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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教育部正式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明确了坚持“育人为本、融合创新、系统推进、引领发展”

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基本原则，提出了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

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   

作为教育信息化 2.0 的先导性工程，《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发布具有重大的意义。

计划发布不久，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这也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议。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做了题为《加快融合创新

发展 让教育信息化 2.0 变为现实》的主题报告，提出“我

们要全力写好教育信息化‘奋进之笔’，努力让教育信息

化 2.0 变为现实”。由于这次工作会议意义深远，本期我们

将全景式展现此次会议。

以教育信息化 2.0 为标志，教育信息化进入了新的时代。 

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网络安全的保障。

4 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本刊邀请了相关专家就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网络安全现状进行分析，专家们对于高

校网络安全的保障提出了许多建议，也将视角延伸至网络

空间安全学科课程设置，对比了国内外大学的相关课程设

置并提出了理性的思考。  

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目标的实现同样也离不开高性能的

网络基础支撑。目前由于 IPv4 的地址匮乏问题在物联网

时代日益凸显，提供了充足地址的 IPv6 的发展已成趋势。

5 月初，工信部发出通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LTE 网

络端到端 IPv6 改造，并强调了要加大力度部署 IPv6 用户

规模，教育和科研领域的下一代互联网部署文件也即将出

台。在即将到来的 IPv6 大规模商用部署的建设浪潮中有

哪些前瞻性思考，在部署中我们应当注意什么？本期我们

也关注了此话题。

教育信息化领域不断发生着的大事告诉我们，教育信

息化的新时代正在拉开序幕，并大有可为。正如杜占元同

志在 2018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所说，“以教育信息化

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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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科学家创下量子纠缠新纪录

近期，奥地利科学家在量子纠缠系统领域创下新记录：成

功实现了 20 量子比特系统内受控的多粒子纠缠。研究人员在 3

个、4 个和 5 个量子比特的所有邻组间检测到了真正的多粒子

纠缠。新进展有望应用于量子模拟或量子信息处理等领域。

最新研究的第一作者尼古拉·福瑞斯强调说：“我们已经

检测到很多量子系统 ( 包括超冷气体 ) 内大量粒子之间的纠缠，

但最新实验能寻址并读出每个量子比特。因此，它适用于量子

模拟或量子信息处理等特定应用领域。”

研究团队希望进一步增加实验中量子比特的数量，“我们

的中期目标是 50 个粒子，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最好的超

级计算机也无法破解的问题”。他们还计划优化方法，以检测

更广泛的多粒子纠缠。

（来源：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法国将投入 15 亿欧元       
促进人工智能发展

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到 2022 年将投入 15 亿欧元用于促

进人工智能发展。在总统宣布后，

法国和外国多家私营企业纷纷表示

也将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

马克龙指出：“人工智能不仅

是技术革命，同时也是经济、社会

和道德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 5 年

或 50 年后才发生，而是正在发生。

机会和选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法国政府的支持将很大程度依赖私

营领域，在许诺的 15 亿欧元中，1

亿欧元将用于鼓励人工智能领域创

业；7000 万欧元将由公共投资银

行支配，用于支持“深度学习”技

术。最后，4 亿欧元用于促进各类

具体项目。

在研发方面，马克龙宣布将

启动一个人工智能研发项目，密切

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联系。很快，研

究人员将可以把一半的时间用于待

在私营企业，而目前最多仅允许

20％。马克龙还希望将人工智能领

域的学生数量翻倍，并表示政府将

资助该领域的教育和公共研究，但

没有透露具体金额。

（来源：法国《费加罗报》）

新型光电子芯片 将数据中心带宽提高 10 倍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初创公司 Ayar Labs 结合光学和电

子学技术，研制出了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新型光电子芯片，

有望提升计算速度，将大型数据中心的带宽提高 10 倍，并使芯

片间通信耗能减少 95%，将总能耗降低 30%—50%。

当前，有很多科研团队在生产光子芯片。Ayar Labs 的光电

子芯片用光传输数据，但仍用电子进行计算。这一独特的设计

方式将快速高效的光子通信、使用光波传输数据的元件集成到

传统的计算机芯片中，摒弃了低效的铜导线。据悉，这项新技

术的首款产品是名为“Brilliant”的光学输入 / 输出系统，计划

于 2019 年上市。

（来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官网）

英国推出手机程序让学生少玩手机

近期，一款奖励学生放下手机的软件在英国走红。“把持

住”是由三名学生开发。该产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很受欢迎，

已经超过 12 万名用户。

专家们越来越担心手机成瘾这一现象。根据 2017 年德克

萨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将一部智能手机放在学生视野内就能

降低其效率、反应速度和成绩。该 app 将首先在英国的 170 个

大学发布推广，兼容安卓和 iOS 系统而且免费。每天 07:09-

23:00，学生只要每远离手机 20 分钟就会累积 10 分。积分可在

app 商城兑换。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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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自此，人工智能飞至“风口”，

已远远超过前 60 年的速度高速发展。可

当人们醉心于新鲜事物带来的全新体验，

却忽视了其暗藏的安全问题。如果安全问

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人工智能很有可能

会掉落到风险巨大的“火山口”。

人工智能恶意使用的安全威胁
2 月底，来自 OpenAI 、人类未来研

究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14 家机构

和高校的共 26 名学者在 arXiv 上发表一

篇名为《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预测、预

防和缓解》（The Maliciou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ecasting,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的研究成果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的重点内容是在未实施

充分的防御时，人工智能恶意使用所存在

的潜在安全威胁。

《报告》详细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三个

安全领域（数字安全、物理安全和政治安

全）有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并举出代表

性的例子证明其可能性。数字安全方面，

将出现合成声波、自动黑客攻击和数据下

毒等新型安全攻击；物理安全方面，不法

分子可将无人机或其他物理系统变成攻击

的武器；政治安全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检

测数据做有针对性的宣传，造成侵犯隐私

和左右舆论等安全威胁。

《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不仅扩大现

存安全威胁，还会引入新的安全威胁和改

变现有威胁的典型特征。通过人工智能，

完成对人类攻击者来说不可能完成的攻

击，并非难事。此外，安全人员开发的人

工智能系统也会给恶意攻击者带来新的可

乘之机。而且《报告》也相信伴随着人工

智能应用的快速发展，安全攻击将会更高

效、更具有针对性、难于归因且难以防守，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网络安全威胁

的典型特征。

《报告》中至少有两处强调，人工

智能可以达到攻击规模和攻击效率两者平

衡，而这直接改变了传统网络安全威胁的

特征，更高效、更精准、更匿名将成为安

全威胁的新特征。以更高效为例，传统攻

击中，攻击者往往需要在两者之间取舍，

而人工智能系统超过人类能力的潜力将会

增加预计攻击有效性的准确度，使得由人

忽视安全，

人工智能将从“风口”掉落到“火山口”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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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自动化完成的网络攻击更高效，且

这种高效的攻击现目前并未有实质性的预

防措施；以更精准为例，在规模和效率均

能达到最优效果之后，攻击者便有精力将

其攻击限制在具有某些特性的目标上，识

别和分析潜在目标进行更为精准的攻击；

以更匿名为例，攻击者使用人工智能自动

化攻击系统进行攻击，而非亲自执行。

“一点也不意外”的黑客操作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安全威

胁会不断增加，更多的应用会把应用的输

入接口直接或间接暴露出来。同时封闭系

统的攻击面也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转化。”

近期，由 360 安全研究院发布的《AI 安

全风险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指出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领域带来

的安全威胁。《白皮书》认为，被大家熟

知的 AlphaGo 人工智能应用是因为并不与

外界有直接的交互，所以安全威胁相对较

小，如果人工智能要想应用落地就必须考

虑安全问题。

在《报告》发表之前，两位通讯作者 

Miles Brundage 和 Shahar Avin 合写一篇较为

简单的介绍性文章，文章标题表达了作者

的担忧——《利用 AI 来犯罪只是时间问题》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criminals turn 

AIs against us）（以下简称“文章”）。

文章认为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开发新

应用程序时需要考虑安全因素，如果不这

样做，黑客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恶意活

动。人工智能和所有新技术一样都具有两

面性，会以各种方式使社会受益，但同样

也会以各种方式被恶意使用。文章举出无

人机、自动驾驶车等网络物理系统被黑客

恶意使用的例子，自动驾驶车可能会带来

车祸，便宜的商业无人机可能会被改造成

面部识别导弹。

《报告》中给出了相应威胁的假设性

案例，例如，某安全管理系统的管理员浏

览网站时，被一则模型火车的广告吸引，

并点开下载小册子。此时攻击已经开始，

小册子一旦被打开，黑客就能窥视他的电

脑，获得安全管理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

至于管理员看到的广告，则是黑客根据其

个人兴趣，结合人工智能精心设计的“陷

阱”。而这样的操作正是黑客使用基于“强

化学习”和其他 AI 技术来控制一大批半

自动机器人程序，通过廉价的个性宣传精

确地目标人群。这样一个 8 人钓鱼团队就

能达到 8000 人的水平。类似的技术操作

和实现效果在作者看来，“一点也不意外”。

“一点也不意外”的黑客操作近日

被指出很有可能已经在操纵美国大选。美

国特别顾问 Robert Muller 曾公开指出，俄

罗斯有一个 80 多人的全职专业团队破坏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通过使用虚假的

美国公民身份，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

网络媒体来推进他们的计划。“一点也不

意外”的黑客操作同样发生在我国。2017

年，浙江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人工智能犯

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专业黑客用深

度学习技术训练机器，让机器能够自主操

作，批量识别验证码。“很短时间就能识

别上千上万个验证码。”当时的办案民警

介绍。

全社会共同讨论才是问题正解
《报告》中，作者不无担忧地表示：

如果没有制定出足够的防御措施，我们可

能很快就会看到假设性的攻击成为现实。

中国社科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明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技术带

来的问题，有时也可以用技术发展来解决。

当攻击方用上了导弹大炮，防御方就不能

只用“小米加步枪”。“如果意识到自己

所在行业存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自身

加强防范就很重要。”同时他也表示，如

果用技术防御技术，“这可能是一场无止

境的技术攻防战。”

此外，道德和法律也是如何解决人工

智能衍生问题的两大关键词。哈佛法学院

互联网法教授 Jonathan Zittrain 说，“我担

心，在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系统将变得

更加复杂和紧密连合，人类的可操控性会

下降。并且这里（编者注：利益相关者）

没有任何一个方面需要考虑道德伦理问

题。”除了没有考虑道德问题之外，关于“道

德”或“公平”的概念也是十分含糊不清

且难以界定。对此，英国科普作家 Philip 

Ball 表示，当新的技术出现之后，肯定会

随之而来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是一个需

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还需要全社会

来参与讨论。

在《报告》中也给出了缓解威胁的四

点建议：

决策者应与技术研究人员密切合作，调

查、预防和减轻人工智能潜在的恶意用途；

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有责任采取一切

可能的措施，帮助促进技术的有益使用，

防止有害用途；

研究现有较为成熟的解决双重用途问

题的实践方法，并研究是否适用与人工智

能领域；

寻求更广泛的交流。不仅包括，用户、

决策者、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以

及相关企业，还应该包括伦理学家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

The Verge就此发表评论性文章表示，

作者旨在希望通过更多的对话和更多的行

动解决行业问题。

如果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人工智能

很有可能会掉落到风险巨大的“火山口”。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本文综合整理自 arxiv、雷锋网、凤凰科技、科技

日报、The Verg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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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47.4%
自 2013 年以来，CNVD 收录安全漏洞数量年

平均增长率为 21.6%，但 2017 年较 2016 年收录

安全漏洞数量增长了 47.4%，达 15955 个，收录

安全漏洞数量达到历史新高。

50
教育部近日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

动计划》，按计划，到 2020 年将建设 100 个“人

工智能 +X”复合特色专业、编写 50 本具有国际

一流水平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建设 50 门人工

智能领域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立 50 家人

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并引导高

校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加大人工智能领域

人才培养力度。

28
“十二五”以来，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成效显着。除国家平台外，全国 28 个

省份建立了省级平台，另外还有市级平台152个，

区县级平台 165 个。23 个省级平台和 35 个有条

件的市县平台与国家级平台实现了初步用户互认。

7000万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上线慕课数

量达到 5000 门，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选学人数

突破 7000 万人次，超过 1100 万人次大学生获得

慕课学分，中国高校慕课总量、参与开课学校数量、

学习人数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82%
近日，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中国在校大

学生手机使用调查报告显示，82% 的大学生认为

自己存在手机依赖。大学生日均使用手机累计时

长为 5.2 小时，13% 的学生日均使用手机 9 小时

以上，14% 在 7 至 9 小时之间。79% 的大学生在

课堂上使用手机。

“目前，不少慕课只是简单地将传统课堂计算机化。长

此以往，慕课就会失去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外语在内

的很多慕课课程未达到所预期的兴盛程度。我国目前对于线

上课程及其质量的监控，以及学分、学位的认证等相关机制、

政策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长此以往，不论是慕课还是其他

线上教育都会受到影响。”

——近期，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在中国科学

报的报道中，谈到如何根治慕课“偏科”的问题。

“物联网络将促进培训场景的流畅衔接。很多研究表明

基于真实场景的学习，更能培养成人的实践智慧，因而教师

培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混合学习的样态，培训场景经常需要

在在线与离线、入境与离境之间进行转换。随着物联网的发

展，使得数据的采集不再局限于在线情境，还可以对教学实

境中的数据进行自然采集、真实记录与统整分析，为培训场

景全方位的流畅衔接创造了条件。融合了移动网络、物联网络、

人工智能的‘互联网 +’，势必会在管理模式与培训模式等

方面帮助教师培训突破瓶颈，带来质的变化。”　　

——近期，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闫寒

冰刊登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提到“互联网 +” 吹出教师培训

新风向的话题。

“理想的信息世界，是

未来每个人拥有自己所有的数

据，完全去中心化的储存，这

样黑客也不可能黑每个人的数

据。然后用一些加密的算法在

区块链上真正能够达到既保护

个人的隐私，又能够做出良好

的计算，不会发生像 Facebook

中很多个人的数据被盗用那样

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量

子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问题，都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近期，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科学家张首晟表示，今

天的世界，个人会产生出很多的数据，我们个人的基因数据、

医疗数据、教育数据、行为数据等等很多数据都是掌握在中

心机构里面，没有达到真正的去中心化。

《声音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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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虚拟校园卡让“刷脸吃饭”成为现实

近日，山东大学虚拟校园卡推出上线试运行，上线不到 10 天，注册用

户 6700 多人，活跃用户超过 3000 人。据悉，作为山东大学校园卡三期工程

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虚拟校园卡体系从 2017 年上半年启动规划，

2017 年 12 月完成开发，2018 年 3 月初上线运行。

山东大学虚拟校园卡是对传统校园卡的介质延伸和体验补充，由手机虚

拟校园卡、微信虚拟校园卡和生物（识别）虚拟校园卡组成，并可灵活扩展

其它虚拟介质。生物（识别）虚拟校园卡目前应用主要为刷脸消费，为确保

识别的准确率和识别速度，开通用户需自主上传近期照片（通过手机虚拟校

园卡）或现场拍照上传（通过现场终端）作为基础比对照片。山东大学已在

食堂、超市、体育场馆等场所部署支持同时支持虚拟校园卡和传统校园卡的

POS 机，用户打开虚拟校园卡的二维码在 POS 机端扫描即可实现在线支付或

认证，在某些场所部署面部识别终端，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完成在线支付或认

证。

武汉科技大学：樱花节玩起 VR、3D、无人机

前不久，在武汉科技大学举行的樱花节出现了不少将大学的科技特色与

樱花主题相结合的趣味活动。

随着头部的旋转，在 VR 的世界中能一览校园的樱花景致，这便是武科

大虚拟现实俱乐部今年推出的视觉新体验。在 VR 世界中，人的双眼等同于

两台虚拟摄像机，这两台虚拟摄像机分别模拟人的左右眼。实际操作中，用

手机应用控制两台虚拟摄像机的旋转来适应现实中用户头部的旋转，实时渲

染左右眼的两张画面，这样就实现了立体效果。据悉，此次樱花节 VR 体验

中的场景皆为武科大虚拟现实俱乐部成员所做，团队结合樱花的主题做出了

武科大樱花场景，并在樱花节当日供众人体验。

复旦大学：研发新型存储技术

近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张卫、

周鹏团队研发出具有颠覆性的二维半导体准

非易失存储原型器件，开创了第三类存储技

术，解决了国际半导体电荷存储技术中“写

入速度”与“非易失性”难以兼得的难题。

目前半导体电荷存储技术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易失性存储，例如计算机的内存，

可在几纳秒左右写入数据，但掉电后数据

会立即消失；第二类是非易失性存储，例

如 U 盘，需要几微秒到几十微秒才能把数

据保存下来，但在写入数据后无需额外能

量可保存 10 年。

新型电荷存储技术能够实现全新的第

三类存储特性：写入速度比目前 U 盘快 1

万倍，数据刷新时间是内存技术的 156 倍，

并且拥有卓越的调控性，可以实现按照数

据有效时间需求设计存储器结构。它既满

足了 10 纳秒写入数据速度，又实现了按需

定制（10 秒—10 年）的可调控数据准非易

失特性；既可以在高速内存中极大降低存

储功耗，还可以实现数据有效期截止后自

然消失，为一些特殊应用场景解决了保密

性和传输的矛盾。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大学生发明“通用芯片” 

当下移动通信将迎来 5G 时代，然而不

同国家划分的 5G 通信频段各不相同，这就

可能出现出国后 5G 手机失灵现象。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近日，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

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净植，在 2018 年国

际固态电路会议上发表论文，提出一种“基

于强耦合变压器的电流提升技术”，初步

实现了用一款芯片覆盖多个频段，让“通

全球”有可能成为现实。

能否研发一款宽频带“通用芯片”全

部覆盖不同频段呢？张净植在 2018 年国际

固态电路会议展示的研究成果完成了这一

构想。

四川农业大学：高校教师推二维码选课

近期，四川农业大学大学物理 B 课程教师卢常芳教学班的实验课独特

的选课方式，让同学们扫描二维码自主选择实验课时间。这是该校教师首

次使用二维码选课模式。

据了解，该校教务处不排实验课，而是由任课老师和各班学习委员协

商安排实验课时间，并且每个时间段上课人数不得少于 20 人。但由于每位

同学选修科目的不同，课表也不相同，通常学委协调统一时间需花费很大

精力，同时也有同学课程安排紧凑，几次三番协调不周造成很多麻烦。卢

常芳介绍，这学期她的教学班人数有 350 人，在课程的协调安排上确实不易。

“而同学们通过扫描二维码自主选课，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选课调节，

发生课程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也节省了更多的时间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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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北京

长春

多所高校推行 " 无手机课堂 "

近期，吉林长春多所高校为了提高学生学

习效率，保证课程教学质量，“无手机课堂”

开始扎根校园。在长春理工大学生命科学技术

学院的教室里，多了几组蓝色并带有数字标识

的方形布袋。上课前，学生自愿自觉将手机关

机并放置在教室门口布袋里，每个学生都有一

个对应学号的专属“机位”；下课后，学生再

有序地把自己的手机取走。据了解，这是该学

院从本学期开始在全院推行的“无手机课堂”。

据了解，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从 2014 年起，

就面向全校各班级提出了“无手机课堂”的倡议，

目前全校已有 297 个班级实施了“无手机课堂”。

长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从去年三月份开

始实行“无手机课堂”，学院团委书记李东旭

介绍，“无手机课堂”推行后，对学生成绩有

了促进作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该学院学生

期末考试通过率提高 13%。

世界大学智库联盟成立

近日，世界大学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首次

联盟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全球 26 所高校及其

研究机构和所属智库的近 200 位中外专家、学

者围绕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主题，对全

球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共同面临

的法律与标准差异、气候变化、绿色金融发展、

能源安全、公共卫生、文化认知、高等教育、

公共外交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要获

得共识的领域展开深入探讨。

新成立的世界大学智库联盟将致力于加强智

库建设、发挥智库影响力，合力将知识交流打造

成知识云端，将智库对话提升为智库联盟，构筑

一条“智力丝路”，协力献计全球治理与发展。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和国际多边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大学联盟联合主办。

武汉

SC27 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会议举办

近期，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武汉市人民政府和全国信息安

全标准化技术委员共同主办的 2018 年 ISO/IEC JTC 1/SC 27 国际网络安

全标准化工作会议开幕式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SC27 是负责研究制定网络安全国际标准的标准化组织，负责开展

网络安全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制定。据悉，在本次会议上，我国将继续

推进密码算法、三元对等实体鉴别技术、大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生

物特征识别身份认证、量子密钥分发、大数据安全实施指南、ICT 可

信评估、虚拟信任根安全要求等国际标准，为网络安全国际标准化贡

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以上信息编辑自 www.edu.cn）

五十所高校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

近日，据福建省教育厅介绍，福建已有 50 所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

源实现共享互借，用户在网络上发出申请后，不一会儿个人邮箱就能

收到电子版。FULink 全天 24 小时有工作人员值班，读者只需提供书

名和作者姓名，工作人员随时可以给读者免费提供电子文献。

福建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林清泉介绍，FULink 将提供的举措包括：

为福建省教育主管部门提供 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及 ESI（基本学

科指标数据库）学科分析报告；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提供对标学校

分析报告及论文被引情况分析报告；为部分学科提供定制服务，完成

一批相关学科的调研分析报告或学科进展报告等。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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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

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用 5 年到

10 年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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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应用网络”，“到 2025 年末，我国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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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互联网所采用的协议族是 TCP/IP 协议族，IP 是 TCP/

IP 协议族中网络层的协议，是 TCP/IP 协议族的核心协议。现行版

本 IP 协议（即 IPv4，互联网协议第 4 版本）的下一代 IP 协议。

IPv4 地址长度为 32 位，即共有 232（约 42 亿）个地址可供不同的

互联网设备接入。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大概远远超出了几

十年前互联网先驱们制定 TCP/IP 协议时的想象，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42 亿多个 IP 地址早已无法满足

全球互联网用户的需要，IP 资源短缺的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拥有全球 20% 的互联网用户，却只拥有 5% 的 IP 地址，每

一位美国互联网用户可以分配到 6 个 IP 地址，而我国约 26 个互联网

用户共享 1 个 IP 地址。国家重视推进 IPv6 主要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

发展，互联网用户大幅增加，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全球 IPv4

地址资源已分配殆尽和网络安全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IPv4 已无法满

足互联网的发展需求，严重制约了互联网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逐

步适应全球互联网向以 IPv6 地址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络过渡。

IPv6（Internet ProtocolVersion 6）是由 IETF（Internet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设计的用于替代 IPv4 的下一代互

联网协议。IPv6 的地址长度为 128 位，是 IPv4 地址长度的 4 倍，

可供 2128 台不同设备接入互联网。而 IPv6 的产生大大解决了 IP

资源缺乏的问题，如此巨大的地址空间号称“可为地球上的每一

粒沙子配备一个 IP 地址”。

IPv6 被视为未来互联网创新和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IPv6 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地址空间的增长上，与 IPv4 比

它在技术上还有以下明显优势：1. IPv6 使用更小的路由表，减

小了路由器中路由表的长度，提高了路由器转发数据包的速度；

2. IPv6 增加了增强的组播支持及对流的控制，为服务质量控制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3.IPv6 加入了对自动配置的支持，对网络

管理更加方便快捷；4. IPv6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因为 IPv6 一

个重要的应用是互联网身份证（VIeID）；5. 在新技术或新应

用需要时，IPv6 允许协议进行扩充。

我国早在 2003 年就将 IPv6 的研发提上了日程，并将其视

为国家战略，积极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2018 年 2 月 11 日，

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2017 IPv6 地址资源分配及应

用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到，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国

IPv6 地址分配总数为 23430 块（/32），在全球排名居于第二位。

我国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中大规模推进 IPv6 的

研究和应用，截至 2017 年底，IPv6 技术连接了超过 600 所高校，

覆盖了 600 万用户，并将继续扩展连接到全国 1200 所高校。

然而，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以外，我国互

联网用户经常访问的网站、邮箱、域名服务等领域，对 IPv6 的

支持度仍然较低。从全球范围来看，2017 年印度已经超越美

国，成为拥有 IPv6 用户最多的国家，该国 IPv6 用户占比高达

46%，而与此同时，中国 IPv6 用户普及率仅为 0.39%，在全球

仅排名第 67 位。权威网站排名公司 Alexa 发布的中国 Top500

网站中，仅有 35 个网站完全或部分支持 IPv6，而其余 465 个网

站则完全不支持 IPv6. 造成“起步早，发展慢”这一局面的原因

有很多：首先，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使用上起步晚、相对比较落

后；其次，与国际大型网站相比，互联网缺乏应有的国际竞争；

第三，IPv6 协议给网络架构带来新的变化，产生新的安全风险，

在互联网安全管理上还有很多困难。因此，我国推进互联网协

议第六版（IPv6）应用服务的普及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IPv6 的产生大大解决了 IP 资源缺乏的问题，如此巨大的

地址空间号称“可为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配备一个 IP 地址”。

关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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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25 日，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此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

义，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部署，启动

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安排部署年度重点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加快推动教育信息

化转段升级，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本刊应邀参加此次会议，

为您全景展示会议精神和主要内容。

12  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在重庆胜利召开 
13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让教育信息化 2.0 变为现实 
15  赵为粮：努力推动重庆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 
      洪流：积极探索智慧教育的江苏之路 
16  黄健：大数据推进教育精准扶贫 
      郭坤宇：以“互联网 + 教育”推动宁夏教育现代化发展
17  马嘉宾 : 全面加强资源建设共享 
18  葛维威：抓好资源、应用等五项工作 
19  宋毅：高等教育的“变轨超车” 
20  张闯：启动“人工智能 + 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21  舒华：教育信息化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23  韩骏：体系建设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4  郭炯：网络学习空间应由专业部门认定 
25  蔡耘：数字校园建设应体现“资源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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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4 月 24~25 日，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

作会议在重庆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重庆市副

市长屈谦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

心主任李建聪等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以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教育局教育信息化分管负责同志出席。上午的大

会由雷朝滋司长主持。

会上，重庆市教委、上海市教委、江苏省教育厅、

贵州省教育厅、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等 5 家单位作

了经验交流发言。

教育部基教司、职成司、高教司、教师司等部门

负责人分别就 2018 年度各自领域的信息化工作重点进

行了部署。

在 24 日上午的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做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教育信息化

和网络安全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了“五大进展”、

“三大突破”和“双轮驱动、两翼齐飞”，有力支撑

了教育改革和发展。面对新时代，要敏锐抓住信息化

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
在重庆胜利召开

发展的历史机遇，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杜占元强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要实现“三

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

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

学校，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建

设一个“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

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

转变，努力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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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治理新模式。

杜占元要求，全面贯彻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精神，健全领导体制、加强统筹规划、抓好重

点工作、鼓励多方参与、注重培训宣传、落实安全责任，

全力写好教育信息化“奋进之笔”，努力让教育信息

化 2.0 变为现实。

24 日下午，大会进行了政策解读和分组研讨。教育

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主持了政策解读阶段的全体大会。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融合创

新发展进行了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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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信息化 2.0 变为现实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副

部长杜占元做了题为《加快融合创新发展 让教育信息

化 2.0 变为现实》的主题报告，报告中，他重点提到四

个方面。

第一，站在新起点，充分认识教育信息化工作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

杜占元回顾了我国教育信息化过去所取得的重要

成就。他表示，首先，在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

国加快全国教育信息化进程，取得了五大进展。其中

包括：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取得重大进展；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教育信息化技术水平得到

大幅提高；信息化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幅提

升；我国教育信息化国际影响力大幅增强。

他提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教育信息化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对外宣传推广我国教育信息化工

作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抢占国际制

高点，增加国际话语权。

其次，在探索实践中积累和凝练中国教育信息化

发展经验，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教育信息化应

用模式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全社会参与的推进机制取

得重大突破。他提到，我国在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中坚

持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坚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

得见的手”都用好，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三

是在探索符合国情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上取得重大

突破。他提出，经过多年时间，我国积极探索出了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并在国际上

产生广泛影响，多次应邀在国际平台上分享中国经验。

杜占元将其简要概括为 1238，即明确一个核心理念，

坚持两条基本方针，狠抓三大关键举措，创新八类应

用模式。他表示，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成效，已充分证

明了我们探索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

路子不仅是发展的需要，现实的总结，更是科学的指

引和成功的决策。这条路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摸索出

来的，也必将在下一步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再次，在严峻形势下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工作实现

了从负重起步到昂首阔步的飞跃，确保了“双轮驱动、

两翼齐飞”。一是教育系统网信工作领导责任体系基

本建立。二是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能力持续

增强。三是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正能量充沛。四是网络

安全防护能力显著增强。

第二，应对新变化，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面临的

新形势和新要求

杜占元提到，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信息技术对教

育的革命性影响，必须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

势和形势，充分认识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他表示，信息化工作应增强如下认识，才能真正

地应对新变化。第一，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是适应新

时代人才培养要求的有效途径；第二，加快推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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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第三，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是抢占国际教育发展制高点的普

适策略；第四，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是顺应新技术变

革教育趋势的必然选择；第五，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

是信息时代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六，加

快推进教育信息化是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

在要求。

会议上，杜占元重点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全球社会、

对教育的冲击。他说，“对于智能时代，有人称为第

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机器革命，也 有 人 认 为 是 信

息时代的自然延伸与发展，我更愿意把它称为零点

革命，教育如何与人工智能结合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命题。”

第三，走进新时代，全面推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

级实现创新发展

杜占元提出，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文件，筹备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对

未来教育发展做出全面部署，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表、

路线图，为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

征，被列入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新时期的教育信

息化，正在从 1.0 迈向 2.0。党的十九大之前我们可以

称之为教育信息化 1.0，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要实现教

育信息化发展的转段升级，教育信息化 2.0 就是要在 1.0

阶段“三通两平台”的基础上，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

发展水平，使中国教育信息化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发

挥全球引领作用，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

开启智能时代教育的新征程。

他表示，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明确了坚持“育人为本、融合创新、系统推进、

引领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到了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

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

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

学校，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建

设一个“互联网 + 教育”的大平台。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作为教育信息化 2.0 的先导性工程，将重点开展

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网

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百区

千校万课引领行动、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智慧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等八大行动。

他表示，这八大行动是《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部署的“四个提升、四个拓展”任务进一步具体化和

行动化的体现。

杜占元提到，要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三全两高一大”的目标任务。一是要继续深入推

进“三通两平台”，实现三个方面全面普及应用。二

是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两个方面

水平提高。三是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

同时，要充分认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三个转变”

的核心要义。一是实现从教育专用资源的开发、应用

和服务向教育大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转变。二是

实现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

素养转变。三是实现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

展转变。

同时，他提到，要深刻理解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三个新模式”的内涵本质。一是构建“互联网

+ 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新

型教学模式，加强对学习者认知和学习行为规律的研

究，养成师生数字化教与学的习惯，实施因材施教、

个性化学习的新型教学组织方式；二是发展基于互联

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三是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

模式。

第四，踏上新征程，切实加强教育信息化的统筹

部署和高效执行

杜占元表示，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

教育系统实施奋进之笔的进取之年。2018 年，教育信

息化和网络安全的核心工作就是启动实施教育信息化

2.0，这是新举措、新思路、新提升，需要大家认真领会、

积极探索、大力推动。

为此，他强调：一，健全领导体制，形成协同推

进的合力；二，加强统筹规划，坚持应用驱动的发展；

三，集中资源力量，抓好重点工作的部署；四，创新

推进机制，完善多方参与的格局；五，注重培训宣传，

坚持试点引领的路子；六、落实安全责任，营造持续

发展的环境。

报告的最后，杜占元指出，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和

引领教育现代化，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我们要全力写好教育信息化“奋进之笔”，让教育信

息化 2.0 变为现实！

（本文根据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的发言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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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态势明显。教育信息化已从“点”上试行开始向

“面”上推动，市、区（县）两级进入区域整体推

进教育信息化时代。

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方面，赵为粮表

示，重庆市主要将围绕以下三点推进：一是系统设

计，实施教育信息化“1125”工程。打造 1 个“渝

教云”， 建成 1 张重庆教育宽带网，深化建设 2

个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施 5 项配套支撑计划。包

括：信息素养提升计划、教育信息化试点与应用推

广计划、督导评估体系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计划、

教育信息化体制机制完善计划。二是明确责任，统筹

协调推进教育信息化。确立了“市级主导、区县主管、

学校主办”的工作格局。三是创新引领，促进教育信

息化融合发展。通过抓标准创新、机制创新、应用创新，

因地制宜在实践中探索推进教育信息化。

洪流作了题为“融合创新、服务发展、积极探

索适合的智慧教育江苏之路”的发言，从三个方面

介绍了江苏省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做法和经验。

第一，是创新思路，健全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

首先，建立统筹协调的组织管理体制。成立教育信

息化发展推进协调小组；成立由厅主要负责人任组

长的教育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部分地区将

智慧校园纳入政府民生项目，省、市、县、校四级

联动、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其次，建立

了保障有力的网络安全管理机制；此外，建立了多元

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既有政府投入，也有社会资本。

再次，建立强化督导的政策支撑机制。将信息化建设

纳入重点督查内容，定期开展教育信息化专项督导。

将教育信息化纳入全省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建设监测指

赵为粮做了题为“扎实奋进、开拓创新，努

力推动重庆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的发言。

他总结了近年来重庆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的

主要成绩：一是教育信息化创新融合效能显著增

强。教育信息化在促进教育供给侧改革，提高教

育信息治理能力和服务国家“互联网 +”等战略中

的创新活力充分释放。二是教育信息化“云 - 网 -

端”架构初现雏形。建成市级教育数据中心，为“渝

教云”提供稳定的物理支撑环境，全市“宽带网

络校校通”接入率达 95.8%，多媒体教学设备配备率达

98.9%，学生学习终端配备水平明显提高。三是教育信

息化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在国家系统基础上部署

建设了 22 个市级教育通用管理系统，完成“渝教云”

门户集成系统一期建设，基本实现应用、功能、数据、

用户、服务等五大集成。四是教育信息化区域整体推

努力推动重庆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

重庆市教委主任赵为粮：

积极探索智慧教育的江苏之路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洪流：

标体系，并逐步提高教育信息化分值占比到 4%，

促进市、县政府进一步强化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

体责任。

第二，积极探索新型应用模式。在这方面，

一是以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为抓手，构建各

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二是以智慧教育云平台

和资源建设为重点，打造开放共享的教育服务模

式。三是以省级教育数据中心和国家大数据应用

江苏分中心建设为契机，探索精准高效的教育治

理模式。

第三，以信息化为抓手，促进师生全面发展。这

方面，一是以培训和大赛为抓手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二是以信息化手段破解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

地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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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坤宇作了“构建大平台，汇聚大资源，以

‘互联网 + 教育’推动宁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发言，总结了宁夏教育信息化工作的主要成绩与

经验做法。

一是推进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加强顶

层设计，明确发展思路，夯实基础设施，加快推

进网络建设和应用，建立典型引路机制，推动教

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

二是构建省级大平台，创新运营新机制，形

成统一应用服务新格局。统一建设省级大平台，汇聚

教育大数据，创新平台运营服务，优化资源供给新模

式，推动平台特色应用，创新服务教育教学新机制，

开展智慧校园应用活动，推进“两平台”融合应用，

为教育科学决策提供支撑。郭坤宇介绍说，目前，在“种

子校”的带动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已有 500 所中小学

校开展智慧校园教学应用活动。全区已有 5500 多名学

黄健作了题为“大数据支撑课堂变革、推进

教育精准扶贫”的发言。

黄健提到，贵州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为引领，在全省多地开展试点，促进教育

模式创新和学习方式变革。他们以教育大数据创

新应用为主线、充分发挥大数据引领支撑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作用、以监测数据为支撑，

推进教育质量提升。如通过大数据应用对学生的

德、智、体监测系统开展实施监测，对积累的监

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和应用挖掘，发现和寻找质量缺

陷和短板，形成区域质量预警模型。

大数据应用于教学推动了教育管理的精准化。他

提到，贵州省内的一些示范中小学对采集数据、沉淀

数据进行研判，从学科薄弱点、命题、考试等维度进

行数据挖掘，推动教育管理、课堂教学、教研活动变革。

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黄健：

大数据推进教育精准扶贫

采取差异化教学、个性化辅导方式，优化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的案例。

黄健重点介绍了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育扶贫，

为贵州省远贫困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均衡发

展和质量提升提供了范式。在教育精准扶贫系统

上，他们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教育精准扶贫系统，

创新精准资助模式，确保优惠政策落到每个需要

资助的学生身上。目前，系统数据已实现与公安、

扶贫办、民政等部门数据共享互通，入学前将名

单自动推送到学校，精准识别，保证扶贫对象正确。

下一步，贵州省将出台《进一步加快贵州教育信

息化发展的意见》，健全完善管理和服务体系，推动

资源广泛应用；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加速教育改革和课堂变革； 夯实信息化基础，

补短板，提内涵，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能力和水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郭坤宇：

以“互联网 + 教育”推动宁夏教育现代化发展

科教师在网上组成 200 多个网上教研组开展活动。

三是创新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推动教育均衡发

展。依托宁夏教育云按照“统一平台、数据互通、

同步上课、同步录播，同步评估”的原则构建了省

级网上同步互动课堂共享平台，让全区所有学校同

在一个平台上开展教学、教研活动，让名校优质教

育资源在全区范围内得到共享，让更多的城乡中小

学、教学名师与农村教师牵手结对，实现共同发展。

已有 200 多所学校通过互动课堂结成发展共同体，

开展了 500 多堂互动课。

他表示，未来要推动建立与宁夏教育现代化发展

目标相适应的“互联网 + 教育”体系，真正走出一条

具有“宁夏模式”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

（以上文字根据重庆市、江苏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方教

育系统负责人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而成，未经确认。整理：王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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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工作中，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将坚持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育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将优良的教育传统和先进技术相结合，发展

素质教育，创新育人模式，构建更加适宜学

生成长发展，更加关注个性差异的学习环境，

重视学生全面个性的发展。

第二，聚焦课堂改革，运用信息技术支

持教学变革，注重创造和符合学生的认知特

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支持知识建构过程，

促进思维发展和学生素养的提升。

第三，注重统筹规划，统筹课堂，统筹课

程教材、教学、考试、招生、管理等各个环节，

将信息技术引入到教学成果、教育管理过程及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过程，引领和助推基础教育创新发展。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将努力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有序推进，在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过程中，聚焦

以下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大面积推进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

形成普遍用、经常用、有效用、科学用的中小学课堂

教学新常态。探索实施新的教学方式，重视学生深入

学习，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深化责任改革，完善评

价体系，整体提升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完善学业水平

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第二个重点是全面加强资源建设共享。推进网络

学习，打造面向学科融合和学生学习发展的世界资源

利用环境，健全优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汇聚

整合形式多样、便捷实用的优质资源，更好地满足中

小学教育学习的需要。

第三个重点是不断完善保障条件，适应中小学课

程教材改革需要，加快完善中小学信息化装备标准，

着力提升装备配备，探索建立多渠道配置终端的机制，

推动终端配置多元化，改善和提升学校和班级网络接

马嘉宾 : 全面加强资源建设共享

入与使用质量。

根据各党组和教育部 2018 年教育信息化

工作要点，今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将重点抓

好下面几项具体工作。

一是组织举办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

运用展示交流活动。今年我们举办第三届全国

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动，集中展示

和宣传近年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应用成果，交

流研讨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工

作思路和举措。

二是组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今年的重点是进一步提升综合质量，拓

展优秀内容，将坚持质量第一的导向，组织

晒课，并从百万余堂晒课中，遴选出优课 1

万堂。同时，今年的特殊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

教育和家庭教育内容，要调动相关教师利用信息技术

的积极性，逐步形成覆盖各学科和相关专题教育的深

层性资源体系。

三是宣传推广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示范案例。近年

来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提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信息化工

作，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工

作具有重要的作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将在第三届全国

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动上，集中展示先进典

型和优秀案例，同时，今年将继续实施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入融合示范培育双管齐下，进一步挖掘培育不同

类型和不同运用模式的区域学校案例，推广可学可复制

的好经验好做法。

四是做好中小学学籍系统改造升级工作。今年，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将与教育部信息中心共同组织为学

籍系统进行改造升级，重点是优化管理流程，便捷用

户使用，加强信息共享，提高信息和数据质量，更好

地服务于教育管理和决策。

工作部署

马嘉宾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本文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马嘉宾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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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威：抓好资源、应用等五项工作

2018 年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要认真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会议统一部署，加

快信息化改造传统教学步伐，坚持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突出四个“必须”：

一是必须围绕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发展的需

求，突出行业的区域特点，紧跟国家发展

战略实施布局，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精准

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支持和保障；二

是必须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求，随着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互联网

技术快速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

技术给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事业带来新的理

念，要在信息化教学过程中加大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的新技术应用；三是必须面向职业

教育各领域各环节的探索，建立共建共享，

开放合作的新机制，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创新教学、服务和治理机制，鼓励行业企业和社会参

与，体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多线结合、知行合一

的教学；四是必须坚持深入。突出应用，注重对薄弱

学校的帮扶，营造良好的信息化发展环境，有效提升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信息化建设效能。

2017 年《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

的六项重点任务。职业教育要继续坚持多方参与，

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思路，抓好五项工作。

一是抓规划，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信息化建

设的引导，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指导意见》，把职业教

育信息化纳入职业教育和发展总体规划中心里，明

确目标任务，重点方式和措施，促进整体工作发展

新台阶；

二是抓资源。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的建设，

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资源升级改进工作，各地要进一

步通过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建

立完善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注重已建成资源的升

级改进，推广应用，不断提升优质资源的覆盖面和使

用效率；

三是抓实践。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数字校

园建设，各地要加强对实验教学工作的支持

和总结，以点带面，带领教育信息化建设整

体发展；

四是抓平台，继续推进管理信息平台使

用，目前全国已经形成国家级网站和 20 多

个省级网站中的职业教育网络，建成了多个

信息平台，基本提供了全国职业教育学生、

教师、学校资产及办学条件的基础数据库，

实现了基础数据的有序共享。各地要切实做

好信息系统，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功能，以

信息化服务好管理服务的角色；

五是抓应用。做好信息化教学比赛培训

工作。今年将进一步改进创新信息化教学，

促进大赛成果转化，把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

过程中，各地要办好办实省级选拔赛和教师培训活

动，引导更多的职业院校教师参与到信息化教学中

来，不断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在继续教育领域，今年将加快推进继续教育课程

的资源标准建设，提高各种资源建设的质量与水平，

探索建立数字化课程资源，开放共享长效机制，扩大

各种资源开放范围，积极服务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改

善信息服务平台相关功能，并提高运行管理效率，面

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优质网络学习资源，助推全民学

习和终身学习。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继续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重视程度，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对学习社会

的建设支撑和促进作用。通过信息化促进建设，达到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将重点抓好三项

工作。第一，推动机制创新；第二，职业教育信息

化总体布局适度超前、系统谋划；第三，完善安全

体系。

葛维威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巡视员

（本文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巡视员葛维威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整理：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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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毅：高等教育的“变轨超车”

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推进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是中国高等

教育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时代机遇。

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在高

等教育领域的重点是实施“百区千校万课引领

行动。”

第一，要实施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加快面向下一代网络的高校智能学习体

系建设，适应 5G 网络技术发展，服务全时域、

全空域、全受众的智能学习新要求，以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等建设为载体来推动智能学习空间建设；积

极地探索基于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智能

学习效果的记录、转移、交换、认证等有效方

式，形成泛在化、智能化学习体系；推进信息

技术和职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打造教育

发展国际竞争新增长极。

第二，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及应用。

从发展态势来看，中国高校慕课总量、参与开课

学校数量、学习人数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已经

成为世界慕课大国。

慕课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众多国内知名高校利用

自身优势率先建设优质慕课。慕课应用实现了大范围

的优质资源共享。但是，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在课

程建设方面，与学生学习需求相比，优质的在线课程

数量不足，质量有待提高。知识产权问题、慕课内容

审核机制问题等需要进一步解决；第二，在课程应用

方面，线上线下有效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没有得到

足够重视，开展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广度和深度

还不够，很多学生还未接触到和有效掌握在线学习技

能；第三，政策驱动问题，需用有力的政策、制度来

保证落地，鼓励教师投入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改革中；

第四，规范管理问题。政策还有待完善，一些教育行

政部门和有关高校有待进一步重视；第五，平台建设

问题。安全、开放问题有待加强，服务水平和能力还

需提高。

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着力建设，以“双

万计划”为牵引，继续建设优质课程；建以

致用，建议大力动员和支持广大教师善用慕

课、会用慕课，不断创新应用模式，建立慕

课应用案例；用以促学，建立和完善慕课学

分管理制度，推进学分认定，让更多学生

享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规范管理，加

强慕课发展的宏观规划和管理，依法管理，

明确平台和学校的主体责任，制定中国高

校慕课发展规划，管理制度和中国的慕课

标准。

第三，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下一步的工作是按照整体工作规划，以

建设为重点，2018 年将继续认定一批示范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在内容、体系、规

范标准方面进一步地加大建设。在应用方面，推动校

企协同，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经验交流，提高示范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进一步进展。

未来，向全国奉献国家认定的高校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到 2020 年推出 1000 个示范实验项目，带动

10000 个实验项目上线，向全世界实践教学贡献中国方

案，以多样化需求引导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主要的挑战包括软性挑战和硬性挑战。软性挑战

方面，大量优质教育资源的持续建设，在线平台“实

验空间”的持续建设，教学效果的有效认定与机制；

硬性挑战主要是计算能力（CPU)、存储能力、传输能

力与大容量需求的不匹配。

总之，今后要更大范围、更大力度地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把慕课和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的“建、用、学、管”，作为提高质量、

推进公平的重要手段，为我国抢占下一轮国际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的制高点，实现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

“变轨超车”，下好先手棋，努力为世界创建中国模式，

提供中国方案。

宋毅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巡视员

（本文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巡视员宋毅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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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闯：启动“人工智能 + 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教师队伍建设极其关键，既是《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各项工作推进的基础保障，

为此，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将着力从以下四个

方面全力推动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高度重视教师信息化工作。2018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的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

二是切实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教育

部启动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以来，采取标准培训、测评、应用一

体化模式，着力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出台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标准，培训课程标

准和测评指南，采取线上研修与线下学习相

结合的模式进行。

下一步将启动实施新一轮的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着力推进“三提升一全面”，

即提升校长信息化领导能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培训团队信息化指导能力，全面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创新发展，着力实施八项行动，学校信息化

教学创新助力行动、贫困地区乡村教师能力提升精准

帮扶行动、教师智能教育领航行动、培训团队信息技

术应用指导能力提升行动、应用能力标准体系升级行

动等，实现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大力提升，以信

息化引领构建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新模式，服务学生

全面发展。

对贫困地区，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先期已经启动了

能力提升工程、创新培训平台项目，遴选出北京师范

大学等七个创新培训平台，采取平台单位与中小学校

牵手合作模式，精准帮扶山区教师，提升信息化教学

能力。

三是启动实施“人工智能 + 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教育部将启动“人工智能 + 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行

动旨在以教师队伍建设为突破口，紧扣教育工作核心

环节，推进实施“人工智能 + 教师治理”、“人

工智能 + 教师教育”、“人工智能 + 教育教

学”、“人工智能 + 精准扶贫”，启动实施

九项举措，即教师智能研究与应用、教师信息

化学习资源建设与应用、未来教师培养创新、

示范院校与人工智能企业协同创新、人工智能

+ 教师队伍建设试点等举措。其中，人工智能

+ 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将试点先行，逐步推进，

以一批有条件的地区、学校和人工智能企业建

立实验区、实验项目、实验基地，从点到线、

由线及面，实现人工智能教学队伍建设工作的

全面融合，为智能教育发展奠定基础。

四是深入应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全

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于 2017 年开通，涵盖全国

各级各类教师的管理信息系统首次建成，全面

记录教师信息。教育部专门印发《关于全面推

进教师管理信息化的意见》。

2018 年教师工作司将重点开展四项工作：一是举

办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专题研修班，展示大数

据、前沿信息，提升信息化管理能力；二是遴选各地

应用教学系统，优化教师治理的工作案例，宣传展示

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三是强化教师系统功能，开发

国家教育教学成果网上申报及评审系统、特岗计划和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项目功能模块，优化项目管理；四

是会同专业机构探索依托教师系统建立教师队伍大数

据建设的新路径。

各省要高度重视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工作，从两

个方面展开：首先在“新”上下工夫，确保系统内容每

年 3 月底和 9 月底的及时更新信息。其次在流程下工夫，

把教师信息作为管理决策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依据，将教

师系统与教师课题管理工作相结合，逐步实现教师培训、

选学、教师资源配置、教师职称评审、评优评先和考核

评价等工作的信息化。以信息化实现教师管理过程精细

化和治理工作精准化，不断提升教师管理服务水平。

（本文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张闯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

化工作会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陶春）

张闯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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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华：教育信息化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解读《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

会议上，教育部科技司调研员舒华对

教育部 4 月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进行了解读，她围绕教育

信息化 2.0 与时代的关系、教育信息

化 2.0 与 1.0 的关系、教育信息化 2.0

与 2.0 行动计划的关系等几个角度进

行了阐述。 

教育信息化 2.0 与时代的关系 

教育信息化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舒华表示，教育信息化从 1.0 进入 2.0，

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当前我们所处的

时代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人类社会

发展进入信息时代，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首先，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

息技术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人类

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都受到巨大的

影响，信息化的融合运用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教

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全球教育都深深打上了信息化

的烙印。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必然是基于网络环境

的教育，教育的办学形态、教学模式、学习方式都将

发生重大变化。伴随这些改变，教育理念也将随之发

生变化。 

其次，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

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

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始，教育的主题变了，

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我

们正处在新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历史交汇处，教育信息

化要牢牢把握住这一重要历史机遇期，与时代同频共

振。”舒华说。 

在新时代，教育信息化有了新

的定位，她表示，教育信息化是教

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

是教育深层次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

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这

是教育信息化的新定位。把握好教

育信息化 2.0 与时代的关系，将进

一步坚定我们推进信息化的决心和

定力。 

教育信息化 2.0 与 1.0 的关系

“教育信息化进入 2.0，即需要

我们与时俱进，又需要我们保持定

力。教育信息化 2.0 来源于 1.0 又高于 1.0，存在着变

与不变的关系。”舒华说。 

舒华分析认为，教育信息化 2.0 建立在 1.0 的坚

实基础上。教育信息化从 1.0 到 2.0，有几个核心因素

不变：教育信息化始终服务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初

心不变；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的核心理

念不变；应用驱动、机制创新的基本方针不变；历史

成就不变：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快速推进，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明显提升，信息化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信息化对教育改革发展推动作用大幅提升，国际影响

力显著增强。 

同时，教育信息化 2.0 是对 1.0 的继承和发展。从

教育信息化 1.0 到 2.0，有三个主要改变：第一，从融

合应用到创新发展——不仅普遍应用、深度融合，而

且逐步构建出教育新生态；第二，从全面推动到支撑

引领——不仅担当发展引擎，提供发展动力，而且引

领发展方向；第三，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从被

动应对走向自我突破、自我颠覆、自我挑战。 

舒华  教育部科技司调研员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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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1.0 搭建了信息化的骨架，信息化成

为教育发展的外生变量；教育信息化 2.0 将增添信息化

的血肉，信息化成为教育发展的内生变量；未来将赋

予信息化的灵魂，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教育信息

化 2.0 与 1.0 的变与不变的关系，贯穿于《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整个文件中。深刻认识这一关系，对

于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 2.0 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舒华分析说。 

教育信息化 2.0 与 2.0 行动计划的关系

舒华表示，关于教育信息化 2.0 与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关系有两个概念是必须明确的，第一，教

育信息化 2.0 ≠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第二，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 教育信息化 2.0 的先导性工程。 

教育信息化 2.0 

教育信息化 2.0 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以党的十九大

为标志，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持

续时间不确定，可能持续 5 年、10 年或更长。转段时

间不明确，可能以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节点为标志，比

如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零点革命。 从目标任务来说，

教育信息化 2.0 的目标任务宏观，定性大于定量，无法

全面量化。总体方向明确，即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融合创新发展，重构教育生态。 教育信息化 2.0 的

愿景是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走在世界前列，真正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同时实现“五

化三学五更加”。

“五化”即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

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三学”即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五更”加即实现更加开放、

更加适合、更加人本、更加平等、更加可持续的教育。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与教育信息化 2.0 相比，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是一个阶段性概念，它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从 2018 年

到 2022 年。目标任务明确，“三全两高一大”。三全：

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

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两高：信息化应用水平

普遍提高，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一大：建成互联

网 + 教育大平台。 

在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的三通两平台建设要向“三

全两高一大”转变。

与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的建设相比，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基本目标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发展重点的迁移。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方案有

三个重要的改变：从注重物向注重人转变；从注重数

量增长向注重质量和效果提升转变；由三率走向三效，

老三用走向新三用。（三率：联通率、配备率、开通率；

三效果：效率、效果、效益；老三用：课堂用、经常用、

普遍用；新三用：校校用平台、班班用资源，人人用

空间）。 

二是发展水平的进阶。 在教育资源方面，2.0 行动

计划要实现从教育专用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向教

育大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转变。在师生能力方面，

要实现从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信息素养转变。

在发展方式上，要实现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发展向创新

发展的转变。 

三是发展模式的创新。首先，构建信息化条件下

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

加强对学习者认知和学习行为规律的研究，养成师生

数字化教与学的习惯，实施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的

新型教学组织方式；其次，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

务模式。建立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

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将优质资源辐射到每个学习者，缩小数

字教育鸿沟和差距；最后，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模

式。科学布局构建教育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形成

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学习者和教与学全过程的教育管

理与监测体系。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方式变革，

建立完善教育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 

此外，舒华就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所提到的

“八大行动计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舒华表示，

未来教育部将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部署。

教育信息化 2.0 与 1.0 的关系

（本文根据教育部科技司调研员舒华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

会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整理：王左利）

教育信息化 1.0

融合应用

教育信息化 2.0

创新发展

融合

创新

应用

起步

教育

技术

实现三大突破：
·应用模式
·多方参与机制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取得五大进展：

·三通两平台取得实质进展
·应用能力实现巨大提升
·技术水平快速提高
·革命性影响日益显现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推动三大创新发展：
·发展重点的迁移
·发展水平的进阶
·发展模式的创新

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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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骏：体系建设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017 年底，《教育部关于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

为新时代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与应用提出了目标和要求，

推动建立健全现代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重点破解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

碍，切实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意见》

中还是有很多新的内容，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去更好地了解核心内容。

体系的基本公共服务定位

2017 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规划》，第四章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中，将“教

育信息化建设”列为“保障措施”之一。鼓励探索网

络化教育新模式，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覆盖面。作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办好网络教育是基本条件，也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定位。

目前，各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重硬件建设轻

资源服务，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低、服务机制不健全、

对教育教学支持不到位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因此，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要有丰

富的数字教育资源内容，要提升数字教育资源的质量，

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建立基于互联网开放的教育资

源供给模式和渠道，构建数字教育资源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的人才培养环境。

体系、平台、空间与资源的关系

国家体系和省级体系是逻辑统一的整体，全国是一

个体系，而不是说多个体系的简单的相加，这个体系的

基础是共建共治的一个枢纽环境。如果把各省级体系比

作一把把钥匙，那么钥匙环就是枢纽环境。一个省级体

系是由省域内各个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经由一个枢纽环境连接而

成一个体系。而各个省的体系和国家

平台一起经由枢纽环境构成了整个国

家体系。

简单地讲，体系是通过平台来开

展服务的，平台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空

间，数字教育资源是服务的内容。不

是任何平台都是公共服务平台，一个

平台要想成为公共服务平台和数字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那么它要具备两个

特征：一是必须要体现基本公共服务

属性，由政府主管运营；二是通过空间提供数字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在建设方式上，可以自建或购买企业服务。

目前而言，我们更要体现大资源观：第一类是国

家资源库，它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服务体验提升；第二

类是各地优质资源，它的重点任务是扩大区域共享；

第三类是企业开发资源，主要通过各级平台进行资源

汇聚；第四类是海量的社会资源，如何让这些资源具

有教育教学意义是未来讨论的难点。

我们要明确“一人一号一空间”的核心要义。空

间服务机制的四个关键：一是省级统筹规划，明确辖

区内师生空间的具体承载平台；二是要实名认证，体

系内各平台要保证完成“实名认证”；三是平台按

规范改造，达到网络学习空间基本功能要求；四是

服务师生的基础设施，保证各级教育资源顺畅送达

到空间。

未来，我们尽快组建国家体系联盟，形成共建共

治机制；加快推进相关标准研制，形成统一的体系规范；

完成省级体系统筹规划，落实人人有空间；积极推动

教学应用，做好支持服务；认真落实绩效评价，做好

宣传推广；试点先行，示范引领。

（本文根据中央电化教育馆副馆长韩骏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

作会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洁）

——解读《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韩骏  中央电化教育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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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炯：网络学习空间应由专业部门认定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由总则、

网络学习空间的构成、个人与机构空

间、公共应用服务、数据分析服务、

空间安全保障六个部分构成。《指南》

的关键点如下：

第一，网络学习空间的定义。

网络学习空间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

者学校认定的，融资源、服务、数

据为一体，支持共享、交互、创新

的实名制网络学习场所。在定义中，

特别加了一句话，“由教育主管部门

或者学校认定的。”    

前期做全国教育信息化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地

方都有多个空间。未来如果任意的空间，都被认为是《指

南》所提到的网络学习空间，可能很难承载得起它对

整个选拔人才、升学的支撑，所以它需要由教育主管

部门或者学校认定，体现了一个区域内统一的标准、

统一的要求，以及它的可信度。

第二，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与应用目标。指南明

确了它的建设与应用目标。一，重构学习环境；二，

优化资源供给，通过空间应用数字公共服务平台中的

优质教育资源，同时，生成优质教育资源；三，目标

是变革教学模式，进一步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从单一被动学习到多元的个性化学习。网络学习

空间，在改变传统教学的基础之上要更加致力于自主、

探究、协作地教学模式；四，重塑评价方式。网络学

习空间可以跟踪监测学生的学习过程，保留一些数据，

使得过程性的综合性评价得以实现，可以对学生的职

业倾向、信息素养、核心能力等进行评价；五，提升

治理水平。

第三，网络学习空间的构成。网络学习空间分为

个人空间和机构空间，并集成了公共应用服务和数据

分析服务。

第四，个人空间。它具有角色基本功能且可拓展的

个性化工作与学习场所，是调用各类

应用服务的个人应用枢纽，支持完成

角色的典型活动，如资源管理、教

学管理、交流互动和信息查询等，

支持不同角色用户在同一空间中的

身份切换，实现“一人一空间”。

假如我是一个教师，同时也是

一个家长，是一个管理者，作为这

样的一个用户，具有三个角色，也

只需要登录一次，任意切换角色，

实现“一人一空间”。

第五，机构空间。

第六，公共应用服务。通过区

域统筹，择优选择不同企业、机构提供的应用服务。

即提供网络学习空间，并非要求所有的区域都是一样

的。以教学支持服务为例，可以有很多类型，每一种

支持服务可以由不同企业提供，区域内部进行选择，

经过一定的应用沉淀下来的服务可能是最符合区域需

求的，也就是最能体现这个区域特色的选择。

同时，应用的创新取决于教师。期间，教师可以

调用公共应用服务“组织教学活动”。学习的交互、

人和人之间的互通、教师和教师、教师和学生以及家

长之间的互通，都可以借助学习交互服务中提供的各

种工具来实现学习交互服务带来的互通。

第七，数据分析服务，集成各类数据分析工具，

利用从个人空间、机构空间和公共应用服务中采集的

数据进行分析，为实现个性化学习、精准教学、教育

评价和科学决策等提供支持。

第八，空间安全保障。重点提到的是网络硬软件

的安全，以及信息数据和内容的安全。空间收集学生

整个学习过程的数据，可以对学生的认知、学习能力

等进行分析，但是一旦这些数据泄漏，后果严重。所以，

需树立网络安全意识。

郭炯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

——解读《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

（本文根据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郭炯在“2018 年全国教

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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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耘：数字校园建设应体现“资源即服务”

起草的原则与过程

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的现状是，

在“政府推动、试点示范”引导下，

各地开展了多个试点项目，引导数

字校园建设，但大多数建设模式不

符合“互联网 +”的要求。例如，以

学校自建为主，数据不互通，资源

不共享，形成了“数据孤岛”或“数

据高峰”，技术支持服务模式单一。

同时，应用跟不上改革发展的需求，

达到了普及应用阶段，离“创新发展”

具有一定差距。

在调研 58 个省市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建设指导性

文件后发现，绝大多数参考了中央电化教育馆《数字

校园示范校建设指南（试行）》。但是，现有的规范

和标准有几点不足：云服务模式强调不够，不符合互

联网发展的规律，没有很好地体现“互联网 +”；应

用导向的建设原则未充分体现，大部分规范或者标准

都是硬件配备，没有从应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关注

师生技能，未上升到信息素养层面；文件的地方适用

性比较强，有地方的特点，难以覆盖全国；大部分规

范和标准，网络安全的要求缺少明确规定。

所以，起草的原则是体现中国特色，充分衔接融合，

坚持应用驱动，体现以人为本。在调研 58 个规范性文

件，对比分析后形成框架，结合调研结果，经 7 次集

体研讨、专家评审，发文征求意见后，修改完善而成。

主要内容

《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包括前言、总体要求、用户信息素养、信息化应用、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障机制和附录一共八个方面。

从建设内容上来看，第一，用户的信息素养。《规

范》特别强调了用户的信息素养。提升用户的信息素养，

是数字校园建设应用的核心目标之一，数字校园建设

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应用能力，包括

学生的信息化学习能力、教师的信息

化教学能力、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

能力，技术人员的信息化服务能力，

以及培养用户的技术认同意识、信

息道德与安全意识、终身学习意识、

解决问题意识。

第二，信息化应用。在信息化

应用上，提出总体建设要求和总体

应用要求。现在很多学校建设数字

校园采购了大量工具和资源，各学

校重复性购买。需要更新的时候找

不到厂家，造成大量的浪费。所以，

《规范》特别强调，中小学校能够

考虑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应用，提高优质资源流

通率和使用率。

此外，在建设数字校园建设中，很多学校忽略网络

安全建设，《规范》特别把网络安全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主要特点

编制《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有几个特点。

特点一，适应“数字校园覆盖所有学校”的需要。强

调与云体系的对接，充分利用国家和区域的云体系，

以网络学习空间为实现教学与管理的核心支撑，“云”、

“网”、“端”一体化统筹架构的“数字校园”建设

模式。特点二，以应用促进建设。把业务指导性的“软

规范”引导到信息化融合应用的轨道上来，同时向更

高的创新发展引领；基于学校应用的实际，根据需求

选择软硬件配置和技术支持服务，避免装备和硬件建

设导向的信息化建设，体现环境和应用的开放性。 特

点三，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根据《网络安

全法》的要求，《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对网络

安全进行了特别的规定。特点四，体现了“大资源观”。

资源即服务，体现了资源建设的开放、共享。

蔡耘  中央电教馆副馆长

——解读《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

（本文根据中央电教馆副馆长蔡耘在“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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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部署：开启互联网新时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近日发布的《2017 IPv6 地址资源分配及应用情况报告》显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国 IPv6 地址分配总数在全球排名居于第二位，但目前国内 IPv6 的实际应

用程度较低。

2017 年底，我国发布的《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提到，将推动建设 IPv6 商用网络。明确提出用 5~10 年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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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成为全

球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

今年是《计划》实施的第一年，这给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按

照《计划》要求，2018 年末，市场驱动的良性发展环境基本形成，IPv6 活跃用户数达到 2 亿，在互联

网用户中的占比不低于 20%。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目前的部署情况如何？如何实现与其他网络一体化融合？目前的行业标准是什

么？本刊将对此进行全面阐述。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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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一体化融合网络的发展与思考

随着地面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和空

间网络的业务逐渐融合 , 近年来通过采用

互联网技术实现空间网络与地面网络在协

议体系层面的一体化融合演进 , 从而构建

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网络 , 不仅是网络

技术的发展趋势 , 也是国际互联网巨头争

夺的焦点 , 更与中国的全球化国家战略密

切相关。

互联网体系结构是互联网核心技术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特别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

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

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要遵循技术发展

规律，做好体系化技术布局，优中选优、

在路由控制方面，主要为体系结构创新

技术。

1990 年，IETF 开始 IPv6 工作，并收

到 21 个建议，一直到 1996 年，IETF 正

式批准第一个 IPv6 标准 RFC1883。IPv6

与 IPv4 不兼容，但与其他 Internet 协议兼

容，实际上还是需要开发另外一套协议栈。

互联网体系结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互联网之父 Vinton Cerf 在清华演讲时提到

关于互联网体系结构的认识：一是它不是

为任何特殊应用而设计的网络，只传递数

据包；二是可以运行在任何通信技术之上；

三是允许在网络边缘创新，不为增加任何

新的应用和服务而改变网络；四是必须足

够可扩展。

一体化融合网络的战略需求

一体化融合网络的战略需求还是非常

大的，基本思路是要有一个体系结构把互

联网继续做大做强。然而，我国网络发展

面了一些现实问题：一是通信设施囿于国

土，难以保障“走出去”；二是海域实际

有效控制面积不到 10%，水下基本空白；

三是天地组网尚未实现，关键时刻“响应

慢”；四是互联互通手段不可控，安全可

信“不托底”；五是网络体系结构创新，

服务能力“跟不上”。

因此，IPv6 下一代互联网势在必行。

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美

欧等主要国家正在加紧布局下一代互联

网，我们要加快实施步伐，争取在下一

轮竞争中迎头赶上。2017 年 11 月，我

国发布的《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从互联网应用、

重点突破。”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形

成非常厉害的体系结构。互联网是网络空

间的重要基础，它连接了所有的装置设施，

大到神威太湖之光，小到手机，都通过互

联网连接。互联网连接起来后就形成了网

络，如今人们都离不开这个基础设施。“互

联网 +”把各个行业融合起来，并且有正

确的主导，产生很多新的发明，深入到不

同的领域。

互 联 网 体 系 结 构 是 互 联 网 核 心 技

术。互联网体系结构在发展中演进和创

新，面临了一系列重大技术挑战，如扩

展性、安全性、高性能、移动性、实时

性等。如何去解决这些重大挑战？第一，

在传送格式上从 IPv4 向 IPv6 过渡；第

二，转发方式是无连接存储转发；第三，

政策与焦点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



28 中国教育网络 2018.5

网络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网络安

全、关键前沿技术等五大领域深化 IPv6

发展。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是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2016 年，“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正式列入国家 2030 科技创新重大项目，

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一体化融合网络是未来发展趋势，

将以 IPv6 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为基础。

行业网络包括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

成熟网络包括互联网、广电网络等；国

家战略基础设施包括空间信息网络、海

洋信息网络等。未来的网络空间将不断

发展。

一体化融合网络的技术挑战

一体化融合的挑战表现在：首先，大

时空跨度，传输时延长、时延变化大、丢

包率较高；其次，拓扑高动态，网络拓扑

时变、周期性变化存在断续链路；最后，

网络立体化，三维空间立体网络节点及传

输特性差别大。

一体化融合网络的关键技术难点可以

从两个层面去考量：第一，网络层。路由

算法应该考虑时空约束、计算资源约束和

能源约束。空间节点的高动态对路由表更

新的冲击；第二，传送层。端到端传送协

议性能显著下降。断续链路导致现有端到

端传送协议失效。多维延展，需有效统筹

利用。

统一网络体系结构才是一体化的根

本。网络层承上启下，保证全网通达，是

体系结构的核心。核心难题在于，在传送

格式和转发方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路由

控制必须不断满足天地一体化网络发展需

求（复杂多变量），达到“天网地网”最

优，卫星要具备 L3 功能。

网络层关键技术的总体方案是，基于

下一代互联网网络层协议 IPv6，以“网络

层统一、协议演进、高效适变、低功耗”

为设计原则，来实现互联网、移动通信网

和空间网络的高效融合。

1.IPv6+ 协议：针对空间网络随遇接

入、随遇建链、动态地址的特性，利用

IPv6 协议的邻居发现（ND）机制，实现

动态邻居发现与自动地址配置，每个端口

配置自己的 IPv6 网段，两端口对接时相

互学习，从而互通。

2. 分组头部压缩：面对空间链路带宽

资源珍贵，分组头部占比例大的困境，用

于网络空间两个相邻节点间，对分组头部

进行压缩，可对 IPv6、TCP、RTP、UDP

等协议进行选择压缩。

3.OSPF+ 协议：面向域内网络拓扑周

期性变化，基于拓扑预测，缓存拓扑状态。

加速协议收敛，减少开销，集中与分布结

合，预测与测量协作。

4.BGP+ 协议：针对卫星间动态切换，

自治域更新周期的难题，当卫星断开连

接时，收到的路由表项设置成 Sleep 状

态；重新连接后，将 Sleep 状态的表项

恢复为有效状态，并更新断连期间的路

由改变。

在安全可信关键技术层面，要“基

于真实 IP 源地址验证”的安全可信、自

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天地网络采用相同

的传输格式、转发方式，网络中每个分

组都具备了”天地一体、开放互联、安

全可信”的能力，从而实现有效地支持

军民融合。

未来，一体化融合网络的重点研究内

容：一是大规模多维度可扩展的统一高效

路由技术；二是容忍大尺度延迟的高效协

同传送技术；三是一体化融合网络真实安

全可信技术。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

部署行动计划》的通知，旨在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基础设施升级步伐，促进下

一代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创新。

通知提出，实施 LTE 网络端到端 IPv6 改造。到 2018 年末，基础电信企业完

成全国范围 LTE 核心网、接入网、承载网、业务运营支撑系统等 IPv6 改造并开启

IPv6 业务承载功能，为移动终端用户数据业务分配 IPv6 地址，提供端到端的 IPv6

访问通道。到 2018 年末，基础电信企业完成门户网站、网上营业厅网站 IPv6 改造，

移动互联网 IPv6 用户规模不少于 5000 万户（基础电信企业已分配 IPv6 地址且一年

内有 IPv6 上网记录的用户）。

通知还提出，加快固定网络基础设施 IPv6改造。到2018年末，完成北京、上海、

广州、郑州、成都的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IPv6 改造，开通 IPv6 网间互联带宽不少于

1Tbps。到 2020 年末，完成所有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IPv6 改造，开通 IPv6 网间互联

带宽不少于 5Tbps。

工信部发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规模部署计划

（本文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系主任吴建平在第十三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

上的报告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网络层关键技术的总体方

案是，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网络

层协议 IPv6，以“网络层统一、

协议演进、高效适变、低功耗”

为设计原则，来实现互联网、移

动通信网和空间网络的高效融合。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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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IPv4 向 IPv6 过渡技术的思考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1990 年即将开始的时候，美国《时

代》周刊总结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技术发

展，提到了众多的发明，比如个人计算机、

激光唱盘、遥控器等。当时我认为 90 年

代最重要的技术发展将是 Internet, 这一点

‘不幸’被我言中。”之后将近 30 年的时间，

李星围绕他认定的“最重要的技术”进行

了专注的研究。

1993 年，李星参与了中国教育和科研

计算机网 CERNET 的规划与建设，1998

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IPv6 试验

网络 CERNET-6BONE，2007 年，他和团

队提出从 IPv4 到 IPv6 的互通技术 IVI，为

IPv4 向 IPv6 的过渡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作为最早从事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研

究的科研工作者，李星表示，IPv6 是网络

空间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它虽然不是下

一代互联网的全部，但它是下一代互联网

的基础，这样重大的互联网发展时机不容

我们错过。

从 CERNET-6BONE 到 IVI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最初的设计意图是

解决寻址的可扩展问题。在目前广泛使用

的互联网 IPv4 协议中，表示一台联网设

备的地址是由 32 位数字记录的，这意味

着整个互联网最多能够容纳 2 的 32 次方

地址，也就是约 40 亿台设备，当时互联

网的设计者也没有想到，日后互联网会以

如此速度在全球迅速发展。随着网络的普

及、智能设备和物联网的发展，人们对 IP

地址的需求开始指数增长，在这样的背景

下，IPv6 运用而生，2 的 128 次方的地址

使得“地球上的每一颗沙子都有一个地址”。

然而，IPv6 的设计者放弃了与 IPv4 的

兼容，这导致 IPv6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

出到现在，二十年来一直难以大规模普及。

清华大学是全球最早研究 IPv6 的学

术机构之一。1998 年，李星教授主持建

立了基于 IPv6 over IPv4 技术的中国第一个

IPv6 试验网络 CERNET-6BONE。这是我

国最早的 IPv6 实验床，当时培养了一大

批下一代互联网人才。随后到 2003 年，

CNGI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项目启动，当时

CERNET 决策要做一个纯的 IPv6 网，舍

弃了双栈的方法。2005 年，CERNET 纯

IPv6 网建成，在如何与 IPv4 打通这一问

题上，一开始考虑采用 IPv4 over IPv6 隧

道的办法，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形成了国

际互联网标准化组织 IETF 的若干 RFC 标

准。“但到 2007 年，研究团队认识到隧

道还是不能使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就是 IPv6 的服务器要能被纯

IPv4 访问，IPv4 的服务器要能被 IPv6 访问。 

有了互联互通的技术，就可以通过这一技

术逐步从 IPv4 往 IPv6 转移，既可以实现

服务，也可以与 IPv4 完全互通，从而新

建纯 IPv6 网络，并逐渐将现有的 IPv4 用

户转移到 IPv6 上，用户在不知不觉中就可

以实现过渡。

因为 IPv4 与 IPv6 协议不兼容，实现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的难度非常之大。“这

就如对两种语言进行翻译，但是两种语言

的语态、语态构成不一样，你必须把这些

都一一搞定，不然就无法做到互联互通。”

李星说。在这个过程中，李星有几个结论，

首先是，不可能有一个“旗帜日”，那一

天全世界把 IPv4 停掉，用 IPv6。其次是，

过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必须面

对现实。

经过不懈的努力，研究团队终于发明

IPv6 部署，就必然涉及两代网过渡技术，清华大学教授李星及其团队的项目——“基

于无状态翻译的 IPv6融合过渡技术及应用”荣获2017年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本刊就两代网过渡技术对李星老师进行了专访。

李星  

清华大学教授

政策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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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决 IPv4 协议和 IPv6 协议的互联互通

技术“IVI”。IVI 是李星的一名学生想到

的名字，在罗马数字里，IV 是四，VI 是六，

所以 IVI 代表 IPv4 和 IPv6 过渡和互访。

IVI 主要思路是从全球 IPv4 地址空

间（IPG4）中，取出一部分地址映射到全

球 IPv6 地址空间（IPG6）中。在 IPG4 中，

每个运营商取出一部分 IPv4 地址，被用

来在 IVI 过渡中使用，被取出的这部分地

址称为 IVI4（i）地址，这部分地址不再

分配给实际的 IPv4 主机使用，而是把映

射成的 IPv6 地址分配给 IPv6 主机使用。

IVI 技术方案出来以后，IPv4 和 IPv6

互通的基本问题解决了，成为公认的当前

互联网 IPv4 向 IPv6 过渡最靠谱的方式。

IVI 系列技术获得了 9 个国际互联网标准

化组织 IETF 的 RFC，并已经被其他 RFC

标 准 引 用 达 141 次 以 上， 成 为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最核心的互联网标准。

实际上，国际上关于 IPv4/IPv6 的过

渡技术并不少，但后来为什么基于无状态

IPv4/IPv6 翻译的技术能脱颖而出？从五个

方面可以说明 IPv4/IPv6 翻译技术的突破：

首先，单栈技术比双栈技术有更好的可管

理性和安全性，只有翻译技术可以实施单

栈；其次，IPv4/IPv6 翻译技术可以实现

IPv4/IPv6 互联互通，而双栈和隧道技术

无法做到；第三，无状态 IPv4/IPv6 翻译

技术是所有翻译技术的基础和根基；第四，

无状态技术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

而有状态技术无法做到；第五，隧道技术

可以看成是双重翻译技术的特例，双重翻

译技术可以看成是翻译技术的特例，而纯

IPv6 技术也可以看成是翻译技术退化的特

例，因此形成了平滑的过渡路线图。“IVI

所做的事情有点像让高速行驶的四缸汽车

在不熄火的情况下逐步升级成六缸汽车，

感觉非常的黑科技。”业界有人评价说。

不进则退法则

CERNET-6BONE 是一个启程，意味着

我国踏上 IPv6 的道路。这早于许多国家和

地区，欧盟的 IPv6 研究始于 2000 年，美国

的教育网接触 IPv6 则是在 2002 年以后了。

中国一度处于 IPv6 研究和部署的前

沿。在国际互联网组织 2012 年和 2013 年

的统计中，当时全世界 IPv6 互联网普及

率排名中国是第一，美国是第二，基本上

都是 1%。从用户数量来看，中国是 500 万，

基本都是教育网的用户，美国则是 200 万。

而 2016 年初，中国的 IPv6 普及率稍显落后，

只有 0.70%，而美国则超过 30%。所以业

界普遍的说法是，我国的 IPv6 是“起个大早，

赶个晚集”。

李星用“不进则退”来形容 2013 年之

后的 IPv6 部署。从 2014 年开始，国外下一

代互联网部署节奏加快。主要原因有几个：

发达国家以 IPv6 助力网络反恐，而发展中

国家以 IPv6 推动网络普及；从业务层面来看，

互联网企业以 IPv6 创新业务，电信运营商

以 IPv6 部署下一代通信网络。以美国为例，

近十年发展特别快的原因是美国是互联网

的发源地，它比较习惯于采用公有地址端

对端方式建网，这样当 IPv4 地址用尽后可

以马上进入 IPv6 端对端的理念，而不是采

用 NAT 转换，另外，高科技公司的支持也

驱动了 IPv6 的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那么，是什么阻挡了 IPv6 在中国的

步伐？首要原因是中国已习惯 NAT 地址

转换，早先因为地址紧张的原因，公网普

遍采用了私有地址 NAT 转换，显得对于

IPv6 地址的需求就没有那么迫切。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IPv6 这种国

家基础设施的发展有赖于电信运营商以及

知名信息提供商的共同努力。从国内运营

商的角度来看，推动新技术则是一件风

险和成本都很大的事，而从国内信息提供

商的层面来看，他们的眼光又非常的“市

场经济”，还没有以一种战略性的、使命

感的角度来看待和推动 IPv6。反观国外

的信息提供商，如谷歌、苹果、亚马逊、

FACEBOOK 对 IPv6 都非常积极。“IPv6

的发展需要企业的前瞻性和远见性，如果

我们的网络和信息提供商，尤其是 BAT

这三家公司都能行动起来，IPv6 的推动就

会容易，反之则难。”李星说。

认清自己与坚持下去

李星介绍说，目前，国际上围绕 IPv6

的讨论主要有几个方向：

第一，如何大规模部署 IPv6 ？

他表示，原来大家在 IPv6 的过渡中

既要考虑 IPv4，又要考虑 IPv6，现在新

的趋势是只考虑 IPv6，而如何在纯 IPv6

的环境下还能跟 IPv4 互通，这就需要用

到 IVI 系列技术。

第二，物联网等这些新应用如何在

IPv6 上应用？李星表示，预计到 2020 年，

将会有 200~500 亿的联网设备，采用 NAT

技术肯定是不现实的。他提到，现在我们

所提到的物联网实际上很多都不是真正的

物联网，所以我们看到，小米有小米的物

联网，京东有京东的物联网，而真正的物

联网，应该是传感器和设备之间可以相互

通信，一定是端对端的 IP 通信才能称为

真正的物联网。到时候所有的传感器之间

都要打通，实现通讯，这对 IP 地址的需

求非常迫切。这也就是 IPv6 重要性的体现。

第 三 就 是 安 全。“ 安 全 非 常 重 要，

IPv6 其实开拓了一个安全的新领域。”他说。

在 2000 年 出 版 的《IPv6 原 理 与 实

践》一书的序言中，李星写道：我参与

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规划、设

计、建设和运行。我为中国 Internet 近两

对于互联网，李星反复提到

的一个观点是，“我们不预测未来，

我们创造未来”，研究网络依靠

的是实实在在的创造，实验，部署。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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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发展感到振奋，但又有些悲哀。为

什么 Internet 在美国诞生，为什么第二代

Internet 仍然在美国诞生，我们有机会让

第 N 代 Internet 在中国诞生吗？

距离这本书的出版已过去 18 年，然而， 

“我们有机会让第 N 代互联网诞生在中国吗？”

这样的疑问和期待一直存在，而优秀的互

联网人才的培养是解决之道。李星认为，

互联网人才培养一定要给环境，一个开放

的、宽松的环境是创新的土壤。对于互联

网人才培养来说，实验环境的提供尤其重要，

要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可以“玩”起来的基

础网络环境，但这件事目前来看，做得并

不太好。“互联网最活跃的新东西应当是

学生做出来的，就像美国的 Facebook，谷

赵慧玲：
IPv6 行业标准、云化网络发展及挑战

歌，都是学生开始做，逐步走上社会。但

这几年从国内来看，这样的适合于创新的

环境远远不够。”他以 6BONE 举例，做

6BONE 的时候，清华申请了很大一个地址

块，一部分用来管理，另外一部分用来让

学生自由探索。如果按照现在的管理规定，

学生自己建一个网站提供服务涉及到各种

备案制度，基本上不可能。但对于互联网

而言，网络是实验科学，在此基础上的实

验必须要有一定规模才能够行。“有句话说，

做硬件的时候，你不会浪费晶体管就要失

败，做网络的话，你不会浪费带宽也会失败。

做 IPv6，你不会浪费 IP 地址也会失败。”

关于科研，李星跟清华的学生提过两

句话，第一句话，你要认清自己，你再聪明，

世界上比你聪明的人有的是。所以，一个

好的想法和创意，你能想出来，别人照样

能够想出来，世界上的聪明人多极了。第

二句话，想出来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做到

底的人很少，所以，你找到一个好题目，

做上三年可能入门了，做上五年你几乎可

以顶尖，如果能做到八年你就是这个领域

的顶尖人物了，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于互联网，李星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

是，“我们不预测未来，我们创造未来”，

研究网络依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创造，实验，

部署。他表示，“IPv6 是必然发展之路，而

且现在 IPv6 在我国大规模部署的时机也已经

成熟。如果我们踏踏实实地抓住现在的时机，

未来互联网的形势将完全不一样。”

业务。推动 IPv6，实际需要标准先行。国

内在行业标准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而

建立完善的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标准体系，

包括资源类、网络类、应用类、过渡类、

设备类这六大领域，需要通过运营商、设

备制造商还有高校研发机构联合完成。比

如资源类标准，它包括域名和编址，如已

经发布了“IPv6 接入地址管理与编码技术

要求”等一些行业标准。网络类，涉及网

络架构、网络性能、移动 IP，都需要把它

们写成行业标准。还有过渡类的标准也比

较多，包含双栈、隧道、地址翻译等，比

如源地址验证这一系列标准是清华大学牵

头在制定，清华大学也牵头制定了几十项

IPv6 行业标准。

除了国内标准的制定，国际标准工

作目前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些国际组织

的 进 展， 在 过 渡 标 准 方 面， 如 IETF、

BBF 等标准组织都在主导推进隧道、翻

我国发展 IPv6 已经具备一些有利条

件：一是 CNGI 的长期积累，在 IPv6 网络

建设、维护和业务开发方面积累了较多的

经验，并且培养了人才队伍；二是国际大

环境有利，国外 IPv6 获得了规模性商用；

三是产业逐步成熟，移动终端、移动核心

网对于 IPv6 做好了良好支持；四是无论

是运营商自身网络还是云计算、物联网等

业务对于 IPv6 的需求明显，IPv6 已经成

为运营商网络的必备。

据统计显示，中国的 IPv6 用户特别

少，这是因为实际统计到的 IPv6 用户都

来源于 CERNET。而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

的 IPv6 用户，在国外是无法统计到的。

有关 IPv6 国际出口，目前中国电信申请

了 20G 带宽，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还在积

极申请之中。

关于 IPv6 的行业标准情况

IPv6 有三个重点网络场景：一是有限

宽带网络、IDC 接入等；二是无线移动网

络；三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

赵慧玲

中国通信学会信息网络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政策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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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等 领 域 国 际 标 准； 在 应 用 方 面， 包 括

IETF、ITU-T 等标准组织主导推进组播应

用、业务识别与控制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从国际一些标准化组织来看，他们不仅仅

是在进一步推进，而整个协议演进的新技

术、新协议也在推进完善过程中。

云化网络

有关网络层面，特别是现在运营商关

注的一些云化网络，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网络的云化，不仅仅是一个设备、网元的

云化，还包括它的运营和业务的云化。其

中比较典型的是 5G 网络云化架构，它的

核心网络包括“网络云化 + 架构分布化 +

网络切片化”，也采用分布式计算，特别

是边缘计算，这种云化运营商特别关注。

同时在我们现有的网络中，也在积极地推

动网络云化。

运营商 NFV 的主要应用场景。NFV 是

电信领域一项颠覆性技术，不仅涉及新的

架构、新的方法、新的生态系统，而且涉

及移动网、承载网、接入网等网络的一部分，

需要多厂商开放合作，互联互通。当前有

四大应用领域：VoLTE 利用 NFV 快速部署

和升级的特点，利于规模性发展 VoLTE 新

网络；物联网专网，利用 NFV 的灵活扩展

能力，提供多样的物联网服务；固定接入，

利用 NFV 架构优势，高起点发展固网，推

进降本增效；云网络中的虚拟路由，利用

NFV 软硬解耦的特性，根据需求增长扩展

IP 网络和业务的灵活性。

目前 CCSA-NFV 标准在推动整个网络

云化，也推动了一系列的体系架构云化的加

强。它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应用场景相对

聚焦，重点在移动网、核心网、IP 网、宽带网；

第二，关注三层解耦，从业务功能走向软

件和硬件实现；第三，关注编排，明确和

规范通用功能接口和流程。有关 vBRAS 相

关标准，三大运营商都已经做了相应的企

业标准，比如中国联通 vBRAS 系列规范等。

在国际上也有各种国际标准组织，也都有

相关的标准，比如 ETSI 也在组织虚拟

化通用技术的标准规范。还有 vBRAS 行

标，最新的就是《转控分离的 vBRAS 系

列标准》。

谈及网络标准，包括云化网络，现

在在标准中有一个热点称为无损网络。

无损网络的出发点是兼顾低时延、高吞

吐量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如何解决拥塞

区是无损网络技术实现的关键。无损网

络引起了广泛讨论，它有三个关键技术：

第一主要针对现有 IP 网的发展，感觉它

的颗粒度不细致，希望它能更细致；第

二对于整个信息的调度决策，感觉它的

系统性有待提高；第三是感觉整个流的

均匀性也不够均匀，需要更均衡、更细

致。而对应的就是三个关键技术——动

态虚通道，推拉混合调度以及负载感知

的逐包分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

来保证将来的低时延。

无损网络最主要的应用场景，一是

网络云资源池场景下能够大网链路利用

率，来降低时延、丢包对网络，二是企业

网中特别大的视频的需求，比如高清的视

频会议，它也需要有更高质量的网络。第

三是边缘计算 MEC 应用场景下进一步提

升低时延应用体验。而无损网络的标准现

状，IEEE、IETF 都在后续计划推进中，

ODCC 的测试认证工作组也在完成无损网

络的立项。

目前在网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现有的应用场景丰富，对网络的需求

多元化，用户需要参与和表达对网络要求

的质量，网络的资源调度、网络故障的快

速修复能力，网络配置管理复杂，网络资

源的协同和优化，这都是我们目前面对的

问题。而现在整个网络的发展是云管端，

如何让网络能够更快的发展，使得我们能

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应用。

（本文根据中国通信学会信息网络技术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赵慧玲在4月22日“下一代互联网研究与发展”

论坛上的报告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燕婷）

现有的应用场景丰富，对网络的需求多元化，用户需要参与和表达对网络要求的质量，网络的资源调度、

网络故障的快速修复能力，网络配置管理复杂，网络资源的协同和优化，这都是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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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很大进展。从2015年起， AI 走向 2.0

阶段，其本质原因在于：首先，世界从原

来的二次元空间进入新的三元空间；其次，

空间变化形成信息流的新变化。再次，新

的信息流会生成认知的新变化。我们要发

展大数据智能的学习分析技术，发展跨媒

体学习，发展终身学习的个性化智能支持。

同时，也要建设智能图书馆。在新一代人

工智能战略实施过程中，队伍的组织和人

才的培育是两个极其重要的关键因素。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科技委主任

赵沁平发表题为《虚拟现实 + 教育 》的

报告，他指出，虚拟现实是一项可能的颠

覆性技术 , 是行业发展新的信息支撑平台，

“虚拟现实 +” 成为发展趋势，教育也

自然成为虚拟现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

域。虚拟现实技术是新的丰富多彩的强大

的教育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可能成

为终极性教育技术。

虚拟现实可以使学习者进入任何逼真

的学习对象中（如分子、人体、太空，历

史事件等），实现沉浸式临场感学习，从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进行各种交

互式实验，特别是危险性高（如某些化学

实验），或者真实环境不可能做的实验（如

人体解剖，体验相对论世界、黑洞等），

从而大幅度提高学习效果；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结合可以构造虚拟

教师等，使学生随时随地在类人教师指导

下进行学习。

中科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

徐宗本发表题为《用好大数据需有大智慧》

的报告。他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教育的

聚焦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本刊讯  4 月 14 日，“人工智能与未

来教育”科技前沿与战略圆桌会议在北京

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办，清华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承办，主

题为“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教育部副

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占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三

通两平台”为标志的各项指标普遍实现翻

倍增长，信息化应用广泛普及，应用水平

大幅提升，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效。人工智

能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它既

是工业革命的延伸，更是新的革命起点。

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中要注重学科群的构

建 , 要兼顾专业应用与集成应用的关系、

通用应用与个性化应用的关系，要加强智

能安全的研究。

杜占元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

会对现代教育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一

是对教师职业的影响，二是对学习方式、

教育模式的影响，三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

影响。教育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科技工作

和对教育影响研究 , 近期发布的《高等学

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将引导高校不

断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和服务国家需求能力，为我国人工智能发

展提供战略支撑。

据了解，本次会议分上下午两场，

分别由中科院院士梅宏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建平主持。会议分析并研判人工智能的

发展以及对未来教育的影响，中国工程院

院士、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教育部

科技委主任赵沁平院士等专家作了专题报

告。有关战略规划、人工智能和教育领域

高层专家，教育部科技委委员，教育部相

关司局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教育部科

技委战略研究基地负责人等 40 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常务副院长潘云

鹤发表题为《人工智能 2.0 和教育的发展》

的报告，他指出，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 

AI 的典型任务和应用包括机器定理证明、

机器翻译、专家系统、博弈、模式识别、

学习以及机器人和智能控制等七个方面并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科技前沿与战略圆桌会议在北京召开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常务副院长

赵沁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育部科技委主任

徐宗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

杜占元  

教育部副部长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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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的兴起，以及人们对于新时代创

造性人才培养的越来越期待，智慧教育已

在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成为教育热点。智

慧教育旨在发展与信息社会和智能时代相

适应的新型教育形态，既是教育信息化的

高端形态，也是智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发展历程和建设侧重点不同，智慧教

育包含智慧学习环境、信息化教学模式和

现代教育制度三种境界。建设智慧学习环

境，需实现学校物理环境与虚拟学习环境

的深度融合，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支持

和服务，以传递教育的“智慧”。普及信

息化教学方式，构建符合“数字土著”认

知特征的新型教学模式，促进学习者轻松、

投入和有效地学习，以启迪学生的“智慧”。

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助力建设科学合理的

现代教育制度，促进教育创新与变革，全面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孕育人类的“智慧”。

浙江大学教授吴飞解读了《高等学校

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他指出，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 号）

和 2017 年全国高校科技工作会议精神，

引导高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

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

果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

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

的能力，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人工智

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优化

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体系、完善人

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人工

智能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应用。重点

任务一是优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

体系；二是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

系；三是推动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

转化与示范应用。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些建议：首先

要树学科，厘清人工智能学科内涵与边界；

其次要育人才，扎扎实实培养造就人工智

能优秀人才；再次要搭平台，平台要具备

前沿性、交叉性、基础性和国际化等特点；

最后要促应用，具体场景和应用牵引人工

智能示范。 （责编：杨洁）

影响主要体现在大数据思维、原理、方法

与技术对教育的深度应用。既使对人工智

能技术而言，大数据分析也是其中最为核

心的部分。

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

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具有大的价值，

发展大数据具有迫切性和极端重要性。

大数据是一个历史机遇，人们如今可

以使用极为丰富的数据资源来对社会经济

进行前所未有的实时分析，我们要准确把

握大数据。明确目标是前提，拥有数据是

基础，计算平台是支撑，分析技术是核心，

产生效益是根本，科学应对各种挑战。

教育部科技委信息学部委员、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发表题为《融合信息技

术，重构未来教育》的报告，他指出，信息

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受到各国

广泛重视。新时代教学环境、内容、方法应

如何演进，教师能力应如何发展，世界发达

国家纷纷积极开展深入研究和实践。

进入“十三五”中后期，我国教育信

息化开始从 1.0 阶段向 2.0 阶段迈进。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入利用，使我

们能够在保有教育既定规模的前提下实现

差异化的教育供给，从而解决长期困扰教

育系统的规模化与个性化的矛盾。人工智

能也提升了对教师能力的要求，教师必须

调整自身角色，重塑自身能力结构，才能

应对新形势的需要。

我们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方面已经开

展了一系列研究和实践探索，在基于数据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孙茂松  

清华大学教授

吴飞  

浙江大学教授

的学业评价、机器理解和智能答题、大数

据支持下教学规模化与个性化融合的人才

培养实践方面，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未来，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必将进

一步深入，智慧教育的时代正在来临，我

们应该从理念、模式、内容、方法、技术

等各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致力于构建适

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未来教室、未来

教师、未来教育。

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发表题为《人工

智能辅助教育 》的报告，他指出，新时

代条件下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主要依托于

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大规模在

线教育，将是人工智能前沿研究一个极具

特色及挑战性的应用领域，同时也势必促

进人工智能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我国下一

步应如何发展人工智能辅助教育研究：一

是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

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二是开展智能校

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理、资

源建设等全流程应用；三是开发立体综合

教学场、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

平台；四是开发智能教育助理，建立智能、

快速、全面的教育分析系统；五是建立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提供精准推送

的教育服务，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

制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荣怀发表题为

《智慧教育的三重境界——环境、模式和

体制》的报告，他指出，随着智慧地球和

杨宗凯

教育部科技委信息学部委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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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3：全校范围的 IT 战略

重新定位和加强 IT 领导层并在院校使命的达成过程中成为

院校领导层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要对这些战略投入进行审慎管理，就要向着实现 IT 愿景的

承诺制定精心的战略规划。

如果院校想要更加成功、做事更快、获得的方案更正确，

那么 IT 部门一开始就要成为院校领导层的共事伙伴。如今在许

多院校中，IT 部门的职能被认为是信息技术的守门员，这就削

弱了 IT 领导层的角色和范围，导致院校发展进程受到损害。IT

领导层的角色从守门员向共同探索者的转变，正是仅仅将信息

技术作为一项工具的院校和将其作为一项战略资产的院校之间

的差别。

某些复杂院校中的 IT 系统、人员和领导层是分布式的，那

么就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协调一致，从而实现学校成员体验的

无缝衔接、控制成本以及达到院校的主要意图。

在如今这个信息技术消费化的世界里，院校中的任何人都

可以用信用卡购买一项云服务，那么发挥院校的更大购买力和

管理资产的能力也就随之而丧失。如果 CIO 和院校领导层在战

略制定中合作，随之而来的合作、协调和效率将让院校及其全

体成员受益。

编者按

信息技术突破了行业限制，赢得了高等教育领导者的注意。2018 年度十大 IT 议题讲述了

高等教育的最关注的技术和话题。本刊将分期连载来自 EDUCAUSE 的权威解读文章，2018 年

高等教育信息技术的关注焦点是“再造高等教育”，主要由院校适应力、学生产出提升、决

策改进以及 IT 适应力这个四方面的基本主题构成，上期本刊对四个基本主题及两大议题进行

了分析，本期详细阐述剩余八个议题。  

将数据潜能转化为知识和决策资产 
——EDUCAUSE2018 年度十大 IT 议题解读（二）

                      议题 4：数据赋能的院校文化

使用商业智能（BI）和分析技术来为广泛的话题交流提供信

息，并对一些重大问题加以解答。

当今的世界中，资源紧缺、竞争激烈，而且对高等教育中的

问责呼声日益高涨，高等教育必须要适应这些现状。高等院校想

要在当今世界中生存的话，就要有清晰和可衡量的目标，而实现

这一点需要数据。高等教育界已经适应了使用商业智能（BI）和

数据分析来支持决策、诊断问题和指导选择。一所院校要想知道

将走向何方，首先要知道从何而来和现在何处。

高等教育在使用数据来支持决策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高等院

校要推动形成广泛的认识，让每个部门的人都思考应当采集哪些重要

数据来回应院校相关的重要问题，以及如何采集它们（如数据标准等）。

院校领导层要为此定调，而且要倡导数据赋能的院校文化，

才能在支撑更广泛的交流、支持组织学习和解答院校战略问题方

面适当使用数据和分析。此类问题包括：

我们的最佳潜在学生是哪些人？

为什么我们想要这样的学生？

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我们怎样能够吸引他们？

他们何时能来我们学校学习？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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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5：以学生为中心的院校

理解和改进信息技术在学生的校园体验形成过程（从申请者

到校友）中的作用。

信息技术塑造学生校园体验的方式取决于高等院校自己。

招生、学生保留、学生成就、学生关怀等都是形成校园体验的

驱动因素。院校领导层要思考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生体验，以

及运用信息技术来接触学生并互动的最佳方式。他们必须审视

学生当前的体验，以及目前学生在教育生涯的过程中要关联到

的技术数量。IT 领导层应当考虑如何实现学生整个学业生涯中

的技术平滑过渡和易于转换。许多院校在试图将多个不同系统

集成为单一的无缝平台，为学生、辅导员、教师和其他院校成

员提供工具，让学生有联系和参与的体验，并且最终为学生成

就战略做出贡献。

许多高等院校的学生体验主要不是面对面形式的，学生和大

多数校友都期望学校能主动走向他们，因此充满活力的在线形象

也是院校使用信息技术来表达自身的关键因素。

                       议题 6：高等教育经济承受力

根据院校经费的现实情况，平衡和精简 IT 重点和预算，以

IT 支持院校的高效和创新。

高等教育的业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当前高等教育运作模式

再持续下去的话，每年的成本增长就要超过家庭收入的增长。作

为高等院校的关键伙伴之一，信息技术要成为高等教育成本解决

方案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外部压力（如合规性要求、信息安全

挑战和市场 IT 薪酬等）和内部更多项目及服务信息化渴望的夹

击之下，高等院校的 IT 成本也在增长。

高等院校领导层要理解维护数字化的重要性。建筑也许可以

维持好多年代，而信息技术的生命期限要短得多，且更不稳定。

其他行业已经通过应用信息技术来实现了成本降低和结构改变，

由于种种原因，高等教育还没做到。我们甚至造成了最坏的情况：

我们尚未从沉没的遗留成本和向着新技术的过渡中脱身，形成的

局面不仅是低效率的，而且也让我们无法最大化地实现新技术的

价值。

                      议题 7：IT 人员和组织模式

确保 IT 人员和非 IT 人员的足够规模和员工保留，与人员的

退休、新的外包模式、激烈的外部竞争、高涨的薪资水平和技术

项目需求的步伐保持一致。

最近几年，信息技术工作在性质上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随着技术解决方案和相应的管理方法的演进，IT 部门及其人员

也必须随之演进。高等学校及其 IT 部门对程序员和开发者的需

求在减少，而对厂商和服务管理员、业务分析师、架构师、集成

师和数据科学家的需求在增加。

挑战不仅存在于工作岗位上，也存在于人的因素上。因为

IT 人员和学术生涯的直接联系在减少，工作负担和要求和其他

行业一样高却没有相称的薪酬，他们对所在院校和对高等教育的

忠诚正在流失。IT 工作团队中几乎一半人都处于离职高风险状态。

新进员工的停留时间也不像过去那样长了。在美国，IT 从业者

的流动性变的更强了。

这些干扰因素要求 IT 人员的招聘、聘用和入职工作保持敏捷

性，在工作安排上保持灵活性。人事人员要以新的技能和资源来协

助 IT 管理者，而 IT 管理者则要有极好的管理技能。即便薪酬问题

是员工接受其他职位时的考虑因素，但导致他们离开的主要因素极

少仅仅是因为有更高的收入；他们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能

够得到更多支持的工作环境。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也会让业务单位

受到压力。高等院校在同时运作多个重大项目时，应当考虑 IT 部

门和业务部门是否都有能力成功地并行实施所有的项目。

确定无疑是：IT 岗位将会持续发生变革。层出不穷新技术

必将给 IT 部门及其人员带来层出不穷的新岗位，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和区块链就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如果高等院校搞不清楚怎

样为满足其技术团队需求而提供支持，那么就必将处于长期的劣

势之中。

                     议题 8：（并列）数据管理与治理

无论是做出良好决策，掌握实现学生成就的关键因素，还是

提升院校收益、学生保留率和关怀效果，都要依赖良好的数据。

学院和大学也都有责任保护委托给它们的数据。无论从保护的角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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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是从利用的角度，数据都是一项资产；而且高等院校必须治

理好、保护好和管理好这项资产。这些都要从回答基础问题开始：

谁有权力访问和使用数据，哪些数据要有特别的限制，以及数据

的生命周期是怎样的。

数据治理同样与“事实的唯一版本”（SVOT） 有关，而且

要让决策者对支撑院校决策的数据完整性、准确性有信心。如果

在数据治理上没有形成一致声音，高等院校的数据将会在失控的

复制中变得错误百出。这种数据的无序伸展会造成信息混乱，导

致全校范围内的错误和高昂的决策失误成本。

                     议题 8：（并列）数字集成

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高等院校

正在转向基于多个产品的企业架构。如果缺乏认真规划的话，

会很容易导致系统孤立、冗余和低效。构建互操作性会减少低

效情况和降低竖井效应，并让高等院校能够在一个统一平台上

运作。如果缺乏企业系统和教学系统（云端或者本地）之间仔

细集成，数据完整性将遭到削弱，而且基于这些数据的决策也

将会受到影响。

                       议题 10：变革领导力

世界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变革，扰动和转型随处都在发生。

信息技术正位于变革转型的心脏地带。信息技术能够提供帮助，

但也只有在人们有能力运用它的时候。因此，确保人们做好准备

迎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变革，比技术实现本身更重要。

我们的长辈们所经历的变革局限为学习新的软件或者新的

设备，而现在的变革并非如此。信息技术已经显著地搅动了几乎

所有的主要行业，搅动高等教育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人们往往认为变革是一个事件，在达到彼岸的新状态后

就结束了。然而变革是时刻存在的，并且是在日复一日进行

中的事物。尽管我们生存在一个快速转变和变革导向的世界，

高等教育仍然是复杂的，有时是反应迟缓的。我们要如何在

这样快速变革的环境中行动，以及如何变得更加适应？学校

每个层级的领导都要参与其中，我们需要的是“多层次参与

的领导力”。

在那些在变革掌控方面表现最好的高等院校中，变革看起来

是无缝平滑且毫不费力地发生的，已经成为了院校运行中平凡而

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院校的领导者们看起来是有能力坚持排除

阻力做正确的事情的。也许会有负面的声音存在，但几乎所有的

互动都要比那些在讨论过程中就卡住的院校要先行两步。

其他议题

EDUCAUSE 社区从 IT 议题委员会确定的 18 个候选议题中

选出了今年的十大 IT 议题。下列是没有进入十大议题的 8 个议题，

按照重要性降序排列。

数字化学习：制定和实施在线和混合式教学战略，并适合院

校文化和每个学生特有的教育计划场景。

经费投入模式：调整 IT 经费投入模式来容纳不断变化的 IT

分包策略（云和共享服务等）。

院校合规性：回应越来越复杂和昂贵的 IT合规环境（如《美

国残疾人法案》（ADA）等）。

数字化未来：迎接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中不断扩大的作用和

对院校的影响，并为之做好准备。

身份管理：实现院校身份和访问管理的现代化。

多元、公平和包容：IT 部门的发展能够反映和支撑院校的

承诺：建设让每个人感受到欢迎和自身价值的多元化职员队伍。

全校 IT 治理：协调分布在校级和基层的 IT 人员和部门的关

系、责任和重点。

企业级数字转型：开发业务流程和企业级架构，从而实现从

传统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到新的企业级 IT 系统的转型。

尽管这 8 个议题未能进入前十，但这并不说明它们就不重要。

如果按照院校类型区分，它们大多数都是某个类型院校选出的前

十位议题。而且，以十分制评分选出年度十大议题的过程中，有

25% 的院校对上述每个议题的重要性评分都是 9 或者 10（1 表示

完全不重要，10 表示极其重要）。

信任问题

信息安全挑战是数据之下的阴影，数据越丰富、作用越重要，

这个阴影就越长和越黑暗。因此，信息安全连续三年在年度十大

IT 议题中稳居首位就无足为奇了。这个议题无法回避，而且高

等教育数据的增长倾向使得这个议题无法淡出视野。高等教育采

集的数据，无论是作为教学分析基础，服务于学生、教师和职员，

进行学术研究，还是用于高校的业务运行，都带来了许多的法律、

监管和政策上的考虑因素。高等院校的信息安全立场要随数据不

断丰富的环境而不断扩展，不断追求保护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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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用性。

数据保护是一个安全问题，而数据完整性是信任的中心所

在。数据完整性是确保数据准确和一致的能力。至今大多数的

数据完整性问题都是无意中造成的。然而，由于当今时代的信

任和真实性都是脆弱，而且数据正在武器化，数据完整性业已

成为一个要更加注意和警惕的问题，而且还会日益严峻。高德

纳公司（Gartner）的预测称：“到 2020 年，人工智能驱动创

造的‘虚假现实’或假内容，将超出人工智能的检测能力，从

而挑起了数字化不信任的问题。”

同时，隐私问题也是信任问题的一个部分。《家庭教育权利

和隐私法》（FERPA）的实施部分地确保了学生的隐私。《医疗

保险转移和责任法》（HIPAA）部分地确保了病人的隐私。破坏

信息安全就破坏了信任。随着预测性分析和其他算法被用于和学

生相关的决策（如预测性教学分析），数据带来的后果越来越重

要，而且成为了深度个人信息的更有吸引力的目标。议题委员会

对信息安全的最急切的忠告是“不要自满”。数据完整性是信任

问题，而高等教育正在竭力维持的恰恰就是信任。

改变及未来展望

2018 年十大 IT 议题的半数是全新的或者是和 2017 年相比

有显著变化的。其中，“以学生为中心的院校”（议题 5）、

“数字集成”（议题 8，并列）和“变革领导力”（议题 10）

等三项议题是全新的。“学生成就”（议题 2）和“数据赋能

的院校文化”等两项议题的焦点有了明显变化。今年议题的技

术聚焦点是将数据的原始潜力转化为知识和决策资产，这给高

等院校及其 IT 部门都带来了新的工作、新的关系和新的挑战。

这项工作不仅是战术性的，也是战略性的，不仅有系统集成和

数据管理，而且也有战略规划和关系管理。当今的数据焦点根

本上是关于学生的。高等院校此前打下的基础提升了在各种决

策和设计中使用数据的能力。高等院校在不同程度地意识到，

要准备好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于未来的期望和当下的活

动中。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化，而其中有些人比别人更有意

识地正在为这些变革做好准备。

2030 年的课堂将会是怎样的？或者到了 2030 年，“课堂”

这个概念会不会看起来很古老或者很不寻常？没人能断定这一

点。然而，在关于 2030 年课堂是怎样的和关于院校的未来方面，

高等院校的领导层和董事会的观念影响着他们今天做出的选择。

在这一点上，每位领导者都是未来主义者，因为每位领导者都是

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而制定计划，要么是明确地，要么是无意识地。

今天的战略重点其实是为明天而下的赌注。

有些高等院校将赌注下在信息技术上，因而在采用技术方面

比同行要迅速。这些技术先行者院校选出的十大 IT 议题中有两

项不在全部院校选出的十大 IT 议题中：“数字化学习”和“数

字化未来”，他们站在了高等教育再造的前沿。

技术先行者院校的领导者们正在更快前行，吸收那些能够再

造院校的教育、研究和运行的新兴技术和趋势。技术先行者未必

是大型院校或者博士层次的院校，每个院校类型中都有相当大的

比例是技术先行者：社区学院（53%）、私立硕士和博士层次院

校（33%）、学生少于 2000 人的院校（33%）和学生多于 15000

人的院校（42%）。

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信息技术是生产力和实现成功的关

键，是一个主要的差异因素。每所学院和大学都不再拥有确定的

未来，其中有太多院校的未来是立足于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高等院校不能假定 2030 年会看起来和 2018 年几乎一模一样。它

们今天做出的选择有着决定意义：是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变

革，还是在不断扩大的劣势中落后。有能力高效地制定和执行数

字化战略的院校将从中受益最多，而每个院校都有机会取得潜在

的起步优势。

每个人都应关心这些议题，这些议题中没有哪项是可以留给

首席信息官（CIO）或者 IT 部门或者院校领导层或者某一小组相

关人员的。2018 年度十大 IT 议题是关于再造高等教育的，再造

高等教育需要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的参与。 （责编：杨洁）

（本文译自 EDUCAUSE；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今年议题的技术聚焦点是将数据的原始潜力转化为知

识和决策资产，这给高等院校及其 IT 部门都带来了新

的工作、新的关系和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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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Jun Xu1   Jian Huang2

近年来，一种称为 Ransomware 的恶意软件开始在全球范

围内蔓延，严重危害着大量的计算机系统。比如，WannaCry 病

毒在 2017 年 5 月发生，一个星期之内已经影响了 150 个国家的

230000 台电脑。 这些被攻击的电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部

门，学校和医院等机构。与针对破坏计算机系统和窃取私密信息

的传统病毒不同 , Ransomware 暗地里加密用户文件，要求用户支

付赎金才能恢复文件。Ransomware 的行为和正常的软件并没有

显著不同，很容易绕过检测防御。这使得这类病毒越来越受到攻

击者的欢迎。根据 IBM 的数据，2016 年受到 Ransomware 攻击的

用户数量和用户支付赎金的金额都比 2015 年增长了数十倍。

针对 Ransomware, 目前已经有一些相关对抗工作。这些工作

主要聚焦于设计检测系统，这些系统通过监测 Ransomware 运行

时的行为特征发现病毒。然而，当 Ransomware 被检测到时，一

些用户的文件可能已经被病毒加密，最终用户还是要支付赎金才

能恢复这些文件。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大量 Ransomware 会

尝试获得管理员权限，以终止软件层次的防御系统。

定期备份是对抗 Ransomware 的另外一种思路。但是备份会

引起存储开销，并且 Ransomware 依然可以凭借管理员权限停止

或者销毁备份。本文中，我们提出了 FlashGuard，一个可以对抗

Ransomware 的 SSD。FlashGuard 在 SSD 的固件内部搭载恢复系统，

能够在不需要额外备份的情况下，快速恢复被 Ransomware 破坏

的数据。

FlashGuard 更新机制

FlashGuard 利用现在 SSD 已有的 out-of-place 更新机制。这

个机制原本是为了消除 SSD 中重写所带来的延迟——当一个硬

盘页面被更新时，SSD 必须先擦除对应物理块，但是这个擦写的

过程非常耗时，因此 SSD 采用 out-of-place 机制把重写的数据写

在已经被擦除的物理页面上，该页的原始备份依然会保存于 SSD

中。一段时间之后，SSD 通过垃圾回收机制来回收存储着原始数

据的失效页。FlashGuard 通过修改 SSD 的垃圾回收机制，使得

当 Ransomware 加密文件时，数据的原始备份依旧保存在 SSD 中

并且不会被回收。通过对 1447 个 Ransomware 样本的实验，我们

发现 FlashGuard 能够有效恢复被加密文件。另外本文还论证了

FlashGuard 对 SSD 性能和生命周期的影响可以忽略。

FlashGuard 的设计基于大量 Ransomware 的调研。调研主要

关注于 Ransomware 加密所需时间和对于备份的销毁。我们从

VirusTotal 收集了 1477 个勒索病毒实例，并且根据它们的的勒索

消息分成十三类。我们在虚拟机内模拟了一台正常用户的文件系

统，其中包含了来自于超过十六种类型的 9876 个文件。值得注

意的是，在动态运行每一个样本的时候，我们自动赋予了样本

管理员权限，以更大限度地暴漏样本的行为。调研的结果总结

见表 1。

表 1 展示了这些样本针对的文件类型，完成加密所需要的时

FlashGuard
利用固态存储的硬件特性对抗勒索软件

表 1  调研中使用的样本类型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40 中国教育网络 2018.5

间，以及是否会摧毁备份数据。

Ransomware 通常在加密完成后立即

显示勒索消息（有一些样本甚至在完成加

密前就显示了勒索信信息）。有十类病毒

完成加密所需的时间少于一小时，某些样

本甚至不到 20 分钟就完成了加密。特定

类型的 Ransomware 只加密小文件或者特

定扩展名的文件，比如 JigSaw 只加密小于

10 MB 的文件。我们赋予了勒索病毒管理

员权限，所以勒索病毒可以删除备份。在

真实场景中，如果 Ransomware 没有得到

相应权限，它们会设法绕过用户访问控制。举例来说，cerber 会

首先给自己提升权限，然后使用命令行工具删除备份文件。基于

以上调研，我们做出以下两个结论以及推论。

观测结果 1：勒索病毒通常迅速完成加密，并且加密数据量

相对较小。

推论 1：勒索病毒希望减小被发现并终止的可能，或者攻击

者希望尽快得到赎金。

观测结果 2：勒索病毒想消除被攻击者自己恢复文件的可能

性，让被攻击者只能选择支付赎金。

推论 2：勒索病毒能够获得内核权限，通过销毁数据备份等

方式破坏软件层次的防御系统。

以上两点结论启发了 FlashGuard 的核心设计思路：通过备份

系统来对抗 Ransomware, 我们需要保证备份系统在面对拥有管理

员权限的样本时依旧稳定有效的运行。同时，由于 Ransomware

的快速加密特性，备份系统只需要备份相对较短时间内的数据。

FlashGuard 的技术细节和测试评估

当逻辑区块 x 发生覆写时，HDD 会直接在对应的物理区块

上覆写数据。然而 SSD 会把新的数据写到新的物理区块（z）上，

并且通过后续的垃圾回收机制回收失效的物理区块 (y)。

与 HDD 一个显著不同是，当逻辑上的覆写发生时，HDD 会

直接在物理硬件上覆写数据，而 SSD 通过 out-of-place 机制覆写。

在发生覆写时，SSD 把数据写到新的区块中，将旧的区块标记为

无效并且通过 Garbagae Collegection 回收无效区块，这种差异可

以通过图 1 更为清晰地展示。由此可见，SSD 天然地会对被上层

修改过的数据进行一段时间的备份。因此，我们利用这一个硬件

特性来设计 FlashGuard。

RTFL 对于 SSD 已有的 FTL 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只要是通过

加入一个 Read Tracker Table (RTT) 来记录一个硬盘页面是不是被

读取过。LPA: 逻辑页地址 ; PPA: 物理页地址 ; VPA: 虚拟页地址 ; 

PBA: 物理块地址。

FlashGuard 建立在 SSD 的固件层中，这样带来的好处是

FlashGuard 通过硬件和操作系统隔离，因此可以抵抗来自高权

限 Ransomware 的攻击。FlashGuard 包括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Ransomware-aware Flash Translation Layer (RFTL)和数据恢复工具。

图 2 展示了 RFTL 的结构 , RFTL 的作用是保存可能被加密

勒索病毒覆写的数据，恢复工具使得受害用户可以恢复被加密

的文件。其中，FTL 是主流 SSD 的原有结构，它通过 Address 

Mapping Table 可以将逻辑地址转换为物理地址。基于效率考

量，最近用过的地址会被保存到 LRU Cache 中。当地址映射请

求发生时，如果访问的地址没有在此 cache 中，FTL 通过 Global 

Mapping Directory 完成地址映射并将对应的结果更新到 LRU 

Cache 中。此外，Block Validity Table 跟踪每个块中有效的页数量， 

而 Page Validity Table 记录一个区块中哪些页是有效的。这两个

数据结构主要用于辅助垃圾回收。如前所述，垃圾回收是 SSD

的一个重要功能，主要负责回收已经失效的物理区块。简单来说，

它负责将已用的存储块集中在一起，并且释放空闲的存储空间出

来供后续使用，同时它还要保证所有的块的寿命是平均的，以延

长 SSD 的使用时间。图 1   HDD 和 SSD 在覆写操作上的区别

图 2   RTFL 结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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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得 FlashGuard 能够对抗勒索病毒的攻击，一个直接

的方案是保存所有的无效页，直到勒索病毒被发现，但是这个方

案不具有可行性。首先，SSD 很快会被无效数据填满，导致 SSD

不可用，另外，垃圾回收机制会被更频繁的触发，导致储存性能

下降。

更好的设计是只保存被勒索病毒篡改过的原始数据。这个设

计的挑战在于现有的 FTL 无法分辨出哪些数据是被勒索病毒覆

盖的。我们从 Ransomware 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得到启发——勒索

病毒工作时基本必须先从磁盘读取数据，完成加密并且覆盖原有

数据。

由此，我们保守的认为如果一个页先被读取，然后再次被

覆写，就有可能是被 Ransomware 污染的页。通过在 FTL 中添

加一个结构体 Read Tracker Table（RTT），当对某个页发生读

操作时，RTT 中会标记该页已经被读取。当这个页被覆写时，

FlashGuard 会查询 RTT 从而确定它曾经被读取过，并且进一步

将其标记为污染页。同时，FlashGuard 会将这个覆写发生的时刻

记录为污染时间点。当垃圾回收发生时，如果一个污染页的污染

时间点比当前时刻少于一个阈值（默认值为 20 天）时，它会确

保此污染也不会被回收。因此，20 天内的可能被污染的数据都

被保留在 SSD 中。根据上述的调研，Ransomware 的加密和潜伏

时间通常都在数小时。由此我们相信 FlashGuard 可以有效的对

抗 Ransomware 的攻击。

我们在 1TB 的可编程 SSD 上实现了 FlashGuard，这个 SSD

中每个块包含 64 个页，每个页 4KB。FlashGuarD 的实现存储在

固件中，并且被设置为不允许修改。通过实现一个恢复工具，能

够帮助用户高效的利用 FlashGuard 恢复数据。我们进一步通过

两方面的实验来验证 FlashGuard 的有效性和性能开销。

通过使用上文提到过的 1477 个 Ransomware 实例做攻击实验。

然后在攻击完成后通过 FlashGuard 恢复被加密的数据。最终实

验结果表明，对于实验中使用的所有 Ransomware，FlashGuard 都

可以成功恢复全部被加密的数据。FalshGuard 回复的数据大小和

所需要的时间如图 3 所示。

在性能方面，我们实验中用到的数据都是从真实的应用场

景中得来的，比如微软剑桥研究院服务器和大学电脑上的 I/O

数据记录。在实验之前，我们执行了 5 千万次读写操作“预热”

系统。实验证明 FlashGuard 带来的性能损失微乎其微，性能影

响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 1 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2 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图 3  FlashGuard 回复的数据大小和所需要的时间

图 4  未经修改的 SSD 和 FlashGuard 运行时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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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3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7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

5B；其次是突尼斯和科特迪瓦，均为 4B。除亚太、欧洲、拉美、

北美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

第一阶段。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参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计 542B；其次是突尼

斯，20B。

3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21 个，其中欧洲

186 个，拉美 121 个，亚太 74 个，北美 33 个，非洲 7 个，分别

来自 60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98 个；其次是美

国，34 个。3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3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577*/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俄罗斯，257*/32；其次是

3 月 EDU.CN 域名注册 90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近 12 个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分配月增量 [0 - 192]（计算单位：/48[ 不含 /32 的分配 ])

201304 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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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0.12 0.67 7.23 2019-2-20

APNIC 52.06 0.26 0.31 52.63 2011-04-19

ARIN 100.06 0.34 0 100.4 2015-09-24

RIPENCC 48.43 0.05 0.56 49.04 2012-09-14

LACNIC 11.16 0.07 0.15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8.16 36.16 1.68 256 /

英国，152*/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

是中国，2262*/32；其次是俄罗斯，为 1805*/32。全球 IPv6 用

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见表 2。 

3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6 个，IPv6 地址申请 6

个，EDU.CN 域名注册 90 个。 （责编：杨燕婷）

NIC2018 年 3月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图 3  近 12 个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申请月增量 [1 - 15] （计算单位：个）

201304 201803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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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Total 

US 48 5 32 23 4 47 216 41 78 39 3 5 542 

TN 0 4 0 0 8 0 0 0 0 0 4 4 20 

BR 2 2 1 2 2 1 2 1 1 1 1 2 16 

CA 0 0 1 1 2 1 2 0 1 2 0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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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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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 1 1 1 1 1 0 1 0 0 1 0 0 8 

EG 0 8 0 0 0 0 0 0 0 0 0 0 8 

ZM 0 0 0 0 0 0 0 0 0 0 8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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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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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Total 

RU 74 92 75 98 58 56 60 179 369 414 73 257 1805 

GB 114 106 84 81 115 75 101 88 75 128 106 152 1225 

ES 368 73 57 82 80 40 57 58 72 136 57 147 1227 

DE 116 99 214 140 83 67 138 171 80 153 105 107 1473 

BR 105 103 88 105 115 80 102 77 76 58 72 98 1079 

FR 104 56 33 41 48 70 66 84 48 83 50 82 765 

NL 59 169 121 138 67 67 164 113 65 177 57 65 1262 

UA 8 56 49 56 16 24 88 57 128 57 65 49 653 

US 27 324 35 28 301 48 78 16 20 289 21 44 1231 

CN 21 18 9 9 26 14 11 13 2074 25 15 27 2262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83 5884628 10176188

2 印度 51.12 240873816 471210045

3 德国 42.21 30565297 72418242

4 美国 40.36 116721670 289188571

5 希腊 36.92 2665582 7220120

6 瑞士 34.4 2563191 7450397

7 卢森堡 33.14 186222 561985

8 乌拉圭 32.42 731155 2255208

9 英国 26.23 16171500 61647064

10 葡萄牙 24.97 1729216 6925974

71 中国 0.34 2534826 738653974

72 瑙鲁 0.32 0 0

3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12G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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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主干网流量同比增幅达 70%
文 / 郑志延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

用率 99.79%。

因 学 校 开 学 及 主 干 二 期 线 路 升 级，

3 月主干网流量较 2 月相比有大幅升高，

3 月入流量均值为 44.89Gbps，相比 2 月增

加 了 345.9%， 与 2017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加 了

67.69％；3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

为 51.09Gbps，相比 2 月增加了 316.77%，

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70.44%。

3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较 2 月

有所增加。3 月入流量峰值为 14.81Gbps；

出流量峰值 12.81Gbps。

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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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5%，平均值为 13.40Gbps；其次是北

邮节点，其均值为 8.15Gbps 占 18.17%；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 年 3月

文 / 李锁刚

2018 年 3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随着高校陆续开

学，3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2 月有所上升，从主干网的流

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2 月入流量增加了 142.35 G，出流量增

加了 184.7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2 月入流量增

加了 66.68 G，出流量增加了 27.89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来看，相比于 2 月入流量增加了 6.72 G，出流量增加了 3.01 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 10 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

华居首，华中地区次之，华东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华中地

区第一，清华第二，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表示 2018 年 3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入流量：312.89G               出流量：376.99G

图 1  2018 年 3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7.63G              出流量：100.4G    

图 2  2018 年 3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8 年 3月

3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12G 

到总入流量的 14.63%。

从 3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邮节点出流量为最高，其

流量为 9.868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9.31%；其次是北京（清华

大学）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8.18%；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

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5.22%。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8 年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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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底思科交换机的 IOS 及 IOS XE

系统被曝出存在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8-0171），该漏洞允许攻击者

向有问题的交换机的 TCP 4786 端口（默认

开启）发送特制的攻击数据包来进行攻击，

一旦攻击成功攻击者便可远程控制相应交

换机。该漏洞信息公布不久，对应的攻击

程序也在网络上被发布。4 月第一周我们

开始在教育网流量中检测到大量针对该漏

洞的扫描及攻击数据，但随后的几周里类

似的扫描和攻击数量则呈直线下降的趋势。

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攻击者通过第一

周的扫描和攻击已经基本掌握了网络上相

关问题交换机的信息，并且可能已经获取

了部分有漏洞交换机的控制权限，所以无

需在进行扫描了。另外 4 月的网络流量中

仍然能检测到大量的 Memcache 反射放大攻

击的流量，但是单次攻击的流量规模相比

之前的要降低很多，随着各大型的云服务

商对 Memcache 服务的加强管理，这类攻击

的可利用反射放大源正在逐渐减少。

安全投诉事件整体数量较为平稳。

近期没有新增影响特别广泛的蠕虫病

毒。思科交换机的攻击代码虽然会自主攻

击，但是并未发现其包含有传播的功能，

因此未被定义到病毒和木马范畴中。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2018 年 4 月的安全公告修补了

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227 个安全漏洞。受影

响的产品包括 Windows 10 v1709（28 个）、

Windows 10 v1703（28 个）、Windows 10 

v1607 and WindowsServer 2016（27 个）等。

用户应该尽快使用 Windows 自带的 Update

功能进行更新。

2.Drupal 是一个由 Dries Buytaert 创立的

自由开源的内容管理系统，用 PHP 语言写

成。Drupal 在业界常被视为内容管理框架，

而不是简单的内容管理系统，基于它的框

架会进行大量的二次开发。3 月底 Drupal 6、

7、8 多个子版本被曝出存在远程代码执行

漏洞，官方也在随后发布的新版本中修补

了该漏洞。但不久就有安全研究者发现官

方发布的新版本并不能完全解决上述安全

问题，攻击者仍然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绕

过补丁限制去利用相关漏洞，因此4月下旬，

Drupal 的官方又发布了版本更新来进一步修

补相关漏洞。因此对于 Drupal 的管理员应

该尽快检查所使用的 Drupal 版本是否更新

到了最新，最新的版本分别是：7.59、8.5.3

及 8.4.8.，对于还在使用 Drupal 6 的用户，

建议升级到高等级的版本。更多漏洞的信

息可参见 Drupal 的官方公告：https://www.

drupal.org/sa-core-2018-004。

3.Cisco 的 IOS 和 IOS XE 软件发布本

年度的安全更新，

修补了系统中存在

的 22 个安全漏洞，

其中有三个属于高

危漏洞，可能导致

使用 Cisco IOS 的网

络设备远程被入侵

控制或是拒绝服务

思科交换机被曝存严重安全漏洞

CCERT月报

攻击，三个漏洞分别是：

1.Cisco IOS XE 软 件 静 态 证 书 漏 洞

（CVE-2018-0150）；

2.Cisco IOS 和 IOS XE 软件服务质量远

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8-0151）；

3.Cisco IOS 和 IOS XE Smart Install 远程

代码执行漏洞（CVE-2018-0171）。

Cisco 公司的详细安全公告请参见：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viewErp.

x?alertId=ERP-66682。

4.Oracle 发布了 2018 年 4 月的安全更新，

修复了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254 个安全漏洞，

其中 139 个为高危漏洞。漏洞涉及的产品包

括：Oracle Database Server 数据库（2 个）、

电子商务套装软件Oracle E-Business Suite（12

个）等，这些漏洞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WebLogic Server WLS 核心组件反序列化漏洞

（CVE-2018-2628），利用该漏洞，攻击者

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远程发送攻击

数据，通过 T3 协议在 WebLogic Server 中执

行反序列化操作，反序列过程中会远程加

载 RMI registry, 加载回来的 registry 又会被反

序列化执行，最终实现了远程代码的执行。

相关产品的管理员应该尽快检查并升级自

己的软件版本。 （责编：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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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思科的 IOS系列漏洞影响主要影

响的是思科的中低端交换机产品（2960、

2975、3560、3650、3750、3850、4500等），

这类中低端交换机一般多使用在部门的网络

边界或是数据中心的交换环境中，这种环境

可能没有专门的管理员对交换机设备进行管

理维护，导致相关漏洞无法得到及时修补。

建议学校应该组织专门的技术力量对自己网

络中存在的类似设备进行排查，并协助进行

升级，避免带来进一步风险。

安全提示

2018 年 3~4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57%

29%14%
58%

37%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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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交通大学基于 IPv6 的寒旱区野

外观测仪器组网节点研制的项目介绍了服

务用户群体与实施效果、产品推广与应用

情况，以及项目的实施对我国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项目创新性

项目主要探索研究基于 IPv6 技术建

立寒旱区野外观测仪器组网的关键技术，

利用 IPv6 地址的优势，设计实现野外观

测仪器组网硬件节点，构建具有清晰结构

的、稳定的、高效的观测仪器无线组网技

术，可提升寒旱区野外观测数据的自动化

水平和数据实时性。项目技术架构（逻辑

图）如图 1 所示。

关键技术取得的重大进展

通常，根据仪器组网需要，将仪器

组网节点划分为组网节点和网关节点。观

测仪器组网网络包含传感器、数采仪、组

网节点和网关节点。在野外台站的观测平

台原有传感器和数采仪的基础上，自主设

计组网节点、网关节点。组网节点由主控

单元、射频单元、存储单元、电源单元

利用 IPv6 地址优势
搭建寒旱区野外观测仪器组网节点

图 1  项目技术架构图（逻辑图）

IPv6 创新
专栏

和近端设备接口单元 5 部分构成。主控单

元采用 cc2538 芯片，射频芯片使用的是

cc2538 的 2.4GHZ IEEE802.15.4 兼 容 RF

收发器，存储单元采用 T-Flash 卡，设备

供电采用太阳能加蓄电池的方式，本节点

支持 SPI/USB、RS232、RS485 等通信接口。

组网节点现已完成设计与制作。网关节点

由主控单元、射频单元、存储单元、电源

单元和远端网络接口单元五部分构成。主

控单元使用 STM32 芯片，远端网络接口

单元使用的是以太网接口芯片 LAN2870，

射频单元、存储单元和电源单元设计与组

网节点基本相同。网关节点现已完成设计

与制作。

节点中软件平台使用小型嵌入式操

作系统 Contiki。 Contiki 是一款开源的、

高可移植的、支持网络的多任务嵌入式操

作系统，它适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

传感节点。 Contiki 操作系统包含了为低

功耗微处理器设计的小型 TCP/IP 协议栈 

uIPv6。现已实现组网节点间基本的 IPv6

通信。

项目的创新性

1. 将提升野外监测信息化，提高数据

的采集密度和质量；突破单点独立观测，

形成网络化的多学科、成体系的联合组网

观测研究体系；实现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使监测由人工化到自动化、网络化，实现

监测方法上质的飞跃。

2. 设计适合高寒地区的仪器组网关键

技术，提供一套适宜于高寒、干旱生态、

环境密集观测数据获取的可用于野外观测

仪器组网和数据自动传输的技术体系。

3. 设计寒旱区野外观测点观测仪器组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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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寒旱区野外观测仪器组网节点研制项

目为何基于 IPv6 进行研究呢？该项目的

负责人兰州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火久元认为，他们做的观测仪器组网

领域，涉及到野外观测仪器地址分配、寻

址、路由选择等网络相关技术，而 IPv6

技术巨大的网络地址空间、安全等优势适

合于该项目的研究和实施。

利用 IPv6优势解决组网难题

《中国教育网络》：简述一下您申请

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的成

果是什么？当时为何选择申请该项目呢？

火久元：2016 年 , 我们申请的赛尔

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是基于

IPv6 的寒旱区野外观测仪器组网节点研

制。当时，学校接收到项目申请通知，

根据前期基础，想利用 IPv6 的技术优势

完成寒旱区仪器组网问题的研究，因此，

申请了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项目。

我国寒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三分

之二左右，寒旱区内蕴藏着国民经济不

可或缺的资源，战略地位突出。但寒旱

区野外台站及其布设的观测系统主要存

在着：观测数据以人工收集为主，导致

数据的收集、传输、处理的实时性和准

确性较差；观测仪器出现故障时难以及

时发现，导致观测数据丢失等问题。因此，

迫切需要根据寒旱区自身特点研究适宜

的观测仪器组网系统。

为此，本项目自主设计观测仪器组

网节点，具有体积小、功耗低、稳定性

IPv6 技术构建的观测仪器网络能改善当前诸多问题

网的硬件组网节点和网关节点，设计的节

点具有体积小、功耗低，系统实时性高等

特点，提高观测仪器组网网络的能效，延

长了网络生命周期，为寒旱区野外台站观

测仪器组网提供了关键技术和可借鉴的技

术路线。

实施效果与推广情况

项目成果主要为地学科研人员服务，

在发展和完善观测仪器组网、仪器控制

及组网理论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

研究方法。项目实施有助于推动下一代

互联网技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作为科研的支撑平台，并且项目在环境

监测、地震监测、地质灾害监测、化工、

医学等其他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应用

示范和推广价值。

( 资料来源：兰州交通大学火久元   张政，整理 : 陶春 )

IPv6建设与应用

基于 IPV6 的寒旱区野外观测仪器组网节点研制项目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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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特点，能进一步完善寒旱区观测系

统的硬件平台。基于 IPv6 技术构建的观

测仪器网络具有地址空间大，可以与 IP

网络实现端到端通信等优点，有效地改

善目前野外观测系统的诸多问题。

《中国教育网络》：项目研究过程中，

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火久元：项目进展期间确实遇到一

些阻碍。首先，项目所研制的组网节点，

其主控单元选择的是 TI 公司的 cc2538 芯

片，目前国内基于该芯片进行的嵌入式

开发较少，因此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

芯片的软件平台使用的是嵌入式操作系

统 Contiki，该系统能支持小型的 IPv6 协

议栈，但国内有关该系统的资料很不全

面。因此只能在不断摸索中，熟悉芯片

和操作系统的使用。再者，在实际实验

过程中，也会经常有一些预料之外的问

题发生，比如设备驱动失败、芯片易损

坏等问题。随着不断深入地研究，许多

问题都已被解决。

《中国教育网络》：获得项目资助后，

您有没有再做该领域IPv6方面的其他研究？

火久元：我们同时也尝试在其他领域

进行 IPv6 的相关研究，例如基于大数据

分析技术对 IPv6 安全日志进行挖掘和分

析等。

原来教育网不仅仅提供“上网”

《中国教育网络》：申请项目的前后，

对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有

没有什么不同的认识或理解呢？

火久元：以前，以为 CERNET 只是

提供上网的一种方式，而经过这次项目的

申请，我们觉得 CERNET 开始关注 IPv6

技术的创新性应用，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会

对 IPv6 技术的蓬勃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

作用。

《中国教育网络》：您觉得赛尔网络

和 CERNET 对于 IPv6 的支持力度如何？

10 分满意度，能打几分呢？哪些方面可

以改进的，或者可以支持的？

火久元： 赛 尔 网 络 和 CERNET 对

IPv6 的支持力度很大，特别是进行“赛尔

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申请”以

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都会对

IPv6 技术的推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所

以，可以打 8 分。从加大支持来看，望考

虑支持一些 IPv6 和下一代互联网的课程

建设；或者组织一些较好的应用案例进

行师资培训和学生培训，类似现在谷歌

公司正在做的。

普及 IPv6将获得高质量的数据

《中国教育网络》：当时，您为什么

会选择寒旱区野外观测仪器组网节点研制

的领域进入 IPv6 研究，相对于 IPv4,IPv6

有什么优势呢？

火久元：IPv6 协议是下一代互联网中

的重要协议。目前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三网融合、智能家电、

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物流、 公共

服务、位置服务等众多潜在的互联网新应

用、新产业，已对 IP 地址空间提出了巨

大需求。与 IPv4 以及传统的无线局域网

协议相比，IPv6 具备了更大的地址空间、

更好的可扩展性、更高效的网络传输和更

好的安全管理架构。因此对 IPv6 技术的

研究十分必要。

而我们做的观测仪器组网领域，涉及

到野外观测仪器地址分配、寻址、路由选

择等网络相关技术，IPv6 技术巨大的网络

地址空间、安全等优势适合于该项目的研

究和实施。

《中国教育网络》：您觉得该领域，

如果能普及 IPv6 的话，会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哪些改变？推广普及的难度在哪里？

火久元：观测仪器组网领域主要是协

助解决科学人员对科学数据获取和观测仪

器管理方面的问题，如果能普及 IPv6 技

术的话，可以获得高质量的、连续的、稳

定的观测数据，为科学研究打好基础。

推广难度主要在于寒旱区面积过大、

环境恶劣、观测仪器部署范围较大等问题。

看好未来基于IPv6的物联网发展

《中国教育网络》：您了解 IPv6 在

中国的部署和发展现状吗 ?

火久元：基本了解。我国在 2003 年

启动了中国的下一代互联网（CNGI）工

程，极大地促进了 IPv6 在中国的普及和

发展。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

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中国教育网络》：IPv6 大规模部署

应用，您觉得，IPv6 在该领域未来的创新

点在哪里？长远来看，会有怎样的应用或

突破呢？

火久元：随着当前物联网技术的迅速

兴起，IPv6 与物联网技术结合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将 IPv6 引入到低功耗无线局域

网则是其研究的重点。目前 IETF 工作组

已经针对物联网提出了 6LoWPAN 协议，

基于 IPv6 的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会使我

们对于医疗保健、环境监测等多方面的研

究带来突破。

《中国教育网络》：“十三五”规划

中提到将加大部署 IPv6，对此，您怎么看

待，例如，您觉得最大的利好是什么？或

者，最需要得到的支持是什么呢？

火久元：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将是我

国互联网技术的一次全面升级，将会在网

络信息技术、产业、应用出现大量的创新

和变革。而赛尔网络和 CERNET 对 IPv6

的支持会对 IPv6 技术的推广起到较大的

推动作用，推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在高校

内生根发芽，为学生和老师在相关领域进

行创新和创业打好基础。 （责编：陶春）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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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Pv6 的手势识别远程控制机械

手臂系统，可将人的手势动作采集后在

电脑上进行解析并转换为机械臂舵机驱

动信号，具体来说是将 Leap Motion 采

集回的特定的手势信息在电脑上分析解

算得到机械臂舵机驱动信号，通过基于

IPv6 协议的网络传输传到下位机，下位

机控制机械臂完成动作。系统的机械臂

工作区安装有摄像头，可以通过 IPv6 网

络实时传回机械臂周围环境视频，以便

基于 IPv6 的手势识别远程
控制机械手臂系统

右一为指导教师阎石，右三为张苡宁

《中国教育网络》：为什么想要做有

关IPv6的手势识别远程控制机械手臂系统？

张苡宁：现在虽然人工智能是发展的

趋势，但是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地

进步创新，我们拥有这个想法并付诸于实

践，得到了不错的结果，所以坚持了下来

一直在做机器人类型的产品。

《中国教育网络》：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或者困难是什么？

张苡宁：主要是团队协调问题。大赛

有一个答题环节，我再三嘱咐一定要用自

己的账号答题，可是大家积极性不高，导

致分数都很低，直接影响了最终的成绩。

我认为团队的调度问题，团队对于项目的

积极性问题一直是一种挑战，如何要让团

队中的人各尽其职，各显神通，是一件极

其困难的事情，我也遇到了这种困难，希

望通过比赛的这次前车之鉴可以让我们重

新认识并重视这一问题。

《中国教育网络》：参加下一代互联

网大赛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苡宁：参赛最大的收获就是眼界的

放宽，因为本身我们都是在实验室做研究

或者搞科研，很少关注其他学校的学生做

IPv6 创新
专栏

用户观察现场环境从而更加高效安全地

操控机械臂。该系统将具有易操作，精

度高，灵敏度好，可远程控制和大规模

部署等优点。

该系统的工作方式是用户站在安全

区域，通过位于工作区的机械臂上安装

的摄像头来观察周围情况，用户根据周

围情况，手在 Leap Motion 这种类似于传

感器的装置上作出各种手势，以此控制

机械臂，让机械臂完成工作。该系统的

工作模式是用户位于远程区域，通过位

于工作区安装的摄像头来观察现场情况，

完成机械臂的控制。这样的工作模式可

以远程操控机械臂完成相应的任务。因

此，在危险地区，比如高辐射、氧气浓

度低、高气压等区域，或者无人职守工

作区域，该机械臂系统可以很好地实现

远程精确操控从而保证操作人员的人身

安全以及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资料来源：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张苡宁）

出来的内容，更多关注的是行业的发展、

大公司的高端产品，但是，更多的好创意

都是从学校诞生的。

第三届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大赛已经

落幕，在导师阎老师的指导下为我几个

月的课题画上了一个不怎么完美但是至

少圆满的句号。多少个日夜自己在孤独

的道路上奋斗着迷茫着，多少个表格填

了一遍又一遍，多少页 PPT 改了又改，

多少个线路调试，多少个程序 BUG 一遍

一遍的调试错误，几经放弃但最终又坚

持了下来，但是，这些都是值得的，有

人说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值不值得；我想

说，只有体会了，才懂得什么叫来之不易。

还记得在评审现场，一百多个课题同台

竞技，但都是为了同一个在科技创新这

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决心和梦想。我曾

有一刻是慌张不安的，不知自己的作品

可以走多远，但结果发下来的时候，内

心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虽不是特别

好的名次，但是觉得自己尽力了，当然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永远能做的更好，人

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没有挫折就体会

不到真正的来之不易，不去瞧一瞧外边

的世界，就不会知道自己只是沧海一粟。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我的每一分成就

都和老师的培养息息相关，还记得我接近

放弃时，老师单独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

是我项目期间最温馨的瞬间。

《中国教育网络》：未来有没有想过

要把这个项目应用到实践中去？是否可以

落地？

张苡宁：有想过批量生产，目前还处

于研发阶段，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得不到保

障，一旦这些技术问题攻克，那么批量生

产，成为新一代的家庭远程控制型机器人

指日可待。 （责编：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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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网络下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异

常流量检测技术研究”项目是在宁夏大

学网络与管理中心王学明教授带领下，

由信息工程学院张莹、李小敏、郭旭东、

王云婷四人组成的团队共同开展研究，

本刊采访了该团队的队长张莹，为我们

详细介绍了目前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利用大数据有效开展网络异常流量检测

《中国教育网络》：请简单介绍你们

目前参与的项目。

张莹：开展“IPv6 网络下基于大数

据的网络异常流量检测技术研究”项目，

目的是在已有网络异常流量监测技术基础

上，结合当前大数据的相关研究与技术，

利用宁夏大学现在的网络资源 , 研究 IPv6

网络下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异常流量监测技

术。该项目周期从 2017 年 5 月开始实施，

到今年 5 月将会验收。

目前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四方面内

容：一是 IPv6 网络环境下网络流量特征

参数提取方法；二是 IPv6 网络环境下基

于流量行为特征的网络异常流量分类和检

测方法；三是大数据流量下对未知攻击的

感知与识别方法；四是建立 IPv6 网络环

境下基于流量行为特征的网络异常流量检

测应用测试平台。

项目目前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包

括：首先项目已经完成了 IPv6 网络异常

流量检测测试平台的前端开发及后端部分

开发；第二，完成异常检测算法对 IPv6

网络流数据的测试和分析；第三，在纯

IPv6 网络环境下对异常检测算法进行改

进，并用 IPv6 网络流作为数据集对改进

的算法进行测试；第四，在 IPv6 网络异

常流量检测测试平台上对论文中使用过的

异常检测算法进行实验分析，并发表与项

目相关的论文；第五，使用未使用的异常

检测算法进行实验分析，并通过比较，选

择性能最优的算法运用到实际应用中。

项目最大的创新有以下三点： 1. 基

于网络流量行为分析，研究 IPv6 网络环

境下基于行为分析的网络异常流量分类和

检测方法；2. 在对网络流量进行行为分析

的基础上，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据处

理工具，有效降低检测算法在数据预处理

和规则集建立过程中的时间消耗的实现策

略及方法；3. 基于 IPv6 网络环境下对未

知网络攻击的识别与确定，结合高校校园

网络实际网络环境，有效提高了网络运行

维护保障能力。

《中国教育网络》：为什么要开展这

个项目，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有什么收获？

张莹：宁夏大学作为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 CERNET 接入节点之一，理应

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中做出应有的

贡献，项目在王学明教授的带领下，基于

IPv6 网络下开展了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异常

流量检测技术研究，并发表了相关论文，

对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

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受益匪浅。不仅掌握了网络异常流量相关

检测技术、IPv6 网络安全相关技术，以及

IPv6 异常数据流分类中的噪声处理技术，

并发表期刊论文一篇。同时还研究了 IPv6

网络环境下网络流量特征参数提取方法，

并投递会议论文一篇。掌握了 IPv6 网络

环境下基于流量行为特征的网络异常流量

分类和检测方法，并发表期刊论文一篇。

还学习研究了大数据流量下对未知攻击的

感知与识别方法。最重要的是学习了项目

管理知识，增强了自身的科研能力和专业

技能，增强了团队意识，这在以后工作和

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做项目

期间还参加了一些会议，增长了见识。参

加了相关技术的培训，在个人能力方面也

有了极大的提高。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项目的应

用前景如何？未来有何改进的想法？

张莹：该项目的研究对 IPv6 网络环

境中已知和未知网络攻击的监测与防范、

网络空间安全的维护、信息安全技术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项目服

务用户群体为使用 IPv6 环境的学校、研

究所等。

随着当前 IPv4 地址即将耗尽，IPv4

向 IPv6 过渡已成为必经之路，IPv6 的应

用将对入侵检测、异常流量分析等方面

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 IPv6 网

络下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异常流量检测技术

十分有必要。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搭建了

IPv6 网络下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异常流量检

测平台，对不熟悉 IPv6 环境的使用者理

解 IPv6 流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该项目

对现有的网络异常流量的分析方法进行了

整理，并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对比，

给以后研究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者提

供了理论基础。

由于时间关系，对方法进行验证时没

有找到大量的数据进行验证，可能在针对

特有的 IPv6 异常流量中无法进行异常流

量模型的生成，还需要寻找大量数据进行

这方面的改进。

本项目只涉及局域网内的异常流量分

析，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可以考虑不同国家

或地区的管辖区的流量分析，异常检测系

统的设计考虑各辖区的政策法规以及时区

等问题。 （责编：杨燕婷）

IPv6 创新
专栏

IPv6 建设与应用



50 中国教育网络 2018.5

文 / 龚俭

网络空间安全在我国是一个新的一级

学科，在国际上也同样是一个新的学科领

域，这个学科的内容延伸至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信息工程、电子工程、安全工程、

数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的学

科领域，因此它的覆盖范围仍然是一个讨

论中的问题。2017 年，中央网信办批准

在国内支持建设 6 个一流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教育部批准了一批高校设立网络空间

安全本科专业，并对那 6 所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在研究生招生指标方面给予了政策倾

斜，这些做法均体现了我国政府对这个新

兴学科发展的重视。

网络空间安全课程体系的实践

对于网络空间安全这个新专业的建设

而言，课程体系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而

网络安全课程则是这个体系中的核心课程

之一。1988 年的 Morris 蠕虫事件引发了

对互联网环境中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而

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的普及则推动了网

络安全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教学是滞后于

研究和技术的，因此网络安全课程的教学

基本上是进入本世纪之后才开始兴起的。

东南大学计算机系（现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是从 1996 年开始对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计算机网络与

数据安全课程的，并作为了专业必修课。

由于是面向互联网环境中的安全问题，

该课程在最初几年采用由 Prentice Hall 出

版社于 1995 年出版，Charlie Kaufman、

Radia Perlman、Mike Speciner 等人编写的

《Network security : private communication 

in a public world》（《网络安全：公众世

界中的秘密通信》）一书作为主要参考书，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安全领域的最新科

研进展，编写课程讲义。该讲义于 2000

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1]，并于

2003 年获得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

材二等奖。该教材于 2007 年进行了一次

较大幅度的改版，以反映该领域的技术

进展。

该课程以网络安全的内容为主，兼顾

信息安全的内容；以介绍概念 / 框架为主

（广度优先），要求学生能够依据这些概

对网络空间安全学科课程设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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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进行适度展开，掌握并能运用所学概念设计安全的系统

并对其进行安全管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该课程将互

联网的安全问题理解为四个方面：

1. 端－端的安全问题，主要指用户（包括代理）之间

的加密、鉴别和数据完整性的维护；

2. 端系统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防火墙技术；

3. 安全服务质量问题，主要指如何保证合法用户的带

宽，防止用户非法占用带宽 (DoS/DDoS)；

4. 安全的网络基础设施，主要涉及路由器、 DNS 服

务器，以及网络控制信息和管理信息的安全问题。

因此，该课程首先从体系结构的角度介绍了计算机

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并对计算机单机系统的安全问题

作了简单介绍。然后介绍数据加密技术的基本概念，并介

绍了当时互联网中最经常使用的 DES 算法和在 PGP 中使

用的 IDEA 算法和 RSA 算法。在密钥管理方面，介绍了

Different-Hellman 交换、Shamir 秘密分享、群密钥管理以

及与当前网络应用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公开密钥管理体制。

在数据完整性保护技术方面，介绍了 MD5 和 SHA-1 这两

种主流的消息摘录函数，以及数字签名和盲签名的概念。

在鉴别方面，重点介绍了口令管理和 Needham-Schroeder

模型和 Kerberos 系统的工作原理，介绍了公平服务的相关

概念，包括信息托付、电子货币、电子选举等内容。在网

络安全应用方面，课程详细介绍了支持安全电子邮件服务

的 PEM 和 PGP。在单机和网络的访问控制方面，课程介

绍了传统的面向标识的访问控制模型和当时的各种防火墙

技术。为避免对网络攻击技术的直接介绍，课程从网络安

全监测的视角来介绍网络的攻击与防御技术，重点介绍了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IDS 的相关技术，而应急响应技术则作

为网络安全管理的内容。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方面，课

程介绍了 DNSSEC、IPsec 和 TLS。出于课程内容规模和作

者能力限制，有关计算机病毒的问题最初并没有在课程中

涉及。随着恶意软件的发展及其危害的日益加剧，教材的

第二版（2007 年）中加入相关的内容。

由于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本科课程建设的需

求，作者对国内外网络安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粗略的

调查。从今天的眼光看，除去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我原本

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开设的这门课程的内容设

置大体上还是合理的，能够反映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内容

和主要需求，当然也有部分内容受自己的知识面和偏好的

影响，未尽合理。但是对于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本科生而

言，这门课程的内容就显得不够合理，过于宽泛。这个结

论是基于我对目前国外（以美国一些高校为例）和国内的

网络安全课程内容的调研。

UC 伯克利大学
为本科生开设的网络安全课程（教师是著名网络安全专家

Vern Paxson）所覆盖的内容包括：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安全原

则、攻击的基本形式、安全防御），Web 安全，信息安全（数据

加密、完整性保护、鉴别、密钥管理），网络攻击与检测，网络

基础设施安全，恶意代码等。这个课程没有提及访问控制（即授

权）和计算机取证学方面的内容。

为本科生开设的网络安全课程所覆盖的内容包括：网络安

全的基本概念，基础设施安全（IPsec、SSL、SDN 及其安全问题、

路由安全、NIDS），网络攻击（DoS/DDoS、蠕虫和攻击图），

面向用户的安全问题（DNS 安全、匿名通信、内容 (censorship)

监测与逃逸），分析与推导（潜通道、网络取证、攻击经济学），

新技术（下一代网络、无线网络）。这个课程内容的组织是比

较有特色的，基本都是围绕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问题（除了最

后一部分）。

国内外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科课程设置情况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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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学校均是在网络空间安

全领域研究方面处于国际前沿且具有

较大影响力，有些任课教师更是本领

域的国际知名学者。这些学校所开设

的网络安全课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将课程内容基本集中在网络安全领

域内（除少量密码学的基本概念外）。

由于这些课程都没有指定的教材，因

此在教学内容上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和

侧重点。美国一些其他采用了指定教

科书的高校（例如西北大学、伦斯勒

理工等），所开设的网络安全课程则

在内容上比较一致，信息安全、网络

安全（网络攻防）和系统安全（鉴别

与授权）均有涉及，且信息安全（密

码学）方面的内容更多一些。

国内本科教学的模式比较固化，

不允许出现没有指定教科书的情形，

因此网络安全课程的教学内容整体上

反映在教科书的内容上。据不完全

统计，从 2000 年到现在，国内出版

的各类网络安全教材超过 20 种，不

少经历了二版或三版的改进，其中

2004 年和 2011 年出版改版）的教材

相对较多 [1]-[20]。纵观这些教材，

一些公共的内容包括数据加密技术、

网络攻击技术、防火墙技术、网络入

侵检测技术、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等。

有些从应用的角度介绍安全机制和服

务，例如电子邮件安全、网站安全、

数据库安全等 [3][6][10][17]。[2] 和 [9]

则花费较大篇幅介绍风险管理。由于

教科书的内容通常相对滞后，相信课

堂教学的内容会更新颖一些。但总体

看来，这些网络安全教材对于网络基

础设施安全（例如路由安全、云安全）、

恶意代码分析、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内

容偏少偏弱。

现有的网络安全课程基本上是针

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信息安全

专业的学生，相关课程内容或者比较

为宽泛，或者对实践性的内容更为强

调，例如专门针对网络攻防技术开课。

斯坦福大学
为本科生开设的网络安全课程

所覆盖的内容包括：网络安全的基

本概念（安全漏洞，安全系统的设

计原则），Web 安全（含密码学的

基本概念和用户认证的基本内容），

网络安全（TCP、DNS 和路由的安全，

防火墙、IDS 和 VPN 等网络防御工

具，服务失效攻击，系统安全改善

工具等），移动平台安全（移动平

台安全模型，移动威胁与恶意代码）。

这个课程的设置主要围绕网络安全领域的内容展开，强调了移动平台的安全性内容，

基本不涉及信息安全和系统安全的内容。

密歇根大学
为本科生开设的网络安全课程所覆盖的内容

包括：基本概念（安全思维，密码学和数据完整

性保护的基本算法，密钥管理，TLS），软件安

全（漏洞、恶意代码、安全测试与工具、虚拟化、

沙盒和 OS 级防御），Web 安全（含黑产和应急

响应的内容），网络安全（TCP 和 DNS 安全，

防火墙、VPN 和 IDS，服务失效攻击与防御，无

线与移动设备安全，数据隐私、匿名与监测）。

这个课程内容的设置中，关于数据隐私部分的内

容具有特色。

佐治亚理工学院
为本科生开设的网络安全课程（教师是

著名的网络安全专家 Wenke Lee）所覆盖的

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攻击及其影响（DDoS、

恶意代码传播、黑产），渗透测试与安全

评估（包括社会工程方法），互联网协议

中的安全（TCP/IP 的漏洞、DNSSEC、BGP

安全），Web 安全，恶意代码分析，僵尸

网络检测（BotHunter 和 BotMiner 是他们的

成果），互联网范围的威胁分析（Z-Map，

域名和网络信誉），数字货币，大数据和安全（机器学习方法在安全分析中的应用），

云安全（知识产权保护，虚拟机安全），攻击容忍系统（秘密分享、拜占庭容错系统，

容侵系统）。这个课程内容设置的特点是比较追求对前沿发展的介绍，并与自身的科

研工作结合，内容基本集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对信息安全和系统安全的内容涉及较少。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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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学生而言，对课

程内容的深度和系统性应有更高的要求，

目前的课程内容不太符合培养要求。如果

将网络安全课程视为专业选修课，例如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其目的是作为满足

学生扩展知识面的要求，则较为宽泛的内

容设置是合理的，用一门课程涵盖所有所

需内容。但是对于网络空间安全学科而言，

网络安全是专业必修课，用这样一门课来

涵盖如此多的内容，则显得宽度有余而深

度不够，因此课程的内容设计和与其他相

关课程的关系需要重新考虑。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设置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将网络安全、数

据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等视为不

同的学科方向，这一点在相应的课程设

置上应当有所体现。以安全功能载体作

为分类对象是不合理的，例如按电子邮

件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安全、

Web 安全等来划分教学内容，会导致基

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介绍的重叠。因此，

数据加密方法、密钥管理、消息摘录函数、

数据完整性保护方法（例如数字签名）

等内容应当放在信息（数据）安全课程

中介绍，这类课程往往也称为密码学或

应用密码学课程，已经有较多高校开设，

且国内外均有教材出版。安全系统设计

原则，安全评估（包括等保）、可信计算、

系统的鉴别（认证）和授权（即访问控

制），云安全等内容宜安排在系统安全

课程中介绍。系统安全课程目前极少有

高校作为独立课程开设，因此需要重新

建设。网络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的

安全问题应当成为网络安全课程的主体，

包括接入安全问题，移动环境安全问题，

TCP/IP 协议的安全问题，路由安全问题，

网络攻击与入侵检测，防火墙与蜜罐，

DNS 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匿名与监测，

僵尸网络与黑产，网络安全管理与应急

响应等内容。恶意代码分析的内容可以

独立开课，或放在系统安全课程中介绍。

信息安全、系统安全和网络安全课程都

应该安排配套的实验课程和 / 或课程设计

等实践课，以分散安排原理性内容与实

践性内容的教学。从教学顺序看，由于

网络安全和系统安全均涉及密码学的一

些基本概念和方法，而系统安全课程需

要涉及网络攻击与防御的一些概念和方

法，这三门课程的教学顺序应当是信息

安全、网络安全、系统安全。有些安全

方面的基本概念对上述三门课程都是适

用的，例如安全的基本目标 CIA（机密性、

完整性和可用性），因此可以考虑在网

络空间安全专业本科大一上学期开设一

门新生研讨课，来介绍这个学科的起源

和相关的基本概念，以解决上述三门专

业课的共同基础问题。

作者在东南大学长期给研究生讲授网

络体系结构（一门计算机网络高级课程）

和网络安全课程，深切体会两者之间的密

切联系。没有对计算机网络概念和方法的

良好掌握，对于网络安全课程的学习是很

不利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网络安全课程

对计算机网络课程以及操作系统课程的细

节（包括实践）要求较高。网络攻击源于

对安全漏洞的利用，而安全漏洞的产生往

往是来自对某些细节的利用。不掌握这些

细节，则会给网络安全中的概念讲授或学

习带来困难。例如要理解 TCP 的隐形扫描

方法，需要了解 TCP 端口的响应规程和

TCP 序列号的变化规程。但是在计算机网

络课程中，对 TCP 的介绍重点通常是滑

动窗口机制，然后是拥塞控制机制。这个

例子表明对于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教学而

言，这些相关课程（包括操作系统课程）

之间应当有意识地加强概念之间的联系，

而不是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照搬过来。顺

便提到，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快，

因此教材建设是相对滞后的。目前很多高

校的计算机网络课程内容与现行教材之间

已经有了较大差别，这也给网络安全课程

的教材建设提供了参考，在缩短教材的更

新周期的同时，要降低对单一教材的依赖

性。进一步地，网络安全和计算机网络领

域的实践经验对于网络安全课程教学效果

有重要影响，对于网络安全课程教材的编

写则更为重要。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均衡，

需要时间的积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是一个发展

迅速的学科，课程内容的更新相对于一些

传统学科领域节奏要快很多，三十年前我

的一位导师曾经对我说，选择这个学科是

“不幸的”。今天看来，网络空间安全则

是一个更为“不幸”的学科。因此早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者开始开设网络安全

这门课时，就确定了以介绍概念和框架为

主的基本思路，避免对技术的罗列和细节

展开。对教科书的编撰也应遵循这个原则，

避免写成技术手册或百科全书。考虑到本

科生与研究生之间接受能力和专业基础的

差别，细节介绍的尺度把握需要更多的实

践体验。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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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工作现状分析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将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并接手工信部管理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

安全管理中心。这意味着该委员会将加强

安全保障职能。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

（也称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

中心），其核心业务是为全社会提供网络

安全预警防范和数据支撑，大到守护银行、

电力等网络系统，小到帮助老百姓识别“钓

鱼网站”等等。

在国家战略的层面，网络安全受到更

加强烈的重视，进一步升级成为一项独立

的、顶层的、全局的和统一的工作。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安全运行

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如实行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制度、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

留存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制定网络安

全事件应急预案等。

目前，宏观上我国在网络安全顶层设

计、机构设置、人才建设、技术创新、产

业发展、宣传教育等方面不断加大力度，

但从企业组织具体网络安全实践的微观角

度来看，还存在种种问题：

1. 安全防线各自为战

为了不断应对新的安全挑战，企业和

组织部署了防火墙、UTM（统一威胁管理）、

入侵检测和防护系统、漏洞扫描系统、防

病毒系统、终端管理系统等，构建起了网

络安全防线。这些系统看似安全实则存在

较大隐患：这些安全设备独立运行，各自

的目标是抵御来自某个方面的安全威胁，

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和协同，容易形成所谓

的“安全防御孤岛”。

而安全管理人员面对来自不同安全设

备的海量且彼此割裂的安全信息，工作效

率低下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以估计全局的

安全态势、难以发现真正的安全问题。

2. 安全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欠佳

从国内大量的网络安全实践来看，安

全管理人员群体总体上不太专业，许多人

甚至是网络管理人员兼任，缺乏足够的安

全专业知识和技术。有些网络安全从业人

员甚至认为网络安全就是部署网络安全设

备，最多维护一下设备策略，即可以高枕

无忧。日常的系统维护、策略更新、数据

分析、态势跟踪等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旦出现安全事件，最先想到的是断网，

然后等待补丁升级。可见，人的因素是安

全问题的最薄弱的环节。

3. 缺乏独立的安全机构设置

目前大多数信息化项目，一般都会考

虑网络安全问题，会单独采购安全设备、

服务和培训，但常常是作为网管工程的补

充，属于附加、从属地位，使得“安全第

一”经常流于形式。

长期以来，我们对网络安全“做”的

远远没有达到“说”的程度。从机构设置

来看，多数机构组织都有专业的信息化部

门，比如网络中心或信息中心等等，但很

少有专门的网络安全部门。做得稍好一些

的，在网络中心设置了计算机安全响应小

组 CERT，多数情况下是 NOC 代行网络安

全管理的职责。

无论是 CERT 还是兼职 NOC，都是附

属的机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管理机

构，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其功能和作用

得不到有效发挥，其发展也受到很多限制。

从道理上讲，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

都跟第三个问题有关。可以说，第三个问

题是瓶颈问题。

SOC的必要性与意义

设 置 专 门 的 安 全 运 行 中 心 SOC

（Security Operating Center）是解决微观上

安全管理问题的有效手段。

SOC 是整合安全设施、统一安全策略、

集中数据分析的专门和专业的安全管理机

网络安全是一件专门和专业的事

设置专门的安全运行中心十分必要

电子科技大学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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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组织的网络安全进行综合的管理和

运营。

一般来说，SOC 由四个部分组成： 

1. 综合安全管理

负责内控管理，包括资产安全管理、

系统补丁管理、异常流量管理、完整性检

查等。 

2. 安全事件管理

负责安全事件信息收集、异常行为

发现与跟踪、安全事件追溯与响应等。 

3. 资产风险管理

负责信息资产漏洞信息收集与分析、

漏洞级别度量、风险评估与响应。

4. 运维管理

负责日常运维工作的服务保障，包

括各种时钟同步、系统管理、资产配置库、

资产工作状态和拓扑信息、安全知识管理、

安全考核管理、流程管理实现等。

与 NOC 相比，SOC 专门和专业地负

责网络安全，而 NOC 关注的是网络的通

达性和性能。可见，SOC 是独立于其他网

络管理职能的机制。

SOC 不是单纯的产品，而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产品 + 服务 + 运维），是技术、

流程和人的有机结合，其关键优势在于通

过持续不断的监测分析数据活动，改善安

全事件的检测和响应。而广义的 SOC 则

不仅针对安全设备进行管理，还要针对所

有 IT 资源，甚至是业务系统进行集中的

安全管理，包括对 IT 资源的运行监控、

事件采集分析、风险管理与运维等内容，

即面向业务的 SOC。

随着安全的需求日益迫切，越来越

多的企业和组织将会选择部署 SOC。

美国提出的可管理的安全服务 MSS，

已形成很大的市场规模。有电信运营背景、

专业安全厂商背景及其他背景的 MSSP ( 管

理安全服务提供商 )，这些 MSSP 在全球

范围内建立了多处 SOC，比如 IBM 有 7 个

SOC 和 6 个安全中心、Symantec 有 4 个 SOC

和 8 个安全研究中心。Garner 预测 2018 年

的安全外包服务将达 185 亿美元，成为仅

次于咨询的第二大安全支出子行业。

我国除了电信、民航、金融等高度信

息化的单位引入了 SOC 外，大部分企业

和组织仅有 NOC 这样的机构。

SOC 作为安全领域的全新防御体系，

超越了目前普遍应用的安全产品的局限

性，将网络安全防御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SOC 并不只是一种系统机构和产品创

新，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网络安全新机制，

是各种安全解决方案的有机协调，为企业

组织安全资源整合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

一些建议

网络安全是一件专门和专业的事情

网络安全已经被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名录，涉及到网

络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

实性和可控性的相关技术和理论都是网络

安全的研究领域，它是一门涉及计算机、

通信、数学、管理等的众多领域的综合性

学科，从学科规划可以看出网络安全是一

门专门和专业的学问，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当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蓬勃发

展的今天，网络安全领域也要跟上新技术

革命的浪潮，在顶层设计、法律制度、人

才产业及自主核心技术等方面持续发展，

开创网络安全领域新局面。

国家层面，我们已经把网络安全当作

信息化中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之一加以重

视。在微观层面，我们同样要有这样的认

识高度，把网络安全当作一件专门和专业

的工作，高度重视。

加强 SOC建设

SOC 是企业组织安全运营的独立的必

须部门，具备直接向企业组织首席信息官

CIO 的报告的职责和权利。若实际中没有

设置该部门，该工作仍然需要其他部门代

行，其效果往往是安全风险无法有效控制、

安全管理无法有效实施。

由于 SOC 的专业性，其人员配备将

更加合理，专业荣誉感更强，职业发展路

径更清晰。制约安全管理水平的人员素质

问题将得到有效改善。

由于 SOC 的专业性，将具有对安全

资产的集中管理能力、对安全机构的顶层

设计能力、对安全策略的统一协调能力、

对安全事件的闭环响应能力。“安全防御

孤岛”问题也将大大改善。

网络安全服务外包

在业界用户建设 SOC 安全运营中心

一般有三种方法：1. 自建。组织根据自身

业务、安全策略、风险控制政策等要求自

行设计和研发 SOC 框架，组建专门的安

全管理团队并自行承担 SOC 运维（适用

于安全技术及管理能力强的专业组织）；

2. 外包。通过部分自建或租用 MSSP 的

SOC 基础设施，外购集成安全服务，交由

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进行运维；3. 共建。

借助专业安全公司搭建自己的 SOC 平台，

根据组织业务、自身技术能力、管理水平

等实际进行 SOC 运维，具备条件和能力

的可自行承担运维服务，有组织自身无法

承担如业务要求提供 24×7 不间断安全监

控、为用户提供呼叫中心服务、安全漏洞

扫描、渗透测试等，可选择将此部分安全

服务通过外包方式进行。

一般来说，安全运行中心 SOC 的建

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使 SOC 的各

项功能尽快完善并使其作为网络安全工作

的集中体现融合到业务中，是有挑战性的

任务。对大多组织而言，建立自建 SOC

并且自己配备所需的安全员工，成本较高。

对于不能自建的、或者缺乏专业网络安全

人员或预算不足以支撑起 SOC 运营所需

的庞大的员工、房产、培训和购买必要工

具的支出，可以采取外包运营的方式。况

且 SOC 建设完成后还要投入日常运行监

控中，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外包

是很好的选择。

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对于许多教育机

构，尤其是中小学和缺乏资源支持的普通

大中专学校，将安全运营服务外包出去，

交由专业团队日常运维监控是客观上可能

且符合实际的一个好的选择。 （责编：

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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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及未来的网络安全

当前，网络安全威胁错综复杂。网络

犯罪分子攻击手段日益翻新、愈加狡猾，

利用相对简单的 IT 工具和云服务对互联

网造成了空前的混乱。就全球范围内发生

的安全事件来看，数据泄露、漏洞攻击、

勒索病毒等事件发生频发，造成的损失愈

加严重。过去八年里，数据泄露导致了全

球 71 亿人的身份信息遭到暴露；电子邮

件恶意软件的比例显著上升，2016 年已

达到 1/131；勒索软件检测数量在 2016 年

增长 36%，平均赎金从 2015 年的 294 美

元升至 2016 年的 1077 美元。2017 年 7 月，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CNCERT) 发布的互

联网安全威胁报告显示，境内感染网络病

毒的终端数为近 182 万个，木马或僵尸网

络控制服务器 IP 总数为 8,627 个，境内被

篡改。

总体来说，未来五年的网络安全威胁

趋势将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新变化：

1. 从技术发展来讲，安全威胁势必与

人工智能结合。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网络安全威胁行为将深入结合机器学习、

类人行为、分布式合作等人工智能技术对

人类生产生活产生攻击与威胁，其威胁范

围将更加广泛、技术变种将更智能发展。

2. 从威胁对象来讲，网络基础设施与

金融系统可能成为重点。从这几年来看，

无论是木马、病毒搜集个人身份信息的威

胁行为，还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数据平

台的个人隐私泄漏，黑客的主要目标都是

直接的黑产利益。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

未来网络基础设施与金融系统恐成重点攻

五大策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击对象。

3. 从网络终端来讲，面向智能家居、

移动智能终端的威胁概率会提高。当前基

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设备的安全防护能力

不足，漏洞修复服务与实时性欠缺，很容

易成为攻击者的目标，基于物联网设备发

动的类似 DDoS 攻击规模恐将扩大。而手

机等移动智能终端防护水平尚停留在传统

模式，且广大智能终端用户的安全意识缺

乏，使得攻击者有机可乘。

高校的网络安全特点

尽管如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

摸清传统安全威胁与当前安全威胁趋势的

基础上，只要做好了根本性的防护措施，

就可以大大降低安全威胁的风险值。高校

网络作为网络空间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

点是用户集中、流量较大、用网行为具有

一定的规律性。作为高校的科研工作者，

对高校信息化环境下的网络安全工作提出

几点建议。

第一，在意识层面，加强网络安全

法教育。最近几年，各类互联网应用尤其

是移动互联网应用已深入到广大师生的工

作、学习与生活。加强面向师生的网络安

全法律法规教育、防护技能教育、实用工

具教育、法治案例宣传、知识竞赛等，对

提高高校网络安全使用、传播、获取以及

个人隐私保护，将起到重要作用。只有加

强意识教育，才能从根上起到网络安全整

体防范效应。

第二，在边界防护安全方面，加强

主干风险控制。高校网络边界接入威胁

主要包括路由破坏、未授权访问、信息

窃听、拒绝服务攻击、针对路由器和交

换机等边界网络设备的网络攻击、病毒

传播、蠕虫分发等行为。高校经常面对

海量的 SYN Flood、ACK Flooding、UDP 

Flood、ICMP Flood、(M)Stream Flood 等

攻击产生的大量垃圾数据包，大量占用

网络带宽，造成边界路由器和核心交换

机等网络设备的有效数据转发能力下降，

甚至核心路由和交换机因负荷过载而造

成转发延迟增大和数据包丢包率上升。

此类问题的重要解决方式，是加强边界

接入的风险控制，需要不断升级边界核

心防火墙的风险防控能力，为校园网络

安全生态提供基本保障。

第三，在校园信息系统安全方面，加

强集中安全防护体系部署。当前，各高校

大都已经历了十余年的信息化系统建设，

形成了若干信息系统，形成了若干信息孤

岛。由于更新维护不及时，各类信息孤岛

其软件架构、数据库、应用程序均遗留了

大量安全漏洞，给黑客攻击留下了多渠道

东北大学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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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空间。而分布式部署网络安全设备带

来成本高、成效低、维护质量差的场面。

当务之急，高校需加强信息系统集成工程，

在基础设施、数据访问、应用体系上进行

一体化改造，加强集中式的网络安全防护

体系，对校园信息化系统尤其是财务系统、

资产系统、学工系统、人事系统、科研系

统、教务系统进行集中分类防护，以确保

校园信息系统的访问安全。

第四，校园虚拟化云服务方面，加强

宿主机防控手段。校园虚拟化云服务为集

中式信息化建设提供了便利手段，虚拟化

技术本质上生成一个和真实系统行为一样

的虚拟机器，与真实操作系统一样，同样

存在软件漏洞与系统漏洞，宿主机的安全

问题同样需要得到重视。一直以来无论虚

拟化厂商或安全厂商都将安全的关注点放

在虚拟机系统和应用层面，而由于宿主机

系统本身也都是基于 Windows 或 Linux 系

统进行底层重建，因此宿主机不可避免地

会面对此类漏洞和风险问题，一旦宿主机

的安全防护被忽略，黑客可以直接攻破虚

拟机，从而造成虚拟机逃逸。所以，宿主

机的安全问题是虚拟化安全的根基。加强

宿主机安全防控手段的主要方式是在管理

体系上进行统一的标准化安全要求，在技

术体系上形成分布防控体系。

第五，在数据防护层面，加强隐私泄

密风险防控。当前，传统的防病毒软件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已知病毒、木马的威

胁，但各类 APT 攻击在网络渗透上具有

典型的持续性和隐蔽性，在渗透到数据中

心内部后会长期蛰伏并不断收集信息，对

校园数据安全形成了极大威胁。加强数据

泄漏风险防控的主要手段需要从云存储加

密体系、多数据平台访问控制体系、多威

胁场景的蜜罐防护体系进行多维考虑。

综上，在网络安全威胁行为不断变化、

升级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大力加强网络安

全宣传教育，并在技术上、策略上加强风

险防控。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东北大学）

文 / 王宇  易秀双  王兴伟

高校网络安全工作总体现状

近年来，在国家制定、发布、贯彻

和执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大背

景下，随着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保护等国家网络安全总体部署不

断推进，特别是在 2017 年 6 月 1 日正式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

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的有力保障和促

进下，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网络安全工作

进行了持续有效的指导、推进和监督，高

校网络安全工作取得较显著的进展，安全

意识显著提高，形势明显好转，机制基本

建立，防控能力也不断加强，较高质量完

成各重点时期网络安全保障工作，也积累

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和成果。

总体来看，高校目前的网络安全状

况如下：

1.2017 年 3 月至 8 月教育部在全行业

开展以“治乱、堵漏、补短、规范”为目

标的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该综合治理

行动方案从单位网站管理、安全漏洞处置、

加强等级保护、安全体制建设等多方面重

点推动高校网络安全工作，取得明显的工

作成效，建立起常态的漏洞发现、通报、

处置整改等制度和流程，使得高校网络安

全工作可以有序开展。

2. 高校比较普遍地建立了校级网络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网络安全工

作的组织协调，确定了学校网络安全工作

管理归口部门和技术支撑部门，逐步确立

了学校网络安全管理体制和流程。

3. 部分高校已经组建校级网络安全技

术支撑团队和事件应急响应团队，设置了

专职的网络安全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在

经费和人员方面对网络安全工作提供了较

高程度保障；也积极与学校信息化建设相

配合，在信息系统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实施

网络安全管控要求。

4. 在高教学会信息化分会网络信息

安全工作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等

组织的协助下，高校网络安全工作相关人

员得以组织在一起，开展网络安全管理制

度、技术知识等的分享、学习和提高，对

于提升高校网络安全整体技术水平有很大

帮助。

5. 部分有条件的高校与校内安全学科

团队、学生安全团队合作，一方面通过各

类网络安全竞赛提升师生网络安全技术实

践能力、提高网络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水平，

另一方面也通过学生团队参与学校网络安

全管理弥补专职技术人员缺口。

依旧面临严峻形势和诸多挑战

虽然高校网络安全综合水平有较显著

的提升，但是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而我国信

息技术和产品的自主水平和网络安全领域

的综合防护能力较低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

变，因此高校网络安全工作依旧面临严峻

形势和诸多挑战。

1. 教育行业内的网页篡改情况仍时有

发生，感染勒索病毒、窃取师生数据、入

侵主机挖矿、网站被挂广告暗链等网络黑

产相关的安全事件频发，整体网络安全态

打造高校网络安全治理格局

迈向深水区：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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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依旧紧张。

2. 高校信息资产情况复杂，信息资产

全生命周期管理还很不完善，机构多、系

统多、数据多，相当数量的高校仍存在安

全责任不落实、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修

复不及时等情况，网络安全事件在线监测

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也亟待提高。

3. 高校信息化建设普遍向智慧校园建

设过渡，IPv6、无线网、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移动互联、社交网络、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引入到高校信息化建设场景中后

对网络安全工作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4. 网络安全行业人员数量缺口严重，

高素质网安人才需求旺盛，造成高校招聘

网安技术人员困难，自主人才培养有待推

动，这些都对高校网络安全工作开展有制

约影响。

5. 高校各项事业开展离不开信息化建

设，而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关联紧密；如

何处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是高校网络安全工作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6.《网络安全法》关注的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和个人数据保护，在高校范围内都还

缺少有效的识别标准和保护制度，从法律

合规角度着眼也是亟待有实质性推进的。

7. 国家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

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

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成为重要工作；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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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对高校数据管

理提出新要求；2018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高校科

研项目相关数据的管理也摆上了日程。

高校信息化建设、数据管理与网络安

全工作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从学校层面

统筹推进信息技术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技术

支撑就变得越发急迫。

迈向“数据安全管控”和“治
理体系建设”深水区

高校各项事业开展已经离不开信息

化建设提供的 IT 支撑环境，而信息化建

设涉及师生个人、学校各项业务相关的

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交换、分享，

因此数据安全管控将会成为高校网络安

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高校

数据管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和学校信息化

建设水平正相关，数据安全管控也就离

不开信息化统筹推进和实施的支撑，也

离不开学校层面的数据统一集中存储和

交换，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同时，高校

网络安全工作从最初的网站整合、漏洞

处置和应急响应，逐步向学校整体的安

全治理体系阶段迈进，只有对学校网络

和信息基础设施实现依法依规有序治理，

处理好信息系统相关的各部门之间的责

任权利，才是符合事物健康发展的辩证

规律和逻辑。因此，高校网络安全工作

下阶段应该以“数据安全管控”和“治

理体系建设”为主要方向，迎难而上，

解决核心问题，全面提升网络安全综合

能力。

数据安全管控

1. 数据安全管理相关的教育行业管理

机制、流程和要求亟待出台，以明确高校

数据管理的主要内容、师生隐私数据定义、

数据分析授权机制等重要管控节点。

2. 数据安全工作应与信息化建设同步

推进，高校应加强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

在信息系统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保障数据

质量、安全可控和有序共享。

3. 高校应建立集中的校级数据管理平

台，采取必要的体系化的网络安全软硬件

保障措施，提供必要的数据备份和容灾保

护，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制度

和解决方案，并考虑数据审计相关的技术

部署，在保障数据安全可控的情况下促进

数据共享和有序利用。

4. 高校应针对科研数据建立满足国家

各项法律法规管理要求的制度流程和支撑

环境，信息化和网络安全的技术支撑部门

应积极主动与科研管理部门一道为学校科

研人员做好服务支撑。

5. 高校应建立专业的数据管理和技术

团队，网络安全团队应针对数据安全进行

技术储备，提供全方位的数据安全保障措

施建议。

治理体系建设

1. 高校网络安全应该纳入学校整体安

全大平台管理范畴，日常管理制度、措施

执行、绩效评价等都可以参照学校安全保

障体系，切实将网络安全工作作为学校安

全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高校有必要建立起完善的能适应网

络安全形势变化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明

确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原

则、总体框架、组织保障体系、管理保障

体系、技术保障体系等内容，对各类信息

资产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高校网络

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确保高校信息

化基础软硬件环境和应用信息系统安全、

稳定、有序运行。

3. 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单位，在网络安

全工作中是以一个整体来应对的，因此学

校层面在工作部署和绩效考核中要明确网

络安全工作中的信息系统主管部门、信息

化建设管理部门、信息系统使用部门和技

术部门之间的责任整体担当理念，特别是

在如何加强应用安全建设、如何处置信息

系统漏洞、如何处置网络安全事件上，要

尽可能避免信息沟通不畅、责任互相推诿

等影响学校整体安全能力的情况发生，主

管部门、管理部门、使用部门和技术部门

都应该主动担当，从自身专业能力角度为

学校整体安全水平提升尽职尽力。

高校网络安全工作，需要持之以恒；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技术自

主可控、安全治理体系等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的背景下，高校网络安全工作很有

必要建立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来有效应对。

高校网络安全工作一直在路上，在国家

网络空间治理的方针指引下，在教育主

管部门的悉心指导和监督下，高校网络

安全工作一定会摆脱被动局面，取得更

显著的成效。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东北大学）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2018.5 中国教育网络 59

文 / 梁艺军 

 

教育的信息化是教育从观念、思想、

理论到手段、方法、模式等的根本性变

革，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发展

趋势。数字化建设是当前高校建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高校面向教学、科研和管

理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手段，但是

随着蓬勃发展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开展，校

内各自为政的问题突出，无法强制统一。

为了解决此问题，大多数高校试图从统一

认证、统一门户和统一数据库方面解决。

事实表明，这些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无法

从根本上规避，只能通过统筹全校项目管

理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目前有一些高

校已经开始实施，下面就中国人民大学的

信息化建设统筹管理实践做一交流。

统筹建设管理的目的

数字校园统筹建设管理的目的就是

通过实施项目建设的规范化和数据的标准

化，提高建设满意度和经费利用效率。

建设的规范化首先为项目立项的要求

统一，立项审批客观，不仅仅依赖本部门

的需求，而是在全校范围内整体考量项目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保证学校发展的重点。

其次是项目执行流程规范化，全校步调一

致。另外项目的经费也可以从全局考虑，

避免重复建设。

数据的标准化只能在统一管理上实

现，首先包括人力资源、教学课件、应用

数据库、图书资料、题库等数据资源按标

准存贮，才有相应的无穷无尽的利用、共

享和处理手段和方法。其次数据接口的标

准化为应用发展提供基础，极大地提高管

理效率，产生新的教学、科研的资源形式，

促进学校资源的知识化共享，数据资源的

积累和利用成为学校最大的财富。另外，

强制推行的数据标准也大大减轻了应用研

发和部署的难度和工作量。

管理的原则

遵循“统筹规划、分工协作、职责分

明、注重体验、突出重点、数据共享”的

原则，以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为核心理念，以应用驱动、机制创新为

基本方针，重点聚焦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

需求，探索新型教育教学模式与教育服务

供给方式，形成与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教

育信息化体系。

项目的规划制定是个系统工程，各种

项目哪些上、如何上需要全盘考虑并经历

一个酝酿、启动、发展的过程。规划包括

纵向和横向的综合考虑，纵向是从时间上、

发展上的考虑，横向是全校内部各个部门

以及同其他校外机构的协调运做关系和经

费的考虑。

所有项目的具体执行不可能一家独

揽，应由需求部门主导，各部门分工协作、

职责分明地共同完成。

管理的流程

学校指定部门主导全校信息化建设项

目，由信息技术中心（以下以信息技术中

心为主导说明，简称“中心”）实现所有

信息化建设项目立项、审批、验收和评价

的全过程管理，项目执行除外（如图1所示）。

1. 立项与审核

整个立项流程由中心主导，立项包括：

项目征集要求、各部门申报各自项目、专

家审核和校领导审核。

首先由中心根据学校下发的要求，

整理立项规划和支持范围，每个支持范围

可由若干个项目组成，项目实施年限不超

过财政部预算评审周期，一般为 1 年。中

心向校内各部门发布项目需求征集申报通

知，各部门根据支持范围提出下一年度项

目需求报送中心，主要是“项目预算申报

书”和“信息化建设项目预算总表” （含

预算安排），报送内容应包括：项目支出

立项依据、采购内容、达成目标等。

中心组织教育信息化专家组对项目需求

建议进行综合评议，对各个项目的必要性、

高校信息化建设统筹管理的思路与实践

立项

项目征集要求

各部门申报各自项目

统一审核，形成初步意见，修改完善

财务部门

中心给出学
校项目规划
和支持范围

包括专家

组评审

形成《项
目计划任
务书》

建设单位

校领导审核，确定实施项目

设备管理 发展规划

项目启动

项目实施和验收

评价与责任

图 1  学校指定部门主导全校信息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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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和建设经费的合理性进行认真审核。

专家组应由多个高校专家组成，在审核时，

依据各个学校的经验教训，包容并蓄，为每

个项目给出或同意或建议并最终形成“信息

化建设项目意见表”。多校专家的审议很重

要，从中得到的经验是无价的。

中心据此修调各建设单位修改，最终形

成下一年度项目支持建议，后报学校领导小

组审定。学校同意的项目即为下一年度实施

项目，交由财务部门、设备管理和发展规划

部门配合执行，其中财务部门负责经费的拨

付，设备管理部门负责招投标管理。

重写协调建设单位依据前期申报的

“项目预算申报书”和“信息化建设项目

预算总表”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报

备学校相关部门，财务部门据此统筹安排

与建设单位的资金预算。项目计划任务书

将作为项目实施和结题验收的主要依据，

至此，项目正式启动。

2. 实施与验收

项目一旦经费到位，中心即可移交建

设单位，项目的实施和验收都由建设单位

主导实施，基于《项目计划任务书》进行

有序推进，一般中心主要辅助数据和接口

的标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1）数据交换与共享：对于学校基础

数据库已有数据，信息系统原则上必须通

过统一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从学校基础数

据库获得，不应该直接通过系统采集；信

息系统所产生的基础数据也应通过统一数

据交换与共享平台推送至学校基础数据库。

此项工作由建设单位主导，中心提供标准。

（2）系统对接与集成：面向师生服

务的信息系统，原则上必须与学校统一身

份认证系统进行认证集成；与信息门户进

行数据集成、信息集成和单点登录集成（含

移动应用）；信息系统所涉及面向师生服

务的业务流程须将该部分流程放置在统一

平台上，并与该平台集成。

招投标和财务报销处理不归中心负

责。特殊情况，建设单位因故终止项目时，

应及时总结项目执行情况，清理账目与资

产，编制资金决算及资产清单，形成项目

终止报告，说明终止原因，当前财务审查

严格，中心应备案备查。

执行的项目期满或终止执行应进行结

题验收。由于客观原因需要延期结题的项

目，建设单位应在项目规定完成日期内向

学校延期结题的申请，同时报备案，延期

时间不应超过 1 年。

完成的项目首先就要进行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定级备案和测评，并按要求完成整

改加固，并测评；后进行验收，验收期间，

由中心辅助。

3. 评价与责任

由于是全校的项目，参差不齐，为了

提高责任意识，避免浪费和随意性，有必

要实行绩效评价制度，中心负责组织对项

目建设进行考核评价，报学校信息化领导

小组审核，将最终结果纳入建设单位的年

度绩效考核，并作为后续信息化建设经费

审批的主要依据。

绩效评价以《项目计划任务书》和计

划效果为依据，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对项

目执行、资金管理、取得的成效等进行评

估评价。评估结果将作为今后项目申报资

格、预算安排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

风险及其规避

数字校园建设的内容及其庞杂，不但

要统一管理规划，更要发现和规避风险。

根据在制定规划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和其后在具体建设中的执行情况，我们总

结出包括：财务管理、经费不实、职责不

清、实施管理不健全等的几个方面风险需

要规避。

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的前头部门应为财务处，其

他部门包括中心和建设单位都在其指导下

进行财务相关活动，报销和付款以建设单

位和财务处直接交流为主，杜绝中心参与

过深，财务处也应直接将款项拨付建设单

位。在实际工作中，财务的报账往往要中

心参与，而中心的财会业务不熟，这样不

但效率低下，还存在隐患。

2. 经费不实

项目建设经费有夸大的倾向，其一是

担心被核减，其二是申报流程时间长，设

备价格变化大。经费不实导致国有资产损

失。解决办法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并且

在审核时建设单位需提供至少三个供应商

的报价比较。

3. 实施的职责

项目实施的主导责任不清楚，有的建

设单位认为中心为主导建设单位，事实上，

中心只是技术支撑单位，在实现层面，而

最终成败还要看是否满足业务的需求，在

这里，建设单位在提出项目需求时就已经

主导了项目的成败。因此，项目的实施应

以建设单位为主导，招投标亦以建设单位

与招标管理部门互动完成。中心只能为辅，

否则项目容易失败。

4. 项目管理制度

根据本校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不是将

原有的各个分散系统进行简单集成，而是

用现代先进的、成熟的信息技术，结合科

学的管理理念，用整体化、层次化的方法

进行逐次集中，集中从规范开始，管理规范

是龙头，技术规范是手段。制度到位，做到

有据可依，才能各司其职。项目管理涉及到

全校的联动合信息化建设的经费的使用，管

理制度应明确职责，涉及项目执行的各个环

节。比如学校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化

项目管理办法》、《项目立项安全管理制度》、

《招投标管理办法》等制度。

学校活动的信息化统筹管理的意义在

于对学校的人事、财务、办公、教务、资

产等信息进行全面高效的管理控制，不仅

可以大大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而且

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行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化项目统筹管理的顺利

实施，促进了学校信息化建设持续健康协

调发展，提高了服务质量和经费利用效率。

我们正在建立健全学校的信息化治理体系，

为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立项、审批、执行和

验收提供科学、严谨的管理办法，从而实

现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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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校区集团化办学下的信息化统筹规划

文 / 毛庆华   吴建国   聂忠星

统筹推进多校区集团化办学格局下的校院信息化建设和管

理工作，结合校院“十三五”的整体规划工作，根据《国家信息

化发展战略纲要》，依据校院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通过规划大

纲、实际调研、规划报告和专家评审等程序，按照问题导向和需

求导向的原则，规划信息化架构，确定主要任务和战略步骤，有

针对性地提出信息化统筹规划的基本内容。

多校区信息化设施设备的基本情况

目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包括一个总校院和五所分校院，分布

在本城市三区六个地域；其他高校和党校行政学院也有类似多校

区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统筹推进多校区集团化办学格局，要

统一办学计划、办学组织、办学质量评估等要素，规范校院管理

服务工作，迫切需要运用现代化的理念和先进技术，科学规范高

效的提升校院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在“十二五”期间，按照“深化拓展信息化应用，建设技术

领先、应用广泛的信息技术保障和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校院

的多个校区扎实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为校院教学、科研、咨询

和管理服务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和优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日

益完善，业务系统应用初见成效，基于校园内网的办公系统基本

建成，基于校园外网的应用系统广泛渗透，通过移动终端，提供

收入查询、教学评议、图书检索、后勤管理等服务；数字图书馆

集成多种国内外数字资源，逐步实现移动应用服务，逐步形成保

障、完善、促进信息化应用和发展的制度体系，信息化运维保障

能力、应用和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当然，也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特别从新形势、新时代教

育培训规模大、质量要求高、信息化发展迅猛和业务需求不断增

长等方面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多校区分布的信息化基础建设不够均衡，需要加强统筹

规划和整合；二是多校区业务联系渠道不够顺畅，需要加强互联

互通；三是有关应用系统建设不够规范，需要推进信息共享。

根据新形势下教育培训需要以及电子政务云推进态势，需要

从全局角度，进行业务及信息化的顶层设计，策划科学、合理、

高效的应用策略，对网络部署、系统建设、数据采集及利用等方

面统筹推进，形成集团化、规模化的发展合力。

发展目标

对接“智慧城市”建设要求，以信息化助推发展和“互联网 +”

思维引领“智慧校园”建设，以实现校院管理服务智能化、精细

化、人性化为根本，全面优化改善信息化基础环境，提高教学、

科研、咨询、管理服务等应用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水平，促进 

“智慧培训”目标的实现。

基本原则

“十三五”期间，多校区集团化办学格局下的信息化建设遵

循以下原则有序推进：

1. 统筹规划、特色发展。按照多校区统筹建设总体要求，统

筹校院信息化共性建设需求，制定统一的信息化框架体系，通过

分工协作，共同推进。 

2. 规范标准、协同联动。要遵循相关制度规范，信息系统须

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业务流程联动、服务

渠道整合、应用系统融合。

3. 需求导向、确保成效。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原则；

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并落实应用推进和运行保障措施。

4. 面向发展、创新驱动。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积极引

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努力发挥信息化对校院

工作的支撑保障和引领作用。

5. 加强管理、保障安全。加强全过程科学管控，把系统安全、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管理落实到位，实施安全应用培训，完善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总体目标

围绕校院发展目标，着力梯度推进，从底层基础设施完善补

缺，中间平台互联互通，顶端集成融合应用推进；围绕智慧培训、

智慧管理、智慧文化，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到 2020 年，初步建

成以“三通三化”为特征的“智慧培训”格局，将校院打造成智

慧城市的信息化展示窗口和教育培训领域先进技术的展示窗口。

1.“三通”，即通过多校区信息化统筹规划和建设，校区之

间在信息网络、业务应用、数据资源三个层面互联互通。

2.“三化”，即借助信息化手段，基本实现校院“基础设施

现代化、管理服务智能化、数据资源共享化”。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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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十三五”期间，校院将按照“集约共享、适度超前”的工

作要求，努力构建广泛互联、智能感知的信息化基础环境，重点

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根据“智慧培训”需要，依

托信息化手段，按照新时代教育培训对于现代新型教学模式的要

求，积极创新和拓展面向广大用户的教育培训、能力培训等实训

教学手段的应用。

校院建设完善“教研咨综合平台”和“管理服务综合平台”

两个综合平台，努力实现高效便利服务，各校区自按照特色建设

“校务综合管理系统”及其子系统，主动对接主校院相关应用。

信息化总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基础设施集约化

采用虚拟化技术，统筹规划、集约建设校院基础设施，构建

统一的校园“云”基础平台，提高基础设施承载能级，为校院信

息化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基础运行环境。

1. 集约建设基础环境

在深化论证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和建设校院机房基础设施和

环境，逐步形成共享交换、云计算服务、资源服务、灾难备份等

综合服务能力。

2. 加强网络互联互通

贯彻校园信息管道集约化思想，推进网络接入多元化及带宽

扩容，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业务承载能力。

3. 推进无线网络覆盖

图 1  校院信息化总体框架

增加校院校园内教学场所和公共场所无线覆盖率，改善服务

质量，为移动服务和智能感知提供稳定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持。

4. 建设基础校园云平台

贯彻电子政务云建设要求，从实际出发，构建完善优化校园

云基础平台和统一的应用云服务体系。逐步对接利用本地电子政

务云资源，做到平稳过渡、安全对接、可靠利用。

管理服务一体化

按照“共性统筹、特色发展”思路，统筹规划两个综合平台（教

研咨综合平台，管理服务综合平台），实现校院一体化应用和一

体化数据挖掘，逐步实现教职员工基于统一认证和单点登录的高

效便利服务，有序整合移动等服务渠道，创新智能服务模式。

1. 完善教研咨综合平台，加强业务协同联动

校院统筹规划并持续推进教研咨综合管理平台完善，对教研

咨资源进行统筹管理，深化相关数据查询和汇总功能，各校区对

接教研咨综合管理平台功能，扩展并创新具有行业特色的教研咨

业务应用。

加强业务资源一体化利用。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建立统

一的教研咨资源目录，逐步规范有关业务数据公开和应用管理规

则，推动公共信息资源普遍共享、部门信息资源按需安全共享。

推进业务流程一体化贯通。加强校区间业务协同和信息共

享，通过对接或扩展各校区校务综合管理系统功能，实现信息化

向教学、研究、咨询业务深度渗透，提高业务管理智能化、精细

化、人性化水平。

对接“前后端”一体化联动。结合“现代新型教室”建设，

加强教研咨资源目录系统与教学督导管理应用、各实训室应用系

统等教学系统对接，实现教研咨管理与教学过程“前后端”一体

化联动，不断深化并创新“大数据”开发利用，为教研咨业务、

领导辅助决策、学员服务提供及时、有效、完整的信息服务。

2. 建设管理服务综合平台，提升高效精准服务水平

统筹规划“管理服务综合平台”建设，统一工作门户和整合

应用，努力实现管理服务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

建设一体化管理服务基础平台。建立统一的管理服务综合平

台框架，推进便利应用，逐步对接并整合各类协同业务平台的有

关应用和数据。

加强共性应用统筹建设并延伸。统筹共性需求，在统一管理

服务平台框架下，将共享应用延伸到各校区直接使用。并根据实

际情况，扩展特色应用和属地管理功能。

积极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管理服务领域

应用。积极应用移动手段推进基础设备设施配置、维护维修等日

常管理的网络化、智能化、便利化；构建生态、环保、低碳的精

细化后勤服务管理新体系 , 在校园文化环境、生态环境、和谐环

境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信息化在全要素教育培训体系中的作用，

从技术层面和数据管理层面支撑和支持绿色校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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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范化专项应用建设，探索特色应用创新

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有关校区按照自身管理与服务需要，

继续深化专项管理系统建设，探索并创新有各校区特色的应用模式。

建设图书馆 RFID 系统。建设基于 RFID 的图书管理系统，

推进校院图书通借通还、自助借阅，提高图书管理智能化水平和

利用效率。

推进多校区特色应用。各校区把握各自教育培训服务需求，

开展专题性、主题性信息资源服务，形成特色化的信息资源库和

有关专业模块的应用体系。

智慧培训规范化

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校院从“传统教室智能化改造”和“教

学信息化手段应用”两个方面，共同推进简约、实用、高效、多

能的现代化标准教室建设。

1. 实施传统教室智能化改造

继续加强教学支撑手段，逐步规范现代化教室的配置标准，

推进有关教室高清化、智能化改造，实现教室的多模式综合性应

用功能；加大师资、大纲、课件等教学资源分级管理、统一共享，

注重培训课堂互动的技术支撑。

2. 建设新型教学实训室及主题教室

加强模拟实训课统筹建设和共享利用，有序推进符合各校区

特点培训需要的实训课堂建设。

保障措施

进一步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保障，从多个层面形成合力，校院

积极稳妥推进统筹，各校区主动对接主校院应用并推进各自特色

应用，共同推进信息化应用发展。

完善组织架构

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优化多

校区信息化协调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校院信息化管理部门的管理

职能，逐步形成分管校院领导负责、领导小组决策、主管部门规

划推进、其他部门积极参与并共享建设成果的信息化工作机制。

加强队伍和制度建设

继续加强信息技术和管理队伍的建设，注重强化各校区依据

相应职能应承担的有关权责；重点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应用

的信息化人才队伍。面向领导干部、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加大

分类培训力度。

强化应用推进

强化校院统筹推进各校区主动配套的协作机制，逐步推动各

校区、各部门基于综合平台开发互联互通的业务系统，促进现有

应用系统快速迭代开发和集约发展。

建立统一标准规范

确立标准规范动态管理思想，结合各应用系统建设进程，逐

步形成对应的数据标准、接口标准、应用规范等标准规范。

推进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按照国家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从技术保障、管理

制度等多个方面加强安全保障，提高网络空间和基础环境的综合

安全防护能力。

加强资金保障

合理安排信息化建设和运维资金投入，按照国家有关政策，

适时适度采用服务外包、项目代建、购买服务等专业化、市场化

模式，不断提高信息化项目综合绩效。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信息化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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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西南地区节点第23届学术年会在四川成功举行

本刊讯  4 月 11 日，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西南地区

网络中心和电子科技大学主办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西南地区 2018（第 23 届）学术年会”在四川绵阳举行。来自西南地区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省市的近百所高校的信息化同仁以及相关

单位代表近 300 人参会。

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徐红兵、西南科技大学副校长杨世源、四川

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陈树高等嘉宾到会并致词。此次会议由电子

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CERNET 西南地区主节点负责人侯孟书主持。

会议中，北京邮电大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员会委员马严，赛

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佩林，前盛大投资副总裁、比特资本创始

合作人张瑶等三位专家就 IPv6 的战略地位与发展、网络信息安全、区

块链等新技术做了专题报告。

会上，围绕 CENRET 西南地区的建设，西南财经大学、贵州大学、

三峡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的相关代表围绕智慧校园建设、IPv6 与高校

信息化、从门户到数据运用等主题做了报告。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协办单位，为会议提供了全程会务保

障。此外，会议还得到了业界知名企业的支持，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在会上分享了最新的技术发

展趋势。

目前，CERNET 西南地区节点接入学校已达 210 余所，西南地区

学术年会至今已举办 23 届。



64 中国教育网络 2018.5

微信小程序开拓高校思政教育新阵地

文 / 连锲  李卫

历经七年的高速发展，微信俨然成

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国民级应用，月

活跃用户达 9.63 亿。微信业务范围涵盖

社交、支付、媒体、生活服务、企业服

务等。2017 年 1 月 9 日第一批小程序正

式上线。用户可以通过微信中搜索和扫

描线下二维码来启动小程序，体验到各

种各样的服务。

近些年传统的红色教育成效逐步减

弱。高校的红色教育应该顺应社会发展趋

势，积极地寻求改变。本文希望借助微信

的传播手段，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创新传播路径和表达方式来对这一主题进

行探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亲

和力和感染力。

高校红色教育的现状

高校红色教育的意义

红色教育是指教育主体利用古今中

外一切反映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的先进人

物、先进事迹、纪念物及其承载的精神，

对教育客体进行的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一直

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是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宣扬先进文化上具

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高校丰富的红色资

源进行整合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红色教育

中，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进行红色教育对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所帮助。大学

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

的关键时期。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社会

更加多元化，大学生易受到各种思潮的

影响。红色教育可以增进国家认同感和

爱国情操，领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

民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艰辛和今天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步入网络时代后，我

们更要发挥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作用。

其次，红色教育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的吸引力和效果。学生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第一印象总是上党课、观看红色影视、

听先进报道等，老师讲的索然无味，学生

也听得沉沉欲睡。毫无疑问，这种传统的

教育模式存在不少弊端。进入信息社会后，

媒体发展迅速、信息生产、传播和接受的

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高校要与

时俱进，将教育的内容用新颖、生动的方

式传递给大学生，通过视频、网络、新媒

体平台等校园媒体，运用影视创作等传媒

手段，加大对红色教育的广泛宣传。

高校红色教育面临的问题

1. 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对红色教育的关

注度，调动学习热情。虽然红色教育工作

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传统的教学方式只

停留在较浅层面，没有挖掘深层精神层面

的无形资产，制约了大学生对教育内容的

接受度。同时，当下快餐式信息消费，大

学生主要的信息渠道是网络和手机，呈现

的信息依然过载，让大学生应接不暇。他

们很少能主动地沉下心去了解和接受红色

教育。

2. 整合高校红色教育力量，形成传播

合力。高校红色教育的主体各自开展教育、

分散管理，相互间独立，没有形成合力。

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各高校本身蕴含的红色资源就很丰富。如

何整合各高校的红色资源，扩大影响维度，

把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红色教育

的方式传递给大学生，已成为新时期各高

校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3. 进一步拓展高校红色教育的渠道，

提升传播效果。目前高校进行红色教育

主要通过宣讲、传达最新精神和文件；

组织学生集中参观红色主题展览馆，观

看先进人物事迹片的形式进行红色文化

教育。但这些宣传只停留在较浅层面，

只是传统的宣传教育，缺乏对自身红色

资源进行挖掘发展，使大学生没有深刻

的实践体验。

高校开展红色教育的新思路

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有前所未有的挑

战，但也有重要的机遇。如果能有效利用

网络传播信息的交互性和便捷性的特点，

将会极大便利高校及时获知大学生的思想

及其规律性。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网络时

代的先进信息传播技术，将红色资源以多

媒体形式推出，必将提升大学生红色教育

的吸引力和魅力，进而提升红色教育的育

人效果。

利用微信小程序新媒体传播平台，整

合和挖掘高校自身红色资源，构建集红色

教育、活动管理、信息服务为一体的网络

教育平台，把传统的封闭型、静态式红色

文化产品拓展为适合当代大学生精神需求

的开放式、动态化教育新产品。将红色教

上海财经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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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内容以当下大学生所熟悉的形式，用他

们更可接受的方式，润物无声的融入学生

的人生观及价值观之中。

小程序系统设计思路及方案

系统的总体构思

针对传统红色教育方式对大学生的吸

引力日渐下降的情况，创新性的提出借助

微信传播渠道，依托其内嵌的小程序技术，

整合高校的红色资源，制作一个集文字、

图片、音视频并茂的红色资源学习平台，

大学生使用手机线上浏览线下参观联动，

参与红色资源学习、开辟网络时代下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

初期旨在以沪上代表性高校校史资源

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红色资源挖掘为基础，

以当代青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传播形式为

载体，开发制作系列宣传普及产品，以史

育人、以文化人。之后进一步推广到其他

高校使用。

系统模块

图 1 分别从系统管理员、高校信息发

布员、用户（主要是大学生）角色展开校

园里红色印记小程序的功能设计。不同角

色的用户具有各自的权限，下面将做详细

的说明。

1. 系统管理员模块：

系统管理员具备后台账号管理、导览

点管理、活动管理的权限。

账号管理：系统管理员可以增、删、

改、查各高校的信息发布员账号。字段信

息包括学校名称、账号名和密码。

导览点（高校红色资源）管理：系统

管理员可对信息发布员提交导览点进行审

核操作，给予通过 / 不通过处理。此外，

系统管理员还可对已通过审核的导览点进

行增、删、改、查操作，修改导览点的相

关信息。

活动管理：系统管理员可以对各高校

信息发布员发布活动（高校红色资源学习

活动）进行增、删、改、查操作，修改活

动的相关信息。

2. 各高校信息发布员模块：

信息发布员是各高校红色资源提交

者和相关红色资源学习活动发布者。具

备后台校区维护、导览点维护和活动发

布的权限。

校区维护：各高校信息发布员维护各

自高校红色资源所在校区信息。字段信息

包括：校区名称、地址、经 / 纬度。

导览点维护：信息发布员先录入本校

内红色资源导览点相关信息，提交经系统

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小程序前端“地图”

页进行显示。字段信息包括：导览点名称、

地址、经 / 纬度、导览点简介、导览点配

图（可一张或多张）。

活动发布：信息发布员可直接发布红

色资源学习活动。字段信息包括：活动主

题、主办方、开始和结束日期、活动涉及

高校范围、需现场签到导览点数量、活动

简介、活动封面。

3. 用户模块：

用户（主要大学生）具有活动参与、

导览点访问、我的记录的权限。

活动参与：在小程序“活动”界面内选

择参加的活动。活动状态有：进行中、成功、

失败。活动规则：参与者在限定的时间内，

在活动涉及高校内，实地参观红色资源，完

成现场签到设定阈值的导览点（距离导览点

物理距离 100 米内签到功能生效）。

导览点访问：用户进入导览点细览页

面，了解学校红色资源的详细信息，并可

以进行“想去”、“去过”、“签到”、

“导航前往”等操作。

我的记录：用户的使用档案，里面记

录用户“想去”、“去过”、“签到”、“活

动”的完成情况，并可查看具体信息。

应用效果评价

校 园 里 红 色

印 记 小 程 序 已

正 式 发 布， 用

户 可 通 过 扫 描

上 方 二 维 码 启

动 小 程 序。 目

前 该 小 程 序 已

在 上 海 高 校 进

行推广，复旦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上海高校红色资源已

陆续接入小程序中。今后还将扩展到其他

高校红色教育中使用。小程序制作红色教

育平台优势：红色教育属于低频应用，学

习的时候打开，学习完随手关掉，具有免

安装、用后无须卸载的特性。提供更多样

的内容展现方式，具备更丰富的界面。交

互方式比较流畅。缺点：小程序代码只能

1M 大小，导致无法开发大型的小程序。

红色印记小程序图片等多媒体信息需另外

放置加载。

从学生使用反馈来看，利用红色印记

的小程序构建红色教育网络平台使用较为

便捷，将线下红色资源导览与线上主题教

育相结合，整合了各高校优质的红色资源，

提高了红色教育的成效。

对于高校而言，红色教育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方式。有效地加强红色教育，

以快速发展的新媒体平台为载体，高校中

所蕴藏的丰富的红色资源挖掘为基础，以

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传播形式为

途径，线下导览、线上教育，主动引导大

学生参与、传递红色文化，从而全面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 （责编：杨

燕婷）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

校
园
里
的
红
色
印
记

系统管理员

账号管理 活动管理导览点管理

各高校信息管理员

校区维护 活动发布导览点维护

用户

活动参与 我的记录导览点访问

图 1 校园里红色印记小程序功能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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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钦   王振华   安杰

北京邮电大学校园网最初于 1994 年

建立，至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持续建设。

从三节点环状园区网到星型园区网，再到

2018 年初完成的三校区环状光纤网，校

园网已经从最初为科研、图书馆等少数部

门服务的小规模网络，发展成为全校师生

教学、科研、办公、生活服务的多业务承

载的多校区大规模宽带网络。

北京邮电大学沙河校区位于北京市昌

平区沙河高教园区东南部，总用地面积约

1348 亩，总建筑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整

体建成后将能够容纳 16000 名学生。基础

网络建设是北京邮电大学沙河校区智慧校

园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沙河校区一期网

络建设涉及教学实验综合楼、学生宿舍雁

北园、行政办公楼、学生食堂、教工食堂

和学生活动中心。沙河校区二期网络建设

涉及学生宿舍雁南园、图书馆和信息楼。

现状与问题

随着学校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校园

网早已成为校园里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

在西土城路校区的网络建设和运维管理工

作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挑战。

首先，用户接入需求从有线转变到无

线。桌面互联网时代，用户终端主要是台

式电脑，通过有线网络接入校园网；即使

笔记本电脑逐渐成为主流的工具，由于它

们同时配备了以太网接口和 Wi-Fi 模块，

有线网络仍然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移动互

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开始大量

出现，这些终端只能通过 Wi-Fi 或 3G/4G

接入网络，甚至越来越多的笔记本电脑开

始不配备以太网接口，只提供有线接入的

校园网已经无法满足用户需求。

其次，用户入网设备从终端扩展到网

关。桌面互联网时代，用户终端经过集线

器或二层交换机连接到校园网三层设备，

网络管理系统能够感知用户终端的链路状

态，便于故障排查和准入策略控制。随着

无线终端增多，用户开始安装带 NAT 功

能的无线路由器，不仅增加了网络故障点

和排查难度，还给准入控制带来了困难，

同时导致了无线频谱资源的干扰和浪费，

也让用户产生了额外的经济成本和时间开

销。另外，一些科研团队将专用设备及服

务器连到用户接入网络，超出了原先设计

的工作场景，造成了一系列网络异常事件。

再次，用户组网需求从简单演进到复

杂。传统的业务部门只有少量设施可接入

校园网，随着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开展，

诸如门禁、水控、一卡通消费、节能减排、

安防监控、桌面虚拟化等业务都要依赖网

络支撑。由于数据的敏感性，这些业务通

常需要单独组网，封闭运行，公共服务业

务还要求跨校区通信。同时，随着大数据

分析的需要，业务数据要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向校园网用户提供在线访问。面对这些

复杂的组网需求，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难

以灵活支持。

由于学校西土城路校区的校园网建设

已经持续二十多年，管理模式一时难以全

部改变，以上问题存在了很长时间。然而，

随着近几年无线网络建设的开展 , 逐渐发

现无线网络的使用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在新校区应用效果

更加明显：

1. 无线网络可以满足大量用户无线终

端统一接入的需求；

2. 无线网络可以避免用户私自安装三

全无线覆盖校园网新模式
北京邮电大学

图 1  北京邮电大学沙河校区规划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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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备，方便运营和故障排查；

3. 无线网络的接入交换机和控制器可

以用隧道的方式组建封闭专网。

设计思路

随着学校沙河新校区建设机遇的到

来，借助全新的网络设计方案，实现从根

本上跨越网络管理模式的障碍，避免重蹈

老校区所面临的困境。

沙河新校区校园网的设计原则是：无

线为主，全面覆盖，面向全体用户开放；

有线为辅，按需开通，仅接受部门用户申

请。

技术先进性和实用性

系统建设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保证

满足无线应用业务的同时，又要体现出

网络技术的先进性。把先进的理念与现

有的成熟技术和标准结合起来，充分考

虑到学校应用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在网络建成后的 3 至 5 年内，不会由于

业务量的增加导致对网络结构及主要设

备的重大调整。

高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络系统的稳定可靠是应用系统正常

运行的关键保证，无线系统应采用成熟的

瘦 AP 网络架构，采用室内放装的方式进

行全覆盖部署。无线设备要支持 802.11a/

b/g/n/ac 。无线设备使用的各项技术必须

与国际主流技术相一致。系统整体上具有

高可用性、易管理性、高安全性、可扩展

性以及支持高密度。

高性能

为了及时、迅速地处理网络上传送的

数据，网络设备必须具备高速处理能力，

提供高速数据链路，保证网络高吞吐能力，

满足各种应用对网络带宽的需求。

易于安装、操作和管理

良好的组织和管理对网络的正常运转

和高效使用有很大帮助，网络应该能够提

供方便、灵活、有力的工具，使得无论是

安装、操作还是使用都较为便捷。

可扩充性

随着用户应用规模的不断扩大，要

求网络可以方便地扩充容量，支持更多的

用户及应用；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网络必须能够平滑地过渡到新的技术和设

备，确保学校投入产生最大效能。

高度的安全性

无线产品必须具备高安全性。通过对

无线用户做灵活的认证、加密来确保网络

和用户的安全性，可对不同的用户做不同

的安全策略，并且可以对用户无线应用及

访问的资源做可视化管理。

IPv6

无线设备必须支持 IPv4/IPv6 双栈技

术，并且能够在纯 IPv6 网络环境中正常

工作。

无线网架构

1. 无线系统采用“AC+AP”瘦 AP 组

网模式，沙河校区的无线控制器与西土城

路校区的无线控制器采用集群模式组网，

通过一台 MASTER 控制器进行全网的统

一管理和配置，按照校区采用无线控制器

N+1 备份，如图 2 所示。

2. 沙河校区一期无线网采用 2 台无线

控制器（每台可管理 2048 个 AP），管理

在线运行的 1740 颗无线 AP，二期无线网

也采用 2 台无线控制器，管理在线运行的

1144 颗无线。总 AP 数量已经达到 2884 个。

3. 通过一套网管系统实现对全网所有

设备和终端的管理。无线网管提供了实时

监视、AP 远程配置、主动报警和历史数

据报告。它具有专用面板视图，能快速诊

断 RF 覆盖、可视化监控设备的运行状况

和网络服务健康状况。

4. 使用 ClearPass 统一实现多个校区

的无线用户策略管理，以及无感知认证。

能够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终端类型采用

不同的认证和安全控制。

认证和计费策略

1. 沙河校区广播了 5 个 SSID，并且

在不同区域有所区分，情况如下，如图 3

所示。

（1）办公和教学区：BUPT-mobile， 

BUPT-portal ， BUPT-guest，BUPT-iot，

eduroam

（2） 宿 舍 区： BUPT-mobile， 

BUPT-portal 

2. 五个 SSID 采用了不同的认证方式

和计费策略，其中 BUPT-mobile 和 BUPT-

portal 通过 ClearPass 做策略控制和终端数

量绑定限制，情况如下：图 2  无线网架构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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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PT-mobile：免费访问互联

网， 802.1x 认证，仅给智能终端使用（iOS, 

Android），笔记本和台式机不能接入使用

(Windows，macOS)。

（2）BUPT-portal：收费访问互联网，

通 过 ClearPass 做 准 入 认 证， 通 过 Web 

Portal 做准出认证，所有无线终端都可以

接入使用。

（3）BUPT-guest：限时免费访问互

联网，Web Portal 认证，通过访客的手机

号注册，所有无线终端都可以接入使用，

目前的策略是每个访客账号每月可免费使

用 8 小时。

（4）BUPT-iot：不能访问互联网，

仅用于物联网设备（如无线打印机、无线

摄像头、无线自助服务机等）与三校区内

校园网用户之间的通信，通过 MAC 地址

做认证，只有网络管理员允许的物联网设

备才能接入使用。

（5） Eduroam：免费访问互联网，

仅用于 Eduroam 联盟成员用户在三校区的

办公和教学区接入使用，通过 Eduroam 服

务进行无线漫游认

证，本校师生不能

接入使用。

隧道专网架构

由于校医院、一卡通、安防等业务需

要跨校区开展，并且希望与日常互联网流

量隔离，因此需要建设各类专用网络。沙

河校区采用隧道技术实现一张网络承载多

种业务，充分利用现有网络基础设施，快

速部署各类专网。采用隧道技术，主要考

虑到 3 个方面因素：

1. 完整建设多套覆盖全校的物理专网

成本较高；

2. 建设物理专网对于多个校区的维护

和扩展，难度较高；

3. 建设基于 MPLS 或 VLAN 的专网，

维护复杂，故障排查难。

隧道专网通过集中控制器与基于隧道

技术的无线接入交换机进行组网，如图 4

所示。隧道交换机支持按照不同端口分配

不同的专网（VLAN），能够在同一个物

理交换机上灵活扩展出多个不同的专网。

而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搬迁和重新

接入，不需要对隧道交换机做任何配置调

整，不需要修改任何现网设备的配置，即

插即用。同时，通过集中控制器还可以监

控所有设备工作状态。

AP部署方案

1. 教学区

教学区采用高密度 AP，AP 安装到教

室内，根据座位数量，按照每 50 个座位

对应一个 AP 进行规划。根据座位的布局

和安装条件，采用吸顶或壁挂安装方式，

AP 尽可能靠近覆盖区域，减少对周围区

域的频段干扰。

2. 办公区

办公区采用普通室内 AP，AP 安装到

房间内，基本原则按照每个房间对应 1 个

AP，根据房间面积可能安装 1 个或多个

AP，采用吸顶或壁挂安装方式。

3. 宿舍区

宿舍区采用普通室内 AP，AP 安装

到房间内，按照每间宿舍对应 1 个 AP，

采用吸顶或壁挂安装方式，AP 配有防护

盒，避免学生破坏或粉刷损坏 AP，如图

5 所示。

4. 食堂、体育馆、图书馆和会议中心

食堂、体育馆、图书馆和会议中心属

于高密度区，这些区域采用高密度 AP，

图 3  沙河校区无线 SSID 示意

图 4  隧道专网架构图

图 5  宿舍 AP 点位安装图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2018.5 中国教育网络 69

图 6  室外 AP 点位安装图

图 7  沙河校区网络出口流量年图（2017.2~2018.1）

图 8  沙河校区网络出口流量月图（2018.03.01~2018.03.28）

根据座位数量和可容纳人数，按照每 50

个座位（人）对应一个 AP 进行规划。采

用吸顶、壁挂或座位下隐藏安装，AP 尽

可能靠近覆盖区域，减少对周围区域的频

段干扰。

5. 室外

室外活动区域可以采用室外型 AP，

AP 固定在墙壁或灯杆上，采用 POE 供电，

如图 6 所示。重点覆盖室外固定的公共活

动区域，例如图书馆周边的长椅区。两

个室外 AP 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200 米。根

据活动区域内的人数，按照每个 AP 覆盖

80~100 人进行设计。

使用情况

一期无线网服务于二年级学生和教

职工，约 3200 多人，最大同时接入终端

总数超过 4400 个，其中移动终端数超过

3000 个。二期无线网服务于一年级新生，

约 3000 多人，最大同时接入终端总数超

过 4100 个，其中移动终端数超过 2800

个。除了移动终端，其余终端为笔记本

电脑、插 USB 无线网卡的台式电脑或物

联网设备。

截至 2018 年 1 月，北邮沙河校区一

期无线网络从 2015 年 9 月开始已经稳定

运行两年半，一期无线网单独运行期间，

入流量峰值超过 2Gbps，非假期时段的入

流量平均值大约 1Gbps。截至 2018 年 3

月，二期无线网络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已

经 稳 定 运 行 半

年。一期和二期

无线网络共同运

行期间，无线网

入流量峰值达到

7.6Gbps， 非 假

期时段的入流量

平均值大约 2Gbps。

二期无线网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启用，

图 7 可以看到一期无线网独立运行期间的

流量情况，以及与两期无线网共同运行时

的对比。图 8 可以看到 2018 年 3 月两期

无线网共同运行期间的每天流量情况。

全无线网络的接入方式满足了个人用

户在各种场景下的用网需求。在教学区，

师生可以在任意一间教室内将自己携带的

无线终端快速接入校园网，不必再寻找墙

壁网口，也不必再咨询教室管理员，并且

支持大量终端同时接入。在宿舍区，学生

在无线网络中访问校内外网络资源，除了

个别游戏和个别终端在高峰期略有延时以

外，各种 IPv4 和 IPv6 应用都可以正常工

作，同时运维人员排除网络故障的速度大

大提高。在办公区，免费为台式电脑配备

了 USB 无线网卡，教职工可以正常访问

校内办公系统和校外网络资源。

全无线网络的接入方式也为部门用

户提供了便利。无线打印机和无线摄像头

等自带无线接入能力的设备，经管理员配

置后可以快速接入网络，避免了耗费人力

物力的弱电改造工程，保持了新校区的崭

新面貌。针对没有无线接入能力但是基于

x86 架构研制的设备，可以通过添加 USB

无线网卡的方式改造为无线接入终端；针

对部门用户的网络打印机、网络摄像头、

一卡通数据网关等不存在无线能力或 USB

接口的纯有线设备，采取按需申请开通有

线网接口的方式接入；针对教学科研服务

器、公共教学机房主机等部门用户自建局

域网络接入校园网的场景，采取按需申请

开通光纤接口的方式接入。基本满足了部

门用户在各种场景下的用网需求。

展望未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信息化水平成为一个城市或地

区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北

京邮电大学的信息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我

们将依托学校的资源优势，积极学习外界

新技术新模式，勇于创新，为高校的信息

化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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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牟综磊   任彦龙

Eduroam概述

多 年 来， 通 过 实 施“211 工 程”、

“985 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国

家的高等教育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

涌现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

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党中央、国务院做

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内高校之间以及与国

际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日趋增加，随着相

互之间合作的不断深入，高校师生在国内

和国际流动更加频繁，访问学者和交换生

的数量不断增长，国内国外学术研讨会议

日渐频繁，对网络的需求也在迅速的增长。

当访问者来校进行访问学习时，学校需要

给其建立临时网络账号，这给学校的网络

管理带来很多的不便和运维成本。全球无

线漫游联盟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提出全球教育无线网漫游联盟（Education 

roaming），简称 Eduroam。

Eduroam 的实现，很好地解决了高校

教育机构之间跨区域学术交流，所有已加

入 Eduroam 联盟的机构，用户可以使用

原单位提供的网络账号，在全球范围内

连接已加入 Eduroam 机构的无线网络。

Eduroam 很好地满足了授权用户在成员教

育机构可以安全畅享无线网络，从而减轻

了访问高校网络的工作，提高了各项办事

效率。目前，欧美国家和日本几乎所有大

学都是 Eduroam 成员，我国的跨域无线漫

游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但是随着国内外

高校的交流增多，提供便利的网络接入、

加入 Eduroam 联盟将是大势所趋。

认证机制

Eduroam 是由欧洲研究与教育协会提

出的，一种应用了 802.1x 协议的专为研究

和教育机构开发的国际无线漫游接入认证

服务。Eduroam 认证机制是在全球范围内

为加入的机构建立了 Radius 代理服务器

的树形结构，该架构主要包括下面几部分：

顶级认证服务器（TLR）、联盟级的认证

服务器（FLRS）、校园级认证服务器、

级联认证服务器、身份管理系统。用户在

连接到访机构的无线网络时，身份认证信

息将从到访机构的认证服务器通过上述的

树形架构传送用户认证信息到所在机构的

认证服务器中进行身份的识别。具体认证

过程如图 1 所示。

1. 当来自机构 B 的用户在机构 A 连

接无线网时，发起 Eduroam 网络认证请求，

机构 B 用户的认证信息含有机构 B 的域

名通过无线 AP 发送到 Authenticator，启

动 802.1x 认证过程。

2. 交换机将请求信息发送到机构 A 认

证服务器，对认证信息进行判断，将认证

扁平网络环境下实现 Eduroam 的溯源审计
用户的使用体验是 Eduroam 得以发展壮大的基本前提，分层级、分等级的多维梯次的审计，能更有效

地控制访客的信息。

图 1  Eduroam 认证过程

北京建筑大学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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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转发到联盟级认证服务器以及顶级认

证服务器，对访问请求信息进行判断，如

果 @ 机构 B 域名属于联盟用户，转发到

机构 B 认证服务器。

3. 机构 B 认证服务器对请求进行认

证，认证完毕将认证信息通过 Radius 代

理服务器转发回机构 A 认证服务器。

4. 机构 A 将结果转发到 Authenticator。

Authenticator 对机构 B 用户授权无线网络。

使用特色

访问学者和访问学生日渐增加，国

际国内相互间交流非常频繁，学校交换生

数量逐年递增，校内师生国内外开会学习

时使用网络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部署

Eduroam 无线漫游认证可以很好的解决以

上问题，同时，我们学校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为更好地实现网络安全和审计，搭建

了扁平化网络架构。

扁平化网络架构设计

当前很多学校网络采用三层网络架

构，即接入—汇聚—核心。接入至汇聚为

二层链路，汇聚至核心为三层链路，为了

确保终端用户的安全接入以及网络的稳定

运行，往往在接入与汇聚设备上部署特别

多的完全策略，并且尽可能地简化核心的

配置，确保核心高速转发流量（包括正常

流量、异常攻击流量、非法接入的流量）。

同时，校园网采用上述粗放型的网络架构

设计，网络仍然存在无法实现差异化服务，

简单互通，无法针对不同群体用户实现

不同的服务；用户之间互相影响，网络

中的攻击泛滥；无序使用，访问过程没

有完整的记录、审计和基于用户的控制

等诸多问题。

结合上述问题，经过多方调研和探

讨，决定采用扁平化网络架构设计来解

决 传 统 校 园 网 的 问 题。 全 新 的 网 络 业

务 处 理 流 程 如 图 2 所 示， 可 以 很 好 地

定位和溯源网络用户，解决了安全审计

等问题。

对于学校未来的网络发展，我们为学

校引入了 IPoE 的接入方式。IPoE 是一种

新型的接入方式，后台 BAS 在给前端每

一个接入用户分配 IP 地址时，BAS 都将

配合后台的 Radius 进行相关 DHCP Option

信息认证，然后会在内部生成一个针对

此用户的逻辑通道 DSI（Dynamic Service 

Interface），并可以配合认证结果在此逻

辑 DSI 接口上下发相应的用户策略，从而

实现差异化的服务和精细化的管理。每个

用户的 DSI 通道完全独立和隔离，换个角

度而言这实际上是：“账号—IP 地址—

MAC 地址—DSI session ID”的绑定，任何

盗用 IP 甚至盗用账号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真正实现了 PUPSPV（Per User Per Service 

Per VLAN）。

SSID 使用隐藏式发布

Eduroam 的 SSID 是隐藏式的发布，

并没有对全校师生进行公开。只有涉外的

部门掌握 Eduroam 的使用方法，通知官

方访问团或交换生使用，访客信息可控。

Eduroam 只是针对于来校的访问学者和访

问学生以及到其他高校访问的我校师生使

用，并不需要面向全校师生，隐藏式发

布同时可以使网络更加的安全。因此， 

Eduroam 的 SSID 是隐藏式的发布。 

在 Eduroam审计上的思考

采用扁平化网络结构设计，学校实

现了“账号—IP 地址—MAC 地址—DSI 

session ID”的关联，通过接入端口的采集

信息，可以查询接入用户获得的 IP 地址、

终端 MAC、上线准确的时间、甚至从哪

个设备来、出口在哪里，这样利于接入定

位。其次，还可以通过计费系统进行数据

的采集信息，可以记录 IP、用户的账号及

上线的时间等。最后，通过出口日志采集

到的信息与接口采集信息、计费系统采集

信息关联进行查询，最终能得到哪一个用

户、在什么时候、从哪儿接入网络最终去

了哪里，更有效地实现了对网络的监控，

可以分层次、分等级的多维梯次审计。另

外，校园网络结构的不同，对 Eduroam 的

服务支持也会有所差异，我们的网络结构

支撑审计策略。

Eduroam 展 现 的 是 一 个 高 校 的 情

怀，不应拒绝，而应敞开怀抱，同时，

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和办学理念的一种体

现形式，基于 Eduroam 无线漫游认证很

好地为高校师生的访学提供网络资源。

本文主要针对学校 Eduroam 的部署和特

点的考虑做了阐述，用户的使用体验是

Eduroam 得以发展壮大的基本前提，分层

级、分等级的多维梯次的审计，能更有

效地控制访客的信息。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

   图 2   网络业务处理流程

（本文获北京市教委科研项目资助，批准号：

KM201610016011）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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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网站的建设和维护是信息化服务部门比较头疼的问题，浙江大学围绕二级网站的可管、可控、可查的设计思路和要求，

进行各院系单位用户需求分析，建设了一套基于集中式统一管控的虚拟主机公服云平台，支撑学校各部门单位的信息化与电子

化办公与在线应用系统建设，目前已经达到 200 多家的规模。

浙江大学二级网站运维模式的有效探索

文 / 单康康  郑强  厉晓华  袁书宏

随着浙江大学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学校各部门、各学院对信息化公共服务支撑

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浙大信息技

术中心建设了虚拟主机空间公共服务支撑平

台，为学校各部门、各学院提供高质量的虚

拟主机服务。

虚拟主机是指学校的院系和部处租用信

息技术中心服务器的硬盘空间，将本单位的

信息内容存放其中。虚拟主机的优点在于：

用户可免去主机服务器，节省投资，适合于

访问流量较小的小型信息发布网站使用。

经调研，目前浙江大学各院系单位的网

站类型主要需求如下：

脚 本 语 言：ASP/ASP.net1.1/ASP.net2.0、PHP4/5、JSP1.1/

JSP2.0、CGI；

数据库类：ACCESS、MYSQL4/5、SQLServer2000。

空间容量：200MB 的网站空间、100MB 的数据库空间。

域名服务：用户可申请“www. 学院域名 .zju.edu.cn”的网站

域名，支持校内和校外访问。

平台建设

系统架构

浙江大学虚拟主机公服平台由主控服务器和功能服务器构

成。主控服务器是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存储着系统中所有用户、

产品、订单、财务、域名和站点的配置信息，系统管理员、用户

和站点管理员都从这里登录 Web 界面进行管理。虚拟主机功能

服务器提供实际的 Web、FTP、数据库、E-mail 和 DNS 等虚拟

主机服务，响应来自主控服务器的控制命令，对上述系统服务进

行配置管理。

虚拟主机平台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虚拟主机公服平台支

持 Linux、Unix、Windows 等多种操作系统，虚拟主机功能服务

器可以安装在 Linux/Uni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上，既可以提供

从 Web、数据库、E-mail 到 DNS 的“全频谱”服务，也可以配

置为选择性地提供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服务。根据学校的网站数

量或预算成本，可以设置一台或几台 Linux/Unix 服务器为独立

的 E-mail 服务器，其他的服务器只提供 Web 服务器；也可以将

MySQL 或 MS SQL Server 服务独立出来，成为专用的数据库服务

器。平台可以管理由一台或多台 Linux/Unix 及 Windows 服务器构

成的虚拟主机服务网络。如果只有一台服务器，可以同时做为主

控和功能一体机；如果有多台服务器，其中一台将作为主控服务

器，其它作为功能服务器。

图 1  虚拟主机平台总体架构

主控服务器

Web（Linux/

Unix Windows）

E-mail

（Linux/Unix）

主辅 DNS

（Linux/Unix）

DB（Linux/Unix 

Windows）

以虚拟主机公共服务云平台落实集中统一管理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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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注册

注册续费查询 实时查询、注册、续费浙大域名

域名管理 修改网站所有人信息、联系人信息

前台网站

用户系统 注册（自动 / 手工审批）、登陆、密码找回

产品展示 域名、主机、数据库、组合套餐

实时开通 实时在线开通业务

管理中心

用户管理

校内用户注册审核

用户信息编辑

查看用户订单、登陆、操作记录

产品管理
添加产品、详情、统计、编辑、删除、暂停、激活；

修改空间大小等配置，可限定开通服务器范围；

财务管理 学院用户察看、搜索、编辑财务交易记录；

订单管理

察看、搜索、编辑、删除订单；

设置订单状态和处理模式；

前台重试或重新提交失败订单；

察看订单处理日志。

服务器管理

察看虚拟主机服务器列表、详情；添加、编辑、删除服务器；

IP 地址管理；

察看服务器实时资源信息；

检测与修复；

重启动 / 关闭服务器；

虚拟主机管理

虚拟主机网站、邮局、DNS、数据库的列表、详情、续费、编辑、删除；

添加 / 修改 / 删除绑定别名；

暂停 / 打开站点，ftp, web 状态；

直接增加、删除、修改站点空间，ASP/PHP/CGI/JSP/Frontpage 等功能；

直接增加、修改 Email，DNS，数据库等功能及数量；

修改 FTP 密码；

修改站点管理员密码等信息；

检测与修复；

重发开通通知；

文件管理、文件备份、访问统计报告等实用工具。

权限管理

可添加多个管理员，各自分配不同的权限；

添加 / 编辑 / 删除管理员组及其权限；

一个管理员可以同时属于多个组，可以分配额外权限。

安全管理

察看在线用户列表，终止登陆；

察看登陆 / 退出 / 修改密码等安全日志；

察看用户操作日志；

察看系统日志。

用户中心

账号管理 账号信息修改（联系方式、Email 等）

订单管理

察看订单摘要统计信息

察看订单列表 / 详情

免费试用订单转正式购买

重新提交失败订单

察看订单相关的财务交易记录

主机管理

察看主机列表、详情

添加 / 删除 / 修改绑定别名

定制空间、ASP/PHP/CGI/JSP/Frontpage 等功能（产生主机附加服务订单，

自动开通）

修改 FTP 密码

修改站点管理员密码等信息

子域名管理

URL 转发

察看已开通 MSSQL, MySQL 数据库列表和详情

定制数据库个数容量等（产生主机附加服务订单，自动开通）

创建删除暂停 / 打开数据库

编辑已有数据库容量、密码等

文件管理、文件备份、访问统计报告等

表 1  主控服务器部分主要功能特性

基础服务

跨平台支持 Linux/Unix/Windows

共享 IP 支持在一个 IP 上开设多个站点

空间配额 支持系统或 FTP 服务器的磁盘配额功能

FTP 使用虚拟 FTP 账号的高性能 FTP 服务器

关系数据库支持
支持 MySQL、MS SQL、ACCESS 等（针对部分院系单位需求，计划
部署 Oracle）

WWW 服务

站点别名 自主指定 Web 站点别名

动态特性 支持系统 CGI、本地 CGI、PHP、ASP、ASP.Net 等

·FrontPage 支持 MS FrontPage 扩展，可用 Office 客户端管理站点。

SSI 客户可以用 .shtml 页面程序

JSP/Servlet 支持 Java

动态内容隔离
IIS 每个站点使用独立的 IUSER，不能读取其它用户站点的内容；
Apache 每个站点的 CGI/PHP 程序以自己独立的身份运行，程序源码和
敏感配置文件可以用 600/700 权限保护起来。

资源限制 可以限制 CGI/PHP/ASP 等程序使用的系统资源 (Linux/Unix)

带宽限制 可以限制一个站点使用的最大网络带宽和连接数

流量报警 自动检查每个站点的网络流量使用情况，超出自动报警

流量排名 支持按客户站点流量等参数进行排名

表 2   功能服务器部分主要功能特性

产品类别 对应服务器域名 系统支持

ASP webasp.zju.edu.cn HTML/ASP/.net1.1/.net2.0

JSP webjsp.zju.edu.cn HTML/JSP1.1/JSP2.0/CGI

PHP4 webphp.zju.edu.cn HTML/PHP4/CGI

PHP5 webjsp.zju.edu.cn HTML/PHP5/CGI

MSSQL webmssql.zju.edu.cn MSSQL

MYSQL4 webphp.zju.edu.cn mysql4

MYSQL5 webmysql.zju.edu.cn mysql5

表 3  平台服务器部署

功能模块主要特性

（1）主控服务器，如表 1 所示。

（2）功能服务器，如表 2 所示。

（3） 服务器部署，如表 3 所示。

应用成效

浙江大学虚拟主机公服平台上线以来，已上线 215 个网站、

平台和业务系统，涉及 200 多个院系单位、重点实验室、科研中

心、附属医院和教授个人主页等。

浙江大学围绕可管、可控、可查的信息化建设整体设计思路，

深入校内各院系单位用户需求，建设了一套基于集中式统一管控

的虚拟主机公服云平台，支撑学校各部门单位的信息化与电子化

办公与在线应用系统建设。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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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文 / 曲英涛

随着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学校各

级领导、教职工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工作的认识也在不断转变。

为加强学校人事工作信息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哈尔滨工程

大学基于开放式流程平台建设了新一代的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

目标是建成一个完整统一、技术先进、高效稳定、安全可靠的人

力资源管理与服务系统，集安全性、实用性、便捷性于一体，通

过该系统实现学校人力资源信息的集成化、智能化、网络化和数

字化。同时加强信息共享和提高资源的优化利用，提高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决策监控和共享水平。

人力资源信息化面临的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是高校各项管理工作的重心，多年来哈尔滨

工程大学始终高度重视人事信息化建设工作，分别于 2004 年和

2007 年建设了两版人事信息化系统，但人事系统主要作为人事

基础信息数据库在使用，还无法体现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等先进

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 系统功能单一

多年来的人事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

足人事日常工作的基本需要，但与学校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目标

相差甚远。系统功能单一，仅能实现基本信息中有限字段的录入

与查询、导出，无法增减字段、无法进行多岗位录入与查询；未

实现流程化的网上办公功能等等。

2. 数据信息孤立

目前，人员基本信息数据主要集中在人事管理系统中，还有

一定程度的数据以 word 或 excel 等形式存在于相关业务科室。由

于管理系统没有实现与外部对接，大量与数据相关的工作仍然通

过 office 办公软件来进行传递，因此，大量数据在底层无法实现

流动和共享，在上层使用人工流转的过程中会出现数据流转速度

慢，导致办公效率低、浪费资源等现象。

3. 服务功能不足

目前系统只能为相关业务部门或教职工提供有限的信息查

询服务。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出发，借助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为学校各部门提供快速查询、分析与预测等功能的服务，

同时，人事信息系统还能成为学校与教职工联系的纽带，为教职

工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个性化服务等功能。

4. 决策功能缺乏

人力资源信息是高校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高校人才资源科

学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建立准确、高效的人事管理信息系统，

可以客观、准确地反映出各单位的教职工队伍的实际情况及动态

变化，为师资队伍长远规划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通过人力资源

信息化系统的建设才能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工作质量，才能为

校领导的科学化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才能准确地制定学校人才

发展战略。

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理念

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要贯彻“以科学发展观统

领，加强队伍建设；以岗位管理为核心，创新制度体系；以决策

参谋为重点，科学系统规划；以服务教师为根本，提高质量效率”

基于 BPM 的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研究与设计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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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理念，服务于学校长远规划和战略目标，服

务于教职工职业发展规划，科学统筹机构编制、岗位设置、聘用

管理、动态配置、合同管理、绩效考核、岗位晋升、薪酬管理、

离职退休、公共服务、科学决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资源消

耗最小化获得管理效益最大化。

1. 打造全方位服务平台，提高管理服务质量

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从被动的事务管理向主动的人力资源开

发及服务进行转变，从而更好地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人力资源

信息化建设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

集成人力资源处相关业务，全面服务于教职工，集成教师个人各

类相关信息，人事基础数据有条件地全面开放，免除教职工反复

填表的困惑，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全面提高人

力资源管理服务质量。

2. 基于开放式流程平台，提高管理服务效率

以工作流概念创建开放式的系统平台，涵盖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业务的全过程，如各类人员招聘管理、校内调动管理、岗位管

理、高层次人才管理、合同管理、绩效考核管理、职称职级晋升

管理、培养培训管理、薪酬管理、博士后管理、离职管理等方面，

而且可承载其他部门相关职能业务，如组织机构管理、党组织管

理、离退休管理等，并且各流程及字段可根据工作需要不断进行

调整，最大程度地提高人力资源处管理服务效率。

3. 搭建大数据基础平台，夯实管理服务基础

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水平、质量、

效率和决策能力。搭建一个准确、时效的人事大数据基础平台，

同时集成其他部门所有信息数据，不仅能承载着人力资源信息

化系统平台的有效运转，更重要是能为学校其他信息化工作提

供时效、准确、强有力的数据基础，为学校各部门决策提供数

据支持，为教职工职业发展提供数据帮助，夯实学校各项管理

服务工作基础。

4. 构建深挖掘信息平台，提升决策支持能力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要构建一个可挖掘的信息共享平台，保

障学校各部门与人事数据往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从而提升管理

服务水平，降低业务成本，可对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

析以及预测等等。通过深层次挖掘人力资本价值为学校职能部门

更有效的制定发展规划、规章制度提供基础，为学校发展战略及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的改革实践，提供准确的数据分析与预测，

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流程驱动的理念

经过十几年以上的信息化建设，大部分高校都积累了很多校

务管理信息系统，但大部分存在难以应对频繁的需求变更以及系

统维护困难的问题。

随着一站式服务平台 / 一站式办事大厅等理念的不断成熟和

大范围应用，对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MIS）的功能进行分解的

做法得到了普遍认可。基于服务与管理分离，流程与数据分离的

理念，将面向用户的服务流程从 MIS 系统中抽取出来移植到标

准的 BPM 层中，形成统一的一站式流程服务平台，有效提升了

信息系统对流程变更的响应 , 如图 1 所示。

但在一站式服务的框架下，依然存在如何对已有的 MIS 系

统进行有效、可控的改造这一问题，既能够有效利用已有系统的

积累，避免全面的系统重建，又能为新的系统建设做好范本。本

文作者基于长期的高校 MIS 系统建设与应用经验，力图找到一

条可复制的有效方法，实现对现有 MIS 系统进行标准化改造，既

实现对 BPM 技术的有效应用以增强 MIS 系统面对需求变更的灵活

性，又能够降低对现有 MIS 系统的改造工作量，充分利用已有的

系统积累和数据积累，快速提升高校校务管理信息化的水平。

1. 可视化流程建模

流程化管理是现代化管理理念的重要成果，流程化管理是

现代企业 / 组织追求高质量、高效率运行的重要手段。流程管

理将所有的业务、管理活动都视为一个流程，注重他的连续性，

以全流程的观点来取代个别部门或个别活动的观点。基于业务

流程再造重构高校信息服务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人事事

务中存在大量较为复杂的管理流程和服务流程，而且这些流程

将会不断扩展和变更，解决流程的可扩展性和可定制性是项目

的难点和重点。

流程设计采用完全基于 Web 的可视化设计技术。工作流程

的开发完全在“云端”进行，即开发者访问部署在用户环境中的

InfoPlus 私有云服务，即可在浏览器环境中完成所有的开发工作。

工作流模型的开发实现了完全可视化，即通过类似 Office 的拖曳

式流程状态模型编辑工具进行流程编辑。流程状态模型包括 7 个

基本元素，通过拖曳式编辑可以形成所有类型的工作流模型。七

项基本元素包括：人工交互节点、自动处理节点、外部页面节点、

条件判断节点、并行开始节点、并行合并节点、状态迁移动作。

2. 业务流程与数据主题的结合

流程和数据是管理信息化最核心的两个关键概念。流程是数

据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保障数据质量的重要手段。基于数据的

查询、统计、分析、挖掘则是分析、决策的重要依据。

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主要面向行政管理人员提供基本业务

的资源管理、查询和统计，实现业务流程的管理和控制，为用户

提供服务，以及为领导提供的决策分析支撑有限。

流程信息化是数据产生、确认、修正的有效途径，是保障数

据质量的过程。基于表单／流程平台的流程开发在实现灵活、高

效、可视化的流程设计与建设的同时，应当与后台的数据管理形

成清晰、合理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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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程负责对支持数据管理对过程，后台系统负责数据的

积累、查询、统计、分享、利用等等。

本文将后台系统的数据集定义为一系列数据主题的集合。

每一个数据主题为领域数据模型中的一个部分，如教师基本信

息、聘用信息、技术职称信息等等，数据主题的建立既可以参

照国家教育管理数据标准，又可以根据具体的系统实际情况进

行定制。

3.BPM 与 MIS 的对接模式

基于 BPM 平台开发的业务流程，在与其他业务系统或数据

源进行数据交互时，支持多种方式可以供开发人员选择。

BPM 平台端采用事件驱动的微服务架构，通过事件触发的

机制提供流程级事件、步骤级事件和字段级事件。在流程实例处

理过程中，业务流程实例中某一步骤的处理过程中和字段处理过

程中的每一个操作动作都能触发不同的事件用来获取所需要的数

据。这些事件的触发，通过 Webservice 或 REST 中间件调用触发

数据。

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思路

结合国内高校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和学校人力

资源管理服务工作实际情况，从学校信息化建设整体角度出发，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建设的总体思路：“标准化、开放化、安全

化、智能化”。标准化指信息系统基础数据按照教育部统一标准

要求，同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来进行建设，并且学校其他部门的

信息化系统基础数据也要标准化，保障各信息化系统在不同管理

过程中数据的一致性、进行数据交换时的准确性；开放化指系统

按照工作流的思想进行建设，系统可根据需要随意添加字段以及

修改整套工作流程，来满足实际业务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

可变性，同时，全面对人力资源业务流程进行展示，以更方便用

户使用；安全化指系统应提供完备的用户权限管理，明确各级操

作对象和权限，杜绝涉密信息上网，保护个人数据私密，并有相

应的操作日志记录，数据库构架应该设计和配置合理，保障系统

的运行稳定；智能化指系统实现智能化、自动化，尽量减少人工

干预，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为学校决策和教职工职业发展提供

智能化分析。

基于建设总体思路，以人员从进到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主

线，对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流程进行梳理。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建设将由多系统平台、多模块构成，采

用模块与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建设，并集成于统一的平台，同时

对平台配合安全保障体系，系统架构如图 2 所示。

1.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建设应用多层级的结构，每一层级根

据建设思想建设本层级的需求，层与层之间和层内部之间尽可能

降低耦合性。

2. 各层级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和支持性，同时又保障模块

之间各自独立，从人员、业务、服务和安全等方面合理规划，确

保系统机构适应人力资源业务变更以及持续发展的需要。

3. 系统采用开放性、扩展性和适应性原则开发。主要包括基

础数据可共享、基础数据字段的可添加，基本业务流程可修改等。

4.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将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系统必须实现与学校整体信息系统良好的衔接，并为今

后学校信息化持续建设预留信息交换接口。通过统一数据接口，

实现人力资源业务与其他系统应用的动态管理，减少将来业务发

展与系统升级改造的矛盾。

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内容

学校人力资源信息化将建成一个完整统一、技术先进、高效

稳定、安全可靠的人力资源管理集成平台。平台集成安全性、实

用性、便捷性、高效性于一体，通过该系统实现学校人力资源信

息的集成化、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 。同时加强信息共享和

提高资源的优化利用，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决策监控和共

享水平。服务方面，系统实现个人信息查询、业务网上办理、事

项提醒等功能，为教职工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管理方面，系统

实现招聘管理、高层次人才管理、薪酬管理、培养培训管理、人

事档案管理、职称职级晋升管理、博士后管理、离职管理、离退

休管理等功能，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管理效率；决策监控方面，

系统实现信息汇总、分析、预测，各类报表生成、打印，同时具

有各类人员信息指标监控、业务流程监控等功能，为学校领导和

各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共享方面，系统实现稳定、开

放和友好的系统信息交互接口，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提供数据共享

和信息平台共享支撑。
图 1  人力资源业务模块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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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建设为各级管理人员、教职工提供标准化

的人力资源信息和业务服务。对于学校，通过系统能够实时掌握人

员信息、岗位、职称、考核、工资、培训、离职、退休等各方面的

业务数据，服务于学校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对于教职工，系统遵循

一站式服务的设计理念，提供唯一的服务访问入口，使教师能够获

得统一、便捷的服务与支持；对于管理人员，系统以建立高效的信

息化管理机制为核心、简化信息维护与流程审批的操作复杂度，通

过跨部门的业务集成和数据共享，搭建统一的协同工作平台，加强

部门协作，推动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管理功能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因此以教职工进

校、在校、离校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主线设计系统功能，人力资源

系统整体上应该涵盖人事信息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岗位管理、

高层次人才管理、招聘（调动）管理、薪酬管理、培养培训管理、

人事档案管理、职称（职级）晋升管理、博士后管理、离职管理、

离退休管理、党组织管理等所有与人力资源工作相关的业务功能。

通过人力资源信息化的建设，能极大地提高人力资源处各部门办

图 2  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总体架构

公效率、提升各部门的协作水平、强化责任义务、推广办公信息

化理念、完善学校相关应用系统建设和构建保障体系。能够更好

的通过信息化建设整合管理权限，使学校管理水平更加高效。

决策监控功能

通过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建设，实现为校领导、各部门及教职

工提供一站式决策支持管理信息平台，决策功能主要是各类人员信

息统计、分析、分类及预测功能，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按条件制定各

类表格。监控功能主要是为管理人员提供监测各类人员信息指标、

各业务信息指标的功能，并提供关键数据的深度挖掘，对异常关键

指标预警，对相关业务流程进行监控，为学校领导和各部门提供决

策支持。通过建立多层次、分权限的审核机制，确保人力资源工作

公开化、规范化，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延续性和统一性。

共享功能

通过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建设，理顺、整合与人力资源相关

的各类数据信息，实现人力资源处内部各相关业务之间数据的衔

接和流转，同时优化人力资源工作相关的信息资源，将人力资源

处与其他部门的数据流进行对接与校对，实现人力资源与其他部

门的数据链，并在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中对数据关联性进行审核。

按照学校数据标准实现数据的规范化、分类化管理，确保数据的

完整性、时效性、权威性，保障数据资源共享，为教师、管理部门

提供准确、详实的数据信息，为学校宏观规划与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建设成效

哈尔滨工程大学参照智慧校园服务框架概念模型，引入“标

准化、开放化、安全化、智能化”建设理念，以工作流概念为基

础，建设了开放式、平台化的新一代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涵盖

了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业务的全过程，包括人员招聘管理、校内调

动管理、岗位管理、高层次人才管理、合同管理、绩效考核管理、

职称职级晋升管理、培养培训管理、薪酬管理、博士后管理、离

职管理、党组织管理、离退休管理等方面，涉及教职工基本信息

核对、高级职称评聘（教师）、高级职称评聘（其他专技）、高

级职称评聘（学术思政教师）、工人技术等级晋级申请、教职工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教师招聘、临时人员聘用、新入职教职工报

到手续办理、教职工离校、教职工请假申请、教职工离退休、教

职工延聘手续办理、教职工年度绩效考核、教职工出国申请、教

职工国内进修、教职工因公护照申请、教职工个人数据服务、教

职工人事关系证明申请、教职工工资证明申请、教职工人事档案

查询申请、博士后进站申请、博士后出站申请、高层次人才引进、

在职教职工公积金核算、教职工社保参保申请等 30 个流程，各

业务流程可根据工作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全面地提高人力资

源管理效率及服务水平。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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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不少高校新增了大数据相关

专业，复旦大学还新建了大数据学院。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专业未来就业前景良

好，具体可以从事数据分析师、证券分析师、

工业工程师等职业。

在教育部近日公布的 2017 年度高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新增备案本科

专业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尤

其热门。以近年来的数据为例，2016 年

2 月，教育部公布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

市场需求催热新专业新课程，了解一下？

近年来，高校专业、课程设置越来越注

意市场的风向标，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化

大数据等大力推进，催热不少新专业。教育

部近日公布的 2017 年度高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显示，新增专业中，“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热

度最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空间

安全”及各类小语种专业等也较为热门。

尤其是人工智能，国家从政策上给予保

障，在教育部日前公布的首批“新工科”研

究与实践项目名单中，人工智能类入列“新

工科”专业改革类涵盖的 19 个项目群。

对于如何加强人才培养力度，相关文

件给出了具体做法：例如，支持建立人工

智能领域“新工科”建设产学研联盟，建

设一批集教育、培训及研究于一体的区域

共享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积极搭建人工

智能领域教师挂职锻炼、产学研合作等工

程能力训练平台。推动高校教师与行业人

才双向交流机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建立

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或人工智

物联网工程专业

物联网专业是一门交叉学科，涉

及计算机、通信技术、电子技术、测

控技术等多个专业基础知识，以及管

理学、软件开发等多方面知识。学生

毕业后可到大中型物联网企业从事物

联网应用管理工程师、物联网实施工

程师、物联网技术支持工程师、售后

工程师等职位。物联网工程是一个处

于摸索阶段的新兴专业，各高校在人

才培养方面尚处在探索阶段。

能交叉研究中心，多渠道培养人工智能领域创

新创业人才；引导高校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

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

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

养力度。以下是近期信息化相关的热门

专业和课程，以及一些试验班的探索。

大数据专业

据技术”专业，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中南大学成为首批获批高校。2017

年，又有 32 所高校获批。近期教育部最

新公布的高校新增专业名单中，有 24 8 所

学校获批，是过去两次审批通过额度近

8 倍。

根据某咨询公司分析报告，预计到 2018

年，其中大数据科学家的缺口在 14 万到 19 万

之间，懂得利用大数据做决策的分析师和经理

的岗位缺口将达 1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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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课程

区块链技术，是在多方无需互信的环境下，通过

密码学技术，让系统中所有参与方协作，来共同记录维

护一个可靠数据日志的方式，更稳定，更安全，也更高

效。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不只在银行方面，还包含制造业、

物联网、保险业等。

当前火热的区块链创业领域，也吸引国内高校的

参与。近日，浙大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将于今年秋季

面向部分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设置一门名为《区块

链与数字货币》的课程。据悉，这是国内首家开设此类

课程的高校。

近期，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试验班发布仪式在西安

举行。人工智能试验班项目主任孙宏滨表示，该项目目标

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能够扎实掌握人工智能相关学

科知识，未来能在中国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中发挥领军作

用，并有潜力成长为国际一流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家的

优秀拔尖人才。

“这里面提出了要培养人才的目标，这些人才应该具

备突出的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系统思维能力，我觉得这

是一个非常带有前瞻性的话语。”钱学森长子、钱学森学

院荣誉院长钱永刚认为，要培养国际一流工程师，则要培

养其科学家的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走得更

远、取得更大成就。据了解，人工智能试验班将遵循“优

中训优”的原则，每年计划招生 40 人左右，其中高考招生

选拔 15 人左右，校内新生选拔 15 人左右，少年班选拔 15

人左右。通过通识教育、基础科学、专业核心、专业技术、

专业选修和专业实践六大类课程构建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体

系，课程设置坚持“少而精”，让学生拥有自主学习和知

识创造的能力。

同时，该试验班将与相关的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与应

用的企业合作，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聘请企业研究员对学

生开设课程、在企业建立实践实训基地等措施，起到“以用

促学、以学促用”的作用，形成校企深度融合。

机器人工程专业

人工智能是一门高尖端学科，教育部近日公布的 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60 所高

校新增了“机器人工程”专业。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许涛曾表示，当前中国人

工智能发展迅猛，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预计到 2020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超过 1500 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如此快速的增长和发展必

然会产生大量的人才需求。

人工智能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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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4月 25日 | 雷军再归珞珈山》。这篇推送只要是小米手机新品

发布会，内容只是一张宣传图，可见，仅有一个雷军大 IP，没有好

的内容还是不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另外，大连理工大学在第三周竟

只发了两篇文章。不过，在4月 22日大连理工大学已经恢复更新。

两篇文章分别为庆祝69周年校庆的《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的大工！

祝您生日快乐！》，以及坚持为本科生上课的钟万勰院士故事的《200

多万次关注，多家媒体转发！今天，这位大工人令全网致敬！》，这

两篇文章都取得了不错的阅读量，分为别破十万和27408。

中国海洋大学：易传播主题 +多媒体方式 =黑马

中国海洋大学第一周数据亮眼，仅以五篇文章数闯进周榜第

二，4 月其他两周均在 20 名左右。翻看后台大数据，中国海洋大

学发布的五篇文章其中四篇文章阅读量排进周榜的前 200，分别为

《火了！海大已成樱花海，简直美到窒息！》、《刚刚，海大的

樱花开了！》、《樱花“海”即将上线，福利抢先看！》、《从

长发飘飘到英姿飒爽，看海大这两位女生如何蜕变为“维和女

神”！》阅读量分别为 10W+、59924、23739、 15883 和 6895。

从主题上看，“赏花”是春季高校都在追的热点话题，中国

海洋大学也紧寻热点发布相关三篇春景图集，发布校园春季图，

另外一篇是人物报道，两位校友李善敏、孙溶成功考入公安部常

备维和警队，这篇推送以第一视角的方式讲述两位“维和女神”

在集训和工作中的故事。毕业生放弃稳定的工作，最终选择加入

维和警队，这类话题也是部分高校都在试图寻找的新闻角度。3 月

1 日，国防部网站发布题为《全国首批 7 名女大学生投身维和警队

铸就和平梦想》的新闻。介绍了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首批招收的 7

名女大学生，再加之之前热映的爱国题材电影《红海行动》，这 7

名女大学生的故事也陆续被各大媒体曝光，她们也成为了母校的

标兵人物。例如此前刷爆各大媒体的北京大学的宋玺和上海外国

语大学 2017 届法语系学子张紫璇。

从传播方式上看，三篇春景图片推送传播侧重点也大有不同。

阅读量最高的《火了！海大已成樱花海，简直美到窒息！》除了

常规的文案 + 背景音乐之外，最后还附上图集动态 H5 链接。《樱

花“海”即将上线，福利抢先看！》这篇推送发送时间时4月1日，

比两篇图集推送时间都要早。这篇推送的目的则是简单告诉读者

拍照的基本技巧，拍什么、怎么拍、哪里拍、用啥拍。

《中国教育网络》对4月358所高校官微大数据进行调研时发现，

整体 4 月与 3 月相比没有太大变化，都在正常范围内浮动。大连理工

大学以两篇文章便能冲进周榜第二，而一直在 20 名左右的中国海洋

大学，凭借着追热点话题和创新传播方式，以黑马之姿闯进周榜第二。

4 月分周“数”像

4 月前三周 5 强数据具体如表 1-3 所示。与 3 月数据相比，稍

微有所下降，五强最低 WCI 数值提高了 10，最高 WCI 数值下降了近

100，但都属正常范围之内。在阅读总量上，武汉大学三月因为樱花

季而备受关注，创下了单周阅读总量近 50 万的数值，4 月因没有特

殊事件，数据回归正常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4月第二周竟没有一篇在单周内阅读量破十万

的文章，阅读量最高的文章为北京大学发布的《获得北大最高荣誉的

年轻人》，阅读量为98874，排名第二的文章数跌至74485，为武汉大

高校“微”报告

确认过眼神，4 月中国海洋大学要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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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 6 1 21W+ 3409 100001 1044.39

中国海洋大学 5 1 16W+ 2189 79683 997.4

北京大学 12 0 21W+ 4364 50531 989.06

天津大学 8 1 16W+ 2611 100001 975.29

厦门大学 9 0 14W+ 3918 48924 9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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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 7 0 18W+ 2271 61459 991.38

北京大学 15 0 21W+ 3519 93127 977.27

武汉大学 8 0 15W+ 2804 70217 967.91

郑州大学 6 0 12W+ 2761 61720 945.28

清华大学 8 0 13W+ 2021 51802 9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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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 17 1 24W+ 13213 100001 1034.26

大连理工大学 2 1 12W+ 3579 100001 1032.53

云南大学 16 1 18W+ 3538 100001 958.83

南京审计大学 7 0 14W+ 1733 99276 952.83

武汉大学 9 0 15W+ 2486 52142 946.07

表 1  4 月第一周（4 月 1-7 日）

表 2  4 月第二周（4 月 8-14 日）

表 3   4 月第三周（4 月 15-21 日）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 清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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