“三圈两链一主线”的

信息化建设的思路。在打造生态教学圈上，逐步实现线

下授课，线上答疑，随时随地进行复习的学习形态。学

校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辅助课堂教学，进而解决了“课

上听课下扔”的现象。

“互联网 +”与教育真正实现了融合，才能说“互

联网 +”在高校落了地。而诸多高校的信息化决策者们

也转变了思维，将目光聚焦于“生态”二字。

向教育信息化新形态迈进

对教育来讲，互联网思维就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不断进展的背景下，对教育发展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

在“互联网 + 教育”背景下，建立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教学新生态环境是一个解决路径。大连海事大学副

校长潘新祥指出，信息技术使规模化前提下的个性化

和多元化成为可能，打破了传统教育体系的生态平衡，

使其开始向信息化教育的新形态迈进。因此，要利用“生

态思维”实现专业分工和资源整合。

当把互联网思维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时，产生“互

联网 + 教育”，这种教育绝对不是指把传统的线下

课程照搬到互联网上。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互

联网 + 教育”的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胡钦太

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指出，想真正推动“互联网 +

教育”的发展，就必须将互联网思维深入贯彻到教

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思考互联网技术可能给提升教

育质量带来有效现实的途径，而不是盲目跟风。在

构建教育信息化生态圈之前，应该先找准学校定位，

包括学校的特色、办学的方向等。教育信息化不可

能孤立封闭发展，必须要突破学校围墙，与“互联

网 +”的新业态和智慧城市发展积极对接融合，当前

我们需要考虑应用融合、服务融合、数据融合以及

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互联网延伸了人类的智慧，使大家形成“共同生

命体”。“现在的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有与生俱

来的互联网思维和使用习惯，我们必须要有互联网思

维、设计思维的理念。学校的信息技术部门不仅仅是

一个服务部门，它也应该是一个技术的研究部门，一

个业务的创新部门。‘开放、创新、联动’是信息技

术部门应该奉行的圭臬。”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

英在之前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新的教育生态圈涉及

的角色包括各级政府、学校、学习者、相关企业或团体、

用人单位等。在这个生态圈中的各种角色主体要完成

自己的职责，相互之间也要有机互动。

当然，面对互联网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如何构造

一个全新的开放共享、良性互动的教育新生态，高校

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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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驱动下的“奋进”
网络安全：

高等教育机构要制定基于风险的安全策略，与安全威胁和挑战的发展保持同步。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失 去 了 安 全， 你 所 有 工 作 的 成 就 也 只 是 0。

EDUCAUSE 深谙这个道理，所以几乎每年的年度 IT 十

大议题，排在首位的一定是信息安全。最近他们评选

出的 2018 年度 10 大议题中的第一项就是信息安全。

对于这个话题，他们提出的总体战略是：高等教育机

构要制定基于风险的安全策略，与安全威胁和挑战的

发展保持同步。

网络大安全时代来临

2017 年是网络安全大事件频发的一年。从 1 月开

始就出现波及全球的网络安全攻击， 5 月，勒索病毒

蔓延全球，一时间人人自危。勒索病毒是一起很有代

表性的网络攻击事件，揭示了漏洞将成为未来网络空

间安全中的重要战略因素。

在勒索病毒之后，360 公司总裁周鸿祎发表一篇文

章，在业界有较大影响，在文章里他表示，勒索病毒

是网络安全的分水岭，标志着我们已进入“网络大安

全时代”。他进而认为，网络安全之所以脱离了传统

上被理解的范畴进入“大时代”，源于几个方面：首先，

我们整个社会运行在互联网上；其次，网络虚拟世界

与物理真实世界被打通；第三，没有攻不破的网络，

没有绝对的安全。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网络系统，即使

设计再精巧，结构再复杂，无一例外都会有漏洞。他

认为，未来网络安全将会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点：首

先，网络战将常态化。其次，漏洞成为战略资源。对

于如何应对“大安全时代”的挑战，他提出的几点策略：

一是利用大数据打造大防御，二是坚持“人”是安全

的核心，三是建立漏洞管理机制。

网络安全将更具挑战

与往年相比，2017 年教育领域中的网络安全工作

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从 2017 年初开始，各项不断推出的重大政策驱动

高校对网络安全工作的认识和深化。3 月底，《教育行

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发布。针对网站乱象、

高校信息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级保护等几个重要方

面做出政策方向上的指引，在此带动下，高校纷纷开

展网站普查工作，整治网站乱象，提升网络安全整体

能力。6 月 1 日，《网络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这一

法规的颁布使得“过去许多处于边界的做法”变成违

法行为，从管理到技术上都要求高校正视网络安全现

状，积极努力构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网络安全工作与信息化工

作同步相伴，相辅相成。当过去信息技术对学校的主

体业务不产生重要作用时，安全的重要性还不能强烈

地体现，但一旦信息技术融入到高校主体业务，安全

问题则成为极其重要的保障基础。

总之，在网络大安全时代的背景下，未来的网络

安全工作会更加具有挑战。互联网在持续发展，对安

全的需求也一直在演变和进步。可以说，网络安全是

一项只有开始，没有终止的工作。

201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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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经历一场“加法”

文 / 余建波

回顾 2017 年，在线教育又经历一场“加法”，

有的内容融入了在线教育，有的内容还在努力中。

2013 年，慕课来到中国，2014 年中国高校开始对“慕课”

进行本地化，走出了自己的模式。中国式慕课——国

家级精品开放式在线课程评选在 2017 年底尘埃落定。

和慕课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 SPOC（私播课），越来

越多的高校摒弃 LMS（学习管理平台）部署了 SPOC

平台并开展“翻转课堂”。在中国，将它称之为“混

合式教学”。下文将从七个方面回顾 2017 年在线教

育发展历程。

全面开展精品开放式在线课程的认定工作

2017 年 1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2017 年教育

信息化工作要点》文件精神，各高校将组织实施在线

教育普惠行动，深入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继续鼓励本

科高校建设并开放高水平在线开放课程，认定一批国

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截止到 2017 年底，国内共有在线课程平台 60 余

家，得到国内高校公认的服务平台有六家：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智慧树、优课联盟、

人卫慕课。截止到 2017 年底，中国慕课学习者约 3000

万，国外几个主流慕课平台的学习者约 6000 万。中国

慕课学习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国外慕课平台。不久前，

教育部认定了首批国家级精品开放式在线课程。

高校大规模开展“混合式教学” 

2017 年 3 月 18~20 日， 第二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的高等教育智慧学习展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

大会上正式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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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未来的 1~2 年，

随着慕课（MOOC）、网络公开课、精品课程层出不穷，

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开始广泛地使用在线学习，并将其

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之一。自 2012 年以来，慕课

已成为当今社会知识学习的一种途径，借助于慕课系

统性、专业性、时效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社会学习

者通过慕课优化知识结构，尤其体现在大数据、人工

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

同时，由于慕课、微课等在线课程资源的丰富，

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将在线课程资源与传统课堂相融

合开展混合式教学。资源的丰富，教学方式的多样，

课堂教学也将从量变到质变。在线课程的优势与传统

课堂相融合，开展高效的混合式教学将越来越被老师

认可，在教育部的认定文件中也提到了“教师需要将

在线课程用于校内开展混合式教学”。

“手机”将在线教育落地课堂

在 2017 年，国内两款软件火了，中央电视台的新

闻联播播送了高校学生通过移动设备开展思政课的混

合式学习。一款是学堂在线推出的“雨课堂”，一款

是北京蓝墨科技推出的“蓝墨云班课”。这两款软件

都是通过利用学生的手机开展混合式课堂教学。前几

年，我们一直想办法限制学生在课堂中使用手机，甚

至出台各种措施课前收手机。而 2017 年，越来越多的

高校改变政策，鼓励学生用手机，并开通免费的校园

网络，为学生的在线移动学习提供便利。使用手机开

展混合式教学有几个好处：

1. 疏导学生用手机上课，避免学生不能玩手机的

逆反情绪；

2. 教学资源快捷传送到学生端，督促学生在线预习；

在中国，慕课与课堂相结合，慕

课成绩转换为学分，慕课与招生

相结合……慕课与教育的融合给

慕课的中国化加快了进程。

201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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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过程透明化，老师可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

学习情况；

4. 教学管理数据化，教学过程的记录为教学管理

和教学评估提供了大数据支撑。

国内类似的手机课堂软件还有很多，如 UMU、学

习通、课堂派、微助教、课立方等，今后，越来越多

的课堂将会把手机运用起来。

企业慕课与行业慕课并起

2017 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学习平

台，通过慕课的形式宣传自己的产品及生态链。如华

为大学推出了“大数据系列慕课”，IBM 大学通过大

数据慕课向全球大学及慕课平台推广，英特尔、微软

等公司也加入了企业慕课的行列，意在通过在线教育

做好自己的产品链及服务链。

校企合作方面，“行业慕课”正推进在线课堂的

垂直领域发展，以“阿里云大学”为例，阿里云大学

通过品牌授权的模式将整个专业的在线培养方案与高

校（高职居多）的专业培养相结合，开展校企联合培养，

双师指导（校内教师指导理论、企业导师指导实践）。

行业慕课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培养相关行业的从业人

员。

慕课解决了教学资源的问题，校企联合培养解决

了行业慕课落地的问题。这种形式更有利于新兴产业

技术人才的培养。

“直播互动”为在线课堂的落地服务提供平台

2017 年，越来越多的在线课程加入直播互动环节。

各大慕课平台也通过直播互动平台开展讲座、答疑、

翻转课堂。直播互动解决了在线平台互动的异步性（部

分学生很难即时获得教学反馈与答疑）。同时，随着

移动资费的大幅度下调，在线学习者大量使用手机参

与直播互动。所以，直播互动的效果特别明显。

即时直播互动拉近了在线学习者与老师之间的距

离，直播中引入了互联网常用的打赏、弹幕等功能也

活跃了直播课堂的氛围。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感越近，学生的收获越大，教师成就感越大。

直播互动的引入正好解决了在线课程的“远距感”。

同时，由于直播用户的大幅度增加，互动直播课

堂的现场监管压力将越来越大。如何做好直播互动平

台与在线课程平台的融合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知识付费” 为在线教育铺设变现通道

为知识付费已经得到在线用户的认可，在线用户

通过知乎、分答等模式获得专业的回复并“付费”。

自媒体与在线教育相融合，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通过

自媒体分享知识并获得“赞赏”，国内发达的移动支

付平台为“知识付费”提供了便利。知识付费促进了

在线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知识付费的模型，越来越多的“新型大学”

出现。以李善友创立的混沌大学为例，“混沌大学”

将创新创业前沿的专家与在线学习者链接，建构线上

学习线下实践的混合式、双师型“大学”。

智慧教室和轻量级的课堂融入

随着教学资源的丰富，高校更多转向教学环境的

改造，这也给不少商家机会大规模建设智慧教室。有

的学校新建教学楼或装修教学楼时都会考虑配备“智

慧教室”，智慧教室标准很多，各家标准不一，更多

侧重于教室硬件环境的改造。智慧教育、智慧教室、

智慧课堂等大多以“智慧”为名，实则多媒体教室。

但是，智慧教育真正解决的办法不是配置高端的

硬件设备，智慧教育在于教师的教学设计，如何将学

生融入课堂，如何将优质教学资源与教学活动相融合。

智慧教学的设计就成了老师变革的难题。如果将智慧

教室当多媒体教室使用，其实，学生仍然在课堂中被

动听课，无法融入课堂进行互动式学习。

轻量级的课堂融入，教师可以使用雨课堂、蓝墨

云班课、课堂派、微助教等轻量级教学工具，将教学

资源、教学活动、教学环境（教室、投影屏、显示屏、

桌椅）、教师的 PPT、学生及学生的手机融为一体，

实现“移动版”的智慧教室。如果重新定义智慧教育，

我们会将智慧教学设计作为必备条件。

2017 年 作 为 中 国 在 线 教 育 的 分 水 岭， 如 果 未

来五年的工作做好了，在线教育将会有长足发展。

2012 年，慕课浪潮席卷全球，但是，国外的慕课并

没有大规模走进校园，完成率没有得到提高，慕课

实现盈利也是遥遥无期。但是在中国，慕课与课堂相

结合，慕课成绩转换为学分，慕课与招生相结合……

慕课与教育的融合给慕课的中国化加快了进程。我

们相信未来五年将会成为中国高校引领国际在线教

育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 MOOC 研究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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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友群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信息技术之教育领域，必须将教育置于互

联网的大背景、大格局中，以“互联网 + 教育”

的方式整体推动发展。“互联网 + 教育”的难点在“互联”二字，

关键点有三个：一是怎样使得“互联网 + 教育”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局面；二是怎样实现宏观教育管理与微观教学实践的互联，

使“互联网 + 教育”的效能更加提升；三是怎样实现教育领域

全要素的互联，使“互联网 + 教育”的推进更加可靠。

周洪宇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互联网教育目前几乎处于野蛮生长状态，

比如大多数互联网教育内容的承担者并非专业从

教者，大多是技术专家，正式教师进入得非常少，内容也是良

莠不齐。因此，当前急需立法来对互联网教育予以保障，使其

健康有序发展。

胡钦太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我们想真正推动“互联网 + 教育”的发展，

就必须将互联网思维深入贯彻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

节，思考互联网技术可能给提升教育质量带来有效现实的途径，

而不是盲目跟风。

秦小刚

郑州科技学院院长

“互联网 + 教育”是技术与教育融合不是技

术支配教育；是传承改良不是颠覆革命；是辅助补

充不是削弱替代；是个性化服务不是系统化管束。

编者按：2017年，教育行业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从年初的思政课改革，到年中的“人机大战”带动“AI+教育”的思考、

从两会提案整治互联网教育，再到“十九大”将“办好网络教育”首次写入党的报告。2017 年教育信息化政策助力，技

术革新。我们听他们说⋯⋯

杜占元

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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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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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傲英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高校在信息化方面也应该有新的思

考和实践。首先认真学习和理解教学和育

人规律，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创造和

开发新的业务模式，要深刻认识应用和技术两者之间不

可分离、 相互促进、 联动发展的依存关系。信息系统的

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反复的试错和迭代逐步

达到系统的开发目标。

李永智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分宏观和微观

两个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信息技术作为

一种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

社会发展要求教育进行相应的改变，就是应信息社会之

需，建构新的教育理念，并在新的理念指导下，建立新

的教育体系、内容和方式。从微观层面来说，信息技术

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必将带来教与学的革命性改变。

这两个层面决定了教育应当也必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可以说，目前的教育信息化尚处于微观层面的量变过程。

说理念

2017，他们说⋯⋯

说互联网 +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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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朝滋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推动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就是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

推动教育现代化，开启信息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

新征程。要推进教育信息化 2.0，必须首先实现“三

个转变”：一是要实现从教育专用资源的开发、

应用和服务向大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转变 ;

二是要实现从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师生

信息素养转变 ; 三是要实现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发

展向创新发展转变。

杨宗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未来的教育一定是在大规模基

础上开展的个性化教育，也必将是构

建在互联网上的新教育，我们必须推动信息技术

支撑下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进化式的

修修补补。

尤政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未来高校将有两个重要转变：

一是从数据管理和支撑转变为以大数

据为依据进行决策。二是从教育信息化转变为信

息化的教育，将通过多种手段和方法推动教育发

生变化。

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未来的学生，将自主性更强，

获取知识来源多渠道是全方位学习的形态；未来

的老师，要转变教学方式和观念，不断创新和学习，

与人工智能型教师优势互补、无缝对接；未来的

学校，不仅要打造好实体校园的环境和文化，还

需创建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网络空间，实现“线

上线下”协同发展。

徐宗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关于大数据，有三个“不等于”需要人们关注：第一，

基础设施不等于大数据，尤其是云计算不等于大数据；第二，信息化也

不等于大数据，信息化是长远的过程，它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升级，

是永恒的一件事情。大数据是从侧面反映，是收集信息，更多的是标准化、

科学化、便捷化等；第三，数据处理不等于数据分析。要明确目标是前提，

拥有数据是基础，计算平台是支撑，分析技术是核心，产生效益是根本。

刘承功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高校要变技术主导为需求主导，将数据真正流转到

管理、业务专家手中去，产生业务价值。在应用过程中，

需要将这些数据重新加工，使数据服务独立于业务系统。

最重要的是将各级用户的角色纳入到数据生态体系，使他们成为数据的

受益者，提高数据生产的积极性，推动整个数据生态有效运行。

说未来说大数据

李志民

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网络安全提高自身防范意识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打

击网络犯罪。逻辑很简单，你的安全由警察保护，还是

靠自我保护，住在铁皮屋内？如果罪犯持有枪支和炸弹，铁皮屋也保护

不了我们。国家网络安全也有同样的逻辑问题，前有中国的明长城，后

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被动防御不会有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动防御，合

纵连横，建立立体化联动体系，方能取得网络空间的长治久安。

高林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

国家发布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源于网络已经不仅仅

是信息传播的新渠道，同样的，它也是教育的新型传播

渠道。高校做网络信息安全工作，首先要认识到：不能从

传统的角度去考虑网络信息安全，应当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它进行重新

定位。

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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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数字鸿沟和分裂的互联网

文 / Bryan Alexander

如今，大多数教育技术都需要用户使

用互联网。要使用教学管理系统、数字测

验、学生信息系统、数据库和各种网站，

学生、职员和教师必须要上网。他们不仅

要确保可靠联网，而且要有高速的连接。

数字化联网的世界越来越以宽带网络的用

户为基础。

然而在美国，互联网接入的分布依然

是极度不均衡和不平等的，这对于高等教

育有非常重要的含义。数字连接的不平等

会扭曲学习机会，并因此推动和加强社会

不平等性。实际上，“新的”数字鸿沟造

成了互联网的割据，将成为美国高等教育

技术社群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数字鸿沟简史及现状

不均等的互联网接入并不是新问题，

而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伴随互联网

的出现而出现。1969 年，美国国防部的

APARNET 启动，此后在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计算机、调制解调器、网络连接和

节点都在缓慢增长。拥有或者能够以其他

方式使用联网计算机从来就不是普遍的，

网络生态逐渐变得生机勃勃，使用网络的

机会也迅速增加，然而这些机会只有那些

有能力获得硬件、网络和软件的正确组合

的人才能拥有。当网络连接开始超越了拨

号时代的速度时，它们的分布仍然是不均

等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对此有一句受到广泛引用的评论：

“未来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没有均衡分配”。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的重要

性、规模，以及它的新面孔万维网（World 

Wide Web）都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样

被广泛认可的还有使用上的不平等。相应

的，美国采取了措施来确认和减缓那些被

称为“数字鸿沟”的情况，启动了一系列

的研究、活动、政策和实践行动。在克林

顿政府时期，为了从多个方面扩大互联网

的接入范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非营

利和商业组织，实施了若干计划。例如，

1996 年的 E-Rate 项目（E-Rate Program）

就迫使电信公司调配资源来将公立学校接

入到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之中。

21 世纪的前二十年，应对数字鸿沟的

努力仍然在持续，出现了如“每个孩子一

“新的”数字鸿沟

造成了互联网的割据，将

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技术社

群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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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

等项目和州政府推动的宽带计划。同时，

互联网技术也在持续变革。手机上网先是

在世界其他地方大量应用，然后在美国姗

姗来迟，因为美国拥有卓越的固定电话服

务和比其他国家都多的联网计算机。不过，

手机革命一旦发生，就成为了固定线路、

光纤和电缆箱的替代品。互联网的最高速

度提高了，部分是由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s）之间的竞争，还有部分原因是由

于研发的进步带来了 Internet2 这个先进的

局外人。公共图书馆成为了社区的互联网

锚点，因为图书馆不仅提供计算机、网络

和软件，同时还提供了最广泛的用户培训

和支持。教育、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多地转

到线上，特别随着社交网络的流行和使用

而突飞猛进，消耗更多带宽的富媒体日渐

流行：动画、音频（音乐和广播）、流媒

体视频、视频会议、在线研讨、软件更新

和下载，以及游戏等。然而，宽带在 21

世纪中仍然未达到普及程度。选择一个数

据点来看，截至 2013 年 5 月，只有 70%

的家庭有高速互联网，而且这个“高速”

的定义还低于我们在 2017 年的期望。

到 2017 年底，互联网使用的差距能

够到达什么地步？我们可以回顾这些历史

变化，看到互联网使用的不平等在某些方

面发生了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仍然持续。

数字鸿沟的概念继续深刻决定了我们的互

联网体验，按照用户使用权和使用量的将

他们分割为不均等的阶层。

数十年间，造成互联网使用不均等的

驱动力始终在发挥作用。首先，财富和教

育常常与高带宽使用相关，即一个家庭越

富裕或者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在家或工作

时更可能使用宽带。考虑到笔记本计算机

和台式计算机的花费，以及富裕街区学校

的更多预算，这是符合直觉的。贫困学生

无论在课堂还是课外的俱乐部都更少进行

计算机科学的学习。此外，高水平的教育

成就会增加人们学习数字技能的可能性，

而且也会增加人们从事那些深度依赖网络

世界的工作的机会。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

员会（FCC）最近收到的投诉，有些 ISP

可能已经开始针对贫困情况而提供歧视性

的网速。

种族不平等也影响了互联网的使用。

在家庭宽带速度和使用方面，黑人、拉美

裔和印第安人持续落后于白人和亚裔美国

人。前者更可能使用移动电话进行联网，

这就形成了类似于 20 世纪在房地产行业

中的住房贷款歧视的数字化版本：将特定

的人群排除在他们期望的区域之外。种族

和此前提到的经济问题也有关联，黑人和

拉美裔普遍比白人的收入和储蓄更少。

财富是一个很强的影响因素，而年龄

则是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另一个因素：一

个美国人的年龄越大，他 / 她拥有高速连

接的可能性越小，而且他 / 她使用互联网

的时间就越少。虽然这非常容易落入数字

化原生代和数字化移民的陷阱和神话的俗

套，但是多年以来皮尤研究中心和其他调

查所显示出的结果还是可以相信的：年长

的美国人普遍比年轻的美国人更少地使用

信息技术（尽管这个差距逐步在缩小）。

这个趋势在互联网连接和相关技术两个方

面都出现了。皮尤研究中心在 2017 年 5

月的报告中指出：

很多老年人保持着与数字革命的很大

程度上的脱节状态。65岁及以上的老人中，

有三分之一表示他们从来不使用互联网，

大约一半（49%）说他们没有家庭宽带网

络。同时，即便是算上刚换的新手机，老

年人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比 18~64 岁之间

的人群要低 42 个百分点。

然而，阶层和教育的强烈驱动力也还

是对年龄相关性有所修正：

家庭年收入在 7.5 万美元以上的老年

人中有 87% 有家庭宽带网络，相比之下，

家庭年收入低于 3 万美元的老人中只有

27%。教育差距也遵循类似的模式，毕业

于大学的老年人比更低正规教育水平的老

人在采用技术上的比率要高得多。

地理因素可能是造成当前互联网速

度和使用差距的最强烈和棘手的驱动力。

生活在城市和城郊的人们更趋向于能够享

受到更高的宽带网速和更激烈的 ISP 竞争

环境，而农村人口则更可能要忍受更慢的

互联网速度和本地 ISP 的垄断。这个差距

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原因：城市提供

了更密集的、更集中的消费者、更易于连

接的人群；农村区域则相对人烟稀少，每

平方英里的收益也更低。商业驱动对当前

阶段的互联网发展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因

为政府已经不再像上世纪 90 年代推广宽

带和上世纪 30 年代推广电力那样动力十

足地引领扩张了。问题的另外一个复杂之

处在于，运营商坚持使用宽带的过时标

准。2015 年，FCC 将其宽带标准提高了，

从下行 4Mbps 到 25Mbps，上行 1Mbps 到

3Mbps，从而引发的争议至今仍然激烈。

通过参考 FCC 的其他推荐标准的方式，

许多商业机构力争将宽带的定义限制在一

个较低速率上，这样相比采用更快的标准，

运营商就可以声称在宽带部署上取得了更

大的成就。FCC 现任主席阿吉特·帕伊（Ajit 

Pai）提出了非常有争议的观点，认为移

动互联网接入将替代有线和其他无线连

接，而且考虑将移动宽带网络的速度定义

为至少达到下行 10Mbps 和上行 1Mbps。

技术限制强化了地理因素带来的差

距。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更快地从铜缆升

级到光纤，而后者可能就完全没有升级。

某些具体的地形如山地、密林或水体会让

有线和无线部署都变得更加困难。很多农

村地区有移动互联网接入，但是速度常常

太慢。而卫星连接仅仅是比拨号连接快一

档而已。这个差距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正如克莱尔·马龙（Clare Malone）根据皮

尤调查做出的评论：“在美国农村地区生

活的人们不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比城市或

城郊的人们要高两倍。”这或许会形成自

我强化。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习惯于更少的

服务，改进需求也越小。农村地区的民众

与城市和城郊的宽带网络之间出现了隔离，

将在尝试进行在线的工作、娱乐、与政府

互动、获得医疗保健信息和记录、个人通讯、

教育等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同样会

在经济上落后于国内的其他人群。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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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城乡在互联网连接上

的差距也和财富因素有关。农村地区在总

财富和网络连接上落后于城市和城郊，因

此那里的居民受到了双重打击。农村小镇

变得较为贫穷和连接不畅，从而降低了它

们的经济竞争力，减少了它们的人口，弱

化了它们争取更快互联网的能力。同时，

更富有的美国人将能够更好地获得在线世

界的经济力量——商业、培训、社交联系

和信息收集等。这些更好的机会成为了社

会经济优势，助力中上层市民和真正富有

的人们维持他们的地位。

尽管 Android 和 iOS 系统都提供了丰

富的应用程序，然而与笔记本或台式计算

机相比，使用手机无论如何都是受到约束

的。有些功能受到了屏幕大小的限制；并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不通过键盘来输入文字

的；有些应用程序受到了限制或者删减。

同时，数据套餐严重限制了移动互联网的

使用，和富裕人们相比，这对于最贫困人

群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最后，政治和文化因素推动了网络使

用不均等的最新发展。和技术性鸿沟不同，

这些政治或文化运动让互联网对很多人变

的更加危险，从而抑制了他们的使用，引

发了情绪紧张，并且损害了互联网的声誉。

各种各样的项目和努力——例如前文

提到的 E-Rate 项目和“每个孩子一台笔

记本电脑”，都在尝试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非政府组织、基金会

和商业公司都对弥合鸿沟而贡献了资源。

例如，列夫·戈尼克（Lev Gonick）领导

的“同一个社区”（One Community）项

目非常努力地在克利夫兰地区扩展宽带服

务。在佛蒙特州，一家电信公司宣布要为

贫困的居民提供低价优惠。国际性的项

目在美国也有应用，例如冈纳·斯蒂芬

森（Gunnar Stefansson）的线下的“手提

箱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a Suitcase）

或者是谷歌的空中 Wi-Fi 计划（Project 

Loon）。然而，鸿沟依然持续存在，部分

原因如消费技术分析师卡罗琳娜·米拉内

西（Carolina Milanesi）所指出的：“技术

应用的步伐会维持鸿沟的存在。”

在所有的项目和参与者中，没有哪

个能比公共图书馆在消除这些鸿沟上发

挥更大作用了。提供硬件、软件、连接

和培训的综合服务是它们的服务使命所

要求的。图书馆用户（或顾客）会有非常

广泛的需求：有些人请求使用 3D 打印机，

而另外一些人还在为学会使用鼠标而奋

斗。真正意义上，公共图书馆不仅变成

了倡导数字化能力的引领者，而且也是

帮助人们跨越财富、教育、种族、年龄、

地理、政治和文化等数字鸿沟的默默无

闻的英雄。

教育中的数字鸿沟

当前的数字鸿沟对高等教育和技术都

有许多可能的影响。首先，不能充分使用

网络的学生在完成依靠互联网的学习时将

会遇到困难，无论是参加基于教学管理系

统的测验，与同学和外部专家一起进行视

频会议，或者是探索模拟环境。新媒体联

盟《地平线报告：2017 年高等教育版》

中简要地指出：“没有高速互联网接入条

件就不可能推广新兴的教育技术。”无论

正规学习还是非正规学习都深受其害。正

如杰克逊在一篇报告中的描述，对于一个

无法在家中进行数字学习的孩子而言，“只

要新技术的使用和她在学业上成功有着密

切的联系，你的女儿现在就非常明确地在

家庭作业、研究、学业参与和通识知识方

面处于劣势，绝对糟糕。”

公共图书馆不仅变成

了倡导数字化能力的

引领者，而且也是帮

助人们跨越财富、教

育、种族、年龄、地理、

政治和文化等数字鸿

沟的默默无闻的英雄。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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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方面，目前不同层次的经济不平

等推动了教学数字战略的差异化。克里斯

·吉尔兰德（Chris Gilliard）和休·库里

（Hugh Culi）的研究确定，更加富裕、更

有名望的院校提供的教育技术环境和那些

资源更少的院校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特别是和那些以更贫困学生为主的院校相

比更是如此。“院校越是研究型的，其政

策就将 IT 作为多方相关者并存的环境加

以重视；另一方面，重视职业培训和认证

的院校将 IT 作为传递学校选定信息的工

具。这种数字技术实践上的深刻差异构成

了另外一种歧视，阻止和限制了工人阶级

的学生从事在精英院校中提供的开放式探

究。”这样经济和技术组合起来产生了完

全不同而且显然不平等的教学方法和学生

体验。我们应当能预料到，在有能力和没

能力提供高速网络连接的院校之间也存在

着与此相关的一条鸿沟。

虽然我们此前讲述的是高等教育，

数字鸿沟当然也会折磨初等和中等教育。

公立 K-12 教育主要是由地方基层经费支

持的，因此对于依赖于直接社会和经济

环境的学校，基于阶级、种族和地理的

差距已经造成了不同的数字体验。这些

鸿沟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已经加深，而且

也许因为反馈循环而变得更深。在哪些

学生能够从高中毕业、哪些能进入大学

和大学毕业方面，数字鸿沟已经造成了

重大的差异。

准大学生们在入学时是否将会带有完

全不同的数字背景？是否会有教学期望上

的差距，以及不平等的数字能力？如果的

确如此，学院和大学就要在决定如何教育

学生时将数字鸿沟考虑在内，无论是数字

能力还是办公软件。从支持贫穷的、工人

阶级的、黑人、拉美裔或者农村的学生的

角度，院校必须要为他们配置更多资源。

同样地，因为女性在本科生中占多数，我

们也要质疑，高等教育做好了哪些准备来

帮助她们面对网络欺凌。

数字鸿沟与未来

面对这样深刻存在的、受强大因素决

定的数字鸿沟，高等教育应当如何反应？

教育技术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中应当发挥什

么作用？

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实施需

求策略了。学院和大学无论是在研究、娱

乐还是公民参与等方面都是重要的宽带消

费者，并且教育学生成为数字世界中更有

思想的和更全面的用户（尽管高等教育还

能做的更多）。这种技术进步的累积效应

有助于服务需求的增长，引发更进一步的

市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反应。

本地化的方案可以用来解决数字鸿沟

问题。在某些区域，学术和公共图书馆提

供了充足的硬件、软件和网速上网，成为

使用互联网的可行途径。跨院校的合作也

可以加强这些连接。州政府、商业和非营

利机构也可以提高它们的服务能力，特别

是如果它们能利用未占用的电视空白频段

进行实验的话。类似的，高等教育可以通

过消费合作社（co-ops）或小型企业的项

目方式，推动或支持在当地建设宽带的努

力。这为学生成为商业或社会企业家提供

了可能的机会，并且有潜力在校园中孵化，

学生也许会在类似于在校车中提供 Wi-Fi

的这样的项目中受到激励。

特 定 的 技 术 方 案 也 可 以 用 来 解 决

数字鸿沟问题。如果院校认真对待公平

问题，它们是否可以根据学生使用水平

的不同来重塑所提供的数字内容和服务

呢？例如，移动优先的设计也许更适合

那些无法使用笔记本和台式机时主要使

用手机的学生。又如，以文本而不是视

频为中心，对带宽需求更低的媒体策略，

将更适用于慢速网络的受众。不是每个

学生都拥有一部全功能的智能手机，这

个可能性往往是被低估的。如果将这一

点牢记在心，高等院校可能会重新考虑

其移动战略。或者，它们可以以本地存

储或移动存储的方式提供可离线获取的

课程材料，通过 USB 存储或者前文提到

的“手提箱中的教育”模式等。

在技术和本地合作之上，是可以考虑

政治选择的时候了。从上一代人开始，联

邦政府就已经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消除数字

鸿沟的方案，但是一直都因国会的预算斗

争而受害。教育界也许应该游说立法者持

续或扩大像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连

接美国基金”（Connect America Fund）和“生

命线计划”（Lifeline Initiatives）等类似项目。

IT 领导者也许可以特别敦促联邦通讯委员

会（FCC），不要断定移动互联网会和家

庭宽带一样好。同样，学院和大学领导们

可以敦促州政府，像纽约州在为本州北部

地区提供连接一样为本地化的努力提供

更多经费支持。他们还可以为城市 Wi-Fi

云而鼓与呼。最为雄心勃勃的是，高等

教育可以集体呼吁政府实施宽带计划，

就像罗斯福政府新政时期的农村电气化

计划一样。

数字鸿沟是美国高等教育技术领域中

的一个痛苦的维度。本文意在激励人们行

动起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开始新的讨论，

或者是实施循序渐进的步骤。然而，人们

需牢记在心的是，这个图景是基于近期历

史和当前状况的。未来不一定面临现在这

样的挑战，而是可能会变得更困难。我们正

在努力消除数字鸿沟，然而数字鸿沟却随着

在阶层、性别、种族和其他类型分裂的加剧

而变的更宽。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看来正

是如此。教育结构和产出可以一定程度上弥

合这些鸿沟，也可以将情况变的更糟。

高等教育的学术和 IT 领导者不仅有

能力而且实际上也有义务为了未来而仔

细思考。战略规划是学院和大学在支持

每一代学生的终身学习而做出的承诺，

因此也要根据更加广阔的视野来预测和

制定。 （责编：杨洁）

（本文来源 :EDUCAUSE，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

息化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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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琬清  张 沛  马 严

引言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量和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给

网站内容服务器和传输骨干网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越来越多

的网站使用了内容分发网络 CDN 服务，Web 的网络服务压力逐

渐从内容服务器和骨干网络转移到贴近用户的“最后一公里”。

Web 已经从简单单一的服务器提供内容的方式发展为多个不同

地理位置的服务器提供内容的方式，本文主要考虑如何测量分

析复杂的 Web 应用服务的 CDN 业务。

现有的相关论文主要是 CDN 的相关测量研究与网站服务

本身的相关测量研究。文献 [1] 总结了 CDN 的两种重定向方

式，URL 重写与 DNS 重定向，多数 CDN 如 Akamai 等使用的

是 DNS 重定向的方式。文献 [2] 对三大 CDN 服务提供商 Google 

、Netflix、Hulu 的研究表明，CDN 会为用户首选同时固定一个

CDN，在后续的过程中就算有更优的 CDN 服务器也不会做智能

的转换。而另一些文献针对网站服务本身做出了测量研究，文

献 [3] 设计了主动测量系统来测量 Ajax 的特征。文献 [4] 提出从

网页本身的复杂性来考虑对页面加载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

很多网站使用不同的第三方 CDN 服务来托管自己的内容服务，

主要包括图片、CSS、JS 等比较大的文件。

然而，上述研究都没有结合 CDN 服务与网站服务进行测量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种发现主流网站使用 CDN 的简单判别方法并对网

站关键域名进行了网络层 traceroute 测量。后续的测量结果表明，

大部分目标网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的测量点根据 DNS 解析为不

同地理位置的 IP 地址，可以认为其确实使用了 CDN 服务。

测量方法

本文主要测量分析了不同网站使用的 CDN 服务，模拟用户

访问浏览器过程，提取访问网站过程中的关键域名，分析讨论

其所属的 CDN 服务提供商。通过在不同测量地点为期一个月的

traceroute 跟踪测量分析了网站域名 DNS 解析的 IP 地址分布情况。

1. 网站服务的 CDN 服务测量方法

网站服务的 CDN 服务测量追踪了浏览器访问网站的过程。

首先进行目标选取，然后对选取的目标网站进行域名提取，接

着对提取到的域名的分析操作、确定其使用的 CDN 服务。

（1）选取目标节点

由于设备限制，无法测量过多的目标节点，我们选取 Alexa.

cn 网站 [5] 排名前 100 的网站作为测量目标。

使用 python 语言的 unittest 单元测试框 [6] 以及 selenium 自动

框架 [7] 中的 Webdriver 模块自动打开浏览器访问 Alexa 排名网站，

运用 python 语言的 beautiful 框架 [8] 爬取网页内容进行正则分析，

提取排名前 100 的网站。

（2）网站域名提取

由于 Web 已经从简单单一的服务器提供内容的方式发展为

由跨多个管理域的服务器提供不同内容的方式，除了百度主页

这种比较简洁的网站，现在很多网站需要 200 个以上 HTTP 请求

进行数据请求。 

为了模拟浏览器行为，我们选择了轻量级的无界面浏览器

phantomjs[9]。phantomjs 提取的域名虽然与 Chrome、Firefox 等主

流浏览器有所差别，但是由于其开源的特性，可以轻易地获取

整个浏览器访问过程，因此通过 phantomjs 对上述网站进行访问，

保存其请求的所有域名。

（3）域名后缀聚类分析

现在大多网站使用了第三方的 CDN 服务，如蓝汛、网宿、

阿里云、腾讯云等。不同的网站可能使用了相同的 CDN 服务。

对上述网站域名进行重定向操作，需要注意的是，网站的域名

其实是跟 CNAME 映射的，而每个 CNAME 域名可能还与第二个

CNAME 域名映射，最底层的 CNAME 域名（图 1 中的 B 域名），

也就是直接与 IP 进行映射关系的，通常是 CDN 服务提供商给网

面向网站服务的 CDN 服务发现方法研究
摘要 : 本文主要研究发现网站服务所使用的内容分发网络服务 CDN 的方法，并进行相关测量验证操作。首先，提出一种发现网站

服务使用的具体内容分发网络服务 CDN 的简单方法，通过对 Alexa 排名前 100 的中文网站服务的综合测量聚类寻找出主流的域名后

缀，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域名后缀，判断网站使用的具体 CDN 服务。其次，对上述网站服务中的关键域名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观察测量，

分析了网站域名在不同地理位置解析 IP 地址的规律情况，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网站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测量点解析为不同的 IP 地址，

IP 地址的地理位置分布与测量点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研究与发展CERNET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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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 个数 所属

kunlunpi.com
kunlunhuf.com                                                                      
kunlunAr.com
alikunlun.com
kunlunle.com
qingcdn.com
jiashule.com
jdcdn.com

2
4
2
7
5

16
3
6

阿里云
阿里云
阿里云
阿里云
阿里云
青云

加速乐
京东云

ccgslb.com.cn
chinacache.net

qhcdn.com
amazonaws.

com
ourglb0.com

ourWebpic.com

10
2
3

14
22
18

蓝汛
蓝汛
奇虎

亚马逊云
网宿
网宿

表 1   CDN 域名计数

站管理者提供的域名，这样做的好处是 CDN 服务提供商在更换

服务器时，不需要告知 CDN 用户真实 IP 地址，只需要将其提供

给用户的域名重新映射至新服务器的 IP 即可，类似一种封装操

作，也正是文献 [1] 中提到的广泛使用的 DNS 重定向方式，如图

1 所示。

本文使用 phantomjs 跟踪网页解析过程，用 python 脚本跟踪

DNS 重定向后最后一层的 CNAME，同时对域名后缀做计数聚类，

对于出现次数大于一次的域名后缀，查找其所有者，最后需要

人工判断其所属者、确定其是否为 CDN 服务。表 1 所示为通过

人工判断后确定为 CDN 域名后缀的计数情况。

表 1 中出现次数比较多的域名后缀，已经将其所属 CDN 服

务提供商列举如图 2 所示。

2. 域名解析的 IP 地址与地理位置的关系

上文给出了判断 CDN 服务的简单方法，为了确定这些网站

是否使用了 CDN 服务，利用 gperf[10] 平台中的五个云服务器（云

服务器提供商和地理位置分别是阿里云杭州、腾讯云上海、腾讯

云广州、西部数码广东中山、西部数码河南郑州），对上述域

名的前两位关键域名进行长达一个月（2017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间隔 5 分钟的 traceroute 测量。

我们以五个云服务器作为测量源点，测量 100 个目的网

站的 1~2 个关键域名（有些网站仅仅有一个域名 ）。然而，

traceroute 返回的目的 IP 地址非常多样，并不如同一开始设想的

只有一个或者几个固定 IP 地址，不过大部分的 IP 地址的变动都

是最后一位的变动，24 位 IP 地址前缀的个数并不是特别多，说

明 24 位 IP 地址前缀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也有一些例外情况，

有些域名的 24 位 IP 地址前缀变动也非常大，我们选取的 5 分钟

traceroute 间隔，返回的目的 IP 地址的 24 位前缀也在不停的变动，

观察发现这些域名多使用了腾讯云或者阿里云的服务，可能由

于我们的测量节点有三台服务器为阿里云和腾讯云，另外两台

也是云服务器，导致上述结果出现。

我们提取了在一个月内每个探针（云服务器）到每个目标

域名 DNS 解析出的 IP 地址，由于有些节点至某些目的域名解析

出的 IP 地址数量过多，我们将出现 100 次以上的 IP 地址进行记

录，提取 24 位 IP 地址前缀，并查询归属地。结果发现，半数以

上的域名解析出的 IP 地址与云服务器所在的地址比较接近。

测量结果表明，位于沿海的杭州、上海、广州、中山附近

的 CDN 节点丰富，而位于郑州附近的 CDN 节点较少。Alexa 排

名前 100 的网站，其关键域名解析的 IP 地址与测量点的位置关

系十分密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非常靠近测量点。

由此可以推测，距离远的地址同时访问上述网站就近解析

出 IP 地址，因而可能会有不同的访问结果，比如一个可达一个

不可达。地理位置相近的测量点解析出的 IP 地址相同或者相近，

更具有分析价值。

   结论

本文参考分析了前人对 CDN 重定向方式的说明，给出了

一种快速发现网站所使用的 CDN 服务的简便可行方法，通过

phantomjs 浏览器模拟访问网页的过程，对多个网站的域名进行

聚类分析，可以很快地得知某个网站使用的 CDN 服务。持续一

个月的测量结果表明，选取的排名前 100 的网站中半数以上都使

用了 CDN 服务。本文提供的快速发现 CDN 服务的方法可以很方

便地提取出网站所使用的 CDN 服务，方便后续排查 CDN 造成的

网站服务异常。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基金项目：NSFC- 新疆联合基金资助项目（U1603261）；国家 CNGI 专项

（CNGI-12-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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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域名与 IP 映射关系

图 2  主要 CDN 域名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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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全球地址分配机构 (IANA) 于 2011 年 2 月 3 日正式宣

布，将其最后的 IPv4 地址平均分配到全球 5 个地区的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后，目前仅剩下非洲互联网信息中心 (AFRINIC) 可正常

分配 IPv4 地址 [1]。IPv4 向 IPv6 的全面过渡更加紧迫，但由于互

联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个过渡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

于 IPv4 协议和 IPv6 协议本质上不兼容，在过渡阶段如何快速有

效的向纯 IPv4 和纯 IPv6 用户提供支持 IPv4/IPv6 的服务，最终

实现平滑过渡，是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了 IPv6 过渡阶段的 Web 服务过渡机制，然后

设计了采用双栈反向代理服务实现同时支持 IPv4/IPv6 的 Web 服

务方案，并针对 IPv6 过渡的 4 个阶段制定了双栈反向代理的过

渡策略，最后对基于双栈反向代理的方案与其他常用过渡机制

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

IPv6 过渡阶段的 Web 服务过渡策略介绍

文 献 [2] 将 IPv6 过 渡 分 为 4 个 阶 段 : 纯 IPv4( 阶 段 0)，

IPv4 为主、存在少量的 IPv6( 阶段 1)，IPv6 为主、存在少量的

IPv4( 阶段 2) 和纯 IPv6( 阶段 3)。由于阶段 0 和阶段 3 通信需求

仅限于 IPv4、IPv6 同协议访问，其中阶段 1 和阶段 2 的不同点

在于纯 IPv4 网络、双栈网络、纯 IPv6 网络接入类型所占比例的

多少。本文主要讨论阶段 1 和阶段 2 的场景，需要同时满足终

端 IPv4/IPv6 用户访问 IPv6/IPv4 Web 服务的需求。见表 1，只

有双栈方式接入的终端用户能够访问所有的 IPv4/IPv6 服务，纯

IPv4 用户不能访问纯 IPv6 服务，纯 IPv6 用户不能访问纯 IPv4

服务。要满足所有终端用户同时能够访问 IPv4/IPv6 服务，需要

终端用户通过 IPv4-over-IPv6 或 IPv6-over-IPv4 隧道的方式建立

另外一种协议的通信通道，隧道的建立需要终端用户做一定的

配置，对于情况各异的用户来说难以大规模使用。

因此，需要从 Web 服务端实现纯 IPv4 和纯 IPv6 用户的访

问，通常有以下两种方法：（1）服务器基于双栈提供 Web 服务，

原生支持 IPv4/IPv6；（2）IPv4-IPv6 翻译，通过一个翻译模块

将 IPv4 数据包和 IPv6 数据包互相转换，翻译机制可以分为无状

态翻译 , 如 SIIT(stateless IP/ICMP translation) 和 IVI(IV stands for 

4 and VI stands for 6), 以及有状态翻译 , 如 NAT-PT(NAT-protocol 

translation) 和 NAT64。[3-5]

Web 服务本身采用双栈方式是首选，它可避免因转换导致

的任何复杂性，并为服务器提供最多信息。[6] 双栈方式需要整个

链路上的设备均支持双栈，包括服务器和应用本身，这意味着

可能涉及到网络改造和软硬件设备更新，且公网双栈需要消耗

公网 IPv4 地址。IPv4-IPv6 翻译机制需要在边界部署路由或网关，

无状态翻译机制不需要维护会话的状态 ,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 但

它是以消耗 IPv4 地址空间的代价来实现双向通信，有状态翻译

机制需要翻译器维护一个动态的地址 ( 地址和端口 ) 映射和一个

IPv6 过渡阶段基于双栈反向代理技术的
应用研究

摘要：为了降低 IPv6 过渡阶段 IPv4/IPv6 Web 服务的部署难度，加快向 IPv6 过渡的进程，文章针对 IPv6 过渡的 4 个阶段制定了

Web 服务基于双栈反向代理方案和渐进式的过渡策略。通过在双栈环境下部署反向代理服务，同时分别监听 IPv4 和 IPv6 服务端口，

并结合 DNS 域名设置，来实现支持 IPv4/IPv6 双栈的 Web 服务，使得纯 IPv4 和纯 IPv6 用户均可访问。文章对反向代理后 Web 内

容可能存在跨站跨协议资源访问的问题提出了增加过滤转换器的解决方法。与其他常用的双栈、网络翻译等过渡机制相比，采用基

于双栈反向代理方式对于 Web 应用的 IPv6 过渡有明显的优势，无需对现有网络进行任何变更就可以快速部署，不需要公网双栈和

无状态网络翻译机制所要求的公网地址，而且在用户和服务之间增加了隔离屏障，提高了服务的安全性。

用户类型
纯 IPv4 服务 双栈服务 纯 IPv6 服务

方式 用户透明 方式 用户透明 方式 用户透明

纯 IPv4 直接 IPv4 路由 是 直接 IPv4 路由 是
IPv4-

over-IPv6
隧道

否

双栈 直接 IPv4 路由 是 直接路由 是 直接 IPv6
路由 是

纯 IPv6 IPv6-over-
IPv4 隧道 否 直接 IPv6 路由 是 直接 IPv6

路由 是

表 1   终端用户在 IPv6 过渡阶段访问 IPv4/IPv6Web 服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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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地址资源池。

由于公网双栈方式和无状态翻译机制 Web 服务本身需要消

耗公网 IPv4 地址空间，他们没有解决 IPv6 协议主要解决的地址

空间的问题；私网双栈虽然不消耗公网 IPv4 地址但仍然需要链

路上设备的支持；另外，私网双栈和有状态翻译机制需要部署

路由或网关并维护会话状态，增加了网络复杂性。因此，为了

降低 IPv6 过渡期间 Web 服务部署实施的复杂度，本文提出采

用双栈反向代理的方式实现过渡时期对 Web 服务的访问，通过

将反向代理服务器部署在双栈环境中，Web 服务可以只接入纯

IPv4 或纯 IPv6，不需要对现有网络结构做任何改变，进而逐步

完成向 IPv6 的过渡。

双栈反向代理服务方案的设计

反向代理是指由代理服务器来接收来自互联网的访问请求，

再把访问请求转发到对应的网站服务器，并从对应网站服务器

获取结果返回给访问用户。[7]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用户正常访问

网页即可，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或配置。文献 [7-10] 介绍了反向

代理在 Web 服务中的应用，并介绍了在安全、负载均衡、公网

地址消耗等方面的优势，但这些文献均未涉及 IPv4/IPv6 双栈环

境的场景。

双栈反向代理的方式是指将反向代理服务器部署在双栈环

境中，同时分别监听 IPv4 和 IPv6 服务端口，Web 服务可以只接

入纯 IPv4 或纯 IPv6 网络，纯 IPv4 和纯 IPv6 终端用户可以通过

反向代理服务器进行代理访问另一协议的 Web 服务。由于采用

双栈代理后 Web 内容可能存在跨协议的资源引用问题，本文设

计采用在反向代理服务内设置过滤转换器和通用代理器来实现

跨协议访问。

1. 双栈反向代理服务的网络设计

IPv6 过渡阶段双栈反向代理部署网络结构如图 1 所示。双

栈反向代理服务器部署在双栈网络中，同时监听 IPv4/IPv6 的服

务端口：

（1) 对于纯 IPv4 用户，在一侧作为 IPv4 服务器，另一侧作

为 IPv6 客户端，将来自 IPv4 客户端的请求代理到 IPv6 服务器。

（2) 对于纯 IPv6 用户，在一侧作为 IPv6 服务器，另一侧作

为 IPv4 客户端，将来自 IPv6 客户端的请求代理到 IPv4 服务器。

双栈反向代理服务器部署比较灵活，部署的位置取决于网

络的哪个部分可以支持双栈，不需要对现有网络结构做任何变

更，又实现了双栈 Web 服务。即使整个网络没有 IPv6 或 IPv4，

也可以在外部支持双栈的数据中心托管自己的反向代理服务器，

实现 IPv4/IPv6 的服务。由于跨协议访问服务是由反向代理服务

器中转完成的，因此服务内容的管理维护与之前没有变化，不

需要考虑 IPv4 和 IPv6 不同的情况。

2. 双栈反向代理服务的域名服务设计

在反向代理服务的部署实施过程中，结合 DNS（域名服

务）配置可以更好地实现 Web 服务的快速部署。本文中 Web

服务域名设计如下：域名为 example.com 和 example6.com，其

中 example.com 域下的子域名同时配置 A 记录和 AAAA 记录，

example6.com 域下的子域名仅配置 AAAA 记录，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选择不使用 example6.com 域名。其中 A 记录是用来创建到

IPv4 地址的记录，AAAA 记录是用来创建到 IPv6 地址的记录。

假定双栈反向代理服务器的 IPv4 和 IPv6 的地址分别为

222.204.33.99 和 2001:250:6c00::3:99，以处于纯 IPv4 网络中域名

为 lib.example.com（ipv4 地址为 222.200.3.200）和处于纯 IPv6 网

络中域名为 6.example.com（IPv6 地址为 2001:250:6c00::210:201）

的 Web 服务站点为例介绍域名设置方式。具体域名配置时将原

本纯 IPv4 服务域名 lib.example.com 和 lib.example6.com 的 AAAA

记录指向反向代理服务器的 IPv6 地址 2001:250:6c00::3:99，将原

本纯 IPv6 服务域名 6.example.com 对应的 A 记录指向反向代理服

务器的 IPv4 地址 222.204.33.99。当纯 IPv4 或纯 IPv6 用户访问

原本只有另一协议网络的 Web 服务时，域名将解析至反向代理

服务器进行代理访问。

3. 双栈反向代理服务的数据处理流程

双栈反向代理服务部署后，纯 IPv4 用户可以通过反向代理

服务器进行代理访问原本 IPv6 的 Web 服务，纯 IPv6 用户也可

以通过反向代理服务器进行代理访问原本 IPv4 的 Web 服务，图

2 为用户通过双栈反向代理访问 Web 服务的数据流向示意图。

IPv6 用户通过反向代理访问原本 IPv4 服务 lib.example.com

的主要过程如下。

步骤 1：用户发起访问请求，DNS 解析出该域名对应的

AAAA 记录 2001:250:6c00::3:99，访问请求被定位至反向代理服

务器的 IPv6 监听端口，这个过程基于 IPv6 协议；

步骤 2：反向代理服务器得到用户访问请求，将访问请求

转发至原本 IPv4 的 Web 服务，请求 IP 为反向代理的 IPv4 地址

222.204.33.99，服务的 IP 地址为 222.204.31.200，这个过程基于

IPv4 协议；

步骤 3：Web 服务器接收到转发的访问请求，将响应内容反图 1  IPv6 过渡阶段双栈反向代理部署网络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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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提高了服务的安全性。

本文设计了 IPv6 过渡阶段双栈反向代理的 Web 服务方案和

过渡机制，通过在双栈环境下部署反向代理服务，结合 DNS 域

名设置，为纯 IPv4 和纯 IPv6 环境下的 Web 服务快速实现提供双

栈服务的能力。该方案的优点是：无需对现有网络和设备做改变

即可实现原本纯 IPv4 和纯 IPv6 的 Web 服务的双栈访问；在后端

Web 服务向 IPv6 切换时仅需要对 DNS 设置进行变更，易于管理

和维护；反向代理服务的存在使得用户和 Web 服务之间增加了

一道隔离屏障，提高了服务的安全性。本文在反向代理服务中设

置增加了过滤转换器和通用代理器，用于解决代理访问后 Web

内容中跨站、跨协议资源不能访问的问题，目前过滤转换器对于

各被代理网站的处理都使用统一的代码，后续将对过滤转换器进

行优化和扩展，以提高过滤器的性能和实现对被代理的站点更细

力度的处理。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 1 为南昌大学网络中心；2 为南昌大学软件学院）

基金项目：赛尔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NGII20150105);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

技术项目 (GJJ150291)

存在少量的 IPv4)：这两个阶段部署策略是一样的，在双栈区域部

署反向代理，通过代理访问纯 IPv6 和纯 IPv4 的 Web 服务。当新

建 Web 服务或升级改造时部署至双栈或纯 IPv6 区域，通过改变

域名的 A 记录和 AAAA 记录的指向，使得 IPv4 用户访问时通过

反向代理访问，IPv6 用户直接访问，这样逐步完成向 IPv6 的过渡。

（3） 阶段 3（纯 IPv6）：这个阶段网络中没有 IPv4 网络，

如果需要可以将反向代理部署在外部支持双栈的数据中心，将

A 记录指向反向代理服务器，IPv6 用户直接访问网站服务，IPv4

用户通过反向代理访问。

基于双栈反向代理过渡方式对网络、设备和应用程序本身

的要求不高，向 IPv6 过渡的 Web 应用可以成熟一个迁移一个，

渐进式完成向 IPv6 的过渡。

与常用过渡机制评价比较

在 IPv6 过渡的前面三个阶段，通过双栈反向代理的部署，

可以将原本纯 IPv4 的 Web 服务快速扩展至 IPv6，使得 IPv4/

IPv6 用户均可访问。该方案仅需要少量配置和代码，目前在笔

者单位已经应用近百个二级站点并正常运行多年，反向代理服

务器采用开源软件 Nginx 部署，过滤转换器采用 ngx_lua 模块

编写代码实现，在 Nginx 的配置文件中配置二级域名的泛域名

解析，可以实现在站点调整或 IPv6 切换时时仅需要对 DNS 设

置进行变更。图 4 是采用 Apache 的 ab 工具对代理前后压力测

试时的响应情况：可以看到由于加入了过滤转换器，代理后响

应时间稍微有些增加，1000 次的请求最高响应时间为 8ms，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文献 [2] 提出了针对 IPv6 过渡机制的统一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体现在功能、应用、性能、部署和安全 5 个方面，表 2 是

与其他常用过渡机制在部署方面的评价指标的对比。

从表 2 可以看出，采用基于双栈反向代理方式对于 Web 应

用的 IPv6 过渡有明显的优势，可无需对现有网络进行任何变更，

对设备没有特殊要求，可以不需要公网双栈和无状态网络翻译

机制所要求的公网地址，而且在用户和服务之间增加了隔离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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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b -n 1000 -c 10 时代理前后服务响应时间

双栈反向代理 双栈 网络翻译

场景 IPv4 访问 IPv6 和 IPv6 访问 IPv4

设备需求 无特殊要求 支持双栈 支持 SIIT、IVI 等

对 IPv4 和 IPv6
地址需求

（1）一个公网或私
网 IPv4 地址 ;
（2） 或 者 一 个
IPv6 地址

（1） 一 个 公 网 或 私 网
IPv4 地址 ;
（2） 一个 IPv6 地址

（1）一个公网地址 ;
（2）一个 IPv6 地址

对 IPv4 和 IPv6
应用的影响

对 Web 应 用 没 有
影响且可缓存加速

（1）在公网双栈内没有
影响 ; 
（2） 像 FTP 等部分应用
在私网
双栈中有些影响

（1）1:1方案中没有影响; 
（2）1:N 方案中需维护
状态，会造成不稳定

部署开销 中等
（1）在公网双栈中较小
（2） 在私网双栈中中等

中等

部署复杂度 较小 较小 中等

安全 增加了隔离屏障 正常 针对网关的 DDoS 攻击

表 2  与常用过渡机制评价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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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劳凤丹  李军  理苏磊  朱骏君

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发展，互联网使用模式已经发生了显著

变化，目前，网络视频、网盘、P2P 及移动 App 等新应用占据了大

量网络带宽。为提高用户上网体验，大学校园网出口已进入到万兆

网络时代。万兆网络产生的大流量上网日志数据对网络管理人员提

出了诸多新的管理要求，通过构建校园网上网日志查询及入侵检测

系统，将出口的流量进行采集、汇总和分析，了解校园网用户的上

网行为，包括流量构成、协议分布和用户活动情况，按需为用户提

供上网日志明细查询，以及校外用户对校内资源的访问情况（特别

是危险的访问），将对规范网络管理、合理分配网络带宽、增强信

息安全以及确保校园网络环境的平稳，具有重要意义 [1]。

现有校园网出口一般包括计费、流控、防火墙、负载均衡或

路由器等设备或系统，有些高校为备查另外部署了上网行为审计

系统，但这些系统提供的原始日志信息相互独立、格式不统一、

信息不够完整、存储量大、查询缓慢、流量信息与计费流量有较

大差距等原因难以直接用之实现以上的目标。为此，本文利用

NetFlow+Nfdump+Nfsen+Nfsight 搭建了校园网出口流量日志采集

分析系统，并融合校园网计费管理系统，自主开发了一套万兆校

园网上网日志查询及入侵检测系统，集流量采集、存储、查询、

分析于一体，既能快速对校园网用户提供详细的上网明细，又能

诊断和监测网络攻击行为或备查安全事件，并提供了简单直观的

Web 及图形化查询界面。

相关技术

网络流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有多种解决方案，而 NetFlow

技术是高速网络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在提供数据细节以及可

扩展性上具有较好的平衡性，且不会成为网络的瓶颈或故障点
[2-3]。NetFlow 是由 Cisco 公司研发的一种流量监控技术，数据

流为单向流，包含有：源地址和目的地址、源端口和目的端口、

协议类型、字节数、包数量和流数量等。本文在中国农业大学

校园网出口的两台万兆 Juniper SRX3400 防火墙内口上配置了

NetFlow 并将接口的数据流通过 UDP 方式发往校内的日志服

务器。

目前有很多命令行或图形化的日志处理工具可供管理员对

日志服务器接收到的 NetFlow 数据流进行读或过滤查询操作，

本文在日志服务器上配置日志处理工具 Nfdump 及 Nfsen（含

Nfsight）用于接收和分析 NetFlow 数据流，并将其存储至文件及

数据库中。

Nfdump 是一款被使用最多的 Netflow 命令行工具，具有执行

速度快、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过滤查询功能强大的特点。但

命令行显示不够直观明了，本文因而选取并配置了 Nfsen 工具作

为 NetFlow 的可视化查询工具 [4-9]，它使用 Nfdump 工具包收集及

处理 NetFlow 数据流，但较 Nfdump 多了可视化查询功能，简单

且易于扩展。

N e t F l o w 采集数据时会将单个逻辑流分成多个分开的单

向流，其并不能保持对客户机（Client）和服务器（Server）

间逻辑网络会话的跟踪。无论是命令行的 N f d u m p，还是图

形 化 的 N f s e n， 都 仅 对 N e t F l o w 单 向 流 进 行 处 理 操 作， 不

易 对 一 些 较 为 隐 蔽 的 攻 击 进 行 识 别。 为 解 决 此 问 题， 本 文

进一步引入了美国马里兰大学与 A T & T 实验室共同研发的

Nfsight，它作为 Nfsen 的插件存在，用于将 NetFlow 的单向

数据流构建为双向数据流，并可提供 C l i e n t / S e r v e r 识别及

万兆校园网上网日志查询及入侵

检测系统构建
摘  要：为解决万兆校园网出口海量数据的采集、用户上网日志明细的快速查询以及入侵检测的问题，基于 NetFlow、Nfdump、

Nfsen 和 Nfsight 构建了一套万兆校园网出口流量日志采集分析系统，既实现了对 NetFlow 单向流的处理，也实现了对双向流的重构，

因而相较传统的 NetFlow 流量分析系统易于识别网络异常行为。此外，联动计费系统与校园网出口流量日志采集分析系统开发了

万兆校园网上网日志明细查询系统，该系统能在 10s 内为校园网用户提供详细的上网明细，也能诊断和监测网络攻击行为，以及配

合安全监管部门定位某一上网行为的用户身份。本系统提供了简单直观的 Web 及图形化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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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检测功能 [10]。

Nfsight 的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描述如下：服务检测组

件（Service Detector）获取 NetFlow 数据流，通过推理判断网

络会话的 Client 和 Server，从而将单向流转化为双向流，并保

存至文件中，同时，将 Client 和 Server 信息保存至 MySql 数

据库；入侵检测组件检测双向流中可疑或频繁的网络行为，

将其和事件通知一并写入 MySql 数据库；聚合脚本周期性执

行用于维护数据库，其提供了每 5 分钟、每小时和每天三个

层次的数据聚合；可视化查询提供过滤查询及图形化显示网

络行为的 Web 用户界面。

服务检测组件在将单向流转化为双向流的过程中，Client 和

Server 的区分是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Nfsight 在一个采集周期里

（本系统设置 5 分钟采集一次），通过启发式推理和贝叶斯推理

的算法实现了 Client 和 Server 的区分。过程如下：

1.Nfsight 合并源、目的 IP（含端口）相同的数据流。

2.Nfsight 进一步合并源 IP、目的 IP（含端口）相反的数据流。

3.Nfsight 通过启发式推理辨识网络事务中的 Server 和 Client

端。Server 相较 Client 的判断条件有：时间戳（timestamp）较大、

端口较小、端口小于 1024、端口在 unix 或 linux 的 /etc/services

中有定义、终端端口或 IP 为固定值等。

4. 在不易区分 Server 端（例如时间戳相同或端口相同的情况）

时，则利用贝叶斯推理将过程 3 的各类启发式推理的结果进一步

进行综合，通过概率计算识别 Server 端。

校园网上网日志查询及入侵检测系统构建

1.NetFlow 的设置方法

（1）要在 Juniper SRX 系列防火墙接口上配置 NetFlow，首

先必须要设置 NTP。

set system time-zone Asia/Shanghai## 设定时区为上海

set date ntp 202.205.81.48## 手动与时间服务器校时

set system ntp server 202.205.81.48## 配置校时服务器

（2）在欲取样的防火墙内口配置 NetFlow。 

set interfaces xe-3/0/1 unit 0 family inet sampling input output

（3）配置合适的采样率。

本文设置的采样率为 300，不建议设置太小的采样率，过于

频繁采样会降低设备的性能。

set forwarding-options sampling input rate 300

（4）指定收集 NetFlow 的日志服务器设备。

set forwarding-options sampling family inet output flow-server 

202.205.88.51 port 2055## 指定收集设备及端口

set forwarding-options sampling family inet output flow-server 

202.205.88.51 version 5## 指定 NetFlow 版本。

如果未配置 NTP，则第（4）步的指令在提交时会报错。

2.  系统架构

系统的硬件平台仅需一台虚拟服务器，安装 64 位 CentOS 

6.7 操作系统，配置 2 颗 2 核主频 2GHz 的 CPU 及 8G 内存，

出口日志保存于日志服务器挂载的一块网盘中。对于中国农

业大学校园网规模（月均 2.5 万活动用户，IPv4 出口带宽为

4.5G），本系统自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共 2 年时间内，

所保存的出口日志约为 1.2T，可见，NetFlow 格式的出口日志

所占空间非常小。系统的软件平台涉及较多的应用软件，这些

软件从功能上可分为：（1）NetFlow 捕获及处理软件 nfdump；

（2）NetFlow 图 形 化 管 理 软 件 nfsen 及 其 插 件 PortTracker、

nfsen events、nfsight；（3）Web 服务器及 Php 脚本支持环境：

apache、php 和 tomcat；（4）数据库服务器——mysql；（5）功

能软件所需的支撑软件：perl、rrdtool、apr、apr-util、pcre。其

中，nfsen、PortTracker、nfsen evenets 和 nfsight 软件包括有前端

和后端程序。前端指的是 Php 语言编写的 Web 程序，后端指的

是 Perl 语言编写的管理程序及配置文件。按需成功编译配置后，

则浏览 http:// 主机 IP/nfsen 以及 http:// 主机 IP/nfsight 即可分别访

问到 Nfsen 和 Nfsight 的图形化管理界面。

此外，本文基于 java 语言，结合计费管理系统，研发了

Web 上网日志明细查询系统，以实现精确到用户账号的单次

上网日志明细的查询，或可查询出针对某个 IP、某段 IP 或

某些服务端口在自定义时间范围内的上网日志明细，因而即

可作为校园流量计费系统的验证系统，也可作为辅助的安全

管理系统。

 应用实践

1. 校园网上网日志明细查询系统

为防止校园网用户浪费出口带宽资源，目前多数高校校园网

趋向于采用流量计费策略。在网速快、多媒体及 App 应用普及、

软件客户端会自动更新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用户不自知情况下

的大流量网费。如果用户对其流量产生质疑，如何快速在大带宽

图 1  Nfsight 工作原理

单向流 Client

Server

双向流

NetFlow
服务检
测组件

MySql 可视化
查询

普通文件
入侵检
测组件

聚合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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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网络下为其提供对应的上网明细尤显重要。目前高校的计

费系统所提供日志明细功能仍有欠缺，表现在上网明细仅能提供

http 访问日志，而 udp 及非 http 的日志获取不到或不全，且查询

速度缓慢。

本文基于 Netf low 出口日志和计费系统开发的校园网上网

日志明细查询系统，可实现利用 IP 或计费网关账号查询用户

上网明细的功能，也可查询校内特定网段的敏感端口访问信

息，或查询某一时间段内访问校外某一地址的用户明细。分为

面向管理员和面向校园网用户的子功能。本文仅介绍管理段的

功能。

（1）按 IP 或端口查询上网日志明细

系统提供了基于：源地址、源端口、目的地址、目的端口、

双向地址或双向端口查询某时间段内上网明细的快速查询。如下

以源地址查询为例进行说明。

源地址查询功能模块可根据输入的源 IP 地址、上网开始时

间及截止时间（以天为单位），查询出对应时间段内出口数据包

中源 IP 为此 IP 的所有上网日志明细。例如输入图 2 的查询条件，

并点击查找，则后台调度 nfdump 进行过滤查询，同时将查询结

果写入一个 txt 文件，并在图 2 页面给出链接。

点击图 2 的 txt 查询结果文件链接，则可查看相应的网络访

问日志明细。本系统的上网日志明细查询结果以网络五元组的格

式给出，每一行均包括：时间（Data first seen）、协议（Proto）、

源地址及源端口（Src IP Addr : Port）、目的地址及目的端口（Dst 

IP Addr : Port））、流量大小（Bytes）等信息。查询结果的尾部（最

后倒数 4 行）则是本次查询的汇总信息，其中经常关注的是本次

查询时间段内的总计流量大小（total bytes）。

通过此模块可以快速查询出指定 IP 或端口在某个时间段

内与哪些 IP 发生过信息交互，其最大的特点是快速（一般在

10s 内即可完成一次查询操作），也可完成对某些安全事件的

查询。

（2）按用户查询上网日志明细

系统实现了与计费系统的紧密结合，能够针对用户上网账号

查询用户的上网日志明细，或根据上网 IP 定位用户身份。此处

给出了根据账号查询单次上网明细的功能说明。此功能在校园网

计费中经常使用，即用于与计费对账使用。

按计费用户账号查询其历史上网明细的功能界面如图 3 所

示：按需输入校园网账号、上网开始及截止时间的查询条件，并

点击查找，则系统会查出对应账号在指定时间段内的所有上网记

录信息，显示在页面的底部。

点击图 3 所查出的某条上网登录记录的 IP 地址链接，则

后台会调用 nfdump 生成对应 IP 在本次上网登录时间到断开时

间内的所有网络访问日志明细，所查结果为 IP 的双向日志明

细。通过此功能管理员可轻松回答用户在什么时间与哪个目的

服务器进行交互、流量集中在哪些目的地址、所使用的协议

和端口、共计产生了多少流量等信息，从而减轻管理员的查

询工作量。此外，按用户查询上网日志明细程序还可作为计

费准确与否的一个验证，这部分功能目前也已经在用户自助

平台上提供。

（3）服务器网段安全查询

校外对校内服务器所进行的攻击中，某些攻击是正常的网络

访问（例如已获得了服务器的访问权限，例如获得了 SSH 权限、

数据库控制权限、远程桌面权限等）。这种情况在中国农大校园

网实际运行过程中曾有发生，主要集中在学院自管的服务器。因

此类攻击是通过正常访问进行的，所产生的流量或异常数据包并

不大，不容易被发现。为解决此问题，本系统提供了针对服务器

敏感端口的安全查询功能。

以查询校外通过 SSH 端口访问校内某段地址为例：根据

输入的服务器网段、上网开始和上网结束时间，可查询出指定

时间段内访问此网段 22 端口的所有上网明细，点击相应链接，图 2  按源地址查询上网日志明细的界面

图 3  账号在指定时间段内的上网记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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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查看具体的上网日志明细，以排查是否有异常访问。

2. 异常流量实时监测

Nfsen 的图形化监控界面可实时监测出口流量信息。管理员

可侧重分析网络流量图出现的尖峰信息及原因，占用了校园网出

口大带宽 Top N 的 IP 地址，校园网 Top N 的应用，正进行端口

扫描的机器等。

图 4 显示在 2017-7-30 16：35 左右校园网出口曾出现了

ICMP 流的异常情况，管理员在异常处点击鼠标选定时间点、并

设置过滤条件后即可查出对应时间所发生的具体 ICMP 流的明细

信息。

3. 非大流量入侵检测的诊断案例

图形化界面虽然易于对异常流量进行掌控和分析，但很

多时候黑客对某台设备的攻击并不会导致机器流量异常。本

系统通过对 Mysq l 数据库的汇总统计实现了对海量网络流量

日志中非法行为的准确定位。要实现此功能，需在 Nfsight 配

置文件中预先定义校内 IP 的范围。图 5 为系统所使用的入侵

检测方法。

图 5 中，无效数据包（invalid_packet）一般为服务器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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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的数据包，经常在服务器遭受攻击时产生。危险端口包括

远程桌面的 3389、ssh 协议的 22、数据库的 3306 和 1521、linux 

webmin 的 10000 等。

在 2016-7-11，查询到 202.205.91.97 的无效数据包数量达到

了 71700 个；进一步查询此 IP 当天的上网明细，发现虽然其发

生的总流量仅为 565.7M，但自凌晨起校外的几个 IP 一直在不间

断访问它的 3389 服务直至早上 8 点多；再一次查询这些校外 IP

的网络明细，发现其不仅对 202.205.91.87，还对此网段的几台服

务器进行了 3389 端口的频繁访问，而这些机器分别是不同学院

课题组的服务器，由此推测此网段的服务器正遭受对 3389 端口

的攻击。网络管理员将相关情况告知相关负责人，并进行网络拦

截，及时阻止了事态的恶化。

本文介绍了中国农业大学万兆校园网上网日志查询及入侵

检测系统构建：基于 Nfdump 和计费系统实现了 10s 内定位到

用户身份的上网明细查询，基于 Nfsen 及 Nfsight 的图形化接口

实现了网络流量构成及异常流量的快速分析，并基于 Nfsight 对

Netflow 单向流的双向重建和对数据库的聚集过滤检索，实现了

对流量不明显入侵的检测。目前该系统不仅成为校园网计费系统

的一个辅助子系统，对用户提供流量日志明细查询及计费验证，

而且也成为了校园网安全监控及日志审计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中国农业大学网络中心）

图 4  Nfsen 显示 ICMP 存在异常

对校内重点 IP 段的无效数据

包数量进行汇总和排序

查询校内 TopN 服务器

的流量明细
查询校外 TopN 服务器

的流量明细

定位攻击源并进行人为干预

对校内重点 IP 段的危险端口的

数据包进行汇总和排序

对校内重点 IP 段的无效数据

包数量进行汇总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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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珂  蒲霖  张琳 

随着现代传感技术、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与设备的飞

速发展，近年来智能交通系统（ITS）的学术研究和行业发展十

分突出，对提高交通服务智能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国外，谷歌、特斯拉、Mobileye 自动驾驶系统，基于传感器、

雷达和摄像头的各种信息输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决策，单车自

动驾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在国内，2016 年 9 月 28 日，华为、

奥迪、宝马、戴姆勒、沃达丰、爱立信、英特尔、诺基亚、高通

宣布结成了 5G 汽车联盟 (5GAA)。各公司将在车联网通信解决方

案的开发、测试、促进销售方面展开合作，并支持标准化，加快

商用化和向全球市场推广。目前已涵盖主要车企、运营商与设备

商成员 40 多家。

然而，通过车辆自身传感器等硬件设备获得环境信息具有很

大的局限性，车辆视野范围强依赖于硬件配置和部署场景。在晚

上、雨雪天、雾天等恶劣天气下，在交叉路口、拐弯处等场景，

雷达、摄像头存在看不见，看不清，看不准的情况。特斯拉曾发

生过的一次致命事故，即为在强烈的日照条件下，自动驾驶未能

识别卡车的白色车身，因此未能及时启动刹车系统所导致。针对

这些场景开发性能更强的传感器，成本会高到消费者无法承受的

地步。

针对上述问题，利用 V2X 通信（V2I,V2V,V2P）技术，能够

提供远超出当前传感器感知范围的信息。本质上可以把 V2X 视

为一个拉长拉远的“传感器”，通过和周边车辆、道路、基础设

施的通讯，获取比单车能得到的更多的信息，大大增强对周围环

境的感知。同时，相对于 IPv4 网络协议，IPv6 协议更大地址空

间、动态地址自动配置、加强的组播以及对流媒体控制的特性，

使 IPv6 在车联网视频传输中提高网络整体吞吐量、支持构建动

态合作式视频处理系统、改善视频传输性能与质量。更进一步的，

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使车辆更加智能化的自主判断道路状况并做

出应急措施。

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 IPv6 融合人工智能的车联网视频智能

处理系统—— IPv6_See_Through，增大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感知

范围、提高感知信息的准确性，解决依赖自身传感器无法解决的

问题。最后给出数据分析表明系统的可靠性。

IPv6_See_Through 系统设计

自动化驾驶车辆应犹如人一样具有感知和决策能力。眼睛可

以看见视野范围内的各个物体即环境感知能力，耳朵可以收到其

他物体传来的讯息即通讯能力，大脑则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分析

处理、最终做出决策以控制行动即决策应用能力。本文将上述能

IPv6 车联网中视频智能处理系统的
设计与分析

图 1  IPv6_See_Through 系统概念模型

摘要 : 针对自动驾驶车辆视野范围强依赖于硬件配置和部署场景的局限性，设计了一个基于 IPv6 融合人工智能的车联网视频智

能处理系统—— IPv6_See_Through，利用 IPv6 的动态自动配置地址以及增强的组播流媒体控制技术，车辆融合多路视频后通过深度

学习进行目标检测，进而增大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感知范围、提高感知信息的准确性，解决依赖自身传感器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盲

区监测、不良视线检测等。分析表明本系统可保证视频画面实时性与检测准确性，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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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概括为 ITS 的五层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用于表

征自动驾驶系统的典型架构和主要组件。

物理层：物理层封装 ITS 中涉及的各种物理实

体，如数据采集设备（数码相机、摄像头、传感器、

雷达、pad），车辆和其他公共环境物体（交通信

号灯）等。各物理实体为数据生成的源头。该层通

过实体间的合理配置，快速获得高质量高可靠性的

数据信息。比如车辆视频的获取可通过安装固定摄

像头，也可通过常用具有摄像功能的手持设备（pad、

手机等）。

数据层：将物理层得到的信息划分为三类。基础信息，即时

间、速度、GPS 位置等，一般为文本类信息；环境信息，即道路

状况、交通灯、建筑物等可看见的信息，一般为图像视频类信息；

重点信息，即事故、提醒等由其他设备直接报告的信息，文本、

图像、声音等信息均可。该层相关技术包括数据存储技术、数据

处理技术（视频数据压缩、数据格式选择）等。视频数据在处理

（融合、人工智能）之前，需保存于可靠位置，以保证与其他数

据的后续融合处理。又由于数据冗余性会占用带宽且给其他通讯

设备造成无效信息处理的负担，所以需要用到视频压缩等关键技

术以保证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络层：车联网 V2X 通讯包括 V2V（车和车）、V2I（车和

基础设施）、V2P（车和人）三个方面。其基本要求是 V2V 的通

讯必须随处可用，包括没有网络覆盖的环境，所以 V2V 的直联

是 V2X 的基本功能。IEEE 下面有 IEEE 802.11p(DSRC)，LTE 下

面有 LTE-V PC5，都支持 V2V 直联。许多自动驾驶场景下（如

编队行驶、并道等），因为收发车辆的距离近，V2V 的直联是更

好的通讯模式。另外，由于车辆环境复杂，网络节点（车辆、基

础设施、人）众多导致数据量大，所以需要网络拥塞控制、干扰

管理和网络覆盖方面的统一协调，将相关视频数据融合可有效减

少数据冗余的问题。

应用层：对有效信息进行处理决策以控制车辆行为，该层使

用的关键技术有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

上述模型具体化为 IPv6_See_Through 系统实现，如图 2 所示。 

0 号车辆的视野范围为绿色区域，1-3 号车辆的视野范围为橙色

区域且具有重叠部分。0 号车辆的视线被 1-3 号车辆阻挡，若 1

号车辆前方发生紧急刹车状况时，极有可能导致追尾情况。然而，

若 0 号车辆接收来自 1-3 号车辆视野视频并融合为大视野视频，

最后通过深度学习等技术识别分类视频中的物体（汽车、人等），

尽早在更大视野中做出预判，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率。     

系统关键技术分析

高速率低时延的视频传输技术

信息传输是合作式自动驾驶的基础，越快速高质量的传输，

信息的效用越高，越有利于后续车辆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目

前车辆数量极大，且车联网环境具有拓扑变化快、车辆之间接触

时间短、通信链路不稳定、传输带宽有限、实时性要求较高等特

点，文本信息数据量相对较小，传输完成所需时间短，而视频信

息数据量巨大，在车辆接触的有限时间有限带宽下，极容易发生

信息传输不完整、播放中断、画质不清晰等问题。如图 3 为视频

传输流程图所示，视频从产生、编码、传输到最后播放消费，各

个环节都会产生延迟。其中，成像延迟取决于硬件设备，视频编

解码延迟和网络延迟通过策略的选择可有效改进。

 因此主要考虑如下三点：

（1）使用 IPv6 地址分配于各车辆以适应车联网节点多的特

性。IPv4 中规定 IP 地址长度为 32bit，最大地址个数为 2^32；而

图 2  IPv6_See_Through 系统实现

MPEG2 MPEG4 H264 H265

画面质量 一般 较好 最好 最好

压缩比 100% 50~60% 25~40% 13~20%

授权成本 最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运营商支持力度 较高 少数 多数 中等

对硬件要求 最低 较低 较高 较高

表 1  视频压缩标准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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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中 IP 地址的长度为 128，

即最大地址个数为 2^128，且

网络中一个接口可以有一个或

多个 IPv6 地址，将 IPv6 应用

到车联网中，有效解决了地址

匮乏问题。

（2）选择高效的视频编

解码方式以提高带宽利用率、

保证传输速率与视频连续性。

如表 1 所示，由于 H.264 的压

缩比高，授权成本较低，使用

领域非常广泛，本文采用 H.264

编码方式。以 MPEG2 压缩比为 1 相比，H.264 可达到 25%-40%

的压缩比率。

（3）选择合适的车辆间网络数据传输协议和传输方式以适

应车辆接触时间短的特性。一方面，车联网中车辆为多对多的传

输方式。IPv4 中定义了三种数据包的传输：单播、组播和广播。

组播是一种允许一个或者多个发送者 ( 组播源 ) 发送单一的数据

包同时到多个接受者的网络技术，其传输机制是无论有多少个目

的地址，在整个网络的任何一条链路上只传输单一的数据包，所

以相对于单播，组播具有节约带宽、提高传输速率的优越性。

IPv6 协议加强了组播技术并增加了对流媒体的控制，高效实现

多路视频数据信息传输。 另一方面，由于车辆接触时间短，通

信前需要建立连接的方式会导致时延增加，所以车辆间通信采用

802.11p 协议（DSRC），802.11p 协议中规定工作站可以在不加

入基础服务集的情况下建立通信链路，减少了由于加入服务、建

立连接、权限认证等过程所消耗的时间，适合高速移动的车载环

境。

基于视频融合的分布式目标检测与追踪技术

在目标检测与追踪之前，车辆接收到多路视频后，需要将多

路视频融合为大视野视频，以减少视频冗余度，进而降低后续深

度学习处理的的目标检测与追踪复杂度与消耗时间。

视频融合的基本技术为图像拼接技术。图像拼接的基本流程

如图 4 所示，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图像匹配（registration）、重

投影（reprojection）、缝合（stitching）和融合（blending）。

图像匹配：是指一对描绘相同场景之间的几张图片的几何对

应关系。一组照片可以是不同时间不同位置的拍摄，或者由多个

传感器同时拍摄多张图像。

重投影：通过图像的几何变换，把一系列图片转换成一个共

同的坐标系。

缝合：通过合并重叠部分的像素值并保持没有重叠的像素值

使之生成更大画布的图像。

融合：通过几何和光度偏移错误通常导致对象的不连续，并

在两个图像之间的边界附近产生可见的接缝。因此，为了减小接

缝的出现，需要在缝合时或缝合之后使用混合算法。

进一步，对于单辆汽车而言，由于移动平台其资源受限性和

计算能力有限，导致无法进行实时的基于深度学习来做道路物体

检测。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车队通信的分布式深度学习方案，

主要用于深度学习执行阶段的分布式计算。分布式架构图如图 5

所示。每一辆车安装一台车载通信单元 OBU(on-board unit)，用

于 DSRC 车辆间通信，同时车辆中安置一台手机，其摄像头用于

视频数据的采集，CPU 和 GPU 用于视频数据处理融合以及深度

图 5  基于视频融合的分布式架构

图 6  OpenCL 的工作模型

帧率 29 帧 / 秒

图片大小（宽 * 高） 480 像素 *320 像素

图片格式 YUV420_Planar

未压缩视频码率 8094kb/s

H264 压缩后视频码率 1008 kb/s

压缩率 8:1

表 2  视频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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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计算。车辆间互相通信

传输视频流等信息。当车辆一

收到车辆二和车辆三的摄像头

中视频流的图片帧后，进行图

像融合并且进行分布式目标检

测。车辆检测到目标后，识别

目标种类与目标的状态作出安

全决策，如刹车、减速等行为。

在 Android 手 机 计 算 集 群

中，配置有 GPU 计算设备的计

算节点，在目标识别的过程中

不但应该充分利用 CPU 计算能

力，更应该充分挖掘 GPU 强大

的并行能力。在 GPU 并行方案里面，OpenCL 具备扩展能力强，

并行充分等特点。故本工程采用 OpenCL 作为 GPU 并行计算的

调用框架。OpenCL 提供了控制并行计算设备的一些接口以及一

些控制单元行为的类 C 编程语言。利用 OpenCL 接口可以开发并

行度高、运行在 GPU 或者其他处理设备上的程序。OpenCL 的工

作模型如图 6 所示 .

在深度学习中，运算量最大的卷积层采用 OpenCL 进行并行

GPU 加速，根据卷积算法的特点，使用 OpenCL 实现卷积算法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创建 OpenCL 的存储器对象，即图像对象

和缓存对象；通过提供一个三维的偏移和范围并调用函数，将图

像对象拷贝到 GPU 缓存中；编译并执行内核函数。同时单幅图

片在单台手机上的识别，采用 Yolo 深度学习模型耗时 1~3 秒左右，

不能达到安全实时的需求。由此我们设计一套分布式计算的方法

去将单台手机计算量划分到多个组中进行。每台手机就是计算任

务中的一个进程，手机之间采用 OBU 的 DSRC 进行通信。将深

度学习中的卷积层的对图像的卷积计算进行横向划分，每台手机

负责矩阵图像中的部分矩阵行数据。由此使用分布式技术提升深

度学习的计算速度。

系统数据分析

实验中，我们采用 4 台华为 pad 进行视频的多路传输，如图

8 所示，每路视频延时小于 0.5s。视频参数如表格 2 所示。视频

传输后，系统做实时融合，两路视频融合时间约为 15ms/ 帧，如

图 9 所示标明图中两帧图片的界线，分别为红色边界和白色边界。

视频融合后，采用最多 4 台华为 pad 进行并行化目标识别，

采用 Tiny-YOLO 的网络结构，其实验结果如图 10。

对于单张图片的计算耗时，随着分布式程度的增加时间大大

减少。采用 4 台手机并行处理图片其总时延在 1s 以内，基本满

足安全性要求。

通过车辆间通信形成庞大的合作式智能网络来交换重要信息

的方式可大大拓宽车辆视野；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使车辆更加智

能化的自主判断道路状况并做出应急措施。本文设计的融合 IPv6

技术的车联网中视频智能处理系统—— IPv6_See_Through，采用视

频分发合作的方式，利用 IPv6 的动态自动配置地址以及增强的组

播流媒体控制技术，车辆融合多路视频后通过深度学习进行目标

检测，进而增大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感知范围、提高感知信息的

准确性，解决依赖自身传感器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盲区监测、不良

视线检测等自身传感器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盲区监测、不良视线检

测等，可起到防患于未然、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成本、提高系统可靠

性等作用。在以后研究中将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 （责编：高锦）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基金项目：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 基于 IPv6 的智能网联汽车协作

视频感知技术的研究与实现（NGII201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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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视频 4 路互传实验

图 9  两路视频融合互传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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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国宝   卞艺杰 

高校在数字校园阶段已经建设了数据中心和若干应用系统，

通过数据共享平台和数据集成，一定程度上为教学科研和管理等

业务提供了数据支撑。随着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应用的逐步延伸，

业务驱动需求的不断挖掘，原有解决方案或体系架构下的数据质

量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在大数据时代为智慧校园的建设与发展

带来挑战 [1]。

1. 校园信息标准不能有机地与校园业务数据结合，校园的元

数据不能自动地根据业务数据生成并且成为信息标准的一部分。

2. 数字校园建设了数据共享平台，但是数据共享平台仅仅是解决

了数据跨业务部门的问题，实现了数据的“运过去”，对于数据

的运行质量难以保证，缺乏数据的全局视图，不能质量检查，不

能溯源。因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校更大范围的数据共享和上层

应用。3. 缺乏全局的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和数据顶层设计。4. 松散

的高校业务数据环境，缺乏统一的数据管理制度和权限管理。

相关概念与研究

数据质量管理是信息系统建设的首要问题，“数据适合使

用的程度”（Fit For Use）是数据质量的主要定义之一，质量属

性可划分为正确性（Correctness）、一致性 (Consistency)、完整

性 (Completeness)、最小性 (Minimality)，数据质量也反映了数据模

式与数据实例在以上属性上的距离。从评估治理的角度来看，

数据质量也可划分为内在质量 ( IntrinsicDQ) 、 可访问性质量 ( 

Access ibilityDQ) 、 上下文质量 ( ContextualDQ) 、 表达质量 ( Repres 

entational DQ) 四个维度。

元数据（Metadata），其含义为“描述数据的结构化数据”[2]，

也被称为是关于数据内容、质量、条件和其他描述数据特征的结

构化数据。

元数据标准与数据质量

元数据包括业务元数据、技术元数据、操作元数据 , 见表 1。

本文认为数据质量管理最主要的目标是安全、正确、时效。

因而数据的真实性、完备性、自洽性是数据本身应具有的属性，

称为数据的绝对质量，是数据质量的基础。除了数据的①绝对质

量外，还有我们在利用和存贮数据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质量，

包括②使用质量、③存储质量和④传输质量，称之为过程质量。

数据质量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完整性、一致性、及时性

和准确性。常见数据质量问题及示例见表 2。

高校数据标准一般包括数据标准、代码标准。通常参考国家教

育行业标准教育管理信息之《教育管理基础代码》(JY/T1001-2012)

和《高等学校管理信息》(JY/T1006-2012)，以及包括学校的自定义

编码标准。在数据执行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元数据标准，与业务数据

（数据源、数据模式）和主数据进行定期的检查比对，发现上述列

举的质量问题，并且对与业务数据的正常变化，通过数据管理流程

补充和完善到元数据和其他数据标准中，并且通过正常迭代进行新

版本标准的发布。通过这样的措施在技术上保证数据质量的稳定和

提升。

数据一致性与数据链管理

基于元数据标准的检查对比能够很好地解决数据质量问题中

智慧校园数据质量治理的关键问题
摘 要：本文通过参考研究相关文献，结合大数据背景，系统阐述智慧校园建设中数据质量面临的若干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解

决方案和对策，设计了统一的数据管理服务平台体系，通过分析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有效的。

元数据用途分类 元数据内容

业务元数据 数据源描述（数据目录、主数据、数据库类型、版本、IP）

技术元数据 业务数据表信息、属性、类型、主外键引用关系等

操作元数据 业务映射元数据、ETL 脚本、作业调度、质量约束规则等

表 1  元数据分类表

数据质量属性 示例 质量维度

准确性 业务规则不正确或统计口径不一致 ②

及时性 数据获取不及时、数据不新鲜 ④或①

一致性
不同数据源相同实体的数据不一致

汇总后数据与原始数据再汇总不一致
①或②

完整性
违反唯一性约束、违反主外键关系

丢失数据实体、缺失数据属性信息
①或③

值域与类型

（合规性）

数据超出值域范围、数据类型不匹配、数

据日期或其他格式错误、语法错误等
①

表 2  数据质量属性对照表

研究与发展CERNET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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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和值域类型问题。高校环境下由于业务数据具备差异化、

异构、松散、冗余的特征，数据一致性在全局的数据管理和质量

提高过程中相对其他质量属性更加重要。数据绝对质量的提高主

要通过自定义质量规则约束，进行定期的检查来实现。质量约束

规则主要有单字段的语法检查（数据特征、长度、规则等）以及

多字段的逻辑关系检查（时间先后比较、数量大小比较等）。数

据一致性存在于单数据源情况，也存在于多数据源的情况。单数

据源中的一致性，通过重复记录检测就可以发现重复数据。多数

据源的一致性判定较为复杂。举例如下：学生张三在教务部门和

学工部门都存在。

学工部门：A

学号 姓名 学院代码 手机号码 是否在校

123 张三 10100 1313131313x True

教务部门：B

学号 姓名 学院代码 手机号码 是否在校

123 张三 10100 1393939393x False

数据 A 和 B 产生了不一致，其算法有 3 种可能：

（1）Result(A+B) = A （2）Result(A+B) = B （3）Result(A+B) 

= A 结合 B

不一致数据的解决前提是确认数据的权威数据源。对数据

实体具体到每一个属性都要确定其权威数据来源，则 3 种可能的

结果是确定唯一的。所以，如果学生的学号、姓名、学院、是否

在校的数据源是教务部门、手机号码的来源是学工部门，那么计

算的结果应该是（3）：C

学号 姓名 学院代码 手机号码 是否在校

123 张三 10100 1313131313x False

通过确定主数据的权威数据源来实现数据清洗，支撑主数

据库的数据一致性和数据权威性。同时数据链的管理也能为主数

据管理平台提供数据血缘分析与影响范围分析等管理功能。

主数据与数据管理服务平台

图 1 展示了高校的统一数据管理服务平台结构，针对本文

分析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据质量面临的诸多问题，围绕提

升数据质量，该平台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和提升数据质量问题，包

括如下个步骤：

1. 通过元数据标准（业务、技术、操作）建设，形成高校

的主数据体系，通过代码标准、元数据标准，完善高校已有的数

据标准，通过自动的数据标准约束检查不断迭代发布更新数据标

准。反过来，由业务数据驱动元数据标准的完善和补充。通过数

据源和数据模式等元数据信息的定期检查，保持和提高数据标准

与业务数据的关联一致。

2. 建设具有唯一权威数据源的主数据。针对数据质量属性

中绝对质量和使用质量的问题，通过质量约束规则定期检查主数

据，形成数据质量结果报告。对于多来源数据不一致问题通过确

定唯一数据源进行解决，不能确定数据源时还可通过专家干预的

方式进行处理。

3. 通过大数据分析处理 Hadoop 集群平台，进行基于主题数

据模型的建模，通过分析计算形成结果数据。保存到主题数据库

中，并且登记到统一的主数据平台。

4. 在主数据平台的基础上，开放和配置数据访问接口。通过

API 方式或者传统数据接口方式，满足大批量数据集成访问方式

或者 Web Service 的数据访问方式的接口要求。通过统一的接口

配置和管理，实现数据访问的权限管理和访问审计。

5. 数据质量的管理流程制度化：通过定期数据质量约束检

查→生成数据质量结果报告→根据数据链溯源→数据质量结果反

馈来源部门→数据修正→再次数据质量检查，这样的数据质量管

理流程，技术加管理相结合，实现数据质量的提升。

数据的质量问题是高校信息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构建

统一的主数据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元数据标准和数据质量治理技

术手段和管理流程相结合，能够解决质量问题，满足未来智慧校

园的服务需求。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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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2017 年 11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51B，其中获得最多的

是美国，41B；其次是巴西、俄罗斯、德国、荷兰，均为 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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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B；其次是埃及，

44B，如图 1 所示。

2017 年 1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12 个，

其中欧洲 184 个，拉美 116 个，亚太 83 个，北美 18 个，非洲 11

个，分别来自 70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77 个；

其次是俄罗斯和德国，均为 25 个。11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11 月

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520*/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

俄罗斯，179*/32；其次是德国，171*/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

2017 年 1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412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7 年 11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92（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

201212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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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0.12 0.76 7.23 2018-11-20

APNIC 52 0.25 0.34 52.6 2011-04-19

ARIN 100.11 0.35 0 100.47 2015-09-24

RIPENCC 48.34 0.06 0.61 49.01 2012-09-14

LACNIC 11.14 0.06 0.17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7.93 36.18 1.89 256 /

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美国，1752*/32，其次是德国，为

1359*/32，如图 2 所示。。

2017 年 11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15 个，IPv6

地址申请 62 个，EDU.CN 域名注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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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图 3  2017 年 11 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67（计算单位：/24-C）

201212 201711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7 年 12 月 6 日）

图 1  2017 年 11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4 地址分配 ( 单位：B)

IPv4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Total 

US 8 5 33 23 48 5 32 23 4 47 216 41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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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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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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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0 1 1 2 8 1 2 0 0 0 0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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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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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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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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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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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17 年 11 月各国家 / 地区 IPv6 地址分配 ( 单位：/32)

IPv6 1612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Total 

RU 82 99 102 97 74 92 75 98 58 56 60 179 1072 

DE 82 81 127 41 116 99 214 140 83 67 138 171 1359 

NL 68 114 136 108 59 169 121 138 67 67 164 113 1324 

GB 133 92 58 91 114 106 84 81 115 75 101 88 1138 

FR 57 35 72 65 104 56 33 41 48 70 66 84 731 

BR 62 88 29 81 105 103 88 105 115 80 102 77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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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A 64 24 17 40 8 56 49 56 16 24 88 57 499 

US 291 30 291 283 27 324 35 28 301 48 78 16 1752 

IN 6 5 1 1031 4 1 8 6 7 4 0 12 1085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43 5809091 10114962

2 印度 47.98 223597887 466034684

3 德国 42.44 30669519 72260517

4 美国 37.42 107438544 287146624

5 希腊 36.04 2605942 7231532

6 瑞士 35.33 2611254 7391076

7 卢森堡 32.76 181967 555449

8 英国 26.07 15975889 61284147

9 葡萄牙 25.67 1784682 6951757

10 日本 23.30 27065820 116138333

68 中国 0.39 2836725 735768081

69 冰岛 0.30 993 335025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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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清华北邮北大 IPv6 入出流量居前三

文 / 郑志延

2017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

路平均可用率 99.51%。

2017 年 11 月主干网流量较 10 月相比增

加较多，11 月入流量均值为 27.53Gbps，相比

10 月增加 47.50%，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

8.44％；11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32.25Gbps，相比 11 月增加 42.76%，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 12.46%。

2017 年 11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

量与 10 月相比基本持平。11 月入流量峰值

为 14.06Gbps；出流量峰值 12.07Gbps。

从 2017 年 11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来看，

北京（清华大学）、北邮和北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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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

平 均 值 为 6.63Gbps； 其 次 是 北 邮 节 点， 其 均 值 为 4.69bps 占

17.13%；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0.63%。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 11月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11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CERNET 主

干网流量相比于 10 月变化有所升高，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

量图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加了 33.58 G，出流量增加了

23.22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 10 月入流量增加

了 10.87 G，出流量增加了 17.86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图来看，相比 10 月入流量增加了 1.2 G，出流量增加了 2.98 G。

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

量清华居首，华中次之，华东北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清华第一，

华中第二，东北第三位。

图 1~2 表示了 2017 年 11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

编：高锦）

入流量：344.68G               出流量：405G

图 1  2017 年 11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24.97G              出流量：96.13G    

图 2  2017 年 11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7 年 11 月

2017 年 11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达 345G

从 2017 年 11 月 的 出 流 量 分 布 图 2 来 看， 北 京（ 清 华 大

学）节点出流量为最高，其流量为 5.22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6.17%；其次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5.88%；流量排名

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0.95%。 （责编：高锦）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7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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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

现影响严重的安全事件。近期一个存在

于 TLS 加密协议中的漏洞曝光，漏洞是因

为 TLS 协议在使用 RSA 算法协商加密密

钥的过程中存在缺陷导致的。类似的漏洞

早在 1998 年就被瑞士的密码学家 Daniel 

Bleichenbacher 发现存在 SSL 协议中，但

是相关机构在获知漏洞后并未重构 RSA 算

法的实现过程，而只是采用了临时变通方

法来增加漏洞利用的难度，这导致类似的

漏洞也同样存在升级后的 TLS 协议中。利

用该漏洞，攻击者可以通过选择密文的攻

击方式来破解监听到的密文。目前针对该

漏洞的攻击被命名为 ROBOT 攻击（Return 

Of Bleichenbacher’s Oracle Threat）。由于

漏洞是存在 RSA 算法实现过程中，因此影

响的范围可能不仅是 TLS 协议，使用 RSA

算法来协商加密密钥的应用都有可能受到

影响。目前已知该漏洞利用需要两个先决

条件，一是攻击者可以监听到用户和服务

器之间的加密通讯，二是攻击者可以跟服

务器进行大量的数据交互，因此对于需要

TLS 协议来实现强加密安全要求的应用，

可以通过关闭 TLS 协议中 RSA 算法支持

来降低漏洞带来的风险。

近期没有新增影响特别广泛的蠕虫病毒。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

1. 微软 2017 年 12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

中修复的漏洞数量较少（共 37 个，其中

严重等级的 19 个），涉及 Windows 系统

及 组 件（5 个），IE 浏 览 器（23 个）， 

Edge 浏览器（1 个），Exchange Server（2

个）、Flash player 插件（1 个）和 Office

软件（5 个）。这些漏洞中需要关注的

是 Malware Protection Engine 远程执行代

码 漏 洞（CVE-2017-11937），Malware 

Protection Engine 是 Windows 自带杀毒软

件 Windows Defender 的防护引擎，当用户

从网上下载文件时，该引擎会自动扫描并

检测文件安全性。但引擎在功能实现过程

中存在漏洞，攻击者可以制作针对该漏洞

的特定文件，如果引擎扫描这些特制文件，

会致内存破坏，从而在系统上执行任意命

令。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越来越多的

攻击（APT 攻击和敲诈病毒）利用 Offcie

软件的 DDEAUTO 技术，因此微软通过

2017 年 12 月的 Office 更新（ADV170021）

关闭了软件中的 DDE 数据交换功能。鉴

于上述漏洞带来的危害，建议用户尽快使

用 Windows 自带的自动更新功能进行安全

更新。

2. GoAhead 是 一 个 开 源 的 轻 量 级

Web Server，被大量

应 用 于 嵌 入 式 设 备

中（ 如 摄 像 头、 小

型 路 由 器 等）， 最

近 其 出 现 了 一 个 高

危 漏 洞，3.6.5 版 本

之 前 的 GoAhead 在

开 启 CGI 功 能 时 可

以 远 程 执 行 任 意 代

物联网安全需从网络层加强控制

CCERT月报

码。目前 GoAhead 的官方已经在最新版

（3.6.5）中修复了该漏洞，但是用户由

于权限问题很难自行更新程序，需要等待

嵌入式设备的厂商发布新的系统版本来完

成修补，而这个过程通常会比较慢。建议

用户随时关注相关嵌入式设备厂商发布的

安全公告并及时更新，在补丁程序没有出

来之前，可以通过网络的限制手段来降低

相关漏洞被利用的风险。

3. 2017 年 12 月 1 日，Apache 官方发

布了 Struts2 框架的最新版 2.5.14.1，用于

修补之前版本中存在的两个漏洞，分别是

S2-054 拒绝服务漏洞和 S2-055 反序列化

漏洞。利用这些漏洞可以对目标 Web 服

务器发动 DOS 攻击或是反序列化代码执

行攻击。其中 S2-055 对应的反序列化漏

洞（CVE-2017-7525）2017 年 7 月就被暴

露出来了，但针对该漏洞的补丁直到 2017

年 12 月才出现。Struts2 框架的漏洞 2017

年公布的数量较多，建议相关网站管理员

要随时关注厂商的动态，及时更新 Struts2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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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物联网应用的逐步普及，越来

越多的具备联网功能的嵌入式设备将会

被暴露在网络中，这类设备的安全问题

需要引起管理人员的重视，它们由于自

身的特殊性，在出现安全漏洞时可能无

法快速地通过安装补丁的方式进行修补，

这样物联网设备很容易被黑客控制并利

用从而带来较大的安全风险。因此现阶

段还是建议从网络层面加强对相关物联

网设备的控制。

安全提示

2017 年 11~12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57%

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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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网络安全的“大年代”，这一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在记录这些事件的同时，更应重视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2017 网络安全重大威胁及启示

而 5 月的 WannaCry 勒索病毒则让我们重新思考关于网络的安全

架构部署。WannaCry 是一种蠕虫式的勒索病毒，它利用了 Windows 

SMB 服务漏洞，攻击电脑并加密硬盘中的文件，向用户勒索赎金。

安全专家认为，此次事件在我国的应急响应反映出了一些老

问题，应当引起未来网络空间安全部署的重视。

第一，终端安全如何做，我们真的想清楚了吗？核心问题：

终端在网络当中，是可信源还是风险？关键问题：终端 = 杀毒？

第二，隔离专网，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隔离专网是安全岛，

但是不应该把所有的宝押在边界的防护上；而一个隔离专网意味着一

个迷你版的互联网产业，其复杂程度并未引起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

第三，补丁问题和老旧操作系统问题，是安全问题还是 IT

问题？所以，未来安全应该融入 IT，融入架构。 （责编：王左利）

2017 年网络安全盘点

编者按：2017 年网络安全领域仍然备受关注。本专题我们将从 2017 年网络安全重大威胁、重大政策、高校网络

安全热点话题三个角度进行盘点。

数据泄露：2017 年数据泄露创历史记录。包括雅虎 30 亿账户泄露，美版支付宝

Equifax 公司 1.43 亿全球消费者信息泄露，AWS S3 1.23 亿户美国家庭信息泄露等。

勒索病毒：勒索病毒全球泛滥。WannaCry、Petya 等勒索软件爆发，涉及全球上

百国家，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邮件安全：电子邮件成为网络安全重灾区，不管是钓鱼式邮件还是商业欺诈邮件

都在激增，并有着惊人的破坏力，电子邮件的安全地位不容忽视；

漏洞威胁：漏洞增长史无前例，各大漏洞披露平台均创历史增长和绝对数量记录，

漏洞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网络攻击：网络攻击无所不在，越发体现大时代特征，攻击横跨全球社会各个领域。

整年看下来，我们发现数据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大的痛点。

如，1 月的 MongoDB 赎金事件中，黑客把用户的 MongoDB 数

据库内容删除，用户必须支付赎金才能重新找回数据。

针对类似 MongoDB 黑客勒索赎金的事件，我们能够从中

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

1. 这些数据库之所以会被黑客攻击，原因之一是这些数据

库开放了公网访问，使得任何一台连接到公网的机器都能够访

问到。除此之外，这些数据库也没有开启身份认证，所以导致

黑客能够轻松地访问用户的数据库，造成了用户的数据损失。

2. 受到影响的用户对于数据的备份不够重视，因为如果用

户对于数据进行了备份，即使黑客将数据删除了，用户也可以

通过备份数据来进行恢复。

威胁

启示

2

1

4

3

5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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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法》颁布

6月 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它的出台提醒着我
们“网络安全必须有底线思维”。《网络安全法》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基本

大法。《网络安全法》对于确立国家网络安全基本管理制度具有里程碑式

的重要意义，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服务于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和网络

强国战略；二是助力

网络空间治理，护航

“互联网 +”；三是

构建我国首部网络空

间管辖基本法；四是

提供维护国家网络主

权的法律依据；五是

利于在网络空间领域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精

神；六是为网络参与

者提供普遍法律准则

和依据。

重大政策推动网络安全向前走

建一流网络安全学院

8 月，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印发的《一流网
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管理办法》指出，我国将在

2017 年 ~2027 年期间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

项目，形成 4~6 所世界一流的网络安全学院。

经过一个多月的评选后，共有 7 所高校入围首批

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分别为：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

程大学。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指出，网络安全

学院不是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的唯一形式，其他学院如计

算机学院等都可以成为网络安全人才的摇篮。建设一流

网络安全学院是过程，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

项目是手段，目的是带动和促进更多的高校、企业和社

会各方面都来关心和参与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工作。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出炉

3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此
次行动的重点被归纳为八个字：治乱、堵漏、补短、规范。

网站的“万象”是此次治理的第一大重点，所以在此背景下各校都

开始积极地进行网站的摸排工作，实施网站备案。此外，安全漏洞的监

测与预警、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制定、数据安全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保护被列入最重要的几个问题。

据悉，在此次行动方案的指引下，教育部将加强对地方、学校的网

络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把网络安全纳入校园和周边综合治框架下进行

考评，并制定了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网络安全通报机制、网络安全责任

制、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工作、网络安全威胁通报工作、重要时期网络安

全保障工作、网络安全事件处置等六个方面。

2017年我国的网络安全工作，尤其是教育领域网络安全工作最大的不同在于，各项重要政策不断推出，

使网络安全工作能顺势而为。

2017 年网络安全盘点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

2017 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 月 16 日至
24日举行，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这是一场全国范围内活动，由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

国人民银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等九部门共同举办。

期间，举办话题多样的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

“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举行让网络安全的概念进一步

深入到普通人的认识中。对高校而言，则可以借此东

风来增强学校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从而为下一步网

络安全在机制、队伍方面的加强打好群众基础。 （责

编：王左利）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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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们关注了这些话题
网络安全工作需要探讨、借鉴、反思、合作，2017 年全年我们关注了许多网络安全领域的话题。

教育系统安全威胁情报共享平台

在 2017 年，我们几次展示过教育系统安全

威胁情报共享平台。这个在 2017 年 2 月底开始

建立的协作式平台是在教育管理部门、高校、产

业界的共同合作下建立的。各高校可以通过这个

平台，第一时间了解到自身相关的漏洞信息，帮

助学校做查漏补缺的工作。专家表示，对安全漏

洞，不仅仅是发现，更重要的是要有体制保障，

能够对它进行跟踪，一直到它被消亡为止，实现

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

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工作在网络安全一系列体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其主要目的是在政策背景下，尽可能迅速地将网络信息安全事

件造成的损害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2017 年，我们探讨了自

动化技术在安全事件中的响应，网络安全预案的建立和实施等。

从技术上来看，目前尚无希望出现完全的自动响应系统，可预

期的方案是系统在进行应急响应时可以根据预配置的策略，灵

活地在人工和自动响应之间进行切换，为需要人工参与的过程

提供足够的工具支持。

Web 安全

Web 安全是高校网络安全工作中常说常新的话题。2017

年，我们从机制和技术两个维度几次探讨 Web 安全的防范。

有一些值得复习的观点：开展网站普查是 Web 安全管理的基

础。如同定期的人口普查，高校也要对自己有多少网站进行

全面动态的掌握，在此基础上推进备案管理体系，明确每一

个网站的责任主体，做到网站和责任准确关联；网站备案工

作依靠技术和管理双方出击，要使用网站扫描系统对校园网

定期扫描，保障网站备案信息的准确性。

安全服务外包

安全服务外包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从花钱买

设备到花钱买服务，高校需要做好什么程度的风

险控制，如何更好地保障高校总体安全目标的实

现成为这一年的热点话题。专家认为，做好安全

服务外包需要学校和企业一起对外包服务的内容

和效果制定可操作，可检查，可追溯的服务标准。

多方携手，勇于担起网络安全责任。

2017 年网络安全盘点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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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至反向代理服务器，这个过程基于 IPv4 协议；

步骤 4：反向代理服务器通过 IPv6 地址 2001:250:6c00::3:99

的服务监听端口将内容返回给用户，这个过程基于 IPv6 协议。

类 似 的，IPv4 用 户 通 过 反 向 代 理 访 问 原 本 IPv6 服 务

6.example.com 的过程如下。

步骤 1：用户发起访问请求，DNS 解析出该域名对应的 A

记录 222.204.33.99，访问请求被定位至反向代理服务器的 IPv4

监听端口，这个过程基于 IPv4 协议；

步骤 2：反向代理服务器得到用户访问请求，将访问请求

转发至原本 IPv6 的 Web 服务，请求 IP 为反向代理的 IPv6 地址

2001:250:6c00::3:99，服务的 IPv6 地址为 2001:250:6c00::210:201，

这个过程基于 IPv6 协议；

步骤 3：Web 服务器接收到转发的访问请求，将响应内容反

馈至反向代理服务器，这个过程基于 IPv6 协议；

步骤 4：反向代理服务器通过 IPv4 地址 222.204.33.99 的服

务监听端口将内容返回给用户，这个过程基于 IPv4 协议。

由于双栈用户访问 Web 服务时只会选择其中一种协议进行

通信，在此不另做考虑。

从反向代理访问 Web 服务的过程可以看到，对于用户来说

反向代理服务器就是目的服务器，用户并不知道位于反向代理

服务器之后的 Web 服务的真实 IP 地址，这样就很好地保护了后

端 Web 服务的资源安全。

4. 双栈反向代理服务跨站跨协议资源的处理

双栈反向代理使得原本在单一网络的 Web 服务有了双栈服

务能力，但是当纯 IPv4/IPv6 用户通过代理访问 Web 服务时，如

果被代理的 Web 服务内容中引用了外站的资源，使用代理服务

后可能会遇到跨站、跨协议不能访问的问题。例如常用的 jquery

的官网提供的 CDN 服务 code.jquery.com 仅支持 IPv4，当 IPv4 服

务 lib.example.com 页面内容引用了脚本“http://code.jquery.com/

jquery-3.2.1.min.js”，IPv6 用户通过反向代理访问 lib.example.

com 时就会遇到因引用失败而导致页面功能失效的问题。

为提高用户体验，解决此类跨站跨协议资源引用的问题，

本文在反向代理服务器中设置了过滤转换器和一个通用代理

Proxy 模块，过滤转换器主要实现对 Web 服务返回的内容进行

处理，通用代理 Proxy 模块主要用于实现代理访问过滤转换后的

URL 资源。通用代理 Proxy 同时监听 IPv4 和 IPv6 端口，同时配

置域名 proxy.example.com 的 A 记录和 AAAA 记录指向反向代理

服务器。

反向代理服务器处理跨站跨协议资源处理步骤如下。

步骤 1：反向代理服务器接收到返回的服务内容；

步骤 2：判断是否为“text/html”格式，如果是进入步骤 3，

否则进入步骤 5；

步骤 3：检测内容中是否包含绝对 URL 地址的资源引用，

通常格式如 src=http://a.b.c 和 href=http://a.b.c；

步骤 4：将绝对 URL 地址替换为本地代理访问的 URL，如将

src=http://a.b.c 替换为 src=http://proxy.example.com/?url=http://a.b.c；

步骤 5：反向代理服务器将过滤后的内容返回终端用户；

步骤 6：用户浏览器接收到返回的内容进行展示，其中的跨

站跨协议的资源由于 URL 地址已经替换，访问请求将自动解析

至反向代理服务器中的通用代理 Proxy；

步骤 7：通用代理 Proxy 代理访问并将访问结果返回用户浏

览器。

完成处理后，终端用户对这部分跨站跨协议的资源访问也

通过双栈反向代理访问，如图 3 所示。

5. 双栈反向代理的过渡策略设计

根据 Web 服务区域的 IPv6 过渡的 4 个阶段，可制定如下双

栈反向代理过渡策略，最终实现 IPv6 的过渡：

（1）阶段 0（纯 IPv4）：这个阶段网络中没有 IPv6 网络，

此时可以将反向代理部署在外部支持双栈的数据中心，将 AAAA

记录指向反向代理服务器，IPv4 用户直接访问原有网站服务，

IPv6 用户通过反向代理访问。

（2）阶段 1（IPv4 为主、存在少量的 IPv6）和阶段 2(IPv6 为主、

图 2  双栈反向代理数据流向示意

图 3  双栈反向代理跨站跨协议资源访问数据流向示意

研究与发展CERNET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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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安全学术年会

2017 年的开始和结束，我们分别关注了 2016 年和 2017 年高

校网络信息安全学术年会，有很多重要的观点值得分享。如：关于

大数据在网络安全工作中的应用。有了大数据我们就会有更广阔的

视角，去审视互联网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学校应围绕信息资

产为核心来开展安全工作，网络安全建设要和信息化建设融为一体，

应当尽快从被动应急响应向主动安全管理转变；新时期的应急响应

应当从技术管控向全面行政管控转变；要仿效开源社区建立教育行

业自己的网络安全社区。

重大活动时期安全保障

高校在 2017 年全年重大活动安全保障时间达 60 天左右，这一年，

我们熟悉了右图中的这些词。

2017 年度，我们对重大活动时期的网络安全保障进行了报道，相

关人士表示，我们应当借助重大时期的东风，通过在重要时刻发现问

题并处理问题；在重大活动时期，在特殊时刻，优先保障的肯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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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针对网站安全，网站系统要定期检查，一定要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

数据安全

对于教育行业来说，数据安全是一个软肋。《网络安全法》出台

也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类组织切实承担起保障数据安全的责任，

2017 年我们分几次探讨了数据安全及数据库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做

好数据安全工作，要实施如下方案：第一，建立数据分级防护策略；

第二，严格数据的访问控制；第三，探索尝试数据加密与一致性校验

技术；第四，实施数据库审计。其中，第一条非常重要。数据的分级

原则考虑到可操作性，建议高校数据分为三个或四个安全级别，如可

划分为公开数据、一般业务数据、内部敏感数据、个人数据四个安全

级别。

 2017 年对于大多数高校的网络安全工作而言都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未来，大势所趋下，网络安全工作都只会越来越具有

挑战。好消息是，在总体政策的驱动下，大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合作在搭建整体网络安全环境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相信未

来各种有效的合作会更多。 （责编：王左利）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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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移动终

端的普及应用，各个高校陆续开展移动

App、QQ 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等移

动校园信息化项目建设。微信作为移动互

联网中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讯软件，广泛

应用到高校移动校园建设中。高校通过对

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二次开发，建设校园

微信移动应用，可以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

和挖掘更大的用户价值。

校园一卡通是集校务管理、公共服务、

决策支持为一体的智慧校园项目，引领着

智慧校园的高效便捷服务，也是移动校园

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连理

工大学一卡通系统建于 2013 年，近几年

随着新技术发展陆续进行升级改造，2016

年打造了校园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用户

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信息交流与业务办理，实现校园一卡通系

统应用的移动化。

总体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校园一卡通微信服务

平台的建设目标是要将全校师生校园一卡

通的充值、缴费、查询等应用集成在微信

端，为师生带来更加丰富的移动校园功能

体验，方便全校师生的学习和生活。

系统架构

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需要与校内一卡

通系统平台和校外腾讯微信公共平台进行

对接，开发各类服务应用。主要工作流程

是微信用户向腾讯微信公共服务平台发送

查询指令或请求，腾讯微信公共服务平台

通过接口把消息转发给一卡通微信服务平

台，等待处理结果，然后将处理信息结果

反馈至微信用户（见图 1），包括的服务

如下：

1. 绑定服务。用户关注一卡通微信服

务平台公众号，发送绑定服务请求；一卡

通微信平台收到消息之后，判断用户是否

已经绑定一卡通，如果没有绑定则进入绑

定操作，调用学校短信平台接口，进行绑

定信息的短信验证。

2. 查询服务。根据用户查询服务请求，

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调

用一卡通系统平台相应

接口，返回给公众号相

应消息。其中调用查询

系统接口，返回校园卡

账户信息；调用一卡通

会议签到系统接口，返

回会议签到信息；调用

公共库接口，返回图书

和教务等信息。

3. 充值缴费。根据用户充值或缴费请

求，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调用一卡通系统

平台相应接口，进行相关业务办理。通过

调用银校服务接口向银行发起扣费请求，

其中充值服务会调用圈存接口，为用户校

园卡进行加款充值；缴费服务会调用第三

方缴费系统接口，为用户校园卡进行扣款

缴费。

功能模块

基于用户需求调研，结合一卡通业务逻

辑设计功能模块。从用户一卡通使用的实际

打造个性化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

图 1  系统架构

图 2  功能模块

大连理工大学

校园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

消息互动

查询余额

消费记录

寻找失卡

卡片信息

绑定手机

公共信息

会议信息

成绩信息

课表信息

借阅信息

存包柜信息

自助缴费

网费充值

电费充值

图像采集费

图书欠缴费

外语考试费

校友捐赠

通知服务

新闻推送

校园公告

保修服务

服务指南

校园卡

账户信息

校园卡充值

流水查询

账单查询

卡片挂失

查询遗失卡

后台管理

系统设置

信息查询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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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现的功能出发，校园

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的功能由消息互动、公

共信息、自助缴费、校园卡、通知服务和后

台管理 6 个功能模块构成，这 6 个功能模块

又可细分为多个子模块（见图 2）。

1. 消息互动。该模块通过调用微信公

众号的消息发送接口，可以精准地向指定

用户发送消息和接收用户的回复消息，包

括查询余额、消费记录、寻找失卡、卡片

信息、绑定手机 5 个子模块。用户可以实

时查询校园卡余额，消费记录情况，寻找

遗失卡及绑定相关信息等。

2. 公共信息。该模块主要是为用户提

供各类学校公共信息服务，包括会议信息、

成绩信息、课表信息、借阅信息、存包柜

信息 5 个子模块。微信服务平台与公共库

进行数据集成，用户可以直接查询公共数

据信息，实时掌握会议签到信息、课表信

息、成绩信息、借阅信息等。

3. 自助缴费。该模块通过一卡通系统

平台与多个第三方缴费系统进行对接，可

以及时准确提供服务，包括网费充值、电

费充值、图像采集费、图书欠缴费、外语

考试费、校友捐赠 6 个子模块。用户实现

在校内的各个领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

助缴费，节省去自助机或者缴费处充值的

时间。

4. 校园卡。该模块为用户提供校园卡

的账户使用相关信息和业务操作，包括账

户信息、校园卡充值、流水查询、账单查

询、卡片挂失和查询遗失卡 6 个子模块。

用户可以在该模块下对校园卡进行充值，

了解流水明细，查询个性化的趣味账单及

卡片挂失等（见图 3）。

5. 通知服务。该模块用于发布和推送

新闻、通知和使用指南等，包括新闻推送、

校园公告、报修服务和服务指南 4 个子模

块。通过消息推送中心及时推送新闻通知，

用户可以查看发布的新闻、通告、视频、

使用指南等；同时针对一卡通故障，可以

进行微信快速报修。

6. 后台管理。该模块主要为一卡通

微信服务平台的管理人员提供日常管理

维护功能，包括系统设置、信息查询、

数据分析 3 个子模块。系统设置实现的

功能包括管理员角色管理、操作员管理

授权、微信服务平台功能管理、通知指

南信息发布等；信息查询实现的功能包

括用户绑定信息查询和解绑、用户报修

信息回复和管理等；数据分析实现功能

包括用户绑定信息统计、用户交易情况

统计和报表、系统自动对账情况、手工

对账管理等（见图 4）。

应用特点

校园一卡通微信服务平台是以一卡通

系统平台为基础，通过与

智慧校园的融合和创新，

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类校园

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并

进行个性化的应用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校园一卡通

微 信 平 台 运 行 一 年 多 以

来，绑定用户已达 2 万多图 3  微信端功能展示界面

图 4  后台管理界面

人，覆盖了全校近一半的师生，交易笔数

达 15 万笔，说明其在师生中的适用性很

高，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一卡通各方面的服

务功能，满足了师生的需求，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得到了师生的认可。

具体特点如下：

1. 公共信息随时查询。用户可以随时

随地地获取校园内的有效信息，更好地安

排学习和生活。各类公共信息的整合节省

用户获取信息时间，加速校园信息传播。

2. 方便快捷办理业务。微信服务平

台运行之前，用户需要在自助终端机或者

去服务大厅办理业务，人多时还需排队等

待，平台开通后用户在微信端就可以完成

操作。

3. 个性化定制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

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用户提供适合

其需求的服务，如课表、成绩、图书、会

议、流水、账单、报修等。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校园一卡通服务平

台能够为师生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和咨

询，为管理人员提供更安全和实时的监控

和管理，为学校提供更准确和全面的移动

数据资源，能够真实反映师生移动生活中

需求应用的成熟度和便捷度，从而实现校

园资源的合理调配与使用。随着移动技术

和智能终端的发展，高校移动应用服务也

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责编：

王左利）

(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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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教育城域网（以下简称

SEMAN）的设备配置基本上由运维人员手

工通过 telnet 或者 ssh 登录设备操作，不

方便、易出错并且不够安全。对于在城域

网日常运维中会经常发现黑客行为，运维

人员需要快速将黑客地址加入路由黑洞，

以免造成进一步的危害。因此非常有必

要探索一种更加方便、安全、灵活的配

置方式。

配置平台利用 SEMAN 跨校认证身份

联盟验证用户身份，成功通过认证的用

户就可以登录平台并配置属于自己管理

权限范围内的地址。平台后台维护关于

用户使用权限的数据库，保存特定用户

所能够配置的目标地址列表等信息。用

户进入平台后输入希望配置的地址信息，

通过数据库信息判断该用户是否有权限

操作对应的地址。对于确认有操作权限

的用户，执行对应的配置，将此地址写

入目标的黑洞设备当中，同时通过 BGP

协议，将上述 IP 地址在 SEMAN 范围内

进行通告。配置平台基于 HTML5 实现，

提供了 Web GUI 操作界面，运维人员可

以方便的随时随地在 PC 或者各种移动终

端上配置黑洞路由。同时，日志系统会

记录下此次运维人员的操作时间、内容

等，方便后续的排错、回溯。

SEMAN 跨 校 身 份 认 证 联 盟 基 于

Shibboleth 构建，已有超过 40 所的上海高

校和区县加入该联盟。本文从 Shibboleth

开始介绍平台的工作原理和实现细节。

Shibboleth 简介

Shibboleth 是一个免费，开源的 Web 

SSO（Single Sign On，单点登录）系统，

具有丰富属性的开放标准，支持安全访问

跨安全域的资源。有关用户的信息是从身

份提供者（ IDP ）发送到服务提供商（ SP ），

对受保护的内容或应用信息进行保护。所

谓的联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建造，

通常可以用来帮助提供一个可扩展的方

式信任对方。Shibboleth 主要由以下三部

分组成。 

1.IDP(Identi ty Provider, 身份提供

者 ) 身份提供端：主要作用是向资源提

供者提供用户的属性，以便使资源服务

器根据其属性对其访问操作进行授权和

响应。

2.SP（Service Provider， 资源提供者）

资源服务提供端，主要作用是响应用户的

资源请求，并向该用户所在的 IDP 查询用

户的属性，然后根据属性作出允许或拒绝

访问资源的决策。

3.WAYF（Where Are You From，认证

中心）。 Shibboleth2.0 之后更名为 DS，

即 Discovery Service， 但是习惯上依然称

呼为 WAYF。

Shibboleth 主要应用在校园内 Web 资

源共享以及校园间的应用系统的用户身份

联合认证。

城域网配置平台基本工作原理

平台首先通过 SEMAN 跨校身份认

证联盟认证并确认身份，对于成功通过

认证的用户根据其身份信息在后台数据

库里查找对应的具有配置权限的 IP 地址

段，然后根据用户配置目标检查是否具

有配置该设备的权限，如果有则正常配

置，否则提示用户输入合法的配置目标。

最后，在日志中记录下用户的所有操作。

图 1 为利用该平台配置黑洞路由的操作

流程。

基于 shibboleth 的跨校认证接入方式

有两种：shibboleth 原生接入和 sp 代理方

式接入。原生接入需要安装 shibboleth-sp

组件。本文实现的系统是以 SP 代理方式

解决教育城域网的跨校认证问题

图 1 系统流程

开始

跨校认证

获取用户名等信息

输入配置目标

具备该目标配置权限

写入黑洞路由器同时通过 BGP 协议通告

继续配置

结果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上海教育城域网跨校身份认证联盟基于 Shibboleth 构建，已有超过 40 所的上海高校和区县加入该

联盟。本文从 Shibboleth 开始介绍平台的工作原理和实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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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通过 WAYF 提供的代理接口对接，

双方提前协商好秘钥。用户通过认证后携

带 base64 编码后的身份信息和认证信息

返回具体配置界面。SEMAN 跨校认证界

面如图 2 所示。

跨校认证成功返回配置页面后，除

了携带用户名和域名等相关信息外，还

包含校验码和时间戳。配置页面用 PHP

实现，对秘钥和时间戳计算校验码，判

断来源请求是否伪造。只有满足下述两

个条件的访问请求才会被认定为合法请

求：1. 计算出校验码一致；2. 时间戳是

当前时间提前五秒内。对于通过认证的

合法用户显示配置界面，否则提示警告

信息返回，并记录在日志系统日志中以

备后续管理。

合法用户可以使用该系统提供的图形

化配置功能方便的配置管理对应的设备，

配置黑洞路由的界面如图 3 所示。

配置界面简明扼要，输入需要配置

的地址段，点击“添加 /

删除”按钮就可以操作。

在 执 行 具 体 配 置 之 前，

根 据 前 述 跨 校 认 证 返 回

的 用 户 信 息， 查 询 后 台

数 据 库。 根 据 从 数 据 库

返 回 的 该 用 户 具 有 操 作

权 限 的 地 址 段， 检 查 其

试 图 配 置 的 地 址， 如 果

有 权 限 则 执 行 对 应 的 配

置 操 作， 没 有 权 限 则 返

回 失 败 并 提 醒 用 户 重 新

输 入 配 置 地 址， 同 时 将

该行为保存在后台日志中。

用户数据库及系统日志

系统后台维护着一份 sqlite 数据库，

保存了所有用户能够配置的目标地址段等

信息。由管理人员定期维护更新，所有使

用该配置平台的用户信息会手工加入该数

据库中。其基本信息包括：用户名，域名，

可操作性 IP 地址段，掩码，有效时间。

具体内容如下： 

user1   sjtu.edu.cn   202.120.0.0   18   

2099-12-31

user2   sjtu.edu.cn   202.120.64.0  17   

2099-12-31

⋯

通过这些信息准确的定义具体用户所

能配置的地址段，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由于轻量级的 sqli te 数据库着重于

轻 便 和 访 问 效 率， 在 安 全 方 面 考 虑 比

较 少。 为 确 保 数 据 安 全， 采 用 128 位

IDEA 加密算法对所有数据进行加密处

理。数据加密后保存入数据库，读取之

后解密再使用。

为确保操作的可追溯性，系统日志主

要记录两类内容：

1. 通过跨校认证进入配置页面的用

户信息，具体内容包括：用户名、域名、

图 2  跨校认证界面

图 3  路由配置界面

时间、是否伪造请求。对于伪造的请求

还需要记录下其源 IP 地址，以方便后续

跟踪追查。

2. 合法用户通过系统的操作行为，具

体信息包括：用户名、域名、时间、配置

目标、配置动作、是否违规操作等。

配置具体设备

为 完 成 具 体 设 备 配 置， 系 统 使 用

PERL 的 Net::Telnet] 模块，通过 Telnet 完

成具体的配置过程。Telnet 同其它的 Perl

模块一样，使用面向对象的语法，因此非

常简单易用。完成黑洞路由配置添加，用

到的两条具体命令如下：

conf  iproute  add  **.**.**.**/32  

<gateway address>

conf  bgp  add  network  **.**.**.**/32

具体的命令格式根据不同的设备型号

可能有所区别。删除时将 "add" 改为 "del"

即可。同时通过 BGP 协议，将上述 IP 地

址在上海教育城域网范围内进行通告，将

安全问题及时阻断，实现用户侧的一键断

网。

系统目前在上海教育城域网内试运行

并根据实际反馈加以改进，得到了相关运

维人员的肯定，很大程度上简化了手工配

置的工作量，减少了由于管理和误操作产

生的网络故障。根据实际应用反馈的信息，

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

首先，配置内容有待丰富。除黑洞路

由外，可以逐步添加其他常见的配置功能，

如端口，访问列表配置等。 

其次，完善后台数据库维护机制，

提 供 更 加 方 便 的 操 作 接 口。 目 前 数 据

库 维 护 基 本 由 开 发 人 员 手 工 操 作， 下

一 步 需 要 提 供 操 作 接 口 由 专 门 的 运 维

人员维护。 

最后，逐步解决可能出现的安全风

险。 （责编：杨洁）

(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

编辑黑洞路由

IP 地址段：

添加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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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贾春燕  赵亚萍  程艳旗  周东升 

高校信息化项目建设中，IT 外包可以

使学校更加专注于教学、科研工作，降低

IT 人力资源成本，并且吸收其他高校的先

进管理经验。应用 IT 外包的校企合作已

经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主要趋势，但是

目前对校企合作链中合作伙伴选择的研究

相对较少。学校如何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

在选择合作伙伴中应该注重哪些因素，其

中哪些因素是相对重要的，哪些是相对不

重要的，这些问题都是信息化建设工作取

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从高校角度

出发，研究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评价问题。

国 外 对 高 校 应 用 IT 外 包 实 施 校 企

合作的研究较早，且取得了巨大成就。

Donna Tompson 和 Joel Morgovsky 于 1996

年 以 新 泽 西 州 的 布 鲁 克 代 尔 社 区 学 院

（Brookdale Community College）为例，研

究了所在高校的 IT 外包情况。美国著名

研究组织 EDUCAUSE 分别于 2002 年和

2013 年针对美国、加拿大不同级别、不

同类型的高校 IT 外包情况做了调查研究，

内容包括：IT 外包的范围、动因，外包决

策权及外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风险等，

2013 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有一半高校采

用了 IT 外包，其中 IT 外包花费占全校 IT

统一预算的 4.1%，而这一比例随着美国

高校 IT 外包政策的调整在不断增长。

国内从 2006 年有学者开始关注高校

IT 外包情况。张梁平于 2006 年最早对 IT 

外包在高校的实施进行了探讨，提出高

校实施 IT 外包的运作方式和注意事项；

2007 年，侯海平对高校 IT 项目的自制与

外包的策略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校应注意

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适当校企联合、以外

带内、培养实用性人才的原则；2009 年，

陈光欣研究了高校信息系统外包中的策略

高校信息化合作伙伴的选择评价体系

图 1  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流程

分析业务，确定外包需求

拟定项目招标书，发布需求

供应商参加投标，招标部门初评

组建专家组，召开招标会，开展方案评价

比较方案，选择合作伙伴

实施信息系统外包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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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服务商选择、协议签订和项目管理

方面的风险，并提出相关策略；2012 年，

何秀全参考企业 IT 外包的风险管理过

程，对高校 IT 外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

析，提出高校应导入 IT 治理以管理 IT

外包风险。

总结发现，在国内外众多的 IT 外包

研究文献中，关于高校 IT 外包的文献较少，

国内的相关文献更少，并且相关文献大多

聚焦于高校 IT 外包的决策、动因、风险

及关系管理等问题，对于如何选择评价合

作伙伴，选择合作伙伴时应重点关注哪些

因素等问题鲜有提及。

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评价方法

合作伙伴选择评价的研究主要包括两

方面，一是选择方法，二是评价标准制定，

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选择流程

高校信息系统实施涉及学校众多业务

的多层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因此，选择合作伙伴必须按照一定流程科

学地进行，借鉴企业 IT 外包提供商选择

经验，结合学校信息系统项目招标实施经

验，总结分析选择流程如下：

1. 分析业务，确定外包需求。首先对

学校业务需求进行详细调研，进行综合分

析，确定信息系统外包的总体需求。

2. 拟定项目招标书，发布需求。通过

学校招标部门及其他信息平台向外公布招

标信息，以便供应商参加投标。

3. 供应商参加投标，学校招标部门初

评标书。信息系统供应商递交投标书参与

投标，学校招标部门根据要求及目标对投

标书进行初评。

4. 组建专家组，召开招标会，对供应

商的投标方案进行评价。按照一定的评价

标准，采用适当的方法，如德尔非法、头

脑风暴法、层次分析法等综合评价、比较

方案，最终选择合适的供应商，确定为合

作伙伴。

5. 实施信息系统外包。确定合作伙伴

后，与其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拟定项目实

施计划，开始实施信息系统外包项目。

在该流程中，关键在于收集供应商提

供的相关信息，制定合适的评价标准，对

其进行综合评价。合作伙伴选择流程如图

1 所示。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设计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

的基础，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正确，

学校在选择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时应遵循以

下原则。

1. 系统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必须全

面反映供应商目前的综合水平，并包括供

应商发展前景的各方面指标，体现整体全

面性。 

2. 简明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须

大小适宜，简明、科学。指标体系过大，

层次过多，指标过细，容易将评价者的注

意力吸引到细小的问题上；而指标体系过

小，指标层次过少，指标过粗，又不能充

分反映供应商的水平。

3. 稳定可比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

应相对稳定，并且应考虑到易与国内其他

行业的合作伙伴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相比。

4. 灵活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

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使学校能够根据

自己的特点以及实际情况，对指标灵活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描述

产品成熟度 A1

功能匹配程度 B1 评价企业产品功能满足需求的程度

性能完备程度 B2

安全性：是否具有授权级别管理

容错性：出现差错能否自动恢复及恢复的程度

易维护性水平及升级周期长短

兼容性：能否对不同版本兼容

可靠性：一定时间内的出现故障的频率

易用性：用户使用界面友好性

产品成功案例 B3 产品在行业里的应用案例

实施能力 A2

需求分析能力 B4
包括对业务的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能力、文档书写能

力等

系统设计开发能力 B5
项目成员的从业经验、知识水平及业务能力、团队成

员的稳定程度、专注度、代码质量等

文档质量 B6 文档的准确性、完整性、规范性及详细度

服务水平 A3
服务响应速度 B7 建设、培训、运维等过程中服务响应时间长短

问题解决能力 B8 故障处理能力

表 1  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A1 A2 A3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权重值 0.4 0.3 0.3 0.4 0.5 0.1 0.3 0.5 0.2 0.5 0.5

表 2  合作伙伴评价指标权重值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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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必须简单规范，在实际使用中易于

实现并掌握。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评价指标选择确定

本文根据深入调查访谈、专家打分

及文献研究，选取、转化企业合作伙伴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并添加适

用于高校信息化领域的新指标，结合大

量的信息系统项目实施经验，针对信息

化项目建设和运维过程，从产品和服务

两个维度入手，确定了包括产品成熟度、

实施能力、服务能力三个评价指标，即

评价指标体系的三个一级指标。对于每

一个一级指标，设置若干二级评价指标。

功能匹配程度、性能完备程度、产品成

功应用案例、需求分析能力、系统设计

能力、文档质量、服务响应速度、问题

解决能力共八个，见表 1。

评价模型构建

三个一级指标产品成熟度、实施能力、

服务能力分别用 A1、A2、A3 表示，其对

应的权重系数分别用 a1、a2、a3 表示，

八个二级指标分别用 B1-B8 表示，对应

权重系数用 b1-b8 表示。综合评分用 W

表示。计算模型如下：

综合评分       W= a1A1+a2A2+a3A3

产品成熟度   A1=b1B1+b2B2+b3B3

实施能力      A2= b4B4+b5B5++b6B6

服务水平      A3= b7B7+b8B8

评价指标权重及指标等级标准确定

采用层次分析法以及德尔菲法，请

信息化相关人员（包括信息化领导、部

门主管、项目负责人、关键用户）对各

评价指标权重进行打分，得到表 2 所示

权重结果。

最后，划分了指标等级标准，本文以

“功能匹配程度”指标为例进行了评价等

级划分，见表 3，其他指标以此类推，因

篇幅原因文中省略。

结论

如何合理、准确地评价和选择合作伙

伴是信息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信

息化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将高

校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借

鉴企业管理中合作伙伴选择评价方法，从

高校角度出发明确高校开展信息化工作选

择合作伙伴的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理论和

现实意义。

丰富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评价方面的

理论

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学校信息化建设实际，构建信息化合作伙

伴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丰富其他行业

合作伙伴选择综合评价的相关理论研究，

等级得分 划分标准（满足程度越高，相对应的得分就越高）

5.0-4.1 匹配程度达到 90% 以上

4.0-3.1 匹配程度介于 80%~90% 之间

3.0-2.1 匹配程度介于 60%~80% 之间

2.0-1.1 匹配程度在 60% 以下，基本不匹配

1.0-0.0 匹配程度在 30% 以下，完全不匹配

表 3  合作伙伴评价指标等级标准 填补高校信息化领域中合作伙伴选择评价

方面的空白。

为学校信息化建设选择合作伙伴提供理

论参考

目前，针对高校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

评价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学校在实施信

息化项目进行软件产品选型时没有相关理

论可以借鉴。因此，对信息化合作伙伴选

择评价体系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学校选

择合适的信息化合作伙伴提供理论参考，

还可以为合作伙伴以及其所在地区的服务

外包行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有助于学校对信息化合作伙伴进行相关

评价

通过对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可以确定影响信息化合作

项目实施成败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学校在

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快速找到合适的合作伙

伴，降低选型成本，提高合作绩效。在合

作后期，学校可以根据信息化合作伙伴选

择评价指标体系，对合作伙伴的服务质量

进行相关评价，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合

作伙伴的服务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促

使合作伙伴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学校与

伙伴企业的合作成功率，并为其他高校

在实施信息化项目时选择评价合作伙伴

提供借鉴。

有助于合作伙伴有针对性地提高服务

质量

本文建立的信息化合作伙伴选择评价

体系，针对信息化项目建设及运行服务质

量构建，有利于外包服务供应商精准定位

服务方向和目标。在后期合作过程中，合

作伙伴可以根据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地提高

服务质量，促使合作伙伴与学校的选择进

一步相匹配，从而有针对性地、有效率地

开展合作。

计划下一步研究方向是分类选择信息

化项目进行实证研究，并在实证研究过程

中修正、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责编：

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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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冉静学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通信行业的发展，

“智慧校园”和“绿色节能”双目标对高

校数据中心的建设或升级改造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传统高校数据中心已经无法满足

“智慧校园”的需求，主要存在资源利用

率低、运维成本高、应用部署缓慢和管理

策略分散等方面不足。

为了解决传统数据中心的缺陷，虚拟

化和云计算作为一种新的共享基础架构方

法，将各项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数据中心

网络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资源池。

根据业务系统的实际需求，统一分配各项

硬件资源，并按照业务系统的实际运行需

求进行调整。

云数据中心可以根据实际，提供可

用、便捷、按需的系统资源。KVM 作为

开源的系统虚拟化模块，在服务器虚拟化

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vRoute 虚拟路

由是基于网络的纯软件操作系统，运行于

主流的虚拟平台上。本文根据高校云数据

在各高校逐步实施“智慧校园”和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的同时，高校云数据中心逐步在各

高校建成或升级。在云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KVM(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 使用中遇到虚拟

网络如何配置并进行优化的问题。针对此问题并结合实际建设经验，本文给出了三套 KVM 云平台

vRoute 虚拟网络配置方案，并针对方案给出详细的部署配置细则，为其他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提

供选择。

高校数据中心 KVM 云平台的虚拟网络设计

图 1  Linux Bridge 内部转发流程

中心的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结合

KVM 和软件化的虚拟路由器，搭建安全

稳定的虚拟网络构架，给出了三种 KVM

平台与 vRoute 网络互连配置方法。

云计算的相关技术

KVM

KVM(Kernel-based Vir tual 

Machine) 是一个开源的系统虚拟化

模块，自 Linux 2.6.20 版本发行之后，

该 功 能 模 块 都 集 成 于 Linux 的 各

个主要发行版本中。它使用 Linux

自身的调度器进行管理，相对于

Xen，其核心源码很少，因此 KVM

已成为学术界主流的 VMM 之一。

KVM 虚拟化需要硬件支持，

它是基于硬件的完全虚拟化。而

Xen 早期是基于软件模拟的 Para-

Virtualization，新版本则是基于硬

件支持的完全虚拟化。但是，由于

Xen 有自己的进程调度器、存储管

理模块等，所以代码较为庞大，在兼容、

扩展等方面表现稍逊。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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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Bridge

Linux 系统的网络功能是通过直接或

间接配置系统文件来实现的。Bridge 是

Linux 系统用来实现 TCP/IP 二层协议交换

的虚拟设备，功能类似于交换机。Bridge

设备实例可以与 Linux 内其它虚拟网络设

备实例互连。当数据传输至 Bridge 时，

Bridge 会根据报文中的 MAC 信息进行广

播、转发、丢弃处理等操作处理。

Linux Bridge 内部转发流程如图 1 所

示。Bridge 的功能主要在内核里实现。当

一台逻辑设备与 Bridge 相互连接后，内核

程序里 netdev_rx_handler_register() 函数被

调用，一个用于接受数据的回调函数被注

册。之后逻辑设备接收到数据，通过调用

该函数，将数据转发至 Bridge。Bridge 接

收到此数据时，br_handle_frame() 函数被

调用，进行类似交换机功能处理过程：

判断包的类别（广播 / 单点），查找内部 

MAC 端口映射表，定位目标端口号，将

数据转发到目标端口或丢弃，自动更新内

部 MAC 端口映射表以自我学习。

Bridge 与实体二层交换机存在一个区

别，图 1 中左侧说明了这种区别情况：数

据流是被直接发到 Bridge 内，而不是从

其中一个逻辑端口接受。该情况可以认为 

Bridge 自身拥有一个 MAC 地址可以主动

发送报文，或者认为 Bridge 自带了一个隐

藏端口和寄主 Linux 系统自动连接，Linux

系统内的程序可以直接从该逻辑端口向

Bridge 内的其它端口发数据。因此，当一

个 Bridge 与一台逻辑网络设备互连后，两

者拥有两个有效 MAC 地址，两者之间就

可以进行数据流传输。

在实际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分析问

题，关于 Bridge 有两点需要注意：

（1）当前 Bridge 的实现存在一个限

制：当一个逻辑设备互连至 Bridge 时，该

设备的 IP 地址会失效，Linux 系统不再使

用该 IP 在逻辑三层接受数据。

（2）需要注意的是数据流的方向。

对于一个互连到 Bridge 上的逻辑网络设备

来说，只有它收到数据时，此包数据才会

被转发到 Bridge 上，进而完成查表广播等

后续操作。当请求是发送类型时，数据是

不会被转发到 Bridge 上的，它会寻找下一

个发送出口。这一现象同实体交换机是不

同的。 

虚拟路由器（vRoute）

vRoute 虚拟路由器是基于网络的纯软

件操作系统，运行在主流的虚拟平台上，

主要用于虚拟私有云，充当虚拟私有云

网关，提供和物理路由器相同的功能和体

验，功能主要包括路由、防火墙、VPN、

QOS、及配置管理等，建立安全、统一、

可扩展的混合云，或用于虚拟分支，以精

简分支基础设施。云计算平台虚拟化逻辑

架构如图 2 所示。

 vRoute 是部署在数据中心或容灾机

房服务器虚拟机上的网络连接，通过创建

一个或多个虚拟 WAN 口，并通过 vSwitch

连接到物理广域网。同时也可以创建一个

或多个虚拟 LAN 口，通过 vSwitch 连接其

它应用系统虚拟机或物理局域网络。

KVM 平台虚拟网络互连配置方案

如图 3 所示，VM 的 Bridge 为一个虚

拟的逻辑二层交换机，其绑定的物理网卡

作为上行口连接物理网络，而图中的 A、B、

C 和 D 便是虚拟交换机的下行逻辑端口，

用于连接 VM 虚拟网口，Bridge 主要实现

VM 与物理网络之间的数据交换，vRoute

的数据报文通过 Bridge 的上行口转发到实

际的物理网络中。

通过研究及相关经验可知，vRoute 配

合 KVM 的 Bridge 进行网络连接时一般情

况可以使用以下三种组网方式：

（1）vRoute 接口和主机网络接口直

接绑定；

（2）vRoute 多个接口共用一个主机

网络接口（通过虚拟交换机 vlan 隔离）；

（3）vRoute 使用子接口，接收 / 发

送带 vlan 报文；

针对以上三种组网方案，本文给出相

关应用及配置思路。

方案 1 

vRoute 接口和主机网络接口直接绑

定，主机网络接口接收到的数据报文会上

送到 vRoute 对应的接口。典型配置组网

如图 4 所示。

图 2  云计算平台虚拟化逻辑架构

图 3  KVM 平台虚拟网络部署逻辑

图 4   VSR 接口直接绑定主机网络接口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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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oute 的 G1/0 口 连 接 到 局 域 网；

G2/0 口连接广域网。

 （1） vRoute 虚 拟 网 卡 可 以 使 用

Linux Bridge 方式。使用 Bridge 方式典

型组网配置思路：创建两个桥口 br0 和

br1，分别桥接到物理服务器的 eno3 和

eno4 口；VSR 添加两块虚拟网卡，网卡 1

绑定在桥接口 br0 上，网卡 2 绑定在桥接

口 br1 上。

 （2） VSR 使用 G1/0 口通过桥口 br0

连接到模拟局域网；使用 G2/0 口通过桥

口 br1 连接模拟广域网。

方案 2

vRoute 多个接口共用一个主机网络接

口（通过虚拟交换机 vlan 隔离）。

Linux KVM 使用 vlan 接口进行 vlan

隔离，处理流程如下：

绑定 vlan 接口的虚拟网卡发送报文，

KVM 将报文在同一个 vlan 中转发，并

添加对应的 vlan tag 后从绑定的物理接

口发出；物理接口收到带 vlan tag 的报

文后，根据 vlan tag 在对应的 vlan 中转发，

发送时会去掉对应的 vlan tag（虚拟机连

接的接口为 Access 口）。典型配置组网

如图 5 所示。

 Vlan11 为物理广域网络，Vlan10 为

内部局域网络，VSR 的 G2/0 口连接到物

图 6  VSR 使用子接口组网

理广域网； G1/0 口连接其它虚拟机或物

理局域网络。

（1）vRoute 虚拟网卡用 Bridge 方式。

使用 Bridge 方式典型配置组网说明：

eno3 口添加两个 vlan 接口 eno3.10 和

eno3.11，分别对应 vlan10 和 vlan11；创

建两个桥口 br0.10 和 br0.11，分别桥接到

eno3.10 和 eno3.11 上；VSR 添 加 两 块 虚

拟网卡，网卡 1 绑定在桥接口 br3.10 上，

网卡 2 绑定在桥接口 br3.11 上；物理交

换机连接虚拟服务器的网口配置为 trunk

口，允许 vlan10 和 vlan11 通过。交换机

上建立两个 vlan interface vlan-10 和 vlan 

interface vlan-11，模拟局域网和广域网。

（2）vRoute 使 用 G1/0 口 通 过 桥 口

br0.10 连接到物理局域网；使用 G2/0 口

通过桥口 br0.11 连接物理广域网。

方案 3

vRoute 使用子接口，接收 / 发送带

vlan 报文。vRoute 使用子接口时需要配置

vlan 终结，vRoute 收到带 vlan tag 的报文

后，根据 vlan tag 匹配到不同的子接口，

vRoute 子接口发出的报文也会携带相应的

vlan tag。

vRoute 使用子接口时，虚拟网卡只

能使用 Bridge 方式，并且主机上对应的

接口不能创建 vlan 接口。这样从物理接

口接收的带 vlan tag 的报文可以直接转发

到 vRoute 的虚拟网卡上，vRoute 虚拟网

卡发送的带 vlan tag 的报文也可以直接通

过物理接口发出。典型配置组网如图 6

所示。

vRoute 的 G1/0 口连接到物理局域网，

Loopback 1 模拟物理广域网络。

（1）典型组网配置思路：创建一个

桥口 br0，桥接到 eth3；VSR 添加一块虚

拟网卡，网卡 1 绑定在桥接口 br0 上；物

理交换机连接虚拟服务器 eth1/0/11 的网

口配置为 trunk 口，允许 vlan10 和 vlan11

通过。

（2）vRoute 使用 Gig1/0 口通过桥口

br0 连接到局域网；使用 Loopback 1 模拟

广域网服务器，地址配置为 12.0.0.，物理

局域网络通过 vlan 划分不同的子网，连接

Gig1/0 不同的子接口。

应用和效果

目前，根据本文提出的第二套方案，

北京几所高校已经通过虚拟化形成统一的

资源池，分别应用于学校教务系统、选课

系统以及招生就业系统。

通过数据中心网管软件监控系统信息

显示，服务器 CPU、内存使用效率方面

都有很大地提升，并且解决了之前该校选

课期间系统由于高并发导致系统崩溃的现

象，师生反映良好，现在选课期间系统运

转顺畅，不需要学生错峰选课。学校招生

期间，无任何由于招生就业系统产生的问

题，招生工作顺畅。

所以，云数据中心不仅降低了学校信

息化方面的各项投入，简化了网络运维管

理工作，提升了数据中心资源利用率，也

实现了节能减排目标。实践证明，依据上

述方法并根据设备情况采取最优的配置方

式，实现 KVM 云计算平台的网络最优，

能提升云计算平台的效能和稳定性。 （责

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图 5   VSR 多个接口共用一个主机网络接口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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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乃帅   杜晓峰

随着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大规模应

用，各类计算机及其外接设备如打印机、

扫描仪、条码扫描枪等已经渗透到图书馆

业务的各个环节当中。这些日益碎片化、

场景化和智能化的计算机设备为图书馆的

业务发展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也对

其管理与维护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随着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计算机及其外设的数

量和类型日益增多，给管理与维护带来难

度；另一方面，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形势

下，图书馆人往往把目光聚焦在新服务、

新技术应用层面，对重复、繁杂、枯燥以

及具有不可预见性的计算机管理与维护不

够重视，多处在维持状态，一旦出现问题

如大规模病毒攻击等，用户损失就很惨重。

随着计算机设备的增多，以及信息环境的

不断开放，这种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

已经不能适应图书馆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必须利用新的技术和服务手段，防患于未

然。桌面虚拟化技术及私有云存储服务为

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将以北京大学

图书馆为例，基于应用场景，探讨桌面虚

拟化技术及私有云存储服务在计算机管理

与维护中的应用，旨在为图书馆同行提供

参考和借鉴。

图书馆计算机应用场景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计算机 810 余

台，打印机和扫描仪 120 余台，条码扫描

枪 100 余个。这些设备可分为四种应用场

景，分别为图书馆日常工作用机、电子

资源检索区用机、用户培训中心用机和

OPAC 检索区用机。

日常工作用机分布在各个部门，主要

用于支撑图书馆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

电子资源检索区用机主要供用户检

索、下载资源、浏览网络等。北京大学

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检索区共有计算机 114

台，自助打印复印设备 3 台，每年使用人

次达 20 多万次。 

用户培训中心是图书馆为校内外读者

及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交流的重要场所。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用户培训中心共有计算机

61 台，主要承担图书馆的“一小时讲座”；

不定期的馆员业务培训；CALIS、CASHL

桌面云解决图书馆运维“堵点”问题

北京大学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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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业务培训等；不同的培训对操作系统

版本、应用软件等的需求各不相同，对管

理机制要求很高，若出现故障，会对培训

工作造成很大影响。

OPAC 检索用机功能单一，主要供读

者检索书目数据库。 

不同应用场景遇到的问题

图书馆日常工作用机

图书馆日常工作用机的管理与维护中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机型各异，操作系统版本众多，难

以统一管理

由于采购批次不同，馆员对操作系

统的需求和接受度不同，以及部分业务软

件对操作系统版本的特殊要求，导致图书

馆日常工作用机的操作系统五花八门：

Windows XP、Windows7、Windows8.1、

Windows10 等系统的 32 位及 64 位版本。

在系统稳定运行的情况下，操作系统版本

众多的弊端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但是，

在遇到应用软件故障、外接设备增加或者

调整的情况下，操作系统版本众多的弊端

表现得一览无遗。有时对于同一个原因造

成的应用软件故障，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

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不同，需要采取的应

对措施不同，这需要运维人员具备丰富的

经验及高超的排查手段，才能快速处理遇

到的各类问题，减少对工作人员日常工作

的影响。

2. 数据无法统一备份

由于计算机分属不同的部门，由不同

的馆员使用，每个人对数据备份的重视程

度不同，对数据备份的频率也不同，一旦

发生数据丢失，其恢复难度极大，尤其对

于重要数据，一旦丢失造成的损失无法估

量。以 2017 年大规模爆发的某病毒为例，

该病毒主要通过邮件、远程桌面漏洞等方

式进行传播，受害者一旦受到该病毒攻击，

其计算机内存储的所有文档、图片等文件

均会被病毒使用 AES 等加密算法加密，

被加密过的文件无法打开，只有向木马发

布者支付一定数量的比特币（或者其他不

可追踪的支付方式）才能获取解密密钥进

行解密，如无解密密钥，以现有计算机的

计算能力，无法通过暴力计算的方法进行

解密。对于这类数据丢失，一旦发生意味

着数据将无法恢复，应对这类病毒，除了

做好预防，加强防范意识外，完整的数据

备份是唯一有效的数据恢复途径。

3. 计算机更换时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会

影响正常业务

通常情况下，计算机使用五年左右，

其性能及稳定性明显下降，故障率显著上

升。为保证业务的正常稳定开展，我们初

步把五年设定为计算机的更换周期。在计

算机更换过程中，需要进行数据迁移以及

业务软件的重新安装。不同部门的馆员使

用的常用软件不同，不同馆员使用同一种

软件的个性化配置不同，无法为新置计算

机预装及配置所有常用软件。几乎每台计

算机更换后都要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进行

个性化配置，即使这样，也无法做到更换

完后的计算机与原计算机配置完全相同，

所以，每次计算机更换后，馆员都需要适

应一段时间才能熟练使用新计算机。

电子资源检索区用机

电子资源检索区计算机运行维护过程

中暴露出的问题非常突出。概述如下：

1. 现有保护还原方式技术落后，产品

不稳定 

电子资源检索区的系统保护还原使

用的是硬盘保护还原卡的方式。还原卡

安装在主板的 PCI 插槽里，通过还原卡的

ROM 芯片在计算机启动时最先获得控制

权，接管 BIOS 的 INT13 中断，将 FAT、

引导区、CMOS 信息、中断向量表等信息

都保存到卡内的临时储存单元中或是在硬

盘的隐藏扇区中，用自带的中断向量表替

换原始的中断向量表；再另外将 FAT 信

息保存到临时储存单元中，用来应付对硬

盘内数据的修改；最后是在硬盘中找到一

部分连续的空磁盘空间，然后将修改的数

据保存到其中。这样，只要对硬盘的读写

操作都要经过硬盘保护卡的保护程序进行

保护性的读写，每当向硬盘写入数据时，

虽然完成了写入到硬盘的操作，但并没有

真正修改硬盘中的 FAT。

这类保护卡采用的技术原理相对简

单，但存在着病毒流行的风险。

2. 维护操作不友好

硬盘保护还原卡方式对电子资源检索

区的计算机进行维护时，通常是在其中一

台上安装所有待维护的软件后，通过广播

方式向其他客户端发送新的系统数据。更

新方式包括全部更新和增量更新，软件升

级维护较多的情况下，增量更新的数据量

也异常庞大，达到 GB 量级，即使在百兆

网络环境下，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送

完。而且数据更新时必须关闭电子资源检

索区网络交换机的上联端口，否则将会出

桌面虚拟化技术的应用可彻底解决使用还原卡维护电

子资源检索区用机带来的诸多不便，可更快地满足读

者的需求，减少维护所需的人力及时间。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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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广播风暴，导致整个图书馆网络瘫痪。

所以，这种采用还原卡方式的系统维护非

常受限，尤其在维护时间上很不灵活，一

般只能安排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或者假期闭

馆时进行，否则就需要关闭电子资源检索

区，影响读者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

3. 还原卡缺乏行业标准

还原卡类产品目前缺少行业标准，还

原卡的功能、稳定性等缺乏统一的规范。

新产品的发布也缺少大规模的测试，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还原卡在生产时是以当时

已有的操作系统为基础进行设计的，随着

技术的不断发展，操作系统版本也在逐渐

更新，还原卡驱动无法兼容新操作系统的

问题经常发生。这也导致电子资源检索区

无法及时升级至最新操作系统，无法及时

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用户体验。还原卡厂商

为了追求新功能，不断发布新版本的还原

卡，对已发布的还原卡缺少必要的更新投

入，导致不同版本的还原卡之间存在兼容

性问题，无法协同工作。

4. 故障排查困难

由于还原卡的质量不一且缺少公开维

护文档，而由还原卡引起的问题往往无规

律可循，故障表现也不明显，排查起来非

常困难。

5. 规模调整难度大

现有使用还原卡维护方式，对计算

机配置、还原卡版本要求很高，只有使用

同一版本还原卡且计算机硬件配置完全相

同，才能进行统一管理。不同的计算机配

置，使用的硬件驱动不同，只能分组进行

维护。这极大地限制了电子资源检索区的

规模。随着功能定位及读者需求的不断变

化，电子资源检索区面临着合并、调整，

这对管理维护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用户培训中心用机

用户培训中心因为面向不同的任务和

需求，时常需要更换配置，更换应用场景，

多操作系统间互相切换，既耗时又不好管

理，尤其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切换更容易

出问题。

OPAC 检索用机

OPAC 检索用机应用场景比较简单，

无需提供复杂的应用软件及数据库服务，

只需提供稳定访问 OPAC 服务，方便读者

检索馆藏资源即可。OPAC 检索应用场景

的特点是专用、简单、稳定。

桌面虚拟化技术及私有云存储
服务解决方案

从 上 述 计 算 机 及 外 设 管 理 可 以 看

出，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两个方

面，一是操作系统与硬件绑定，耦合度

过高，硬件更换必然导致操作系统更换

及数据迁移；二是馆员工作所用数据分

散在各自计算机内，无法统一管理及备

份。桌面虚拟化技术与私有云存储服务

作为当前计算和存储领域的热门技术，

其特性非常适合图书馆，可很大程度上

解决当前图书馆计算机及外设管理中遇

到的问题。

桌面虚拟化技术是指将计算机的终端

系统（即桌面）进行虚拟化，以达到桌面

使用的灵活性与安全性的技术。桌面虚拟

化依赖于服务器虚拟化，是将位于数据中

心的服务器虚拟化，生成大量的独立桌面

操作系统，并通过专有的虚拟桌面协议发

送给终端设备。

云存储服务是指将数据资源存储在数

据中心而非本地，用户能够随时随地使用

各种智能终端（PC、智能手机等）通过网

络来访问和使用这些资源。用户无需关注

数据存放在何处、存放于何种设备上，只

需根据使用习惯存储及获取自己的数据即

可。私有云存储服务即是将数据存储在本

地数据中心也就是图书馆数据中心的云存

储服务。云存储从使用者角度可以分为“存

储为下载”、“存储为备份”和“上传下

载均衡”三类。构建“存储为备份”的私

有云存储即可满足常规备份需求，保护用

户数据安全。

图书馆工作用机

针对现有业务部门遇到的操作系统版

本太多，维护困难的情形，桌面虚拟化提

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根据部门的业务需

求，制作预装常用软件的操作系统映像，

并以该映像创建桌面池，部门馆员全部从

桌面池中获取桌面，并在统一镜像的基础

上补充所需个性化软件及配置，从而获得

所需的完整桌面。馆员只需一台支持虚拟

桌面访问协议的零客户端及鼠标键盘，即

可访问自己的桌面。对于 U 盘、打印机等

设备，可通过 USB 重定向等功能连接到

虚拟桌面上，使用起来与本地计算机相比

几乎没有区别。通过使用虚拟桌面，操作

系统与硬件完全分离，本地使用的零客户

用户无需关注数据存放在何处、存放于何种设备上，

只需根据使用习惯存储及获取自己的数据即可。私

有云存储服务即是将数据存储在本地数据中心也就

是图书馆数据中心的云存储服务。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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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发生故障并不会影响到操作系统，只需

更换零客户端并使用虚拟桌面用户名密码

登录，即可获取到原来的桌面。由于零客

户端内部构造简单，故障率极低，发生故

障也不会导致数据丢失，无需现场排查维

修，直接更换即可，可极大减少硬件故障

对日常工作的影响，也可减少大量的硬件

故障排查和维护时间。

针对数据分散无法统一备份的问题，

虚拟桌面方案也能有效地解决。由于虚

拟桌面在数据中心运行，用户数据也从

分散的计算机中汇集到数据中心的存储

服务器上。存储管理员可根据数据备份

需求制定策略，定期备份用户数据，此

过程甚至是透明的，用户无法感知到备

份过程的存在。定期备份虽能起到保护

数据的作用，但是如果数据丢失发生在两

次备份之间，丢失的数据也无法恢复。存

储为备份的私有云存储服务可有效地解决

这一问题。用户只需在虚拟桌面内安装私

有云存储客户端并做简单配置，即可实现

数据实时同步到私有云存储上，对于文件

被修改的情况，私有云存储上会生成该文

件的不同版本并进行存储，用户可选择历

史版本进行恢复，哪怕发生文件被勒索病

毒加密的情况，也可轻松恢复，确保重要

数据万无一失。

电子资源检索和 OPAC 检索用机

电子资源检索区遇到的问题也可通

过桌面虚拟化技术予以解决。只需构建用

于电子资源检索区的虚拟桌面池，并配置

为定时刷新，即可满足电子资源检索区操

作系统还原需求，定时将操作系统还原为

最初安装版本，避免因读者更改配置导致

计算机不可用或操作不慎导致的个人隐私

数据泄露等问题的出现。对于电子资源检

索区所面临的软件更新及维护操作，也

无需关闭检索区机器来实现。通过在虚拟

桌面管理端更新电子资源检索区桌面池模

板虚拟机映像，并配置为下次刷新时使用

新映像，即可在非开放时间更新桌面池中

的所有桌面，无需占用电子资源检索区及

OPAC 检索区的开放时间。桌面虚拟化技

术的应用可彻底解决使用还原卡维护电子

资源检索区用机带来的诸多不便，可更快

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减少维护所需的人力

及时间。

OPAC 检索用机可视为一个分散在各

楼层的功能更单一的电子资源检索区，解

决方案与电子资源检索区完全相同。

用户培训中心用机 

针对用户培训中心应用场景，桌面虚

拟化技术也能提供很好的用户体验。通过

提前收集用户需求并制作不同的操作系统

模板映像，根据不同的用户要求随时调整

桌面池模板，即可实时满足用户需求，既

提高响应速度又便于管理。

目前，桌面虚拟化技术已非常成熟，

相关产品也非常多。北大图书馆采用国

内某品牌的桌面虚拟化软硬件产品构建了

桌面虚拟化环境并投入到实际生产环境使

用，在管理及应用层面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以 OPAC 检索为例，虚拟桌面终端分布于

各楼层各阅览室，供读者检索 OPAC 目录

使用。随着北大图书馆馆舍改造的进展及

馆舍布局的调整，这些 OPAC 检索用机可

以方便地迁移至其他楼层，也可根据需要

随时改变用途，变更为电子资源检索用机，

满足不同的业务需要。

私有云存储服务目前也有很多商业产

品及开源软件可供选择，以开源软件为例，

Owncloud、Seafile、Sparkleshare 等都能很

好地满足需求，相应的开源软件社区可以

提供大量的技术支持，如需更专业、有针

对性的服务，还可购买相应的商业服务，

服务非常灵活。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基于应

用场景，分析了高校图书馆计算机及外设

管理和维护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并针对问

题提出了基于桌面虚拟化和私有云存储服

务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能很好地解决当

下计算机管理和维护中的难点，可以为同

行提供借鉴。但这些方案也存在着对网络

依赖度高、对存储系统压力大等缺点。如

果网络不稳定或者出现频繁断网的情况，

零客户端就无法连接虚拟桌面，馆员则无

法开展正常业务，读者也无法检索 OPAC

目录和电子资源；如果存储系统性能不足，

虚拟桌面的 IO 响应不及时，用户体验也

会很差。如何构建更稳定的网络环境，如

何规划和调整存储系统以满足大量虚拟桌

面同时开机带来的 IO 风暴，将成为下一

步研究和实践的重点。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

定期备份虽能起到保护数据的作用，但是如果数据丢失发生在两次备份之间，丢失的数据也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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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如何促进高校教学改革？

因为个人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与教育

财政，所以更为关注的是在线教育给一流

大学带来的收益，以及学校提供在线教育

需要的成本问题。

MOOC 的前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推出的开放课程项目（OCW），

MIT 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成本收益分析。根

据相关的报告发现，首先，它为学校带来

了收益，提高了 MIT 的国际声誉和教师在

自身专业领域的学术声誉，以及教师教学

与研究工作的效率，同时，增强了校友自

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在一些特定

的领域，例如远程教育以及教育技术领域，

都有全球知名的学者、顶尖的学者。此外，

该校非常注重创新。

目前，很多世界知名大学的排名、学

科的排名指标里，都将国际化指标的权重

不断提高，如果高校发展在线教育方面，

能够学习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国际化战略，

借助在线教育吸引更多的国际化学生和国

际化学者，以此推动国际化水平的提高，

将带来教学、科研等客观指标的提高，以

及相当可观的、容易变现的收益，同时，

学校也有了提高投入的动力。

其次，要有高精尖战略。例如，当前

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背景下，我国高

校如果能够将这些数据有效地利用，来帮

助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这就是

有助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表现。

此外，要有精准服务战略。例如，社

会服务方面，利用在线教育中的数据，促

进培训、扶贫等社会服务的精准服务战略。

抓住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在线教育

能够助力促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而且，

在这样的激励下，也会吸引更多的世界一

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加入其中。

前不久，“2017( 第十六届 ) 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的“双一流

大学”建设与在线教育发展高峰论坛上，围绕在线教育如何助力“双

一流”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高校教学改革、“互联网 +”助力

教学变革等话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锋亮、厦门大学现代

教育技术与实践训练中心主任谢火木等分享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例如，

从成本研究的角度探讨如何提高大学在线教育的投入动力，从实践的

角度探讨如何通过倒逼机制来促进高校的教学改革。

从“成本”的角度  探讨在线教育的发展

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豪感。

另外，该校的校友也成为该项目的

学习者，有的是重学以前学过的课件，有

的是学习大学时代没学的知识。甚至，一

些在读学生也会参与选课，这意味着他们

不仅仅参加面授，也参加学校自身提供的

开放课件，还有一些新生表示，选择来

MIT，正是因为了解到学校在这方面做得

不错。

同时，在线教育也得考虑成本的投入。

对于一流大学的老师而言，如果在慕课平

台开课，他们的最大成本往往是时间。权

衡时间成本的时候，当它促进了大学的教

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个方面，大家才

会更容易地意识到需要“上马”在线教育，

如果不能带来相关的促进作用，则它会呈

现很强的惰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来提高在线教

育投入的后劲和动力呢？在线教育如何助

力“双一流”建设呢？首先要有国际化战

略。可以借鉴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大学。

它是一所远程教育大学，但实际上该校的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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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李锋亮、谢火木在“2017( 第十六届 ) 中

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高峰论坛的演讲内容整理，文

字有删减 ; 陶春整理）

当前，大学老师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

是如何让同学们“抬头”，这是一个艰巨

的工程。以往的教学改革中，更多的是侧

重于学校和院系层面，比如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革、整个教学大纲的修订，以及专业

的改革、课程体系的改革，缺乏有力的改

革措施，“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仍然普遍

存在。

2015 年，厦门大学接受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时，专家组提出几条建

议，其中第一条就是课堂教学的改进建议。

主要体现为课堂教学是“灌输式”的、以

教师的教为主，“启发式、互动性、探究

性”的教育偏少。评估会后，学校领导针

对如何推进教学改革，特别是课堂教学改

革，提出建立三个“倒逼机制”，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的“两大工程”的对策。

第一个核心是智慧教室建设工程，

可以称之为硬件倒逼，即通过教学设备设

施的现代化，来倒逼课堂教学改革；第二

个核心是慕课倒逼。这里提到的慕课是宽

泛的概念，不是纯粹的慕课，此外还有

SPOC、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及应用等等。

通过这些建设来倒逼教学改革和课堂教学

改革；第三个核心是制度倒逼，从整个学

校层面，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

具体来讲，第一个“倒逼”是硬件倒

逼。对此，2015 年，时任校长朱崇实提

的两个要求是，智慧教室要便于师生方便

快捷地展示信息，还要便于师生方便快捷

地获取信息。此后，厦门大学以这两句话

为基准，并通过实践陆续地增加了很多内

容。以下是几点感受。

首先，理念上要更新，要“以教师为

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根据

“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审核评估和评价方法也需有转变。以前评

价可能更侧重于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考

察老师教得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好老师、

上课是否生动、老师是否认真教学以及

教学的水平等等。转变后，对于本科老

师的评估，更注重考察学生学习的满意

度，学生学得好才能代表老师教得好，

这是两个理念中心的转变。

第二，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网络

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来改造传统的教室

和传统的课堂。

改变原有教室的空间布局。以前老师

有一个突出的讲台，是老师表演的舞台，

现在讲台被撤掉，变成一块平地，实现老

师和同学之间平等的交流。

造型奇特的课桌椅“全面上线”。

以前为了管理的方便，不管教室有多大，

课桌椅大部分都是固定的。经过这一次改

造，课桌椅的固定部分被改变，甚至为了

便于课堂各种讨论，课桌椅装上轮子。尽

管当时一些老师担忧桌椅的丢失问题，但

是，我坚持认为不能为了管理方便而牺牲

教学。

第三，课堂互动的改变，这是核心。

课堂互动不再是由老师提问，老师点名学

生回答的模式，而是全方位的互动，在新

的课堂能够实现分组教学和多终端学习。

厦门大学的智慧教室里学习需要用到各种

操作系统和移动终端，所以，必须让同学

带手机进入。教室里有不同于校园网的

WiFi，它用于各种视频、图片的浏览。

此外，互动方面还实现实时应答系统

的功能。一学期后，学生用手机、平板电

脑来回答问题的数据，能产生对此的学习

过程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由数据说话。

第二个“倒逼”是慕课倒逼，从

2013 年开始，厦门大学启动“千门课程

上网课程”，2016 年启动了厦门大学“本

科生全部课程上网工程”。

同时，开展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

厦门大学将普通的慕课和实验类的慕课

对接，从实践来看，效果非常好。目前

正在组织的这一批校级在线开放课程，申

请的老师越来越多，特别是很多“一把手”

的院长都来开课了，说明大家这方面的认

识提高了。

第三个“倒逼”是制度倒逼。厦门

大学规定，厦门大学的所有本科生课程必

须上网，同时制定出台《厦门大学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管理办法》，以及《厦门大

学校内 SPOC 应用管理办法》。教师利用

SPOC 开展校内翻转课堂教学且立项，首

轮上线开课按对应常规课程的 2 倍教学工

作量计算，第二轮及以后按 1.5 倍计算工

作量，给予开课的老师们实际支持。同时，

把它的工作量写入绩效考核以及职称评定

条例。此外，还有一些激励机制、评优课

程的机制等等。

总之，如何建立适应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的评价机制特别重要，尤其是线上的

教和线上的学，如何和线下智慧教室的建

设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它不仅仅只是在线

教育，或者在线课程建设的范畴，而是需

纳入学校整体的大教学改革体系。所以，

有了在线教育，有了三个“倒逼机制”，

同学们的头自然就抬起来了。 （责编：

陶春）

三大机制“倒逼”教学改革 帮助学生“抬头”

谢火木

厦门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实践训练中心主任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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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啦，老师喊你换种方式“玩”手机

近期，手机 App 作为校园“新

科技”备受关注，将校园日常生活

与手机App、微信小程序结合起来，

既方便学生学习生活，也活跃了课

堂气氛。其中，不乏一些赢得称赞、

值得推广的探索，在这里和大家分

享。但同时有声音指出，鼓励同学

走出宿舍多运动的“运动 App”是

否“赶鸭子上架”，是否真正行之

有效？

手机课堂互动系统  “低头”变“抬头”

在四川大学，学生可以在课上大大方方地用手机，还会获得教师的

支持。“这种可以让我们在课堂上‘明目张胆’用手机的系统，就是学

校于2016年秋季学期起正式启用的手机互动系统。”川大本科生大川介绍。

手机互动系统能支持所有品牌移动终端，具有很高的兼容性和普

及性，目前使用的是 1.0 版本，即课堂互动版，实现了一键签到、随

堂测试、弹幕、抢答、资料下发和上传等功能，完整记录师生互动数据，

既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手机互动系统 2.0

版，即平台互动版已进入第一阶段测试，致力于为师生提供不受时空

约束的互动体验。

“终极目的是建设手机互动系统3.0版，即‘大数据教学中心’，

不仅是课堂互动，课前预习、课后资料学习、教学督导、教学行为与

方法分析都会上线。我们希望每位教师都能使用这套系统。”四川大

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黎生表示，川大正在筹建虚拟现实课堂、多

视窗课堂等多种形式的互动课堂，建成后，将为师生带来更便捷、更

智慧的使用体验。

据川大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介绍，目前四川大学三个校区已完成 80

余间手机互动空间系统部署，最终将实现全部教室覆盖，累计已有近

百名教师、上万人次学生从中受益。

课堂互动教学 App  “举手”变“抢答”

“今天的签到手势是大写的英文字母’L’。”江西理工

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老师朱花发布了课前签到手势，到教室的学

生陆续用手机进行签到。

据介绍，该校老师对一款手机学习 App 进行改进，添加课

件设计以及后台互动应用等功能，将它与课堂教学有效结合，

实现了信息化的高效课堂。目前，该款 App 可实行课前签到、

课堂研讨、虚拟论坛发言互动、随堂测验以及作业评分等多种

小功能。

课堂上，通过随机选人提问、测试等方式，老师可以及时

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讲解，同学们也可以抢

答问题，课下通过 App 可以做到有效的在线交流讨论。

据了解，信息化课堂上线以来，朱花将自己录制的课程微

视频讲解以及相关学习资料上传至 App，供学生们课后复习使

用，短短一个月访问数量已破 10 万。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潘

春荣说，信息化教学平台不仅提升了课堂效率，还让教学评价

方式更具有针对性，学生的学习不再由一张试卷决定，而是通

过平时的学习行为，对学生进行科学性的评价。学校也鼓励老

师们通过多种方式方法，提高课堂效率，实现信息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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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学习座位 App “抢座”变“选座”

甘肃政法学院日前推出一款“智能排号系统”，学生下

载手机 App，就可提前一天预约学习座位。这款叫“阅览室

智能排号系统”的 App，是甘肃政法学院对学习座位进行数

字化管理研发的系统，该 App 目前应用于该校图书馆 5 个自

习室的座位，学生安装 App 后，每天按规定时间登录系统，

预约次日的座位，预约成功后须在次日 7 时 10 分前到图书

馆自习室扫二维码完成确认，如因故不能来图书馆，须在 7

时前登录系统取消预约。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暂时离开座

位，只需在 App 上选择“暂时离开”；30 分钟内返回并扫二

维码确认，可继续就座；超过 30 分钟未确认的，系统将自

动释放座位。学生结束学习，离开自习室时，须在 App 上点

击“离开”，释放座位，供其他学生使用。

据了解，“阅览室智能排号系统”是该校为缓解高峰期

自习室座位紧张而推出的新举措，对座位进行数字化管理。

甘肃政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何刚表示，图书馆引入座位预约

系统后，原来的无序抢占座位，转变为有序预约座位，很好

地解决了学生“破门而入哄抢座位”的情况。“现在学生们

直接在手机上预约座位，约不到的就去教室，疏散了图书馆

的人数，解决了很多问题。”

跑步 App 挂钩学分  “虚胖”变“Strong”

武汉学院在 2017 级新生中推出与体育考试资格挂钩的跑步

App，男生每学期要跑 52 公里才算合格，不合格就拿不到学分。

学生需通过认证这款跑步 App，系统会随机分配的目标打卡点，并

在地图上显示，学生可以选择立即开始跑步，跑步过程中途经分

配的目标打卡点，系统会自动打卡并有语音和弹窗震动提醒。

目前，学校已在马化腾教学楼等 15 个标志性建筑物附近设置

了打卡点，可任意选择跑步打卡路线。不过校方规定：学生在上

午 6 点至 9 点、下午 4 点至 9 点在校园内跑步打卡，其他时间内

则是属于无效打卡。

据悉，除了规定时间外，要想跑步打卡成功，学生的运动量

还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女生每学期至少跑 26 次，每次 1.5 千

米以上算合格；男生每学期至少 26 次，每次 2 千米以上算合格。

只有合格了，才能参加体育考试，不合格不能参加体育考试，没

有学分。该校每学期体育课是 2 个学分。如果每学期男生累计有

效成绩总跑动距离超过 100 千米、女生累计有效成绩总跑动距离

超过 75 千米，体育课成绩可以加 5 分。

据后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武汉学院大一新生已有 3800 余人

参与跑步，总里程达到 87000 余公里，人均跑步里程超过 20 公里。

据介绍，接下来学校会将这一措施逐步覆盖武汉学院大二到大三

的学生。

高校 " 赶鸭子上架 " 促学生锻炼有效吗

这种利用跑步 App“督促”学生参与锻炼并不是武汉学院的

独门绝技，目前，包括武汉轻工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湖北财经

学院、合肥学院等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根据 2017 年 8 月发布的《中国学生体质监测发展历程》数

据显示，虽然下降速度趋缓，但我国大学生体质依然呈下降趋势。

高校结合跑步 App 推动学生走出宿舍，参加体育锻炼。如此“赶

鸭子上架”的做法，能否真正行之有效？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方

式？

此前，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采访时表示，

每个人都有约束自己的方式，比如有同学习惯在桌子上贴张小纸

条，提醒自己要完成哪些任务等。随着技术的发展，同学们开始

使用 App 学习，打卡也是约束自己的一种方式。“赶鸭子上架”

的方式是否衍生出打卡任务化、功利化等问题。“明确学习目的很重要，

如果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打卡，只看效率，不看结果，问题自然出来了。”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汪晓赞认为，让体育锻

炼与学分挂钩的举措是不得已而为之。此前，华东师大曾规定学生每

周至少进行一次不少于半小时的课外锻炼，尽管完成难度并不高，但

学生依旧不“买账”。目前国内在基础教育阶段健康意识培养没有成

体系，是造成如今大学生不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因之一。当代大学

生普遍缺乏对体育健康应有的认知，是目前高校体育工作推进的最大

阻力。“如今大学生更加强调自主性，他们往往选择其他的课外活动，

再加上缺乏必要的约束与管理，更加不会参加体育锻炼、为自身健康

着想。” （责编：高锦）

换种
角度

本文综合整理自中青在线、赣南日报、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报、长江日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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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测量和网络监控在拓扑发现、安全

监测与网络异常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已成为开展互联网技术研究的重要支撑。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扩大，对测量位置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展大规模的网络测量

变得越来越困难。LG(Looking Glass) 是由国

内外的运营商提供的部署在主干网或者 AS

（Autonomous System）边界的测量点，提

供了 ping、traceroute、bgp 等丰富的测量

功能，用户可以通过LG网址发起测量任务，

解决调试连接性等一系列性能方面的问题。 

LG 主要有两个优点，第一，良好的测量位

置与广阔的分布。第二，LG 网址提供可视

化的界面和丰富的测量功能，能使用户更全

面地了解网络的状况。尽管如此，它并不适

用于系统的可重复的测量。其一，每个 LG

都是由运营商独自拥有并运营的，没有统一

的模板；其二，LG网址没有标准的输入输出；

其三，为了减少 Dos 的攻击，LG 的运营商还

会配置查询速率设置。

面对 LG 存在的上述问题，尤其是统一

调度问题，Periscope 可谓是提出 LG 统一调

度平台的先驱。Periscope 是由互联网数据

分析合作协会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for 

Internet Data Analysis，CAIDA) 设计的一

个 LG 的统一调度平台，具有自动发现和使

网络性能测量是深入了解网络运行状况的重要方式，也是进行网络优化和管理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外主流的

APM(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在大规模的分布式测量中已经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但这些 APM 都受到测量点数量

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实现了全球开放资源的统一调度平台，该平台收集了国内外可用的 LG(Looking 

Glass) 网址，提供一套高可用性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可以让用户获取与调度全球的开放资源，从而

解决了测量点与地理位置的限制问题。

开放资源统一调度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文 / 邹士栋 黄小红

用 LG 能力。但是，它具有以下不足：

1. 需身份认证，用户需要进行身份验

证才能创建测量，未经认证的用户只能查

询测量结果，我们尝试联系该机构进行身

份认证，并未收到回复，因此 periscope 可

能只服务于特定机构，不对大众开放。

2. 缺乏普适性，只提供了主流的 6 种

LG网址模板，未对所有的LG网址进行适配。

3. 缺乏高效性，由于只提供可用的 LG 资源，

并未对其进行整体评估，无法推荐高效可

靠的 LG 资源。

鉴 于 LG 的 问 题， 北 京 邮 电 大 学 设

计并实现一个统一的开放资源调度平台

UniteLGs。首先 , 通过爬虫技术自动爬取 LG

网址并利用模块技术自动生成相应的模板；

其次，利用统一调度的 API，获取全球可用

的 LG 网址并得到统一格式的输

出结果；进一步，采用分布式

的调度策略以解决查询速率限

制的问题；最后，提出一种通

过加权单次调用评分得到整体

评分的 LG 网址评分机制，进

而可推荐给用户高可用性的 LG

网址。

同时，为了解决Periscope

的不足，UniteLGs 也做了相关

的努力。例如，不用需要系统授权便可使用，

提供了统一调度 API 接口和配置 UniteLGs 的

docker，用户可以自己搭建统一调度平台，

也可以直接使用 UniteLGs 进行测量。其次，

此平台采用爬虫技术，自动适配网页参数，

填充 LG 网址模板，因此能适配更多的 LG 网

址，并且对每次测量进行评分，周期性的对

所有 LG 网址进行整体性评估，推荐给用户

高效的网址，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系统设计与调度流程
下文主要从 UniteLGs 系统架构与调度

流程展开，对系统的各个模块进行介绍，最

后设计了一种评分模型，用来推荐高可用性

的开放资源。

图 1  系统 API 调度模型

读者服务 网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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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接口

用户可以通过 API 接口获取所有的开放

资源列表以及详细信息。核心控制器屏蔽了

所有系统流程，用户只需要填充表单，下发

任务即可得到任务结果，如图 1 所示。

系统流程如下：首先用户获取开放资

源列表，选择合适的开放资源并填充请求

JSON，然后调用系统的 API，此时核心控

制器会收到相应的参数并根据用户选择的

网址，提取网页模板，填充测量参数，

执行测量任务，最后把结果解析后返回

给用户。

针对于用户的不同需求，UniteLGs 提

供了两种任务结果返回形式：(1) 原生的任

务结果，即页面得到的原始测量结果，核

心控制器不对其做任何处理；（2）序列化

的 JSON，根据任务结果提取相应的参数，以

JSON 格式返回给用户。这样系统可以根据用

户的需求匹配结果，同时提供了标准化的输

入接口，便于程序的直接调用。

模板生成

系统模板生成机制

是基于网络爬虫技术，

通过爬取网址，分析网

页源代码，提取相应的

字段，生成相应的网站

模板。同时测试模板

的可用性，当测试通

过即表示当前网址可

以供用户调度。如图 2

所示。      

由于 LG 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公示网站，

UniteLGs从 traceroute.

org、bgplookingglass、

lookingglass 三个网站获取可用于测量的源

网址，自动检测 HTML 网页代码是否包含 LG

界面，若包含 LG 界面则提取该网页并自动

生成模板。UniteLGs 分析了主流 LG 网站的

测量提交机制进而发现：绝大多数 LG 都是

通过 FORM 表单方式提交。主要参数如表 1

所示。

对于每一个网址，通过分析 LG 网页源

代码，提取 query、addr、protocol、router

四个参数（其中包括提交的四个字段的名称

与支持的内容），提取完毕后，通过任务执

行模块自动填充各个字段执行测量。如果有

返回结果，则证明模板可用，对该开放资源

进行可用标记，供用户下次使用。如果返回

错误或无返回结果，则证明模板不可用，对

该开放资源进行不可用标记，供系统管理员

进行模板的升级或手工配置。

调度流程

用户下达测量任务后，所有的处理流程

都由核心控制器完成。核心控制器主要包括

任务队列、消息队列、客户端连接池三个部

分，如图 3 所示。

任务队列用来存储用户的任务，系统将

每次到达的新任务放入任务队列；消息队列

用于不同模块之间的通信；客户端连接池主

要存储客户端的连接，当将任务发送给客户

端的连接时，相应的客户端便接收到任务。

新创建的任务首先会发送到任务队列，当轮

到它执行时，核心控制器会通过消息队列通

知客户端连接池，并通过特定的算法确定要

调用的客户端，通过调用此客户端的回调函

数，让客户端去执行测量任务。当获取任务

结果后，系统提取页面结果，返回给核心控

制器，核心控制器存储结果，同时将任务结

果返回给相应的用户。

由于大多数LG网址存在查询速率限制，

所以 UniteLGs 使用了分布式调度客户端去

执行相应的测量任务。目前系统中有一百多

个客户端可以供 UniteLGs 调用，同时用户

可以通过下载 UniteLGs 提供

的客户端源代码，运行程序

加入到系统的连接池。当任

务交给核心控制器时，核心

控制器会挑选一个可对此网

址调度的客户端进行任务测

量并标记客户端访问 LG 网

址的时间，当下次访问时，

UniteLGs 会从客户端的连接

池中寻找最近未访问该网址

的客户端去执行测量任务。

这样既能够保证查询速率不

会受到影响，又能够保证多

用户的并发测量。

图 2  模板自动生成机制

图 3  系统架构

字段 意义

query
测量类型，取值包括 bpg、ping、

traceroute 等

router 测量路由，即本网址下支持的测量路由

protocol 测量类型，取值为 IPv4、IPv6

address 测量目标地址

表 1  开放资源模板提取参数

读者服务网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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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检测

由于大多数 LG 是由运营商提供，具有

不稳定性与易变性，为此 UniteLGs 实现了

开放资源的周期性检测。系统加入了定时任

务，检测开放资源的可用性以及其可供调用

的路由与测量类型，若发生变化，则变更数

据库存储，以保证提供给用户的网址都是可

调度的。

网址评分

为了提高每次测量的准确率与反应速

度，UniteLGs提出了一种LG网址评分策略。

通过分析每次测量返回的数据，确定单次测

量评分，最后通过贝叶斯加权统计得到网址

的综合评分。单次测量评分根据每次测量花

费时间，以及开放资源的可用率，通过算法

（1）计算得出。评分同时，更新此开放资

源的可用率。其中当测量无结果或错误时不

进行评分；对于网址的综合评分，根据算法

（2）对所有单次测量评分进行贝叶斯加权

统计，同时考虑测量评分的时间，以及系统

支持测量类型的数量和可用探测点的个数，

进行计算。为了确保评分结果的偏离值不会

过大，系统设定了一个平均分。评分算法如

下所示：

   (1)  

            

      (2)

其中

                          (3)        

各个参数指标说明如表 2 所示。

系统测试

本文以用户访问 TOP100 网站为测量对

象，根据网络的拓扑情况选取了几十个测量

点，以覆盖网络中不同层面。利用可视化的

视图展示，观察了时延、抖动、丢包等性能

指标，准确的定位出网络拥堵的时间。

在 UniteLGs 中，用户可以通过 API 接

口或页面的形式进行测量。API 接口主要有

两个，/opensourcelist 接口用于获取 LG 网

址信息，/LGtask 接口会调度相应的 LG 网

址，并返回结果。网页会提供一个可用的

开放资源的列表，每个 LG 会展示国家、城

市、AS 域等基本信息，同时按照系统评分结

果进行排序。这样既提高了 LG 信息的准确

性，又能推荐高效的 LG 网址。点击网页中

的某一 LG 网址会弹出测量相关的参数，填

充 query、protocol、router、address 四个

字段，点击提交按钮，任

务结果将会在测量完成后

显示在右侧的结果区，如

图 4 所示。
本次选择了在墨西哥

的LG网址中rt1.msk资源，

对 166.111.9.229 进行类

型为 IPV4 的 ping 测试，

测量能在 5s 之内返回原

始的测量结果，证明了系

统评分的高效性以及系统

的可靠性。

当任务结果返回后，

我们提供了更直观的任

务展示视图。我们利用

图 4 选用的 LG 网址，对

166.111.9.229 网址进行

了时间间隔为 5 分钟的周

图 4  系统演示

图 5  测量结果

期任务，最后用可视化视图方式将结果展示

出来，如图 5 所示。

视图可以更直观的展示出某一个测量点

对某一个目标一段时间内的持续测量结果，

能够快速地定位异常点，由图中可以发现，

166.111.9.229 这个网址在 19 日、20 日、

22 日这三天凌晨 4 点半左右的连续半个小

时内时延增大，同时伴随着丢包，疑似发

生 Dos 攻击。系统管理员发现此问题后，

可以在此时段对主机进行监控，来确定具

体的原因。

综上所述，网络测量是了解网络运行状

况和进行网络监控管理的有效手段。本平台

实现了对 LG 开放资源的统一调度，扩大了

网络的监控能力，同时给出统一的 API 接口

和评分机制，方便用户使用而且提高用户体

验。以较小的投入整合了大量的分布广泛的

资源，对解决网络测量中测量点覆盖的难题

起到了一定的减缓作用。今后的工作重点主

要是对该软件进行扩充，优化开放资源的动

态评分功能，提高用户测量的精准性，获取

更好的使用体验。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参数 说明

t 测量所花费的时间

t 系统平均测量花费时间

r 开放资源的可用率

WR 网站的综合评分

X 当前评分的时间系数

m 网站平均测量次数

R 每次测量评分

Y 系统平均测量评分

c LG 共进行测量的次数

z 开放资源支持的测量类型个数

n 时间遗忘系数

T 当前评分的时间

T0 系统开始运行时间

Tn 当前系统时间

表 2  评分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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