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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互联网发明人的定义，互联网是采用统一的标准协议连接

各种计算机的网络。所谓标准协议就是人们常说的 IPv4 或 IPv6，它

们是互联网中的“统一语言”，也是互联网体系结构的重要内容。

就像计算机的核心技术是中央处理器，软件的核心技术是操作

系统，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就是它的体系结构。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是互

联网强国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

近年来，虽然我国互联网在规模扩展和应用繁荣方面取得了世

界公认的成功，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基础还不牢靠，在互联网核心技

术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网络强国”

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IPv6 的出现给了我们改变这一被动局面的

希望，它是互联网演进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升级，对我国全面掌握互联

网核心技术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其实早在 2003 年，我国就启动了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CERNET 承担建设的核心网之一 CNGI-CERNET2 于 2004

年 12 月正式开通，成为全球最大的纯 IPv6 网络。互联网发明人之一

温瑟夫在参观CNGI-CERNET2后表示：在下一代互联网的建设上，

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然而自 2013 年以来，由于全球 IPv4 地址池被分配完毕，世界各

国纷纷加快发展 IPv6，而我国的 IPv6 发展却放慢了脚步，如今已经

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在 IPv6 发展方面“起

个大早、赶个晚集”，是我国科技创新领域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训。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时印发《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这对长期从事 IPv6 研发创新的科技人员

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对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来说是强有力的促进。

作为推动我国从互联网大国迈向互联网强国的历史性文件，计

划中明确了规模部署 IPv6 的重要意义，一是互联网演进升级的必然

趋势，二是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契机，三是网络安全能力强化

的迫切需要，这终止了此前一直存在的对我国互联网发展技术路线

的争论。

放眼未来，互联网的大规模扩展势不可挡，实现高效、可靠的

人人互联与万物互联是未来互联网的最大挑战。把握 IPv6 规模部署

的历史机遇，抓住互联网核心技术创新的“牛鼻子”，将是中国走向

互联网强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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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机器人驱动技术提速十万倍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纳米机器

人电驱动技术，可使纳米机器人在分子工厂像流水线一样以

足够快的速度工作，比迄今为止使用的生化过程快 10 万倍。

新的控制技术不仅适合来回移动着色纳米颗粒，微型机

器人手臂还可以对分子施力，这种相互作用可用于诸如医学

诊断和药物开发。慕尼黑工大合成生物系统物理系主任弗里

德里希·西麦尔教授强调：“由于纳米机器人体积小且价格

低廉，数百万个纳米机器人可同时工作，就像在流水线上一样，

逐步发现化学试剂中的特定物质或合成复杂分子。”

（来源：http://science.sciencemag.org）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韩国人工智能专利数全球排名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近期，韩国当地一家研究机构调查显

示，韩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

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专利数量全球排第

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调查补充称，韩

国的专利申请增长速度和质量仍低于美国

和中国。

根据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所（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Promotion，简

称 IITP）数据显示，韩国在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

数量全球排名第三。调查显示，在韩国，

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平均每年增长

8%， 从 2005 年 的 463 个 增 长 到 2017 年

的 892 个。IITP 报告显示，全球人工智能

专利申请数量从 2005 年的约 5000 件激增

至 2017 年 的 9100 件。 仅 2017 年 1 月 至

9 月，就有 2 万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学术论

文发表。

调查发现，在韩国，三星电子在过去

12 年里拥有 3188 项专利，位居榜首。LG

电子紧随其后，获得 899 项专利，其中以

电子和电信研究机构 865 个，LG Display

为 350 个，Samsung Display 和三星电机为

207 个。现代汽车公司申请了 113 项人工

智能相关专利，而韩国先进技术研究院和

SK 电讯分别拥有 91 和 75 项专利。

（来源：《韩国先驱报》）

美运营商宣布下半年在美国推出 5G 通信服务

美国两大电信巨头之一的 AT ＆ T 日前宣布，2018 年

底之前，将在美国推出 5G 网络商用服务。这意味着美国消

费者只需要不到一年时间，就能够体验 5G 移动宽带服务。

AT&T 表示，该公司部署的 5G 网络，将符合行业组织

3GPP 不久前刚刚批准的 5G 通用标准。这一网络将利用三

个无线电频段展开通信，分别是 600 赫兹到 700 赫兹，3.5G

赫兹以及 50G 赫兹。据悉，美国 23 座城市已经部署了“5G

演进网络”，其中包括亚特兰大、纽约、芝加哥、洛杉矶、

旧金山等。

（来源：DigitalTrends）

谷歌发现 Gmail 网络钓鱼威胁远超数据泄露

近期，谷歌公布了针对 Gmail 账户长达一年的劫持调

查结果。结果显示，网络钓鱼对 Gmail 用户的风险要比数

据泄露的风险大得多。

目前全球有 19 亿人受到了数据泄露的影响。尽管数

量巨大，但在数据泄露事件中，只有 7% 的数据与其目前

正在被使用的 Gmail 用户密码相匹配，而在钓鱼攻击中暴

露的数据中，有四分之一与当前的 Gmail 密码相匹配。研

究还发现，网络钓鱼的受害者是随机劫持用户数的 400 倍，

是数据泄露受害者的 10 倍。

研究人员发现，10000 个网络钓鱼工具中，有 83% 会

收集用户的地理位置，18% 会收集电话号码。相比之下，

只有不到 0.1% 的键盘记录器会收集手机细节和秘密问题。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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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年伊始，英特尔芯片被曝存在严重漏洞，称

1995 年之后的系统都会受到影响。两天之后，英特

尔官方发布关于此次安全事件的声明。值得注意的

是，这份声明与此前的新闻报道至少存在两处不

一致，即安全漏洞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事

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综合整理外媒关于

此次事件的报道，希望能够诊治出“芯脏病”

的病因，传染范围以及预防措施。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多家厂商芯片被曝存严重漏洞

科技媒体 The Register1月 2 日报道称，

英特尔的部分处理器存在“根本性的设计

缺陷”，导致本来单独用于保护密码等重

要信息的存储区，可能会让一些软件程序

获取权限。黑客可以利用该“设计缺陷”，

从 App 运行内存中窃取数据，比如密码

管理器、浏览器、电子邮件、照片和文档

中的数据。而且，1995 年之后的每一个

系统几乎都会受到漏洞的影响，包括计算

机和手机。消息一出，英特尔股价一度下

跌 6%，盘中创下 1 年多来最大跌幅。两

日后，英特尔就此次事件发表声明，称媒

体报道不实。声明称，（The Register）报

道称安全问题仅影响英特尔芯片的说法是

不正确的。而且，多家公司事先已经知道

该漏洞并采取了措施进行防御。英特尔方

面认为这些漏洞不具有破坏、修改或删除

数据的潜力。

“根本性的设计缺陷”是什么？
报道中的“根本性的设计缺陷”是指

Meltdown（熔断）和 Spectre（幽灵）漏洞，

Meltdown 涉及 CVE 编号 CVE-2017-5753

和 CVE-2017-5715。Meltdown 破坏了位于

用户和操作系统之间的基本隔离，此攻击

允许程序访问内存，因此其他程序以及操

作系统的敏感信息会被窃取。Meltdown 漏

洞“熔化”了由硬件来实现的安全边界。

允许低权限用户级别的应用程序“越界”

访问系统级的内存，从而造成数据泄露。

Spectre 涉 及 CVE 编 号 CVE-2017-

5754。Spectre 则是破坏了不同应用程序

之间的隔离。问题的根源在于推测执行

（Speculative Execution），这是一种优化

技术，处理器会推测未来有用的数据并执

行计算。这种技术的目的在于提前准备好

计算结果，当这些数据被需要时可立即使

用。在此过程中，英特尔没有很好地将低

权限的应用程序与访问内核内存分开，这

意味着攻击者可以使用恶意应用程序来获

取应该被隔离的私有数据。

安全漏洞仅存在于英特尔芯片？
英特尔在声明中强调，这次安全漏洞

仅存在于英特尔芯片的说法有误。基于目

前分析，许多类型的计算机（包括许多不

同厂商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都容易受到

这些漏洞的攻击。例如，AMD 和 ARM。

根据 cnBeta 日前的报道，ARM 承认旗下

芯片也存相关漏洞，但全公司全系处理器

的设计对 Meltdown 免疫，只有 A75 芯片

才受影响，且受 Spectre 漏洞的影响也极

其轻微。

此 前，Ars Technica 的 新 闻 报 道 也

问诊“芯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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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印 证 了 ARM 的 说 法。 报 道 中 强 调，

“Meltdown”和“Spectre”严重性在于它

们利用了处理器的底层执行指令，这是自

处理器架构设计而来的特性。由于现代化

的处理器都采用了推测执行来进行任务调

度，即处理器会根据工作任务预先给出猜

测指令，如果符合特定的条件即进行执行，

否则的话就会丢弃这条推测的指令，不进

行执行。

推测执行是所有处理器中最基本的

一个架构功能，所以它可以直接从缓存中

获取所有包括标识为不可读的数据，另

外有这样权限的还有处理器的分枝预测

（Branch Predictor），这些处理器功能都

可以被利用来获取一些敏感信息。

“Meltdown”利用的便是推测执行来

获得用户程序中的内核数据，目前 Intel、

AMD 和 ARM 的处理器都会在内存内进行

推测执行，其中英特尔最为激进，其芯

片允许个人程序使用内核数据和执行进入

检查，从而可以访问到内核内存（Kerel 

memory），这里往往保存了用户的隐私数

据，但 AMD 和 ARM 的处理器则没有此

类被攻击的风险，因为 AMD 禁止了这类

执行，而 ARM 早已经有补丁进行防范。

所以，该安全漏洞确实如声明中所说，

不同厂商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都会受到该

漏洞的攻击，但因为基础架构的不同，相

比较其他芯片生产商，英特尔芯片所存在

的安全隐患较为巨大。

各大芯片生产商是否早有预防？
英特尔在声明中强调，多家公司事

先已经知道该漏洞且早就采取措施进行防

御。这种说法同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

的报道相一致。报道称，在漏洞曝光前，

芯片生产商及其客户、合作伙伴，包括苹

果、谷歌、亚马逊公司和微软等，都已在

加紧解决这一问题，一个由大型科技公司

组成的联盟正展开合作，保护其服务器，

并向客户的电脑和智能手机发送补丁。英

特尔方面透露，苹果公司已在去年的 12

月 6 日 macOS 10.13.2 加入更新，谷歌公

司在去年 6 月 1 日向受影响的公司告知了

“Spectre”漏洞，并在去年 7 月 28 日向

英特尔告知了“Meltdown”漏洞。

那为何早就发现的安全漏洞直到现在

才最终承认，《华尔街日报》援引安全专

家的话直指，英特尔在事件的披露方面“做

得乱七八糟”。2016 年 8 月，在美国拉

斯维加斯的 Black Hat 网络安全大会上，

两位研究者安德斯·福格（Anders Fogh）

和丹尼尔·格拉斯（Daniel Gruss）演示

了漏洞的早期迹象。福格在去年 7 月还就

此发表博文，鼓励其他的研究者去展开调

查。与此同时，谷歌内部的安全研究团队

Project Zero 的雅恩·霍恩（Jann Horn）早

已揭开该问题，并通知了英特尔。最终，

来自全球各地的三个其他的研究团队就同

样的问题联系英特尔，英特尔接着与他们

（本文综合整理自新浪科技、Ars Technica、澎湃

新闻、超能网、凤凰科技等）

一道交流和撰写论文。

其实，这种芯片漏洞至少可追溯到

2010 年，带来这种漏洞的通用架构原则

有几十年历史了。那为什么英特尔没有更

早发现漏洞呢？英特尔在声明中没有正面

回应这一问题。

安全隐患是强还是弱？
英特尔方面在声明中强调，这些漏洞

不具有破坏、修改或删除数据的潜力，但

几乎在英特尔声明发布的同时，中国国家

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NVD）收录了

上述两个安全漏洞，并对该漏洞的综合评

级为“高危”。

根据腾讯、360 等安全厂商的官方数

据，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已知的利用上述漏

洞进行攻击的案例，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

心也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Meltdown

和 Spectre 正在被用来窃取数据。360 核心

安全事业部总经理、Vulcan 团队负责人郑

文彬在采访中表示，攻击者虽可利用该漏

洞窃取隐私，但无法控制电脑、提升权限

或者突破虚拟化系统的隔离。此外，该漏

洞不能被远程利用，更无法像“永恒之蓝”

漏洞一样，在用户没有任何交互操作时就

实现攻击。

但不能掉以轻心。根据英国《卫报》

的说法，由于漏洞是芯片底层设计上的缺

陷导致的，修复起来会非常复杂，同时难

以完美修复。上海市网信办建议广大互联

网用户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一是密切跟

踪该漏洞的最新情况，及时评估漏洞对本

单位系统的影响。二是对芯片厂商、操作

系统厂商和安全厂商等发布的补丁及时跟

踪测试，在做好全面审慎的评估工作基础

上，制定修复工作计划，及时安装。三是

进一步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

护工作，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和威胁情报收

集工作，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及时向市网信

办报告。



2018.2-3 中国教育网络 7

“‘弹幕丛生’的‘混合式’课堂虽妙趣横生，却也难逃信息冗余

的窠臼。过多教学场域之外的边缘信息充斥课堂，不仅分散教师和学生

的注意力，还可能挤压教学内容，影响教学效果。信息化课堂之中，教

师仅仅‘站好三尺讲台’已远远不够，提升教师对‘混合式’课堂的认

识与理解，强化教师的互动意识及信息化教学能力，真正让技术为己所

用，为教学目的服务，在今日愈发重要。”

——近日，“混合式”教学课堂引热议。《中国教育报》发表评论

文章认为，课堂形式是手段，最终要为教学效果服务。若因“佐料”过

多而吃不好“正餐”，“混合式”课堂便显得华而不实了。

“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的专业部门、设立个人信息保护专员是当务之

急。设立投诉的渠道，快速地解决老百姓的举报，否则再多的法律法规

标准不落地还是没用。这在国际上是有惯例可循的，信息保护专员的权

力非常大，可以发起独立的调查，甚至发起对一些侵犯个人信息的机构、

个人的起诉，快速解决问题。”

——近期，达沃斯论坛开展了关于隐私治理的讨论，讨论的焦点直

指当下互联网企业过度收集用户信息、侵犯用户隐私的行为。中国信息

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提出如何完善数据保护的“中国方案”的观点。

“跑步 App 督促锻炼是新科技环境下的很好尝试，但具体用到大学

校园，设计者就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爱运动的懒学生，思考怎样的方

式可以让他走出宿舍、走向操场，而不是去管制和出难题。如果外界与

学校都还用老思维去使用新方法，‘那好事儿就有可能变成坏事儿了。’”

——本刊在 2018 年 1 月刊“新视角”栏目讨论过高校跑步 App 是

否存在“赶鸭子上架”的问题，近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文章，指出强

制锻炼，很有可能加深同学对跑步的厌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

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提到如上观点。

“下一步我们将以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计划

为抓手，在三通两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全面推动

教育信息化的转段升级，建设‘互联网 +’大平

台，同时力争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教育的专用

资源向教育的大资源转变，二是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

的应用能力向进一步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三是要从融合应用发展向创

新发展转变，从而构建‘互联网 +’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

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的新模式。”

——近期，主题为“加快数据技术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长

城工程科技会议”第四次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谈

到如上观点。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声音 数字

首张
2017 年 12 月 25 日，广州签发了全国首张微

信身份证“网证”，以后不需要实体身份证，只需

拿出手机“刷脸”比对，即可迅速实现“人证合一”。

该项目首先在广东省试点先行。该应用目前已在工

商登记中使用，未来还将在旅馆业登记、物流寄递

等众多要求实名制的应用场景中推广。

50%
近期，中国航空业迎来空中上网时代。中国

的空中 WiF i 目前仍然处于试点阶段。全国民航工

作会议提出，2018 年将试行高空移动终端接入局

域网或互联网服务。预计到 2021 年，中国机上互

联网机队规模有望接近总机队规模的 50%，超过

2400 架。

2000 亿
谷歌和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Temasek）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东南亚互联网经济在

2017 年达到 500 亿美元，到 2025 年有可能超过

2000 亿美元。东南亚互联网潜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是

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东南亚的用户非常喜欢使

用移动互联网，平均每天花 3.6 小时访问移动互联

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高。

54.56%
《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数》指出，“中国教育现

代化核心进程指数”均值为 54.56%。其中，北京、

上海的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进程达到了 65% 以上，远

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367
根据近期发布的《2017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

书》显示，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分布极不平衡，全球

AI 领域人才约 30 万，而市场需求却在百万量级，

全球共有 367 所具有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高校，每

年毕业 AI 领域的学生约 2 万人，远远不能满足市场

对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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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8工作要点》发布

近日，《教育部 2018 工作要

点》发布。其中，对 2018 年教育

工作提出总体要求 : 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

按照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 , 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以实施“奋进之笔”

为总抓手，推进教育优先发展，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

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发展素

质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努力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要点》第八部分要求“进一

步提高保障能力，夯实教育可持续

发展基础”，特别强调要深入推进

教育信息化。启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 实施宽带卫星联校试点

行动、大教育资源共享计划、百区

千校万课信息化示范工程、网络扶

智工程，推进智慧教育创新示范，

普及推广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加强

基础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更好服

务师生和教育管理工作。实施农村

中小学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

倡导网络校际协作，启动探索基于

信息技术新型教学模式试点。推进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应

用。认定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 , 实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的变轨超车工程，推进高等学

校课堂革命。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厦门理工学院：扫描二维码召唤“隐形体育教师”

最近，厦门理工学院羽毛球馆、网球场、学生公寓，甚

至是办公室、楼梯间、跑道等地，全都出现一批集体上墙的

“二维码运动图标”，师生或访客只要扫码即可随时召唤专

业的“隐形体育老师”，进行科学的运动指导。

每一个二维码下面都有具体的动作分解，包括技术教学、

练习方法、辅助练习和注意事项等介绍，扫码之后就会出现相对

应的教学视频，包括田径、篮球、足球、排球、膝关节养护等各项运动。

厦理工体育部老师曾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编撰了《大学体育运动与健康教

程》，其中就以二维码的形式将教法和学法视频加入教材。因此，教师首先将教材

中的二维码直接上墙，安置到最靠近相应的运动场上，在校师生通过扫描图标上的

二维码实现了体育教学的可视化，随时随地召唤“隐形体育老师”，获得最科学规

范的运动指导。

告别师生无感知怪圈，南京农业大学探索校园信息化建设新路

近期，南京农业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信息化宣传月”，

活动旨在增强师生对校园内的信息化服务内容的认知和互联网时代知识的普及。

活动初期，南京农业大学上线“网上办事大厅”、“今日校园”两大平台，

并面向全校师生招募“体验官”。所有参与者可对整体功能、用户界面、流程运行

体验提出具体意见。体验报告直接通过移动端填写、提交，师生们踊跃参与，当天

就收到 38 份“应用体检报告”。并针对教师群体，宣传月着重安排培训活动。

陈发棣副校长表示，他希望全校师生都能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为学校的信息

化发展共同努力。这一次的宣传月活动，虽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感知问题，却是

照亮校园信息化运营长路的一只火把，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可能。

教育部：直属高校内部审计信息化不在于买多少机器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关于推进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意见》

近日印发。该负责人指出，目前教育内部审计信息化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对审计信

息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还不够，数字化审计方式应用还不多，大数据审计理念、

方法研究和实践还不深入，信息系统审计还处于探索阶段。

该负责人强调，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不在于购买了多少机器，建设了哪些系统，

开发了什么软件，根本目标方向是要紧紧围绕审计业务和管理实践，将信息化建设成

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审计能力。审计信息化的核心要义是加强对数据的分析应用，加

快推进数字化审计方式，加强内部审计队伍信息化能力建设，提升运用信息化技术发

现问题、评价判断、宏观分析、支撑决策的能力，进而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和效率。

该负责人透露，教育部在推进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方面将开展三方

面工作，一是加强工作指导。二是加大培训力度。三是深入开展调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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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全国首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沪举行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近期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闭幕，由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等单位指导，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本次大

赛是青少年无人机领域的首次全国性比赛。来自全国 14 个省市的 64

支代表队近 300 名中小学生相聚上海。

比赛主要考核青少年的无人机组装能力、无人机操作水平、团队

合作意识、手脑协调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等，比赛过程对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亦有很大帮助。

北京

广东

首推高考“无纸化”体检

今年，广东省将在全国率先实施无纸化体

检试点工作。2017 年 12 月，在佛山市三水区的

高考体检现场，每位医生都配备有一台智能体

检终端采集体检数据，用以替代以往手工填涂

体检卡的记录方式。考生只需通过刷身份证，

就可直接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指纹特征、

人脸特征等个人相关数据信息，医生点击屏幕

即可直接输入数据。考生的体检信息即时上传

到省教育考试院的全省体检服务器。

为了让高考体检工作更加规范，广东将逐

步利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

实现考生高考体检“四化一零”的目标，即识

别技术多元化、数据录存无纸化、考生查询便

捷化、体检工作阳光化、结果录入零差错的目标，

争取到 2020 年全省实行全面无纸化体检。

发布《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
报告》

近日，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暨互联

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并发布

《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院长黄荣怀认为，当前人们的教育需求正从标准

化教学向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发展，而教育服

务供给也将由“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服务”

转变。

《报告》建议，互联网教育行业要通过制

定行业标准、促进产品孵化，全面提升我国互联

网教育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资源和服务适

应性，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提升和学生个性

化发展。

浙江

面向全国推广教师特色空间

近日，由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

大奖赛现场决赛在北京举行。浙江省“教师网络空间”受到关注。

如何推动教师网络空间的应用，成为各地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

人通”的聚焦点和突破口。目前，浙江省采用了“名师引领 + 社群互

助 + 草根原创”三维一体、分层推进的模式，建成了 209 个省级名师

网络工作室、35 个技能大师网络工作室、20 个学科协作组、2378 个

省级特色教师网络空间、320 个优秀专题教育网络学习社区，推动形

成了“名师空间重引领、社群空间促交流、个人空间有特色”的空间

应用格局。

（以上信息编辑自 www.edu.cn）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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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 ~24 日，2018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稳中求进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推进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

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发展素质教育，加快教育现

代化，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工作报告。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正确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习近平教育思想指引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全方位、

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历史性变革，

教育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步伐加速，人民群

众教育获得感明显增强，中国教育世界影响力加快提升，

教育改革纵深推进，总体发展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陈宝生指出，党的十九大对教育工作作出了全面系统

部署。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解

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是我们长期要面对的工

作主题。要以问题为导向，将其作为实施“奋进之笔”的

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一是聚焦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狠抓大抓

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二是聚焦根本任务，系统推进立德树人。要把德育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坚定青少年理想信念，改进和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加强语言文字工作。三是聚

焦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步伐，

加大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攻坚力度，加大对困难地区扶持力

度，切实加强校园安全。四是聚焦提升贡献力，大力促进

教育内涵发展。要以质量为本，持续推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健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政策机制，办好继续教育。五是聚焦

激发活力，纵深推进教育改革。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实

施考招改革“拓展深化”攻坚行动，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

办教育，坚定不移以开放促改革。六是聚焦高素质专业化，

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攻坚行

动，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教师管理制度，提升

教师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七是聚焦保障机制，夯实教

育事业基础。要落实教育投入责任，加快教育信息化步伐，

全力推进依法治教。

陈宝生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强调，新的一年，教育战线

要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狠抓落实的总基点、攻坚克难的

总要求、“奋进之笔”的总抓手，举全教育战线之力办好几

件大事。一是把学习宣传阐释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重要历史使命完成好。二是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要开好局，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要开启新征程。三是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四

是推动教育改革再深化、再突破、再出新。在教育“四梁八

柱”初步出台的基础上，搞好“内部装修”，补齐整体制度

设计短板，填补整体结构漏洞，扩大改革受益面。五是筹备

开好全国教育大会。

陈宝生最后要求，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各项

工作落实的过程中，看问题要更全面一些，想事情要更周到

一些，推进工作要更辩证一些。多看看头顶，和十九大精神、

奋进的参照系对标对表；多看看后脑勺，发现问题，聚焦问

题；多看看脚底，脚踏实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看看手

心，锻炼本领，掌握推进工作的“杀手锏”；多看看眼前，

学会发现矛盾，学会创造条件。要按照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问题导向、狠抓落实的要求，切实增强工作本领，务求工作

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强化工作合力，在作风上有一个大变

化、大突破、大飞跃，确保“奋进之笔”取得成效。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来源：教育部）

2018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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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网络强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国家级战略规划相继出台，互联网法治建

设不断健全，中国互联网科技产业蓬勃发

展，工业互联网助推先进制造业发展，网

络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互联网内容建

设不断加强，网络空间更加清朗。中国互

联网协会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发布 2017

年影响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十件大事。

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互联网，互
联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
加凸显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

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

告。报告中多次提到了互联网：思想文化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

不断完善，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

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

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

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

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提供有力支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

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优

阿里、腾讯、科大讯飞等公司为首批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

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

出我国要用 5 到 10 年时间，建成全球最

大规模的 IPv6 商用网络，预计 2018 年末，

IPv6 活跃用户数将达 2 亿，在互联网用户

中的占比不低于 20%。

2017 年 12 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以

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以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和集成应用

为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加快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中国互联网法治化建设有序推
进，协同治理迈入积极探索期

2017 年中国互联网法律政策制定紧

跟产业发展步伐，重点覆盖网络安全、网

络虚拟财产、数据流动、信息保护、竞争

规则、平台责任等多个领域，效力层级更

高，适用领域更广，调整程度更深。

互联网法律体系逐步形成，《网络安

全法》正式实施，《民法总则》及时回应

网络时代新问题，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

争法》增设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专条，

《电子商务法（草案）》进入二审阶段。

互联网细分领域配套制度逐步建立，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域

名管理办法》确立了我国基础资源管理基

本制度。为确保《网络安全法》有效实施，

不断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网络产品

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工业

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工作管理

2017 年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 10 件大事

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

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

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

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

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

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

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世界正处于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

代主题，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

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

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

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

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

许多共同挑战；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增强

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

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

国家出台一系列发展规划，推动
互联网技术创新纵深发展

2017 年 2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开展 5G 研发和产业推进，

为 5G 启动商用服务奠定基础。

201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

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

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2017 年 11 月 15 日，科技部宣布百度、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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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检测

与处置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网络与信息

安全工作给予有效指引。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修订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将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

及时通信工具、搜索引擎等纳入管理范围。

《互联网论坛社会服务管理规定》、《互

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

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

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文件陆续发

布，使互联网治理从开放空间向半封闭的领

域延展，互联网服务管理责任不断增强。第

三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以“建设网络强国，

共建法治生态”为主题，积极汇集政产学研

各界共商互联网法治创新与治理、为中国互

联网法治生态建设贡献了力量。

2017 年部门协同、政企联动的治理

效果良好，行业组织与企业联盟作用日益

凸显，企业自治意识与能力显著增强。管

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治理垃圾短信、清理

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打击“黑广播”、

“伪基站”、打击电子商务领域侵权假冒、

刷单炒信、虚假宣传等工作成效显著；国

际以及 31 个省级诈骗电话防范系统有效

保障人们群众的财产安全，财产损失数同

比下降超过 27%。

互联网市场竞争逐渐告别“丛林法则”

时代，融合发展助推产业链上下游竞争边

界重塑。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移动智能

终端应用软件分发服务自律公约》具有里

程碑性质的意义，为产业链上下游的服务

界限和竞争机制提供范式，具有积极的示

范效应和未来价值。

互联网百强企业营收破万亿，  
境内网站性能持续提升

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7 年中国互联网企

业 100 强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百强

企业的互联网业务收入总规模达到 1.07 万亿

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同比增长 46.8%。

我国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时

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

我国互联网发展虽然起步稍晚，但发展迅

速，已形成设施优势、用户优势和应用优

势三大优势凸显的一个新兴产业，基于互

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产业保

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数字经济蓬勃兴起，

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领军产业；与传统

产业融合渗透，驱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成为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

能接续转换的重要抓手。2017 年，互联

网百强企业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期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综合实力持续

增强，对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和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制造 2025”全面实施，
工业互联网助推先进制造业发展

2017 年“中国制造 2025”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配套政策措施陆续推出，纵向

联动、横向协同的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

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五大重点

工程稳步推进，“中国制造 2025”国家

级示范区启动创建，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

实施，重大创新成果开始涌现；国家制造

业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信息光电子、

印刷及柔性显示、机器人 3 家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得到批复，48 家省级创新中心

启动培育。2017 年 1-11 月，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6%。

发展工业互联网已成为抢占全球产业

竞争新制高点、重塑工业体系的必然选择。

2017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

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

导意见》，明确了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

务以及保障支撑，是我国推进工业互联网

的纲领性文件，将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国内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指导和规范，将

为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

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工业和信息化部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战略实施，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

大体系，发布《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

推动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及一批行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第二届中国产业互联网大会，积极搭建产

业互联网合作交流平台，全方位、多角度

地促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和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打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

互联网金融监管渐趋明朗，市场
秩序更趋稳定

互联网金融市场风生水起，然而监

管重拳层层加码，节奏紧密，铿锵有力，

2017 年步入互联网金融合规元年。2 月，

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

引》，详细规定了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

各项要求，帮助银行和网民更好地辨别网

贷机构的合规性和安全性。8 月，银监会

正式印发实施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信息披露内

容说明》，标志着网贷行业“1+3”制度

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制度政策体系。“现金贷”业务被纳入

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范畴。

在支付领域，围绕备付金管理、跨机

构清算、条码支付业务等，人民银行出台

《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

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将非银行支付

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

平台处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无

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关

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条码支

付业务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

安全威胁态势依然严峻，网络安
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2017 年，我国网络安全威胁态势依

然严峻，移动互联网的恶意程序数量呈高

速增长态势，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攻

击频率增强，物联网安全、勒索病毒传播、

僵尸网络肆虐、网络攻击、网络诈骗、信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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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泄露等问题日渐突出。Cerber、Crysis、

WannaCry 三大勒索软件呈现出全球性蔓

延态势，攻击手法和病毒变种也进一步多

样化。

5 月 12 日，WannaCry 勒索病毒在全

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爆发，受到勒索病毒

攻击的电脑会被锁死，把所有文件都改成

加密格式，并修改用户桌面背景，弹出提

示框告知交纳“赎金”的方式。封闭的行

业系统影响较大，政府部门、医疗服务、

公共交通、邮政、通信和汽车制造业也深

受影响。勒索病毒事件，又一次印证了网

络安全的重要性。

我国网络安全产业正由产品主导向服

务主导转型，态势感知、监测预警、云安

全服务等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网络安

全技术密集化、产品平台化、产业服务化

等特征不断显现，产业综合实力已显著增

强。与我国网络设施、融合应用、个人信

息等安全保障需求的迅速扩大相比，网络安

全技术产业的支撑能力仍显不足，网络安全

核心技术亟需加快突破，安全保障能力仍需

加快提升，产业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

多部门联合推进《网络安全法》实

施落地，积极构建协同联动的网络安全保

障体系，组织开展数据安全和用户个人信

息保护专项检查，研究发布《网络产品和

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工业控

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工作管理办

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共互联网网络安

全威胁检测与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

规，修订网络安全防护和新技术新业务安

全评估管理办法，扎实做好维护网上意识

形态安全和反恐维稳工作，立项发布网络

与信息安全相关标准 90 余项，建成国际

以及 31 个省级诈骗电话防范系统，群众

财产损失数同比下降超过 27%。

新生代创新型互联网企业涌现，
探路“出海”脱颖而出

数据显示，我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

120 家，整体估值总计超 3 万亿。其中，

互联网金融行业蚂蚁金服以超过 4000 亿

元人民币估值高居榜首，滴滴出行以超过

3000 亿元人民币位列第二，小米、新美

大并列第三。独角兽企业在出行、短租、

医疗、物流、安全、金融、知识付费、网

络直播等领域多点开花，无人机、机器人、

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新材料、现代物

流等从高端制造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

现代服务业，各领域涌现出独角兽新秀。

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独角兽公司的

诞生速度加快，围绕“连接 + 需求”的发

展模式成为众多独角兽企业的共同选择。

从发展趋势来看，独角兽企业基于差异化

定位，凭借中国本土经验优势扬帆“出海”，

成为企业盈利的新选择。蚂蚁金服先后通

过注资或收购的形式，将业务版图开拓至

海外市场，与多家海外金融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同时针对海外市场开发移动支付工

具。滴滴与北美、东南亚、南亚、南美等

1000 多个城市优秀合作伙伴展开业务合

作，覆盖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中国互联

网的独角兽企业在转型的阵痛中逐渐迈入

良性生长周期，新兴业态与模式将走向颠

覆式创新。

共享产品呈现大浪淘沙态势，分
享经济从喧嚣中回归冷静

分享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也经历了不

断洗牌过程。一方面，滴滴出行、ofo、摩

拜单车等企业占领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覆

盖领域不断增加，交易市场不断完善，共

享出行、共享空间、共享资金价值、共享

知识教育、共享餐饮、共享医疗、共享技

能等多个领域共享服务活跃进场。另一方

面，新兴企业也正不断遭受市场的考验，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倒闭潮、押金难退等

信息不断曝出。分享经济从热潮回归理性，

行业风口紧缩，多家企业折戟沉沙，优秀

的企业在这场大浪淘沙中站稳脚跟，企业

运营模式日趋成熟。

从行政监管角度来看，坚持包容审慎

的监管理念，给市场自我净化的时间和空

间，反而更为理性。

2017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要“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

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

群众生活。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

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

2017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的指导性意见》，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促进“互联网 +”行动的战略

部署，是从中央层面再次明确表态大力

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文件，也是支持与

引导分享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释

放制度红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向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发展。

互联网内容建设不断加强，助力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全民阅

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文字、视频、音

频成了知识变现的三种载体，付费阅读成

为时尚。

2017 年，我国互联网内容建设与管

理运用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日益清朗。《互

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互

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

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

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

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

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办法相继出台，

规范和保障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部门依法

履行行政执法职责，提高管理规范化、科

学化水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为广大网民营造

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促进互联网信息服

务健康有序发展。

（来源：中国互联网协会，有部分删减）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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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8-30 日，由天地互连和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主办的为期三天

的“GNTC 2017 全球网络技术大会”在北京开幕。此次会议是全球网络技术进展的技术

盛会之一，GNTC 聚焦网络重构、互联网基础设施、软件定义网络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网络功能虚拟化 (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互联网

协议第 6 个版本 IPv6 (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5G、基于蜂

窝的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网络安全、云和数据中心、

边缘网络和边缘计算等新一代网络技术热点议题，通过两场大会演讲、一场圆桌论坛、八场

技术峰会以及数场工作小组 ( Workshop ) 会议，来自全球的 2000 位嘉宾分享了这一场精

彩的网络技术盛宴。

结合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国策出台，本刊整理出“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五大看点 ”，

与大家分享中国的工程师们在未来三年如何让我们的公众更加高效、更加便捷、更加安全地

跨进移动互联网时代。

五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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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看点一

邬贺铨解读中国下一代互联网部署

在 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GNTC）上，中国

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作了题为

《互联网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主旨发言，通过近 5 年

来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全球竞争轮廓的展现，

他主要介绍了全球互联网行业发展持续向上的经济数

据与全球互联网产业转型蓄势待发的态势；还分析了

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起了大早，赶了晚集”的诸

多原因，以及造成目前 IPv6 用户占比不到 0.3% 的尴

尬现状；同时宏观解读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与《关于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全球互联网行业发展持续向上的经济数据

纳斯达克互联网企业的市值，从 2012 年的第二季

度到 2017 年的第二季度 5 年间增长了 2.84 倍 ; 纳斯达

克的互联网行业指数的股市回报率是 20.6%，而同期的

标准普股市只有 6% 左右。全球销售收入前十的都是互

联网企业，其中包括中国 4 家（阿里、腾讯、百度和京东）; 

互联网公司的市值远远超过了如中国移动和一些电信

设备制造商。全球排名前列的互联网公司，到 2017 年

8 月，市值最高的分别是 Google、Facebook、亚马逊、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推特等。股市回报率

相对其他的公司来看，互联网企业呈现一个很好的上

涨势头。

邬贺铨院士认为：互联网企业发展得快的原因是

靠创新来支撑的。以 2016 年底发布的全球企业的研发

投入来看，排第一位的德国大众一年研发投入达到 136

亿欧元，之后是韩国三星、英特尔、Google、微软、瑞

士两家公司，华为排第 8，一年研发投入达到 83.57 亿

欧元；从研发投入的规模来看，英特尔全球最高，占

21.9%，其次是瑞士的两个制药公司，华为的研发投入

占销售收入比达到 15%。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排名中，

中兴排 45 位，百度排 93 位，腾讯排第 117 位，奇虎

360 排 269 位。比较华为、中兴，排在后面的中石油研

发投入的规模是 0.7%，中石化是 0.3%。可见互联网公

司重要的还是创新，依靠创新使自己发展得更快。     

此外，邬贺铨院士认为：因为需求持续增长、大

型互联网企业纷纷转型为云计算公司，BAT 纷纷以人

工智能公司作为他们的使命。百度的人工智能战略明

确了三大方向，自动驾驶汽车阿波罗计划，基于语音

识别技术的基础人机智能互联小度操作系统，希望通

过此系统唤醒万物，并综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

供差异化服务，来聚焦它的 ABC 智能云。阿里的人工

智能生态，更重视基础设施，比如云平台、移动操作

系统、数据库、机器人，以及发展城市大脑，并且通

过阿里人工智能大脑计划推动到产业应用。腾讯人工

智能集中在四个方面，人才、算法、数据、应用场景，

希望能够以此提升用户的体验，加强精准的定向技术

和赋能生产。

全球互联网产业转型蓄势待发的态势

到 2017 年 6 月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仍不断增

长，固网网民数 7.51 亿，移动互联网用户 7.24 亿，但

中国仅有 3.3845 亿个 IPv4 地址，人均只有 0.45 个。

中国是最需要 IPv6 的国家，也是全球最早开展

邬贺铨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坚决向 IPv6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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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以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标准制订、内容研发

规模的国家，我们首创建设了纯 IPv6 网络，是当时全

球最大的 IPv6 网络。但根据 2017 年 7 月的数据显示，

比利时 IPv6 用户占网络用户之比达 56% 左右，美国也

超过 30%，而中国的 IPv6 占比还不到 0.3%，我们在下

一代互联网发展上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邬贺铨院士认为有五方面

原因：

第一是落入了私有地址的陷阱难以自拔：因为中

国很早就没有地址了，很多运营商包括一些互联网的

内容服务商，很早就用了私有地址转换（NAT），IPv4

的地址转换，它可以暂时应对地址的不足，但实际上

跨过多个网络管理私有地址复杂，而且私有地址破坏

了端到端的透明性，没办法对用户溯源。

第二是政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政府应用的先

行意识。在发达国家一般是军方和政府先转到 IPv6，

而我国的政府网站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头作用。

第三是对内容服务的瓶颈重视不够且缺乏有利

的政策措施。我们整个 IPv6 的端口迟迟没有开放，

国际的带宽也不够，国外 IPv6 服务也没有在中国落

地，这对国内的内容服务供应商也没有产生很大压

力。应用和网站上 IPv6 的迁移严重滞后，严重拖了

我国发展的后腿。

第四是一些误解和干扰影响了国家发展 IPv6 战略

的执行。例如自称“中国特色”的 IPv9，号称把中国

网络隔离起来会更安全，这种言论迷惑了一些单位，

违反了国家坚持的“全球一个互联网”的主张。还有

另外一种看法，一些专家认为马上要颠覆 IP 了，我

们何必要走 IPv6 呢？因此处于等待观望的状态，坚持

IPv6 部署按兵不动。

第五还有一种是将 IPv6 与网络对立的观点，认为

IPv6 会影响网络安全，实际上美国拥有很多 IPv4 地址，

现在美国发展 IPv6，原因是 IPv6 有利于对用户的溯源，

有利于反恐。

中国政府出台下一代互联网政策和部署计划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7 年 11 月

26 日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

行动计划》 ，要求各个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提出抓住全球网络新型技术，扎实创新变革，实施开

始演进升级的历史机遇，加强统筹谋划，加强推进

IPv6 的规模部署，构建高速率、广普及、全覆盖、智

能化的下一代互联网，加快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国家

信息化进程，助力社会发展，赢得未来国际竞争新优

势的紧迫要求。要求大力发展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

网，这有助于显著提升我国互联网的承载能力和服务

水平，更好地融入国际互联网，共享全球发展成果，

有利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未来的发展主动。发

展的原则第一是统筹规划、重点突破，要着力弥补

IPv6 应用的短板，实现技术产业网络应用的协同推进。

第二是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加强政府的统筹协调、

扶持和应用引领，优化发展环境，强调发挥企业在

IPv6 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市场需求和企业的内生动力。

第三是创新发展、保障安全，把发展跟安全同时推动。

第四是注重实效、惠及民生，让互联网发展惠及亿万

人民。

 主要目标：

 用 5 到 10 年的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

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 商用应用

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入融

合，成为全球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主要指标：

到 2018 年底，要形成良性的市场驱动环境，IPv6

的活跃用户数要达到 2 亿，在互联网用户的占比不低

于 20%; 

到 2020 年底，IPv6 的活跃用户数要超过 5 亿、占

比要超过 50%，新增的网络地址不允许再使用私有的

IPv4 地址；

 到 2025 年底，我国 IPv6 的网络规模、用户规模、

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应用、终端全面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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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IPv6，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滑演进升级，

形成全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体系。

重点任务有五项：

第一项是加快互联网应用服务升级，不断丰富网

络信源。首先是抓内容，升级典型应用，升级政府、

中央媒体、中央企业的网站，创新核心应用，并分别

规定了不同时间表。我国排名前 50 的网站、云计算服

务平台、数据中心以及政府、中央媒体、中央企业的

网站，必须首先升级。

第二是开展网络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网络服务水

平。包括移动网和固定网络，网络终端、骨干网、接

入网，也包括电信网和广电网，整个网络从终端到接入、

从核心到骨干网全部支持 IPv6。

第三是加强应用基础设施改造，优化流量调度能

力。包括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云服务平台、域

名系统、互联网监测平台。

第四是强化网络安全保障，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包括升级国内的网络安全系统，强化 IPv6 地址的管理，

加强安全防护及加强互联网新的一些应用安全，包括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的安全保障。

第五，突破关键前沿技术，构建自主技术产业生态。

要加强 IPv6 的关键技术研发，强化网络前沿的技术创

新，包括探讨在 IPv6 场景下根服务器能力的提升问题。

保障措施有四点：

第一是组织领导。首先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协同推

进机制，建成专家咨询制度，完善政企间的沟通协

调机制。过去我们其他的计划都很少建议政企之间

的沟通协调机制，现在要通过政府去同企业进行引

导协商。

第二是优化发展环境。还需要有一定的财政资金

支撑，统筹资金加大支持力度，要引导社会资金的

投入。要推动建立 IPv6 网间的互联和结算体系，优

化运营商之间、运营商和教育网之间、运营商和广

电网之间的网间结算。研究出台 IPv6 终端和流量的

优惠措施，包括使用 IPv6 可以优惠上网费用，引导

用户向 IPv6 迁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设国际化

的人才梯队。

第三是强化规范管理。要引导企业在业务上支持

IPv6，完善政府的采购要求，明确政府采购优先考虑

IPv6。在基础电信企业业绩考核中，支持和鼓励企业积

极开展 IPv6 工作。完善设备进网中的 IPv6 要求，要求

所有的上网设备必须支持 IPv6。建立一个全国 IPv6 支

互联网进入了发展新时代，增长创新高，

市值持续向好，独角兽成长更快。互

联网的企业瞄准新技术、新场景，纷

纷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布局未来更

大的发展空间，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

成为了布局重点，基于上述技术，

在产业互联网的应用也是重

要的着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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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度评测系统，并定期公布哪个公司 IPv6 发展得好，

哪个运营商 IPv6 过渡的好，形成一个竞争的环境。

第四是深化国际合作。我国 IPv6 的发展不是关起

门来，而是要密切跟踪全球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实验、

技术、产业的应用情况，加强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合作，

共同推动 IPv6 国际标准化的进程。中国要在发展下一

代互联网上做出我们应有的国际贡献。

《关于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

指导意见》

 国务院在 2017 年 11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深化“互

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一方面，工业互联网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

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有利于加速智能制造发展，更大范围、

更高效率、更加精准地优化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促

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新动能。工业互联网具有较长的

渗透性，可以从制造业扩展成为各产业领域的网络化、

智能化升级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实现产业上下游、

跨领域的广泛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促进

集成共享，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重要依托。另

一 方 面， 发 展 工 业 互 联 网 有 利 于 促 进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的 演 进 升 级， 推 动 网 络 应 用 从 虚 拟 到 实 体， 从

生 产 到 生 活 的 跨 越， 极 大 扩 展 网 络 经 济 空 间， 为

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提供新机遇。

具体目标分四个阶段：

2018 年到 2020 年三年起步阶段，逐步建成低时延、

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工业互联

网安全保障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建设。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

施和产业体系，形成三到五个达到国际水准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产业体系较为健全，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

头企业。

到 2035 年，建成国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

设施平台，形成国际先进的技术与产业体系，工业互

联网全面深度应用并在优势行业形成创新引领能力，

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重点领域实现国际领先。

到 2049 年，建国一百年，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全

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

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

主要任务有七点：

第一是夯实网络基础，首先要提速降费，推进工

业企业内网的 IP 化、扁平化、柔性化技术改造和建设

部署，推动新型智能网关应用，全面部署 IPv6。

第二是打造平台体系。

第三是加强产业支撑，包括加大关键共性技术攻

关，其中包括加强 IPv6 等核心技术攻关，促进边缘计算、

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型前沿技

术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研究和探索。

第四是促进融合应用，主要针对大型工业企业和

中小企业。

第五是完善生态体系，构建企业的协同发展体系

和区域协同发展体系。

第六是强化安全保障。

第七是推动开放合作，要提高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能力，加强多边对话和合作。

邬贺铨院士表示：总的来说，我们要实现数字化

转型。世界经济论坛给出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显

示，2016 年到 2025 年数字化转型具有直接与间接的影

响，其中数字化转型最大的影响是面向消费，可以达到

10 万亿美元的经济社会价值，然后是汽车行业、物流

行业、电信行业分别带来的影响。十年累计十个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的直接和间接的效应是 28 万亿美元，如果

扩展到全部，十年累计是一百万亿美元。中国为什么提

出发展工业互联网，我们现在要从消费互联网展开向工

业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

邬贺铨院士最后提出：互联网进入了发展新时代，

增长创新高，市值持续增高，独角兽成长更快。我们主

管部门要对新生态审慎包容和及时治理，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互联网企业瞄准新技术、新场景，纷纷做出了

重大战略调整，布局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人工智能和

云计算等成为了布局重点。基于上述技术，在产业互联

网的应用也是重要的着力领域。

中国政府明确了发展 IPv6 的战略和目标以及时间

表，多措并举，政产学研用合力推动 IPv6 的全面部署；

中国政府也引导向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互联网与实

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也为互联网的发展开辟了更大的

市场，要抓住信息技术的发展机遇，迎接智能社会的发

展需求，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

（本文根据邬贺铨院士在“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供稿 / 本刊特约编辑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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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看点二

IPv6 给互联网体系结构创新带来历史机遇
吴建平

在 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GNTC）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吴建平教授就全球网络技术发展趋势发表

主题演讲，题目是《IPv6 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创新

的机遇与挑战》。他主要介绍了互联网和网络空间的

关系，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回顾了中国下一代互联网

发展的历史，探讨了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

以及 IPv6 会给拓展网络空间和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

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吴建平院士指出，互联网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

网络空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虚拟和现

实结合的空间。网络空间主要由计算系统构成，小到

我们的智能手机，甚至是物联网的每一个设备，大到

超级计算机系统，都是计算系统，这是网络空间最根

本的部分。

互联网面临的五大挑战

国家发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

部署行动计划》，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发现和了解互联

网核心技术的重要机会，IPv6 在整个互联网中属于底

层技术，面临一系列的技术挑战：

第一，可扩展性。我们常常谈到 IPv6 比 IPv4 多了

地址，其实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如此大的空间中去

寻址，对于理论和实践工程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它的技术难度和理论难度都大大增强。因此，可扩展

性是互联网第一大挑战。

第二，安全性。安全性是目前互联网面临的最大

挑战，应用技术出现安全漏洞，追根到底都是发自于

底层的。早期的互联网设计有很多的安全缺陷，目前

很多安全公司、安全技术，都是基于现在的互联网来

解决安全问题，没有重新构造一个新的互联网安全体

系，这是安全面临的巨大问题。有了 IPv6，安全形势

有许多可以改善之处，但是需要人们去实现。

第三，高性能。人们永远希望互联网快，快的根

结并不简单的是传输速率快，互联网很多特性影响了

其性能，我们需要找出问题并把它解决。

第四，实时性。工业互联网指导意见国家已经发

布，工业互联网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是希望有实时的控

制，很多工业控制系统的实时性非常重要，一般的互

联网对此要求并不高。工业互联网怎么去实现实时性，

这是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五，移动性。以上挑战在互联网的底层都是

时时刻刻正在面临的，并且始终在不断的完善，这

是互联网要解决的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4 月 19 号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特别谈

到，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互联网的核心技

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

大的隐患。

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体系结构

什么是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互联网核心技术实际

上就是互联网的体系结构，任何事物的体系结构就是

这个事物各部分的功能组成及相互关系。在互联网中，

网络层承上启下，它是核心技术的核心。真正的网络

层是由三个要素组成：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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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传输格式。IPv4 协议已经在互联网上生存了

三四十年，现在仍然在使用。当然，它的使用现在将

要被新的 IPv6 协议所替代，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传输

格式。但是这两个格式的定义把网络层过渡到了新的

一代，传输格式是网络层的最基本要素。

二是转换方式。互联网之所以在众多的网络和技

术中胜出，最重要的是采用了无连接分组交换技术，

也就是 IP 技术。这个交换技术形成了互联网的核心，

有了该技术才能够去使用和包容所有的通信和网络手

段，这是它最成功之处。

三是路由控制。路由控制成为互联网的一个巨大

的创新点，这些创新点恰恰是我们解决这几个重大挑

战的关键。互联网是一个平衡财富，所有应用都在一

个互联网内，这个平衡非常重要。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建纯 IPv6 网

互联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确定了 IPv4 协

议的格式，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90 年代初期，经

过全球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设计和标准化了新的传

输格式，我们称为下一代网络传输格式 IPv6。IPv6 从

1997 年公布完毕到现在差不多 20 年，这 20 年各个

厂商、各个应用系统开发商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到了

2012 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完毕，这几年 IPv6 呈现一

个爆发式的增长。

IPv6 诞生以后，很多国家都发起了下一代互联网

研究计划，他们想在新的网络空间中掌握更多的主动

权。对于我国来说更加迫切，因为我国早期由于技术

上的落后，没有申请到大量的 IP 地址，很多单位都使

用私有地址。IPv6 和 IPv4 是一个升级换代的机会，因

为使用了不同的传输格式之后，互联网很多的网络设

备、网络应用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中国当时的下一代互联网研究计划，是在 2001 年

进行战略研究，2003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下一代

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正式启动。经过五年的时间，建

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 IPv6 示范网 CERNET2，同时开发

攻克了一批互联网 IPv6 关键技术，包括运营商、设备

制造商以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商等。在此之后，中国制

定了下一代互联网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把 2010 年之前

做为准备阶段，2011~2015 年是过渡阶段，2016~2020

年是完成阶段。

通过参加 CNGI 的项目，我们作为一个参加单位

有很多的体会和经验教训，总的来说，通过这个项目

还是取得了几方面创新型的成果，同时完成了 IPv4 向

IPv6 过渡技术的研发。

IPv6 是我们掌握互联网关键技术的历史机遇

国家对于推动 IPv6 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的行动

计划，还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其中的布局、认识、高

度都是之前没有的，标准、力度、目标都是需要努力

才能达到的。这些在总体要求和指导思想中说得非常

清楚，把握全球网络信息技术代际跃迁和网络基础设

施演进升级的难得历史机遇，以协同推进 IPv6 规模部

署为主线，以典型应用改造和特色应用创新为主攻方

向，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基础设施升级步伐，积

极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实现互联网向 IPv6

演进升级，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构筑

未来发展新优势，为网络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在重点任务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第四条“强化网

络安全保障，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和第五条“突破关

键前沿技术，构建自主技术产业生态”。前面几条都

是扩大规模、增加应用、推进 IPv6 的推广等，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 IPv6 给互联网体系结构及核心

技术的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扩大规模的同

时，不能忘记提高质量，在核心技术上要有大的进步，

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应该首先要抓住的。

以安全为例，目前安全问题很多，现在经过几年的

发展，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仅把设备国产化、把互联

网隔离起来，远远解决不了安全问题，因为你使用的是

一个网络体系结构，如果体系结构一旦被他人侵入，其

中各种各样的机关一目了然。在体系结构上如果不创新，

仅靠传统的技术并不能解决安全问题。我们恰恰要在互

联网体系结构上，特别是 IPv6 新的机会上，抓住这些互

联网体系结构的创新机会，突破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实

现网络安全和国家互联网大规模发展。

推动 IPv6 大规模的部署，给体系结构的创新带来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互联网是网络

空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互联网体系结构是互联网的

核心技术，它和 CPU、操作系统一样，是第三大基础

设施的核心技术。IPv6 下一代互联网对拓展网络空间

和解决网络安全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会，实现和落实

我们国家的“行动计划”，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本文根据吴建平院士在“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供稿 / 本刊特约编辑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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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网络设计将进一步引导向 IPv6 过渡

在 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GNTC）上，中国

移动研究院网络所所长段晓东做了《IPv6 进展及对新

一代 IP 网络的思考》主题演讲，介绍了近 10 年来从

4G/LTE 向 5G 无线网络技术框架国际标准制订的过程。 

段晓东说，对于 IPv6，他有两个思考：第一，如何确

保移动通讯和 IPv6 同步发展；第二，IPv6 网络未来如

何发展。  

如何确保移动通讯和 IPv6 同步发展？    

段晓东表示， 2G/3G 用户同时在线率仅为 5.3% 左

右，而 LTE 用户由于永远在线的特性，约需至少 6 亿

以上地址。VoLTE 终端至少需要两个永久在线的 PDN

连接 ( 两个 APN，每个 APN 都需要一个地址 )，一个用

于互联网访问，一个用于语音通信。若用户全部演进

为 VoLTE 模式，则需十几亿地址。可见 IPv6 是移动互

联网的基础，也是网络长期演进发展的需要。 

段晓东介绍，中国移动从很早之前就意识到 IPv6

不仅仅是互联网演进的基础，也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

重要基础。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移动在 IPv6 推动上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推动 IPv6 与移动互联网融合

时，主要有三个大的举措： 

举措一，确保 LTE 和 IPv6 同步发展。目前中国

移动已经在全网范围内要求所有 EPC 相关设备支持

IPv6，并采用 IPv4/ IPv6 双栈 APN 接入 LTE 数据方式

解决了双连接问题。他表示，IPv6 自身的发展要借助

LTE 发展的阶梯，将整个 IPv6 引入到移动网络中来，

向前推进 IPv6，保证对 LTE 的支持。     

举措二，将语音业务搬迁到 LTE 上之后，中国移

动决定 VoLTE 用 IPv6，不再采用与 IPv4 转换的方式。 

举措三，大力推动 IPv6 发展。通过多个协会推

进 IPv6，如在 2009 年和 2010 年联合 3GPP 和 IETF

召开 IPv6 峰会推进移动通信 IPv6 化。在 3GPP 发布

首个移动网 IPv6 过渡指导报告 TR 23.975，自主研发

PNAT/BIH 技术，发布 IETF RFC6535 等国际标准，

发起轻量级物联网等工作组，推动 IPv6 与物联网结合。 

他表示，到了 5G 时代，希望能够利用互联网协

议，打开整个网络的开放性， 5G 会进一步引导大家

向 IPv6 过渡。      

他认为，5G 中引入 IPv6，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是

边缘计算，这是只有 IPv6 才支持的一个功能，意味

段晓东

2017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看点三

段晓东

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技术研究所所长

5G 时代，希望能够利用互

联网协议，打开整个网络的

开放性， 5G 会进一步引导

大家向 IPv6 过渡。     5G4G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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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如果将来我们想体现边缘计算的很多优势，必须引

入 IPv6 技术。 

下一步 IPv6 如何发展？  

段晓东提到，他在 IPv6 工作组快十年了，感觉到

IP 层面的改变非常困难，但确实应当需要变化。主要

有几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业务端到端的需求。带宽的问题一

定是靠不断地投资、不断地扩展解决的，带宽并不是

一个大的技术问题。  

第二个需求是速率。随着 4G、5G 技术的提升，

接入技术的提升也不是问题。而如何控制端到端的时

延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很多医疗场景、车联网等应用

都对时延提出了极高的需求，必须解决这个难题。此外，

还要确定性时延。如何能够实现确定性时延，这是 IP

网络包括移动通讯网络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暂时还没

有一个方法论。  

第三个需求是网络切片（即对网络实行分流管理。

网络切片本质上就是将运营商的物理网络划分为多个

虚拟网络，每一个虚拟网络根据不同的服务需求，比

如时延、带宽、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来划分，以灵活地

应对不同的网络应用场景），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网络

服务中的一个基本服务平台。段晓东认为，5G 商用，

切片可能是第一商用，和以前 4G 时代不一样，因为大

家都希望用 5G 的低时延的切片化网络做服务。切片的

概念像过去的 VPN，它是一个升级版的 VPN，带有很

多细密度参数要求和定制化要求的服务的集合，对时

延、带宽、隔离性等服务的要求都不一样。 

第四个需求源于计算模式发生变化。段晓东认为，

过去是云计算，现在到了边缘计算，泛在计算的场景

越来越广泛。他发现，其实很多工业互联网的组织发

生的变化超过了通讯界的想象，它有很多自己的计算

模式，包括在很多工业、机场中，有很多智能化的节

点逐渐都配合工业 4.0 层层推进，这种计算将可能导致

我们过去以主机为中心的通讯服务、信息模型的变化。

将来信息智能化节点可能会进一步离散化，从云计算、

边缘计算到智能计算，以后数据中心范围会越来越广。 

如果考虑边缘计算这个海量的连接，这个模型可能真

正将计算和存储由端的概念变成网的概念，那么，IP

承载网如何适应这个变化，提高网络的协同能力？这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总之， 这四个方面其实给 IP 网提出了很多挑战，

其中未来业务对低时延要求苛刻，成为 IP 承载网未来

技术演进的重要需求之一，而确定性时延是下一代承

载网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技术难题之一。他表示，中国

移动正从下面几步展开尝试：  

第一步是在开始转发机制上做一些变革，包括节

点之间一定要引用精确时间同步，要精确锁定时延。  

第二步是保证通用性和专用性并存，互联网讲究

通用性，今天的人们可能要将通用系统进行并存考虑，

这就牵扯到 IP 网有可能要引入一些管理。  

第三步是控制面的变革，关于集中控制和分布控

制，永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话题讨论得很多，

现在基本上以集中控制下发配置，分布式计算结合来

实现所谓的一种泛 SDN。  

IPv6 是新一代 IP 网络的起点。 我们如何推进它？

段晓东认为有两点：   

一是移动通讯网络都是局部推进的过程，可以采

取粘连很多孤岛，逐渐渗透推进 IPv6 网络的变革。依

靠工程与技术的变革，完全靠基础变革很难，一定要

结合技术创新和工程创新。  

二是要同时引入很多工程的计算，包括边缘计算。

要想在 5G 时代网络中满足工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的要

求，应当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

他表示，IPv6 是新一代网络起点，我们要为建立

一个全 IPv6 的连接，建立一个网络强国做出更多的

贡献。考虑到后续 IPv6 使用越来越多，5G 网络设计

将进一步引导向 IPv6 过渡。

（本文根据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所所长段晓东在“2017 年全球网络技

术大会”上的演讲整理。供稿 / 本刊特约编辑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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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和印度 IPv6 应用印象深刻

APNIC（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是目前全世界 5

个互联网络 IP 地址资源分配注册和管理单位之一，负

责亚太地区互联网络地址资源分配管理。

APNIC 会 议 每 年 上 半 年 和 下 半 年 举 行 一 次，

其中一次和目前亚太区最大的国际互联网会议——

APRICOT（亚太区互联网技术运维会议）一起开会，

因为参加人员多，称之为 APNIC 的“大会议”，而另

一次仅有 APNIC 的会议称之为“小会议”。

2005 年 2 月，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APNIC 和

APRICOT）在日本京都召开第 19 次会议，会场由亚太

区 ENUM 技术协作组为每一位参会专家提供一个免费

SIP 电话（SIP 手机），通过它打回中国（亚太区内）

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的音质己与固定电话之间无什

么距离感，也不存在回音问题。据介绍，日立公司生

产的 SIP 手机只要几百元人民币，而 SIP 通话费几乎是

免费的，成本比 Skype 付费电话还低。

此外，会场有两项 IPv6 应用示范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来自于日本的应用，家长用 3G 手机视频随时观看

寄托在幼儿园中的孩子，二是来自于印度的应用，是

信息高速公路的演示。

IPv6 的新技术方案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速度方面的彻底改变。

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着以 IPv6 为互联网基础及移动 4G/LTE 与 5G

网络到来之后，带给公众实实在在的移动互联网新体验。

下文将先介绍 2005 年以来，笔者感受到的亚太区互联网工程的

部署体验过程，在 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GNTC）上，中国电信

北京研究院重点实验室解冲锋主任的发言为主线，介绍 IPv6 方面的

进展。

感受 IPv6 那些年

2005 年

    日本专家认为，“在日本只有几家 ISP 肯下功夫推广

IPv6，大多数 ISP 对 IPv4 更感兴趣。推广 IPv6 是一件比

较困难的事。”

    印度通信和信息技术 IT 部官员认为，“在印度，只有政

府才关心 IPv6 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正在等待，

看看时间，才作出决定。”

 清华大学李星教授认为，“从 1998 年

CERNET 建设中国第一个 IPv6 试验床，

到我们开始组建 CNGI-CERNET2，

然而目前 IPv6 网络困境是成本昂贵，

预料在 10~20 年内，即使 3G 到来，

用户也以 IPv4 为主 , 互联网地址主流

应用仍然是 IPv4。”

   中科院网络中心的钱华林教授认为，“听

完第一节后的感觉是 IPv6 没有什么新鲜

问题，而且各国对 IPv6 应用的热情与几

年前的红红火火形成了一个明显对照。”

声音

2017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看点四

文 /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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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场是在新西兰基督

城国际展览馆的会议中心，会

场提示有 IPv6 的上网环境，前

提是将笔记本电脑调为 IPv6 的

设置。当时，笔者和中国邮电

大学的马严教授一起调好设置

后，发现所有即时通讯，例如

Skype、MSN、QQ 都无法登

录，而再试一下邮箱，不论是微

软的 Outlook 还是在线 Web 邮

箱，都无法收发邮件。这个情形，在 2009 年 2 月下一

次 APNIC/APRICOT（菲律宾马尼拉——索菲特酒店）

会议时，我俩再试用 IPv6 上网，发现情形并没有改变。

这就是 2008~2009 年，在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举

加的互联网最专业的技术、政策会议上，使用下一代互联

网 IPv6 所见到的用户体验效果，当时确实很让人失望。  

使用基于 IPv6 的智能家庭网关和业务平台 

参加 2011 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筹备会时，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以中国电信为代表的运营商提供

大量基于 IPv6 网络地址资源的应用，这些 IPv6 技术

包括大运村 IPv6-RFID 应用、智能化大运村、基于

IPv6 的门户网站、基于 IPv6 的 WLAN 无线网络、采

用 IPv6 门禁以及小额消费系统和物资管理系统、3G

应用系统等。

大运会的运动员可以使用基于 IPv6 的智能家庭网

关和业务平台，通过遥控器、手机或 PC 对家中的灯光、

窗帘、空调、音响、电视机等电器进行控制。此外，

IPv6 还用于对家庭区域布防，发生警告后用户可以自

动接收到短信和彩信。运动员可以享受到基于 IPv6 技

术的可视对讲、实时视频监控、影音娱乐等服务。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感谢“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网通公司、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中国科技网的工程师们促成了网络使用 IPv6 做视频直

播尝试，2011 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

电信携手华为公司大胆试用了 IPv6 网络。

试用 IPv6 视频直播，反馈速度太慢

APNIC 第 26 次新西兰 ( 基督城 ) 会议于 2008 年 8

月 25 日举行。

会议的主席台坐着来自主办方 CERNET(APNIC) 专

家、中国专家（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

络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李星教授）、日本专家 (JPNIC

的 IP 事业部部长前村昌纪 )、印度国家的政府主管机

构官员（Tulika pandey, 通信和信息技术 IT 部 NIC 法人

机构独立董事）。谈到“2008 年北京奥运会”网络使

用 IPv6 做视频直播尝试的话题时，各国用户的反馈几

乎统一：“慢死了！”即 IPv6 并没有给“2008 年北京

奥运会”网络视频直播带来速度上的优势。

对此，APNIC 负责 IP 地址分配工作的潘广亮工

程师向笔者介绍，“其实，对于用户而言，无论使用

IPv4 还是 IPv6，都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使用感觉”。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朱爽副教授解释：“带

宽不够才是关键，与 IP 地址用 IPv4 还是 IPv6 没有什

么关系。” 

2008 年

2011 年

实践
感受

马严

中国邮电大学教授

移动网的 IPv6-only 方案

DNS64/NAT64

IPv6  access
connectivity

IPv4 
server

IPv6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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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的 IPv6 情况

1. IPv6 的渗透率增长非常快，每年增长 10%。   

2013 年 IPv6 会议召开时，各国最高运营商的 IPv6

渗透率是 30% 以上，现在运营商基本是 80% 以上，每

年增长 10%，增长速度非常快。

2. 中国和美国相比 ，IPv6 地址拥有量及用户量差

距很大。

美国 IPv4 人均地址拥有量是中国的 4 倍多，美国

IPv6 人均地址拥有量是中国的 5.3 倍，IPv6 地址拥有

量超过了 IPv4 地址拥有量。当初中国一直在这个领域

犹豫、徘徊，现在产生这么大的差距。从实际的用户

量来说，我国的数量更低，差距很大。

3. 构建高速率、全覆盖、广普及、智能化的下一

代互联网。

现在，网络越来越复杂，以后到一定阶段向 IPv6

迁移，规模将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建议

尽早向 IPv6 迁移，尽早把流量从 IPv4 Net 向 IPv6 迁移，

这是最关键的。这不是运营商一家的事情，需要 ICP、

运营商和终端多方的协作配合。

构建高速率、全覆盖、广普及、智能化的下一代

互联网，将下一代互联网和智能化进一步结合。

IPv6 对目前互联网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前，IPv6 发展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主要有几个

有利的方面。

首先，CNGI 的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产业也成熟，

并培养了相关的人才队伍。

其次，国际的大环境比以前好，国外的 IPv6 发展

很好，对国内 IPv6 发展能带来很好的触动。

解冲锋
两代中国工程师为 IPv6 所做的努力

第三，产业的成熟度提高。

最后，需求已经逐步凸显。如果现在仍然说 IPv6

没有需求，此话已经不准确了。现在是实实在在的需求，

而且需求不仅仅源于企业客户，也包括来自于云计算、

物联网的需求。

由 IPv4 向 IPv6 迁移时，如果以 IPv6 推进，将是

一个有利于促进网络重构的机会，希望 IPv6 对网络重

构能起到很好地促进作用。

物联网和 IPv6 结合的需求和延伸  

IPv6 将和物联网实现完美的融合，这不是一句口

号，一方面是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行动，现在

物联网延伸到国计民生，比如路灯的控制、水表的监测、

停车等，涉及大量的终端，IPv4 怎么能解决地址问题

呢？同时，私有地址（NAT）也不能解决难题，因为

物联网终端未来是几百亿的数量级，所以 IPv6 是很好

的解决方案。   

基于蜂窝的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的需求也随之打开了，为 IPv6 发展提

供了很好的场景，推动整个产业发展。 

IPv6 下一步的趋势

许多人在讨论“什么是纯 IPv6 ？”这个问题挺简单，

纯 IPv6 是给终端分配 IPv6 地址。国外目前已经积极地

在这方面进行实践，例如，微软、思科和苹果。在美

国也应用了很多纯 IPv6 方案。

IPv6 需要社会广泛的参与，值得欣慰的是当前看

到很多人都关心中国 IPv6 部署情况。今后，IPv6 的发

展，需要业界进一步的协同配合，通过新的场景物联网、

智能交通、智能制造为 IPv6 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建

议以后逐步不要再使用 IPv4 地址，向纯 IPv6 的方向迈

进。大家一起共同完成国家交付的建好 IPv6 下一代互

联网的任务。

解冲锋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本文根据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解冲锋在“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

上的演讲整理。供稿 / 本刊特约编辑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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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当 Don Tapscott( 泰普思科 ) 写出了全球

最具影响力的《DIGITAL ECONOMY》( 数字经济学，

中译本“泰普思科预言：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活新模式”），

一书时，他一定没有想到：

20 年后的世界科技，已经把他书中的产业模式

一一实现。这就是 2017 年 GNTC 会议中反映出来的全

球科技产业信息一个趋势。

下面介绍几个从数字经济延伸到产业未来发展同

下一代互联网与 5G 关系的专家观点。

网络服务公司转型云服务公司

云服务成为互联网技术服务主流，云服务商首次

颁发许可证。

2018 年 1 月，工信部首次给中国第一批提供云服

务的云服务商颁发了经营许可证，这是由国家电信和

互联网运营主管机构第一次为这个称为“云服务”的

行业做了行业规范，同时也给有了互联网之后的“机

房”、“数据中心（IDC）”之后出现的“云服务”正

了名。

笔者曾经问过中国最大的云服务商工程师，IDC

同云服务有什么不同？答案是：从用户角度感受不到

不同，但是服务商的技术平台环境及数据运维成本降

下一代互联网和 5G 网络支撑数字经济落地

低、速度加快，用户体验会更好。在 5G 时代，云服务

会比较有利于促进下一代互联网服务品质。

互联网公司都在转型云服务，这是这次 GNTC 上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作主旨发言时的一

个结论。在这次全球网络大会上，以云服务升级的数

字服务技术，也在近八成讲者中有提及，足见去服务

已经成为现在数字经济的标配。

电信运营商都用技术创新提高服务水平

在这次 GNTC 会上，包括 NTT 在内的各大电信服

务商，都拿出了自已的服务创新，向参会者展示他们

借助软件驱动网络（SDN）提高后台管理效率，同时

降低管理成本、为用户提供定制服务、借助云端操作

便利地展开全球化业务。

引用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所段晓东所长的一段说

法，就是：

关于整个网络设计，我们把整个电信集成云分成

业务、存储、管理三个平面，分别引入 SDN 调度，比

如在核心电信集成云里，我们认为核心电信集成云更

多是一个纯虚拟化的环境，更多的是一个管理网源，

我们希望能够引入全部虚拟化的交换，能够实现整个

SDN 的灵活管理，这个与传统的云计算都是一样的。

在边缘电信集成云我们发现很不一样，业界对边

缘方面的探讨很多，包括 CORD 技术等。我们也想过

很多，CORD 边缘它一定是一个虚拟化的技术和非虚

拟化技术纯 IT 的 X86 设备，和各种专用设备共同组合

在一起的网络，这其中如何进行网络调度，比如 SRV

之后，引入了很多转发加速单元，引入很多将来加速

池，如何进行统一的调度，这其中可能既有软件调度，

也会引入很多硬件调度，这个设计很复杂。第三个关键

的是电信集成云间的调度，这个相对来说大家比较清晰，

比如引入 DSI 网络，如何由外网络提供统一的调度，实现

逐级调度，我想这是我们对未来电信集成云组网的设想。

文 / 沈阳

2017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看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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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服务告别 PC 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全球用户终端数据显示，超过一半互联网用户

都采用手机终端。因此，自 1995 年开启中国互联网

（CHINANET）20 多年来，用户首次告别电脑（PC）

上网时代，迈进了手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在这

个过渡期，全球移动网络标准组织 3GPP 从四个接入互

联网方案中，最终选择了 IP/TCP 的 IPv6 作为 5G 网络

的唯一方案，换句话说，未来全球网络的互联网基础

只有 IPv6 这个第 6 版本协议，其他的互联网协议版本，

例如中国的 IPv9，都再也没有了机会。这是全球几十

家最大的电信服务商的选择，他们管理着全球 95% 以

上的手机用户。

联通车联网与无人驾驶汽车完全不同

当无人驾驶汽车在全球的热潮开始涌现到中国百

姓面前时，我们又听到了车联网的概念在传播，在这

次 GNTC 会上，中国联通 5G 创新中心的技术专家刘琪

博士，介绍了中国联通 5G 与车联网的研究实践，她说：

车联网也是我国发展的重点，也跟人工智能、自

动驾驶相结合的，也是与中国未来网络相关的项目。

中国联通在车联网领域是比较有优势的，占有很

大的份额，有合作了很多年的客户。主要还是为这些

客户实现通信管道，还有 PSP 的服务，但并不是主流

业务，后续运营商不只提供管道，希望能够提供网络

的解决方案，为企业用户提供端到端的网络解决方案。

如果由第三方来做，它是不能改变运营商的网络的，

或者对中国联通的网络进行调整；第二个方面，中国

联通还可能会做软硬件的销售，比如在推后视镜方面

的开发。第三个是智能驾驶的协同云平台，目前还是

辅助驾驶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未来希望能够为自动

驾驶来提供服务。

车联网关注的主要是安全，我们不会像电影《骇

客帝国》中的车一样横冲直撞，这说明它对行人的安

全非常重要，要满足未来自动驾驶的技术，要注重车

的安全、要考虑它的特殊性，就是车跟车之间的通信。

所以，这时它的安全怎么去保证、如何去构建安全，

还有车载芯片的安全。中国联通已经在常州市建立了

一个智能驾驶的基地，做了一些实验。

通信网络怎么配合互联网的问题，从汽车行业的

角度来看，汽车行业的车不断地增强它的智能性，要

实现自动驾驶光靠单车行不行？首先看自动驾驶要怎

么实现。首先，百度、特斯拉做了很多实验，他们与

车联网没有关系，他们是靠传感器来实现的，新闻报

道大家也都看到有关它出了些问题，这种单车版相当

于只有一只眼睛，它收集了周边的信息。

而车联网扮演的角色是装上耳朵和嘴，让车与车、

车与路之间通信，让他们协同起来，我们致力于基于

传感的、通信的结合，我们研发了一个样机，作为辅

助驾驶的样机，如果发现危险，可以通知驾驶员。在

这一块，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研究工作。

智能驾驶除了车与车之间通信以及要有传感能力，

否则所有的信息都是无效的。高精准定位这一块，我

以前介绍了我们千人团队的定位，现在我们既然要做

车的互联网定位，还要跟卫星和导航都结合起来做一

些工作，我们也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产权，获得了省部

级的奖项。

编后语

以上五大看点扼要介绍了 2017 年全球网络技术大会（GNTC）有关的下一代互联网基础平台技术 IPv6 同移

动新一代网络 5G 到来时，它们之间互相融合，促进了网络应用更加强大、安全、可信、可用，包括云服务、软

件驱动网络、车联网正走进我们的现实及未来生活，这些技术都具有：开放、兼容、互联互通、安全、全球一体

化及国际标准等特征，这些其实代表着互联网自 1969 年创办以来由 IPv4 向 IPv6 转变的未来特征。

让我们用开放的互联网心态，拥抱更强大、可信、安全的未来互联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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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互联网从刚刚起步逐渐发展到今天，目前我

国互联网用户数占全球五分之一，我国是 IPv4 地址

数量全球第二大拥有国，我国的网络用户数也是全球

第一大经济体。

首先从中国互联网发展来看，1994 年清华、北大、

北邮等十所高校启动教育网建设，到 1995 年短短一

年内，108 所学校接入教育网。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

目前教育网拥有两千多所接入高校，还有更多的中小

学校也接入了教育网。教育网发展到今天，高校的领

导、网络中心主任、研究人员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做了

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国互联网

不会有今天这个规模。

高校在促进互联网发展走在了前面，为社会发展

需要培养了建设人才，这是高校的职责。我认为网络

中心的责任不在于只把网络建好，提供足够的带宽与

资源，这只是最基本的工作，我们还要向前看，创造

最好的实验环境，让研究人员、学生在学校体验最好

的网络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做科研，促进轻工业、加

工业、材料、能源、安全以及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发展。

高校创新这件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学校

的事情，是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所以大家要做好准

备，为我们的工作开展新的局面，为国家的人才培养

打好基础。

从网络技术的演进来看，网络发展从低速的到高

速的，从简单协议到现在非常复杂的协议，从过去很

单薄的应用到今天非常丰富广泛的应用，这是未来互

联网的发展方向。因此，要应用新技术，促进“下一

代互联网”发展， 要引领世界的走向。在各行各业促

进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IPv6 是其中技术之一，也是

创新方向之一，到目前阶段已经非常重要，我们不得

不重视这件事情。过去我们习惯于跟随，今后我们需

要有积累的创新，同时在人才培养、技术与标准、设

备及其部署、网络与应用、人与人通信和机器与机器

间通信、政策与法规等各方面，以创新的思维作出实

际的行动。

国际上 IPv6 部署情况

国际上 ICANN 曾做过各个国家 IPv6 发展情况的

统计，近年来的统计结果显示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走

在了前列。虽然我国 IPv6 建设起步很早，在 1998 年

建成了北邮到清华的第一根纯 IPv6 光缆，1999 年我

们做了第一根光缆跑 IPv6 的实验 , 2003 年 CNGI 项目

启动 , 逐渐发展到今天，虽然我们起个大早，但是赶

了个晚集，目前国际上 IPv6 的发展超越了我国。

欧美国家在 IPv6 发展方面赶超了我们。图 1 可

以看出，国际上不仅有许多大大小小的 IPv6 运营商，

并且很多运营商还拥有 50% 以上的流量，但是目前

中国电信在 IPv6 方面只有 0.11% 的流量。

据美国 NIST 关于政府部门 IPv6 能力的统计，近

年来也是海量地快速上升。美国政府认真推动 IPv6

发展 ，他们现在也有新的想法，并且看得很长远，不

仅推动 IPv6 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未来技术的研究。

图 2 是全球 2017 年第一季度 IPv6 流量占比率排

行情况。第一季度比利时排第一，印度也排在了中国

之前。阿卡迈（CDN 服务提供商）在 2016 年时的统

计显示，中国电信 IPv6 流量垫底。虽然不是最低，

但是已经跟其他走在前面的国家相差很远。通过各种

各样网站的统计数字，虽然我国在 IPv4 全球普及率

已超过世界平均普及率，占五分之一，但在 IPv6 的

使用方面还是落在了后面。据谷歌公司统计的全球

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及其新技术研究

图 1  国际各运营商 IPv6 流量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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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普及率已达 20%，中国目前远低于该平均普及率。

虽然我们起步很早，众多高校在推动 IPv6 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至少有七八百所学校在使用

IPv6，但也不能盲目悲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运营商

中只有教育网不是运营商，它是个非营利性机构，

教育网的 IPv6 流量是全国第一大流量。目前包括百

度和一些其他机构，希望接入 IPv6 却没处接入，教

育网能够提供线道、路由和地址，帮企业实现 IPv6

接入。

CNGI-CERNET2 推进 IPv6 的部署

CNGI-CERNET2 是国家发改委启动的中国下一

代互联网示范工程主要项目之一 , 运行纯 IPv6 的主

干网 , 经由 CNGI-CERNET2/6IX 通达全球 IPv6 网络 , 

通过 IVI 过渡技术实现与运行 IPv4 的 CERNET 和全

球互联网的连接。

目前 CNGI-CERNET2 接入成员增加了 15%，超

过 700 所单位的超过 600 万用户接入主干网，支撑

了多项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科研与验证环境。教育

网目前有两千多所接入单位，但接入 IPv6 的高校只

有七八百所，我们要鼓励更多高校和其他机构部署

IPv6。

为了未来人才的培养，我们要认真推动“下一代

互联网”技术，同时还要“嘴里吃着现成的，眼睛看

着未来”，继续探索研发未来新技术，加快部署、推

动已经成熟的可用技术，要把学校的各项应用移植到

IPv6 上来，已经在 IPv4 运行的要扩展到 IPv6 的支持，

同时注重它的安全、运行维护以及管理问题，注重它

在各行各业应用的问题，努力推动 IPv6 的发展。

CERNET 目前已拥有 18 个 /32 地址块，接入单

位配置 /48 以上的 IPv6 地址 , 我们已经应用了大块的

地址空间，每一个学校都有 /48 以上的 IPv6 地址空间。

/48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有六万个子网，每一个

子网可有 /2 的 64 次方个地址，所以可以敞开想象空间，

不仅可以用它互动互联，同时由于地址多，可以创造

更多的可能性，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在各行各业的

应用中应用它的特性，同时在使用此技术时面向未来

技术开展新的研究。

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在我国的部署与应用

国家组织“互联网 +”重大工程。 首先按照国发

40 号文件的要求，“面向教育领域的 IPv6 示范网络”

入选互联网 + 重大工程。项目在 2003 年启动之后又

一次大幅度的升级，这次升级计划要扩展建成带宽达

到 100Gbps 的示范网络主干网，在主干线进一步扩容

的基础上，完成超过 40 个示范网络核心节点的建设，

力求达到使用 IPv6 的用户规模超过 1000 万，为互联

网 + 技术实验与应用示范。第二，为国家实施“互联

网 +”行动计划提供实验验证平台，提供支撑保障基础。

第三，打造支持创新的高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推

动下一代互联网研究，加速高校下一代互联网科研和

应用创新成果转化，为我国从互联网大国向强国发展

做出贡献。

关于下一代互联网络关键技术开发试验，包括大

规模路由研究与试验，大规模、多种类网络终端接入

试验，新一代协议及其兼容性与互通性研究与试验，

端到端高性能传输研究与试验，大规模组播服务研究

与试验，端对端服务质量控制研究与试验，网络抗攻

击和安全防护技术研究与试验，大规模无线和移动漫

游研究与试验，网络测量研究与试验，网络管理研究

与试验，下一代互联网的域名地址研究，网络过渡研

究与试验，下一代网络综合业务平台，结算与计费管

理技术研究与试验，国产网络和终端设备软硬件测试

与试验等，以上基本是网络方面的研究实验。

除了网络方面，还有很多重大应用的研究示范，

包括互联网新应用点到点的多媒体通信；无线 / 移动

应用——智能交通与定位应用，基于 IPv6，结合北斗

/GPS 等卫星系统，实现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示范系统；

基于 IPv6 建立家庭网络，实现远程家电控制等；计

算网格和数据网格——大规模科学计算与协同服务，

高能物理网格、虚拟天文台、生物网格、地学网格、

化学信息网格；大规模视频会议、高清晰度电视，基

图 2  全球 2017 年第一季度 IPv6 流量占比率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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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组播的多点多路视频会议，支持远程教育和远程医

疗等综合应用等。各个领域各类创新应用，包括环境

监测、地震监测， 基于 IPv6 实现大气、水文、水质

等环境参数传感器联网，实现环境监测体系的规划

部署，实时采集数据；远程仪器控制、虚拟实验室，

大型贵重仪器联网，实现对仪器的远程操作与控制，

建立有关 CAVE 的试验、示范环境，实现虚拟实验；

先进制造，交互式协同设计、远程仪器控制；远程

教育、数字图书馆，基于组播视频会议的远程授课

和师生交流，图书馆资源的海量数据存储、管理和

检索；基于 IPv6 的各种人体传感器联网，实现人体

健康监测等。

以上这些都是众多课题组在几年前承担过的任

务，希望大家能够开阔眼界，结合本行业与本学校的

特点，运用“下一代互联网”的技术，运用更好的行

业需求的技术来创造新的应用领域，创造更多的创新

成果。也希望在几年之后，在面向教育网络领域的

IPv6 网络验收时，不仅是网络联通，同时一些高校的

成果能够与产业、企业结合，能够为国家的生产发展

带来机会。

持续开展创新项目和创新大赛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也在努力开展一些工作。赛尔

网络与教育网密不可分，赛尔网络承担了教育网络运

营、推广服务的任务。2015 年赛尔网络已经支持了

一批项目，投入了一千多万经费，资助了来自 85 个

高校的 108 个项目，为下一代互联网人才培养和技术

创新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这 108 个项目大致分为

网络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安全、网络教育服务、

车联网、互联网金融、智能制造、移动医疗、智慧校

园等 11 个类别，包含有以下项目，比如基于 SDN 的

IPv6 任意播负载均衡、IPv6 网络与 ZigBee 无线传感

网络互联网关、基于 IPv6 的安全云计算服务研究、

CERNET 跨高校统一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及关键技术研

究、基于 IPv6 的校园设备能源监控管理平台、基于

IPv6 的车辆安全感知和协同监管系统、实时网络音乐

与多媒体艺术表演等。

除了创新项目之外，赛尔网络还举办了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创新大赛。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管、赛

尔网络有限公司主办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是

面向 CERNET 会员高校开展的竞赛活动，目的是激励

CERNET 各会员高校学生积极开展支持 IPv6 的下一

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应用创新研究，培养互联网创

新人才，促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

目前，已经有一些项目入选，比如基于 IPv6 的网络

攻防实验平台、基于嵌入式的 SDN 控制信息可靠性

传输、基于 IPv6 的多路径传输可视化测试平台设计、

基于 IPv6 的全景校园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基于 IPv6 

双网络文件传输 App，基于 IPv6 的校车安全监护系统，

支持 IPv6 的城市交通控制系统等。

20 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我们并不清楚。我们

希望未来是美好的，未来是绿色的。2013 年在美国举

行的 2045 未来世界大会上，与会的未来学家和科技专

家描绘了未来半个世纪科技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影响，

去畅想更加智能的网络、生物科技时代、云端大脑的

时代⋯⋯我们能期待怎样的发展？谁能设想 20 年后的

互联网是什么样？将存在哪些技术、安全和伦理问题？

我们是被动去等待，受约束，还是主动参与，制定规则，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首先要有力量，要有自己的技术

能力，管制能力，世界协调能力，互联网治理能力，

以有实力做为基础。要争取准备好，让现在的年轻人

面向未来，成为未来的创造者、建设者和使用者。

目前我们使用 IPv4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在很

多情况下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所以要面向未来，

希望在 2020 年时有更多的 IPv6 的技术，希望为未来

的发展做好储备。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学校的各位老

师、网络中心维护好网络环境，提供好的科研实验环

境，让大家共同努力，培养更多的“下一代互联网”

人才，推动 IPv6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本文根据北京邮电大学马严教授在“第二届下一代互联网与高校应

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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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的 教 师 与 IT 关 系 的 研 究

中，我们仅仅选出那些在并行的本科生与

IT 关系的研究中相似的发现进行展示和讨

论。理解教师们与 IT 技术的联系，了解

他们如何运用技术和看待 IT 服务，对于

满足教学技术和研究计算需求是至关重要

的。基于大量的调查反馈，本报告做出的

结论陈述是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不同学

校对这些发现成果的应用是不同的。在特

定的本地情境下，每所学校的工作重点、

战略愿景和文化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

些发现的含义和利用方式。更进一步地，

将本报告中与教师有关的发现和 ECAR 的

系列报告中与本科生有关的发现相结合，

能够帮助学校更深入地理解和学校运行各

个方面相关联的校园 IT 服务。因此，在

教师使用校园 IT 的探讨方面，本报告不

是结束，而仅仅是起点。

校园 IT 的总体体验

总的来说，教师们对学校的信息技术状

况和相关支持非常满意。在回答要求他们描

述在学校的总体信息技术体验的问题时，有

71% 的教师受访者认为体验“好”或者“极

好”，只有 16% 认为“一般”或者“差”。

副学士和学士层次学校（按照美国的

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的受访者对学校信

息技术状况和相关支持的满意程度远远超

过了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学校。此现象的原

因尚不清楚。正如下文将讨论的那样，按

照卡内基分类，没有哪种类型的学校向教

师提供计算设备的可能性更高，也没有任

何特定类型学校的教师使用学校的 IT 服

务台的可能性更高。更令人惊讶的是，全

职和兼职教师的满意度和不同学术职称之

间的满意度也没有显著差异。

然而，教师对学校信息技术体验的满

意度却因寻求技术支持途径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教师通过学校的服务台寻求技术支

持最可能（76%）为学校的总体信息技术

体验给予“好”或者“极好”的评分，而

寻求从朋友或学生那里寻求技术支持的教

师则最可能（20%）为学校的总体信息技

术体验给予“一般”或“差”的评分。在

下文“技术支持”一节中的报告显示，服

务台是教师寻求技术支持的首选，而“问

朋友”排名倒数，“问助

教或助研”则排在末尾，

尽管向这些个人寻求技术

支持的教师大多也认为学

校的总体信息技术体验是

“好”或者“极好”的（71%）。

最后这项发现可能表示，

助教和助研有一项部分隐

藏的功能，那就是或多或

少地作为教师的非正式的

技术支持。这有助于学校

IT 部门拓展工作，致力于

以“培训培训者”，向助

教和助研提供信息技术培

训。助教和助研接受的类

似的培训都很可能使教师们受益。

信息技术支持

当受访者被问道：“当你在工作中需

要技术支持或协助时，通常会怎么做？”

受访者可以在提供的 9 个项目中最多选择

3 个。如图 1 所示，首先要注意的是回答

非常清晰地分成了两组：接近一半到四分

之三的受访者选择了第一组的项目，而只

有不到 10% 的受访者选择了第二组的项

目。这两组选项明显是按照是否被认为有

专业能力而区分开的。目前还不清楚教师

们从这些来源中获取信息的顺序，也就是

哪个咨询渠道被首先、其次、然后采用等。

无论如何，大多数教师从那些他们认为代

编者按

《教师与信息技术研究报告》是ECAR（EDUCAUSE应用研究中心）2017年对教师与信息技术（IT）关系的第三次研究的成果。

尽管在过去几年中研究报告的形式、功能和结论都在不断演进，而期待能对教师如何运用 IT 服务教学和研究加以理解，始终是

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本刊将分期连载这篇报告，本期主要阐述报告核心发现及教师校园 IT 体验等内容。

教师对学校信息安全培训认知不高
——2017 年 ECAR教师与信息技术研究报告（一）

图 1  教师寻求技术支持的途径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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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专业能力的渠道寻求信息，例如学校的

服务台、同事，或者靠他们自己。其他信

息来源则远远落在后面。

当然，教师是在一种声誉经济中运作

的，而声誉主要基于专业知识。因此，教

师们将他们认为代表专业能力的信息来源

放在首位，并将其他来源排除在外，也就

不足为奇。教师们对专业能力的认知可能

是不正确的：例如，助教或助研可能实际

上对特定的 IT 问题有相当的了解，而公

司或许是其产品信息的最佳来源；但这都

不是重点。信息搜寻者可能无法领会到某

个信息源的存在，因而认知即现实：教师

会把代表专业能力的来源放在首位，特别

是当来源是他们自己或同事的时候。几十

年来，对信息搜寻行为和信息搜索过程的

研究成果，大部分都表明最省力原则适用

于信息搜寻和许多其他领域。在信息搜寻

中超越简单的满意策略是可能的，不过需

要经验。当然，教师们拥有这样的经验，

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研究生院的多年训

练，使得依靠和信任专业能力已经为教师

们的第二天性。

这些发现对学校 IT 服务台有明确的启

示。许多服务台设置在图书馆或其他地方，

旨在方便学生。然而，教师比学生使用学

校服务台的比例更高。目前，教师们利用

服务台的方式还不明确，但是更多的教师

似乎是通过媒体（电话、电子邮件等），

而不是面对面的（在服务台）。因此，校

园 IT 部门未必要将服务台转向教师，但至

少应该为教师经常遇到的问题提供重要支

持（例如 LMS 功能协助，提供在旅行时连

接学校的服务等）。许多学校的 IT 支持分

布在各个学术机构，采用的是集中和分布

混合的形式，因此本地的服务台就处于能

够提供定制的支持服务的良好地位上。

学校的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学校 IT 部门向所有人提

供的培训中的一种。受访者回答了一系列

有关这类培训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

校是否提供了信息安全培训，无论是强制

的还是可选的。在这个问题上的发现可能

是整个系列中最令人震惊的：如图 2 所示，

全部教师中有 48% 的人不知道学校是否

提供信息安全培训。

在肯定回答的受访者中，无论是强制

的还是可选的，都被问到在过去的 12 个月

里是否参加过这种培训。在提供信息安全

培训的学校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没有参加过，三分之二

的参加过。进一步分解来看，在强制进行

信息安全培训的学校中，81% 的教师在过

去的 12 个月中参加了这个培训，而提供可

选的信息安全培训的学校中，参加的教师

只有 30%。毫无意外，如果信息安全培训

是可选的，那么大多数教师都不会参加。

当然，可能一些学校不需要每年都对教师

进行信息安全培训，所以即使是强制性的，

也有一些被调查者可能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

没有参加。第三种可能性是，教师们可能

认为他们并不需要信息安全培训。

受访者还回答了一组问题，关于他们

对学校信息安全实践的信心，以及学校保

护各种类型信息的能力。总的来说，教师

对学校的信息安全实践的信任程度很高：

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

同意说他们对学校保护信息的能力有信

心。这与 2015 年教师调查的结果相一致，

并且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和 2015 年相

比有更大比例的受访者（增加了近 30 个

百分点）同意或强烈同意说他们在 2017

年“理解大学的数据相关政策”。这充分

说明了学校 IT 部门过去的两年中在政策

沟通方面所做的努力。

也许这组问题中最重要的发现是 63%

的教师反对或强烈反对说学校的安全政策

阻碍了他们的工作成效。换句话说，对于

大多数受访者来说，学校安全政策或多或

少是不可见的。这一发现可以被解读为，

只要信息安全政策是或多或少不可见的，

教师们就对学校的信息安全实践充满信心。

更进一步，只要学校的信息安全政策不可

见，教师们就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些政策方

面的培训。

现在回到关于信息安全培训的问题

上，回答说在过去 12 个月参加了学校的

信息安全培训的受访者被问到了第三个问

题：这种培训有用吗？也许不出所料的是，

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54%）是中间尺

度的“一般有用”。而且，大约有三分之

一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培训非常有用。

最后，那些回答说学校的信息安全培

训不是很有用或者根本没有用处的受访者

被问到了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学校

怎样才能让信息安全培训变得更有用？预

料之中的是，由于只有那些对先前的问题

作出消极反应的人被问到，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是相当消极的。无论如何，这些反馈

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和可行的建议。其中

的一个普遍的主题是对第三方培训视频的

极度厌恶。某些反馈中，受访者表示这些视

频过时了，明显削弱了其中信息的意义。一

些受访者表示，这些视频的内容都是常识（比

如如何创建安全的密码），因此有受到轻视

的感受。有几位受访者认为，书面材料可以

在更短的时间内传达相同的信息，而不那么

令人恼火。更多的人建议，面对面授课和在

教室里进行的现场培训会更加令人接受。

这些反馈中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主题

是要根据学校、学科，以及教师的数据和

活动的类型而定制培训。许多受访者表示，

培训太笼统了，不太有用。他们更喜欢对

他们所用工具的专门建议，而不仅仅是安

图 2  教师对学校信息安全培训的认知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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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学校的企业级信息安全套装。他们要的

是特定情境下实施的专门策略，以及关于

识别如钓鱼邮件和安全漏洞等安全问题方

面的信息。尽管少数受访者认为这种培训

技术性太强，但是很多人认为这对于经验

丰富的技术使用者而言这太简单了。许多

受访者建议，应该有更高级的培训，而且

应该能够选择免除更初级的培训。有若干

受访者显然是来自于人文学科的教师，因

此一个较小但是重要的主题是，这类培训

是面向保护研究数据安全的，而基本没有

提到在如创造性写作或图形艺术系中教师

们产出的那些创造性工作。这些案例为学

校（或学校被授权使用或购买此类培训的

组织）强调了信息安全培训的定制需求，

不仅仅是保持内容相关和更新，而且要确

保培训信息广为教师们所知。

设备拥有情况

IT 几乎融入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

因此使用个人用途和专业用途的设备对于

教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受访者被问及是

否拥有自己的设备，以及学校是否会提供

一组通用设备。调查发现，笔记本电脑继

续成为教师的主力工具，有 97% 的教师每

人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综合了学校提供

和个人拥有的）。台式机紧追其后，85%

的教师每人都有一台（也是综合了学校提

供和个人拥有的）。一半以上的教师拥有

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是学校提供的，而

且笔记本电脑比台式机在这个方面更占优

势（61% 比 51%）。与 2015 年的教师研究

相比，为教师提供笔记本电脑的学校比例有

略微上升。

图 3 显示了关于教师个人拥有的同样

类型设备的数据，读图时要沿着对角线方

向的箭头向下移动。网格中的大多数单元

都是交叉项：5% 的教师个人拥有台式机

和智能手机，12% 拥有笔记本电脑和智能

手机，26% 拥有全部四种设备，22% 拥有

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只有

不到 1% 的教师只拥有平板电脑，而令人

惊讶的是，3% 的教师没有任何一种设备。

在卡内基分类中属于不同类型的学校

在为教师提供设备方面并没有明显差别，

不过在学科之间是存在某些差异的。某些

学科传统上是职业型的，然而随着数据科

学的出现正在变得越来越计算机化（如农

业和自然资源、制造、建筑、维修和交通等），

其中的教师更可能拥有学校提供的台式机

和笔记本电脑；而人文学科（如文学、艺

术和表演等）则最不可能。一定程度上出

人意料的是，通常被认为是需要高性能计

算的学科（如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却稳固

地居于榜单中游。后一项发现可能反映了

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学科确实需要高性

能计算，因此这些学科的一些教师可以通

过研究经费来获得硬件供应，而不是使用

并不适合他们计算需求的学校标准设备。

教师们拥有设备的主要操作系统是

Windows（75% 的台式机和 63% 的笔记

本电脑），尽管有大量的 Mac 用户（21%

的台式机和 33% 的笔记本电脑）。Linux

和 Chrome OS 的用户基础很小，但可能非

常忠实：Linux 占台式机的 2% 和笔记本

电脑的 1%，而 Chrome OS 占 2%。

尽管学校提供了硬件设备，许多教师

还是会购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学校提供

台式机的教师中约有 73% 还拥有一台个

人笔记本电脑。学校提供笔记本电脑的教

员中，约有 45% 拥有另一台个

人笔记本电脑。因为个人笔记本

电脑可能没有安装学校提供的任

何安全工具套装，鉴于使用个人

笔记本电脑的地点和目的，这可

能会给学校带来安全风险。

拥 有 笔 记 本 电 脑 的 教 师

比拥有台式机的多，这与不同

情境下发现的设备拥有趋势是

一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在美

国，笔记本电脑的拥有量大致

在 2011 年超过了台式机的拥

有量。笔记本电脑日益成为个

人偏好拥有的“重型”设备，

这反映了计算移动性的普遍提高。与此相

印证的是，和 2015 年教师调查相比，拥

有注入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轻型”设

备的教师比例有轻微的提升。尤其是智能

手机已经变得普遍化，93% 的教师都个人

拥有一部。尽管如此，22% 的受访者表示

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平板电脑，但只有 2%

的受访者的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智能手机。

如上所述，大多数高等学校都为教

师提供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这是有道理

的，因为这些设备和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相比，支持某些种类的复杂应用的能力更

强，如统计分析软件等；也更容易用于生

产工作，如写作和批改论文等。鉴于教师

的工作涉及大量的写作和评分，学校为这

些“重型”设备提供支持仍然是有意义的。

不过，这里和 2017 年学生研究的结果有

一个有趣的交叉：整整 83% 的学生使用

智能手机从事与课程相关的活动，而 25%

的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学习全部课程；三分

之二的学生认为能够使用智能手机从事课

程活动是非常或极其重要的。鉴于学生们

广泛使用手持设备从事课程活动，考虑向

教师提供类似设备或分担成本以便更好地

使教师能在学生们所处环境和平台上提供

支持，可能是值得高等院校考虑的。 （责

编：杨洁）

（来源：EDUCAUSE 应用研究中心 翻译：陈强）

图 3  个人信息设备的拥有情况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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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欧盟委员会发布《面向 2018-2020 年的 H2020 未

来和新兴技术（FET）工作计划》，从支持全新技术理念、推动

新兴技术和高性能计算技术发展、支持旗舰计划等方面详细介绍

了 2018 年 FET 方面的工作重点。下面对其中涉及信息科技领域

的相关技术未来研发活动进行简要介绍。

高性能计算（HPC）

1  系统软件和管理。处理自适应和动态调度，系统组件的

异质性，高效的数据访问、传输和通信，新兴 HPC 和高性能数

据分析的新型执行模型。

2  编程环境。通过编程模型和系统软件堆栈的进步，降低

编程复杂性并提高可扩展性，解决代码可维护性和功能可移植性

问题。同时，解决编程环境的互操作问题。

3  以数据为中心的 E 级计算的 I/O 和存储环境问题。满足

整体系统性能的可预测性、功能丰富和灵活的数据访问和存储系

统 API，大数据量的备份和检索等。

4  数据密集型超级计算和新兴 HPC 使用模式。解决在 E

级 HPC 系统上高效执行大数据软件框架和工作负载的问题。

5  用于 E 级计算和数据的数学方法和算法。影响系统能量

减少和弹性问题，可在不同 HPC 体系结构上应用和高效实现。

工作应与 HPC 和 E 级数据架构和技术以及相关应用相联系。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日前决定将四所

高校新纳入“CyberCorps：服务奖学金”（SFS）计划，

以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发展。未来一年，四所高校将

获得近 570 万美元，具体获资高校及金额如下所示：

普渡大学西北校区，120 万美元（未来五年约 360 万

美元）；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160 万美元（未来五

年约 500 万美元）；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130 万美

元（未来五年约 350 万美元）；德州农工大学主校区，

150 万美元（未来五年约 440 万美元）。

高校将利用这笔资金颁发奖学金，包括全

额学费和 3.4 万美元的网络安全职位工作津贴。

这些高校均在网络安全方面设立学术项目，其中

部分高校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国土安全部指定

为网络安全卓越中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为“CyberCorps 

SFS”计划中的 70 所学校提出一些补充。例如，马里兰大学将

把“CyberCorps SFS”计划整合到学生的高级网络安全实践课程中，

欧盟发布面向2018-2020年的未来和新兴技术工作计划

量子技术

1  量子通信。开发最先进的网络设备、应用和系统。与现

有通信网络和标准加密系统以及独立于设备的协议兼容的成本效

益型解决方案、设备和系统，应涉及工程、协议、认证、软件、

算法等方面，并对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加以验证。

2  量子计算系统。开发开放的量子计算机实验系统和平台，

整合关键构建模块，如量子处理器（> 10 个量子位）、控制电子

设备、软件堆栈、算法和应用等。解决大系统（> 100 个量子位）

的可扩展性、量子计算的验证、容错性，以及具体计算问题。

3  量子模拟。基于现有物理平台进行运行示范，这些平台

可实现超过 50 个相互作用量子单元和 / 或完全的本地控制。在

解决科学或产业问题方面，展示经验证的量子优势。解决方案需

要包括协议的开发、验证方案和控制、仿真软件、系统配置和优

化。应解决更大量子系统的可扩展性问题。

4  量子测量与传感。利用其在控制基本量子特性方面的优

势，开发可用于成像、医疗保健、地球科学、户外和室内导航、

时间或频率、磁性或电气测量，以及新颖测量标准等特定领域

的量子传感器。

5  基础科学。研究和发展基本理论和组成部分，以解决上

述 4 个领域中至少一个领域量子技术发展相关的基本挑战。

美国NSF拨款570万美元支持四所大学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科技战略情报团队编译）

并已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普渡大学

西北校区将为社区学院的学生建立一个四年制网络安全学习的无

缝衔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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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nternet 网络扩展园区网最简单的做法是建立 L2VPN，

即通过 VPN 隧道将以太网数据包经过加密后利用 Internet 网络传

递，从而完成双方的通信。

常见的 L2VPN 或能实现类似 L2 隧道功能的程序对比见表 1。

VxLAN 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内部解决 VLAN 扩展性问题，

OpenVPN 用于远程用户的连接，不适合用来建立隧道扩展网络。

如图 1 所示，VTun 和 Tinc 可以利用 Internet 网络建立隧道，

在 tap 接口间转发数据包。将以太网接口和 tap 接口加入同一个

网桥，由 Linux 的网桥处理逻辑实现网卡与 tap 接口间数据包的

转发，从而可以完整实现以太网透传隧道功能。如果使用两个

UDP 连接（如不同的 ISP 线路）实现线路备用，需要配置两条隧道，

并启用生成树协议以避免环路。由于公网的连通性不能实时反映

到 tap 虚拟接口 up/down 状态，公网连接不稳定时会无法避免形

成短时的环路，引起网络广播风暴，这对以太网是致命的。并且

在生成树状态切换时会有若干秒网络处于中断状态。

本文实现的 Ethernet Over UDP[5]（简称 EthUDP，代码在

https://github.com/bg6cq/ethudp），支持使用 IPv4 和 IPv6 建立隧道，

支持一方使用动态地址或 NAT 环境后的连接，并可以验证对方

IP 地址。

RAW SOCKET 接收和发送数据包

在 Linux 中，使用 raw socket[6] 可以跳过 TCP/IP 处理逻辑，

直接在以太网接口接收和发送数据包。

使用 raw socket 机制从网卡接收以太网数据包并利用 UDP

发送给远端，同时从 UDP 接收远端发来的数据包并通过网卡直

接发出，可以直接实现桥接功能，避免了 VTun、Tinc 两种实现

方式中的网桥处理步骤。

从特定以太网接口接收数据包时，需要建立 PF_PACKET 类

型的 raw socket，将接口设置为混杂模式，并绑定到该接口。将

来使用 recvmsg 调用即可接收数据包。接收到的数据包不含通过

raw socket 发送的数据包，正好避免了环路重复包。
int32_t ifindex, fdraw,val=1;

struct ifreq ifr;

struct sockaddr_ll sll;

fdraw = socket(PF_PACKET, SOCK_RAW, htons(ETH_P_ALL));

strncpy(ifr.ifr_name, ifname, IFNAMSIZ);

ioctl(fdraw, SIOCGIFINDEX, &ifr);

ifindex = ifr.ifr_ifindex;

使用 UDP 传送以太网数据包扩展园区网
摘要：本文将以太网数据包经过压缩、加密后利用 UDP 传送，实现一种直接在以太网层将园区网通过 Internet 网络扩展的

L2VPN 功能。使用 raw socket 机制接收和发送以太网数据包，避免了其他实现方式的网桥处理步骤；使用 PING/PONG 机制在主备

2 个 UDP 连接间实现自动故障发现和主备自动切换，避免使用传统的生成树机制，简化了配置并能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使用高速

的 LZ4 压缩算法，使得本文的实现可以在高带宽时尽量少影响性能。实现中还支持一方处于 NAT 环境，支持 VLAN 号的重新映射

以避免 VLAN 冲突，适应更加灵活的应用场景。

方式 NAT 支持 加密 压缩

VxLAN[1] X X X

VTun[2] √ √ LZO/zlib

Tinc[3] √ √ LZO/zlib

OpenVPN[4] √ √ LZO

表 1  L2 隧道功能实现方式对比
图 1  以太网透传隧道原理

VPN1 VPN2

VPN5      VPN6        VPN7 VPN5      VPN6        VPN7

网桥 网桥VPN 隧道

Internet

tap0 tap0

eth0 eth0

eth1 e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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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ctl(fdraw, SIOCGIFFLAGS, &ifr);

ifr.ifr_flags |= IFF_PROMISC;

ioctl(fdraw, SIOCSIFFLAGS, &ifr);

sll.sll_family = AF_PACKET;

sll.sll_protocol = htons(ETH_P_ALL);

sll.sll_ifindex = ifindex;

bind(fdraw, (struct sockaddr *)&sll, sizeof(sll);

向特定接口发送数据包时，只要提供接口索引调用 sendto

即可将完整的以太网数据包发送出去：
struct sockaddr_ll sll;

sll.sll_family = AF_PACKET;

sll.sll_protocol = htons(ETH_P_ALL);

sll.sll_ifindex = ifindex;

sendto(fdraw, buf, len, 0, (struct sockaddr *)&sll, sizeof(sll));

PING/PONG 机制

EthUDP 每隔 1 秒钟利用 UDP 向对方发送 PING 消息，每一

方收到 PING 消息后会立即应答 PONG 消息。

主备两个 UDP 连接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在连续的 5 秒钟内

未从主连接收到对方的 PONG 消息，会认为主连接中断，立即将

备用连接设定为当前在用连接，将来需要转发的以太网数据包将

通过备用连接发送。一旦再次从主连接接收到对方的 PONG 消息，

立即切换回主连接。这个简单的机制可以在主备 2 个 UDP 连接

间实现自动故障发现和主备自动切换。 

发送以太网数据包时，发送方只会通过主备 UDP 连接中的

一个发送，不需要使用生成树协议也能从根本上确保不会发生

环路情况，彻底避免了广播风暴问题，能大大提高系统运行的

稳定性。

LZ4 压缩 /AES 加密

为了适应高速网络，EthUDP 可选使用 LZ4[7] 高速算法对发

送数据包进行压缩，在高带宽环境下尽量少影响性能。

启用压缩后，EthUDP 在每个数据包后增加一个字节作为

是否压缩的标志。当原始数据包使用 LZ4 压缩无效（压缩后的

长度没有减少）时，该标志为 0xaa；有效压缩时为 0xff。通过

这样的机制，一个数据包即便无法有效压缩，也仅仅多传输 1

个字节。

EthUDP 可选使用 openssl[8] 提供的 AES CBC 算法对发送数据

包进行简单加密。加密处理中使用 openssl 标准填充方式填充，

每个数据包加密后可能会增加 1-16 字节。

VLAN 映射

将两个局域网相连时，经常会碰到 vlan 编号冲突问题。通

常的解决办法是切换到某一方不使用的 vlan，以解决冲突问题。

但这样对于双方已经在用的 vlan 比较麻烦。

EthUDP 增加了可选的 vlan 编号映射步骤，在发送前将本地

的一个 vlan 编号转换成另一个，接收时再转换回来，方便解决

vlan 冲突，适应更加灵活的应用场景。

EthUDP 进程设计与实现

EthUDP 是运行在用户态空间的多线程进程。进程启动初始

化时会建立相关的 UDP 连接（如果指明的 UDP 端口为 0，则为

NAT 模式，暂时不建立连接），打开指定网卡的 raw socket，然

后启动以下 3 种线程。

1. 以太网接口数据包接收转发线程

线程处于如下循环：

从以太网接口接收数据包；

如果有 MSS 调整，对 tcp syn 包修改 MSS；

如果有 VLAN 映射，将以太网包头的 VLAN 编号改为对方

VLAN 编号；

如果需要，进行压缩和加密处理；

通过在用的 UDP 连接发送给对方。

2.UDP 数据包接收转发线程

每个 UDP 连接对应一个接收线程，因此主备两个连接时启

动 2 个线程。线程处于如下循环：

从 UDP 端口接收数据包；

如果需要，进行解密和解压缩处理；

如果是 NAT 环境，判断是否需要更新对方地址和端口号信息；

如果是 PING 消息，发送 PONG 消息应答；

如果是 PONG 消息，更新最后接收时间；

如果有 VLAN 映射，将以太网包头的 VLAN 编号改为我方

VLAN 编号；

如果有 MSS 调整，对 tcp syn 包修改 MSS；

通过 raw socket 发送数据包。

3.ping/pong 消息处理线程

线程处于如下循环：

向 UDP 连接发送 PING 消息；

如果主连接最后接收 PONG 消息是 5 秒前，设定备用连接

为在用 UDP 连接；

每间隔 1 小时，输出收发数据包 / 字节 / 压缩效率等统计信息；

等待 1 秒。

EthUDP 进程的每个线程仅仅处理一个方向的数据包转发，

这样的设计可以充分发挥多核 CPU 的作用。正常运行时，上述 5.1

和 5.2 线程会占用 CPU 时间，因此建议运行 EthUDP 的机器或虚

拟机至少能允许 2 个线程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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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评估和性能对比测试

隧道传输时，原有的数据包外增加一组 UDP、IP、以太网

数据包头，会导致传输效率的降低。

对于 1G 以太网链路，不启用 TIME_STAMP 选项的 TCP 连

接，以 128 字节的有效 TCP 载荷为例，在以太网传输时需要添

加 TCP 头、IP 头、以太网头、帧间隔、帧开始、尾部 CRC 分

别 20、20、14、12、8、4 字节（合计 78 字节）后为 206 字节。

最大有效传输速率是 1000*128/206=621Mbps。

使 用 不 加 密 不 压 缩 的 UDP 隧 道 时， 增 加 UDP 头、IP

头、 以 太 网 头 分 别 8、20、14 字 节（ 合 计 42 字 节） 后， 在

以 太 网 传 输 合 计 206+42=248 字 节， 最 大 有 效 传 输 速 率 是

1000*128/248=516Mbps。当使用 AES-128-CBC 或 AES-256-CBC

算法加密时，有效载荷、TCP 头、IP 头、以太网头分别是 128、

20、20、14 字节合计 182 字节需要加密，加密填充后变为 192 字节，

增加了 10 字节，最终在以太网传输时合计为 258 字节，最大有

效传输速率是 1000*128/258=496Mbps。

为了测试有效传输速率，按照图 2 搭建了效率评估测试环境。

4 台虚拟机（VMware 虚拟机 VPN1 和 VPN2 的网卡 eth1 连接的网

络需修改安全选项允许修改源地址）通过 1G 线路互连。每台虚

拟机有 4 个 Intel E5-2640 v2 @ 2.00GHz CPU 核心，安装 CentOS 

6.9 系 统， 测 试 用 的 iperf 版 本 为 2.0.5。VPN1 和 VPN2 上 运 行

EthUDP 程序，分别使用不加密、AES-128-CBC 加密和 AES-256-

CBC 加密方式，在 192.168.1.1 上执行 iperf -s 作为服务器端，在

192.168.1.2 上执行 iperf -c 192.168.1.1 -t 10 -m -M MSS（其中 MSS

依次使用 128、256、512、1024 等值）测试有效传输速率。每个

MSS 值测试 5 次取平均值，测试的结果如图 3 所示（其中测试速

率是直接在 VPN1 和 VPN2 之间直接通信的速率）。

测试结果表明：不做任何隧道时 MSS 256 字节逐步接近理

论最大速率；不加密的隧道时 MSS 512 字节逐步接近理论最大值，

而无论是 AES-128-CBC 或 AES-256-CBC 加密时 MSS 1024 字节

才逐步接近理论最大速率。

为了与 Vtun、Tinc 等可以实现类功能的程序对比测试，按

照图 4 搭建了测试环境。其中 VPN1 位于合肥，VPN2 位于上海，

两者之间通过 1G 的以太网线路互连，ping 延迟 10ms。

4 台虚拟机通过 1G 线路互连，虚拟机的配置与上述测试

相 同， 其 中 192.168.1.1 和 192.168.1.2 的 内 核 升 级 到 4.11.6 并

启用 TCP BBR 拥塞控制算法。在 VPN1 和 VPN2 之间分别运行

EthUDP、VTun 和 Tinc 不压缩不加密、仅启用压缩、同时启用压

缩和加密三种模式，使用 iperf 测试从 192.168.1.2 向 192.168.1.1

的实际传输速率。

测试时共使用四种数据负载：第一种是 iperf 默认的数据负

载（字符序列 0-9 的重复）；第二种是长度为 408MB 的 CentOS 

6.9 x86_64 最小系统安装光盘镜像文件 centos.iso；第三种是下

载 news.sina. com.cn 和 news.163.com 页面镜像文件复制若干份

后用 tar 打包成 417MB 的 icp.tar 文件；第四种是从 https://cs.fit.

edu/~mmahoney/compression/textdata.html 下载 enwik8.zip 解压获取

文件复制 4 份后用 tar 打包成 382MB 的 enwik8.tar 文件。

Vtun在启用加密功能时会出现异常中断无法完成测试过程，

因此仅仅测试了不压缩不加密和仅压缩两种模式。传输速率测试

结果如图 5 所示。测试结果表明 EthUDP 性能最优，Tinc 性能最

差。即便启用压缩和加密功能，EthUDP 也可以达到 700Mbps 以

上的带宽。而一旦启用压缩功能，Vtun 和 Tinc 的性能急剧下降

到 100Mbps 附近。

每次测试时记录 VPN2 上 eth0 和 eth1 网卡的发送和接收字

图 3  效率评估测试结果

图 4  对比测试环境

图 2  效率评估测试环境

eth1 eth1

eth0

VPN1 VPN2

192.168.2.1

192.168.2.2

192.168.1.2192.168.1.1

VPN1 VPN2

eth1 eth1

eth0

192.168.1.2192.168.1.1

10.1.1.2 10.2.1.2eth0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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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数，计算隧道传输效率（eth1 接收字节 /eth0 发送字节，越大

传输效率越高）。各种测试的传输效率对比结果如图 6 所示。

测试结果表明大数据包传输时，对于 iperf 默认负载的字

符 0-9 序列内容，一旦启用压缩均可以实现 10 倍的传输效率；

对于已经充分压缩过的内容，传输效率在 0.95-0.99 之间；对于

测试的文本内容，Vtun 和 Tinc 可以实现 1.40 的传输效率，而

EthUDP 仅可以实现 1.20 的传输效率（但传输速率并未显著降低）。

应用环境和效果

EthUDP 已应用在如下环境：

1. 跨国互连的未来网络试验用透明以太网隧道

2013 年 9 月，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未 来 网 络 实 验 室 使 用

EthUDP 利用 Internet 通道建立透明以太网隧道与美国西北大学

的 iGENI 网络互连，通过透明以太网隧道开展广域范围的内容中

心网络（content centric networking）实验。

2. 安徽省教育和科研计算机主干网备份线路

安徽省教育和科研计算机主干网中心设在合肥，连接安徽

省的 16 个城市。从合肥至各个城市的设备间租用了运营商的 1G

以太网专线作为主用线路。

从合肥到各个城市间使用 EthUDP 利用另一个运营商的

参考文献：
[1] Virtual eXtensible Local Area Network (VXLAN): A Framework    for Overlaying Virtualized Layer 2 

Networks over Layer 3 Networks [EB/OL].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348

[2] VTun - Virtual Tunnels over TCP/IP networks[EB/OL]. http://vtun.sourceforge.net/

[3] Tinc VPN[EB/OL]. https://www.tinc-vpn.org/

[4]OpenVPN - Open Source VPN[EB/OL]. https://openvpn.net/

[5]Ethernet Over UDP [EB/OL]. http://github.com/bg6cq/ethudp

[6]A Guide to Using Raw Sockets[EB/OL]. http://opensourceforu.com/2015/03/a-guide-to-using-raw-

sockets/

[7] LZ4 - Extremely fast compression[EB/OL]. http://lz4.github.io/lz4/

[8] openssl[EB/OL]. https://www.openssl.org/

图 6  隧道接口传输效率测试结果

Internet 通道建立的透明以太网隧道作为备用线路，可以支持主

用线路上所使用的所有协议。

从 2014 年 5 月建成至今，备用线路工作正常，网络主干未

出现过单线路中断引起的断网情况，大大提高了网络可用性。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网延伸至中科大上海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要校区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同时位于上

海市浦东新区的中科大上海研究院有使用校园网的需求。

2017 年 6 月， 使 用 EthUDP 利 用 1G 线 路 和 电 信 100M 

Internet 线路作为主备连接建立透明以太网隧道，将位于合肥市

主校区的若干 VLAN 直接传送到位于上海浦东的研究院。位于上

海浦东的用户可以直接使用主校区 VLAN IP 地址上网；无线 AP

可以直接连接主校区的 AC，从而提供与主校区相同的无线网络

环境，极大地方便了网络管理和用户使用。

4. 兰州交通大学校园财务专网的便捷扩展

兰州交通大学校园财务系统建立有相对独立于校园网的专

用局域网。在某些场景下，如距离几十公里分校区的财务系统

接入、公共迎新场所的短期临时财务办公，兰州交通大学采用

EthUDP 在校园网上建立透明以太网隧道的方式实现财务专网扩

展。一端固定安放在财务中心，另一端随时可移动到需要扩展财

务专网的位置。EthUDP 通过加密传输实现专网的扩展，对财务

人员使用无任何变化感知，也避免了财务软件因网络变化而对配

置调整的要求，在保障学校要求财务处随时随地办公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EthUDP 使用 raw socket 机制接收和发送以太网数据包，将以

太网数据包经过压缩、加密后利用 UDP 传送，实现了一种直接在

以太网层将园区网通过 Internet 或其他网络扩展的 L2VPN 功能。

通过使用多个线程处理不同方向的数据包，并使用高速的

LZ4 压缩算法，EthUDP 相比能提供类似功能的 Vtun 和 Tinc 运

行更快，在高带宽时对性能影响少。使用 PING/PONG 机制在主

备 2 个 UDP 连接间实现自动故障发现和主备自动切换，简化了

配置并能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EthUDP 可以支持一方处于 NAT

环境，并且支持 VLAN 编号的重新映射以避免 VLAN 冲突，适

应更加灵活的应用场景。 （责编：陶春）

( 作者单位 1 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2 为兰州交通大学信息中心 )

图 5  传输速率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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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未  吴旭  刘宇  王磊  王存睿

引言

随着高校将核心系统思维以网络安全的名义封装在学校内

网，并以信息化的名义将整合的校内资源逐渐分离 [1]。例如：统

一身份认证系统、教务系统、网络流量计费系统、办公自动化

系统以及中心数据库。这种思维与日益开放的互联网产生了深

刻的矛盾，尤其近年来电信运营商减免流量资费的举动使更

多的人使用移动网络，而这些矛盾又是深层次的，如何打造

面向互联网的高校智慧校园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不可回避的

问题之一 [2]。

统一认证平台的废与立

统一身份认证一直作为高校信息化的核心系统之一，即判

断一个用户是否为合法用户的处理过程。最常用的简单身份认

证方式是系统核对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和口令，另一种复杂的身

份认证方式是将加密算法与协议融入其中 [3]。后者是目前常用形

式，前者缺乏核心思想和技术创新，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和弊病。

由于大多数用户采用简单密码组合，使得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

胁，尤其不法分子通过爬虫算法和智能验证码破译窃取系统库

大量个人身份信息。对个人身份认证采用对称加密校验和二维

码加密校验，使得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传统密码形式的统一身

份验证将在互联网身份验证下成为过去时。

人员信息中心数据库

目前人员中心数据库需要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

学生学籍和专业不断变化，以及教师职称、职务和工作部门不

断调整，这些变化目前主要是依赖于人事部门手动调整，不及

时不准确问题时常发生。最重要的是发生了错误信息，没有反

馈和纠正，因此人员信息中心数据库的质量和准确性在不断的

变化和调整中出现问题。此外，人员自身信息也经常发生变化，

哪些信息修改和更新的权限属于组织，哪些属于个人都需要进

行考虑。总之，构建弹性面向互联网的人员信息采集和管理平

台属于信息化基础设施重要环节。

一卡通身份验证

目前一卡通系统安全级别较低，高校的门禁和安保系统采

用明文协议传输信息方式被放置于专用网络很难与互联网联通，

此外遗失或过期的校园一卡通，由于没有及时注销容易被校外

人员利用，校内门禁与保安系统很难核实其真伪。

一卡通支付

如今移动支付在高校的普及非常之快，移动支付的比例在

很多高校稳步增长 , 极有取代校园一卡通的可能。此外一卡通的

结算需要与相应部门做大量交流工作，以及推广硬件设施投入。

教务信息系统

目前传统教务系统仅仅实现了学生选课、成绩查询和教师

教务管理等功能，在移动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智慧教务提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将教务业务系统有机整合到微信平台中设计移

动签到，反转课堂，实验预约等多个模块，实现互联互通与资

源共享的目的，解决了急需便捷信息化服务的问题，提升了学

校整体服务能力和办事效率。

本文结合近几年大连民族大学信息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归

纳总结了我校在信息化方面经验，提出了面向微信生态体系的

高校信息化建设研究。

面向微信生态体系的高校信息化建设

摘要：目前微信以多元化方式的发展拥有着广泛的用户群体 , 其服务号，企业号以及订阅号已经成为很多高校的门户和信息交

流渠道。近年来很多高校采购和开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和中心数据库，由于系统维护和延伸不仅成本高，而且可持续性较差，因此

系统利用率并不高。本文结合多年来高校信息化过程及信息化发展规律，详细论述了基于微信生态体系的新模式的统一身份认证和

人员信息中心数据库方案，以及基于微信生态体系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方案。经过大量实践表明，该模式不仅解决了传统身份验证的

问题而且方便了广大师生 , 此外 , 还详细论述基于微信生态体系下的智慧教室、移动数字校园、智能服务、门禁安全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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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微信的数字校园生态体系

基于微信的数字校园生态体系

微信作为主流的智能终端，即时社交通讯软件，有着庞大

的高校用户，高校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将其引入数字化校

园建设中 [4]。大连民族大学开发区校区在已建成的数字化校园系

统基础上，打造基于微信服务号，企业号，虚拟校园卡以及小

程序为基础的数字校园生态体系。同时，通过构建微生态体系，

实现业务系统之间的业务融合及信息共享，统一规划，统一部署，

一站式服务，同步上线。基于微信的数字校园生态体系如图 1

所示。

在建设进程中，要避免重复建设，杜绝数据孤岛，要顺势

而为，结合技术进步与用户需求的不断演进，在探索一体化微

信服务平台的同时，构筑统一的底层数据体系、规范标准的开

发接口与模型、提供统一身份认证服务、构建微信服务平台，

打造移动校园生态链，进而促使移动校园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5]。

移动服务体系数字校园方案

企业号，订阅号以及服务号是整个微信生态体系构建的核

心，它们提供了基础的开放能力服务和移动应用的管理服务并

实现应用的集中管理，同时，提供移动应用的分布式部署和扩

展的能力。多开发者开发的微信服务上线到企业号或者订阅号

中，需要我们能够提供很好的开放能力，如身份认证、人员信

息中心数据库、移动门禁身份验证、移动支付等。同时，能够

为开发者和使用者提供很好的支持 [6-8]。

统一身份认证

微信校园卡是微信官方推出的具备实体校园卡类似的身份

识别、消费功能，同时还能灵活配置，是永不丢失的电子版校

园卡。在功能上，微信校园卡可以完全替代实体校园卡，比如

消费刷卡、身份认证等，相比于实体卡易消磁折损，用虚拟的

微信校园卡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而且它和手机融为一体，

具备实体卡没有的一些优点。同时利用其微信企业号的推送优

势，为每一位在校师生提供方便领取微信校园卡的接口。微信

功能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人员信息中心数据库

首先通过底层数据库对接、RSS 定制

和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将各个部分的人员

信息整合到一起，根据微信适用标准，利

用微信企业号将数据进行统一处理，方便

向师生提供详细的信息服务 [9]。其次通过

掌握资源服务器的数据库权限及数据表结

构，并在各个部分资源平台上设置自动同

步程序，将资源服务器上的资源定期同步

到平台服务器。同时，利用网络爬虫方法从初始网页的 URL 开始，

在抓取过程中，不断从新页面上抽取更多 URL 放入队列，直到

满足系统设定的停止条件。

图 2  微信功能流程图

图 3  基于微信生态体系的人员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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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大连民族大学校园资源环境，构建了一套基于

微信生态体系采用多种数据整合的方式数字化校园人员信息系

统，如图 3 所示。

移动门禁身份验证

在传统的门禁已无法满足现代信息化需求的背景下，以移

动互联网和微信校园卡为基础的新型门禁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即用户通过微信校园卡扫码的方式，门禁控制系统通过中心数

据库系统进行信息的有效性验证，验证通过后发送开门指令，

实现不需要物理接触的无卡网络门禁系统。在后台，门禁管理

员可以对所有门的实时状态及用户的操作等行为进行监控，既

方便了管理，又提高了安全性。移动门禁身份验证流程方式如

图 4 所示。

虚拟校园一卡通

虚拟校园一卡通不同于实体校园卡，其存在于手机等移动

终端，由 App 生成二维码，带有院系信息，姓名等持卡人信息

的图片校园卡，用于校园

内考勤、消费、图书馆查

阅等诸多校内事务，如图

5 所示。

随着微信在师生中的

大量普及使用，尤其是微

信企业号强大的身份验证

与应用功能以及微信卡券

动态二维码的支持，使得微信企业号＋微信卡券的模式成为了

一种重要的虚拟校园卡形式。师生只需关注并认证微信企业号，

绑定自己的身份，并按照引导领取虚拟校园卡（微信会员卡）. 当

进行电子支付或身份识别时，只需点击微信卡包—会员卡—虚

拟校园卡，调用一卡通手机 App 内的动态二维码接口，显示一

个动态二维码给多媒体 POS 机进行扫码交易。使用微信卡券相

比 App，无需安装与升级，并可直接在消费后及时通过微信消

息进行推送，实现支付、消息推送的综合应用场景。

智慧教室

目前高校教室，实验室，机房面临学生广泛、教育教学资源

有限、实验项目众多等问题，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实验教学过

程的科学化管理，推动实验教学、科研成果的融合转化，成为高

校教育教学信息化管理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10-11]。2017 年大连

民族大学结合高校教学资源管理工作的具体需求，利用移动端微

信企业号实现查询，预约，以及反馈教室，实验室，机房等状态

信息功能。如图 6 所示。

 微信企业号是微信针对企业客户提供的移动服务功能，唯

有企业通讯录的成员才能关注企业号，它可配置多个类似服务号

的应用，发送信息数量无限制，以及实时信息共享 [12]。通过微信

企业号能及时查询和发布当前教室的最新消息，使得师生在移动

端快速了解教室使用情况，随时随地第进行预约。

本文结合多年来高校信息化过程和移动信息化发展规律，以

大连民族大学信息化为例，详细论述了基于微信生态体系的新模

式的统一身份认证和人员信息中心数据库方案，以及基于微信生

态体系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方案，同时，阐述了移动服务体系数字

校园方案，解决其私有权限与公有权限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数

据和服务的按需分配和共享。学校将只需专注于满足用户需求，

提升用户体验，快速响应，快速迭代，无须再考虑海量硬件资源

及大量的人力运维。用户通过微信服务平台即可随时随地获取应

用和服务。 （责编：高锦）

（作者单位为大连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图 5  虚拟校园一卡通

图 6  利用企业号实现预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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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DN 的 IPv4 与 IPv6 互联技术研究

文 / 胡力卫  单冉冉  唐勇  汪文勇

引言

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和各种各样新应用的产生，IPv4 网络

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如 IPv4 地址耗尽、安全性问题、QoS

（服务质量）问题、配置不够简便等。这些问题已严重阻碍了当

前互联网的发展，因此设计制定了新的 IPv6 协议 [1]。而要将当

前的 IPv4 网络完全升级为 IPv6 网络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因此

在未来一段漫长的时间内 IPv4 与 IPv6 会同时存在 [2]。为保证网

络业务的连续性，在 IPv4 与 IPv6 共存阶段必须引入 IPv6 过渡技

术 [3]。当前使用的每种过渡技术都只针对某一种特定应用需求而

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在实际部署中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在网络中添

加具有相应功能的设备，这不但会增加网络功能的复杂性，而且

配置复杂易造成资源浪费。

SDN[4]（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是由斯坦福大学 Clean 

Slate[5] 研究组提出的一种新型网络架构，其核心思想是将传统网

络中的网络控制与网络转发解耦分离成一个控制面和一个数据

面，控制面对外界开放标准控制接口，网络管理员可以使用这些

控制接口编写具体的网络应用程序从而达到对网络具体需求的控

制。而数据面仅根据来自控制面的命令对网络中数据通信进行转

发等处理。SDN 自从其问世以来，以其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对网

络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细粒度的管理和控制广受学术界和企业

界的关注。目前 OpenFlow[6] 作为 SDN 一种比较受最多认可实现

方式，在学术界、企业界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发展。因此 SDN 很

可能会成为下一代互联网体系架构 [7] 的方向。

SDN 出现后已经在很多方面得到关注和应用，但是如何在

传统 IPv6 过渡技术中引入结合 SDN 技术，从而解决 IPv4 与 IPv6

共存阶段网络的复杂性和业务的可持续性，目前还没有过多深入

的研究。本文在 SDN 框架基础上做的 IPv4 与 IPv6 互联技术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 SDN 的 IPv4 与 IPv6 互联系统的设计

本文在 SDN 框架基础上做了 IPv4 与 IPv6 互联技术的研究，

设计了基于 SDN 的 IPv4 和 IPv6 互联系统。在该系统中利用 SDN

的技术手段，用控制面提供的标准控制接口编写 IPv4 与 IPv6 互

联的应用软件，然后将其以插件的形式安装添加到 SDN 控制器

中，当控制器收到 IPv4 主机与 IPv6 主机间通信的数据包后，会

将数据包交给 IPv4 与 IPv6 互联的应用模块处理，然后将根据处

理结果在交换机中设置相应的转发规则。最后，交换机根据控制

器下发的转发规则数对数据包完成传输交换。可以看出采用了

SDN 后，不仅避免了在网络中为需要的实现某种功能而定制各种

配置复杂的网络设备，而且使网络功能的调试测试变得灵活方便。

即使以后不再需要某些网络应用功能，只需将相关应用模块从控

制器中移除即可，对网络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本文设计的基于 SDN 的 IPv4 与 IPv6 互联系统的模型如图 1

所示，整个系统由路由子系统和互联子系统两个子系统组成。路

由子系统设计实现在控制器中，该子系统会根据收到的跨网通信

数据包源目的 IP 地址在 SDN 网络中选择一条连接两个网络的路

径。这样对于连接到 SDN 网络的 IPv4 和 IPv6 网络而言，相当于

连接到一个中心路由器。如果将互联子系统同样设计实现在控制

器，那么所有 IPv4 与 IPv6 网络间的通信数据包都需要由控制器

处理，这将占用控制器大量的计算资源。不仅会造成网络 IPv4

与 IPv6 网络间的通信效率低下，而且会影响控制器对其他网络

业务的处理。因此互联系统在一台独立的设备中实现，即图中的

互联网关。控制器会为 IPv4 与 IPv6 网络间的数据通信在 SDN 网

络中选择一条经过互联网关设备的路径。

摘要：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的一种新型网络架构，其主要思想是将网络的控制面与数

据面分离，通过软件编程的方式来实现对网络的管理和控制。本文在 SDN 框架基础上做了 IPv4 与 IPv6 互联技术的研究，设计了基

于 SDN 的 IPv4 和 IPv6 互联系统。在该系统中利用 SDN 的技术手段，用控制面提供的标准控制接口编写 IPv4 与 IPv6 互联的应用软件，

实现 IPv4 数据包与 IPv6 数据包的协议翻译和地址转换，然后将其安装配置到 SDN 控制器中。这种方式不仅配置起来简单方便而且

不需要对原有 IPv4 和 IPv6 的网络设备做功能上的改动。当不需要 IPv4 与 IPv6 互联的需求时，只需从控制器中移除 IPv4 与 IPv6 互

联的功能即可，对网络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44 中国教育网络 2018.2-3

研究与发展 CERNET学术专栏

路由子系统

控制器为 IPv4 与 IPv6 网络间的数据通信选择路径需要根据

IP 地址判断数据包是否需要由互联网关处理或是数据包的出口

边界路由，SDN 控制器仅实现了对 SDN 网络的基本管理控制功能，

它实际管理的是一个二层链路网络，不支持不同网络间的三层路

由功能。因此本文在控制器的基本功能架构基础之上设计实现了

路由子系统，这样对于连接到 SDN 网络的其他网络来说相当于

连接到一个中心路由器上。路由子系统包括路由配置模块、路由

设备探测模块和路由信息管理模块理模块三个功能模块。

1. 路由配置模块：网络管理员通过该模块配置边界路由设备

和配置边界路由设备的网络可达信息，即边界路由设备的路由表。

2. 路由设备探测模块：该模块主要用来探测定位边界路由设

备在 SDN 网络中具体物理信息。

3. 路由信息管理模块：管理维护 SDN 网络中已知的边界路

由设备和边界路由设备中的网络可达信息。

互联子系统

控制器收到一个交换机不能处理的数据包后，若发现该数

据包需要翻译转换，则先将该数据包转发到互联网关由互联子系

统处理。互联网关收到该数据包后为数据包做协议翻译与地址转

换处理，然后将翻译转换完成的新数据包发送到网络中由控制器

继续处理。互联子系统包括 DNS-ALG[8]（Domain Name System- 

Application Layer Gateway）和 NAT-PT[9] [10]（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Protocol Translation) 模块两个功能模块。

1.NAT-PT 模块：主要是实现 IPv4 格式数据包与 IPv6 格式

数据包间的翻译转换，包括协议翻译与地址转换。

2.DNS-ALG 模块：在 NAT-PT 模块基础上，通过域名解析

建立 IPv4 地址与 IPv6 地址的映射。

基于 SDN 的 IPv4 与 IPv6 互联系统的实现

路由子系统

加入路由子系统后的控制器收到交换机不能处理的数据包

后处理流程如图 2 所示。路由子系统会根据数据包的目的 IP 地

址判断该数据包的目的主机是否在 SDN 网络，若目的主机在

SDN 网络，则按照控制器常规的处理流程即可；若不在，则路由

子系统会遍历其维护管理的所有边界路由网关设备实例，为该数

据包查询可以通过哪一个边界路由设备到达目的网络，找到正确

的边界路由设备后会获取其所连接的 SDN 交换机，最后按照控

制器常规处理流程在两个交换机间选择一条路径并下发流表。

互联网关设备也是一个边界路由设备，它所到达的网络包括

一个代表所有 IPv6 网络的 IPv4 网络和一个代表所有 IPv4 网络的

IPv6 网络。对于一个来自 IPv4 网络主机而目的主机在 IPv6 网络

的数据包而言，路由子系统会认为该数据包可以通过互联网关设

备到达目的网络，控

制器会将数据包转发

到互联网关设备。互

联网关设备将收到的

IPv4 数据包翻译转换

成 IPv6 数据包后发送

回 SDN 网络中，与之

前处理流程相似，路

由子系统为新的 IPv6

数据包找到出口边界

路由设备，然后控制

器选择一条转发路径

并下发流表到路径上

的交换机中。

要实现不同网络

间的三层路由选择，路由子系统需要管理维护边界路由网关设备的

逻辑信息和边界路由网关设备的网络可达信息。网络管理员可以通

过路由子系统的配置模块对配置两种信息。配置模块取得配置信息

参数后，根据具体参数细节确定配置类型。若要配置路由网关设备，

则先由探测模块构造设备探测消息并在 SDN 网络中广播该探测消

息，对于 IPv4 路由网关设备而言，探测消息是 ARP 地址请求报文；

对于 IPv6 路由网关设备而言，探测消息是 ICMPv6 邻居地址请求报

文。当控制器的基础功能模块收到探测消息的回复后，会为该设备

记录注册物信息，包括该设备在网络中具体位置。然后，路由子系

统的管理模块收到探测消息的回复后，为该设备创建逻辑实例，包

括该设备的路由表和路由选择方法等。至此路由网关设备配置完成。

若要为某个路由网关设备配置网络可达信息，路由子系统的管理模

块会根据具体参数找到对应的路由网关实例，然后在其路由表中增

加路由表项即可。

互联子系统

路由子系统解决了不同网络主机间通信的网络路由问题，

确定了数据包的传输路径。互联子系统则用来解决 IPv4 网络主

图 1  基于 SDN 的 IPv4 与 IPv6 互联系统模型

图 2   控制器路由选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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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 IPv6 网络主机间通信数据包的翻译转换问题。互联子系统

的详细实现架构如图 3 所示。整个架构除了三个功能模块还有

IP 消息队列和 DNS 消息队列两个消息队列，一个地址池和一张

地址转换表。互联子系统首先过滤分类接收到的数据包，若数据

包的目的 IP 地址是互联网关自身的 IP 地址且传输层的源端口号

或目的端口号是 53，则将该数据包放到 DNS 消息队列中，等待

DNS-ALG 模块处理；若数据包的目的 IP 地址是临时 IPv4 地址

池中的 IPv4 地址或是具体特定 96 位地址前缀的 IPv6 地址，则

将该数据包放到 IP 消息队列中，等待 NAT-PT 模块处理。

NAT-PT 模块主要从 IP 消息队列中获取消息，然后根据具

体的消息类型做翻译转换处理，根据消息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

具体处理流程如图 4 所示，大致可以分四步描述：

（1）从消息中获取原始数据包。

（2）根据数据包的 IPv4/IPv6 地址查询地址转换表，进行地

址映射转换。

（3） 根 据 数 据 包 的 实 际 情 况 对 IPv4/IPv6、ICMPv4/

ICMPv6、UDP 和 TCP 的头部字段进行翻译转换。

（4）将经过翻译后得到的新的数据包直接从链路层发送出

去，该数据包到达 SDN 网络的交换机后，交换机中没有可以匹

配的流表项所以将该数据包发送给控制器，由控制器继续处理。

DNS-ALG 模块主要从 DNS 消息队列中获取消息，然后根据具

体的消息类型做对应处理。根据消息的类型执行不同的处理方式。

（1）DNSv4：对于 IPv4 格式的 DNS 请求，将请求类型“A”

改为“AAAA”，然后将目的地址改为 IPv6 网络的 DNS 服务器地址，

源地址改为该互联子系统所在设备 IPv6 地址；对于 IPv4 格式的

DNS 应答，将请求类型“A”改为“AAAA”，为解析结果中的

IPv4 地址添加 96 位前缀，如该互联子系统使用的 64:ff9b::/96，

然后将目的地址改为 IPv6 网络的 DNS 地址。最后将翻译转换后

的数据包发送到 SDN 网络中由控制器继续处理。

（2）DNSv6：对于 DNS 请求，将请求类型“AAAA”改为“A”，

然后将目的地址改为 IPv4 网络的 DNS 服务器地址，源地址改为

该互联子系统所在设备 IPv4 地址；对于 IPv6 格式的 DNS 应答，

将请求类型“AAAA”改为“A”，为解析结果中的 IPv6 从地址

池中分配一个临时可用的 IPv4 地址，并将该 IPv4 地址与解析结

果中的 IPv6 地址作为地址映射对记录到地址映射转换表中，然

后将目的地址改为 IPv6 网络的 DNS 地址。最后将翻译转换后的

数据包发送到 SDN 网络中由控制器继续处理。

仿真与功能测试

仿真环境搭建

系统仿真所需要的设备与工具如表 1 所示，在本文的仿真实

验环境中，使用一台物理 PC 主机仿真模拟 SDN 网络。本文使用的

SDN 控制器是 Floodlight[11]，Floodlight 是一个开源的控制器，本文在

上面实现添加了路由子系统。本文选择 Open vSwitch[12] 模拟 SDN 交

换机，仿真搭建 SDN 网络拓扑。使用 VirtualBox 创建两台虚拟机，

详细情况参考表 1。搭建完成的实验仿真网络如图 5 所示。

功能测试

在对整个互联系统测试之前先在 Floodlight 控制器中配置添

加 SDN 网 络 边 界 路

由网关和配置添加边

界网关所达网络的路

由信息，这也是对路

由子系统的测试。在

该 实 验 仿 真 中， 虽

然 IPv4 主机 host1 和

IPv6 主 机 host2 分 别

代 表 实 际 与 SDN 网

络 相 连 的 IPv4 网 络

和 IPv6 网络，但他们

图 3  互联子系统的详细实现架构

图 4  NAT-PT 模块处理流程 图 5  实验环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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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 SDN 网络下普通主机，因此不需要将他们为边界路由网

关。但互联网关作为一台特殊的边界路由设备，它的可达网络是

222.205.38.0/24 和 64:ff9b::0/96，所以需要在路由子系统中对其设

置。因此实验中，将互联网关配置为 IPv4 边界路由网关和 IPv6

边界路由网关，然后配置这两个边界路由网关所达网络的路由信

息。图 6（a）是对 IPv4 网络边界路由网关和 IPv6 网络边界路由

网关的配置，图 6（b）则是对两个边界路由网关的路由表的配置。

现在进行测试 IPv4 主机 host1 与 IPv6 主机 host2 之间的连通性，

在 host1 上使用 host2 的域名“www.zyt.com”测试与 host2 的连通性，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IPv6 主机 host2 的域名“www.zyt.com”被解

析为 222.205.38.1，这是互联子系统中临时地址池中的地址，说明

互联网关在处理域名解析报文时为 host2 的 IPv6 地址从临时地址

池中分配了临时 IPv4 地址，完成了地址映射。

通过查看网桥 br0、br1 和 br2 中的流表项可以看到 host1 与

host2 间通信的全部过程。首先是网桥 br1，它只有 IPv4 协议的流

表项，如图 7（a）所示，可以看到 host1 与互联网关间的 UDP 类

型的报文通信，根据端口号可知这是他们之间的域名解析请求和

域名解析答复。还有 host1 与地址为 222.205.38.1 的主机间的通信

报文，这些报文的收发仍在 host1 与互联网关之间，这就是 host1

与 host2 整个通信过程的 IPv4 部分。其次是网桥 br0，它流表项既

有 IPv6 协议的流表项也有 IPv4 协议的流表项，从中可以看到报

文的翻译转换过程，如图 7（b）所示，根据报文类型和端口号，

不但可以看到互联网关与 host1 之间的域名解析报文的交互，而且

还有互联网关与 host2 之间的域名解析报文的交互。还有 host1 与

host2 通信报文的转换，可以看到在 host1 与 host2 通信的 IPv4 部分

中，host2 使用 IPv6 映射地址 222.205.38.1，而在在 host1 与 host2

通信的 IPv6 部分中，host1 使用 IPv4 映射地址 64:ff9b::c0a8:3802，

两部分的通信报文必须经过互联网关，由互联网关负责翻译转换。

最后是网桥 br2，它只有 IPv6 协议的流表项，与 br1 类似，不过

它展现的是 host1 与 host2 整个通信过程的 IPv6 部分。

在 IPv6 主机 host2 上使用 IPv4 主机 host1 的域名“www.zql.

com”测试与 host1 的连通性，同样可以得到预期的测试结果。

SDN 的出现带来一种以软件和驱动的方式管理控制网络，

它通过解耦传统网络的控制逻辑和数据逻辑形成的新型网络架构

对于传统网络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巨大的优势。本文就是在传统

IPv6 过渡技术基础上引入 SDN，利用其控制与转发分离的技术，

研究设计了基于 SDN 的 IPv4 与 IPv6 互联系统，整个互联系统路

由子系统和互联子系统两个子系统组成。路由子系统主要实现了

边界路由网关设备的配置、探测和路由表等信息的维护管理，

控制器会根据其维护的路由表在 SDN 网络拓扑中寻找一条连接

IPv4 网络和 IPv6 网络的路径。互联子系统则在 IPv4 主机与 IPv6

主机的通信过程中实现了域名解析阶段中 IPv4 地址与 IPv6 地址

的映射关系的建立和数据通信过程中 IPv4 数据包与 IPv6 数据包

间的协议翻译和地址转换。本文最后用 Floodlight 控制器、Open 

vSwitch 等工具搭建了基于 OpenFlow 技术的 SDN 仿真网络来对

互联系统进行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责编：高锦）

( 作者单位为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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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机 使用方式 作用 运行工具 IP 地址

PC1

宿主机
仿真 SDN 网络，
包括 SDN 交换机

和控制器

Floodlight、
OpenvSwitch、

VirtualBox

IPv4:192.168.56.1
IPv6:2000::1

虚拟机 代表 IPv4 网络 Bind9 IPv4:192.168.56.2

虚拟机 代表 IPv6 网络 Bind9 IPv6:2000::2

PC2 独立主机 作为互联网关 互联子系统程序

IPv4:192.168.56.3
IPv6:2000::3

地址池：
222.205.38.0/24
IPv4 映射网络：

64:ff9b::0/96

表 1  仿真工具

图 6  路由信息配置（(a) 边界路由网关配置；(b) 路由表配置）

图 7  交换机流表信息（(a)br1 流表信息；(b)br0 流表信息；(c)br2 流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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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图书漂流（bookcrossing）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是由

书友将自己拥有但不再阅读的书籍贴上特定的标签投放到公园长

凳、咖啡馆桌子、博物馆走廊、图书馆楼梯等公共场所，无偿提

供给拾取到的人阅读；拾取人阅读完后，再以相同的方式将书投

放到公共场所，让下一位爱书人阅读，以此不断循环漂流下去 [1]。

2004 年，“bookcrossing”一词被《牛津英语字典》收录 [2]，成

为图书漂流的专用名词。

国内最早的图书漂流活动开始于 2004 年，当时由春风文艺

出版社“放书漂流”三本畅销书，后来图书漂流活动逐渐在北京、

上海、深圳、青岛等城市逐渐兴起。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图书漂流活动开始被搬上了互联网，图书漂流网站也在不断地

出现。

当前图书漂流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图书漂流网站在漂书信息共知上比传统图书漂流有了

较大的进步，但是，图书漂流网站仍然存在一些传统图书漂流难

以克服的关键问题。据报道，当前全球图书漂流仍然存在“三没

一低”问题，即没有组织、没有系统、没有持续、回漂率低 [3]。

国内图书漂流也遇到全球图书漂流中基本类似的问题，其中，组

织成本高、漂流范围小、漂书质量差、难以可持续、漂流诚信低

等问题更加突出 [4][5][6]。

没有认证，漂流阅读诚信度低下

图书漂流初衷就是在素不相识的读书人之间构建免费传递

知识的桥梁，“认书不认人”、“爱就释手”是“图书漂流”的

游戏规则。由于当前图书漂流常常为保证参与度，都缺乏准确的

身份认证。因此，在漂流过程中一旦有人对漂流图书“爱不释手”，

则该书的漂流过程就会嘎然截止 [7]。这种缺乏身份认证与约束力

的漂书行为，最终导致了好书越漂越少，投漂人参与积极性降低，

放漂人与求漂人之间信任危机加剧，漂流阅读诚信度难以构建等。

无法追溯，高质量书回漂率极低

现有图书漂流没有溯源与追溯要求，漂书过程信息难以查

询、监控，漂流规则的执行完全依赖于求漂者的自觉性，投漂

人则“只有放漂义务、没有任何权利”，投漂人不仅查不到自

己心爱图书的漂向信息，更缺乏必要时召回或讨回自己图书的

“权利”[8]。缺乏信息溯源和召回机制，导致当前图书漂流普

遍存在“高质量图书回漂率非常低”，严重影响了图书漂流活

动的有序开展。

参与不便，图书漂流发展难以持续

图书漂流就是要让爱书人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到放漂和求漂

过程中，而现存的图书漂流常常覆盖范围小、办理手续繁杂、管

理成本较高、参与不便等，如：最著名的图书漂流网站，其较繁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图书漂流应用探索

摘要：在分析当前图书漂流存在的没有认证、缺乏诚信，无法追溯、回漂率低，参与不便、没有持续等关键问题基础上，本文

提出了基于移动互联网，运用 HTML5、Java 等技术探索开发图书漂流移动应用的新思路。开发出的图书漂流移动应用能够实现线上

认证、投漂、求漂、溯漂、评价与阅读信用体系构建，线下开展实体图书的投书、取书与还书，并具有个人图书管理、阅读管理、

闲置图书转让和组织者后台监管等功能。

内容 传统图书漂流 图书漂流 APP

管理功能 难以管理 后端可分类管理，规则可设置

操作理念 物理书架 互联网虚拟书架 +O2O

参与途径 不便 泛在化

身份认证 登记造册或注册 手机或对接第三方认证

持续性 以临时活动为主 可持续

阅读诚信 无诚信约束 自动构建阅读诚信体系

漂书召回 困难 信息可跟踪，漂书可召回

评价与荐读 困难 读后评价与第三方书评结合

放漂、求漂 范围小、局限多 线上 + 线下，无处不在

表 1   传统图书漂流与图书漂流 APP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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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手续、有限的覆盖范围过度依赖和固定物理漂流点等问题，

目前在国内也仅局限在极少数特大城市的极少数区域，且效果不

佳、难以维继。

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图书漂流的主办方往往聚焦自己想做

什么，并没有关注受众想要什么 [7]，图书漂流常常被主办方当

作了一场阅读推广活动而机械地开展。这些图书漂流活动不仅

局限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图书漂流活动中图书也是主办方投入

的公益性、宣传性活动 [9]，漂书针对性缺乏、图书资产流失严重、

目标受众不领情、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导致图书漂流活

动难以持续。

图书漂流移动应用探索

图书漂流移动应用的可行性

据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

网的人群占比由 2015 年底的 90.1% 提升至 92.5%，移动应用已

成为互联网应用的主流和趋势 [10]。移动互联网具有的易参与、

泛在性、可追溯、自组织、信息对称等优势，恰恰正是传统图书

漂流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探索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来探索重

构图书漂流过程，将会对图书漂流带来深刻的变革。

根据文献报道，近年来国内外也有不少人提出基于互联网思

维的图书漂流设想，并且也有借用 QQ、微信社交平台等辅助图

书漂流活动的案例 [11][12]，但至今还没有专门图书漂流移动应用产

品。杨彦 2016 年提出了“O2O 图书漂流”项目的设想，其思路

就是拟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打造 O2O 图书漂流平台

移动终端，通过线上发布投漂、求漂公告，线下投书、取书、还

书的方式，实现用户零成本、零抵押、零风险的无偿自助图书交

流活动 [13]；李璐璐 2016 年通过广泛的用户调查与分析，也提出

了基于社交网络图书漂流的可行性设想 [14]；南京邮电大学樊程

团队也尝试过类似图书共享的“真人图书馆”App 项目。

本文在分析图书漂流现状与面临的关键问题基础上，提

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图书漂流应用系统创新与开发（以下简

称“图书漂流 App”），以期探索一种能克服传统图书漂流

的关键制约因素，实现人人可用、随时能用、信息对称、及

时召回、诚信评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移动终端泛在化图书

漂流模式。

图书漂流 App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首先，基于手机或引入第三方的身份认证与互联网信用评价

积分机制，可以便利地、自动构建图书漂流阅读诚信体系；其次，

参与者之间透明的身份信息互知、可溯源的漂书流转供应链信息，

以及图书读后评价、第三方评价机制等，可便利实现图书漂流的

及时召回、回漂率排序，可提高投漂人参与积极性，也能促使漂

流图书的“优胜劣汰”；第三，基于 App 的移动端参与模式，

可以实现参与者的无门槛、零成本的泛在化使用，不仅大大提高

参与度、降低组织方的投入成本，而且也使图书漂流从承办方的

固定活动转变成了网民自组织的“生活方式”，可促进图书漂流

良性、可持续性发展。

图书漂流 App 架构

逻辑构架

图书漂流 App 就是基于“移动互联网 + 图书漂流”理念，

借助电子商务模式，将移动端装有“图书漂流 App”的放漂人与

求漂人关联起来。整个系统分为移动用户端与管理端两部分，其

中，移动用户端面向图书漂流的参与者，而管理端则是面向图书

漂流的组织方、规则的制定者。

图书漂流 App 的逻辑架构如图 1 所示，其中，管理端主要

是制定身份认证、虚拟书架、漂书圈子、阅读诚信、图书漂流等

方面的规则，并能对图书漂流过程进行监管。用户端则是在相关

规则的约束下，开展注册认证、放漂上架、漂书查询、信息追溯、

漂书召回、诚信评价与信息查询、漂书书评、线下手续等应用，

以及实现电子图书线上分享、纸质图书线下漂流操作等。    

技术架构及实现

图书漂流移动应用系统采用基于 B/S 架构，移动用户端采用

HTML5、Java 工具开发，管理端则运用 Java 技术结合 MySQL 数

据库系统开发，能够确保移动用户端与管理端都具有良好的使用

体验。

认证技术：基本认证可利用手机或借助微信认证方式，以实

现参与者的无门槛和使用的无感知。在基本认证的基础上，参与

者还可以完善自己的信息，通过真实身份确认来获得更高的使用

权限。同时，认证系统还可以对接第三方认证系统，如高校图书

馆的读者库、社区或单位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等，以确保参与者

图 1 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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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更紧密、真实的关联关系。

虚拟书架构建：虚拟书架分为放漂书架和珍藏书架两种，其

中，放漂书架是求漂人能够查询、获漂图书的书架，而珍藏书架

则是放漂人留作自读或小范围朋友间分享的书架，两种书架间图

书可以由放漂人根据需要调整。图书上架过程就是放漂人通过手

机扫描书后二维码或自行输入 ISBN 信息，系统根据 ISBN 从互

联网第三方平台查询并导入完整的书目信息，放漂人仅仅点击“确

认”按钮，该书就自动进入放漂书架中，随后求漂人就可以查询

到该图书上架与漂流信息。当第三方平台没有书目信息，则可以

通过手工加入漂流书架中。

求书与漂书过程：求漂人通过查询、热书排序、回漂率排序、

放漂人信誉排序等途径，获取需要的漂书信息，仅需点击对应预

约求漂按钮，求漂人就向放漂人或持书人发出了求漂预约请求；

放漂人或持书人在收到求漂预约信息后，可以根据求漂人的阅读

诚信反馈接受或拒绝线下约定纸质书交换等信息；纸质图书线

下约定交接时，求漂人也仅用装有图书漂流 App 手机扫描书后

的二维码，就完成了漂书手续。阅读完后或经过特定时间段后，

该书将自动变为可预约状态，以便下一个求漂人预约。一旦图

书所有者需要召回图书，

则该图书将自动下架，

并通知在读人及时归还

图书。

事后求漂人可对图

书进行评价，求漂人与

放漂人还可以相互评分，

此评分将自动成为漂流

参与者的阅读诚信评分，

累计后将成为图书漂流

平台中对应参与者的阅

读信用等级。

应用产品开发

图书漂流移动应用系统得到了“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

术创新项目”的支持，经

过前期调研与开发，系统

已初步完成。为方便用户

使用，目前已开发基于微

信端、App 两种应用。其

中，微信端应用已经上线

3 个多月，拥有注册用户

近 500 人，漂流书架 300

余 册， 为 App 应 用 开 发

提供了经验与数据支撑。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项目编号

NGII201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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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主要介绍图书漂流

App 系统。

图 2 为首页面与个

人中心页面，首页参考

“共享单车”页面，仅

显示扫码取书、搜索栏、

个 人 中 心 快 捷 通 道 功

能，简单、易用；通过

点击首页面扫描借书，

就 打 开 手 机 二 维 码 功

能，方便预约或没有预

约者办理借书手续。图 3 为添加图书和我的图书界面，在我的图

书界面上可以看到图书的“在漂中”和“在阅读”状态，其中，“在

漂中”表明可预约，“在阅读”说明有人正在阅读。图 4 是求漂

搜索和在漂书排序列表界面，只要点击首页面的搜索栏，就会出

现预约、推荐图书，也可以直接输入关键词搜索系统中指定图书。

基于“移动互联网 + 图书漂流”理论上没有地域局限，可

以在高校、地区、国家等多个范围中使用，将较好地挖掘网民图

书资源、提升知识共享能力，有利于促进书香社会建设。

结语

图书漂流移动应用也是“移动互联网 + 个人图书馆”，除

了具备图书漂流功能外，未来可以延伸珍藏书架、图书社区、网

络书评、图书转让、阅读诚信等特色功能，使其逐渐成为参与者

的个人图书管理中心、阅读中心等，对推动我国的“全民阅读”、

促进知识与优秀文化传播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责编：高锦）

（作者单位 1 为南京农业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2 为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
图 2   App 首页及个人中心页面

图 3   添加图书与我的图书（放漂书架）

图 4   搜索首页及在漂列表（预约求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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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章勇

随着校园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校园网规模不断扩大，大

型校园网通信光缆基础设施的不断更新和扩容。以华中科技大学

为例，经过几年的建设，全校通信光缆基础设施获得了全面的更

新和发展，目前已建立以网络中心机房为核心，13 个室外光交

接箱为扩展的星型 + 环形光缆线路，各类光缆里程合计超过 150

公里以上，累计芯公里达到 8000 公里以上，承载了校园网、校

园卡专网、各单位专网等众多业务。

通信光缆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校园网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坚实

基础的同时，也为管理者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光缆资源众多，

各交接箱及终端之间跳接错综复杂，使得后期运维工作异常繁琐。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缆中断抢修，设备跳接变更，新建光缆

和废弃光缆等事件不断发生，会使得维护工作量逐渐增大，因此

需要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手段。以前建立纸质文档或固定

的文件文档的方式对于小规模的光缆资源管理或许够用，但对于

中大规模的光缆资源管理则无法胜任，需要建立一套基于数据库

的综合运维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对每一条光缆和每一个交接箱进

行数据库建档，使得每条光缆中的纤芯去向、空余纤芯数量、衰

耗值、维修状况等信息能做到一目了然，方便管理和维护，同时

使非专职光缆管理人员和工程维修人员也能够方便地了解当前光

缆的连接情况，便于及时维修。

系统的逻辑划分

根据系统的逻辑结构，可将本系统划分为 4 个层级，将系统

管理的内容划分到不同层级之中，分别是：

1. 网元管理层：管理内容为各类基础设施实物，包括各个网

络机房、光缆、光交接箱、ODF 终端以及设备等；

2. 网络管理层：管理内容为连接各个终端的跳线，即连接网

元的媒介；

3. 服务管理层：运维管理系统的各项服务，包括数据库数

据的输入、输出操作、数据库存储过程的调用等系统服务程序

API；

4. 业务管理层：提供业务操作界面，包括 Web 界面，用户

等级划分，用户操作权限划分等。

系统总体设计

本系统的设计目标是建立一套光缆基础设施的运维管理系

统，要求将校园网所有光缆及相关基础设施资源录入到该系统中。

通过该系统可实现以下功能需求 :

1. 可查询到任意一条光缆的信息，包括光缆长度、类型、芯

数、建造时间、维修记录等；

2. 可查询到任意一个光交接箱或机房的信息，总容量、可用

容量、地点位置、建造时间等；

3. 可由任意一个终端节点查询与之相关的光通路，并给出对

端节点位置；

4. 可根据给定的任意 2 个终端节点计算最佳光通路，提供给

管理员作为光纤跳接参考；

5. 可实现分级用户管理，不同权限的用户管理自己权限范围

内的资源，只读用户只可查询，不可修改；

6. 具备可扩展性，可实现与地理信息服务 [1]（GIS），有源

主动监测系统对接。

根据以上需求，可采用 BS 架构，分 3 部分进行设计：

第一部分：数据库表项设计

系统数据库表项是本系统的核心内容，所有数据均存储在这

些数据库表项中，通过对数据库的操作可实现本系统的全部功能。

数据库表项设计的思路是按照网元管理和网络管理两个方面来进

行设计的。网元管理相关表项主要存储各类终端、设备、光缆等

校园网光缆设施运维管理系统的开发
摘要：通过对大型校园网通讯光缆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设计了一套校园网光缆基础设施运维管理系统。该系统可实现对错综

复杂的校园网光缆基础设施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并运用图论原理计算光缆路由，实现光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设计中考虑了与有

源检测系统、地理信息服务以及资产管理等其他系统的对接，在管理界面上实现了多级用户的管理模式，为大型校园网光缆基础设

施的运维管理提供了一套有效且实用的运维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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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管理相关表项用来存储各类跳线信息。见表 1、表 2。

上述数据表项基本上可以涵盖光缆基础设施的所有内容，将

跳纤（网络信息）和终端（网元信息）进行组合即可全面反映当

前机房 / 交接箱、终端、光缆纤芯的实际连接状况。

第二部分：系统 API 设计

系统 API 要实现以下几个功能：查询、修改、路由计算。

前两项可直接通过数据库存储过程实现，相对简单。这里着重讨

论路由计算方面，如前述设计目标所言：可根据给定的任意 2 个

终端节点计算最佳光通路，提供给管理员作为光纤跳接参考。根

据校园网光缆布局特征，可将整个校园网光缆基础设施按不同的

光缆类型抽象化为几个加权无向图，通常按单模、多模光缆分别

抽象为 2 个图，以某一个图为例，终端组网元作为图的顶点，光

缆网元作为图的连接，2 个终端组之间存在联通的光缆即可视为

这 2 个终端组网元是相连接的。查找 2 个终端组网元之间最短（衰

耗最低）光缆路由可归结为查找图中 2 个顶点之间最短路径的过

程，可采用 Dijkstra 算法 [2] 找到两点间最短路径，再由管理员通

过添加跳线（亦可由程序自动添加）的方式完成新建一条光通路

的任务。

权值的确定 : 光通路权值与整个光通路的衰耗密切相关，

但不仅仅由衰耗来确定，也应考虑到路由长度，跳接数量以及

光缆可用率等。因此影响权值的因素包括：线路衰耗 [3]（由线

路实际衰耗决定，影响因素包括线路长度、接头点数目等）；

光缆芯数资源（由可用光缆条数及每条光缆纤芯数目决定）。

权值越低表示该路径可选度越高，权值计算可按经验公式：

W=n(aL+bI+cS)+mU 来确定，其中 aL 表示两点之间光缆的估算距

离衰耗（a 为参数，L 为距离），bI 表示两点间的估算插入衰耗

（b 为参数、I 为接插件总数），cS 表示该段光缆估算熔接衰耗（c

为参数、S 为熔接点个数），aL+bI+cS 即该段光缆的估算线路衰耗；

U 表示该段光缆的使用率（= 已用芯数 / 总芯数）使用率越高则

可选度越低；n 和 m 为衰耗和使用率之间权重的比例参数，由管

理员确定，a、b、c 由线路类型决定，以单模 1310/1550nm 为例，

可以选择 a=0.26db/km，b=0.35db，c=0.1db。当然，如果有该段

光缆的实测平均衰耗值 A，则该公式可以简化为 nA+mU。这样

一来，如果在光缆数据库中保存了长度，熔接点数，接插件数，

实测衰耗值等数据，即可随时计算出该段光缆的权值，然后根据

需求进行计算，得出给定两点间的最优路径。

除了系统本身需要用到的 API 之外，还可设计与其他管理

或检测系统对接所需的 API，如 GIS 系统、线路监测系统、资产

管理系统等，与上述系统对接时也需要调用相关 API。为提高兼

容性，系统 API 设计可按 WebLogic 标准来实现。

第三部分：Web 界面设计

Web 界面主要是解决业务管理层的问题，提供一个人交互

界面，调用服务管理层所提供的 API 来满足业务需求，并实现多

级用户管理来达到不同的用户登录进来获取不同权限的目的。

系统的用户方面可分为 3 个级别：1. 系统管理员，拥有系统

的所有权限及功能，对象为校园网信息光缆基础设施运维管理人

员；2. 普通用户，只能新建并更改一部分被授权的资源，对象为

校内其他各需要使用相关光缆设施的部门，以及租用校园网光缆

设施的各 ISP 的运维管理人员；3. 系统观察员：具备本系统的全

部资源的只读权限，可随时调用和查看系统所有资源，但不能修

改删除数据，对象为校园网信息化管理归口部门，为主管部门随

时了解光缆基础设施运维最新状态提供便利。

Web 界面的设计必须满足系统总体设计目标，以系统管理

员为例，需实现以下功能：

1. 用户管理：包括普通用户的新建、修改、删除；

2. 赋予权限：将某一部分资源的管理权限赋予某一普通

用户；

3. 新增资源：包括终端、终端组、光缆、跳纤等资源；

4. 跳纤操作：终端组内部不同终端之间连接或切断跳线，实

现光纤通路调整；

5. 现网查询：查询符合条件的所有网元和网络设备的详细信

息，包括终端（组）、光缆、跳纤等；

6. 查询和计算路由：查找给定一个终端的接口所对应的远端

接口，计算给定两个终端之间最短通路所经过的网元节点和终端

节点，给出最低代价通路列表；

7. 统计信息展示：展示系统各项指标的统计信息，为优化网络

数据库表项 功能

光缆信息表
存储光缆相关信息，包括：材质、长度、主要用途、敷设时间、

备注信息、A\B 成端地点编号等；

光纤综合信息表

存储每条光缆中每根纤芯的信息，包括所属光缆编号、A\B 成

端地点端子编号、成端类型（跳接 \ 直熔）、熔接点数、接插

件数、端到端实测衰耗值等；

节点表
存储每条光缆两端成端节点信息，包括：地理位置、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容纳芯数等；

节点组表
同一地理位置的成端节点归为一组，即代表各个机房、光交接

箱等设施，内容包括：

表 1  网元信息数据库表项

数据库表项 功能

跳纤表

存储各节点端子之间的跳纤信息，包括：A\B 端子

编号，跳纤类型（直线 \ 分光），该表中每一行数

据表示一条跳纤。

表 2  网络信息数据库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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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参考依据，如光缆总里程，分布状况、不同纤芯的光缆分布以

及纤芯利用率等信息，光交接箱分布状态及利用率等统计信息；

8. 告警信息：根据统计信息结合设定的阈值，对超过阈值的

项目进行告警，可通过邮件或短信的形式发送给管理员。

以上功能均由前端 Web 界面发出指令，经由中间件调用系

统 API 执行，并将结果返回到 Web 界面上。

本系统主要功能的 Web 示例如图 1、2、3 所示。

与其他系统的对接

有源实时监测系统对接

由于本系统与通常的综合网管系统存在一定的差别，本系统

所管理的设施基本上是无源的设施，没有基本的网络监控手段，

因此本系统本质上是一种“脱网”或者叫做非实时的运维系统。

如需达到实时监控，可加入一些有源实时监测系统 [4] 进行补充：

对重要的主干节点可通过 OTDR 设备实时监控链路衰耗值；亦

可采用普通交换机 DDM 光模块 [5] 来实时监控光缆的衰耗值，对

于光交接箱这种室外无源设备来说，可以通过远端环回的方式由

DDM 模块（发射功率 - 接收功率）/2 的方式来估算线路衰耗。

要实现有源实时监测系统对接，需要在系统数据库中设计实测衰

耗值字段并设计一系列 API 来完成。

GIS 对接

为了提高系统可视化效果，可将 GIS 与本系统进行对接。

可根据数据库中存储的地理位置信息配合商业 GIS API（如百度

GIS API[6]）实现真实地图的位置展示，可大幅提高本系统的可视

化效果和操作便利性。实现 GIS 对接要求终端、光缆等设施数据

库中具备地理信息内容，并提供 API 来完成对接。

短信推送系统对接

根据实时监测系统提供的数据以及管理员设置的阈值，将告

警信息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送到管理员的手机上，达到即时推送的

目的，可将本系统与短信发送平台进行对接。需要设计一系列告

警生成和短信发送的 API 来完成相关操作。

资产管理系统对接

一般来说，校园网中各类终端配线架、光交接箱等设施均会

作为固定资产记录下来，要与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对接起来，

必须在数据库中加入资产编号等信息字段，并设计相应 API 来查

询相关资产情况。

总结

结合校园通信网光缆基础设施日常运维经验，根据实际运维

需求研究并开发的校园网光缆运维管理系统，可实现对错综复杂

的校园网地下 / 架空光缆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并运用图论原理计

算光缆路由，实现光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设计中考虑了有源

检测系统、GIS 以及资产管理等其他系统的对接以及多级用户管

理模式，为大型校园网 / 园区网光缆资源的运维管理提供了一套

有效实用的运维管理平台。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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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命名数据网络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命名数据网络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结合家庭能源管理的应用场景，提出了一种与之

适应的命名机制，通过发布订阅机制实现用电设备接入网络自动配置管理的功能。使用 NDN（Named Data Networking，命名数据网络）

框架完成系统的开发并仿真系统的运行。实验结果显示，系统能够有效地调度家庭用电设备，系统灵活性有较大的提升，能够应对

断网断电等情况，消除了设备与地址绑定带来的一些问题。通过电价预测机制，保证可调度设备避开用电高峰，实现了基于响应电

价的调度方式，平衡用电负载。

文 / 陈岳 1   吴军 1  马严 1  胡紫巍 2 

研究背景

家庭能源管理系统负责监控电器设备运行状态，收集设备能

耗数据，结合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和预测电价调度设备运行。同

时系统提供数据查询服务，用户可以实时查询设备运行状态、能

耗信息、历史电费等。传统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是基于 TCP/IP

网络架构设计的，TCP/IP 网络是一种端到端传输的网络，通过

IP 地址进行路由转发。IP 数据包长度较长且本身不包含安全机制，

数据的安全传输通常还需要附加安全策略。系统需要通过网络采

集设备的相关信息，在 TCP/IP 网络中，系统需要建立设备与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设备增多导致的 IP 地址对应关系逐渐复杂、

设备地址更新延迟都会对系统的准确性造成一定影响。命名数据

网络 (NDN)[1][2] 是信息中心网络 (ICN) 中的一种实现，网络基于数

据命名进行路由与转发，通过对应命名的数据包获取数据，避免

了地址绑定，提高系统灵活性。兴趣包命中数据后，数据包沿兴

趣包转发的路径返回，减少了数据包再寻址时间，提高了网络的

效率。NDN 网络采用秘钥加密方式对数据进行签名加密，保证

了数据的安全性，网络基于发布订阅模式 [3][4] 简化了业务流程。

网络具有的缓存功能可以提高网络获取数据的效率。

文献 [5] 提出了一种基于 NDN 网络的命名方式，论述了该

命名的工作方式，文献论证了 NDN 安全机制对用户敏感数据的

安全保证，但文献没有将这种命名方式与智能调度相结合，只是

介绍了一种命名方式的实现。文献 [6] 提出了一种基于 TCP/IP 网

络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系统基于 ZigBee 无线传输技术的数据

采集方式，但一个 ZigBee 模块需要对应到一个电器设备，仍然

具有地址绑定问题。文献 [7] 主要对智能电网背景下智能电表和

智能终端的功能需求进行了分析，尝试使用传统的网络模型实现

智能设备的通信，但仍需要建立设备与地址的对应关系，地址绑

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NDN 的工作机制

NDN 网络使用数据命名进行路由转发，基于发布订阅机制，

通过兴趣包与数据包交互完成数据传输，不存在地址转换问题，

也不用关心数据源主机的 IP 地址，从而减少数据的传输时延 [8]。

NDN 网络中存在两种类型的数据包：兴趣包和数据包。NDN 网

络具有缓存功能，请求相同数据的兴趣包可以在网络缓存节点命

中数据减少了获取数据包的时延。

转发机制

NDN 网 络 具 有 三 个 重 要 结 构， 转 发 信 息 表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FIB)、转发请求表 (Pending Interest Table,PIT)、内

容仓库 (Content Store,CS)。NDN 网络利用这三张表存储的信息实

现路由转发，使用接口对数据传输的接口进行抽象。FIB 表存储

已经得到数据包响应的兴趣包信息和转发的接口，通过 FIB 表将

兴趣包转发给能够匹配包含数据的终端，并转发多个接口。PIT

存储已经被转发并且等待数据包返回的兴趣包信息，包括转入接

口、兴趣包名称以及转出接口。CS 用来缓存经过该节点的数据包，

当有重复数据请求兴趣包经过的时候，可以从就近节点的 CS 命

中数据，而不必再向下转发，进而减少了网络的流量。

转发过程

NDN 网络兴趣包和数据包转发过程如图 1 所示。生产者将

图 1  NDN 网络的转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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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命名发布到网络中，路径上的路由节点更新 FIB 表。路由节

点收到兴趣包时，首先检索 CS 缓存的数据，若存在，则从该节

点直接返回数据包。若不存在，则查询 PIT 表检查是否已经转发

过相同命名的兴趣包，若存在则只更新对应的接口信息，若不存

在则添加一条兴趣包命名和端口的记录，并根据 FIB 表的信息进

行下一步转发。若 FIB 表中不存在记录，直接丢弃该兴趣包。当

路由节点收到数据包时，首先查询 PIT 表，若表中有对应的兴趣

包记录，则在当前节点缓存数据包然后转发，若不存在记录，直

接丢弃该数据包。

基于 NDN 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概述

基于 NDN 网络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采用发布订阅模式，使

用 NDN 层次化命名方式。电器设备接入网络后发布能耗数据命

名和设备参数命名到网络，路由节点更新 FIB 表信息。数据采集

模块发送兴趣包完成数据的采集过程，采用统一规则发送兴趣包

可以通过命名解析以获得设备名称和位置信息，从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地址绑定问题。系统通过 ARIMA 模型对电价进行预测 [9]，

基于历史电价建立预测模型，结合设备类型和预测电价实现基于

电价影响因素的调度。 

命名机制

基于 NDN 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采用标准的 NDN 层次化命

名规则，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同时具有良好的可聚合性，可以

有效减小路由表的大小。系统根据行为的不同，将命名分为两

类，一类是查询行为的命名，主要功能是对电器设备的运行状

态、能耗数据进行查询，以 /query 作为前缀。例如查询设备的

能耗数据兴趣包名称为 /houseID/query/roomID/deviceType/data，

则 houseID 作为当前家庭环境下所有命名的根节点，以家庭的

编号进行命名。roomID 表示设备所在的房间用来区别不同位置

相同类型的设备。deviceType 为查询设备的名称，用设备名称

进行命名；另一类是调度类命名，以 /conf 作为前缀，开启客厅

灯的命名为 /houseID/conf/livingroom/light/on，当兴趣包到达设

备后，设备状态发生转换。

系统模块

基于 NDN 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包含电价预测、数据采集、

设备控制、数据展示等模块，模块间数据交换的过程如图 2 所示。

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模块负责实时采集家庭电器设备的能耗数据

和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上运行的数据采集进程实时发送兴趣包

到网络中，网络转发数据包到对应的设备，当命中数据后设备运

行能耗数据按照兴趣包转发的路径原路返回至数据采集模块，完

成数据采集任务。

设备控制：设备控制模块根据预测电价和传感器数据计算合

适的调度时间，在调度时间节点发兴趣包到受控设备，改变设备

的运行状态，设备在接收兴趣包后会返回一个数据包作为接收应

答，确认设备正确接收到了调度兴趣包。

数据展示：系统开放用户访问服务，用户设备端发送兴趣包，

兴趣包命中数据后回数据包，用户设备端渲染数据展示设备当前

运行的能耗数据、历史能耗数据、当前运行状态等。

模拟与仿真

系统使用 go-ndn 进行开发，go-ndn 是基于 go 语言的 NDN

网络实现，提供了 NDN 网络的基本功能，使用 go-ndn 可以便捷

地开发基于 NDN 的系统功能。实验假设家庭设备连接到同一个

控制终端，用电设备节点采用部署了客户端代码的树莓派进行模

拟，系统的网络部署图 3 所示。

实验模拟了系统收集设备电压、电流、功率等数据的过程，

通过发送兴趣包完成数据的采集，对比 TCP/IP 网络的家庭能源

图 2  模块通信流程

时段 1 2 3 4 5 6

预测值 19.296 18.266 17.574 15.716 16.845 18.217

实际值 21.23 20.28 19.35 18.62 18.71 19.63

绝对值误差 9.10 9.93 9.17 15.59 9.96 7.19

时段 7 8 9 10 11 12

预测值 19.944 21.711 22.5 24.519 27.768 32.387

实际值 21.12 22.32 24.61 26.72 31.42 35.7

绝对值误差 5.56 2.72 8.57 8.23 11.62 9.28

时段 13 14 15 16 17 18

预测值 36.601 39.744 41.929 45.402 47.667 48.495

实际值 38.91 41.1 44.92 48.8 56.43 52.89

绝对值误差 5.93 3.29 6.65 6.96 15.52 8.30

时段 19 20 21 22 23 24

预测值 40.494 35.599 34.273 30.311 25.402 23.199

实际值 43.65 37.9 36.27 33.91 26.76 24.56

绝对值误差 7.23 6.07 5.50 10.61 5.07 5.54

表 1  预测结果 ( 单位：美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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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网络部署

图 4  NDN 与 TCP/IP 协议架构系统数据采集速率

管理系统，数据采集速率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TCP/IP 网络的数据传输效率相对于

NDN 网络较快，但是网络有明显的波动，而 NDN 网络曲线相对

平稳一些，网络的表现比较稳定。可以通过 NDN 网络实现系统

与设备之间的信息通信，实现设备的能耗数据采集和通过兴趣包

实现心跳包机制。 

系统采用基于时间序列的 ARIMA 模型对分时电价进行预测，

在 ARIMA 模型中，将预测指标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数据序列

看作是一个时间的序列，在历史电价的基础上建立 ARIMA 模型

对未来的电价进行预测。实验采集 PJM 网站公布的历史电价，

根据过去 30 天的分时电价数据建立 ARIMA 模型，对未来一天

的分时电价进行预测，通过预测分时电价对设备进行调度。

以绝对值误差作为评价指标来衡量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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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ang L, Afanasyev A, Burke J, et al. Named data networking[J]. ACM SIGCOMM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4, 44(3): 66-73.

[3] K. V. Katsaros et al., “Information-centric networking for machine-to-machine data delivery: 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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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o Y, Wang N, Kamel G, et al. An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management scheme based on pu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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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2016,(S1):18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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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度 未调度

电器名称 功率 工作时长 截止时间 可提前时间 可工作时间段 实际工作时间段 费用 实际工作时间段 费用

餐具消毒机 700W 30 分钟 12:00 240min 07:30-11:30 07:30-08:00 7.81 11:30-12:00 11.00 

电热水壶 (2L) 1800W 10 分钟 08:00 30min 07:20-07:50 07:20-07:50 6.34 07:50-08:00 6.34 

面包机 600W 5 分钟 08:00 20min 07:35-07:55 07:35-07:40 1.06 07:55-08:00 1.06 

扫地机器人 30W 60 分钟 16:00 120min 13:00-15:00 13:00-14:00 1.17 15:00-16:00 1.35 

洗碗机 750W 60 分钟 14:00 240min 09:00-13:00 09:00-10:00 18.46 13:00-14:00 29.18 

热水器 (60L) 3000W 60 分钟 20:00 180min 16:00-19:00 19:00-20:00 130.95 19:00-20:00 130.95 

总计 　 　 　 　 　 　 165.78 　 179.87 

表 2  设备参数汇总（费用单位：美分）

其中 yi' 为 ARMA 模型计算的预测值，yi 为实际值，分别计

算当日 24 个时刻的绝对值误差，结果见表 1。

在实验过程中，为使试验结果更加清晰，只模拟了可调度设

备的运行，可调度设备包括热水器、电饭煲、开水器、烤面包机

等。根据用户设定的运行时间点、预测电价信息调度电器设备的

运行。实验结果见表 2。

从表中可以看出，可提前时间越长，可调度的范围就越广，

这样在参考预测电价曲线的基础上，选择电价较低的区间调度电

器运行，可以有效地降低总体用电费用。因此合理的设置可提前

时间，需要用户依据自己的需求以及电器设备的类型综合选择。

结论

在基于 NDN 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统中，电器设备能耗数据通

过设备命名获取替代了传统 IP 地址，增强了系统的灵活性。设

备接入家庭网络后，由数据采集模块检测设备的接入并及时获取

设备运行产生的数据，简化了设备接入过程，提高了系统的易用

程度。实验也验证了 NDN 网络在家庭能源管理系统方面应用的

可行性。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 1 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2 为国家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σ= |yi'-yi |
yi

系统终端

电视机

冰箱

洗碗机

空调

NDN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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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行业的不断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

化系统应用到科研、教学、管理、服务等领域。各个信息系统的

部署运行不但使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而且积累了海量

的原始数据。激增的数据背后隐藏着许多重要信息。融合多源系

统的数据信息，发掘海量教育数据背后的价值已成为教育行业的

研究热点。

本 研 究 针 对 以 上 问 题， 通 过 采 用 教 育 数 据 挖 掘 技 术

（Educational Data Mining，简称 EDM）[1] 对本校内各信息系统的

数据进行数据清洗、数据融合、数据挖掘，并提出一种改进型的

FP-growth 算法发现数据中的频繁模式，用以构建高校人员的用

户行为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实现决策支持与服务推荐。

研究概述

EDM 概述

教育数据挖掘 (EDM) 技术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者

通过运用教育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多个学科的理

论和技术来解决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2]。进入 21 世纪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行业也加快了信息化建设，教

育系统每天都产生着数以 T 计的数据，如何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

挖掘方法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服务在校师生，协助

高校管理人员进行决策是当前 EDM 研究的重点。

EDM 中角色分类

基于使用 EDM 的目的不同，在分析过程中，成员角色可以

分为 4 类 [3]：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各类角色特点

如下。

教师：教学、科研活动的行为主体，通过该角色的数据可以

分析其教学、科研的效率，以及相关教育资源使用情况。

学生：教学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分析该角色数据可以获得其

成绩、消费等方面情况，为改善教学提供决策支持。

管理人员：决策的制定者，利用 EDM 分析结果可以改进管

理制度，科学分配教学、科研资源。

研究人员：数据分析的参与者，采用 EDM 分析方法，发现

新规律，验证已有理论。

基于 EDM 的用户行为建模

图 1 显示了通过 EDM 构建高校人员用户行为模型与决策支

持系统的工作流程。

该流程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清洗、数据融合、数据挖掘，

构建用户行为模型，并通过该模型为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和为

用户提供服务推荐。

数据清洗与数据融合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包含教务系统数据、一卡通消费数据、网络流

量数据、图书馆系统数据，所有数据均采集自北京化工大学各部

门信息化系统。此外，为保证个人隐私，所有数据在处理过程中

对学工号、姓名等进行了加密处理。

其中教务系统数据包含学生的选修课程、单科成绩、GPA

基于 EDM 的用户行为建模及决策支持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面对高校各信息化系统所积累的海量数据，如何避免数据孤岛，融合多源数据，充分发掘隐藏在

数据背后的有价值信息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本论文采用 EDM(Educational Data Mining) 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数据融合、数据挖掘。在数据挖掘阶段，提出一种改进型的 FP-growth 算法，实现对频繁模式的发现与约减，并通过挖掘出的频繁

模式构建用户行为模型，最后利用用户行为模型进行决策支持和用户服务推荐。实际应用表明，本文所提数据处理方案可以实现高

校内部多源海量数据的挖掘与知识发现，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图 1  工作流程

图书馆数据

一卡通数据

教务数据

网络数据

数据清洗 数据融合 数据挖掘

用户行为

模型

决策支持
用户服

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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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

一卡通消费数据为本校师生使用一卡通产生的所有流水信

息，包含食堂消费、超市消费、浴室消费、校医院消费、开水房

消费等。

网络流量数据为用户的网络日志信息，包含用户的登录时

间、登录地点、在线时长、总流量等信息。

图书馆数据包含用户的图书借阅信息、进出图书馆时间、次

数等信息。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是 EDM 过程中重要一环，通过去除噪声数据、缺

失数据和不一致数据，生成符合统一标准的、具有规范格式的数

据 [4]。该过程返回的数据质量直接关系到后续数据挖掘的结果和

最终结论。由于本文所用的数据多为数值型，如一卡通消费金额、

时间、学生 GPA 等，该类型数据不能很好地适应后续的数据挖

掘算法，因此在数据清洗阶段需要对数值型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

此外对于字符串型数据，由于挖掘算法在执行过程中会对字符串

进行匹配，字符串越长花费时间越长，因此在数据清洗阶段，采

取把字符串类型转化为标量类型的处理方式。以 2016~2017 学年

第二学期所有在籍本科生的数据为样本进行清洗，表 1 列出了数

据清洗前后的数据概 况对比。

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包含数据集成和数据规约两个过程 [5]。其中数据集

成是指对多源系统数据进行合并，数据规约是通过相关性约减，

减少数据量大小，降低后续数据挖掘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

提高效率。

由于学工号是在校师生的唯一性标识，本文采用学工号这一

字段进行多源系统数据的融合，并通过语义相关性对数据维度进

行约减。由于针对最终的应用类型不同，数据融合应按时间划分

不同统计层次。对于用户提供服务推荐，如推荐食堂等，需要以

天为单位的融合数据。而对于决策支持，如学生成绩相关因素分

析等，还需要添加学期为单位的融合数据。具体数据内容见表 2。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 EDM 分析和构建用户行为模型最主要步骤 [6]。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约减的改进型 FP-growth 算法，通过发掘用户

行为数据中的频繁模式，用以描述用户行为习惯，构建用户行为

模型。

数据表述及相关概念

给定一个事务集合D，D中包含N 条事务，每个事务用t 来表示，

t ∈ D。I 为所有项的集合 {a1,a2,⋯,am}，其中每个事务 t 是 I 中不同

的项组成的非空子集：{i1,i2,⋯,im}，其中，ij ∈ I，1 ≤ j ≤ m。

定义 1 支持度。项集 X 的支持度为 SC(X) / N。其中 SC(X) 是 X

的支持度计数，指在事务集合 D 中包含项集 X 的所有事务的数量。

定义 2 频繁项集，也称频繁模式。如果项集 X 的支持度不

小于用户指定的最小支持度阈值 min_sup，那么这个项集 X 被称

为频繁项集。

基于约减的 FP-growth 算法

FP-growth 是数据挖掘、关联分析领域的经典算法 [7]，采用

分而治之的方法，两次遍历数据库将频繁项集的数据压缩到一

颗频繁模式树 (FP-tree)。但是通过该算法生成的频繁模式数量过

多，往往产生一些长度短、显示能力差的频繁模式。为此本文在

FP-growth 算法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方法，通过设置最小模式长

度 min_len 实现对 FP-tree 的剪枝，从而实现对频繁模式的数量

进行约减，生成表达能力更好的频繁模式。

步骤 1 构建 FP-tree：

扫描事务集合 D。收集频繁项集合 F 和它们的支持度。对 F

按照支持度降序排序，结果为频繁项表 L。

创建 FP-tree 根节点。对于 D 中每个事务 Ti，执行：选择 Ti

中频繁项，并按 L 中的次序排序。设排序后的频繁项表为 [p|Q]，

其中 p 为第一个元素，Q 为剩余元素。调用 insert_tree([p|Q]，T)：

如果 T 有子女 I 使得 I.itemName=p.itemName，则 I 的计数加 1；

否则创建一个新节点 I，将其计数设置为 1，链接到 T，并且通

过节点链结构将其链接到具有相同 itemName 的节点。如果 Q 非

空，递归地调用 insert_tree(Q，I)。

步骤 2 根据 FP-tree 挖掘频繁项集：

如果 T 含单个路径 P，那么对于 P 中节点的每个组合 β 产生模

式 β ∪ α，其支持度 S 为 β 中节点的最小支持度；如果 T 不含单个

路径 P，那么在 T 的头部，对每一个 ai 产生一个模式 β=ai ∪ α，其

支持度 S 为 ai 的支持度，构造 β 的条件模式基，然后构造 β 的条

　 数据清洗前 数据清洗后

类型
特征

（个）
记录数（万

条）
存储空间

（G）
特征

（个）
记录数
（条）

存储空间
（G）

教务数据 43　 159　 2.9　 20　 159　 1.3

网络数据 42　 2479　 41.2　 17　 2130　 14.3

一卡通数据 15　 2894　 17.1　 6　 2779　 6.6

图书馆数据 16　 363　 2.0　 7　 363　 0.87

表 1  数据清洗前后对比表

单位 数据内容

天

学工号；
早餐、午餐、晚餐分别对应的消费金额、时间、食堂、食堂窗口；
图书馆进出时间；
上网时间，上网流量；
一卡通其他消费（超市、开水房、浴室、校医院）金额、时间、地点；

学期

学工号；
早餐、午餐、晚餐总消费总金额、次数；
图书馆进出总次数；
图书馆借书次数；
一卡通其他消费（超市、开水房、浴室、校医院）总金额、次数；
网络流量、在线时长；
GPA；

表 2  多源融合数据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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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FP-Tree，记为 Tβ，如果 Tβ ≠ Ø，那么调用 FP-growth(Tβ，β)。

步骤 3 对生成的 FP-tree 采用深度优先遍历，去除长度小于

min_len 的分支。

用户行为模型及应用

用户行为模型

频繁模式表示在事务数据集合中具有较高出现次数、具有代

表性的事务模式，因此频繁模式可以较好地反映用户的行为习惯。

本文通过上述数据挖掘过程，利用挖掘出来的频繁模式构建用户

行为模型。

现随机提取某一学生的数据来说明用户行为模型的构成。

表 3 显示了该学生按天、学期为单位进行数据挖掘后的部分频繁

模式（注：为了便于理解，已把部分离散数据、标量数据转换为

字符串进行显示）。其中以天为单位，{bt_7:30, bc_5, br_1, bl_1, 

bl_3} 说明该用户经常 7:00~7:30 在第 1 食堂，1 号和 3 号窗买早

餐，早餐价格在 4~5 元；{dt_6:00, ywater_11:30, ywaterc_0.2} 表

示经常 5:30~6:00 吃晚餐，11:00-11:30 进行打水消费，金额小于

0.2 元；{dt_8:00, br_5, nv_500} 表示经常 7:30~8:00 在第 5 食堂吃晚

餐，且当天会产生 500M 以下的网络流量。以学期为单位，{gpa_3.6, 

bcount_150, lcount_150, dcount_150}、{gpa_4, bcount_150, lcount_150, 

dcount_150} 表示一般 GPA 在 3.3~3.6 和 3.6~4.0 区间的学生，每学

期早中晚在食堂消费次数均在 120~150 天之间；{gpa_2, bcount_40, 

nt_400} 表示 GPA 低于 2.0 的学生，很大一部分在食堂吃早餐次数

在 20~40 次之间，且学期网络在线时长大于 400 小时。

用户服务推荐

对于上述挖掘出的以天为单位的频繁模式，可以用于用户服务

推荐。本文以食堂推荐为例进行说明。基于北京化工大学微信企业

号的食堂推荐消息，用户可以在企业号开启或关闭该服务。

对于一名在校师生，通过频繁模式挖掘可知，其每日食堂进

餐时间基本维持在几个时间段内，且进餐食堂短期内相对固定。

由此可以通过在线实时统计当前各食堂刷卡次数，判断当前各食

堂人流量，并引入人流量预测机制，进而在特定时间段为用户推

荐符合用户习惯的、人员较少的食堂。本文所提食堂推荐，采用

一种基于滑动窗口的趋势分析算法 [8]，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

半小时内食堂人数。

决策支持

决策支持系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提出 [9]，其目的是利用数

据、模型和知识辅助决策者进行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决策的计算

机应用系统，其主要核心内容是数据分析与模型建立。经过多年

的信息化建设，高校已经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各

个系统，只能在局部帮助各部门管理，不能为高校管理者提供综

合的决策依据与决策支持。

本文通过数据清洗、数据融合、数据挖掘等一系列步骤，

建立了用户行为模型，该模型体现了在校师生的日常行为习惯，

可以为管理人员提供普适性或针对性的决策依据，帮助管理人

员制定政策。例如针对频繁模式 {gpa_4, bcount_150, lcount_150, 

dcount_150}、{gpa_3.6, bcount_150, lcount_150, dcount_150} 可以

发现，成绩较好的学生一般习惯于在学校食堂进餐。进而可以推

断学生行为习惯规律可能对成绩有正向影响，为此可以通过管理

学生就餐习惯来引导学生学习。{gpa_2, bcount_40, nt_400} 则说

明学生成绩较低，可能与上网时间过多有关，因此可以让辅导员

采取针对性的督促措施。

为了实现微信企业号的充分应用，未来可以将微信同决

策支持结合，设置微信报警规则，通过匹配规则进行报警。例

如想对成绩较差且上网时间较多的同学进行报警，可以设置当

GAP<2.0，上网时长 >400 时通过微信企业号将报警信息发送给

其辅导员，通知辅导员对学生进行关注。

本文讨论了基于 EDM 的高校海量数据的分析方法，涉及

EDM 过程中的数据清洗、数据融合、数据挖掘，并提出一种改

进型 FP-growth 算法，该算法可以实现对频繁模式的约减，去除

短的频繁模式。利用挖掘出的频繁模式构建用户行为模型，并通

过例子展示了该模型在用户服务推荐和决策支持中的应用。未来

的工作将集中在频繁模式的挖掘，进一步拓展用户行为模型的应

用领域。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北京化工大学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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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频繁模式

天

{bt_7:30, bc_5, br_1, bl_1, bl_3}
{dt_6:00, ywater_11:30, ywaterc_0.2}
{dt_8:00, br_5, nv_500}
……

学期

{gpa_4, bcount_150, lcount_150, dcount_150}
{gpa_3.6, bcount_150, lcount_150, dcount_150}
{gpa_2, bcount_40, nt_400}
……

表 3   数据挖掘后部分频繁模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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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己经将物联网技术列入国家智能制造发展与实施

战略专项，在国家智能制造发展与实施战略的支撑下，射频识别、

机器视觉、传感器网络等物联网关键技术已经在机械制造业得到

广泛应用，并推动机械产品制造系统逐渐向“多维度、透明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 [1]。在当前形势下，研究如何运用物联网与互

联网技术采集生产过程信息并实现信息化的制造过程监测，有利

于相关管理人员便捷地实时掌握人员的考勤信息、设备的运转情

况、物料的流动情况、产品关键工序的质量波动情况等信息。

机械类产品装配生产过程监测体系分析

1. 装配生产过程的特点

制造业从生产的产品种类和制造的工艺上来看总体可分为

两类，即流程制造与离散制造。而装配生产过程是以零件或零部

件为原材料，按照“组件装配 - 部件装配 - 总装配”的流程进行，

是典型的流水型生产 [2]，具有离散性、复杂性、动态性特征。

2. 装配过程监测的目标

制造业装配过程监测采用监测软件对现场实时数据进行采集、

处理、储存以及可视化，最终产生相应的控制指令并返回监测系统，

指导整个装配活动的进行与改善，从而构成一个循环控制回路 [3]。

（1）监测目标：通过对现场各种生产状态进行实时的数据

采集，对数据分析处理以及进一步的挖掘，并将最终的分析结果

进行可视化处理，来反映生产过程的各种动态状况。

（2）监测对象：装配活动中生产车间与监控目标相关的客

观实体，包括现场车间的工作人员、生产设施以及生产物料等。

装配过程监测总体方案设计

装配过程监测是以采集各种现场信息采集技术和现场信息

分析处理技术为主要手段，实时监测机械产品装配过程中的员工、

设备、物料流动等信息，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体实现有效监控

的目的。针对不同装配过程信息的类型，需要运用不同的设计和

信息采集策略，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考虑运用 RFID 标签和读

写器采集装配过程中的物料与在制品流动情况以及操作人员的信

息 [4]，运用振动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采集加工设备的状态信息，

通过采集机床的振动信号判断机床的主轴、轴承、齿轮箱等关键

部件的运行状态信息，通过游标卡尺、千分表、三坐标测量仪等

检测装置采集关键工序的装配质量信息 [5]。

由于运用到的物联网设备接口的通讯协议都不尽相同，有学

者考虑对不同接口的类型数据进行整合，统一在数据传输链路层

运用 TCP/IP 协议，从而简化数据传输网络的结构 [6]。目前的 IPv4

已经无法满足物联网本身海量的智能设备在接入互联网时对 IP 地

址的大量需求，而 IPv6 的地址空间正好可以解决此问题 [7]。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IP 网络的可扩展性、稳定性和通用性已经得到了

肯定，因此 IPv6 将是物联网发展的最佳方向 [8]。从可持续发展的

眼光来看，可以预见未来制造业物联网的应用标准也会朝着 IPv6

的方向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 IPv6 网络下的装配车间信息采

集方案，其中感知层传感器节点与 RFID 读卡器均支持 6LoWPAN

（IPv6 over IEEE 802.15.4，基于 IPv6 的低功耗无线个域网）网络，

6LoWPAN 相对于传统的 Zigbee 网络有以下几个优点 [9]：更好的互

操作性、更大的封包负载数据空间、更高的安全性。在采集了各类

数据后，除了需要将采集到的生产信息可视化地显示在车间管理层

终端上，还需要根据采集到的装配过程数据信息分析装配过程的稳

定性，以便工人在车间管理层的终端处做出相应的判断及操作。

综上所述，可设计出如图 1 所示的物联网环境下的装配过程

监测体系结构。在图 1 中，感知层由支持 6LoWPAN 的传感器节

点和 RFID 读卡器、及其他物联网感知设备构成，前者通过支持

IPv6 的边界路由器通过无线的方式传输到服务器，后者则通过应

用网关的方式，将其他不支持 IPv6 网络协议的设备经应用网关

将信息通过 IPv6 网络传输到服务器中。

装配过程的生产数据分析和采集方法研究

本文将装配过程生产信息分为以下五大类 [10]：产品及工艺

基于 IPv6 的装配过程监测系统的设计
摘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及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传统制造业的生产与管理方式正发生着巨大的产业变革，因此在现

阶段研究物联网环境下的制造过程监测方法对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机械类产品装配生产

的特点与装配过程监测的目标；其次设计了装配过程监测的总体方案，并简单介绍了监测过程中涉及到的数据类型；然后，基于

RFID、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研究了装配过程中各类动态信息的采集方法；最后对机械类产品装配过程的监测系统进行了研究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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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作业计划与车间物流信息、制造资源信息、装配过程信息

和产品履历信息。

1. 人员与物料信息采集方法

人员、物料及在制品的信息均可以运用现在比较盛行的

RFID 技术 [11] 来采集，为避免车间内读取两种标签时产生干扰，

人员的标签使用低频标签和固定在工位上的近距离读写器，物料

和在制品标签使用高频标签和手持终端进行读写标签的操作。

2. 加工设备的装配信息采集方法

运用振动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采集加工设备的状态信息，通

过采集机床的振动信号判断机床的主轴、轴承、齿轮箱等关键部件

的运行状态信息，并将测量的信号运用信号处理的方法进行分析，

将得到的相关参数传输到检测系统，使设备的信息从本地上传到服

务器，以便管理层和设备维护人员对加工设备的可视化监测 [12]。

3. 生产环境信息的采集方法

生产环境的监测主要包括对车间内温度、湿度、噪音的监测。

为了使车间的环境适合工人的工作，并保证不影响工人的工作效

率，车间的噪音不应超过 85 分贝；为保证加工和装配过程的精

度不受环境影响，车间的温度应保持在 18℃ ~28℃；另外车间的

湿度应低于 75%，以保证各类加工设备不受影响。在选择传感器

时，可基于德州仪器的 CC2538 开发套件板设计不同功能的传感

器，可通过 6LoWPAN 将信息实时传输到应用层进行显示。

装配过程监测的系统设计

1. 监测系统功能设计

在开发监测软件前，需要对系统的功能需求进行分析，这是

开发系统的前提。本节根据装配过程监测需求，将装配过程监测

系统的功能分为以下 4 个部分：（1）数据管理模块：包括产品

的物料清单、装配工序、生产计划、装配线各类资源信息。此模

块除了提供录入信息的交互界面，还应具备更新和删除数据库中

相关信息的功能。（2）装配过程信息显示模块：负责将运用各

类物联网设备感知到的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来，此部分的

数据主要为动态数据，包括对员工、设备状态的显示、物料配送

提示功能、生产环境信息的显示与报警、各工位在制品库存情况、

订单完成情况。（3）质量数据分析模块：此模块负责将装配过

程的平行度数据绘成控制图并运用 KPCA-GA-SVM 的方法 [13-14]

进行分析处理，根据识别的异常结果显示对应的可能原因和解决

方案。（4）产品履历管理模块：主要用于后期产品的质量追溯，

将录入的静态信息和部分动态信息和产品 ID 对应并存储到数据

库，可实现根据产品 ID 查询到产品的装配人员、加工设备、关

键部件和关键质量信息。

根据上述功能模块介绍可得如图 2 所示的系统功能结构图。

2.  监测系统交互界面设计

根据监测系统功能的结构，可设计开发出装配过程的监测系

统软件界面。系统基于 LabVIEW 2014 开发，以 SQL Server 2014

数据库作为监测系统的主数据库和备份数据库 [15]，整个系统包括

数据管理、装配过程信息显示、质量数据在线分析和产品履历管

理四个模块。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 1 为三峡大学水电机械设备设计与维护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2 为三峡

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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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1205230)；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5CFB445). 

图 1  装配过程监测体系的结构示意

图 2  监测系统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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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91B，其中获得最多的

是美国，78B；其次是肯尼亚，2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

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

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参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

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计 555B；其次是埃及，28B，如图 1 所示。

2017 年 1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89 个，

其中欧洲 166 个，拉美 109 个，亚太 84 个，北美 23 个，非洲 7 个，

分别来自 66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76 个；其次是

俄罗斯，47 个。2017 年 12 月较大的申请，有 1 个 /21 来自中国。

2017 年 1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3503*/32，其中分配地址数

量最多的是中国，2074*/32；其次是俄罗斯，369*/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2245*/32；其次是美国，

IPv6 用户比利时、印度、德国全球领先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7 年 12 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192（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

201301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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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0.76 7.23 2018-12-25

APNIC 52 0.25 0.34 52.6 2011-04-19

ARIN 100.11 0.36 0 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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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9 1.88 256 /

为 1481*/32，如图 2 所示。

2017 年 12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15 个，IPv6 地

址申请 59 个，EDU.CN 域名注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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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图 3  2017 年 12 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15（计算单位：/24-C）

201301 201712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8 年 1 月 2 日）

图 1  近 12 个月 IPv4 地址新增数量最多的国家 / 地区 ( 单位：B)

IPv4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Total 

US 5 33 23 48 5 32 23 4 47 216 41 78 555 

KE 8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DE 0 1 0 0 1 1 2 1 1 1 1 1 9 

BR 3 1 1 2 2 1 2 2 1 2 1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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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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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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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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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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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0 4 16 0 8 0 0 0 0 0 0 0 28 

图 2  近 12 个月 IPv6 地址新增数量最多的国家 / 地区 ( 单位：/32)

IPv6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Total 

CN 11 12 27 21 18 9 9 26 14 11 13 2074 2245 

RU 99 102 97 74 92 75 98 58 56 60 179 369 1359 

DE 81 127 41 116 99 214 140 83 67 138 171 80 1357 

BR 88 29 81 105 103 88 105 115 80 102 77 76 1049 

GB 92 58 91 114 106 84 81 115 75 101 88 75 1080 

ES 59 83 141 368 73 57 82 80 40 57 58 72 1170 

NL 114 136 108 59 169 121 138 67 67 164 113 65 1321 

FR 35 72 65 104 56 33 41 48 70 66 84 48 722 

US 30 291 283 27 324 35 28 301 48 78 16 20 1481 

IN 5 1 1031 4 1 8 6 7 4 0 12 8 1087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61 5827451 10114962

2 印度 48.77 227271142 466034684

3 德国 42.99 31061760 72260517

4 美国 38.29 109943488 287146624

5 希腊 36.22 2619480 7231532

6 瑞士 35.16 2598896 7391076

7 卢森堡 33.43 185712 555449

8 英国 26.04 15961177 61284147

9 乌拉圭 25.70 577342 2246887

10 葡萄牙 25.49 1771982 6951757

68 摩尔多瓦 0.45 8741 1940530

69 中国 0.39 2836765 735768081

 IPv4 申请月增量

 IPv6 分配月增量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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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清华占总入流量 24% 居首
文 / 郑志延

2017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

路平均可用率 99.71%。

2017 年 12 月主干网流量较 11 月相比

有所增加，12 月入流量均值为 28.23Gbps，

相比 11 月增加了 2.54%，与 2016 年同期相

比增加了 2.26％；12 月 CNGI-CERNET2 出

流量均值为 32.93Gbps，相比 11 月增加了

2.11%，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69%。

2017 年 12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

量与 11 月相比基本持平。12 月入流量峰值

为 14.81Gbps；出流量峰值 12.24Gbps。

从 201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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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

平 均 值 为 6.83Gbps； 其 次 是 北 邮 节 点， 其 均 值 为 4.69bps 占

16.62%；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2.00%。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7 年 12 月

文 / 李锁刚

2017 年 12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CERNET 主干

网流量相比于 11 月变化不大，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图来看，

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减少了 7.05 G，出流量增加了 3.9 G；从国内

互联流入 / 流出图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增加了 5.48 G，出

流量减少了 1.38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图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增加了 0.79 G，出流量减少了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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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

编：高锦）

入流量：337.63G               出流量：408.9G

图 1  2017 年 12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0.45G              出流量：94.75G    

图 2  2017 年 1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7 年 12 月

12 月 CERNET 主干网出入流量清华均居第一

从 201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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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6.41%；其次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6.01%；流量排名

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2.24%。 （责编：高锦）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7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7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出流量分布

CNGI-CERNET2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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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近期通用 CPU 处理器内核被曝出多

个安全漏洞，这些漏洞允许用户绕过芯片

及系统的安全设置去读取任意内核中的数

据，由于是 CPU 层级的漏洞，这些漏洞理

论上影响所有使用通用 CPU 的操作系统和

软件。对于物理单机操作系统来说 , 利用

该漏洞低权限的用户可以获取高权限的系

统内核数据；对于云主机 ( 虚拟主机 ) 的

影响是利用该漏洞任意一个虚拟主机 , 用

户都可以绕过虚拟软件的限制读取同平台

下其他虚拟主机中的数据；对于软件的影

响则是允许绕过安全限制读取同操作系统

下其他任意软件的内存数据，如利用恶意

的浏览器脚本读取其他网站的 Cookie 信息

等。目前各硬件厂商、系统厂商和软件厂

商都在为相关漏洞发布补丁程序，但是均

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相关漏洞的影响可能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需要用户持续关注。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

1. 微软 1 月的例行安全更新中修补

了 56 个 安 全 漏 洞， 包 括 严 重 等 级 的 16

个，重要等级 39 个，一般等级 1 个。涉

及 Windows 系统，IE 浏览器、 Edge 浏览

器，Office 软件及 ASP.NET。这些漏洞中

需要关注的是 Office 软件的一个高危漏洞

（CVE-2018-0802），漏洞存在于 office

软件的公式编辑器中，攻击者可以构造包

含恶意攻击代码的文档引诱用户点击，一

旦用户打开了文档就会以当前用户的权限

执行任意代码。目前互联网上已经检测到

利用该漏洞的恶意程序，用户应该使用系

统的自动更新功能来及时安装相应的补丁

程序。除了例行的安全修补外，微软也针

对 CPU 的通用漏洞发布了专门的补丁更

新，Win10 用户可以使用自动更新或是下

载更新包安装，而 Win7/8 用户则需要通

过自动更新功能来进行修补。

2. 现代通用处理器（CPU）的运作机

制中存在两个用于加速执行的特性，推测

执行（Speculative Execution）和间接分支

预测（Indirect Branch Prediction）。推测

性执行是一种优化技术，CPU 会基于猜测

或概率的角度，在当前的指令或分支还未

执行完成前就开始执行可能会被执行的指

令或分支，如果猜测正确，则直接继续执

行，以此加速 CPU 的执行进度。如果猜

测失败，则取消该操作进行回滚，回滚的

过程并不影响 CPU 的处理速度。这种预

测执行的方式能够有效提高 CPU 的执行

速度，但是也带来了安全风险。尽管 CPU

架构状态会被快速回滚，但是 TLB 和缓存

状态并不会很快回滚，攻击者通过寻找或

构建一些指令就可以在 CPU 回滚的时间窗

口里进行一系列的越权访问，造成内核中

的数据泄漏。目前类似的攻击方式有三种：

（1） 边 界 检 查 绕 过（CVE-2017-

5753）——通过污染分支预测，来绕过

Kernel 或 Hypervisor 的内存对象边界检

测。比如，攻击者可

以 对 高 权 级 的 代 码

段， 或 虚 拟 环 境 中

Hypercall，通过构造

的恶意代码来触发有

越界的数据下标，造

成越界访问。

CPU 漏洞后续：部分补丁存缺陷或导致系统异常

CCERT月报

（2） 分 支 目 标 注 入（CVE-2017-

5715）——污染分支预测。抽象模型比较

好的代码往往带有间接函数指针调用的情

况，CPU 在处理时需要会进行必要的内存

访问，这个过程有点慢，所以 CPU 会预

测分支。攻击者可以通过类似的 ROP 的

方式来进行信息泄露。

（3） 流 氓 数 据 加 载（CVE-2017-

5754）——部分 CPU 上，为了速度并不

是每次都对指令作权限检查的，检查的条

件存在一定的缺陷。

3. 1 月 16 日 Oracle 公司发布了今年

第一季度的安全更新，修复了其产品线中

存在的 238 个安全漏洞，包括：Oracle 数

据库（5 个）、MySQL 数据库（25 个）等。

这 238 个漏洞中有 123 个属于高危漏洞，

有 216 个可以远程利用。需要特别关注的

是，25 个 Mysql 数据库漏洞中有 6 个允许

攻击者无需验证就可以远程连接 Mysql 数

据库。建议相关的管理员尽快安装相应的

补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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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厂商都针对 CPU 漏洞发布了自己

的补丁程序，但是部分补丁程序存在缺陷，可

能导致系统异常或者系统性能下降，包括：

1. Intel 针对 CPU 相关的漏洞发布的第一

版补丁程序存在缺陷，一些早期的型号的 CPU

安装了相关补丁后可能会导致系统反复重启，

目前 intel 厂商已经要求电脑生产商门暂停安装

该补丁，新的补丁即将发布，建议用户随时关

注厂商的动态。

2. 微软官方信息显示，Spectre Varient1

(CVE-2017-5753)和Meltdown Varient CVE-2017-

5754) 漏洞补丁修复对 CPU 性能影响较小。

Spectre Varient2（CVE-2017-5755) 漏洞补丁导

致 CPU 性能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对底层的指令集

做了修改，由于 Window7/8 系统在架构时使用

了过多的受影响指令，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速

度带来影响。

安全提示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1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17%

83%
81%

11%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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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IPv4 地址分配

2017全年全球IPv4地址分配

数量为 789B。获得 IPv4 地址数量

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美

国 555B，埃及 28B，巴西 18B。

继 亚 太 地 区 APNIC， 欧

洲地区 RIPE NCC，拉美地区

LACNIC，北美地区 ARIN 的

IPv4 地址池相继耗尽后，非

洲地区也进入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

2017 全年获得地址较多的国家 / 地区，依

次是美国，埃及，巴西，加纳，南非，突

尼斯，摩洛哥，肯尼亚，加拿大，德国等。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其所

属地区 IPv4 地址耗尽后，通过 IPv4 地址

的转让交易，仍获得了较多的 IPv4 地址。

截至 2017 年底，全球 IPv4 地址分配

总数为 3656779576，地址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见表 1。

IPv4 地址转让

2017 年亚太地区 IPv4 地址空间转让

交易有 479 条记录，其中跨地区记录有

110 条，包括从北美转移到亚太 75 条，从

欧洲转移到亚太 22 条，从亚太转移到欧

洲 3 条，从亚太转移到北美 10 条。有 310

条记录的转让交易是发生在国家 / 地区内

部，比如印度 93 条，日本 68 条，中国境

内 57 条，澳大利亚 29 条，巴基斯坦 9 条

等。有 24 条从境外转让到中国境内的记

录，部分记录见表 2。

IPv6 地址分配

2017 全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9979*/32， 与前两年相比，基本持平，

略有下降，2017 全年获得 IPv6 地址分配

数量较多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中国，美

国，德国，俄罗斯，荷兰，西班牙，印度，

英国，巴西，法国等 , 近年 IPv6 地址分

配情况对比见表 3。

截至 2017 年底，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总计 36932 个，分配地址总数

为 225626*/32, 地址数总计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上的国家 / 地区 , 见表 4.

IPv6 使用状况

根据 APNIC Labs 提供的全球 IPv6 用

户数 ( 估计 ) 及 IPv6 用户普及率的报告

(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

至 2017 年底，全球 IPv6 用户数排名前十

位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印度，美国，德

国，日本，巴西，英国，法国，加拿大，

比利时，马来西亚，中国 IPv6 用户数排

在第 14 位。而全球 IPv6 用户普及率排

在前十位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比利时，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总数 ( 个 )

1 美国（US） 1611648000

2 中国（CN） 339396608

3 日本（JP） 203714048

4 英国（GB） 122848792

5 德国（DE） 120312448

6 韩国（KR） 112439552

7 巴西（BR） 84173568

8 法国（FR） 80934960

9 加拿大（CA） 70080768

10 意大利（IT） 54102080

表 1  IPv4 地址分配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数（/32） 申请数（个）

1 美国 (US) 44445 5384

2 中国 (CN) 23427 1416

3 英国 (GB) 17958 1644

4 德国 (DE) 17486 1898

5 法国 (FR) 12148 941

6 日本 (JP) 9673 550

7 澳大利亚 (AU) 8959 1198

8 意大利 (IT) 7622 682

9 荷兰 (NL) 6156 1260

10 韩国 (KR) 5242 152

11 俄罗斯 (RU) 5219 1462

12 阿根廷 (AR) 4950 660

13 南非 (ZA) 4675 220

14 巴西 (BR) 4596 4924

15 欧盟 (EU) 4342 68

16 波兰 (PL) 4159 637

17 埃及 (EG) 41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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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家 / 地区

表 3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年份 2015 2016 2017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

20230 25293 19979

1 ZA  4441 GB  9587 CN 2245

2 CN  1797 DE  1511 US 1481

3 GB  1277 NL  1305 RU 1359

4 DE  1269 US  1135 DE 1357

5 NL  1010 RU  1005 NL 1321

6 RU   864 FR   926 ES 1170

7 BR   755 BR   732 IN 1087

8 ES   716 ES   702 GB 1080

9 IT   707 IT   687 BR 1049

10 US   660 CN   597 FR  722

NIC2017 年报

印度，德国，美国，希腊，瑞士，卢森堡，

英国，乌拉圭，葡萄牙，中国 IPv6 用户

普及率排在第 67 位。

CERNIC 地址分配注册

2017 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

请 118 个，IPv6 地址申请 900 个，EDU.CN

域名新注册 127 个。截至 2017 年底，IPv4

地址分配记录总计 5046 条，分配地址总数

14865732 个，IPv6 地址分配记录总计 2000

条（包括 11*/32,1989*/48），EDU.CN 域名

注册总数 6360 个。 （责编：高锦）

2017 年中国 IPv6 用户普及率全球排名 67

IPv4 地址空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日期

118.215.224.0/19
Akamai 

Technologies, Inc.
China Telecom 20170103

103.210.20.0/22
VerdiKt Studios 

LLC

Zenlayer Network 
T e c h n o l o g i e s 
(Shanghai) Co. Ltd.

20170525
36.255.220.0/22

172.81.192.0/18

ARIN/OPPOB

Tencent C loud 
C o m p u t i n g 
(Beijing) Co., Ltd

20170628192.144.128.0/17

45.40.192.0/18

154.8.128.0/17 RIPENCC/UK-
PSINET

20170628
193.112.0.0/16

109.244.0.0/16
RIPENCC/ru-

dinet
20170803188.131.128.0/17

94.191.0.0/17

表 2  境外转让到中国境内部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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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锁刚

2017 年 CERNET 主干网络运行情况良好，在 CERNET 国家

网络中心和各节点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主干网网络平均可用率

99.996%，延时合格率 100%，丢包合格率 100%。2017 年，随着

国内互联点的陆续开通，国内骨干网总入流量比 2016 年增加了

48.57G，总出流量增加 85G，国内互联总入流量比 2016 年增加

了 22.88G，总出流量增加 21.29G，线路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国

际互联总入流量比 2016 年增加了 5.46G，总出流量减少了 4.5G，

教育网的出国带宽紧张的状况也有了大大的改善。除了网络可用

率的提升外，其他衡量网络性能的指标如丢包率、网络时延等都

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能够更好地为教育网用户服务。

2017 年全年主干网流量情况参见图 1~3。

由图 4、5 可知 2017 年全年十大地区网入流量清华居首；华

中地区次之；第三是华东北地区。出流量清华第一；第二是华中

地区；第三是东北地区。

CERNOC 顺利完成教育网重点应用和保障工作。2017 年重

大网络应用的保障包括高招保障、“两会”信息安全保障、教

育部视频会议保障、ETS 托福考试和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保障等。

CERNOC 为教育部视频会议增加了冗余备份线路，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冗余线路的自动切换，并派专人负责教育部视频会议的保障

工作；ETS 和国际数据库的保障工作也基本完成。

2017 年 CERNOC 配合国家网络中心，运营维护 CERNET 主

干网，一年来在领导的关怀下，大家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完成

了机房搬迁工作，完成了骨干网、国内和国际互联进一步扩容和

运维工作。进一步完成教育网 38 主节点接入设备的升级改造和

带宽的扩容工作，对比 2016 年，2017 年无论是接入的用户数量

还是带宽总数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责编：高锦）

2017 年 CERNET 主干网总出流量增长 85G

NOC2017 年报

入流量：309.04G             出流量：374.25G

图 1  2017 年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13.64G              出流量：87.02G    

图 2  2017 年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入流量：28.33G               出流量：18.87G  

图 3  2017 年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图 5  CERNET 主干网 2017 年全年十大地区中心出流量占比

图 4  CERNET 主干网 2017 年全年十大地区中心入流量占比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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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CNGI-CERNET2 主干网络的单位相比 2016 年数量减少了 8%。

从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曲线图 2 中可以明显地分辨出

主干网在寒暑假期间与平时的流量变化。从整体趋势上看，2017

年流量相对平稳。2017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达

到 了 53.59Gbps， 同 比 2016 年 减 少 10.4%， 出 流 量 峰 值 达 到 了

55.78Gbps，同比 2016 年减少 8.9%。

2017 年网间入出流量总体变化也是相对稳定的。入流量峰值

达到了 14.22Gbps，网间出流量达到了 11.83Gbps，如图 3 所示。

CNGI-CERNET2 的持续稳定是各高校开展学术和科研的基础，

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评价网络运行稳定的重要标准。

从图 4 可以看到，2017 年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故障率平均为

0.33%。最高故障率 1.06%。而从图 5 可以看到，除南京节点外，

所有节点的核心设备的可用率在 99% 以上。

从图 6 可以看到，北京（清华大学）、北邮、沈阳占据了入

流量统计的前三位。其中北京节点居于首位，其年平均入流量为

5089.28Mbps，约占总入流量的 21.41%；北邮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4246.52Mbps，约占总入流量的 17.86%；沈阳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2688.00Mbps，约占总入流量的 11.31%。而在图 7 中，2017 年出

流量居于前三位的为北京（清华大学）、北邮、北大三个节点，

分别占年总出流量的 17.48%、16.2% 和 9.98%。

2017 年是 CNGI-CERNET2 稳定而蓬勃发展的一年。随着

CNGI-CERNET2 主干网的下一期升级建设在即，我们将迎来更快、

更稳定、更安全的 IPv6 网络体验，让我们共同展望 2018 年 CNGI-

CERNET2 更加辉煌的发展。 （责编：高锦）

2017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入流量清华、
北邮节点居前两位

文 / 郑志延

在 IPv6 网络高速发展的 2017 年，CNGI-CERNET2 也紧随

着步伐稳定的发展壮大。

IPv6 BGP 前缀数量由 2017 年年初的 3.7 万条增长到年底的 5 万

条，同比增长了 35%，见图 1。但由于受主干带宽的限制 2017 年新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图 1  IPv6 前缀数量统计

图 2  2017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入流量

图 3  2017 年网间流量情况

   图 4  2017 年主干网线路故障率

6NOC2017 年报

图 5  2017 年核心节点可用率

图 6 2017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7 2017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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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

文 / 涂庆华  李华  峰束  乾倩  高静

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

突出，可以说网络信息安全是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需

要我们与信息化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检查。为此，结合南京

理工大学实际情况，学校从管理入手，构建全校网络与信息安全

工作体系，制订相关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优化校园网安全技术防

护体系，完善数据安全策略，制订安全应急预案，建立安全应急

机制，切实加大安全相关工作力度，保障学校信息化工作的健康

发展。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南京理工大学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为此建立和完善

了三级安全责任体系，如图 1 所示：以书记、校长为双组长的网

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为领导与决策层，下设分管信息化

工作校领导任组长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协调组；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处负责统筹全校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与建设工作；学校各二级

部门严格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制，主要责任人为安全第一责

任人，并明确网络信息安全分管领导，设立网络信息管理员，统

筹管理本单位的网络信息安全工作，责任到人、突出重点、自主

防护、保障安全。

与此同时，我们制订了一系列的安全相关管理规定作为配套

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遵循“谁主管谁负

责、谁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我们制订了《南京

理工大学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办法（暂行）》并颁发执行。该办法

包含组织架构、系统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队伍建设、经

费保障及应急响应等方面内容，全面规范了学校网络信息安全工

作，确保了安全工作的有序开展。

同时，为加强数据资产的统一管理和质量管控，建立有效的

数据共享、管理与保障体系，有效发挥数据在教学、科研和管理

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制订了《南京理工大学数据资产管理办法（暂

行）》。通过对信息系统数据的采集、录入、运维、存储、归档、

应用等过程，以及数据标准、接口标准、数据安全策略和实施数

据审核的管理，达到统一数据语言、保障数据准确、防止非法篡

改和伪造、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预防信息泄漏、提供优质

高效数据服务的目的。

信息系统安全策略

学 校 建 有 信 息 系 统 安 全 监 控 系 统， 实 现 主 动 关 注、 实

时 监 控、 提 前 告 警、 预 先 管 控。 该 监 控 系 统 采 用 主 动 预 警

以应用视角实施系统安全策略

图 1  南京理工大学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图 2  系统安全主动预警架构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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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构， 关 注 操 作 系 统 及 其 以 上 部 分， 侧 重 应 用 视 角。 主 动

预 警 层 面， 可 实 现 7×24 小 时 的 可 用 性 监 测， 精 准 定 位 故

障 原 因； 同 时， 基 于 采 集 配 置 信 息（ 如 应 用 的 开 发 框 架、

运行环境等）的安全监测，可快速、精确定位受影响应用，

如图 2 所示。

系统安全防护是基于应用可用性视角来设计的，如图 3 所示。

其特点有：1. 应用视角建立应用运行所需要操作系统、数据库、

API 等必要 IT 资产或服务之间的关联；2. 基于已建立的关联 +

预警模型将监测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实现故障的提前预

警与精准定位；3. 通过对日志进行实时监测，可以真正做到事件

提前预警，事件原因的精准定位。

目前，系统层面的监测涉及到的数据包括：1. 配置信息：

操作系统版本、操作系统开放的端口、操作系统运行的组件、

应用的开发框架等；2. 资源消耗：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

归档大小、磁盘利用率、连接数、线程数据等：3. 运行日志：

oracle alert 日志、weblogic/websphere/tomcat 运行日志、操作系

统运行日志等。

同时，我们整合相关资源和力量，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了学

校的安全监测与预警机制，如图 4 所示。科学的安全监测与预警

机制有以下三个要求：具有安全监控工具；第一时间获取外部的

安全信息；清晰的校内应用的配置信息，如使用的 jdk 版本、用

的什么框架、应用的操作系统版本等。

网络安全技术架构

经过多年的建设，南京理工大学的网络安全防护也在不断

进行优化，目前已形成一套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体系，其

中数据中心区域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数据中心区域包含主

数据平台、信息门户、虚拟化平台、一卡通、图书馆、教务处、

财务处等多个不同类别的应用系统，原来都在一个安全域内，

容易互相干扰，安全隐患较大。为此，我们将数据中心安全域

进行了优化，按功能将不同类别的应用系统细分为若干子安全

域，如图 5 所示。

各安全域之间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在 IP 地址规划上分开，

这个方便设置安全控制策略，可最大限度减少互相之间的干

扰，有效减少了安全隐患。同时，也规划了一些虚地址段提供

图 3  基于应用可用性视角监控

图 4  安全监测与预警机制架构

图 5  数据中心安全域细分表

图 6  数据中心安全技术防护体系架构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2018.2-3 中国教育网络 69

数据中心使用，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内部数据交互（例如数据库

服务器等），能够有效避免受到外部攻击，保障系统安全和数

据安全。

在安全域优化细分的基础上，我们对数据中心原有的安全技

术架构进行了优化，建立了全新的数据中心安全防护技术体系，

如图 6 所示。

新的数据中心安全架构将各子安全域都保护起来，做到了安

全防护的全面优化：

1. 在智慧理工应用、虚拟化平台等重要子安全域，配以防火

墙、IDP、WAF 等全套安全防护设备，以确保这些重要应用系统

的安全；

2. 对于一些安全级别要求不高的子安全域，考虑到性价比等

因素，目前仅部署防火墙进行安全防护；

3. 设置一个流量清洗区，对于应用系统中某些需要额外进行

安全防护的，可以通过策略路由或代理等方式，将相关流量引流

到流量清洗区，由其安全设备进行安全防护；

4. 另 设 有 一 个 安 全 管 理 区， 用 于 放 置 安 全 漏 洞 扫 描、

VPN、堡垒机、应用交付等安全设备，支撑对全局的安全管理

或应用；

5. 各安全域根据应用需求分别设置多种安全策略，如端口策

略、ACL 策略、漏扫策略、认证策略等。

网络安全管理与应急

在网络安全管理上，经过长期积累，我们在实践中逐步总结

出了一套安全管理工作模式。我们利用漏扫设备，定期对全校的

网站及业务系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生成安全态势分析报告，发

现问题的，则下发相关单位并要求限期整改（进行补丁升级及安

全加固等），达不到整改要求的，则要求限期关停；一旦发生网

络安全事件，则立即启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流程，确保第一

时间处理问题，把损失或影响降到最低。

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流程，如图 7 所示。

1. 信息化处接到安全事件的通报后，通过沟通协调，结合技

术手段，获取事件截图等相关证据；

2. 信息化处核实事件类别，发起处理流程；

3. 若事件为紧急事件，信息化处第一时间向分管信息化工作

的校领导汇报，同时通报责任单位相关情况及事件证据，并关闭

相关网站或信息系统的访问权限，以降低不良影响。若事件为普

通事件，则此环节略过；

4. 信息化处指导分析事件原因，并提供整改建议；

5.责任单位对网站或信息系统进行安全修复，并提交整改报告；

6. 信息化处对修复后的网站或信息系统进行安全复查，复查

通过后恢复其访问权限。

网络信息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一是

要高度重视，二是加强管理和宣传，增强安全意识，完善安全规

范，贯彻安全操作规程；三是加强技术防护；四是加强安全人才

队伍建设，发挥学校网络安全相关的教师和学生力量；五是加强

与外部安全公司合作，增强学校的防护力量和水平，最终构建完

整的学校安全防护体系。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南京理工大学）

图 7  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流程

信息化处：接收安全事件信息

信息化处：获取证据，核实真实性

确认为误报事件，结束

确认为误报事件，结束

信息化处：对事件进行定级，发起处理流程

是否紧急事件

信息化处：向分管信息化工

作校领导汇报

信息化处：通知责任单位相关情况及事件证据

信息化处：关闭事件相关网站或信息系统访问权限，

降低不良影响

信息化处：指导分析事件原因，并提供整改建议

信息化处：将整改建议发送给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对网站或信息系统进行安

全修复，并提供完整的整改报告

信息化处：恢复相关网站或

信息系统访问权限

责任单位：对网站或信息系统进行安全修

复，并提供完整的整改报告

信息化处：事件归档、结束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70 中国教育网络 2018.2-3

文 / 郑海山  江晓莲  许卓斌  萧德洪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出台，高校对网络安

全也越来越重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和公安部的《计算机

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都强调了备案的重要性 [1]。

备案是高校网站安全管理的基础，只有摸清了家底，才能对网站

安全做好管理工作 [2]。摸清家底除了确定网站的运维部门和使用

部门等静态的管理信息外，还应当包括网站动态方面的一些信息，

比如网站的 IP（Internet Protocol，网际协议）地址、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物理位置、连接的交换机、访问量和

性能指标等等。由于高校域名一般为 .edu.cn 结尾，所以在工信部

和公安部的备案只能对整个学校的三级域名进行备案，学校内部

的四级域名自行备案，各个高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备案管理机制
[2-4]，然而目前部分高校的网站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

高校网站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站点分布情况复杂

高校网站是域名备案主体为学校的网站，校内备案主要的目

的在于网站遇到安全事件后，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到用户或者由信

息与网络中心紧急处置。由于一个网站对外提供服务涉及到域名

和 IP 地址两个基本条件，根据这两个条件的不同，处置相应会存

在表 1 所列的几种情况。

目前大部分高校以上几种情况还处于并存的现状，甚至对哪

些站点属于哪种情况还未调查清楚。建议做好备案工作，从技术

手段识别出以上各种情况，并要求备案主体为学校的所有网站均

应迁入校内，接受学校的统一安全防护和管控。

官方网站没有与信息系统分开

部分二级学院和部门的官方网站和信息系统紧密结合在一

起。官方网站为宣传性质的网站，一般只有新闻发布功能，程

序逻辑较为简单，访问受众大，可以生成静态页面增加安全性，

而信息系统较为复杂，为动态网站，程序逻辑复杂，安全隐患

多，访问者较少，在重大活动时期可限制校外访问。两者部署

在同一台服务器会导致任何一个被攻击均可能影响另外一个。

所以应当把官方网站和信息系统分开部署，使用不同的安全

措施进行保护。或者将官方网站迁移到统一部署的网站群内

提高安全性。

未采用信息系统支撑备案

备案过程使用线下的纸质流程、电子邮件上报、流程引擎，

备案系统记录高校网站安全信用

利用漏洞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建立网站的安全信用记录体系，通过实施备案和漏洞管理，使得高校

对校内网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基于备案和一系列第三方系统联动和技术检查措施，整体安全管理方法结

合技术、管理和人工手段，可以极大提高高校在网站安全管理的能力，提高高校网站整体安全性。

域名注册提供商 IP 地址接入商 紧急处置方法 紧急处理时效性

学校 学校教育网 停止 DNS 解析、切断 IP 地址网络访问 快速

学校 互联网云服务 停止 DNS 解析 慢，DNS 解析有一定延迟

互联网域名提供商 学校教育网 切断 IP 地址网络访问 快速

互联网域名提供商 互联网云服务 无法直接处置 较慢

表 1  高校网站分布和处置情况

厦门大学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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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对数据做沉淀等手段，使得备案数据无法电子化，变

更无法关联，统计查询困难。应当有功能较为完备的信息系统

支撑备案工作。

网站安全信用记录缺失

网站过往有发生过何种安全漏洞无从得知，网站漏洞管

理采用电话和邮件沟通，导致过程和处理结果跟踪效果较差，

无法进行考核。未采用自动化工具，导致对有安全隐患的网

站的保护性封禁不及时。在诸如通用软件漏洞出现时，无法

根据历史漏洞情况对使用了特定通用软件的站点进行主动提

醒，多个安全管理人员之间无法有效协作。应当利用系统建

立网站的安全信用记录，对于多次出现安全漏洞的网站应主

动要求整改。

管理办法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

信息与网络中心出台了各种网站安全管理办法，然而由于

缺少技术手段，导致管理办法成为一纸空文。没有系统的支撑，

开启和封禁有安全隐患的网站较为随意，易受用户影响。

虚拟主机生命周期管理缺失

信息与网络中心一般会为二级学院提供诸如虚拟主机或

虚拟机的建站平台支持，然而这些资源往往只有申请，没有

退出机制，导致变成僵尸站点。部分网站由学生开发，等学

生毕业后无人维护。某些会议网站，申请了虚拟主机空间后，

会议承办结束后不再使用，但是不会通知信息与网络中心。

统一部署的网站群安全性能较高，然而也存在管理员账户密

码泄露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厦门大学建立了备案系统 [5]，使用技术手

段结合管理政策和人工操作，实现了对网站安全较为清晰的管

理。本文将介绍备案系统和备案系统使用到的部分技术手段，

和厦门大学在首次备案梳理、日常管理、基于备案数据和其他

系统对接中的网站安全管理实践。

备案系统功能介绍和执行

备案系统主要功能为登记所有网站的运维负责人和分管领

导，并对内部自查或互联网发现的网站漏洞，在备案系统内实

现漏洞通知、认领、讨论、修复、确认等一系列全生命周期管

理流程 [5]。并基于备案基础数据，对接了近十个第三方系统，

对整个学校网站进行分析和检查。同时引入年审、常态化检查

等管理机制，建立网站安全信用记录，以此信用记录决定网站

在重大时期的开放。

和第三方系统对接方法

备案系统需要和各个系统对接，有些系统使用了可远程访

问的数据库，比如 MySQL，这些可以通过直接数据库连接获取

信息。有些系统提供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应用程

序接口），可通过 Python 的 suds 或者 urllib 模块获取信息。有

些系统只有网页页面，可以使用类似 PhantomJS、Selenium 等网

页自动化工具模拟登陆并获取信息。有些系统可以导出结果到

Excel 等格式，可通过定时手工方法导入到系统获取信息。如果

以上方法都没有，可先手工操作，等条件成熟后再自动化获取

信息。

管理员控制台

梳理出备案数据后，基于备案基础数据，结合第三方系统，

展示管理员驾驶舱，通过图表展示校内备案总数、备案人员

总数，站点总数、校外域名总数等各种统计信息，方便管理

员对校园网内所有网站进行安全态势分析。厦门大学做了以

下识别：

(1) 备案人高危识别：列出备案数较多的人，重点关注。备案

数目较多，有可能该用户确实负责很多网站或系统，也可能说明

该部门统一由某个人负责备案，真正各个网站的负责人可能还有

其他人，这种情况会导致漏洞无法及时传达到具体负责人。所以，

出现这种情况应督促具体负责人备案。

(2) 服务器高危识别：列出架设较多网站的服务器。一个服务

器开设了太多网站，多个站点安全隐患会互相影响。应督促管理

员对网站根据安全级别进行分离。

(3) 识别过往漏洞最多的站点和管理员。

(4) 域名注册商和接入服务商识别。识别出接入在校外、

校内、数据中心外的服务器，督促尽快托管到信息与网络中

心机房。

(5) 网站首页变化量识别。识别一段时间内首页变化量少于某

个阈值的网站，督促管理员更新站点或者关闭站点。

(6) 识别非标准部署的网站。非标准部署的网站包括使用

IPv4 直接提供网站服务和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

文本传输协议）端口开放在非 80 端口的网站。非标准部署网站

记忆困难，搜索引擎优化程度较低，不支持 IPv6，今后也无法提

供 HTTPS（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服务，应督促尽快

申请域名。

由于管理员态势分析必须经常打开各个不同的系统，所以厦

门大学对管理员经常打开的系统链接做了聚合，方便管理员打开，

常见链接包括 WAF（Web Application Firewall，Web 应用防火墙）、

IPS（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入侵防御系统）、防火墙、堡垒机、

校内各平台控制面板、互联网各种漏洞平台、监控平台等地址链

接，使得备案系统成为安全人员的门户。

梳理备案过程

备案从无到有的过程，不能简单的一刀切，虽然不备案就禁

止访问会加快备案进程，然而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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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 [6]。

为了最大限度不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我们采用了以下较为柔性

的备案推进过程：

(1) 多宣传。备案系统开发完成后，通过办公自动化发文和

QQ 群沟通，督促各个网站安全责任人在截止时间前备案。

(2) 减少对业务的影响。为防止在真正截断网络访问之后影响

业务的开展，除了通知以外我们还通过查询 DNS 解析量、站点日

志量、厂商的安全设备识别出来的站点信息防止重要域名被误删

除。对于访问量较大的站点，额外通过电话提醒。

(3) 提供通知页面。截止时间到了对所有没有备案的域名直接

解析到通知页面，在通知页面提示备案启动的时间点、目前进度

和备案方法。减少用户投诉未收到通知和不知道网站无法访问的

原因。

(4) 回收域名和虚拟主机空间。确定时间点，没有备案的站点，

回收域名和虚拟主机空间。

漏洞全生命周期管理

漏洞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各个时间节点如图 1 所示。一旦管理

员从多个途径接收到漏洞信息后，判断为非误报，录入系统进入

流程。红色虚线为各个重要时间点，如果未在一段时间内认领漏

洞，漏洞会升级发送邮件给分管领导。在一段时间内未修复，则

只允许校内访问。如果是高危漏洞在一段时间内未修复，则封禁

校外访问或直接关闭网站。

漏洞来源有以下几种被动和主动来源：

(1) 互联网漏洞平台。在所有较大的互联网漏

洞平台申请账户，登记邮件地址，做到白帽子录

入漏洞后第一时间收到漏洞通知，并录入系统，

做到有漏洞必确认必修复，无法修复的关闭站点。

有些漏洞平台还提供了 API 数据开放接口，对于

这种漏洞可直接预填信息减少管理员的工作量。

(2) 上级部门通知。

(3) 使用漏洞扫描设备或者开源软件主动对所

有备案系统的网站进行漏洞。根据扫描到的漏洞

分发到各个站点。

(4) 主动恶意代码检测。对信息与网络中心有

管理权限的虚拟主机或者虚拟机定期进行恶意代

码检测。可使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在虚拟化层

面部署无代理模式的检测恶意代码软件检测。在

校园网出口部署防恶意代码防火墙，定期检查拦

截日志录入备案系统。

(5) 通用软件漏洞或蠕虫。一些站点使用了诸

如 PHPCMS、WordPress、Drupal 等 CMS 系统或者 Struts2 等通

用软件，在这些通用软件有漏洞时根据历史记录找出有可能使

用了该通用软件的站点，通过 PoC（Proof Of Concepts，效果验证）

检测后录入备案系统。

(6) 定期查看 WAF 和防火墙日志，找出被 WAF 拦截的地址，

识别出可能存在漏洞的站点，录入备案系统。

技术实现细节

站点的识别

在备案梳理过程和日常管理中，有些 IP 地址通过了备案，

开放了校外访问权限，于是管理员又在上面开设了其他没有备

案的网站。有些站点以教学科研用途备案了，然而后期网站建

设内容与备案用途不一致，这时需要识别出校内真实有多少网

站在对外提供服务，需要识别出真实网站是否跟备案信息一致。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采取多种方法识别：

(1) 对所有备案网站，自动获取 IP 地址，域名，Web 端口

开放情况，网站首页标题，与备案系统内数据一并表格显示，

方便管理员排查。

(2) 根据 DNS 权威服务器查询日志记录找出访问量较大

但是没有备案的网站，人工通知。技术实现为：由于我们的

DNS 权威服务器查询日志记录保存在 Elas t icsearch 数据库

内，通过查询找出阈值超过一定数值的域名，检查备案情况，

图 1  漏洞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各个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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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

(3) 某厂商设备通过镜像校园网出口的 Web 流量到设备上，

可以识别出流量中提供 Web 服务的服务器 IP 地址，Web 链

接地址等信息，通过手工导出导入到备案系统内，与备案系

统内数据一并表格显示，可以发现一些直接通过 IP 地址提供

Web 服务和把校外域名解析到校内 IP 地址的网站。

内部 IP 地址的数据

厦门大学目前部分学院还有自有机房，部分网站使用虚

拟主机或者网站群，通过维护校内 IP 地址段列表，根据备案

地址通过 DNS 解析获取到的 IP 地址可以识别出网站是否在校

外、是否在数据中心内、是否在学院自有机房、是否已经迁

移到网站群、是何种类型虚拟主机等信息。任何一个备案网

站的接入可清晰识别。

虚拟主机

厦门大学提供有多种类型的虚拟主机空间，有些网站

由于更换空间或者已经下线，然而还保留在旧虚拟主机内。

通过在虚拟主机服务器上运行 VBScr ip t 或 Py thon 脚本，

对 IIS 或 Apache2，获取配置文件的所有开设的站点，查

询 wwwroot 目录占用空间大小、DNS 解析情况、查询访问

日志，如果检查到可能已经不再使用，通知用户备份完删

除网站。而对于网站群，则移动到归档网站，并禁止管理

员登录。

出口防火墙封禁

厦门大学把服务器网段和用户网段分开，默认关闭校内

所有 IP 地址段的校外 HTTP 访问，用户网段不能对外提供

Web 服务。服务器网段在备案后 IP 地址才开放对外访问。由

于使用的防火墙设备无自动化接口对接，所以采用了半手工

方式。技术实现为：为了开放和删除防火墙条目，在备案数

据有变化时，通过解析所有备案网站的 IP 地址，和管理员导

入的当前防火墙开放 IP 地址比对，邮件推送差异视图，让防

火墙管理员做调整，调整后，管理员需要持续再导入目前的

防火墙开放 IP 现状数据。

邮件通知

定期群发推送安全资讯。根据备案网站的类型进行个性

化推送，比如向部分未使用网站群的网站推送网站群的迁移

通知、对还在校外的网站提醒迁移等，推送时间确定在上班

时间。

重大活动时期校外访问申请

重大活动期间为减轻安全运维压力，可能采取对部分站

点限制校外访问或者直接关闭等措施。如果部分网站确实因

为业务需要开放，必须主动申请上报开放理由和应急措施，

等待审核后开放，而以往发生过安全事件的网站通过系统限

制无法提起开放申请。重大活动时期使用自动生成临时的规则，

过后恢复以往规则。

漏洞扫描结果分发

一般厂商的漏洞扫描工具可批量扫描网站漏洞，然而报告

无法全部直接程序化录入备案系统，因为有些报告为未扫描到

漏洞的报告，同时如果一个个录入备案系统工作量较大，所以

我们采取一般性漏洞只单独邮件通知，高危漏洞录入备案系统。

邮件群发的方法为：从漏洞扫描工具下载打包的报告，使用

Python 程序解压，解析报告内容，根据域名找到备案系统内的

联系人，放到邮件发送队列内发送。

监控

根据备案数据自动生成监控系统配置文件，并定期更新，

把所有的备案站点全部加入监控，系统监控可用性和性能，

可以识别出可能正在被攻击的站点和开设了虚拟主机但是很

久都没有开始使用的站点。监控系统可采用 Nagios 或 icinga

等使用文本配置文件的监控软件。对于检测网站的更新频率

直接使用 Python 的 url l ib 模块定期抓取首页内容，并简单比

较文本相似度。

厦门大学通过以上备案政策和系统的推进，在校园网站梳

理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关闭了 100 多个僵尸网站，清理了 400

多个过期域名。通过对漏洞的管理，录入了多个漏洞，并关闭

了多个有安全漏洞的站点。通过结合技术、管理和人工手段，

极大提高了厦门大学在网站安全管理的能力。下一步工作可基

于备案数据生成校内网址导航，为展现高校文化特色做导航；

也可参考 Vul Tracker 漏洞管理与自动化跟踪平台 [7] 实现对漏洞

的自动化检测。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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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宸  张哲

西安交通大学于 1994 年开始校园网

的建设，是国内最早接入互联网的高校之

一。经过 20 年多的建设，到目前为止，

已累计完成投资 5000 多万元，建立起了

一个规模大、管理良好的校园计算机网络，

在国内高校处于较高的水平。共完成光纤

铺设 94 公里，校园联网机器超过 50000 台，

网络出口带宽 2.5GB。2013 年，通过国家

CNGI 项目校园网 IPv6 技术升级子项目的

建设，学校校园网已经为万兆主干互联、

千兆到楼、百兆交换到桌面，覆盖了所有

的教学区域、学生宿舍、3 个附属医院以及

家属区的 IPv6/IPv4 双栈网络 , 如图 1 所示。

目前，校园网横跨兴庆、雁塔和曲江

三个校区。其中兴庆校区 41 栋宿舍，雁

塔校区（包括二附院）20 栋宿舍，曲江校

区 1 栋宿舍，共 61 栋学生宿舍，3 万余名

在校学生，5 万多联网终端。

图 1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网拓扑

管理模式

PPPoE 认证

目前，国内外高校主要采用的网络

认证方式，PPPoE、802.1x、Web/Portal

常见三种认证方式。三种认证方式对比，

见表 1。

由于 PPPoE 认证的突出优点就是

实现简单、认证效率高、安全可靠、计

费效率高、配置简单和兼容性好等优点，

无需多业务网管设备，就能保证 IP 网

络的无缝相连。目前基于 PPPoE 的认证

技术在电信运营商和校园网络应用非常普

遍。

学生区网络管理方法

根据学校校园网的网络结构、业务特

点和应用需求，我们选择了 PPPoE 作为

全校网络认证方式，教学区、学生区及家

属区均采用 PPPoE 认证。新生入校申请

校园网 PPPoE 账号后，即可以在宿舍和

学生区网络精细化管理经验分享

认证方式 PPPoE 802.1x Web/ Portal

标准程度 RFC2516 IEEE 标准 厂家私有

封装开销 较大 小 小

接入控制方式 用户 用户 设备端口

IP 地址 认证后分配 认证后分配 认证前分配

多播支持 差 好 好

VLAN 数目要求 无 无 多

支持多 ISP 好 好 较差

客户端软件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设备支持 业界设备 业界设备 厂家私有

用户连接性 好 好 差

对设备的要求 较高（BAS） 低 高（全程 VLAN）

表 1  三种认证方式对比

教学区及有线无线网络通用，实现“一个

账号走遍校园”的理想状态。

学生区网络采用千兆光纤主干，百兆

到桌面。校园网流量采取校内校外定额管

理。访问校园网内资源不限流量，访问校

园网外免费流量为 15GB/ 月。每月使用网

络流量费用采用阶梯计费政策，0 到 15G

为 免 费；15G 到 40G，1 元 1G；40G 到

50G，2元1G；超过上限50G，封禁外网权限。

采用流量管控措施，可以使学生做

到合理有效地使用校园网带宽和资源，

避免学生无节制的滥用校园网，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学校教育网出口带宽不

足的问题。

服务质量 

服务现状

学校传统的学生区网络故障报修流程

是：学生网络故障后通过电话给网络信息

中心报修，然后由运维人员人工接单，联

系报修同学，携带纸质工单上门维护，维

修完毕后学生填写维修评价，最后回收统

计纸质工单。

校园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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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报修方式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1. 通过电话报修，既然无法满足网络

故障数量快速增长的需求，也无法满足用

户快捷方便的网络故障报修的要求；

2. 通过人工指派工单，工作效率低容

易发生错漏；

3. 纸质工单的方式，增加了维护人员

工作量，并且容易造成记录误差，纸质工

单丢失，工作量统计困难等问题；

4. 无法动态跟踪维修状态，也无法实

时掌控维修质量，缺少有效反馈机制。

学生网管

为了改变目前的服务现状、提升服

务及时性、反馈服务评价和跟踪服务质

量，解决网络信息中心在非工作时间的

网络服务问题， 通过成立一支学生网管

团队，负责协助网络信息中心管理和维

护学生区网络。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网络管理协会（简

称西交网管会）是由网络信息中心指导的

科技类社团组织。协会以建设安全、文明、

稳定的校园学生网络为宗旨，负责学生区

宿舍网络的管理和运维、宿舍网络设备的

维护监控以及宿舍网络的故障排除。

协会现有 96 名成员，他们均是来自

东西校区的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社

长 1 名，副社长 3 名，部长 8 名，团支部

书记 1 名，部员 83 名。

协会下设运维部、研发部、宣传部三

个部门，分别负责学生区网络管理维护、

网站建设与开发以及社团宣传工作。每栋

宿舍楼宇配备一个学生网管，实现学生区

网络的标签化、网格化和精细化的管理。

协会的组织架构，如图 2 所示。

网络信息中心为协会开展多次业

务培训，提高协会成员的业务能力和

专业知识。通过为学生网管提供亲身

实践的经验和机会，培养了学生网管

主动服务意识和动手能力。学生网管

不仅服务了同学，还获得了社会实践

的机会，增强了自身的能力。通过学

生网管团队，在网络信息中心和学生

之间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广大同

学对校园网的运行状况和网络信息中

心日常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网络故障自助服务

通过学生网管团队的成立，拥有了

一支高效快速保障有利的学生区网络故

障管理团队。在通过一套完整的网络故

障自助服务系统，辅助学生网管更好更

快的处理学生区的网络故障。该系统的

功能结构，如图 3 所示。

该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在报修、维修、

评价之间建立沟通桥梁，从反馈评价中发

现维护的及时性、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问

题，协调各运维部的部外运行机制和维修

行为。该系统对学校学生区网络的管理和

维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交流

西安交通大学在“双一流”和“丝路

联盟”的建设中稳步前进。2016 年，留

学生规模达 2226 名，留学生分别来自于

122 个生源国家。留学生规模是体现大学

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留学生教育不仅

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教育、科研及经济的

发展，而且在传播民族文化、培养友好人

士、扩大国际影响等方面，也将起到不可

估量的作用。预计至 2020 年学校留学生

规模达到 3000 人。

留学生初到校园可能会遇到生活不习

惯，语言不通顺等诸多问题。为了给他们

提供更好的网络体验和人性化服务，特成

立一个留学生网络服务小组，由网络信息

中心统一领导和指挥，7~8 名同学组成组

员。实现 365×7×24 不间断服务的模式，

切实保障了广大留学生的上网通畅和服务

效率。图 2  学生网管团队组织架构

合作共赢

学校目前有 5 万多台联网终端，校园

网教育网出口带宽仅有 2.5G，已经远远无

法满足学校日益增长的教学、科研需求。

为了解决校园网对学校信息化发展的掣

肘，选择与运营商合作共建共享的建设模

式。运营商参与高校校园网建设，开展校

企合作，为校园网建设带来了新模式，而

新的建设模式势必给校园网管理带来挑战。

学校在原有 2.5G 教育网出口带宽的

情况下，新增中国电信出口带宽 2G，中

国联通出口带宽 1G 和中国移动出口带宽

1G。利用多个运营商网络出口，减小网络

延迟，根据目标地址多线路动态负载均衡，

优化 QoS 等措施，提升了用户校园网网络

访问体验。学校为学生提供多种网络线路

选择，在原有教育网计费政策上，学生可

以自主选择开通电信，联通和移动运营商

的上网套餐，完全做到“多运营商并存，

自主选择，按需收费”。

通过成立网格化标签化的学生网管团

队、利用网络故障自助服务信息系统、组

建留学生服务小组和引进多运营商合作共

建模式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探索出了一套

行之有效，对学校学生区网络立竿见影的

管理模式，有效解决了我们在学生区网络

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扰，其在西安交

通大学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上取到了重要的

作用，为学校“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网信中心）

图 3  网络故障自助报修功能结构

服务审核

接单时间、完成时间、维修反馈、材料消耗

学生报修
系统发送
保修短信

学生网管接单

用户评价 报修销单 上门维修

校园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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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蒂芬·道恩斯（Stephen Downes）在出席 2017（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远程

教育大会时，发表了名为《在线学习与MOOC：愿景与路径》的主题报告（详见本刊2017年12月刊），针对业界不断质疑的“MOOC

已死”，他认为“MOOC 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个人学习，而不是个性化学习。未来，学生就是教师。”他断言，MOOC 大发展的时

代远未到来。对于 Downes 这些观点，国内的专家也有话想说，本期推出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竹立的观点。

慕课或走向网络公开秀
——评史蒂芬·道恩斯关于慕课的新观点

文 / 王竹立

MOOC 未死，但 xMOOC 式微

作为与乔治·西蒙斯（George Simens）

共同创建 MOOC 的慕课之父，史蒂芬·道

恩斯认为慕课具有两大特征：一个是大规

模，另一个是开放性。

这从慕课的英文名称（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

也可以看得出来。但后来真正流行的是

xMOOC，这是由斯坦福大学和其他大学

共同开创的 MOOC 新形式，它将 MOOC

和传统课堂的行为主义学习方法结合起

来，将传统课堂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搬

到网上，按照预先录制好的视频和教学计

划，进行类似于学校教育的按部就班式的

系统学习，因而又被称为基于行为主义的

慕课，以与西蒙斯和道恩斯提出的基于关

联主义的慕课（cMOOC）相区别。事实上，

xMOOC 在学习内容、方法、步骤、评价等

方面的开放性上已与cMOOC拉开了距离。

我认为，xMOOC 存在四大问题：第一，

慕课制作成本较高，缺少成熟的赢利模式，

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二，预先定

制的课程内容与网络时代知识更新很快之间

存在矛盾；第三，学生人数众多使得师生之

间的互动与交流变得困难；第四，如何维持

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即预先定制

式的教学与网络时代知识更新快之间的矛

盾。结构化的课程体系与网络时代知识碎

片化、学习碎片化、时间碎片化之间存在

矛盾。慕课前期高标准高投入的制作模式，

显然令后续的修改与完善不太方便。这使

得慕课的内容过几年就显得陈旧，不再适

合继续开课。

慕课的学习者大都是有本科以上学历

的成年人，这些人往往已有工作和家庭，

他们的学习时间较少，学习的目的性较强，

并不需要学完所有的内容，而只想学习自

己感兴趣的部分。慕课的结构化内容和循

序渐进式的课程进度，会令这些人难以适

应，从而中途离开课程的学习，导致高辍

学率，降低慕课的效益。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导致 xMOOC

风光不再的原因。至于后来慕课的另一变

种私播课（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 ，

SPOC），则是对道恩斯们首创的 MOOC

大规模、开放性两大原则的进一步背叛。

个人学习是个性化学习的最高形式

史蒂芬·道恩斯认为，“未来慕课应

该由个性化学习向个人学习转变。”在谈

到个人学习与个性化学习的区别时，道恩

斯说到：“个人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两者

的差异在于，所谓个性化学习是学习者学

习已经存在的学习内容，而个人学习则是

学习内容本身事先并不存在，内容是由学

习者个人对它进行创造、改变；个性化学习

像是学习机构为学习者做好了一切，既快速

又便捷，而个人学习是学习者为了自己而做

的工作，自己为自己创造学习机会。”

道恩斯所说的“个人学习”，其实就

是更彻底的个性化学习。我曾给“个性化

学习”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个性化学习，

应该是根据学习者个人的兴趣、爱好、需

要，由学习者选择自己想学的内容和适合

自己的方式，按照个人的节奏、步骤、进

度进行的学习。一句话，个性化学习就是

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对比道恩斯的

描述和我给出的定义可以看出，我认为的

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学习，与道恩斯所主

张的个人学习基本上是相似的，即个性化

学习不仅仅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节奏、步骤、

进度和方法上有自主性，还在学习的内容

上有自主性。

目前的学习可以划分为学科导向的系

统学习、个人导向的系统学习和碎片化学

习三大类。我认为，学校教育以学科导向

的系统学习为主，网络学习包含个人导向

的系统学习和碎片化学习，网络教育介于

两者之间。在学科导向的系统学习中，学

习的个性化程度不高；只有在个人导向的

系统学习和碎片化学习中，才能保证真正

意义上的学习个性化。

根据道恩斯关于“个人学习则是学

习内容本身事先并不存在，内容是由学习

者个人对它进行创造、改变”的描述，道

恩斯所说的个人学习更接近于我所主张的

“个人导向的系统学习”，即零存整取式

学习。这种学习是指学习者从个人的兴趣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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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要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探究性学

习，像蜘蛛织网一样一圈一圈地扩大探究

的范围，并通过积件式写作、个性化改写

和创造性重构三个紧密关联、循环往复的

环节，实现化零为整、知识创新的目标，

建立个性化的知识结构。

慕秀（MOOS）的理论与探索

我曾提出“慕秀”的新概念，建议

将 慕 课（MOOC） 向 慕 秀（MOOS） 转

型。慕秀是大规模网络开放分享（Massive 

Open Online Share，MOOS）或大规模网络

公开秀（Massive Open Online Show）的英

文缩写，“慕秀”就是在传统慕课的基础

上，引入新建构主义教学法的分享式学习

理念，让学习者在学习慕课的同时，充分

分享自己的网络学习的过程与成果，互相

鼓励、激发创意，推动网络学习向纵深方

向持续发展，构建个性化的知识体系。 

慕秀不再是一门传统意义上的课程，

它有开始的时间，但没有结束的时间；在

慕秀中，学习是一个不断向前流动的过程，

笔者称之为“学习流”；教师无需在课程

结束后对下一期学习者屏蔽以前学习者留

下的练习、作业、作品、问题答案等资料，

反而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记录，作为课程学

习资源的一部分；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候

进入，也可在任何时候离开；教师在慕秀

中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和知识提供者，无需

事前掌握学习者分享的全部知识，而是以

共同学习者身份，与众多的网络学习者一

起学习，共同成长；学习的内容可以随时

更新，学习的资源可由网络学习者共同提

供；学习不仅仅是接受传统学科知识体系

的过程，而是一个建构个人知识体系并实

现知识创新的过程。

教师可在合适的阶段，根据学习者的

分享成果和对学习主题所做出的贡献，根

据一定的标准，组织公开的评审，挑选出

其中优秀的学习者颁发学习证书，乃至授

予相应学位。

2017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共

读活动》就具有了慕秀的基本特征。这次

活动通过手机在线学习，完成大家一起共

读一本书活动。我是领读人之一，负责领

读我的《你没听过的创新思维课》一书。

这本书一共分为十五讲，以课堂里师生对

话的形式，介绍了创新思维的方方面面，

还附有课后阅读与课后练习。每隔两天，

我在学习通共读群里发布我的每讲领读内

容，活动组织人则负责发布每一讲的主要

阅读内容（从书中摘录的每一讲文字），

并组织各种相关讨论与练习活动。加入共

读群的网友通过参与各种活动。

学习内容以我的书为主线，但不限于

书里的内容。除了发布每讲重点和要点介

绍音频外，我还经常提供一些补充的学习

内容与材料，布置一些练习和任务；组织

者也经常发布补充材料、组织话题讨论、

制定与实施各种活动规则；学习者则通过

参与活动和讨论、展示个人作业作品、发

表读书心得等来获取大家的点赞，获得点

赞最多的学习者可被评为“采蜜小能手”

而获得组织者的奖励。

整个活动过程都是开放的，大家在一

个时间段里共同学习同一个主题，领读人

只是作为一个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学

习者可以自由进出各个共读群，按照个人

的兴趣和需要学习相关的内容。活动持续

一个多月，最后根据每个人的表现，评出

优秀学员并颁奖。

最近，我还让上《创新思维训练》课

程的中山大学学生将自己或小组的创意作

品上传到共读群里，由大家投票和点评。

这种活动与慕秀理念非常接近，只要把读

书换成看教师的慕课视频、并不断组织下

去就可以了。共读可视为慕秀的一种特殊

类型。

cMOOC或慕秀何时才能大规模推广

从上文可以看出，无论是 cMOOC 还

是 MOOS，都含有过于理想的成分，因而

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和大规模推广。

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人类经历了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快速步入智

能时代的急剧变化，在中国更是包含了农

业时代的残余。这种多个时代特征在同一

个时空里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

无论是人的观念、体制机制的变革都难以

跟上这样的发展速度，时代对人才培养的

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传统学校和课

堂教学模式还没有完全失去其价值和效用。

这为 xMOOC，甚至 SPOC 这种介于新

旧之间的网络教育形式留下了暂时生存的

空间，而 cMOOC 和 MOOS 这类新模式还只

限于少数高端学习者在使用。然而，随着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人工

智能的快速进步，当智能机器人取代了人

类大部分的体力与智力劳动之后，培养创

新性人才就成为唯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到

那时，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以统一化、标

准化、集中性为特征的教育教学模式才会

消亡殆尽，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学习乃至

个人学习才可能大行其道。 （责编：陶春）

( 作者单位为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慕课的英文名称（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后

来真正流行的是 xMOOC，

以与西蒙斯和道恩斯提出

的 基 于 关 联 主 义 的 慕 课

（cMOOC）相区别。事实

上，xMOOC 在学习内容、

方法、步骤、评价等方面的

开放性上已与 cMOOC 拉

开了距离。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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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虚拟一卡通已成为高校信息化发展的一股潮流。但在无卡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本期我们展示浙

江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在虚拟一卡通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将探讨虚拟卡的实际应用场景以及应用模式等问题。

文 / 叶缢娟

如今，手机支付已经成为高校学生最

主要的生活方式，从购物、预订、就餐、

超市到迷你生活等，基于移动互联和情境

识别的服务井喷，传统的校园卡在“无

卡”“无现金”成为常态的社会大背景下

远远落后，因此，改变校园卡传统模式、

推进虚拟校园卡及校园卡移动应用，是目

前校园卡需要解决的痛点。 

浙江大学于2015年筹划校园虚拟卡，

2016 年开始探索实验，并在相对独立的

国际校区开展试验，2017 年校园卡系统

全面升级，基于校园网络、多媒体终端、

商户二维码、手机 App 等支撑环境，校园

虚拟卡、移动应用正式进入校园。

虚拟卡规划设计与实现

浙大校园卡建设初期，受当时技术限

制，建立了两个账户：卡账户和电子账户。

卡账户支持终端机具刷卡交易，账户余额

依赖读写卡片更新，是基于脱机交易的设

计办法；电子账户支持网上无卡交易，账

户余额实时与系统数据交换。随着技术的

提升和移动应用的需求，在线与脱机两模

式共存，给应用便利和账务结算等方面都

带来许多问题。

因此，在互联网和通讯技术支持下，

许多高校开始打破校园卡传统支付认证

模式，探索创新性、开拓性、更适应时

代潮流的变革之路，向在线化、虚拟化、

去卡化方向行进。浙江大学校园卡在实

现虚拟化、移动化过程中，以下三个节

点最关键。

1. 在线账户实现

改变校园卡以卡账户为主的消费模

式，建立浙大唯一的“校园宝”在线账户，

合并原电子账户和卡账户，停用卡账户，

所有充值、消费的 I/O 对接校园宝，全线

联网，所有刷卡和非刷卡业务均基于在线，

并禁止脱机消费。

在线支付的一切交易都基于校园卡库

余额，每笔交易都实时与库余额进行交互，

实体卡在这个过程中，仅作识别和认证，

不再需要回写卡余额作为交易流程的主要

步骤，为校园虚拟卡实现奠定基础。

目前校园卡移动端的应用，多为不涉

及到支付和认证的查询、充值，真正履行

校园卡职责的应用仍受限于依赖读写卡，

因此，支付账户的在线化，让充值、消费

都摆脱读写卡模式，才使校园卡移动应用

成为可能。

2. 虚拟卡实现

虚拟卡，是指脱离物理卡片，应用信

息科技代替实物卡片实现校园卡交易认证

的一种方式。浙江大学虚拟卡基于校园卡

在线账户，与实体卡共用“校园宝”，其

形式和实质均是实体卡的另一种表现，在

实现初期主要作为实体卡的补充，譬如忘

带实体卡时使用虚拟卡完成应用；同时对

一些短期的、临时的用户，不再发实体卡，

直接用虚拟卡替代，降低卡片成本、提高

发放效率。

目前多家高校尝试虚拟卡应用，从系

统架构到终端机具，各司其职、各显神通，

自行研发或社会第三方联合，基于微信或

App，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微信门槛低，

普遍性高，入口方便，手机准入容易，但

个性化应用实现难度较大；App 开发成本

高、实现难度强，安装对用户手机有兼容

性要求，但灵活度高、个性化强，容易实

现指定功能，且增加修改不影响其他应用。

浙大考虑到虚拟卡处于建设应用初期，不

可确定因素多、功能需求变化大、修改频

率高等因素，选择自建校园卡 App 来实现

移动虚拟卡催生便捷校园 

图 1  浙大校园卡 App 

图 2  认证码和付款码 

浙江大学：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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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卡移动场景应用。

3. 校园卡 App 设计

浙江大学校园卡 App ，继承原来转账

查询等功能外，主要承载虚拟卡及基于虚

拟卡的移动应用：付款码、认证码、扫一扫、

卡包、商户收款播报、网费充值等，如图 1。

打开认证码（图 2），根据身份展现

的是浙江大学校园卡的类型、身份信息，

与实体卡卡面信息一致，同时增加了身份

二维码和条形码，可用于门禁、图书借阅

等需要依赖校园卡作身份识别的场所。可

满足第三方设备认证需求，如普通显示、

二维码扫码枪、条形码扫码器。

点开付款码（图 2），则会即时生成

含浙大“求是鹰”标识的支付二维码，用

于各种有扫码机具的交易场合。该码包含

时间戮，每分钟自动更新一次，保证数据

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正扫功能实现：校园卡系统增加商户

二维码生成功能，可给所有商户、商户下

各终端机具和指定分商户生成特定二维码，

配合App 端扫一扫功能及和商户管理员“商

户播报”，实现虚拟卡正扫支付功能（图

3）。该功能适应非固定、零星或网络接入

困难的商户，使用方便，商家无成本。

实践应用

1. 食堂应用

2017 年 3 月，浙江大学五个校区十

多个食堂完成网络升级改造，原先基于

485 通讯的机具统一更新为以太网多媒体

POS 机，新型 POS 机同时具备刷卡和扫码

功能，师生就餐时，可保持原先使用习惯

的刷卡，也可打开校园卡 App 付款二维码

消费，两者速度一致，但因扫码更具时尚

性和便捷性给师生不一样的

应用体验，一推出即受普遍

欢迎。

新研发的新型双液晶屏

以太网 POS 机，内置有线网

口、无线 Wi-Fi 模块，支持

刷卡和扫码，管理员端采用

机械键盘，用户端采用触摸

键盘，双屏可同时显示所点

菜品、总计金额等，用户体

验良好（图 4）。

2. 校内电瓶车

学校环线电瓶车是校园

卡零星移动性应用典型，非常适合扫一扫

支付业务，无需安装读卡机具、不用考虑

联网，在电瓶车明显位置张贴校园卡商户

二维码，师生乘车时，打开 App 扫一扫，

即时从校园宝扣除固定乘车费，司机收

到带语音的到款播报，完成交易。快速

高效、省时省力（图 5）。该应用在浙大

120 周年校庆时推出，反响较好。

应用效果

接受度高：虚拟卡推出后，与传统校

园卡不一样的移动应用模式，新颖便捷，

师生接受度很高，在实体卡和虚拟卡并存

的情况下，近 2 万师生下载应用虚拟卡，

中餐日均 600 多笔扫码支付，随着 App 功

能的拓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尝

试并习惯虚拟校园卡。

传播性快：食堂亮相新型多媒体 POS ，

其外形和功能让师生耳目一新，主动参

与推广虚拟卡移动应用，微信公众号、

校园 BBS 等纷纷报导，新生事物的影响

力让虚拟卡使用比例迅速增加。

使用量大：在线账户模式下，虚实结

合的账户体系给交易接入带来极大便利，

除了就餐乘车购物，App 端开通了缴网络

费的功能，原先基于圈存机的网络缴费，

在一个月时间内已有 50% 转移至移动端，

日均使用量上万笔，虚拟卡的上线使校园

卡与师生学习工作结合更加紧密。

浙江大学虚拟卡应用逐渐铺开，全面

支持移动消费，并开始身份识别的应用实

践，如远程门禁、体育场所扫码出入等，

同时在相关部门配合下，第三方系统及终

端机具开始改造，计划开展较大范围应用，

图书馆道闸、自助借阅、宿舍门禁等都在

升级范围。同时对于访客、校友和培训生

等短期用户，发放虚拟校园卡，这些用户

到校后登录 App 即可享受原先实体卡所授

予的全部功能。虚拟卡的发放缩短了制卡

流程、节省了卡片支出，是应对大流量短

期用户最高效节能的解决方案。随着 2018

年新生入校流程改变，新生可提前发放虚

拟校园卡，新生到校后将真正体验“一机

在手，走遍校园”。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图 3  商户播报和商户二维码

图 4  多媒体扫码 POS 机

图 5  校内电瓶车及商户二维码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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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巍   翟鸣宇   刘凤伟   田丽

虚拟卡建设模式优缺点

由于目前虚拟卡在浴室等特定场合使用

受限，因此高校多是以实体卡、虚拟卡并行

的模式进行建设，只是在局部场景试点使用

虚拟卡。那么，高校一卡通建设是采用实体

卡、虚拟卡并行模式还是完全采用虚拟卡模

式呢？以下分析其优缺点。

1. 实体卡、虚拟卡并行模式

优势：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消费习

惯用户的使用，离退休老同志、对新兴技

术不愿接受的人群，还可以用已经习惯了

的实体卡，而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大学生

们则可以使用虚拟卡；满足了不同场景的

需要，食堂等人员集中场所可以使用实体

卡，消费方便，效率高，浴室等手机不能

使用的场景可以用实体卡，门禁、通道机、

考勤、会议签到等人员密度不大、不集中

的场景可以使用虚拟卡；满足了不同经济

条件、不同年龄人员的需要，对于没有或

不会用智能手机的，则可以使用实体卡完

成身份识别和消费。

不足：两种模式并行，极大地增加了管

理和运行成本。实体卡保留，原来的制卡及

证卡打印机、自助补卡机、自助圈存设备等

配套设备都需要保留，有了虚拟卡虽可适当

减少自助设备，但经济成本仍较高；在管理

方面成本增加更为突出，有了虚拟卡，可能

一些用户不再需要实体卡了，但只要还有实

体卡存在，那么包括制卡、写卡、卡片分发、

补卡、修卡、卡片注销等环节都需要保留，

此外又增加了虚拟卡的管理工作；在财务管

理上要对实体卡、虚拟卡的消费进行单独管

理，也增加了财务对账、财务管理的成本；

在技术方案上，要同时兼顾实体卡、虚拟卡

两套技术方案，包括两种模式平台的融合，

增加了技术管理成本。

2. 完全虚拟卡模式

优势：一套技术方案、一套管理模式、

一套财务对账模式，同时不再处理与实体卡

制卡、修卡、补卡等相关业务，节省了技术

维护和管理成本；取消了实体卡片和相关的

自助设备，也节约了大量的经济成本。

不足：特定的场景目前还不能使用，

特定的用户人群还不习惯使用。

虚拟卡在特定环境下的使用

虚拟卡在身份识别、消费等多种场景

下都可以使用。随着扫码设备的升级，扫

码速度的提升，食堂消费高峰效率问题相

信也可以得到解决。但因虚拟卡使用手机

作为载体，如何在浴室等潮湿环境下使用

虚拟卡完成消费是当前高校虚拟卡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大连理工大学

也在尝试找到解决方案。

虚拟卡在浴室场景下使用可以尝试通

过存包柜来解决，具体方案如下。

设备功能：在存包柜原有功能基础上

增加扫码、写卡、读卡、出卡、收卡、流

水回传等功能。

操作过程：1. 存包柜扫描用户手机上虚

拟卡，读取用户信息，弹开柜门；2. 写卡，

将用户信息写到实体卡上（M1 或 CPU 卡）；

3. 存包柜取卡口弹出已写好用户信息的实体

卡；4. 用户用实体卡进入浴室进行消费（原

有实体卡浴室消费模式）；5. 用户洗完澡后

将实体卡插入存包柜取卡口；6. 读取卡片信

息、消费信息，流水回传一卡通管理平台；7.弹

开存包柜柜门，用户消费结束。

虚拟卡的支付管理模式

当前以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支付

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已经普及。那么，基

于虚拟卡技术的一卡通建设是否也适合直

接采用第三方支付模式呢？

第三方支付有其自身的优势，体现在无

需按传统模式先转账到校园小钱包再支付，

而是采用直付的方式。虽可通过第三方与高

校紧密合作，技术上解决了与校园码多码合

一的问题，但高校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过

程中的管理成本较高；采用第三方支付的模

式，在手机或 POS 端网络出现问题情况下

无法完成交易；在财务管理和对账方面，只

能采用第三方的财务管理平台，都是标准产

品，不做定制化设计，灵活性差，同时第三

方公司不可能开放数据层面的对接，学校无

法自主开发满足自身需要的财务管理和对账

平台；用户银行卡没有余额时，无法完成支

付，尽管第三方支付公司目前在探索给予校

内用户一定的授信额度，但欠款清缴等工作

会引发系列问题，会增加高校的管理成本。

因此我们认为高校一卡通建设目前还

不适合采用第三方直接支付的方式，而是

采用建设校内虚拟钱包（预存款），利用

第三方支付将款项转到校内虚拟钱包，用

虚拟钱包进行消费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

给高校更多的技术和管理自主权，也与目

前大多数高校一卡通实体卡消费和财务管

理模式一致，只是用虚拟卡取代了实体卡。

尽管当前条件下完全采用虚拟卡建设校

园一卡通的模式还存在困难，但随着移动技

术和电子支付技术的发展，终端机具设备性

能的提升，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和用户习惯

养成，相信未来高校一卡通建设中虚拟卡一

定会取代实体卡。 （责编：王左利）

(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

我们离“一机在手，走遍校园”还有多远？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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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余骏华  祁琳青

随着“互联网 + 餐饮”的猛烈发展，师生足不出户就可解

决饮食问题，使其成为了外卖的一大主要消费群；校园饭堂难以

顾全所有师生的作息时间，也导致部分师生选择外卖。然而，市

场上的外卖平台的模式弊端日益显著，“一对多”监管模式在商

家越来越多的当今受到巨大挑战，良莠不齐的食品质量也为外卖

的食品安全埋下隐患，“黑外卖”丑闻更是不断被爆出，师生健

康遭到严重威胁。

此外，大量配送人员骑着电动车进出校园，较高的车速也

严重影响校园交通安全。在“智慧后勤”概念提出的大背景下，

食堂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也日益迫切。为此，华南理工大学结

合互联网模式建设了一套基于大数据的订餐外卖系统，尝试解决

这些新问题和新需求。

系统设计

设计思路

如图 1 所示，高校智能云餐厅系统一共包括三个模块：用

户端下单模块，餐厅接单模块以及配送端配送模块。三个模块既

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订单根据不同状态出现在不同模块中，如

订单在出品状态时，只有用户端跟餐厅端可以看到订单，而配送

端则无需看到。

C/S 架构

高校智能云餐厅系统采用 C/S 架构，它的作用是将用户的要

求提交给服务器程序，再将服务器程序返回的结果以特定的形式

显示给用户。选择 C/S 结构而不选择 B/S 结构的理由有如下 4 点：

1. 饮食中心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资金设备有限，暂只有一台

云服务器，而整个系统的核心是服务器，要求必须能够稳定、可

靠运行，运用 C/S 架构可使服务器的负载量有效降低。

2. 由于校园餐厅用餐时间高度集中，而餐品具有的属性（包

括名称、价格、图片等）都是相对固定的，如果采用其他的架构，

例如 B/S 架构，每次点餐浏览的餐品都需要向服务器请求相关数

据，消耗一定的通信流量，相应速度也比较慢。采用 C/S 架构则

可以在访问过一次之后将相关信息缓存在本地，再次启动则无需

向服务器获取。

3. 设计界面更为美观、友好，方便师生操作点餐。

4. 系统客服端维护方便，产品迭代迅速。

系统功能分析

1. 用户端（“华园 U 味”App）

（1）注册认证

用户端允许使用手机号以及第三方的微信和 qq 直接注册登

录。师生可以在注册登录后进行认证。

据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外卖相关调查显示，74.49% 的大学生有预定外卖的经历，每周预定 1~3 次的同学占 38.82%，

3~5 次的同学占 17.64%，5 次以上的同学占 18.02%，根据期望值理论可得出每周预定外卖的频率为 2.383 次 / 人，2016 年

华南理工大学在校生约有 44000 余人，即每日外卖约为 15000 份，饿了么、美团外卖占据其中很大的份额。

为了提供更卫生健康的食品、提供更便捷的校园服务，华南理工大学后勤饮食中心联合学生创业团队，打造了一款基

于大数据、支持订餐外卖的校园云餐厅系统，通过提供食品卫生保障、配备专业的厨师以及利用勤工助学学生共享配送的

闲时资源，引导师生选用卫生的外卖，并提高校园餐厅的用户黏性。

华南理工大学

高校云餐厅 实现订餐外卖

图 1  云餐厅的设计思路

师生 餐厅
APP 下单

自动接单

确认 / 评价

线下配送 出品包装

到场取餐

配送团队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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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餐品列表

师生可以快速根据餐

品分类找到对应的餐品，

并查看餐品的图片、名称、

销售记录、用户评星和剩余

数量，如图 2 所示。

（3）餐厅评论

有过消费记录的师生

可以对餐品和配送进行打

分以及评价，这些打分和评

论同时也作为未消费的师

生消费意见和饭堂管理员的出品建议。

（4）健康报告

健 康 报 告 是“ 华 园 U

味”App 的创新功能。如图

3 所示。一方面，App 根据

各种材料的卡路里和每份餐

品的材料用量计算出每份餐

品提供的卡路里；另一方面，

App 根据用户提供个人身体

信息计算出该用户每天消耗

的卡路里，两者对比进行健

康 分 析。 在 分 析 报 告 里，

App 会根据 BMI 值分析用户的整体身体素质；当用户摄入卡路

里高于日常消耗值时，用户会被告知摄入多余卡路里的值，并列

出一些运动所消耗的卡路里以供用户参考；当用户摄入卡路里低

于日常消耗值时，用户会被告知摄入卡路里不足的值，并列出一

些适宜餐品的卡路里以供用户下餐参考。

（5）消费记录

师生可根据年月查询到过去每一天的消费记录，根据两个

维度进行统计，消费额跟消费量，如 8 月份消费了 200 元，共买

了 15 份餐品以及餐品具体的名称。

（6）用户反馈

用户每次下单后可获得一个小喇叭，可用于在餐厅评论区

内发言，主要用于评论餐品，所有用户均可查看餐厅评论区的发

言，由于小喇叭的数量限制，餐厅里的评论发言质量比较高。同

时客服人员会负责答复用户的疑问，并记录用户的建议反馈给饭

堂用于改进餐品。App 本身也有反馈接口，通过这个接口用户可

以提出从界面优化到增加新功能等相关建议，合理的建议会被考

虑加入到下一版本的 App。

（7）地址管理

定位于高校的智能云餐厅系统，所有的地址楼栋必须是高

校范围内，所以在地址选择上并没有直接调用第三方地图 sdk，

而是与高校的物业公司进行合作，获取高校内所有楼栋名称，同

时考虑优化配送算法将区域划分成多个小区域，包括学生宿舍、

办公楼栋以及家属宿舍。

（8）订单记录

师生支付成功一笔订单后，在订单界面便可以查询到订单

的所有状态，包括待确认、已接单、配送中、已配送、已评价和

已完成，以及未支付、已取消和已退款等特殊状态。

2. 管理端

（1）自动接单

饭堂管理端根据师生的预约时间自动接单，无需增设工作

人员进行接单。

（2）餐品管理

可对餐品名称、图片、价格、剩余数量、口味规格等进行编辑。

（3）评论管理

可作为客服回复用户对餐厅的评论、以及删除隐藏该用户

评论。

（4）营业额统计

统计每日餐品的消费记录，包括配送跟自提的营业额。

（5）营业时间管理

可自由编辑每日的营业时间和用户可预约的实际。

（6）订单管理

可查看所有支付成功的订单，是否在进行中，是否配送完

成等。订单包括有用户姓名，联系方式，餐品名称，配送员信息，

预约时间，地址等基本信息。

（7）订单派发

将已分配好的订单派发给配送员配送到师生手中。

（8）自提扫码

为了降低高峰时期师生在饭堂排队的压力，云餐厅智能系

统增设自提的入口，师生下单成功后，即可通过二维码扫码领取

餐品，无需现场点餐。

（9）标签打印

每一份饭盒上都有唯一的条形码，打印条形码增加饭盒的

标识度。

3. 配送端（“华园配送”App）

（1）实名认证

每一位配送员都需要经过配送培训，取得资格方可入职，

同时需录入系统进行实名认证，在配送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都可

追踪到第一责任人。

（2）配送记录

配送员可根据日期查询到每一天实际配送的订单情况

（3）工作汇总

骑士可根据工作汇总查询到当日、当月的工作情况，如 50

单 60 份。

图 2  餐品列表

图 3  健康报告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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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送中

在配送过程中，配送员可获取到师生的联系方式以及配送

楼栋，根据预约时间进行准时配送，同时可转订单给其他配送员，

灵活处理订单。

（5）已配送

当配送完成后，订单便会进入到已配送列表中，便于配送

员查看。

（6）手机绑定

为了让师生能够第一时间联系配送员，将配送员手机号码

绑定账号即可。

核心算法

大数据算法

1. 餐品评价

通过后台获取用户对各种餐品的评价，按 1-5 不同等级的

量化评分，可快速得出餐品的最佳评论。

2. 餐厅评论

每一条评论具有点赞的属性，通过大数据统计，将一周内

点赞数前十的评论放在热门评论内，超过一周则放在更多评论

列表。

3. 健康报告

将平台内 100 多种餐品的原材料进行录入，每一份餐品有多

种原材料，每一个原材料对应不同的克数，也就有不同的能量，

便可得出餐品的热量。同时获取用户的个人资料，根据每个人的

BMI 值进行餐品推荐，实现健康推荐，彰显个性化消费需求。

配送算法

1. 地址区域

将全校范围内的楼栋进行区域划分，一共分为 10 个小区域，

相同区域的订单会归类在一起集中配送，区域的划分有利于收取

不同的配送费，提高配送费收取的公平性。

2. 预约时间

为了提高订单的准点率，根据师生的预约时间进行处理。

预约时间的前 30 分钟不接单，师生有权选择取消并退款。预约

时间 30 分钟内，饭堂自动接单，饭堂接单后 10 分钟内出品打包，

20 分钟交由配送员配送。这样既可保证餐品刚出炉的口味，也

可保证餐品的温度。

3. 自动激活

当某个区域的订单累计超过 10 份，该组订单则会激活派发

给标记空闲时间的配送员，配送员根据预约时间的先后进行派单；

同时若某个区域的订单累计未超过 10 份，为了避免延时，则根

据预约时间强制激活，派发给空闲的配送员；当配送员人手不足

时，则会通过系统消息告知配送主管。

云存储

数据上传

餐厅管理将餐品的属性包括名称，图片，剩余数量等通过

访问云存储的 ip 地址提出上传请求，服务器响应后将传输到存

储中心，实现数据的更新与替换。

数据下载

师生通过 App 访问到 ip 地址对应的服务器，根据对应的接

口名称通过套接字 socket 获取相关数据，以 Jason 的形式进行

传递获取餐品的信息。

数据备份

云端服务器每天凌晨 0 点会对所有数据包括用户的消费记

录、订单、营业额记录等做备份，同时在本地电脑也保存相同

的数据备份，异地备份双重保障，以防止意外情况导致数据丢

失带来的损失。

业务数据分析

订单分析

下文将从两个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订单分布。以下数

据统计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华园

U 味”总份数达到 53292 份，餐品池共有 110 多种餐品，其中

扬州炒饭以 2845 份获得销量冠军，好评率高达 97.8%，用户评

论数 4772 条。

1. 以时间为维度

一天订单分布，如图 4 所示，每天上午跟下午都出现下单

高峰期，特别是上午出现两个小高峰，根据上课时间，第一个高

峰期为一二节下课时间，第二个小高峰为师生下课下班时间，为

了保证出餐效率，在出品与配送方面在高峰期都会相应增派人手。

一周订单分布，如图 5 所示，从大数据统计来看，周一销

售 6344 份，周二销售 6345 份，周三销售 6559 份，周四销售

图 4  1 天订单分布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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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4 份，周五销售 6010 份，周六销售 5452 份，周日销售 4990 份，

一周的订单主要集中于周一到周五，由此可判断周六日师生外出

活动，点餐需求降低，这为厨房备料提供数据支撑，避免一定的

食材浪费。

2. 以空间为维度

以校内各大楼栋订餐分布统计数据，目前学生宿舍楼栋点

餐数量最大，占比 82%，办公楼栋跟实验室点餐占比 18%，其

中单个楼栋点餐量最多的是女生宿舍。从区域划分来看，以云

餐厅的地理位置分析，东西区距离北区比较远，收取较高配送

费，配送时间也较长，导致订单较少，东西北区订单量分布如

图 6 所示。

在调整北区配送费（1 元升到 1.5 元）之后，北区占比由

63.5% 下降至 60.55%。如图 7 所示，下降 4.7%，调整幅度不大，

在不断调整定价策略后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配送时间

师生下单的时候可选择预约时间，配送员根据预约时间送

餐，如图 8 所示，可看到配送准时送达率由之前的 60% 提升到

90%，主要得力于对接单系统与配送系统的改善。

用户活跃

平 台 目 前 注 册 人 数 达 到 9600 多 用 户， 其 中 学 生 用 户 占

比 89%，日活跃量平均 435 人，月活跃量 2365 人，月复购率

60%，消费次数 100 次以上 150 人。如图 9 所示。

本文通过对高校智能云餐厅系统的分析，充分展示了高校

“互联网 + 饭堂”的重要意义：智能化地反映餐品的食物营养信息，

为师生提供健康饮食推荐，实现个性化的点餐推荐。智能云餐厅

系统是一种“互联网 + 高校饭堂”新型模式，这也是高校饭堂未

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图 5  周订单分布

图 6  东西北区订单量分布（10.17-11.17）

图 7  调整配送费后，东西区订单量分布（11.17-12.12）

图 8  配送准时率分布

 图 9  平台注册的活跃用户量和下单用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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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程浩洋   周航

随着“互联网 + 医疗”模式的应用

和发展，“App+ 硬件 + 云端”逐渐成为

移动医疗发展的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移

动医疗 App 内置在手机中来借助传感器

记录人体指标和收集数据，通过移动医疗

App+ 智能穿戴设备为用户提供自动化的

数据输人服务。这些数据为可以提供疾病

诊断的智能诊断式移动医疗 App 的研发提

供有力支撑，极大提高了医疗数据收集的

准确性和便利性，在未来的医药健康领域

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介绍了个人健康助理 App 的设

计与实现。调研市场主流 App，通过分

析 App 功能以及界面的优缺点，结合现

有资源和用户需求，设计出个人健康助

理 App 的总体架构，在架构的基础上设

计代码并实现，最后完成对 App 的测试

工作。

系统需求分析

系统总体功能架构分析

个人健康助理系统在整体功能结构上

将系统分为数据、主页、医生个人四个模

块，详见图 1。

数据模块：主要实现血压、血糖等数

据的记录，包括手动输入和自动录入，将

数据库中的数据以折线图形式直观地显示

出来，以及计步功能。

主页模块：主要实现疾病和症状的搜

索功能，健康资讯即科普类文章的推送，

健康提醒功能可以设置

闹钟提醒人们按时吃药

或进行测量。

医生模块：实现私

人医生咨询，用户可以

按科室、地区、医院等

查找医生，并可向医生

咨询问题。

个人模块：实现了

个人基本信息的获取，

健康档案中可以查看最

近一次的身体情况报告，

在消息中心中可以查看向医生咨询记录。

系统功能性需求分析

经过调研发现，个人健康助理系统的

用户可分为两类，分别是医生用户和普通

用户。普通用户可查询个人健康助理各项

功能，医生用户需要向普通用户提供咨询

服务。

1. 普通用户需求

普通用户通过系统可以完成对健康数

据的管理，疾病搜索，向医生咨询，查看

推送的资讯以及设置提醒事项。

2. 医生用户需求

医生用户通过系统可以管理自己的个

人信息，维护自己的用户列表。

系统性能需求分析

系统可用性：要求保证功能正常使用，

所有通信均支持 IPv6 协议，界面符合逻辑，

便于操作，页面最长响应时间不超过 5 秒。

系统安全性：要求系统前后端提供密

码加密措施；确保系统和个人信息的安全；

基本的漏洞防范。

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总体技术架构设计

个人健康助理系统采用 MVC 架构，

见图 2。MVC 模式 (Model-View-Controller)

是软件工程中的一种软件架构模式，把软

件系统分为三个基本部分：模型 (Model)、

视图 (View) 和控制器 (Controller)。其中

M 层处理数据，业务逻辑等；V 层处理

界面处理的结果；C 层起桥梁作用，控

制 V 层和 M 层通信来分离视图和业务逻

辑。在 Android 中，对于模型层，我们针

对业务模型，建立数据结构和相关的类，

Model 是与 View 无关，但和业务相关，

比如对数据库的操作、对网络的请求都应

该在 Model 里面处理；对于视图层，使用

XML 文件进行界面的描述；对于控制层，

Activity 和 Fragment 一般处理用户交互问

题，它可以读取视图层的数据，并向模型

层发送数据请求。

“App+ 硬件 + 云端”  管理个人健康

私人健康助理系统：

图 1  系统整体架构

个人健康助理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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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物理拓扑架构设计

个人健康助理系统中主要有手机客

户端、检测设备、App 后台服务器、环

信服务器四类实体。其中检测设备通过

蓝牙与手机客户端连接，将数据传输至

手机，手机客户端通过 Http 协议与 App

后台服务和环信服务器相连，实现数据

上传至服务器。图 3 为系统物理拓扑结

构图。

系统设计与实现

系统流程

经过调研，结合项目需求与现有资源，

本文设计出如下系统流程。首先，用户打

开 App 进入登录页面，用户可根据需要登

入或注册新用户；用户登入后进入主界面。

主界面分为四个 Tab，依次为数据，首页，

医生和个人。在数据界面，可选择需要测

量种类进行测量或记录，查看步数以及最

近一次的测量数据。当点击某一项数据时，

可以在新的页面显示更多该项数据以及它

的图表；在首页界面，可以通过搜索框搜

索疾病，查看健康资讯以及设置健康提醒；

在医生界面，显示各个科室的列表，当点

击具体科室可以显示此科室的医生列表，

此外，还可以通过位置和排序方式进一步

筛选列表中的医生，选中一位医生时，进

入医生详情界面，在此界面可以查看医生

详情以及咨询医生；在个人界面，可以对

个人信息进行设置，填写健康档案信息、

查看医生消息等。

登录模块

客户端安装运行后进入登录界面。

未注册用户通过“注册”按钮进入注册

界面，系统通过 EditText 获取用户名、

密码后，上传至服务器，根据服务器的

返回值来确定用户是否注册成功。已注

册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同样将用户名

密码上传至服务器，根据服务器返回值

提示是否登录成功。

IPv6 协议支持

本系统涉及到通信部分有两种，一种

是 Android 手机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另

一种是 Android 手机与检测设备之间的通

信。对于前者，Android4.0 版本以上的手

机均支持 IPv6，同时，还需要在与服务器

通信的过程中使用 IPv4/v6 兼容 API；对

于后者，系统使用的蓝牙协议规范最低标

准设置为蓝牙 4.2 标准。蓝牙 4.2 是蓝牙

技术联盟于 2014 年 12 月推出的新的规范，

提出了 IPv6 网络支持。

数据模块

数据模块包括血压、血糖等数据收集、

存储和图形化展示。

数据收集包括手动输入数据和通过蓝

牙连接设备自动录入数据。手动输入通过

EditText 获取已输入的数据，并判断数据

的合理性；自动输入通过蓝牙连接设备，

蓝牙连接的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首先检测终端是否支持蓝牙，并判

断蓝牙是否可用。然后，自定义一个继

承自 Service 并实现了 BluetoothAdapter.

LeScanCallback 接口的 BleService 类，在

BleService 中实现 BluetoothGattCallback()

方法完成蓝牙连接后的回调。同时，使用

Handler 实现蓝牙线程与主线程之间的通

信。接着，在主线程中通过 bindService()

方法启动 BleService，分别通过 BleService

的 MSG_REGISTER 关 键 字 注 册 蓝 牙

服 务 ,MSG_START_SCAN 关 键 字 扫 描

蓝 牙 服 务， 最 后 通 过 MSG_DEVICE_

CONNECT 关键字连接蓝牙设备 , 实现设

备的连接过程。

数据存储分为本地存储和服务器存

储。本地存储使用 Sqlite 实现。Sqlite 的

实现过程如下：

首 先， 自 定 义 一 个 继 承 自

SQLiteOpenHelper 的 DbHelper 类，通过实

例化 DbHelper 类，获取数据库写权限，

然后通过表名实现对数据库表的增删改

查操作；服务器存储通过 HttpClient 类实

现，首先对 HttpClient 类的实例设置 Url

和连接超时时间等参数，将数据封装在类

型为 NameValuePair 的 List 中，然后通过

HttpClient 实例的 execute() 方法获取服务图 3  系统物理拓扑结构

图 2  MVC 架构

Control

Mode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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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响应，最后根据相应结果判断数据是否

上传成功。

数 据 的 图 形 化 展 示 使 用 第 三 方 库

MPAndroidChart 和 helloCharts 实现图表的

绘制。

搜索

搜 索 功 能 主 要 使 用 贝 叶 斯 网 络

（BayesNetwork）结构实现。贝叶斯网络

是一种概率图型模型，借由有向无环图得

知一组随机变量及其 n 组条件概率分配的

性质。用贝叶斯网络来表示疾病和其相关

症状之间的概率关系。

通过 JSMILE 建立一个已知结构的有

向图，设置他们的初始概率以及条件概率，

来构造一个由疾病、症状节点构成的贝叶

斯网络，如图 4 所示。

图中的叶子节点表示症状，非叶子节

点表示疾病，用箭头表示因果关系，在已

知节点概率以及疾病对应症状条件概率的

情况下，根据症状可以计算出某些潜在疾

病的概率，供用户参考。

医生咨询

医生咨询，主要包括根据

条件筛选医生与同医生的即时

通讯功能。

医生的筛选通过选择位置、

科室以及排序实现。当点击其

中一个选项时，弹出一个由左

右两个 List 组成的两级列表，

以位置为例，左边列表显示省列表，右

边列表显示市列表。根据选择的选项筛

选出符合条件的医生，以列表的形式显

示出来。

与医生的即时通讯通过第三方的即时

通讯接口“环信”实现。消息通信的过程

大致如图 4 所示。

用户之间的消息传递，首先发送到环

信服务器，环信服务器可将消息直接送达

目标用户。同时，App 后台服务器处理消

息回调并通过 RESTAPI 返回至环信服务

器。RESTAPI 是一种设计风格。由于前端

设备层出不穷，包括手机、平板、桌面电

脑、其他专用设备等，必须要有一种统一

的机制，方便前端设备与后端进行通信。

由此而产生了 RESTAPI。

计步、资讯和闹铃

计 步 功 能 通 过 Service 实 现。 在

MainActivity 中启动一个继承自 Service

类的 StepService 类，在 StepService 类中

可以获取传感器的实例，通过传感器实

例获取当时的步数。在计步界面中，我

们通过一个线程每 500ms 向传感器请求

更新一次数据，以期在计步界面实时更

新计步数据。每次存在数据更新操作或

在 Activity 的生命周期更替时，将计步数

据更新至数据库。

资讯功能通过用户喜好对用户设置标

签，服务器根据标签向用户推送相应的科

普类文章。

闹 铃 功 能 通 过 四 大 组 件 之 一 的

BroadcastReceiver 实现。首选自定义一

个 类 继 承 BroadcastReceiver 类， 并 重

写 onReceive() 函数，在 onReceive() 函

数 中 实 现 触 发 闹 铃 后 的 效 果。 然 后 在

闹 铃 界 面 完 成 闹 铃 的 注 册， 最 后 通 过

AlarmManager 设置广播延迟的时间。当

广播发出后触发 onReceive() 函数从而达

到闹铃提醒的效果。

个人信息

在健康档案界面，收集个人资料、生

活习惯及健康记录等信息，当用户填写完

成后，通过 SharedPreference 保存到本地，

并上传至服务器。在消息中心界面可以查

看同医生通信的记录。

总结

个人健康助理系统能够管理自身的

健康，达到健康助理的效果。在功能上，

App 实现数据的记录及查询，使用户随

时随地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医生咨询

功能使用户在有疑虑时得到专业的解答，

同时实现了症状 - 疾病的搜索，并以概

率形式展示出来，使用户了解可能会发

生的疾病及其概率，这也是本项目的一

个创新点。项目的不足之处在于，现在

没有足够的医生资源和疾病数据，在医

生咨询和搜索模块没有完整的实现。总

的来说，个人健康助理系统能够促进个

人的健康，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有着

良好的应用前景。 （责编：高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图 5   环信消息通信过程

图 4  贝叶斯网络结构示意

疾病 A 疾病 B 疾病 C

疾病 1 疾病 2 疾病 3 疾病 4

疾病类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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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高校融合创新与教育变革征文——融绘数字未来

建设一流校园网络基础设施

文 / 郭晓东  张健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位于青岛市即墨

区，依山傍海，校区占地面积 3000 亩，规

划学生人数为 25000 人。2017 年 9 月，青

岛校区正式全面启用，标志着山东大学一

校三地八校区的办学格局正式形成，这是

创新办学模式之壮举，也是山东大学建设

双一流的新支点。

三地办学格局尤其是青岛校区启用对

于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山东大学从建设先进的校园网

络基础设施入手，力图为构建一流的信息

化环境打下良好基础。为此，学校信息化工

作办公室经过多轮讨论并邀请国内多位知名

专家进行充分论证，首先对山东大学校园网

络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建设目标：

1. 构架济南、青岛、威海三地一体化、

安全、高可用、弹性可伸缩的校园网络基

础设施；

2. 实现校园内有线无线网络的基本全

覆盖，提供泛在接入和泛在信息服务，支

持各类终端接入；

3. 建成简易配置、简便管理、简捷维

护的网络系统环境；部署可测、可观、可控、

可管的网络管理服务，实现校园网的精确

测量、精细管理、精密控制；

4. 实现网络应用的动态感知，提供个

性化和精细化服务。

构建三地一体化、有线无线     
融合的高速泛在网络

山东大学的济南、青岛和威海三地的网

络一体化贯穿规划、运维、管理等各方面，

实现实质性融合。首先是遵循一致的校园网

建设目标和建设标准，对 IP 地址、路由协

议及业务专网进行了统筹规划和设计；其次

是构建起了 10G 高速互联线路，三地从济南

统一接入教育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后续将部

署跨地域的出口备份和流量调度。最后是部

署了一体化认证系统，师生可以在三地八校

园使用相同的账号密码登录校园网，目前正

在部署的一体化 IT 运维管理系统，将实现

网络资产的统一管理和分级运维。

在一体化网络的原则下，青岛校区校

园网构建起了有线无线融合的高速泛在网

络。核心网络在国内率先实现了 100G 互

联，楼宇上联支持扩展到 40G/100G，楼宇

接入网根据功能划分为有线、无线和设备

管理三部分，分别通过万兆上联汇聚，避

免了不同业务间可能出现的干扰，所有网

络终端都实现了千兆接入。无线网络采用

了新华三最新的 802.11ac wave 2 设备，超

过 6600 台各种类型的室内无线 AP 直接入

室覆盖，近 100 台室外无线 AP 均匀分布

在校园中，基本实现了校区 4A（Anywhere、

Anytime、Anybody、Anydevice）泛在接入

的目标。

青岛校区在物理拓扑上为大二层结

构，广泛的使用了设备虚拟化和链路聚合

技术，拓扑结构更加简洁。BRAS 作为上

网用户的集中业务控制设备，所有终端需

实名制认证上网，并与账号及 IP 地址绑定，

从而确保了用户始终获得相同的服务质量

和安全策略，打破了业务接入与物理位置

紧耦合的僵化网络服务模式，使得精细化

策略管理得以有效实施。

规划建设安全、灵活、智能的
创新型承载网

青岛校区统一承载网的建设需解决多

个问题，一是承载业务做加法和运维复杂

度做减法的矛盾、二是大量新设备同时上

线与运维人力有限的矛盾、三是大量物联

网终端接入和实现业务精细化管控的矛盾。

校园网络必须创新承载模式，既能实现对

山东大学

为响应“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落实，深化高等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成果，同时充分展现各个相关高校利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由新华三

集团以及《中国教育网络》杂志联合推出了“2017 高校融合创新与教育变革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收到了来自浙江大学、

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多所学校的投稿，本期继续刊登其中的优秀文章。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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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承载网整体架构

业务的安全稳定承载，又能灵活响应新的

业务需求，提供自动化服务，满足“简易

配置、简便管理、简洁维护”的运维要求。

经过多方比较和论证，青岛校区最终

选择了新华三的 ADCampus 应用驱动型校

园网方案来构建安全、灵活、智能的创新

性承载网。

如图 1 所示，青岛校区在校园网物理

结构基础之上，采用 SDN+VxLAN 技术，

构建起 Overlay 的分布式扁平化逻辑大二层

承载网。通过 SDN 控制器进行业务预定义，

每种智能化业务都获得独一无二的 VxLAN 

ID，并在汇聚层实现 VRF 的自动创建以及

与 VxLAN ID 的关联。智能化业务与 IP 地

址组实现一对一映射，网络属性与业务结

合更直观，IP 即用户、网段即业务。借助

VxLAN 的分布式网关特性，业务终端在任

何位置接入网络均不需更改 IP 地址。通过

提前收集的信息，SDN 控制器可以自动使

用 MAC 地址作为业务终端的接入账号和密

码，实现终端接入认证，并在系统中完成

与业务类型、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绑定。

智能化业务的服务及安全管控策略也  可 以

在控制器上通过图形化界面进行拖拽式定

义，相关配置会自动下发。

ADCampus 方案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

方面：

1. 自动化构建业务专网。VxLAN 技术

天然具备跨广域网的通道隔离能力，在隔

离方式上，每个用户组分配不同的 VRF，

VRF 之间在路由层面实现隔离，每个用户

在 VRF 内映射成不同的 VXLAN，最终实

现在通道内通过 VXLAN 数据传输，实现

隔离。相比传统的 MPLS 方式，整个运维

节点大幅减少，可以更便捷地实现二层和

三层隔离。

2. 设备自动部署及物联网终端自动化

上线。SDN 控制设备 Campus Director 首先

对设备角色进行预分类，然后将各层次设

备配置模板化，即接入和汇聚设备分别整

合成一份完全相同的配置文件，设备上线

后配置即可自动下发。这种方式不需要编

写复杂的预配置文件，既降低了自动部署

的成本和难度，也避免了人为误操作的风

险，使得自动部署从理论变成现实。当设

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将新设备在配置管理

地址后直接接入网络，SDN 控制器自动进

行版本升级和配置下发，实现新设备的自

动上线。

物联终端加电后即可自动认证上线，

设备自动更改配置，实现了终端的即插即

用，终端类型识别和仿冒技术同时降低了

安全风险；后续各个业务部门需要调整终

端的接入位置和端口，均不需要重新调整

网络，做到网络随业务而灵动。

青岛校区 1000 多台接入层交换机、

6000 多个 AP 和近 7000 的物联网终端上线，

通过利用控制器的自动化配置功能，充分

简化命令行工作量，整个工期缩短了接近

一半。

3. 个性化的网络监控管理。在青岛

新校区建设中，通过 Campus Director 自身

的网管能力，网络运维人员对物理网络实

现了资产管理和网络状态监控，同时还向

各个业务主管部门提供了各自虚拟专网的

overlay 网络和物理网络的监控，便于业务

部门独立完成自有业务端到端的网络监控

管理工作。

持续推进校园网络基础设施    
提升工程

在现有建设的基础上，山东大学将继

续进行基础设施的优化和完善，为信息化

服务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主要计划在以

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1. 深度适应业务的自服务网络

在当前 ADCampus 基于应用驱动园区

网络的基础上，我校将利用 SDN 控制器的

开放性，借鉴数据中心云服务资源的运营

模式，将网络资源池化，构建智能化网络

运营平台，逐步尝试由师生自行申请构建

个性化的网络，例如科研实验专用私有网

络等，由运营平台根据业务需求自动下发

网络配置，实现网络的自动构建。

2. 实现 BRAS 与 SDN+VxLAN 网络的

融合

目前的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网络在用户

网络接入和智能化业务承载上仍然是两层

网络。用户上网由 underlay 网络承载，智

能化专网由 overlay 网络承载。后面将进

一步探索 BRAS 解决方案与 ADCampus 解

决方案的融合，将用户上网业务也迁移到

SDN+VxLAN 网络上来，实现网络资源和安

全策略的网随人动。

3. 将青岛校区的建设模式延伸至济南、

威海两地，实现网络的进一步融合

在青岛校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将结合济南、威海两地的实际，有选择

地在两地网络升级改造中实施，特别是将

SDN 网络的建设理念延伸至三地各个校区，

构建包括 SDN 广域网、SDN 园区网和 SDN

数据中心在内的大 SDN 网络，实现网络的

进一步融合和整体提升。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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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高校融合创新与教育变革征文——融绘数字未来

校园无线网优化及安全策略

文 / 皇甫大鹏  田小萍  王兴建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无线网始建于 2007

年，经过四次大规模建设和改造，目前，

校园无线网已经覆盖了全校教学、办公、

科研和学生宿舍区，辅仁校区和校外租用

办公区域也实现覆盖。北京师范大学的无

线网建设 , 先后部署了基于 802.11a/b/g、

802.11n、802.11ac 和 802.11ac wave2 协 议

的无线产品，无线产品从不成熟到成熟，

从几十兆带宽到千兆带宽，打造成为“高

覆盖、高可用、高质量”的校园无线网。

无线网络优化

目前，各高校基本完成了校园无线网

基础建设工作，如何使校园无线网保持高

效稳定运行成为各高校网络部门的主要工

作。为保证校园无线网络稳定运行 , 无线

网建设完成后，无线网的管理工作主要由

无线网络优化和无线网设备运维两部分，

如图 1 所示。无线网络优化是一个动态

的，根据无线场景的调整和应用的变化，

需要不停的对无线网进行优化。

高密度覆盖 

在图书馆、体育馆和大型教室与会

议室等座位密集场合，需要实现高密覆

盖。高密场合无线覆盖的难点是容量不

足和信号错频。首先，高密场所要进行设

备选型，无线高密产品主要有三叉戟高密

AP 和四条流高密 AP 两类，两款设备的各

自优点是三叉戟有三射频，1 个 2.4G 和 2

个 5G 射频卡，偏重于高密用户接入；四

条流高密 AP 偏重于用户接入带宽，高密

场所建议选择三叉戟高密 AP。其次，部

署原则上，无线 AP 靠近用户和采用吊装

部署。最后，无线控制器配置优化，主要

从无线信道和信号强度的三个方面调整：

一、信道选择：2.4G 频段只有 3 个信道可

以同时使用，高密部署时，2.4G 无法实现

错频，选择关闭部分无线 AP 的 2.4G 射频

是最佳解决方案，5G 频段统一采用 20M

频宽，保证尽量多的信道可用；二、信号

强度：降低信号强度，保证场馆内任何一

点同信道内不超过两个信号超过 60db，

建议 2.4G 信号强度设置为 12dBm（部分

信号关闭），5G 信号强度设置为 9dBm，

具体情况根据场馆实际情况边测试边调

整；三、用户限速：建议限制无线用户的

速度为 4M，防止个别用户占用大部分带

宽，影响其他人接入上网。

大 VLAN 和二层隔离

同 VLAN 一直存在广播风暴问题，早

期无线设备不支持二层隔离，通过将每栋

楼设置一个用户 VLAN（2 个 C 类地址段）

解决广播风暴问题。随着用户规模的增加，

单 VLAN 用户地址越来越多，广播风暴严

重影响无线用户；同时，各栋楼宇存在潮

汐现象，用户地址严重浪费。随着无线控

制器支持二层隔离，大 VLAN 成为高校的

首要选择。目前，北师大用户 VLAN 根据

信号划分，BNU（教学区）和BNU-Student（学

生宿舍区）各分配半个 B 类地址，BNU-

Mobile 教学区和宿舍区各 1/4 个 B 类地址，

实现了同信号的漫游和 IP

地址的重复利用。

DHCP 服务

针对无线用户 IP 地址

分配问题，配置两台无线

网专用 DHCP 服务器，为

无线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两台服务器采用双机热备，

取 代 原 有 的 H3C S12508

核心交换机。

北京师范大学

图 1  无线网建设周期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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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优

1. 信道规划：2.4G 和 5G 手动配置，5G

也是 20M 频段；2. 功率调整：宿舍 3~5，

会议室 5~10，教室 11~16，楼道基本默认

20；3. 无线信号：调整无线 AP 覆盖方向和

天线角度，楼道尽量采用外置天线，AP 尽

量选择吊顶安装；4. 频谱导航：5G 优先，

2.4G 的信道质量较差，尽量引导用户使用

5G 频段；5. 无线用户限速：根据无线设备

的性能和单 AP 的用户数量，对无线信号进

行限速 ;6. 信号入屋：为保证 5G 信号的质量，

针对学生宿舍采用超瘦 AP 方案解决，小办

公室采用面板 AP 进行改造。

校园无线网安全接入方案

相对于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没有固定

的边界，在没有任何安全策略情况下只要

进入无线覆盖范围内就可以关联无线网，

存在身份无法确认的巨大安全隐患。为了

保障无线网络安全，需要对接入终端身份

进行校验。目前，校园无线网的主要认证

方式为 Portal 认证，用户接入无线认证，出

校园网需要 Portal 准出认证，校内无线网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同时，存在校外人员占

用校内网络资源现象，尤其是图书馆资源。

北师大校园无线网主要采用 Portal 认

证和 802.1x 认证两种方式，802.1x 认证针

对手持终端可以首次认证，后续无须认证，

也属于一种无感知认证。

根据用户人群的不同，学生宿舍和教学

科研区采用 Web 认证方式不同，学生宿舍区

采用 Portal 准入方案，主要解决无线网的安

全性问题；教学科研区采用无感知认证方案，

同时提高校园无线网易用性和安全性。

学生宿舍区 Portal 接入方案

Portal 认证是目前最流行的认证方式

之一，其兼容性较好。用户接入无线网获

取地址后，由网关将未认证的用户重定向

至 Portal 认证页面，认证成功后即可访问

网络资源。

目前，Portal 认证主要有三种方式：1. 两

次认证实现准入准出：一次认证通过 AC 

Portal 实现准入，用户可以访问校内资源，

二次认证通过认证计费系统 Portal 实现准

出，用户可以访问校外网资源。繁琐的

“二次认证”过程，降低了网络的效率和

用户体验；2. 一次认证实现准入准出：AC 

Portal 和认证计费系统 Portal 实现对接，用

户接入 AC，AC Portal 携带账号和密码向认

证计费系统发出请求，认证计费系统 Portal

准出后，将信号反馈给 AC，AC Portal 实现

用户准入，一次认证既实现准入和准出；

优点：简化用户认证流程；缺点：各厂家

AC 均需要与计费系统实现对接调试，后台

维护困难；3. 独立 Portal 服务器实现准入：

无线网独立组网，在无线核心交换机与校

园出口之间架设一台独立 Portal 服务器，

用来实现无线网准入，并同时联动认证计

费系统的 Portal 服务器实现准出；优点：

解决了不同厂家控制器之间对接的困难，

维护较为方便；缺点：已建无线网需要调

整拓扑和增加 Portal 服务器。

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无线网采用第二

种模式，一次认证实现准入准出。该方案

解决了用户终端与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落实了国家安全法的实名认证要求。认证

过程如图 2 所示。

但是，Portal 认证存在以下问题：1. 用

户每次需要主动认证，无法实现无感知；

2. 工作在三层拿不到用户 MAC 地址，对

用户的识别不精确，短时间内使用相同 IP

地址的用户会被当作是同一用户。

教学科研区无感知认证方案

为落实国家网络安全法关于实名认证

的要求，校园无线网启用 Portal 准入认证，

同时兼具提高上网体验，经研究讨论决定

教学科研区启用 Portal 和 MAC 相结合的

认证方式。保持现有网络设备及拓扑关系，

在不增加经费投入的前提下，进行平滑升

级改造，实现无感知认证，整个认证方式

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如图 3 所示。

1. 用户首次连接 SSID 时，由用户终

端向 AC 发起认证请求，AC 获取用户终

端的 MAC 地址并向 Radius 服务器发起

MAC 认证请求，此时，由于 Radius 服务

器连接的计费数据库中尚未记录用户终端

的 MAC 地址，因此会拒绝认证，MAC 地

址认证失败，AC 将用户重新分配到 Guest  

Vlan , 进行下一步认证。

2.Guest Vlan 开启 Portal 认证，AC 主

动推送 Portal 认证页面，或者当用户访问

Web 网站，终端发起 http 请求至 AC，AC

将用户的 http 请求重定向至 Portal 认证页

面，用户在弹出 Portal 页面完成 Portal 认

证，同时 Radius 服务器对用户的账号和

MAC 地址绑定入库。

3.Portal 认证成功后，用户正常访问

网络。第一次认证为正常的 Portal 认证。

4. 用户在后续连接 SSID 时，先由 AC

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 MAC 认证请求，

此时由于 Radius 服务器对应计费数据库

已有用户的账号、MAC 地址等信息的记

录，认证成功，用户上线，不需要再进行

Portal 认证。后续认证是在用户连接 SSID

后，由终端、AC、Radius 自动完成的，

不需要用户进行参与，因此对用户来说是

无感知的。

从认证过程中可以看到，无感知认证

不是免认证，是在认证过程中减少用户的

参与度，降低操作的复杂度，在用户毫无

感知的情况下完成的身份认证，既保证了

对用户上网的安全管理，同时提高了用户

的上网体验，适合于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

校园无线网环境。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图 2  Portal 接入认证逻辑图

图 3  MAC 与 Portal 无感知认证逻辑图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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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高校融合创新与教育变革征文——融绘数字未来

文／熊浪  谢虎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飞速发展，高校各

单位各部门的信息系统上线越来越多，越

来越频繁，对基础设施资源的需求越来越

多、要求越来越高。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已经广泛应用，

高校建设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过程中需

要考虑到高校信息化中用户的特点和应用

的特点，适度使用相关技术，逐步搭建适

合自身信息化建设需求的云数据中心。

华中农业大学 2014 年采用 H3Cloud 

OS 搭建了 IaaS 私有云平台，开始了逐步

向云数据中心过渡的过程。至今，IaaS 私

有云平台承载了全校 80% 的信息系统。

平台为全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集中而专业

的基础设施资源服务。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建设

1. 底层的物理资源建设

IaaS 私有云的底层物理资源是基础，

稳定、可扩展是必要的要求。

高校应该至少有两个数据中心，毕竟

有许多业务需要很高的服务保障，两个数

据中心是业务连续性和数据安全的基础。

针对学校种类繁多的应用，在数据中

心内，需要把物理资源大致分成两大类来

建设，类似于某些厂家提出的稳态 IT 资

源和敏态 IT 资源，两类资源用来支撑不

同类型的业务。

对于管理部门的信息系统以及公共数

据库等重要业务，整体发展目标明确，业

务的形态和数据的增长基本是可以预期的，

这类业务对基础设施资源的要求是高性能、

服务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安全性。如图 1 所

示，这类资源部署在中高端的 FC 集中式

存储上，满足重要的业务高稳定性和高性

能的要求。除了重要业务外，高校其他业

务系统的特点是用户分散，资源增长量大

且难以预计，上线快速、迭代也快速，对

基础设施资源的要求，强调的是弹性扩展、

用户的自服务。如图 2 所示，华中农业大

学将这类资源主要部署在 H3C OneStor（分

布式存储）上，分布式存储的横向扩展能

力和成本优势正好弥补了 FC 存储的不足，

而又足够支撑低烈度的业务，更吸引人的

是，理论上说，这类资源可以支撑业务系

统进行不中断业务的迁移。

2. 网络建设

数据中心的网络需要性能高、时延小、

端口密度高，安全稳定而易于维护。华中

农业大学数据中心利用 H3C 的横向虚拟

化和纵向虚拟化技术将数据中心的核心网

络设备 H3C S10508、接入网络设备 H3C 

S5100 整合成一台设备，从而提高网络的

可用性，方便管理员进行管理。

大二层的数据中心网络是 IaaS 私有

云数据中心的必然选择，由于高校数据

中心内基础资源的总量不大，在这里，

Overlay 技术的网络

虚 拟 化 技 术 对 比 与

传 统 的 vlan 技 术 并

没 有 很 明 显 的 应 用

优 势。 然 而，SDN

技术在 IaaS 私有云

数 据 中 心 内 还 是 有

它的应用场景的。

3. 安全建设

IaaS 平台的云安

全，通常意义上是指

用户可以自己申请、

着力打造高校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
华中农业大学

图 1  重要业务的基础设施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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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全防护，实现虚拟机与虚拟机之间

的安全隔离或者是 vDC 和 vDC 之间的安全

隔离。但是，高校的特点，特别是安全责

任难以分解的特点，决定了高校信息系统

的安全防护需要集中建设、集中管理，用

户自助的云安全功能在这里并不重要。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安全建设，应

该和信息系统的重要性（等保级别）、安

全管理制度、安全责任人的授权以及信息

系统管理员的可信程度相关，而跟物理层

的相关配置无关。

SDN 为满足这样的安全部署要求提供

了好的解决办法。在 SDN 的网络架构下，

控制与转发分离，使得逻辑上集中的控制

平面能够拥有全网的完整视图，这样控制

平面就能够看到任何正常的或者不正常的

流量；集中化的网络控制，使得控制平面

能够控制任何流量的路径；而 SDN 开放

的编程接口能够将上述所有的操作实现可

编程以及自动化。

构建全局的安全资源池，利用SDN技术，

进行服务流控制，提供与拓扑无关的全局安

全策略。在安全集中管理、安全分区有限的

情况下，高校的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安全

资源池可以由物理设备组成，而不必去追求

利用 NFV 建立虚拟的安全资源池。

数据中心部署 SDN 交换机，将 FW、

IPS、WAF、数据库防火墙等安全设备形

成安全资源池，旁挂到这个 SDN 交换机上，

SDN VCFC 控制器集群对安全资源池、网

络设备及vSwitch上的业务进行统一管理，

根据应用需求、业务流量特点定义不同的

业务链，使特定的流量经过特定的安全设

备进行安全检测 / 防护，甚至将同一条流

依次调度到不同的安全设备，实现不同业

务流经过不同安全单元进行差异化处理。

4. 虚拟化层的建设

高校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建设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是持续的利用云计算技术，

对 IT 系统一步步的改造，不同的建设阶段

很有可能采用不用的虚拟化平台，这并不

影响数据中心的使用。

从这个方面而言，IaaS 私有云平台

使用开放的架构，能够纳管各种主流虚

拟化平台就应该是高校 IaaS 云数据中心

的标配，比如 Openstack 和 CloudStack。

H3Cloud OS 云管理平台是一个基于业界

标准的 OpenStack 开源项目的 IaaS 私有云

平台，华中农业大学使用 H3Cloud OS 云

管理平台纳管了不同时期建设的分别基于

Citrix、VMWare 以及 CAS 的虚拟化资源池。

5. 用户管理

针对学校多样的用户群和信息化能力不

同的用户群，高校 IaaS 私有云管理平台要有

提供多租户管理的能力，能够通过自定义组

织结构、审批流程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华中农业大学在 H3Cloud OS 云管理

平台上部署了三类用户，VDC 用户、普通

用户和开放用户。

除了这三类用户，高校可能还存在第

四类用户，可以称之为直管用户，这类用

户其实并不是私有云平台的用户，他们通

过电话等方式申请资源，由 IaaS 平台管

理员生成资源后交由用户使用。

6. 可交付的应用

H3Cloud OS 云管理平台可以交付给

用户的应用很多，除了云主机、云存储、

云安全之外，还有云负载均衡、云数据库

等等应用。

鉴于前面论述的高校用户和应用的特

点，需要负载均衡功能的信息系统比较少，

而且一般都需要网络中心之类的专业信息

部门管理，IaaS 平台为用户提供自助的负

载均衡功能，其必要性并不大。集中建设

和维护数据库平台提供给信息系统调用，

应该是高效率的模式，然而，高校的信息

系统的主导权在各个业务部门，信息系统

所采用的数据库种类不同、版本不同，由

IaaS平台提供云数据库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华中农业大学在使用 H3Cloud OS 云

管理平台交付给用户的应用主要还是云主

机和云存储。

7. 运维管理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表面提供给用户

的是池化的资源，底层物理资源隐藏在幕

后，而且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底层物

理资源都有较好的冗余设计，小的、零星

的故障都不会影响业务，但是一旦忽略了，

积累起来，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

H3Cloud OC 云运维中心与 H3Cloud 

OS 无缝融合，为管理员提供了一个高效、

灵活、易于量化的管理平台，运维中心能

够清晰展示出服务器、存储、网络这些底

层的物理资源的运行状态，监控云平台中

虚拟机的性能状况，以及各种资源（CPU、

内存、存储、网络）的相关统计。运维中

心关注云平台资源供给、分配、监控、维

护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帮助云数据中心管

理者简化运维、规范流程、提升运维效率、

辅助决策分析。

IaaS 私有云数据中心是一套复杂的、

规模庞大的系统，需要管理人员具有服务

器、存储、网络的综合管理能力，进行规

范化的运维管理，才能保证数据中心稳定、

安全、高效的运行。

高校的需求特性，是介于政企网和运

营商之间的，需要管理而无法制定政企网

那样严格的管理制度，也不能像运营商一

样，提供一个标准的服务让众多而分散的

用户自己去匹配，同时，IaaS 私有云数据

中心的建设是一个云化的过程，需要综合

考虑自身的 IT 状况、学校的发展规划、

技术成熟度等因素，循序渐进地进行。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华中农业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图 2   一般业务基础设施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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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容灾保障数据安全
华东师范大学

随着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关键业务

数据安全性与连续性问题日益突出。当发

生严重灾难时，会导致业务长时间不能正

常提供服务。比如运行在华东师范大学闵

行校区的身份认证系统，如果发生机房断

电、身份认证服务器宕机或者相关存储损

坏，都会直接导致身份认证业务长时间处

于不能正常访问状态，给全校师生造成巨

大影响。

考 虑 到 关 键 业 务 数 据 的 安 全 性 与

连 续 性，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采 用 NetApp 

snapmirror 异地容灾方案来保障业务正常

稳定运行。NetApp snapmirror 能够将关

键业务数据复制到不同的校区，客户端可

以通过网络访问复制的数据。当发生严重

灾难时，可实现从数秒到数分钟的恢复时

间目标（RTO），以及低至几分钟的恢复

点目标（RPO），不会导致业务长时间不可

用，在修复因灾难造成的生产站点损坏之

前，恢复站点的应用程序可以访问复制的

数据来恢复关键业务，保障业务系统能够

及时正常的提供服务。

异地容灾方案

基于两校区现有的网络架构，采用

NetApp snapmirror 方案来实现业务数据异

地容灾，其基本架构如图 1 所示。

在两校区分别部署一台NetApp FAS8000

系列存储，通过 brocade 光纤交换机接入现

有的 san 网络环境，将存储设备上每个控制

器上的两个物理端口以冗余方式接入现有网

络环境，用于两校区之间的数据通信与复

制。两校区网络实现万兆互联，具有高速率、

低延时、二层互通等特性，满足 snapmirror

逻辑端口，实现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至

少存在一个集群间逻辑端口，每一个逻辑

端口都需要配置 IP 信息，用于多个集群

之间的数据通信与复制。集群间逻辑端口

必须创建于具有集群间能力的端口上，即

分配了集群间角色或数据角色的端口。用

于集群内节点互连的端口不可用于集群间

复制。 

（2）集群间对等关系建立。基于创建

完成的集群间逻辑端口，建立异地集群间的

对等关系，实现异地集群之间数据通信与复

制。创建集群对等关系是一次性操作，必须

由集群管理员执行。对等关系可以通过两种

方法来创建。一种方法是由拥有另一集群的

安全凭据（集群管理登录名和密码）的集群

管理员来创建对等关系。另一种方法则允许

两位管理员在不交换集群管理密码的情况下

为其集群建立对等关系。使用这种方法时，

需各自输入 cluster peer create 命令，指

异地容灾方案对网络要求。采用 NetApp 

snapmirror 集成的数据复制技术来将关键业

务系统数据复制到其他校区，用作灾难恢复

的副本。当发生严重灾难时，可以通过访问

复制数据来继续提供服务，提高数据中心的

连续可用性和安全性。

异地容灾实践

NetApp snapmirror 搭建流程

基于 NetApp snapmirror 异地容灾框架

搭建工作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 前期准备工作。存储设备上架与加

电测试、光纤与网络跳线、光纤与网络交换

机配置、主机多路径软件配置等。

2. 存储系统初始化配置。完成前期准

备工作后，我们需要对 NetApp 存储进行系

统初始化工作，主要涉及集群创建与配置、

系统用户配置、时间同步配置、DNS 设置、

磁盘归属节点配置、聚合

配置、SVM 配置、存储协

议配置、端口集配置、启

动程序组配置等。

3 . s n a p m i r r o r

具 体 配 置。NetApp 

snapmirror 异地容灾方

案通过网络来实现集群

间数据通信和复制，主

要配置涉及集群间网络配

置、集群间对等关系建立

及 SVM 对等关系建立。 

（1）集群间网络配

置。通过将存储设备上每

个控制器上的两个物理端

口以冗余方式聚合成一个
图 1  NetApp snapmirror 异地容灾框架

闵行校区 中北校区

虚拟业务及实体业务 虚拟业务及实体业务

SAN 网络 SAN 网络

NetApp 存储 NetApp 存储

snapmirror

LAN

文 / 李雪锋  徐刚

读者服务 网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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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方集群的集群间 IP 地址。

（3）SVM 对等关系建立。从集群模式

Data ONTAP 8.2 开始，在完成集群间对等

关系建立后，必须建立异地集群间 SVM 对

等关系。SVM 对等关系可以将集群间的 SVM

连接在一起，以便在彼此之间进行数据复

制。创建 SVM 对等关系是一种基于权限的机

制 , 集群管理员通过在源与目标集群上分别

执行 vserver peer create 和 vserver peer 

accept 命令，完成 SVM 对等关系。

容灾卷创建

NetApp snapmirror 异地容灾技术是基

于不同集群的存储虚拟机中的卷来进行数据

复制。下面我们来介绍容灾卷创建流程。

1. 源卷与目标卷分配。在闵行校区和

中北校区机房的 NetApp 存储上划分相应大

小的卷，分别用作源卷与目标卷。

2. 源卷与目标卷同步配置。我们在目标

卷所在的存储虚拟机上进行源卷与目标卷同

步配置，并通过创建不同的同步策略来设定

同步优先级及同步频率。

3.LUN 创建。在完成源卷与目标卷同步

之后，我们可以在源卷上创建 LUN，将自动

在目标卷上创建相同大小的 LUN，用于对源

卷上的 LUN 进行数据保护。通过支持 FCP 协

议的端口组将 LUN 分配给启动程序组，在应

用服务器层面经过磁盘扫描后，就可以识别

到分配的存储。

业务系统数据迁移方案规划

NetApp snapmirror 搭建完成之后，

下一步进行相关业务迁移工作规划，主

要涉及虚拟校园系统、s p l u n k 日志分析

系统、ORACLE RAC 测试环境、SFRAC 测

试环境、zabbix 监控系统、nessus 漏洞

扫描系统等。

1. 针对部署在虚拟化平台的业务，如

虚拟校园系统、splunk 日志分析系统等。

通过 NetApp snapmirror 分配存储给虚

拟化平台，将运行在虚拟化平台的各类业务

通过存储 vMotion 的方式将业务从原有存储

迁移到新存储上。

2. 针对部署在实体机上的业务，如

ORACLE RAC 测试环境、SFRAC 测试环境、

z a b b i x 监控系统、n e s s u s 漏洞扫描系

统等。

根据主机层面是否安装赛门铁克的集

群软件 SF R A C , 将考虑两种不同方式迁移

业务。

服务器层面已经安装 SFRAC 的业务系

统，如 ORACLE RAC 测试环境、SFRAC 测试环

境等。操作方案有以下 3 种：

第一种，通过 snapmirror 为业务系统

服务器分配 4 块磁盘 ( 包括 1 块用作业务数

据盘和 3 块用作仲裁盘 )。

第二种，通过赛门铁克的 SFRAC 将原有

业务数据磁盘与通过 snapmirror 分配的用作

业务数据的磁盘做成镜像。

第三种，将用于服务器 HA 的 3 块仲裁

盘替换为 snapmirror 分配的新的 3 块磁盘。

针对服务器层面并未安装 SFRAC 的业务

系统，如 zabbix 监控系统、nessus 漏洞扫描

系统等。一种方式通过 snapmirror 为服务器

分配存储进行业务重新安装部署；另一种方

式采用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工具来实

现实转虚操作，将实体业务转化成虚拟化平

台的虚拟业务。

NetApp snapmirror 采用异步复制模式，

定期在源卷上创建快照副本，通过配置千兆

带宽仅对上一个复制周期后更改或新创建的

数据块进行数据复制。同时结合主存储上开

启数据重删功能以及在源卷上启用了数据压

缩功能，进一步提高复制效率。目前，迁移

后的业务系统采用60分钟同步一次的策略，

即将业务系统 60 分钟内的数据变化同步到

对端，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业务变化量能够

在下一次发起同步前完成复制，业务运行稳

定，达到预期效果。

NetApp snapmirror 建立了一个统一

的、高效的存储异地容灾的系统框架。通

过集成数据复制技术，将关键业务数据复

制到不同校区，实现两校区数据中心的异

地容错，进一步提高数据中心的连续可用

性和安全性。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读者服务网管技术

戴尔易安信在大中华区发布系
列存储产品组合

本刊讯  2 月 5 日，戴尔易安信宣布在大

中华区发布系列存储产品组合，涵盖全闪存、

软件定义存储、数据保护、融合及超融合基

础设施等高增长领域。助力企业实现现代化、

自动化以及数据中心转型，为建立混合云、

开发云原生应用和大数据分析平台提供值得

信赖的基础。

在 企 业 级 存 储 市 场， 戴 尔 易 安 信 的 存

储 产 品 线 包 括 了 VMAX 全 闪 存、XtremIO 

X2、ScaleIO、SC 系列、Unity 系列、Isilon

横向扩展 NAS 存储和戴尔易安信 ECS（弹

性云存储）等多款产品，其全闪存与软件定

义存储产品组合覆盖了块数据、文件数据和

对象数据领域。

在融合及超融合市场，戴尔易安信提供

了 VxBlock 系统、VxRail 设备、VxRack 系统

和 XC 系列四大产品线，为客户带来更快的数

据与应用程序访问体验，通过广泛的服务和

支持，并为各规模企业提供了助力业务增长

和投资保护的途径。

在数据保护市场，戴尔易安信的产品线包

括 Data Domain（专用备份应用存储）、Data 

Protection Suite（数据保护套件）系列软件、软

硬件一体的数据保护设备（IDPA），可以说，

其数据保护产品组合提供高灵活性和可扩展

性，能够满足各种规模企业的数据保护需求。

戴尔科技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博士

表示： “数据表明，未来几年中国的企业级

外部存储市场未来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7.3%，

大大超过全球平均的需求。这让我们对自身

发展、对我们能给客户带来的价值，以及对

戴尔易安信所推动的数字化转型充满信心。”

同时，戴尔易安信宣布在大中华区面向

其存储及数据保护产品客户推出了“未来无

忧 －存储保障计划”，帮助客户保护对戴尔

易安信技术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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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位 作者

东南大学：自动化技术在安全事件响应中的应用 东南大学 杨望

华东师范大学：电子校园卡应用与安全设置 华东师范大学 刘欢  刘畅  沈富可

中山大学：信息安全管理办法制定法则 中山大学 张永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校安全证书配置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文正  张宁

东北大学：黑洞路由技术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 东北大学 温占考  王宇

标题 单位 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大数据感知数据中心安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朱文智  付邵山

大连理工大学：数据安全全过程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张巍

浙江大学：数据库安全配置策略 浙江大学 冯洁莹  张华  郑强

南京理工大学：严格执行数据库访问控制 南京理工大学 涂庆华  李华峰  束乾倩  高静

标题 单位 作者

大连理工大学：WEB 安全管理策略 大连理工大学 李先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网应急响应流程制定 哈尔滨工业大学 董永苹  谢大纲

首都体育学院：WebVPN 让校外访问安全进行 首都体育学院 沙捷  费青松

厦门大学：重大活动时期网站安全防护手册 厦门大学 郑海山

华南师范大学：Web 应急响应实行“抢单制” 华南师范大学 彭雪涛  梁卓明  李瑞维

2017 年度“高校优秀 Web 安全防护解决方案奖”

2017 年度“高校网络安全建设解决方案优秀奖”

2017 年度“高校数据安全管理解决方案优秀奖”

2017高等教育信息化

创新奖

获奖名单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网络》杂志
评选周期：2017 年 12月 1日 -2018 年 1月 10日
公示周期：2018 年 1月 16日 -2018 年 1月 30日
评选规则：网友代表投票 (40%)+ 专家评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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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位 作者

上海海事大学：云平台促进高校教学实验改革 上海海事大学 王玉平  王河堂  戴春叶  周开元

上海交通大学：安全、协作的云盘 上海交通大学 黄保青  章思宇  罗萱  金耀辉

湖南大学：基于 IPv6 的 CloudStack 云平台架构设计 湖南大学 / 湖南科技大学 刘宇  彭天越  徐波  张世文  林亚平

河南大学：云平台解决数字资源九大问题 河南大学 王守中

标题 单位 作者

浙江大学：电子资源违规使用分析及用户定位研究 浙江大学 王佶  单康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园网使用分析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伟权  梅涛  韩芹

南开大学：高校多业务融合承载网研究与构建 南开大学 张四海  林初建

中国人民大学：利用代理技术化解信息发布管理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 马迎  张丹东

2017 年度“高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大数据分析驱动智慧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 锁志海

电子科技大学：一体化大数据提供师生精准画像 电子科技大学 吕红胤  于晨阳  苏涵  连德富  颜凯

大连海事大学：基于大数据的“i+ 学习空间” 大连海事大学 樊铁成  高路

东北财经大学：NLP 技术对主观评教数据进行情感分析的应用探索 东北财经大学 范宇辰  陈伟

正方：高校大数据应用与服务平台解决方案 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高校大数据应用与服务创新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复旦大学：创新推动一站式服务 复旦大学 张凯  王新  宓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打造智能化的安全监控体系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明健  王伟林  陈松

郑州科技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系统实践探索 郑州科技学院 李振峰

常熟理工学院：微服务无缝嵌入实践教学管理平台 常熟理工学院 朱士中  王加年  先晓兵  张尔喜

索尼：未来课堂整体解决方案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无线与智慧校园建设方案创新奖”

2017 年度“高校云平台建设与应用创新奖”

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