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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过去的 5 月，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

高校相继举行了人工智能学院的揭牌仪式。此前，中国科学院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湖南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

高校均已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或开设相关专业。2018 年，人工智能

在高校可称得上是炙手可热。

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特别强调“把

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中之重”“完善人工智能领

域学科布局”“尽快在试点院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等。今年 4 月，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

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

人才保障。”

随着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的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在更多领域

发挥作用，教育领域或将迎来深度学习、人机协同等超出预期的变革。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向“智慧教育”又迈进一步。

4 月 14 日，教育部科技委在北京举行“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科技前沿与战略圆桌会议，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对未来教育

的影响。本期我们集中整理了此次战略研讨会上诸多院士、专家学者

的观点，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在教育领域即将产生的

影响，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落地和实践。

未来教育，对于教师队伍而言，如果实现了像智能助理如此高

度集成、个性化的机器人，教师在知识传播方面的职能将很容易被替

代，转而投入对学生智力和个性化、创新等能力的培养，人机结合的

教育可能是未来教育的普遍形态。对学生而言，个性化学习模式将逐

渐形成，并且极大地改变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

如此变革，与人工智能能否真正在教育层面落地息息相关。但

我们也应看到，人工智能学科建设只是刚刚起步，教材和课程设置尚

无参考和标准，而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领域，包括如虚拟现实技术、

大数据技术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也还在摸索试验过程，数据

隐私和安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师资问题、激励政策等争议问题，

则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加以解决。

变革是潜移默化的，人工智能的全球浪潮势不可挡，未来教育

如何应对这样的变革，需要所有教育工作者积极探索，立足时代、面

向未来，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加快实现教育现

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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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能通过电源线窃取数据

来 自 以 色 列 内 盖 夫 本 古 里 安

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通过旁

路攻击从计算机窃取数据的研究。

这些研究人员之前演示了各种奇怪

的 通 信 方 法， 比 如 通 过 光、 声、

热、电磁等从隔离网络的计算机中

窃取数据。近期，他们最新的研究

成果是通过电源线传播的电流波动

隐蔽地窃取高度敏感的数据，撰写

了一篇题为《PowerHammer：通过

电源线窃取隔离电脑的数据》的论

文，详细介绍了这种攻击手段，研

究人员将这种数据窃取技术命名为

“PowerHammer”。PowerHammer 使

用专门设计的恶意软件控制隔离电

脑的 CPU 利用率，并以类似莫尔斯

码的模式在电流中产生波动，以二

进制形式传输数据（即 0 和 1） 。

为了获取这些二进制信息，攻

击者需要植入硬件，监控通过电源

线传输的电流（波动），然后解码

数据。攻击者可以根据他们的方法

以每秒 10 到 1,000 比特的速度从计

算机中提取数据。如果攻击者能够

破坏连接计算机的建筑物内的电源

线，则速度会更快。这种攻击被称

为“线路级 PowerHammering 攻击。

速度较慢的相位级 PowerHammering

攻击则可以从建筑物的外部电气服

务面板中获得数据。研究人员说：“结

果表明，在相位级攻击中，台式计

算机只能用于泄露少量数据，如密

码，凭证令牌，加密密钥等。

（来源：the hackernews）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欧洲科学家呼吁建跨国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近日，为培养顶尖人才并将他们留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

瑞士、以色列和荷兰科学家联合发表公开信，提议在欧洲创建

一个大型跨国研究所，专门开展世界级的人工智能（AI）研究。

拟建的 AI 研究所被命名为“欧洲学习与智能系统研究所”

（Ellis）。该研究所将在英国等多个国家设立主要研究中心，

每个中心都将雇用数百名计算机工程师、数学家和其他科学家。

参与国将把该研究所视为政府间组织，并为其提供资金。公开

信呼吁，新研究所应从今年就开始着手创建，法国和德国首先

携手合作，其他国家慢慢加入，最终，每个国家的研究中心都

将耗资 1 亿美元，年度预算为 3000 万美元。

（来源：英国《卫报》）

2018 年韩国大规模开放课程建设计划发布

前 不 久， 韩 国 教 育 部 发 布 2018 年 韩 国 大 规 模 开 放 课 程

（K-MOOC）建设计划，重点阐述了 2018 年 K-MOOC 的主要目

标和关键举措。

K-MOOC 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在韩国正式启动。2018 年，

K-MOOC 建设计划内容为以下三方面。第一，在线课程总数将达

500 门以上。其中，计划新开发课程 185 门；项目组将向法国数

字大学和泰国大规模开放课程平台引进至少 3 门在线课程。第二，

进一步提升课程体验。K-MOOC 将向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课程

并着力完善课程试听、课程推荐、课程管理、课程满意度评价、

课程费用结算等平台功能，提高学习效率。第三，进一步明确项

目管理体系及推进时间表。此外，教育部还公布了基于 2017 年课

程满意度调查的人气课程排名。

（来源：韩国教育部网站）

美国西北大学：利用大数据分析足球

美国西北大学工程学教授路易斯·阿马拉尔利用他对网络

复杂性的了解，来创建一种客观地对职业足球运动员进行排名

的算法。阿马拉尔的实验室开发了第一个客观的数据驱动系统，

以便了解球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

借助先进的编码技术和分析工具，阿马拉尔的团队根据他

们在足球比赛中的影响力，为每名球员创造了 “平均足球评级”

（AFR）的内容。特定球队所有球员的 AFR 值都表明球队的实力。

除了生成 AFR 值外，阿马拉尔算法为每个团队生成一个网络

视觉效果，由节点组成。

　

（来源：美国西北大学新闻网）



2018.6 中国教育网络 5

近日，全球院校计算机科学领域实

力排名的开源项目 CSranking 更新了。在

更新的全球高校 AI 实力排名中，卡内基

梅隆大学排名第一位，清华大学排名第二，

北京大学排名第四。其中，排名的区域分

为 8 大类，排名方向分为  AI 、 系统、理论、

跨学科领域 4 大类（其中细分领域分为 26 

项），AI 方向的 AI 不仅仅代表人工智能，

还包括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与数据采集、

自然语言处理、网页信息检索。

设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卡内基梅隆大学趁热打铁。据外媒

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将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提供人工智能本科学

位。该学院称，这一学位将是美国第一个

人工智能本科学位。

对于新设立的人工智能本科专业，该

校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 Andrew Moore 在学

校官方新闻稿中介绍，“人工智能方面的

专家从未如此重要、如此短缺、如此被企

业渴求。有很多学生已经认识到了 AI 的

力量可以用来帮助别人，而 CMU 在 AI 方

面有无可比拟的深入经验，这让我们尤其

有资格直面这些需求。”

这所学校的机器人和计算机科学教

授、新 AI 项目负责人 Reid Simmons 接受

媒体采访时介绍，他目前提供近十几个与

教育相关的课程，随着学位课程的发展，

他将会加入其他课程。新课程除了向学生

提供扎实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基

础，还将让他们全面接触 AI 的各种学科，

包括符号化计算、搜索与规划、图形模型、

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视觉、语言理解和人

机交互等。学生将学习这些学科背后的基

础理论以及如何使用和发展 AI 技术。

CMU 的人工智能项目将专注于传授人

工智能的基础知识。Reid Simmons 教授还

补充，“道德和社会责任也将会是这个专

业方向强调的内容，包括如何用 AI 为整

个社会带来福利的独立研究。并不只是简

单地提供 AI 相关的课程，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一个展示的机会，展示人工智能专

业塑造的人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根据 CMU 计算机系官网上发布的人

工智能专业本科生课表可以看到，四年中

的固定课程如下。

大一：命令式计算原理、功能式编程

原理、微积分、矩阵与线性变换、积分与

逼近、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 / 数学的概

念，解释与声明、计算学、计算机科学中

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人工智能擦出的火花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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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理论思想；

大二：人工智能表征与解决问题简介、

计算机系统简介、并行与串行数据结构与

算法、计算机科学的概率论 / 概率与计算、

机器学习简介、道德选修课一门；

大三：计算机视觉简介 / 自然语言处

理简介，现代回归理论。

其中，从大二开始有一般科学和工程

学选修课（选修四门）、人类学和艺术选

修课（选修七门），从大三开始有 AI 细

分方向可选课程（包含决策和机器人、机

器学习、感知和语言、人类与人工智能交

互四个方向，每个方向选修一门）。

除此之外还需要学习 5 门自由选修课程。

人类学和艺术选修课：认知心理学、

人类信息处理与人工智能、感知、人类记

忆、视觉认知、认知建模、语言与思维、

人类和机器的学习；道德选修课：新生研

讨会、人工智能与人性、计算中的道德和

政策问题、AI 社会与人性；

决策和机器人方向的 AI 选修课程：

神经计算、认知机器人、AI 的策略推理、

机器人的规划技巧、移动机器人编程实验

室、机器人运动学和动态学等；

机器学习方向的 AI 选修课程：深度

强化学习和控制、机器学习文本挖掘、高

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简介；

感知和语言方向的 AI 选修课程：搜

索引擎、语音处理、计算性感知、计算性

图像、视觉传感器；

人类与人工智能交互方向的 AI 选修

课程：设计人类为中心的系统、人类 - 机

器人交互、从人群中学习、智能产品和服

务设计工作室。

展望人工智能的未来
前不久，2018GMIC 大会上，卡内基

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机器学习系主任

Tom Mitchell 做了题为《深度学习与人工

智能的未来》的主题演讲。Tom Mitchell

在演讲中主要提到几个观点。

第 一， 关 于 人 工 智 能 的 过 去，Tom 

Mitchell 发现人工智能取得一些科学的进

展，并认为这些进展未来会改变发展。

和十年前相比，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取

得了很多突破，在图像识别与语音识别方

面，改变尤为明显。比如，十年前，计算

机性能识别物体的识别能力不是很高。现

在提高很多。虽然仍然没有达到完美的程

度，可是相比而言，现在已经能够观察并

识别到物体。

其他相关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例如，游戏领域要求计算机有更多分析性

的算法能力。

在这些领域，人工智能取得成果只是

巧合吗？ Tom Mitchell 的回答如下：“人

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并非巧合，而

是机器学习技术在各种项目中的应用导致

了这一结果。因为有了机器学习能力，在

物体识别，以及游戏方面都取得了进步，

人工智能的开发者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并

不是仅仅来编写计算机的程序，使得计算

机能够识别物体，而是对它进行培训，教

育它自我学习。”

第二，关于人工智能的展望。

今后，人工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Tom Mitchell 觉得会看到人工智能的使用

不断地提升，尤其在机器学习领域，会

看到更多的应用出现。例如，让系统学

会机器的学习，会出现海量和高质量的

数据。过去的几年中，有很多新的初创

企业正是因为不断地蓬勃发展，获取了

某种类型的数据之后，开发了人工智能

的系统。

接下来，机器学习将会出现一些新的

方向，和手机之间丰富的会话，使得它对

我们的理解更加深入。今后，使用者在使

用会话的时候，将不仅仅包括气温如何，

能不能订票等简单的问题。而是通过会话

让手机（机器）学会为你提供进一步服务，

“例如，如果天气下雪提前叫醒我，这样

上班不会迟到了，我会教会它新的内容，

教它怎么发现外面下雪？我告诉它打开自

己的网络感受一下外面的气温，察觉到外

面下雪的话，提醒我外面下雪了。”

AI 的应用出现了新的产品和新的业

务模式。例如，“用 AI 的方法建立定制

化的教育项目，满足各个学生的需求，根

据学生的情况建模，包括根据他们已知的

知识，为他们设定相应的问题，对学生进

行诊断，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情况，对

学生进行一个定制化的教育。”

第三，需设定数据的标准。

世界各地人工智能在进步，其中，中

国和美国有很多 AI 的体验，Tom Mitchell

认为中国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具备更好

的机会，因为在中国拥有大量的数据。但

是，需要把这些数据标准化，例如，政府

可以设定数据的标准，所有的医院都能使

用所有的结构、格式来进行数据收集，这

样不同医院的数据就可以整合在一起，可

以从数据中提取相应的价值。

（整理自搜狐、新浪科技、雷锋网、环球网等）

卡内基梅隆大学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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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75
近期，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

示交流活动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办。教育部

遴选培育的 75 个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区域

和学校案例在此期间发布。

93.2%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中小学 (除教学点外 )

中，93.2% 的学校实现网络接入，配备多媒体

教学设备普通教室 310 万间，88.1% 的学校

已拥有多媒体教室，其中 64.9% 的学校实现

多媒体教学设备全覆盖 ; 学校统一配备的教师

终端、学生终端数量分别为 873 万台和 1227

万台。

6
工信部近日提出将从 6 个方面落实 IP v6

计划，包括：实施 LTE 网络端到端 IPv6 改造、

加快固定网络基础设施 IP v6 改造、推进应用

基础设施 IPv6 改造、开展政府网站 IPv6 改造

与工业互联网 IPv6 应用、强化 IPv6 网络安全

保障、落实配套保障措施。

79.23%
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手机 APP 个人信息

安全调查报告显示，有 89.62% 的人认为手机

APP 存在过度采集个人信息，79.23% 的人认为

手机 APP 上的个人信息不安全。

3.61
近期，2017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发布，

基于自然状态的互联网学习监测数据表明，学

习者互联网学习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为 3.61（满

分为 5 分），整体处于中高水平。其中，互联

网学习环境、互联网学习发展和互联网学习者

成熟度三个维度的水平指数分别为 3.78、3.91

和 3.47。

“对待新技术，不必有‘狼来了’式的恐慌，也不宜‘唯技

术至上’，而需要引导规范，使技术服务教育。在引进新技术进

入课堂时，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关注。首先是学生的隐私权保障

问题。其次是技术的应用问题。新技术设计初衷是时时分析学生

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改进教学。但是，如果把个人系统结果异

化为评价教师教学的一种方式，那么在摄像头监控下的教学很可

能会演变成一种拘谨的教学、一种‘作秀’式的教学。”

——近日，一中学试行“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通过教

室内安装组合摄像头，捕捉学生在课堂上的表情和动作，经大数

据分析计算出课堂实时考勤数据、课堂专注度偏离分析、课堂行

为记录等，引发社会讨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讲师高莉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如上观点。

“今年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去年很多类似的活动，甚至让

机器与人 pk，更多的都是一个噱头。我们不再去强调分数与技术，

更注重应用，比如智能诊断作业，更关心机器能不能真正帮到老

师学生。现在随便搞一个什么都挂上人工智能的旗号，其实很多

都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团队、尊重人才，

尊重我们涉足的领域——教育。”

——2017 年高考中，高考机器人第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里。

机器人 AI-Maths 做答 2017 高考数学北京文科卷试题取得 105 分

的成绩。机器人 AI-Maths 背后公司的创始人、清华大学苏研院大

数据中心主任林辉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谈到高考机器

人，提出如上观点。

“对于未来教育的发展预测，

首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将接

近一个奇异点，人类创造的人工智

能机器的力量将会超越我们的大脑，

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注入人类角色，

将人从手段、工具中解放出来，自

由自在发展，是一个挑战。其次，

未来载体会发生变化。单纯传授知

识的教师很容易被取代，人最宝贵

的是品德、修养、预判和情感等。再者，教育理论方法会发生变化。

现在分蛋糕的人多，做蛋糕的人也多，但是如何把蛋糕做得营养的

人少。如何让教育朝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要发挥信息化的作用。”

——近日，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动的

论坛上，专家们就未来教育趋势进行了研讨。教育部科技司副司

长李楠发表如上致辞。

《声音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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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寒武纪发布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

5 月 3 日，中国科学院发布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理论峰值速度

达每秒 128 万亿次定点运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设想一下未来利用图片进

行大规模搜索的场景，云端的人工智能芯片可以为这类应用提供更精准、更

快速的大数据处理能力。中科院旗下的寒武纪科技公司成功研制了 cambricon 

MLU100 云端智能芯片，平衡模式下的等效理论峰值速度达每秒 128 万亿次

定点运算，高性能模式下的等效理论峰值速度更可达每秒 166.4 万亿次定点

运算，而典型板级功耗仅为 80 瓦，峰值功耗不超过 110 瓦。

据了解，MLU100 云端芯片可支持各类深度学习和经典机器学习算法，

充分满足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经典数据挖掘等领域复杂场景下的云

端智能处理需求。寒武纪拥有终端和云端两条产品线。云端芯片主要是用于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云计算场景中，此次发布的 MLU100 云端芯片，可独立

完成各种复杂的云端智能任务，比此前的终端芯片功能更强、研制难度更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微信计步、运动打卡激励学生锻炼

“微信步数每天过万”成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这学期的难题。这源

于广外为鼓励学生课外锻炼提出的新要求：每天锻炼步数达 10000 步（微信

运动）以上，或当天在装有蓝牙发射器的体育场馆锻炼不少于 40 分钟；每周

锻炼需达标五次，至少有一次在体育场馆练习专项内容不少于 40 分钟。未完

成者扣除体育成绩的 10%。

今年 4 月 2 日，广外正式启用基于小程序的“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管理系

统”。该系统是针对教育部有关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要求指标量身定做的应

用系统。不过，不少学生反映每天 10000 步有点难，为完成“任务”有同学买“摇

步器”刷步数，运动步数排行榜上甚至出现了七八万步的作弊高分。

教育部：                                      
“网络空间安全”增设为一级学科

日前，教育部公布最新《学位授予和

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相比 2011 年公布的

版本，本次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目录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工程专业学位类别也进行了调整。

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设置与管理办法》，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

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一级学科的调

整一般每 10 年进行一次，最近一次调整在

2011 年，期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发布了 2011 年修订并印发的《学位授予和

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一级学

科总数从原来的 89 个增加到 111 个。此次，

2018 年 4 月更新后的新目录依旧保持 13 个

学科门类的体系，在具体学科门类下做了

相应更新。其中一处更新是在“工学”门

类下，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学科代码为“0839”，授予“工学”学位。

北京邮电大学：                                
利用噪声保密帮助光通信“抗劫持”

在 5 月 19 日开幕的 2018 年全国科技活

动周暨北京科技周活动主场上，北京邮电大

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杰

教授带领的光信息安全研究团队展示了一项

最新成果——内生安全光通信，使不依赖附

加密钥的大容量安全传输成为可能。

在传统光通信中，信息由于透明传递

而随时存在被“劫持”的安全隐患，因此

收发信息双方之间必须建立额外的密钥协

商以保障信息的可靠传输。

张杰教授介绍，噪声是普遍存在于任何

一个通信系统中的，传统的光通信就是把噪

声降到最低。而这个内生安全光通信技术恰

恰相反，正是引入了信号抵入噪声传输的物

理层安全机理和手段，也就是噪声弱的部分

传递信息，噪声强的部分作为信息的保护伞，

这就使传统的信息、密钥合二为一。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探索创新创业实验班特色教学模式

大学如何开展结合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进行创新创业工作呢？近期，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办的创新创业实验班，构建“1+3+10”创新

创业课程教学体系，即 1 个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为核心、3 门创新创业必修课

程为基础、10 次创新创业讲座和企业实践为辅助，促进课程知识的理解贯通。

同时，创新教学成果考核方式。实验班坚持以项目实践为核心，通过项

目实践检验课程学习效果，保障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养成。建设区块链、人工

智能、网络与信息安全、移动互联网与小程序开发、文化创意和 VR/AR 六个

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室，实验班学生入驻并开展项目研究，由校内外创新创业

导师对项目进行“一对一”指导，通过项目情况评价相应课程知识的应用能力，

以路演答辩对各门课程进行考核，实现以能力考核代替知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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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浙江

天津

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

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 5 月 16 日在天津开幕，

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 多位人工智能方面的

专家参会。在大会主会场，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和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同时揭牌。

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重点聚焦

人工智能方法与智能机器人等系统的紧密结合，用人

工智能方法提升机器人智能化水平，同时以机器人系

统的具体需求来推动人工智能方法的发展。在人才培

养方面，该学院将充分发挥理科优势和机器人等智能

系统的研究经验，制定突出工程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集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培

养、人工智能基础和技术研发、人工智能科研平台

和团队培育以及社会服务功能于一体。该学院将在

多个优势研究方向上承担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建

立人工智能专业方向人才培养体系，支撑未来 10

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武汉

“STEAM”教育助创客教育落地

近期，由武汉市教育局主办的“STEAM”教育学习分享

会在该市举行。该会议旨在探索跨学科学习等新教育模式，

促进教师多学科知识融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改革，继而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思维能力和

动手能力。

据了解，自 2014 年以来，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相继引入

“STEAM”教育模式，但是从理论到实践，该模式在我国都处

于初级阶段。武汉开展了相关实践探索，并将进一步推进创客

教育与“STEAM”教育的深度融合。“武汉市已建立起多个市

级创客空间，以及一支 800 余人的创客教师队伍，并在全市多

所中小学开展创新教育实践。”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

碧武介绍，“然而目前仍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体制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我们试图通过引入‘STEAM’教育模式，打破学科

教师与教育研究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障碍，推进创新教育和科

技教育在教学中的深入应用。”

（以上信息编辑自 www.edu.cn）

杭州市将博物馆资源引入历史与社会课程

如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何促进

博物馆资源与中小学课程的深度融合？近期，创新

课展示与相关研讨，作为杭州市历史与社会“青年

教师研修共同体”常规教研活动的一部分。其中，

拓展课堂时空，将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资源引

入课堂，是该研修共同体近期集中探索的主题。

目前，该研修共同体的青年教师已经进行了大

量尝试。同时，该研修共同体通过数字资源库“微

学荟”的建设，搭建了数字化学习平台，通过编撰

《玩转杭城》《文博之旅》等系列拓展读本，老师

们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参观各大博物馆，具体要做三

件事：其一，记录博物馆的展览相关信息并进行分

类整理；其二，将展览内容与教材匹配，列出课堂

教学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其三，团队之间资源共享，

进行头脑风暴，研讨课堂如何推陈出新。

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发布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制定了《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

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评估指标体系”），自

2018 年起，省教育厅将依据此评估指标体系，组织开展高校信

息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估活动。

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基础设施、基础支撑平台、数字资源、

智慧教育、治理体系、网络信息安全等 6 个一级指标、17 个

二级指标、51 个观测点、200 项观测点描述。基础设施包含

网络设施、云模式、智能环境、基础运维等；基础支撑平台

包含基础服务平台、基础数据平台等；数字资源包含数字资

源建设与数字资源应用等；智慧教育主要包含智慧教学、智

慧服务、智慧管理等；治理体系包含领导力、执行力等；网

络信息安全包含网络基础安全、数据安全、隐患及事件处置、

网络舆情等。

评估指标体系明确提出，高校要接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带宽不低于 100M，且满足一定冗余，官方网站域名采用

教育行业域名（x.edu.cn 或 x.edu)；接入 IPv6, 且部署业务应用

或实验室应用至少 1 项。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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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总编观察

文 / 李志民

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下文：

一、在线教育行业市场由一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扩展，移动端

应用加速普及。

据百度教育大数据显示，近 6 成互联网学习者位于三四线城市及

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用户对优质互联网学习资源的渴求程度，高于发

达地区。在三四线城市，教师资源尤其是优质教师资源十分稀缺。找

老师难，找好老师更难，而在线教育能够很好的帮助这些人群突破地

域限制和资源限制，通过网络将发达城市优质资源传播到三四线城市。

二、技术升级，软硬件双重驱动在线教育市场发展。

随着宽带速度提升、移动网络普及、智能终端和智能穿戴设备

广泛应用，硬件持续升级为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基础条件，拓展学

习场景，打破教学内容瓶颈；另外，语音识别、在线测评、直播互

动等技术升级，完成了教学测评的闭环，满足了用户师生互动、答

疑等教学基本需求；云服务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带来了个性化学习解

决方案，提升了用户体验，教学管理也更有针对性。软硬件双重驱

动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

三 、在线教育教学场景化体验将继续升级。

直播技术的发展掀起了“直播 + 教育”的浪潮，带动了在线教

育行业洗牌，使老师更专业、教师资源更平衡、用户成本更低。随

着人工智能、VR/AR 等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将 VR/AR 技术应用到

教育领域，将提供各种可能的学习场景。

四、在线教育促进传统教学模式变革。

在线教育促进传统教学模式变革，对于学习者，学生可以随时

随地学习；学生拥有更加自主、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将学习的主动

权交回学生，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知识、能力水平自行把握学习进度、

选择学习环境；与教师的互动更加频繁。对于教授者，老师重建课

程结构、改进教学方式，老师上课不见得要讲很多，学生也可以把

课程内容学会。对于学校，新技术使教学管理更加有效，技术也虚

化了学校的地理界限，校园从纯粹的实体校园转为虚实结合的共同

体；改变学校课程的师资队伍结构，MOOC 课程的师资队伍具

有“主讲教师 + 教辅人员 + 技术人员”的多元化特征。

五、在线教育将进一步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助力教育公平。

包括 MOOC 在内的在线教育的推广，能够集聚各所高校的

学科优势、社会各地的优质教学资源，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

教育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与规模效益，

并加快优质教育资源的传播。在拓展教育边界的同时，助力人

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在线教育

可以切实降低教育的门槛，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进程。

因此，有机会改变人类历史上长期难以解决的教育不公问题，

有希望缩小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教育鸿沟。

六、在线教育的发展将有利于国家软实力输出。

MOOC 意味着校园围墙正在被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功

能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教育会超出现有教育范畴，会成为国

家文化和软实力输出的重要载体。MOOC 的引入可以实现国内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知名高校优势学

科的学术影响力，提升我国知名高校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提升

我国思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MOOC 改变了留学的概念，留学

不再是到驻在国学习驻在国的课程。

七、在线教育发展为我国高校参与国际竞争带来更多机遇。

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一直不强，英国 2018 泰晤士世界

大学排名中，我国大陆进入前 100 名的高校只有北大和清华两

所大学。MOOC 的快速发展，注定会加剧高校间的跨国竞争，

每个高校既有的声誉和影响力，对 MOOC 的重视程度与投入多

少，都会对其未来的发展和地位产生影响，全球高等教育的版

图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改变甚至重塑。我国高校在参与国际

MOOC 的发展中，共享自身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可以借鉴和

学习国际知名高校的课程设计和内容，优胜劣汰，提高教育水

平和国际竞争力。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lass Central、艾瑞咨询、百度教

育等，部分资料来自网络公开资料）

MOOC 意味着校园围墙正在被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功能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教育会超出现有教育范畴，会成为

国家文化和软实力输出的重要载体。

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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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一代互联网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
创新研讨会在东南大学举办

本刊讯  5 月 30~31 日，2018 下一代

互联网与高校应用服务架构创新研讨会在

东南大学召开。本次大会由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主办，东南大学和《中国教育网络》

杂志承办。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保平、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刘红斌分别为

大会致辞。国家密码管理局副局长何良生、

清华大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李星等出席开幕式并为大会作主题

报告。会议开幕式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网络信息处处长万猛主持。

本次大会旨在落实国家关于发展下

一代互联网的战略部署，充分利用高校

在下一代互联网研究上的先发优势，提

高下一代互联网与高校网络安全建设水平。

来自全国各高校信息化办公室、科研处、

信息网络中心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及技术人

员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刘红斌在

大会致辞中表示，教育领域以 CERNET 为

代表，一直是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王保平  

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

刘红斌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

何良生

国家密码管理局副局长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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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示范的先锋。在新时代，高校应以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继续做好下一代互

联网的研究和部署，并为国家培养更多的

下一代互联网创新人才。

国家密码管理局副局长何良生做了题

为《下一代互联网部署与应用过程中安全

保密工作的要求》的报告。他表示，安全

是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要素，下一代互联

网部署要处理好安全和网络及应用三者间

的关系。他提出，要在以 IPv6 为基础的

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部署和应用中大力推

进密码的应用。

清华大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李星做了题为《向 IPv6 演进的网

络设计》的报告。他表示，云计算、物联

网等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下，全球对 IP

地址的需求量极大，未来全球对 IPv6 的

需求将会持续升温。他分析了当前 IPv4

向 IPv6 演进的技术路线，认为 IPv6 为实

现我国互联网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必

须有创新思维才能抓住这样的机遇。

清华大学李星教授：

以创新思维迎接下一代互联网发展机遇

在《向 IPv6 演进的网络设计》的报

告中，李星分析了 2017 年年底由中共中

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推

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他表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

任张焕杰做了题为《IPv6应用实践》的报告，

他介绍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IPv6 实践，

表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建设必须有一流的

基础设施支撑。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晓东做

了题为《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引领信息

化创新发展》的报告，介绍了赛尔网络在

推进高校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应用中

所做的多方面工作。他表示，赛尔网络将

继续做好 CERNET 运营和服务工作，持

续全面服务 IPv6 规模部署，全力支持教

育信息化 2.0，为实现网络强国和教育强

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 30 日下午的会议中，嘉宾们聚焦

高校网络安全建设。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

任、CERNET 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蓓，浙江

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东南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常务副院长程光，华

中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主任于俊

清，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副主任许卓

斌等参会嘉宾围绕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防

护体系建设、大数据和态势感知、高校网

络安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网络安全与

信息化顶层设计、高校信息安全实践等主

题进行经验分享。同时，来自锐捷网络、

深信服、北京网景盛世等公司的技术专家

也介绍了最新的网络安全技术与方案。

在 31 日上午的会议上，华南理工大

学教授、CERNET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凌

介绍了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创新之路，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陈萍教授分享了下一代

互联网身份认证与安全共享。同时，来自

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下一代互

联网创新团队也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此次会议得到了赛尔网络有限公司的

大力支持，赛尔网络从 2015 年开始，以

每年不少于 2000 万的资金投入支持高校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与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创新大赛，鼓励扶持以大学生为核

心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以推动中国

IPv6 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式和网络应用；IPv6 升级过程尽量要让用

户无感知；IPv6 升级必须采用国际主流技

术，符合 IETF 国际标准、并优选我国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IPv6 升级应

尽量降低系统的成本；IPv6 升级应充分考

虑可持续发展性和可管理性。

李星分析认为，IPv6 过渡技术路线有

几个思路：第一，演进是生命。应优选单

栈技术。第二，安全是保证。应优选无状

态技术。第三，互通是根本。应优选翻译

技术。第四，解耦是途径。已有网络与新

建网络应分别处理，服务器与客户机独立

实施。

李星表示，IPv6 为我国互联网实现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必须有创新性的思

维才能抓住这样的机遇。

国家提出要“实现互联网向IPv6演进升级，

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其中重点提到安全与泛在，

这两点要求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他表示，云计算、物联网等各种新技

术的广泛应用下，全球对 IP 地址的需求

量极大，未来全球对 IPv6 的需求将会持

续升温。

演讲中，李星阐述了当前 IPv6 网络

升级设计的相关原则及用户 IPv6 升级设

计原则。他表示，用户 IPv6 升级设计应

遵循这些规则：如，不能影响用户的上网

体验；节省稀缺的 IPv4 公有地址资源；

支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用户上网管理计

费和安全溯源等功能；可平稳演进到纯

IPv6 互联网；支持物联网等新兴的网络模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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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张蓓：

高校做好网络安全的 5 个 Tips

在《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的报告中，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张蓓

从网络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安

全运维四个维度分析了当前高校的网络

安全现状，并介绍了北京大学网络与信

息安全防护体系的三个思路：第一，安

全防护上手段；第二，安全运维不放松；

第三，安全服务全方位。

针对网络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张

蓓介绍了未来北京大学网络信息安全工

作的规划，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强技术

防护，提升基础防护能力；成立信息安

全室，加强信息安全技术队伍建设，提

高战斗力；逐步消灭二级出口，将互联

网出口汇集在网络中心统一管理，实现

统一安全策略和管控；逐步消灭二级域

名，实现统一安全监测管控，一键断网

可落地；购置专业安全服务，对重点网站、

信息系统定期进行专业性主动渗透测试；

大力加强网站和应用系统的备案管理，安

全事件处理有保障；对重要信息系统定期

进行安全等级保护。

此外，大力提升身份认证技术的能力

和强度；个人用户 IP 地址全面私有化；进

一步加强无线网建设，持续消灭小路由；加

强备份和容灾系统建设；加强备份和容灾系

统建设，定期进行备份数据的恢复性演练；

在网站群建成之前，大力推广云 WAF：覆

盖全校二级网站；加强团结协作，群策群力，

合作共赢。

她分享了 5 个实用的方法：一、一键

断网；二、强制修改弱口令；三、应用管

理员登录强制短信验证；四、购买安全服务，

定期做渗透测试；五、敏感时期果断关网！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

做态势感知，可视化非常重要

陈文智分析了以 Policy( 安全策略 )、

Protection（防护）、Detection( 检测 ) 和

Response（响应）为主的传统的网络安全

防护体系的特点，他分析认为，传统的安

全防护方法拥有一些诸如“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缺点。他表示，当前网络安全面

临的现实是：黑客攻击技术发展快，防御

技术滞后；旧短板未发现，新技术使长板

又变短板；同时，在新型网络环境下，网

络边界定义更加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

校园网络结构日益复杂。在这种新形势下，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的引入非常必要。

围绕网络态势感知相关技术，他表示，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综合分析

判断安全态势提供了可能。同时，可视化

非常重要。越来越多不可见或难以直接显

示的安全数据需要可视化，同时，恶意程

序的传播越来越快，需要构建可视化可理

解的传播模型。

此外，陈文智还介绍了浙江大学的网

络安全整体架构，以及智云实验室的建设

情况。浙大与阿里云联手联合打造的面向

未来的智云实验室于 2018 年 4 月正式挂

牌，面向学校信息化发展需要的大数据平

台成为其中的重点，安全大数据作为大数

据平台的重要组成被高度关注。同时，围

绕安全大数据还专门启动了“校园安全鹰

眼”计划。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14 中国教育网络 2018.6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主任于俊清：

构建信息化建设利益共同体 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有力支撑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主

任于俊清作了题为《新时代高校网络安全

与信息化顶层设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

指出新时代高校信息化的主要矛盾是师生

日益增长的优质安全信息服务需求和信息

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同时

还面临着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网络与信息

安全形势严峻等各种挑战。

面对挑战，如何把握机遇非常重要。

据介绍，华中科大信息化的工作重点主要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网络强国思想”为统

一指导思想，引领高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建设，加快实现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常务副院长程光：

加强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建设  培养高质量多层次人才队伍

在主题为《高校网络安全学科建设与

人才培养》的报告中，东南大学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常务副院长程光从网络安全的指

导思想、学科概念、建设方案、培养方案

等几方面分享了东南大学在建设一流网络

空间安全学院方面的经验。

据程光介绍，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的建设目标是要成为我国领军型、

创新型和教育型网络安全人才的核心基

地，带动我国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的

建立。希望通过多元化人才选拔机制，

完善的专业教学体系，国际一流教材体

系，特色的培养途径，合格的师资队伍，

创新教师评价机制，先进的教学环境设

施，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示范带动人

才培养机制，建立学院联盟创新机制，

建设服务社会能力等多方面措施，引领

网络安全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促进

网络安全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他

还介绍了东南大学对于本科生、硕士生

与博士生的人才培养方案。

他指出，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的重大

发展战略，需要加强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建

设和培养高质量多层次的人才队伍，东南

大学以面向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为需求，以

培养网络安全的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和高

素质人才为目标，从而建设一流的网络安

全学院。

融合，从加强“底板”、补齐“短板”、

终止“痛点”三个方面搞好信息化建设。

他指出，信息化的本质在于“化”，

也是一个系统的改革工程。华中科大信息

化的治理体系主要包括领导机制、管理机

制、责任分担机制、合作机制四大方面。

而如何做好学校的顶层规划，他提出要努

力做到“四有”，即“做事有依据、做事

有规范、做事有记录、做事有效率”，通

过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促进学科发展的“三步走”战略，为学校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坚强有力的信息化

支撑。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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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凌：

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创新之路

CERNET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华南

理工大学张凌教授在《赛尔下一代互联

网创新之路》的报告中，简要回顾了赛

尔网络有限公司的使命和任务：支持高

校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应用创新

领域，跟上国际先进水平，甚至超过国

际先进水平。

他同时介绍了 CERNET 和赛尔网络

在下一代互联网的创新布局，重点介绍了

赛尔网络在下一代互联网创新项目、创新

大赛、项目孵化的支持工作，以及公司如

何在现有的业务基础上开展创新。

据介绍，赛尔网络自 2015 年起，每

年出资2000万元，面向全国高校举办“下

一代互联网创新项目”和“下一代互联网

技术创新大赛”，鼓励扶持以大学生为核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晓东：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引领信息化创新发展

付晓东在报告中表示，在新的历史

时期，赛尔网络将继续加大 CERNET

用户的服务力度，全面服务 IPv6 的规模

部署，全力支持教育信息化 2.0，为实

现网络强国和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CNGI-CERNET2 是全球最大的纯

IPv6 主干网，也是中国下一代互联网最大

的核心网络。赛尔网络多年来全方位支持

IPv6 发展，不仅为CERNET的建设无偿

提供了链接 36个城市 41 个核心节点间的

10G 和 100G 传输线路和带宽资源，还为

千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纯 IPv6 网络服

务，拥有超过 1000 万的用户数量。

赛尔网络还在 IPv6网络接入、网络安

全、国际带宽保障、产业服务等方面提供

全方位优质服务。在 IPv6网络接入方面，

通过1� 1配比免费接入 IPv6的方式，实

现“IPv4到哪，IPv6到哪”，推动会员单

位全面接入 IPv6。在产业服务方面，建立

下一代互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园与网

络安全产业创新园，并以每年不少于2000

万元的资金投入支持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

技术创新项目与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

赛，推动IPv6科技成果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发

布，将全面推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实

现创新发展。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与赛尔网络将为教育信息化

2.0 目标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计划在

以下八个方面开展工作，主要包括：支

持教育行业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建

议；建设教育网主干网安全监测平台；

高考信息服务网站安全检查；强化科研

专用网络作用；支持中外合作办学服务；

高校科研成果推广宣传；下一代互联网

创新项目和大赛；推动中小学域名规范

管理。希望通过以上任务全面提升教育

信息化发展水平，为我国教育信息化步

入世界先进行列作出应有的贡献。

心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以推动中国

IPv6 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同时创新大

赛是目前国内唯一的 IPv6 专业赛事，只

面向高校师生，参赛作品要求能够与下一

代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培育产生基于下

一代互联网特点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

务、新应用。

目前，共有 276 所高校的 1017 个项

目参与申报，立项资助了 183 所高校。

通过三届大赛，聚集了一批专注于下一

代互联网和 IPv6 的高校创新人才，为下

一代互联网人才库积累了优秀人才 2800

多人，促进了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

应用的发展。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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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计算中心教授级高工陈萍：

以身份共享推动全方位资源共享

在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中，统一身份认

证是服务于安全共享的。从校园网的角度

看安全共享，关键的问题是数据的共享与

安全管理。人财物的数据应用是校园网运

行的基础，各种数据的共享最终会归结到

身份认证的问题，包括：人员数据的可访

问、可依赖和一致性等问题。比如北大校

园部署了上万个 AP，那么是否可以给每

一个 AP 一个标签，然后以短距离通信的方

式进行发现和采集，从而对学校的资产实现

更好的治理。从这个角度出发，统一身份认

证就成为校园网建设的基础设施环节。

以 身 份 共 享 推 动 资 源 共 享，

Internet2、GIANT 一直在推动将身份与

信用的整合。我们高校基于下一代互联

网 CERNET 实现网络接入层面的身份共

享——eduroam，核心服务采用纯 IPv6 部

署，根节点实现 IPv4 和 IPv6 分开。统一

身份认证联盟突破了地理位置限制，适应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近日，中国教育在线与大连工业大学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大连成功举行。中国教育

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大连工业大学校党委副

书记李长吾，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董巍、

盛青，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处）、

招生就业处、网络信息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出席了本次活动。签约仪式由大连工业大

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梁旭光主持。

李长吾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教育在线

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教育门户网站，与大

连工业大学在十余年的合作中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近一年来双方在大连工业大学教

育信息化建设上开展了高效的交流，目前

在学校办公自动化和互联网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已初见成效。大连工业大学希望在以

往合作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在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双方共

同发展，打造长期稳定和富有活力的战略

合作关系。

中国教育在线与大连工业大学签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中 国 教 育 在 线 总 编

辑陈志文表示，中国教育

在线与高校的此类深入合

作 在 全 国 尚 属 首 次。 自

2017 年 下 半 年 开 始， 双

方共同开发了招生办公自

动化系统“E 招——高招

大数据决策平台”，开展

了大数据、云计算在招生

就业、学生培养和管理方

面的研究，对全面推进当

前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中国教育在线愿与大连工业大学共

同秉承“全面关注中国教育，切实做好教

育服务”的使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贡献

力量。

据了解，目前“E 招—高招大数据决

策平台”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完成，并于

2018 年 4 月下旬进入试用阶段。高校通

过该系统可以实现招生数据分析、计划投

放指导等功能，对推动高校招生工作办公

自动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仪式结束后，双方进一步研讨了战略

合作相关事宜，在高校管理信息化顶层设

计、招生就业、学生培养和管理中的智能

化建设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

成了合作共识。

各种应用系统的身份共享、服务共享，任

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访问线下

已经获取权限的应用系统 / 服务。而针对

共享中的安全性，Idp 与 SP 之间的通信，

采用双向证书认证保证任何一对 Idp 和 SP

之间的互相认定。

校园网的安全共享是目标，而统一

身份认证是实现校园网安全共享的基础设

施，“统一身份认证”服务于“安全共享”，

包括数据共享、上网共享、应用共享、身

份共享等。目前，eduroam@CERNET 和

教育网统一身份认证联盟 CARSI 两个项

目正在进展中，未来其应用将突破地理位

置和应用的限制，最终实现以身份共享推

动全方位资源共享。



2018.6 中国教育网络 17

教育部 2018 第一期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班在南京举办，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强调，

本刊讯   2018 年 5 月 29 日 ~6 月 1 日，

教育部 2018 年第一期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

化专题培训在南京举办。本期培训班由中

国移动政企分公司承办，教育部科技司副

司长李楠、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洪流、中

国移动政企分公司副总经理方力、中国移

动江苏公司副总经理关懿珉、教育部科技

司信息化处处长舒华、江苏省电化教育馆

馆长吴胜东、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教育行

业解决方案部总经理李小文、教育部科技

司信息化处副处长任昌山等出席本次活动，

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教育专家就信息化开

展专题讲解培训。来自全国各省教育厅分

管信息化工作的领导、职能处室处级干部、

部分市县教育局局长等 120 余人参与了本

次活动。

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中提出，应用信息技术特别是智能技术的

发展，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构建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

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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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培训班着眼于教

育信息化 2.0、放眼未来“互联网 + 教育”，

并据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在报告中强

调在探索实践中积累和凝练中国的教育信

息化发展，要实现“三大突破”，即教育

信息化应用模式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参

与的推进机制取得重大突破、在探索符合

国情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上取得重大突

破。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

融合，将观念转变、培训提高作为推动工

作的重要抓手，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作

为推动工作的基本方式，将开放合作作为

推进教育信息化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

举措。

中国移动政企客户分公司副总经理方

力在开班仪式中指出，中国移动已经明确

了“大连接”战略，将继续紧跟教育信息

化 2.0 时代步伐，支撑和推动教育信息化

事业发展，依托自身在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各级

教育主管机构的合作，强化教育基础能力

建设，推进智能技术赋能教育产业，助力

我国教育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

加速跃升，全面实现智慧教育。

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教育行业解决方

案部产品总监孔令凯就中国移动的教育信

息化解决方案进行了专题讲解，并指出中

国移动政企分公司将全面支撑教育信息化

网络基础，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推

动数字资源服务普及，加强教育资源均衡

配置，实行百区千校万课引领，加快推进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

因材施教等。同时，孔令凯还展示了“和

直播”、魔镜系统等在探索信息化条件下

实现差异化、个性化教学和推进智慧教育

创新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效用。

培训期间，中央电教馆技术部主任杨

非、中央电教馆研究部主任黄天元、西北

师范大学教授郭炯、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

家组秘书长任友群、原山西省教育厅巡视

员张卓玉、重庆市树人景瑞小学校长李华

等教育信息化领域专家分别深入解读了对

教育信息化的研究和探索，对如何贯彻落

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

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意见。

本期培训班还举办了以“落实教育信

息化 2.0，发展个性化学习”为主题的信息

化产品应用展。本次展览以智慧教室、家

庭学习场景及和教育数据服务能力展示三

个部分，聚焦现有教育过程中各环节的痛

点问题，展示中国移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在结业式上，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副

处长任昌山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

1

2

3

南京市新城初中怡康街分校创客教室现场展示

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参观中国移动教育信

息化产品展览展示区

教育部 2018 年第一期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

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
1

2

3

教育信息化发展要实现“三大突破”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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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近几年，人工智能人才短缺日益凸显，全球开始

将人工智能布局于各领域。随之，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密集出台，也紧锣密鼓地进入教育领域。

人工智能进场教育领域

今年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

动上，3D 打印、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各种“黑

科技”产品让观众应接不暇。以人工智能为例，在北

京朝阳区的展会示范课上，老师演示了一堂以声纹识

别的概念与应用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基础课程。

如今，已有不少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的相关课程。

它的背后与政策不无相关。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应逐步开

展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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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课程。

在政策的鼓励下，一些学校纷纷落实行动。2018

年 4 月 28 日，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普教教材——《人工

智能基础》（高中版）在上海发布，全国 40 所学校成

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同时，有的中

学依托大学、研究所的资源建设了智能科学与技术实

验室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实验室。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进入 K12（6-18 岁青少年）

阶段学生的教学，除了学习技术本领，还有一个重要

的目的是创新、探索的学习能力提高，以及思维方式

的改变。为此，STEAM 科创教育适时探索基础教育领

域的开拓。5 月 11 日，全国首套小学 STEAM 科创教

育系列丛书《科创教育实验教材》发布。

不仅仅基础教育领域开展人工智能教育，高等教

育领域人工智能的落实工作也步伐紧凑。2018 年 4 月，

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

划》的通知，对中小学阶段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提出相

关要求的同时，提出高校未来将形成“人工智能 +X”

的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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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之，开设人工智能类专业、开设人工智能学院

已成高校中的一股热潮，仅仅今年 5 月，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所高校举行了人工

智能学院的揭牌仪式。据不完全统计，此前已有许多

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学院或相关专业。

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成为热点话题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实现《规划》

所制定的全面目标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热门的“人工

智能”被邀请进场后，教育领域的应用程度或将加深，

应用空间或许会更大，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未来的

就业、教育和生活可能带来哪些颠覆性影响？ 4 月 14

日，教育部科技委在北京举行“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科技前沿与战略圆桌会议，分析并研判人工智能的发

展以及对未来教育的影响。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占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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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

成为新的革命的起点，而不是以往革命的延伸。他给

这个新革命起了个名字，叫“零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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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潘云鹤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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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不同的角度谈到各自的观

点，围绕智慧教育、人工智能下数据的利用等话题，

进行阐述和探讨。

当然，对于摸石头过河的探索者们来讲，除了宏

观的规划和思路引领外，如何更好地落地也成为大家

关注的热点。此前，2018 第三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上，

一些业内人士从具体的领域实践的角度，谈到职业教

育、K12 阶段人工智能的探索和思考。

面对争议需披荆斩棘

教育领域成为人工智能重要应用场景之一。诸如

在线教育、语音识别、课堂教学分析、精准服务等

方向，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已逐渐布局。今后，智

能阅卷和批改作业、语音识别测评、拍照搜题和在

线答疑、个性化数据采集和应用等推广，也将成为

可能。然而，新事物的快速发展期，不可避免地将

面对各种质疑和争议。当前舆论的争议热点，主要

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数据的合理使用边界在哪里？“人工智能

+ 教育”的发展趋势明确，中国的一大优势是市场大，

数据量大，有利于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根据大数据分析，

给教师的差异化教学、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建议。但

是实践中难以落实，问题在于数据的采集，尤其是课

堂行为大数据的采集相对缺乏。

如何借助人工智能采集数据呢？《教室里突然多

了双“眼睛”，学生上课认真了三倍！这项校园黑科

技绝了》，前不久这一条新闻受到热议，主角是杭州

的一所中学，运用的黑科技是学校在教室安装的智慧

课堂行为管理系统，它能实现考勤功能、课堂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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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表情记录、专注度偏离分析，找出课堂关注度与

学生成绩的关系等。

本来是正向的宣传，然而，媒体一曝光，带来的

隐私权的争议。校方回答媒体的解释是，系统采集的

只是学生的行为状态信息，而不是课堂录像。然而，

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学校征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同意才收

集的这些数据，学校的做法还算可以接受；否则，学

校就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所以，对于隐私权的定义

需要得到法律的进一步规范。

第二，人工智能促进解决优质教育稀缺问题，还

是拉大差距？

从目前来看，往往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才更有实力

提前开展人工智能的学习。网友担心开展人工智能教

学的重点中学是不是会获得比普通中学更多的优势，

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衡的现象。

但是，另一种声音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恰恰应该是在一些软硬件适宜的学校推进人工智能的

教学，通过学校的试错期摸索经验和教训，总结规律，

今后便于将这些新技术推广到偏远地区。如何让技术

不仅仅呈现于表面，而是能真正地运用到位，将是值

得进一步关注的话题。

第三，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教师的地位？能不能

带来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

一方面，大学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对教师的知识

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能力和

教师队伍培训工作都需要加强。另一方面，大家更

为担忧的是教师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对此，不

少专家认为不用过于担忧，“未来智能机器人能帮

助教师更好地从教。”人工智能能帮助个性化的学

习，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帮教师节省很多批改作业、

批改试卷、备课的重复性工作时间，机器可以收集

学生们的答卷，并且分析出错的规律。教师能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帮助学生培养创新力、创造力，

以及培养学生的素质和情商，帮助学生形成价值观

和思想体系等工作上。不过，与此同时，教师工作

形态也需要转型。

以上的这些改变将促进个性化学习。同时，从技

术层面看到，人工智能根据实时分析大量数据，提供

新的内容或指定的学习计划和有针对性的实践和反馈，

虚拟助教也可以实现快速测评。这些都让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成为可能。

第四，人工智能将取代很多工作，应该培养什么

样的人才？

深圳市教科院院长叶文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未来教育的转型将从成功教育转型为幸福教育。未

来学校空间将为培养创新人才服务。”人工智能时代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成

为有美好人格和创新能力的个体。

诚然，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

需给人工智能试错期，允许荆棘中的披荆斩棘，在探

索的量变中带来质变。同时，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工作

需要去实践，正如业内专家提到的，人工智能不能碎

片化管理，国家需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和教育的走

向，建一个系统的顶层设计。同时，将人工智能技术

和教育专家智慧有机集成，构成一个新生态。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给人工智

能试错期，允许荆棘中的披荆斩棘，在探索的量变中

带来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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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 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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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从 2015 年起， AI 走向 2.0 阶段。随着社会新需

求的爆发，信息环境以及 AI 基础和目标的巨变，促使

人工智能迈向新一代。2017 年 7 月，中国发布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 :“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AI 走向 2.0的本质原因

首先，世界从原来的二次元空间进入新的三元空

间。世界原来是二元空间，即人类社会空间（H）和物

理空间（P）。近年来，随着信息力量的迅速壮大，已

经成长为除 P、H 两极之外的新一极——信息空间（C），

从过去的 PH 变成了 CPH。

近 50 年来，信息空间成长壮大的历程主要有以下几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来源于人类社会，如书籍、交

流、媒体、计算机；第二个阶段是信息开始互联，产生了

互联网、移动通讯和搜索；第三个阶段是信息绕过人类，

直接来自于物理世界，如传感器和物联网；第四个阶段是

产生大数据，信息快速膨胀；第五个阶段是从大数据走向

大知识，并推动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的变化。

其次，空间变化形成信息流的新变化。过去只有

P 和 H 两个空间，在这两个空间之间，人类社会要了

解物理空间的变化，包括它怎么改变，会变向何处，

变化规律是什么，这些所有知识的总和叫做自然科学。

然后，人类社会如何改造物理空间，改造后有哪些变化，

产生哪些连贯性反应，这些知识叫做工程技术。同时，

人类社会还会研究自己的经济行为、管理行为、政治

行为、社会结构等，这些叫做社会科学。因此，知识

的总和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信息空间

出现后，信息流发生巨大变化，人类社会既可以通过

过去的方法了解物理空间，也可以通过信息空间了解。

再者，新的信息流会生成认知的新变化：一是新

计算，AI2.0 是建立在新老空间的互动 CH、CP 之上的

AI；二是新通道，给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研究提供

了新途径、新方法和新通道；三是新门类，出现认识

复杂巨系统，包括城市运行系统、环境生态系统等。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它的关键理论与技术

包括五个方向：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以及自主智能系统。它的应用领域

包括智能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

由 上 可 知，AI 走 向 2.0 正 是 人 类 空 间 从 PH 到

CPH 演变的深化，它的前方有许多理论与实践的挑战。

AI 走向 2.0的大量新特征

AI 走向 2.0，目前已经出现了各种端倪。

潘云鹤：人工智能 2.0 与教育的发展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信息化将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阶段前进，产业和应用已经按此推进，科研、

教育，以及教育的方法、体系、教材也必须及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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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倪1：

大数据上的深度学习 + 自我博弈进化技术。与传

统博弈人工知识不同，AlphaGo 深度学习不仅能“直觉

感知（下一步在哪）”“棋局推理（全局获胜机率）”，

而且将学习人类棋局和自我博弈积累棋局相结合，能

够“新颖落子（想人不敢想）”。

端倪2：

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已经萌芽。《Science》 2016

年 1 月 1 日发表《群智之力量》的论文认为，结合群

体智慧与机器性能来解决快速增长难题。它将群智计

算按照难易程度分为三种类型，实现任务分配的众包

模式、较复杂支持工作流模式的群智以及最复杂的协

同求解问题的生态系统模式。大规模个体通过网络构

架的参与，可以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智慧能力，是解决

开放复杂问题的新途径。

如普林斯顿大学 Conncetome 项目开发了 EyeWire

游戏，玩家对显微图像中单个细胞及神经元连接按功

能进行涂色，第一次提供了哺乳动物视网膜的神经元

结构和组织产生检测运动的功能，来自 145 个国家的

165000 多名科学家（玩家）参与其中。

端倪3：

人机一体化技术导向混合智能。各种穿戴设备、人 -

车共驾、脑控或肌控外骨骼机器人、人机协同手术等

实现生物智能系统与机器智能系统的紧密耦合，在外

科和脑手术中已经开始实用。  

端倪4：

跨媒体推理已经兴起。在语言、视觉、图形和听

觉之间语义贯通，是实现联想、推理、概括等智能的

重要关键。

端倪5：

无人系统发展迅速。当前，在工业装配线上机械

手发展很快。但在灵活运动领域中，无人系统迅猛

发展的速度远快于机器人。因为类人或者类动物的

机器人，往往不如对机械进行智能化和自主化升级

来得高效。

AI2.0 促进教育

AI2.0 对教育的影响主要是 5 个方面。

第一，发展大数据智能的学习分析技术。收集学

生学习大数据（做练习题、考试、历年学习成绩、听

课表情、平时兴趣、周围环境），来分析学生学习的

薄弱环节，从而制定学习的改善方案。也可以用它来

给学生画像，不断根据新的数据进行修改，并形成新

的教育方案。

第二，发展跨媒体学习。人类形成基本概念和判

断依赖多种媒体信息综合，如文字、视觉、图表、声音、

触觉、味觉等。因此，教材除文字外，还要配以插图、

讲解、参观、实验等，其目的是形成跨媒体的知识（概念、

判断、思维）。跨媒体教学将是提高教学效率的有效

武器，对幼儿教育尤为如此。新技术新教材将十分重要，

如超文本课本、AR 产品等。

第三，发展终身学习的个性化智能支持。未来，

终身学习将越来越重要。终身学习不同于学校的系统

式学习，是带着问题学习，其问题包括工作、形势变

化、理财、爱好等。因此，学校一般性教材并不适用，

需要个性化教材。终身学习还是“自主驾驶式”学习，

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问题、目标，形成一条适合自

己的学习途径。人工智能可以在数据库和知识库的基

础上，为其提供规划，提供相应的教学内容。

第四，我国应建设智能图书馆。图书馆的每一本

书都包含几十乃至几百个知识点，作者仅用某一种链

接来讲述它。这些知识点可以更灵活地加以不同链接，

以满足终身学习和交叉性学习的个性化教材需要。

教育部已建成 300 万册学术数字图书馆，应及时

在此基础上建设智能图书馆。智能图书馆向读者出借

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根据读者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的

知识点的链接系列，这个系列是实时按需编排给读者

的。所以，人工智能可以在此基础上，帮助每个人制

定学习计划，提供相应学习内容。

第五，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实施中，队伍的组织

和人才的培育是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加大人工智能人

才培育和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二是建议有关省市创

建一批政、产、学合作的，科学、工程和教育相结合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用灵活体制，实现快

速发展；三是人工智能走向 2.0，是人类实现新进步的

一件大事，我国可主动推动国际合作，建设合作平台，

与全球愿意携手的科技人员一起，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推动人类走向美好明天。

总之，中国信息化将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阶段前进，产业和应用已经按此推进，科研、教育，

以及教育的方法、体系、教材也必须及时展开。

（本文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在“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科技前沿

与战略圆桌会议上的部分报告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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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沁平：虚拟现实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应用

“虚拟现实”+ 和“互联网 +”一样，各种行业都

在应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的目标是以计

算机技术为核心，结合相关科学技术，生成一定范围

的真实环境，在视、听、触觉等方面高度近似的数字

化环境，用户借助必要的装备与数字化环境中的对象

进行交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亲临相应真实环境的

感受和体验。虚拟现实系统具有 3I 特性，即：沉浸感、

交互性、构想性。

大家会认为这不就是模拟仿真吗？其实就是模拟

仿真，而且模拟仿真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件事情。

早期的实物仿真，比如草船借箭，到机电类仿真，随

着技术发展，模拟仿真的对象、材料、技术都在发展。

随之，产生计算机仿真，从模拟机仿真到数字机数值

仿真，再到虚拟现实等。

人类模拟现实世界之梦

虚拟现实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性能

计算、计算机图形学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人类在

模拟真实世界方向上达到的最新的境界。虚拟现实技

术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从 2D 到 3D，不论是用图形技术产生三维，

还是用光学等其他技术产生的三维，三维是基本的显示

特征。第二，目前无论多大的屏幕，总有物理尺度的限制，

但虚拟现实可以突破屏幕的界限，突破物理尺寸的显示，

带上头盔之后，能全景式的观赏。第三，它使计算机系

统完全对用户透明，是人和虚拟环境的自然交互。第四，

它可以构造任意时空的物理世界和现实世界，构造它的

虚拟空间，有一个物理对象就有一个数字化的虚拟对象。

第五，它可能是互联网未来的新入口和新的智能环境。

虚拟现实对未来的影响

首先，有人认为虚拟现实是新的计算平台，个人

电脑、手机都是计算平台，其实很难说是属于新的计

算平台，可能是对新的计算平台有其作用，可以叠加

在上面；其次，有人认为它是行业发展的新信息技术

支撑平台，个人比较赞成这个看法；第三，它将是互

联网未来的入口；第四，它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发展

思维和新的技术途径；第五，不论各行业做的什么事，

虚拟化设计、体验、培训、演练，最终人所感知的世

界将会成为真实和虚拟两个世界，或者是虚拟与现实

混合的新世界。

虚拟现实的应用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虚拟现实在军事、航空航天、

装备制造、智慧城市、医疗、教育等许多行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应用成果，成为各行业发展的技术支

撑平台。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及设备的发展，“虚拟现实 +”

赵沁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科技委主任

由于“虚拟现实 + 教育”的发展，“人工智能 + 教育”的发展，会出现大量的虚拟现实（VR）

教育应用系统，使得教育技术得到升级换代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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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发展趋势，教育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 + 人工智能”可能

是终极性的教育技术。

虚拟现实应用于教育，第一，可以使学习者进入

任何逼真的学习场合，如分子、人体、太空、历史事件等，

实现沉浸式的现场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成效。

第二，可以进行各种交互实验，特别是危险性高的，

比如某些化学实验，或者是真实环境下不可能做的实

验，比如人体解剖，或者体验黑洞，从而提高学习的

成效。

第三，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可以

构造虚拟教室、虚拟教学、虚拟老师，随时随地地在

教室指导学习。

现在各个大学都建有虚拟校园，可以用于校园管

理、校园交通、校园的地下管线、校园的各种建筑等，

并和数据结合起来。虚拟课堂可以进行真实感的教学

研究，比如构造虚拟心脏，使身体的某一部分展示出来，

并讲解构造。比如用于体育教学、体育训练，能把它

和数据采集结合起来，分析动作。

要实现虚拟现实系统，大体需要有四方面的技术：

一是数据采集、数据获取；二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

三是建模以后的绘制与表现。绘制，不仅是视觉上的

绘制，还包括听觉、味觉等方面的研究；四是传感和

交互，传感和定位等等的交互。这四个方面的技术涉

及到：硬件平台和装置、核心芯片与器件、软件平台

与工具、软硬标准与规范，以及虚拟现实 + 各行业领

域的内容和研究系统。所以虚拟现实是一个学科高度

交叉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领域。

虚拟现实在教育的应用中，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的需求分析问题，例如哪些方

面需要虚拟现实，哪些方面有二维图片或者文本就足

够了；二是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教学方案与过程创意

设计，比如物理课、生理课，哪些内容与虚拟现实结合，

需要怎样的工序进行创意和设计；三是新概念数据获

取机制、设备及各类教育数据的获取，比如教师的数据、

学生的数据等；四是整体的数据获取；五是生理模型

与进化演化；六是教育应用中人的行为模型；七是自

然化人机交互机制与交互设备；八是虚拟现实课堂、

虚拟现实教室技术；九是虚拟现实教育应用效果的评

价；十是虚拟现实心理学与虚拟现实社会学等。

“虚拟现实+教育”的发展趋势

第一，由于“虚拟现实 + 教育”的发展，“人工

智能 + 教育”的发展，会出现大量的虚拟现实（VR）

教育应用系统，使得教育技术得到升级换代式发展。

第二，出现基于 VR 教育环境的教育方法与学习

方法。

第三，在 VR 关键技术研究和 VR+ 教育应用研发

过程中，会形成一批有知识产权的硬件设备、平台软

件与研发工具软件、VR 教育设备标准等，从而带动形

成新的 VR 教育仪器设备产业和 VR 教育服务产业。

VR 技术应用于教育，只是一种教育技术，是教

育教学的辅助手段，代替不了教师教学。今后要加

强 VR 的教育教学方法研究，同时要研究 VR 环境给

学生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因此需要教

育领域开启 VR 心理学、VR 社会学和 VR 法学等方

向研究，开展相关的人工智能研究，这是对人文社

科的一些希望。

 （本文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科技委主任赵沁平在“人工智能

与未来教育”科技前沿与战略圆桌会议上的部分报告内容整理，未经

本人确认。整理：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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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本：感知教育的核心是数据

发展大数据具有迫切性

信息时代的教育是要在充分了解学生认知能力和

知识结构的前提下，提供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培养目

标的优质教育，帮助其领悟学习的愉悦并养成通过学

习解决问题的习惯。

未来“感知”这个词将成为教育的关键词。通过

智能的感知，使得学习者对所处的环境和所要学习的

对象进行更多信息的获取，而在感知的过程中，数据

是最核心的部分。

如何对待和认识数据？首先要理性看待数据。数

据是以编码形式存在的信息载体，是资料的数字化形

式，大数据是大而复杂的数据集，具有海量性、时变性、

异构性、分布性等特征。

当反映真实世界的数据（碎片）量己达到可以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真实面貌的程度，随着信息获取的

发展，数据在积累过程中从量变发展到质变。量变是

指数据量增加，质变是指量增加到了一定时刻使得人

们通过数据的片断就能大体判断它背后的故事。

大数据泛指一个时代、一项技术、一种文化、一

个挑战，通常用四句话概括：拥有大数据是时代特征、

解读大数据是时代任务、应用大数据是时代机遇；能

够对复杂海量数据进行实时获取、传输、存储、加工

和利用的高新技术；任何人都要以数据说话；现有的

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与分析技术己无法适用

于现有的需要。

大数据的价值有四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

提供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实现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

管理科学与实践的革命；第二，提供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支持基于数据的科学发现；第三，形成高新科技的新

领域：推动行业深化发展并形成大数据产业；第四，

形成社会进步的新引擎：深刻改变人们的思维、生产、

生活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发展大数据具有迫切性与极端重要性。大数据

技术是解决众多国家重大需求问题的共性基础，必

将成为重构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底

层架构和标配），它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

大数据面临的四个发展机遇

当前大数据为全球提供了几个重要的机遇。

一是管理创新机遇。

管理问题难以有普适方法论，决策问题难以精确

徐宗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

教育大数据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领域，大数据的核心是利用信息对业务的内涵和服务

进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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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分析，大数据认识论与方法论为管理与决策科学

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管理包括市场分析与

精准营销、舆情分析（社会、商业等）、政策分析与评估、

金融风险分析和监控、工业系统智能控制、公共安全

监控与治理、产业与经济形势评估等方面，这些都需

要用到大数据。

二是产业发展机遇。

人们都希望能够弯道超车，实现中华民族崛起，

但是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中国的优势就是市场大、

人口多，铸就了大数据资源优势，带来弯道超车的可

能性；为产业的不断升级、形成新价值、新产业提供

无限可能性。

三是科学研究机遇。

现在的科学研究完全突破了过去的方式，甚至包

括高等物理研究的方式都和以往不同了。现在，数据

收集、处理与分析能力的提升，将显著提升人们对客

观世界的洞察的深度和可程序化探究问题的广度，帮

助人们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形成新理念。

四是学科发展机遇。

大数据摧生了数据科学，数据科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管理科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与融合，将彻底打破

和革新学科领域；“解读大数据是时代任务”的要求

将深刻改变和影响所有学科，这一改变将对大学的学

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产生重大影响，为大学培养适应国

家创新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提供机遇。未来大数据的时

代，文科与理工应当需要跨领域交叉的。

大数据的几个挑战

传统的统计方法已经不适应于当前的情况了。在

传统统计方法中，以样本趋于无穷的极限分布为基础

进行推断，而大数据分析方法需要自然数据，依靠数

据量和超强的计算能力直接进行分析。

如何科学应对挑战？核心挑战在哪里？

首先，是传统方法的失效。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抽

样数据，以样本趋于无穷的极限分布为基础。而预期

的大数据方法则是要通过自然数据，直接分析，依靠

数据 + 超常的计算能力推断。

其次，是认识论上的困惑。样本等于母体吗？相

关性能替代因果性吗？查询能替代推断吗？大数据可

代替理论吗？种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认识冲击着我们。

第三，方法论上的冲击。分析基础被破坏，计算

模式受拷问，处理算法不可用，真伪更难以判定，决

策应用缺乏基础。

因此， 针对大数据的研究有如下挑战：

第一，重建分析基础。包括重建统计学基础和计

算理论。在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的统计学与计算基础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起若干新的理论，推动形成

数据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

第二，革新计算技术。创新计算技术，包括创新

计算模式和计算方法。在环境上，从单一结构（CPU，

MIC）向混合结构（CPU ＋ GPU ＋ MIC 共存协作计算）

转变；大数据到来之后，既要计算密集型，也要数据

密集型，从传统并行转为分布式并行。提出适应异构

计算环境下多粒度分布并行计算模式的系列高效算法

（大数据算法），形成大数据处理与分析的领先核心

技术。

第三，建立真伪性判定准则，其目标是在国家重

大需求的若干典型领域，形成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的行

业核心技术，促进相应领域新模式的形成，推动各行

各业利用大数据的能力与水平。

面临的产业问题

当前的大数据的 10 个重大科学问题：区块链技术、

互操作技术、存算一体的存储管理技术、大数据操作

系统、大数据编程语言与执行环境、大数据基础算法、

大数据机器学习技术、大数据智能技术、可视化与人

机交互分析技术、真伪判定技术。

大数据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

方面。第一，产业链缺乏完整性。第二，地方政府实

践路径不清晰，对需求的认知模糊，导致对大数据的

推进不利。对大数据的实践一定不能盲目和盲从，一

定要弄清楚要用大数据做什么。第三，数据的开放与

共享。教育大数据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领域，大数

据的核心是利用信息对业务的内涵和服务进行革新。

因此，围绕此话题，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一定

要做好教育大数据的规划。如建好教育大数据的统一

平台做好统一管理；第二，关注基础开发和共性技术，

做好人才培养；第三，做好应用示范，以点带面推动

发展。

 （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在“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科技前

沿与战略圆桌会议上的部分报告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王

左利、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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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黄荣怀：智慧教育的三重境界

在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

有关于智能教育的描述，涉及到五个方面内容。在计

算机领域，“智慧”一词从语境和理解两个维度，经

历了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和智慧的过程。这个定

义比较经典，也符合目前谈论的人工智慧。

智慧教育包含三个层次，智慧学习环境、新型教

学模式和现代教育制度三个层面。如今谈到的教育教

学，其实对老师而言更多的可能是教学模式的范畴。

第一，智慧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能够实现物

理环境与虚拟环境的融合，能更好地提供适应学习者

个性特征的学习支持和服务。当前，在物理世界中增加

一个虚拟世界，同时体制上的社会文化给它很好的技术

支撑。智慧环境已经诞生，学生是数字一代，对教师的

期待也包括未来教师的制度，教育变成智慧教育。

教育学生强调的是三效的问题，即：效果、效率、

效益。在教学过程中更强调的是适配性。同时，得了

解智慧学习环境的技术支撑与组成要素有什么关系。

第一是记录学习过程，通过大数据采集数据。第二是

识别情境。第三是感知环境。第四把学生和老师连接

起来，联接社群。他们的目的都是促进学习者轻松、

投入和有效地学习。

第二，新型教学模式。今天的课堂与 100 年前的

英国课堂在形态上基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多为统一

规格、统一步调、统一检测、大班教学，例如 50 名学生，

甚至 80 名学生一个班。在信息时代，随着技术逐步融

入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室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我们要改变什么？主要是三方面内容，包括学习方式、

教学方式和课堂形态的变革。

第三，现代教育制度。教学制度，在不同层面上

有不同的解读。智慧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学习环境的感

知性、学习内容的适配性、教育者对学生的尊重和关爱、

受教育群体之间的教育公平性、教育系统要素的有机

整合及其和谐关系。

首先，学习环境的感知性和学习内容的适配性属

于智慧学习环境的范畴，而智慧学习环境的主要功能

是传递教育系统的“智慧”；其次，在新型教学模式

下，学生的差异和多样性特征得到尊重，从而促进学

生轻松、投入和有效地学习，其核心是启迪学生的“智

慧”；最后，应用大数据来分析和动态模拟学校布局、

教育财政、就业渠道、招生选拔等教育子系统及其关

系的演变过程，为国家教育制度、学校管理制度及教

学制度提供改革方案和决策依据，全面创新人才培养

制度，同时促进和管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校际

之间的教育公平，其根本目的是形成现代教育制度，

以孕育人类“智慧”。

智慧教育到底是什么？一是从智慧教育的环境，

从行为上来看是新型的教学模式。从结构上来说，更

多的是教育制度。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是智慧教育

系统。因此，智慧教育可理解为一种智慧教育系统，

其定义为“智慧教育 ( 系统 ) 是一种由学校、区域或国

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内容适配性和高教学效率的

教育行为 ( 系统 )，它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学生、教

师和家长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需服务，能

全面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的状态数据和教育教学过

程数据来促进公平、持续改进绩效并孕育教育的卓越”。

教育教学的核心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如果能把

学生和孩子当做一个完整的人去看待，而不是把他变

成机器，那么一定可以产生变化。此外，从整个社会

来看，它的特征中还涉及到公平与和谐。从境界上来看，

智慧学习环境传递教育智慧，新型教学模式启迪学生

智慧，现代教育制度孕育人类智慧。但这三个境界还

是不够的，还有一些技术的问题。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荣怀在“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科技前

沿与战略圆桌会议上的部分报告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燕婷）

智慧教育包含三个层次，智慧学习环境、新型教学模式和现代教育制度三个层面。

智慧学习环境传递教育智慧，新型教学模式启迪学生智慧，现代教育制度孕育人类智慧。

人工智能探索与
实践之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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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行为日志和课程内容对课程建模，可以对课程的难度进行自动评判。根据慕课的不同视

频风格，能否对它的活跃度也进行相应的测评呢？同时，当几十万名学生在平台上学习一门课程，智

能机器也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孙茂松：从慕课视域看人工智能辅助教育

慕课是“互联网 + 教育”一个最典型的产物。

慕课有五个基本特点：一是以“短视频（10 分钟）

+ 交互式练习”为基本教学单元的知识点、知识体组

织模式和学习模式；二是借重交互式练习的即时反

馈；三是基于学习大数据的个性化服务；四是依托

社交网络互动交流；五是课程组织方式像校内一样

按周上课，在线学生有上课感。

人工智能辅助教育的实践

目前，国内面向教育技术的研究生态还没有建立

起来。清华大学在此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通过

学习行为日志对学习者建模。其主要目的是跟踪学习

者包括作业完成情况等的学习行为，通过这些信息预

测该学生在未来碰到相关习题时做对还是做错。如果

预测做错的概率很大，说明要推荐给学生比较适当难

度的题目，而不能都是难题。

另外，通过学习行为日志和课程内容对课程建模，

可以对课程的难度进行自动评判。对于难的部分，教

师会增加题目。同时，还可以用视频进行自动检测。

例如，（根据）慕课的视频制作不同风格，能否对它

的活跃度也进行测评呢？教育理论表明，教师讲课是

否活跃，能否抓住学生，是课堂效果非常重要的一个

因素。因为视频进行的是图像处理，使用的是神经网

络方法。它能够自动区分视频，教师是站着讲课，还

是坐着讲课，据此，对视频的活跃度影响也能进行自

动评判，从而与教学效果进行挂钩。

当学生在平台上进行学习时，可能是几十万人学

习一门课程，所以，不能让人做助教进行评判，必须

是用智能机器。清华大学在此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例如，有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伴——小木。

小木机器人是智能的学习助理，集辅助选课、知

识查询、学习问答、学习管理、机器人客服于一身，

可以帮助学习者解决在线学习过程中不知道自己适合

学习什么、没人辅导、没人监督、孤独等问题；可以

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效果，提升平台服务质量。例如，

相关课程知识点可以主动挑出来问学生，让他们回答

问题。通过大规模的联系，给学生推荐相关知识点，

只要一点击知识点，就会链接到相应视频。

此外，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

验室还研发了“九歌自动作诗系统”，采用深度学习

方法构建，基于从初唐到晚清，古代诗人创作的 30 万

首近体诗进行学习。

中国需要慕课助力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由此可以推论：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7 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按照《教育部关于加

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

高〔2015〕3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 年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

2017〕40 号）精神与要求，经专家评议及综合评定，认

定 490 门课程为 2017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新时代条件下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主要依托于慕

课的大规模在线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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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在“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科技前沿

与战略圆桌会议上的部分报告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洁）

孙茂松  清华大学教授

人工智能探索与
实践之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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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教育系统平台是针对人工智能教育构建的一个框架体系。平台基于平行智能技术对教育

和管理过程完成优化和控制、实验和评估、学习和培训等功能，对数字校园信息融合、教学行为数

据分析、教学过程绩效评价、教学策略计算实验、教学管理优化、教学环境设计、教学技能培训等

业务提供支撑。”

张俊：人工智能教育体系的探索

人工智能探索与
实践之K12

在过去几年，中国许多学校和教研机构已经开始

了人工智能教学试点。面向幼儿园到高中 K12 学段

的智能科技创新教育是我们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一个重点研

究方向。王飞跃教授首先提出了人工智能教育体系，

其整体布局包括两个核心：iSTREAM 和 iCDIOS。

iSTREAM 和 iCDIOS 就是在美欧的 STEM（面向中小

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综合教育）和 CDIO( 面

向大学的设想、设计、实施、运营一体化教学方法 )

基础上改革的结果，其中 i 代表了激励（inspiration）、

智能（intelligence）、创新（innoration），而 R 代表

机器人以及其他提高生产力的智能机器，A 代表艺术

和美育，强调以人为本，而 M 不但代表数学，更强调

的是管理和制造，顶天立地，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最应

发挥其作用的领域。最后，S 代表服务、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的的理念。

iSTREAM 已在青岛一些学校实践了近两年，完成

了初步的研究和论文总结，并且被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特

邀进行大会报告介绍，计划列为美国 21 世纪工程教育

挑战 Global challenge 项目部分内容。我们将在这些工作

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智能科技创新教育为切入点，逐

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与实用化。希望今后能够将科

学的线上游戏和卡通教学进一步应用并纳入到智能教育

中，以提升教学效果、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必将产生一种新

的教育范式。结合基础学科教学，利用新型教育信息

化系统，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和认知特征，提供个性

化的教学策略。并基于各个学段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求，

通过定量计算的手段支持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

同时，围绕国内外广泛开展的诸如基于现象的跨

学科和多学科教学、项目式教学等教育模式创新，借

助平行智能技术推动落地实施。传统的分科教学、工

张俊  武汉大学教授

业流水线的培养模式、单纯强调知识灌输的教学理

念、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被彻底打

破，泛在的各种课堂形式、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基于实践活动的教学方式等新式教学模式在平行教

育平台支持下将更为普遍推广。

平行教育系统平台包括以下三层内容：    

第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包括物联网数字

课堂、数字图书馆、教学教务系统、学生管理系统、

数字安防、数字校园等信息化系统；第二，平行智能

算法支持，包括数据中心及可视化展示、虚拟教学过

程构建，教学和认知过程模型库，教学环境设计评估

等平行智能算法；第三，教学与管理应用，包括平行

优化和控制系统、平行实验和评估系统，平行学习和

培训系统等。平行教育系统平台是基于 ACP（人工系统、

计算实验和平行执行的英文首字母）技术构建的。其中，

A 指的是软件定义的人工教育系统，它包括虚拟的教

学环境、知识体系以及学习者，成熟演化发展的人工

系统可以为教师、学生乃至教育管理者提供游戏化的

培训服务。C 是计算实验，计算实验的方法是去预测、

分析和生成不同类型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策略。教育大

数据是计算实验的重要依据，帮助我们对实际状况进

行分析。P 代表的是平行执行，一方面我们会把构建

的人工教育系统中的结果和评估反送回实际的教育体

系中来用于决策支持，另一方面实际的教育体系信息

被传递到虚拟环境中用于模型优化。平行执行的目标，

是推动实际教学系统和虚拟教学系统之间的信息互动、

协同演化引导实际教学系统能够向期望的目标发展。

考虑到教育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社会系统，教育家

的智慧是难以短期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平行

执行过程需要集成人和机器两方面的智能，整合利用

人机协同的混合智能，不断推进教育科学创新。  

（本文根据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武汉大学张
俊教授在“2018 第三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上部分演讲内容综合整
理 刘希未、宫晓燕对此报告亦有贡献。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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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指出，将全面推进“新工科”建设，高度

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形成“人工智能 +X”复合专业培

养新模式。对此，职业院校将承担怎样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并如何布局呢？

董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

董刚：职业教育布局人工智能策略与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 + 教育”的深入，人工智能已

经成为教育领域应用的重要场景之一，职业教育侧

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推动人工智能以后，职业

教育要培养不同学科背景下，学生对于人工智能的

应用意识和知识储备。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主要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

1. 人才培养目标。智能化的技术是人类智慧的

体现，所以，必须体现人的价值。过去的职业教育

主张培养得越专越好，今后，职业教育的工作者和领

导者要考虑职业教育学习整合能力，了解多学科交叉

背景的综合能力、创新精神、人际交往能力和逻辑思维、

理解的能力，尤其是能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和运

行方式，同时，得学习工匠精神。   

2. 中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和设置。职业教育得

适应产业的发展，需密切关注国家层面对于人工智能

未来发展的重点，由此，考虑职业学校如何设置专业。

人工智能影响下，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与动向，

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比本科专业调整相对周期短，适

应性强。例如，对一些成熟的、具备实践应用的人工

智能行业，职业教育要着手设置相关的专业，与企业

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以定单式的培养，来加速人

才的培养。对一些尚未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可以在

现有的专业基础上，加上人工智能类的课程或设置一

些专业的方向，为未来技术变化做准备。

3. 教学的形态。通过广泛的网络融合，打破过去固定

教室、固定课程限制。现在很多学校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4. 教学方法。当前，探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

式 (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 PBL，也称作问题式

学习 )，个性化学习的问题，受到关注；此外，全国职

业学校现在都在打造智慧校园，以大数据为支撑，实

现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有效

地配置优质教育资源。

5. 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队伍进行对人工智能

的知识培训和进修。

6. 社会培训与终身教育。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学

历教育，更多的是培训体系的完善。职业资格培训

和鉴定体系的贯通，是职业教育需做的事情。是否

可以这么考虑——将来为在岗工人提供技能培训，

为传统旧岗位的工人提供获取新岗位所需的技能培

训，尤其是为人工智能（时代）创造的新型职业而

增加的人力资源供给进行培训。

7.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层次人才。根据

2017 年到 2018 年一年之间，全国高职涉及到人工智

能的专业变化，2017 年，全国 1000 多所学校在 AI 专

业布点上是 2955 个，到了 2018 年刚开年就增加到了

3339 个，增幅增了 384 个，涨幅 13%，这代表职业教

育意识到人工智能的问题了。

大部分这类相关专业都是正增长。其中，幅度比较

大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专业，由 2017 年 56 个发展到 2018

年 190 多个，增长了 200% 多。根据各地人工智能专业

布点区域分布数据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对此的响应和增

长都比较快。哪类学校对这反应比较敏感？首先是理工

类职业学校，接下来是财经类、农林类、师范类。

（本文根据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董刚教授在“2018 第三届

中美智慧教育大会”上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整理：陶春）

   

人工智能的
人才培养

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实践

职业教育和当前产业发展趋势比较契合。以苏州为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攻智能制造方向，做得非常不错，
这几年开设了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等多个制造类
新专业，筹备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新专业。过去注重“技”，
现在更注重能力的“能”，构建了人工智能的实训平台。以
武汉为例，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将人工智能用于学生管理、大
数据测评、个性化辅导的平台，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发
展系统，集职业心理测评、职业能力要求、学习轨迹的记录、
职业能力的测评、学习资源引进等多个板块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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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校的网站设计必须要有利于提升国际形象和清晰传

达使命。

时至今日，我们听到太多关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声音。尽管

这两个术语是相互关联的，但其含义在高等教育的语境下是有区

别的。全球化描述的是 21 世纪的经济和学术趋势。高等教育全

球化的趋势是多方面的，“知识社会”的出现便是其中之一，是

全球资本流动、经济增长对知识产品和高等教育人才的依赖、英

语成为科学交流的通用语言以及提供学术课程的数字教育供应商

的兴起等多种因素的产物。谁顺应了这些趋势，谁就将财富、知

识和权利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与此相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指的是为了实现促进合作、学生

多元化和院校发展等目的而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和项目。其中，

出国学习、国际学生招收、教师流动、远程教育、研究和学术合

作、课外项目等内容都有着跨国家和跨文化的维度。

根据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的一项调查，受访的 131 个国家的 1336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

53％都有了国际化政策或战略，还有 22％的正在制定。不仅如此，

受访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67％为国际化设置了专项经费，66％对

国际化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明确的目标和评估标准。

显然，国际化已经成为了高等教育持续改革进程中的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并日益成为改革进程的中心动力。如此将带来新

的机遇，也将展现出新的挑战，其中一项挑战就是寻求有效地向

全球受众传播院校的价值观和教育项目的方式。尽管网站建设曾

经主要面向本地、区域或国内的受众，但是如今的网站设计必须

要服务于更宽广的国际化目标。这就表示网站中要含有用英语编

编者按：

众所周知，国际化是目前我国高校发展的重要方向，而网站建设的国际化也是高校信息化和国际化建设都较为重视

的领域。然而，我国高校在国际化网站建设中经常以世界著名大学网站为参考，但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如何调整英语国

家的大学网站内容结构以适用于我国以汉语为母语的环境始终是个难题；而非英语国家的大学网站又因为语言障碍而难

以全面深入研究。本文作者对西班牙语国家的大学国际化网站建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确认英语网站建设重要性的同时，

提出了选择性地为国际受众提供内容的思路，并给出了国际化网站特点和内容的具体指导。本文对非英语国家的大学网

站建设有较为普遍的启发意义，也更加符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值得参考和借鉴。

如何提升高校网站国际能见度

写的内容，因为英语是国际合作的标准语言。

笔者就这一主题开展了一项西班牙语国家高校的网站研究，

并对以寻求国际化机遇为重点的网站建设实践进行了调研，明确

提出了若干建议。

网站的重要性

和其他群体相比，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更高、时间更长。

“00 后”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发达水平已经广为人知，而且这

一趋势的重要性将随着“60 后”、“70 后”和“80 后”为人父

帝国理工学院网站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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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而进一步提升。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的一个博客中描述的体会提供了

一个案例，展示了高校网站在一个日益以互

联网为中心的世界中的角色：“当我查看想

要申请的大学时，它们的网站确实给我留下

了印象。诚然，网站并不像学校的文凭那么

重要，但的确影响了我对这个学校的看法。”

大学网站向将该校的相关信息传递给

访问者——包括未来潜在的和当前在校的

学生，未来潜在的和当前在校的教师、研

究员、学生家长、校友、雇主和合作伙伴，

等等。这些网站同样也反映了大学的风格、

活动和声誉。

在一项研究中，94％的受访学生对下面

的陈述给出了肯定答案：在考虑一所学校前，

我会去看它的网站。这个反馈比例凸显出建

设一个清晰且吸引人的网站来作为学校的“推销”工具的重要性。

在当今高度协作的世界中达到这一目标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

这必须要在跨文化和跨国界的环境中实现网站内容的传播和接受。

对伊比利亚 - 美洲大学网站的研究

正如西门·马尔金森（Simon Marginson）和马利克·范·

网站栏目 比例

概况（General）：国家、大学以及大学的教育项目和录取流程的概览。 100%

教学（Academics）：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英语授课的课程，仅用西班牙语授课的课程，海外学习项目和网络公开课等各种课程信息。 92%

关于（About）：校长的欢迎辞；大学的概要描述，包括主要情况和历史、使命、目标；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校园信息、最近新闻和评价感言。 92%

院系（Faculty/Schools）：学院和系的列表，联系人和联系信息。 81%

研究 / 成果转移（Research/Transfer）：大学的研究能力、创新和咨询能力；研究中心和机构；研究团队；战略性领域；国际合作和研究项目；知

识成果转移；研究机会。
69%

大学生活 / 周边社区（University Life/Surrounding Community）：抵达大学的方式，周边居住，校园生活，教学体验，体育运动，文化融合，常见问题，

文化传统，住宿和饮食，地图和方位指引，公共交通信息。
62%

国际学分转移和国际合作协议（International Credit Mobility/International Agreements）：与欧洲委员会的终身学习计划（伊拉斯谟计划）大学的

双边合作协议；与其他伊比利亚 - 美洲大学的合作协议；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大学的合作；各种国际合作网络和团体；学生、职员和教师的国

际流动机会。

58%

研究中心和机构（Research Centers and Institutes） 58%

国际化资源（International Resources）：国际学生指南，大学指南，印象和传播，在线欢迎视频和图片集。 46%

身份认同（Identity）：诸如大学徽标等使大学成为社群和提供归属感的元素；校训（格言）；校歌和口号；校色；体育运动队歌、徽标和组织。 23%

表 1  伊比利亚 - 美洲国家中顶尖大学的网站及其英语内容情况

德·韦德（Marijk van der Wende）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的，高等

教育是一个在英语动态主导下的全球竞争的、资源不对称的市

场。不仅如此，从 2004 年起，西班牙国家研究理事会（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网络测量实验室（Cybermetrics 

Lab）发起的大学网站测量评分项目（Webometrics 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以下简称 Webometrics 项目）就开始为国际化

大学的网站展示情况和影响力提供信息。针对高校网站定位，

图 1  伊比利亚 - 美洲国家的大学拥有英语网站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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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ometrics 项目建议大学以本地和全球的双重思维有选择地为

国际受众提供某些信息栏目，并且推荐使用英语。

受到这个项目成果和国际会议参会经历的鼓励，笔者决定对

伊比利亚 - 美洲（Ibero-American）即那些讲西班牙语国家的大

学网站进行研究，来确认这些网站是否提供了英语信息，以及如

果提供的话，这些信息是否适合国际受众。

笔者进一步研究了这些大学在国际化中应用的技术、信息系

统、创新点和实践，我们发现大多数国际化评分较高的伊比利亚

- 美洲大学都在网站中包含了实质性的英语内容。

语言和全球可达性

在参加国际会议时，笔者了解到许多人有兴趣和伊比利亚 -

美洲大学交往，但因为只能看到西班牙语的信息而无法实现。

事实上笔者在参加一个西班牙语报告时，发言人就指出：“如

果你发布的信息不是英语的，那么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就都是不

可见的。”

为判断语言问题的严重程度，笔者检查了 20 个伊比利亚 -

美洲国家的 1881 个大学网站。图 1 展示了英语信息可用性的结果：

平均只有 13％的伊比利亚 - 美洲大学提供英语信息；与此相对，

86％的西班牙大学提供英语信息。比例上的巨大差距反映出了西

班牙在地缘上的差别，即作为欧洲国家和欧盟成员而和欧洲其他

国家之间有更高的相互依赖。

如图 1 所示，如果伊比利亚 - 美洲大学要扩展他们在国际

市场上的可见性并提升国际合作水平，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在网站

上提供更多的英语信息。

笔者还根据 Webometrics 项目的资料分析了伊比利亚 - 美洲

地区的 100 所排名靠前大学和最著名大学的网站。在这 100 个网

站中，26 个包含有英语内容。表 1 展示了发布的英语内容栏目

和提供相应栏目的大学占比，按照大学占比降序排列。

国际化网站的最佳实践

基于对学术文献、博客和网站的研究，笔者归纳了五项最佳

实践，用于以提高国际存在感为目标的高校网站建设。

1. 具备关键的特色和功能

安吉拉·泰勒（Angela Taylor）建议网站为用户提供下列特

色和功能，以提高网站效能：

优化的搜索引擎；

兼容各种主流浏览器；

能够传达品牌价值的有吸引力的视觉设计；

简便且符合直觉的导航；
宾夕法尼亚大学网站

对用户全面探索和再次访问网站的诱惑力；

快速的下载；

全天候（7×24 小时）可用性；

互动性；

及时更新的内容；

移动设备可用性。

2. 聚焦于用户体验

尼尔森·诺曼集团（Nielsen Norman Group）为那些想要

保证用户在网站上获得良好体验的高校提供了下列有洞察力

的指导：

每个网页上都有清晰的大学标识；

用图像来反映大学的价值和重点；

让“关于我们”（About Us）发挥作用；

强调优势和成果；

让用户易于浏览所有教学专业和教育项目的清单；

提供关于毕业后就业情况的信息（例如链接到网站的校友栏目）；

清晰地展示申请截止日期，并采用一步一步的方式描述申请

流程；

检查每一种类型的访问者的主要任务，并沿着用户的使用

步骤设计和组织内容；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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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追求“酷”网站带来的危险；

用户会在外部网站上搜索关于大学的信息，要为此做好准备。

3. 确保无障碍性

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网站

提供了满足网站内容无障碍指南（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WCAG 2.0）的窍门：

保持全网站导航一致；用户应当随时可以轻易地返回首页和

其他主要的导航点；

将信息划分为明确定义的栏目；

在页面头（Page Headers）、菜单标签（Menu Labels）和页

面地址（Web Address）上使用符合逻辑的命名规范；

确保所有的图片都包含有替代标记（ALT tag）以及宽高信息，

以便将视觉信息的存在和内容告知给那些使用屏幕阅读软件的视

觉障碍用户；

提供网站所有者的联系信息；

使用描述性语言来设置链接 , 而不是简单的“点击此处”,

这样在脱离上下文时仍有意义；

理解和重视搜索能力和搜索引擎优化的重要性。

4. 选用专业的翻译

如果高校决定要用另一种语言来提供网站内容，选用以此语

言为母语的译员来翻译是很重要的，因为国际高等教育界是教育

水平很高的受众。

同样，尽管英语是国际合作的通用语言，高校也可以提供其

他语种的网站内容，如法语、汉语、葡萄牙语、德语，这取决于

高校的地理位置和目标受众。

5. 聚焦于关键栏目内容

最后，高校应当确保网站用英语（以及可能其他语言）为国

际受众提供五个关键栏目：关于我们、教学、研究 / 成果转移、

支持服务、大学生活 / 所在地区。表 2 展示了为每个栏目推荐的

标准内容。

抓住全球化机遇

网站是大学身份的反映，而且也是未来潜在的学生、教师和

研究人员和大学的首次接触点，因此大学应当将网站视为推销自

身及其价值的工具，并据此设计网站的内容和特点。

如今，因为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持续改革进程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在网站上实现正确的内容、语言、用户体验、无

障碍性和有效性以满足国际受众需求变得尤为重要。也正因如

此，网站建设也可以成为大学扩展全球影响范围和声誉的有力

机会。 （责编：杨洁）

( 来源：Educause Review  编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办 )

网站栏目 内容

关于我们 

（About）

校长的欢迎辞

概要描述

大学一瞥 / 概览

愿景和使命

国际上的地位 / 定位

校园设施

新闻

评价感言

教学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国家高等教育体系

教学项目，包括：

本科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

英语授课课程

海外学习项目

语言课程

申请和录取流程

国际学分转移

提供给学生的信息

提供给教师的信息

教师的培训信息

研究 / 成果转移 

（Research/Transfer）

研究中心和机构

研究团队

战略性的研究领域

国际合作和研究

知识成果转移

研究机会

影响力、创新点和咨询服务

研究开发创新（R+D+i）的图表

支持服务 

（Support Services）

图书馆

入学教育和教育服务

医疗服务

就业机会

社会服务

博物馆

大学生活 / 所在地区 

（University Life/Area）

如何抵达大学

周边居住

校园生活

教学体验

运动

本地文化

常见问题

文化传统

住房和饮食

地图和方位指引

公共交通

表 2  推荐的英语网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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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文波  张洋 

随着多学科研究面临的问题日益复

杂，2000 年 11 月英国研究委员会创建

了 e-Science 项目，主要通过网络技术

和高性能计算环境（GRID）建立一种全

新的科学研究模式。该项目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不仅为英国的基础科学和工业

提供了先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而且通

过该项目引领世界知识经济的发展。项

目在英国多个地区建立了 e-Science 中

心，牛津大学也在其中。在该中心五年

的支持结束之际，牛津大学为了让中心

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机构，决定将该中心设在牛津大学数学、物理

和生命学部，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更名为 e-Research 中心。

e-Research 能更好地反映中心将创新技术应用于各种学科研究的

雄心，而不仅仅是在科学领域。e-Research 利用信息技术来支持

现有的和新的跨学科研究，并将 e-Science 和 Cyberinfrastructure

的概念扩展到其他学科，如人文和社会科学。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结构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建立于 2006 年，目前有超过 50

个工作人员 , 其中包括 40 名研究者。它是一个多学科的应用研

究中心，主要开发和应用创新的计算和信息技术到学术研究和工

业应用中。该中心作为牛津大学连接国际和国内大学的跨学科合

作中心，利用在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优势来为其他学科提供不同的

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能够让他们的工作跨越传统的学术边界。中

心将学科、应用和计算三者连接起来加速学科研究，在科学、社

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开发等领域进行研究项

目的组合，并为合作研究连续的创新提供一个世界领先的科研环

境。它的目标不仅是通过新的研究方法（e-Research）来支持和

帮助研究人员，而且还协助牛津大学其他部门参与并能够赢得跨

学科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心拥有可视化、

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数据库和数据管理、网络安全、云计算、

数字社会研究、数字人文等多个领域技术专家。

牛津大学分为四个学部：人文学部 (Humanities)、社会科

学部 (Social Sciences)、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学部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Life Sciences)、医学科学学部 (Medical Sciences)，学

部下设独立的中心和研究所等。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和四

个学部的研究单位进行合作，跨越了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

术、能源环境、生物和医学领域，并和这些学科建立了广泛的伙

伴关系，使用创新的计算和信息技术来帮助解决规模和复杂都在

日益增加的多学科问题，同时建立合适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来支

持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依赖于跨学科，将一个学科的数字方法

应用到另外一个学科，每个区域以不同的方式和其他区域相互交

叉（如图 1 所示）。

如今网络空间和物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量

的网络、传感器、社交媒体不断生成海量的数据，研究个人和集体

的网络行为对理解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 1 最左边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商学院、

法律、考古、地理学科都属于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部，计算密集型、

大数据和网络协作给这些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信息

技术正好为它们提供新的研究工具和手段。

图 1 中间的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和动物学属于数学、

牛津大学 e-Research 创新科研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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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和生命学部。这些学科需要强大的高性能计算、快速的数据

存储和有效的数据管理技术支持。SKA 平方公里矩阵是牛津大

学物理学科参与世界最著名的公民科学平台（Zooniverse）的一

个项目。全球有近 20 个国家研究者共同参与此项目，意在通过

无线电波了解宇宙的历史，追踪在遥远的星系中发生的不同物理

过程以及最全面的了解宇宙星系。这个项目需要快速处理巨大的

观测数据并通过超级计算机进行计算分析。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提供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存储及处理等技术来支持 SKA 项目

的开展和研究。目前 GPU 已经成为大数据、高性能计算以及人

工智能应用不可缺少的硬件设施和技术。它在加速物理、工程、

计算机科学以及生命等学科研究进程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牛津大学被 GPU 加速技术最强的英伟达公司命名为“CUDA 卓

越中心”，表彰该大学在许多部门和学科中出色的利用 GPU 并

行加速技术和牛津 e-Research 中心在牛津大学 GPU / CUDA 社区

的开发和支持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进，在改变人们物质生活、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历史和人类的文明进程。

图 1 中第三列是牛津大学人文学部，包括音乐、历史、语言等。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和牛津大学的 IT Services, 牛津大学人

文学科研究中心（TORCH）和牛津大学图书馆（ the Bodleian 

Libraries）和博物馆（ the Museums）联合开创了牛津大学的数字

人文交叉研究中心（TORCH DH），它将尖端的数字化技术和手

段应用到人文学科。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为这些学科构

建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资源创造了更加高效和便捷的研究环境，

让这些学科与信息技术深度交叉。

随着生物、化学、医学所研究问题的日益复杂，传统的方法

和手段已经难以适应学科的研究。计算机、高性能计算和大数据

的融合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同样属于牛

津大学医学部的生物化学、药理学学科和 e-Research 中心有着

密切的合作。e-Research 方法和手段为生物化学、新药开发、病

理分析，如何对生物多样性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收集和共享

到医学影像的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跨学科研究与合作

为了提升牛津大学的科研竞争实力，应对在数字时代和数据

密集型科研的创新需求，掌握和研究先进的信息技术是多学科交

叉研究的基础，这些技术领域的发展对中心开展多学科项目合作

如物理、工程、人文、生物等学科提供独特的计算方案至关重要。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在科学计算、互联网、信息与交互、

可视化计算、数据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云计算等领域都进行

深入的研究。

e-Research 最核心的本质就是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牛津大

学 e-Research 中心积极和多个学科和部门开展合作，成为了跨

越学科和部门界限合作项目的所在地。其中人文、艺术和社会科

学合作的文化遗产项目，聚集了数学、物理、生命科学、博物

馆、人文和社会科学多个学科。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y）让

牛津大学成为英国最早把数字工具和资源带到数字人文研究的大

学，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目前，有近 240 个相关的项目、培训、

活动在牛津大学开展。CLAROS 项目使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可以同

时进行搜索世界艺术的主要收藏，在文化遗产上首次使用了可连

接的开放数据。公民科学允许公众为不可能的研究做出贡献。天

气预报因其预报的范围巨大中心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精确的

预测模型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中心的 ClimatePrediction.net and 

图 1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结构

注释：

图 1 黄色是 e-Research 基础设施，蓝色是牛津大学学科和部门

ECI- 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

SKA- 平方公里矩阵项目

Zooniverse- 世界上最大的公民科学平台，这个平台的研究项目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愿者参加，帮助研究者来共同完成，SKA 是

Zooniverse 的一个项目 [2]。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就是公

众参与的科学研究 , 包括非职业的科学家、科学爱好者和志愿者参

与的科研活动 , 该活动通常和专业科学家或研究机构合作或在他们

的指导下进行 [3,4]

ARC- 牛津大学高级研究计算中心 (HPC)

TORCH DH- 牛津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

CUDA-CUDA 卓越中心

LoT- 物联网

Oxford Martin School-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

来解决复杂、全球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任何单一学科

有效地理解和解决）

Said Business School- 牛津商学院

Wolfson- 牛津大学沃夫森学院（研究生）

the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牛津互联网研究学院

社会科学 数学、物理和生命 人文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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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Home 项目就是利用一个屏幕保护程序，来完成需要成

千上万计算能力的天气预报模拟，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都是

当今世界多国面临的挑战。中心利用牛津大学的学术优势和工业

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寻找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解决方案来解

决大规模的天气模拟、能源智能管理。创新的信息技术跨越多个

行业，中心跨学科的背景可以让牛津大学和多个企业部门进行合

作，不仅让学校的研究变得更加有深度，而且还可以给学校带来

很多的利益。英国零售业的能源节约项目将政府部门、企业、社

会研究、能源需求、工程、信息技术以及数学领域的专家聚集在

一起收集和分析信息来提高英国零售业的能源效率和管理。除此

之外，中心还和生命、生物医学、物理科学以及工程学科开展深

入合作研究，项目集中在医学数据的获取、管理、共享和发布，

研究和评估数据可重用性和可再现性的方法，并提供数据标准化

和管理作为服务。中心与世界领先的药物发现公司 C4X 合作使

用 GPU 技术提高他们快速设计和发现药物的能力，通过增加新

药的临床成功率研发出一些治疗复杂疾病如帕金森病的新药。不

光如此 GPU 还可以让大型基因数据的分析效率提高 100 倍。在

大数据时代，可视化技术结合统计和算法的分析可以让各种数据

以不同形式的可视化呈现，帮助研究者快速理解数据，降低观看

视频的成本，实现经济高效的数据智能处理。中心将此项技术应

用到生物科学及医疗多领域，如分析心血管磁共振成像数据的可

视化以及多视频构建的交通管理可视化。此外中心通过和大规模

的国际项目合作，将一些工具、技术和专业知识应用到天文学、

生物化学和能源供应等不同领域。

牛津大学 e-Research 创新研究模式的影响

当今的科学研究活动已经历过三种不同范式的演变：“实验

科学范式”，“理论科学范式”和“计算科学范式”，目前正在

从“计算科学范式”转向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

式”。这种研究活动的主要特点是科学研究人员只需要从大数据

中查找和挖掘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无须直接面对所研究的物理

对象。但是这种信息和知识的范围已经不限于一个学科，而是跨

越多个研究领域。所以应用创新的信息技术到多学科交叉合作的

e-Research 研究方式最适合这种新型研究范式的转变。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中心从 2006 年至今已近超过十年，得

到了 UK 研究委员会、欧洲委员会、慈善基金和工业合作者众多

资金的资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 50 多名多学科研究人员的

国际知名团队，致力于通过数字技术来加速创新研究。目前，中

心正在与 20 多个研究单位合作，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建

立了一个由六所大学组成的联盟，通过先进的网络、计算机技术

进行大规模的科研协作。该中心的研究建立在与来自不同学科的

研究人员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他们帮助科学研究人员使用网络、

高性能计算、大容量的存储、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以及各种科学

软件做出更好，更快和不同的研究，以此来确保牛津大学开展世

界领先级的科学研究，尤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他们通过与

研究人员交谈，了解他们的要求以及让他们了解其他人认为有用

的新技术，并确定研究人员对信息基础设施的需求，帮助他们开

发符合这些要求的应用，让不同国家或不同类型组织（例如大学

或行业）中的科学家一起工作。

牛津大学 e-Research 为提高牛津大学乃至英国的科研信息

化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e-Research 中心也让牛津大学在英国脱

颖而出，并成为在整个大学和其他地区广泛开展跨学科合作的中

心。在最近《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牛津大

学排名第一。作为英国最原始 e-Sciences 项目设立的中心之一以

及唯一的 e-Research 研究中心，它取得的成功不光是注重和大

学内外的合作，而且能够对项目的需求和资金的变化趋势做出快

速响应，将创新技术应用于各种学科研究而不仅仅是在科学领域，

用一种有利于适应学术实践的方法来获得最新的研究成果。放眼

未来，中心继续保持这种成功的轨道将技术、学科交叉、研究、

应用、培养人才作为重点来开拓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科学研究。

为了保持和维护在世界科研领域的优势和创新力，各个国家

都在积极推进和实施科研信息化战略。高速的网络传输、超级计

算能力的高性能计算以及海量的存储已经成为科研信息化不可缺

少的基础设施，跨领域、团队协作和学科交叉是解决科研复杂问

题的必要手段。我国在 2009 年就提出了“科研信息化是科研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

科学问题需要交叉、开放和协作来解决。e-Research 为跨学科的科

研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大学是数字经济创新的主体，建立

以 e-Research 为中心的协同创新科研模式将会帮助大学参与多学科

交叉研究项目，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级的科研项

目。在提升大学的科技创新实力，保持大学领先的科研竞争地位的

同时，为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巨大的保障。 （责编：

杨洁）

（作者单位为兰州大学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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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60 周年系庆系列

学术报告第二场活动在清华大学信息技术大楼多功能厅举行。

该次活动邀请 2004 年图灵奖得主、谷歌公司副总裁温顿·瑟夫

（Vinton G. Cerf）做主题演讲。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原系主任周立

柱教授主持活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吴建平院士出席活动并

致辞，校内师生 150 余人参加活动。 

Vinton Cerf 做了题为“星际互联网络的设计与实现”（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rplanetary Internet）的学术报告，

介绍了在人类活动范围拓展到太空之后所必需的星际互联网络技

术的诞生、发展和展望，通过与目前广泛使用的 TCP/IP 网络技

术做对比，讲解了在高延迟、低可靠环境下网络通信技术面临的

挑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

目前 ,Vinton Cerf 正在与 NASA 密切合作研发 DTN 服务（可

容忍延迟网络 DTN 服务），并已经在国际空间站测试，该服务

采用储存转发机制发送数据包，数据包在能被转发前需要在通信

路径的节点上储存一部分，然后在最终目的地重新组装。这个目

的地可以是地面站、深空飞行器或人类生活的其他星球。该技术

不仅限于星际互联网，Vinton Cerf 认为还可用于 IoT 物联网，以

解决设备因电力不足而停止通信的问题。

DTN 的工作机制与传统互联网协议不同，在传统协议下，

数据传输需要所有节点同时可用。2014 年，国际互联网标准化

组级织 IETF 成立了 DTN 工作组，制定相关的星际互联网协议标

准。包括国际空间数据系统咨询委员会 (CCSDS) 等在内的国际标

准化组织也开展星际互联网相关的协议标准化工作。

“我们希望能够把互联网扩展到整个太阳系当中，在外层空

间制定互联网的标准。” Vinton Cerf 说。据了解，NASA 即将实

施 DTN 2020 对火星的任务，下一站，Vinton Cerf 将转向半人马

座与太阳系之间的星际互联。

Vinton Cerf 的报告获得了在场听众热烈的反响，与会人员与

Vinton Cerf 进一步交流了太空互连网络的技术问题，并请教在研

究和工程中的经验。 

学术报告后，吴建平院士与 Vinton Cerf 还分别代表清华大

学计算机系和谷歌公司交换了纪念品，Vinton Cerf 对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成立 60 周年表达了祝福。 （责编：杨洁）

星际互联网的设计与实现
互联网之父、图灵奖得主温顿·瑟夫：

Vinton Cerf 与吴建平院士互赠纪念品 Vinton Cerf 与听众问答互动 活动现场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60周年系庆系列学术报告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40 中国教育网络 2018.6

美国 ACM 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教授维恩·帕克森（Vern 

Paxson）做客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60 周年系庆系列学术报告。

2018 年 5 月 31 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60 周年

系庆系列学术报告第七场活动在 FIT 二层多功能厅举行。本次活

动邀请到美国 ACM 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Vern Paxson 教

授做主题演讲。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学院段海新教授

主持了活动，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等十余高校和科研院所及清华校

内师生 150 余人参加了活动。

Vern Paxson 教授做了题为“大海捞毒针——网络入侵检测

与机器学习的误区”的学术报告，介绍了由于网络空间中政治、

经济等冲突的加剧，政府、企业等许多机构正在面临的高级持

ACM 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教授维恩·帕克森 :

续威胁（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s），而这些威胁通常被淹没

在海量的正常网络数据洪流中，不易被觉察。如何检测出这类

危险的攻击，如何在海量的数据流中找到这些攻击行为堪比大

海捞针。Vern Paxson 教授结合他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多年的经验，

分析了当前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中存在的一些困难问题，包括学

术研究中的一些陷阱、领域知识对 APT 攻击检测的重要性以及

在这些领域中应用机器学习等。

Vern Paxson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

（EECS）教授，Corelight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同时还领

导着美国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ICSI）网络组。他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基于网络行为测量和分析的网络攻击检测，研究课题涉

及高性能的网络监控系统、入侵检测算法、网络犯罪检测、大

规模监控的滥用等。Paxson 教授 2006 年当选 ACM 院士，2011

年因为他在网络和安全领域杰出的研究和他为互联网社区做出

的贡献获得 ACM SIGCOMM 奖。

Paxson教授的报告获得了与会听众的热烈反响，在问答环节中，

Paxson 教授进一步解释了数据的可信判断、机器学习、检测的艺术、

误报的成本等技术问题，并介绍了在研究和模型构建中的经验。

会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党委书记刘奕群代表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向 Vern Paxson 教授赠送了纪念品，Vern Paxson 教授对清

华大学计算机系庆祝建系 60 周年表示了祝贺。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60 周年系庆系列学术报告活动旨在通过邀

请从事国际前沿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做专题学术报告，以增强系内

师生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促进清华大学计算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责编：杨洁）

清华大学段海新教授主持活动 Vern Paxson 教授与听众问答互动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党委书记刘奕群代表计算机系向

Vern Paxson 教授赠送纪念品

网络入侵检测与机器学习的误区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60周年系庆系列学术报告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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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润

过去的十年间，因用户可以按需申请资源，AWS 和 Azure

等云平台被广泛的用于部署各种云端服务，如 Azure 月均增加

120,000 个用户，AWS 已经有 1,000,000 个活跃用户。同时，TLS

也因为对安全的重视而被广泛使用，如在 HTTPS、HTTP2 等中

用于提供数据传输的加密和认证。因而，为了应对大量 SSL 证书

的申请处理负担，SSL 证书的颁发过程也引入了自动化机制，主

要依赖于域名验证完成对申请者身份的验证。如，证书颁发机构

Let's Encrypt（2016 年 4 月开始提供服务）提供了基于 ACME 协

议（Automatic Certificate Management Environment protocol) 的自动

化证书申请工具，仅在 15 个月内就颁发了超过 100,000,000 个证

书 [10]。

证书颁发机构在为对应域名颁发证书时，需要验证证书申请

者是否拥有对应域名。现在大部分证书颁发结构 CA 采取的是基

于域名的验证方法，即证书申请者需要证明其对所申请域名拥有

控制权，具体方法有：

（1）DNS 记录验证，如要求申请者加一条具有指定随机数

的 TXT 记录；

（2）邮件验证，CA 向 WHOIS 记录中的注册邮箱或常见的

“postamaster”、“sslmaster”等邮箱发送带 token 的验证邮件，

要求申请者点击或回复；

（3）Web 认证，要求申请者在该域名下提供 HTTP 服务，

并且在 CA 指定的 URL 路径下部署一个带有特定 token 的文件，

以供 CA 进行 HTTP 访问验证。

对于 Let's Encrypt 来说，为了更快促进 TLS 的广泛使用，

Let's Encrpyt 提供了免费的证书申请服务。同时为了减少证书私

钥泄露或错误颁发等危害，Let's Encrpyt 颁发的证书只有 90 天

有效期。因而，Let's Encrpyt 采用了自动化的基于 Web 的验证方

式，这迅速增加了互联网中的 SSL 证书使用率，并提高了 Let's 

Encrpyt 的市场占有率。

安全威胁分析

如前所述，云平台的弹性资源分配特点被广泛使用，而 CA

开始大量采用自动化颁发机制，但这两者结合却引入了新的安全

威胁。即当陈旧或被遗弃的 DNS 域名记录（stale and abandoned 

DNS entries）指向云端的可分配 IP 时，攻击者可以通过从云端

申请分配到改 IP，完成 domain takeover 攻击，并在此基础上，根

据该域名的特点，可以进一步利用该域名的控制权完成：

分发恶意代码，当第三方从该域名下加载如 JS 脚本等代码

等，攻击者可以植入恶意代码。

申请 SSL 证书，利用 CA 基于域名验证的特点申请证书，从

而获取合法的 SSL 证书。

Cloud Strife：减轻域验证证书的安全风险

学术专栏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摘要：因其弹性资源分配（如存储、带宽和 IP 地址）等特点，Amazon Web Service (AWS) 和 Microsoft Azure 等

IaaS 架构的云平台被普通使用。然而，本文发现，互联网中存在大量的 stale DNS 域名（如过去曾在云端部署服务，但

目前停止了服务，该 IP 地址已经被释放回云平台），这些 DNS 记录仍然指向了云平台中的可分配 IP 地址。攻击者可以

向云平台申请并分配到这些 IP 地址，从而相当于获取了该 DNS 域名的控制权（Domain Takeover)。因此，攻击者可以

利用分配到的IP来通过互联网中的一些基于域名的验证系统，如基于域名验证的SSL证书颁发机制，甚至可以进行钓鱼、

收发邮件或者通过该域名分发恶意代码等（当第三方从该域名下加载如 JS 脚本等代码时）。

本文进一步从时间和花销上，分析了这种获取 DNS 域名指向的云端 IP 的实际可行性。在极端条件下，攻击者可以

在 70 秒之内就申请到云端 IP 并完成攻击。这时间远低于普通的 DNS 记录 TTL 值，因而这种攻击可以发生在正常的云

端服务迁移过程中（IP 被临时释放），使此安全问题导致的攻击面更为广泛。随之，本文提出上述 Domain Take 问题

的解决方案，即将该域名的已有验证加入到新的验证过程中（在新申请证书时，基于申请过的证书进行认证）。同时，

也针对域名所有者和云平台管理员提供了安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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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NS 服务器，stale 的 NS 记录可能导致攻击者获

取该域名的控制权，如某域名利用多个 DNS 服务器进行

负载均衡或冗余时存在一条 stale NS 记录。

当存在 stale MX 记录时，攻击者发送基于该域名的

钓鱼邮件。

Sub-domain 攻 击， 除 了 top-level 域 名 外，sub-

domain 的 stale DNS 记录也可以被利用进行攻击。

本文将这种威胁具体命名为 IP user-after-free 漏洞，

可以看到，此漏洞的关键在于存在 stale DNS 记录，即域

名指向了一个已释放云端 IP，而攻击者能及时从云平台

申请到该 IP 地址。因而，Stale DNS 记录的存在时间决

定了攻击的时间窗口，如以下四种 stale DNS 情况：

（1）Early Migration：域名 IP 映射已更新指向新的 IP 地址，

然后释放旧的 IP 地址。此时，攻击窗口最小，取决于 DNS 记

录的 cache 时间。但实际情况下存在很多 DNS 服务器并不遵守

DNS 的 TTL 时间，因而此情况依然可能被攻击。

（2）Delayed Migration：新的域名 IP 映射在等待权威域名

服务器进行更新。虽然攻击时间窗口取决于域名的更新延迟时间，

而且在域名更新成功指向新 IP 后，攻击者也将不能再 domain 

takeover，但攻击者依然可以利用申请到的有效 SSL 证书等进行

更长期的中间人等攻击。

（3）Auxiliary：一个域名拥有多条对应 IP 映射记录，同

时指向了新、旧 IP。攻击者可以主动 DoS，使 DNS 解析到就已

获取的旧 IP，或者利用 DNS round-robin 特点获取部分数据流

量等。

（4）Abandoned：对应域名已不再使用，但该域名 IP 映射

依然存在。此种情况攻击者拥有最大的攻击时间窗口，但访问该

域名的 vitim 数量一般也很少。

可以看出，不管那种 stale DNS 记录情况，都存在被攻击者

利用的可能。当然，在攻击时间窗口内，攻击者需要及时从云平

台申请到一个被攻击目标释放的 IP 地址，而这取决于云平台的

IP 地址池大小。因此，本文针对 Amazon Web Services（ASW）

和 Microsoft Azure 云平台，详细测试了 IP 地址 use-after-free 的

可行性，即针对云平台的不同部署区域，不断的循环

申请并释放 IP 地址。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通过 14,159,705 次申请，

共分配了 1,613,082 的不同的 IP 地址，而所需成本仅

$31.06。针对这些地址，作者分析了 IP 地址被重复分

配所需的时间，如图 1 的 boxplot 图所示（AWS 平台），

云平台的大部分区域只需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会发生地

址被重复分配的现象。

同时，图 2 以周为单位显示了申请 IP 地址时的

新旧情况，可以看到，大部分测量结果符合预期，刚

开始申请到了大量的的新 IP 地址，随之逐渐减少，直到耗尽整

个 IP 地址池。当然，其中也存在如图 2(e) 这种情况，在第三周

时大量的新 IP 地址被加入地址池。

总的来说，实际测量结果表明，在云平台中，IP use-after-

free 的问题真实存在。

受影响的域名

既然云平台中存在 IP 地址 use-after-free 的问题，本文就进

一步分析了是否大量存在受此问题影响的域名。基于 Farsight 在

2017 年 4 月 11 日至 8 月 9 日之间的 passive DNS 数据，本文提

取了指向 AWS 和 Azure 等平台 IP 地址的 DNS 响应记录（包含

130,274,722 个域名），并针对这些域名测试了 IP 地址的可访问

性（ping 可达或常见端口可访问等）。当未收到 IP 地址的响应时，

就判断该 IP 地址已经被释放回云平台中（文中 argue 了这个判断

的合理性，至少可以获取到了上限值）。

因而，本文过滤出了 720,180 个域名，它们指向了已被释放

的 IP 地址，这些域名即为可能受 IP 地址 use-after-free 问题影响

的可攻击目标。在这些域名中，80.31% 的过期域名 -IP 映射由

于迁移延误造成，17.24% 的域名 -IP 映射属于被遗弃未再用的，

2.45% 的属于域名的额外 IP 映射。从结果看，虽然 stale 域名的

图 1  再次分配相同 IP 地址所需时间

图 2   亚马逊网络服务 EC2 云上的 IP 地址流失，每个地区每天新观察的 IP 地址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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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很小（占比 0.5%），但从数量上看依然很大，它们都可能

受到 domain takeover、phishing 等攻击。

Domain takeover 攻击验证

在 获 取 受 影 响 域 名 列 表 后， 本 文 通 过 从 Let 's Enc ryp t

获取证书来证明域名 takeove r 攻击的可行性。在区域“us-

wes t-2”中，实验仅需 27 分 55 秒就获得了被目标释放的 IP

地址（2IP/ 秒的云端 IP 地址分配速度），然后进一步申请获

取了有效证书。

Mitigation

前文描述了 IP user-after-free 的漏洞在互联网中普遍存在，

并且由于基于域名验证的 SSL 证书颁发机制使该漏洞的安全威胁

进一步加剧。因而，本文认为首先需要解决基于域名验证的证书

颁发机制所引发的问题。

目前，互联网中存在多个 CA，都可以颁发域名的合法证书，

任何一个 CA 出问题都会对整个 SSL 证书系统带来安全威胁，如

DigiNotar 入侵事件 [1] 和 Symantec CA 颁发非法证书的问题 [2]。针

对 SSL 证书的安全问题，目前也已经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如

CRLite[3]，CRLSet[4] 和 Certificate Transparency[5]，但 CRLite 还未

被广泛采用，CRLset 主要用于在紧急情况下阻止特定证书，而

Certificate Transparency 因 Google 要求 CA 必须发布已颁发证书的

Transparency Log [6] 被广泛应用。所以，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修改

Let's Encrypt 等采用的 ACME 协议 [7]，通过在基于域名的认证过

程中引入 Certificate Transparency 来确认证书申请者的身份，如

图 3 所示。在图 3 中，CA 在收到证书申请时，额外向 CT（Certificate 

Transparency）日志查询是否存在已颁发证书。若存在，则在验

证过程中，要求申请者利用已有证书来完成验证 challenge。

当然，这个解决方案也存在一些 failure cases，如：合法域

名拥有者的老证书秘钥遗失；合法证书已过期；因域名交易等

的拥有者合法转移，新拥有者没有老证书私钥的情况。这些情

况下都无法通过基于已有证书的 challenge 验证。

针对这些 cases，本文也针对性进行了论述，并建

议 CA 需要进一步采取 DNS 记录或 WHOIS 邮件

等验证方式。

除了 SSL 证书验证的问题，对于云平台来说，

可以采取的防御措施有限制 IP 分配速度；为不

同的云租户分配不同的 IP 地址池；或者监控云租

户使用过的 IP 地址，并进行异常报告等。对于云

租户自身来说，本文也建议继续使用相同的 IP，

或者尽量等待一周以上时间，保证旧 DNS 记录被

过期清除。同时，DNS 服务器自身也应该遵守 RFC 标准，及时

清除过期 DNS 记录。

这篇论文描述互联网中存在大量指向了云平台中可分配 IP

的 stale DNS 记录，从而攻击者可以从云平台分配到这些 IP，

完成 domain takeover 并进一步进行 SSL 证书申请等。从安全漏

洞方面看，这篇论文讨论的问题和 2016 年发表于 CCS 的《All 

Your DNS Records Point to Us: Understanding the Security Threats 

of Dangling DNS Records》[8] 是一样的，[8] 中将这种现象称之

为 Dare(dangling DNS record) 记录。从论文内容上说，本文利用

Farsight 的 Passive 记录更全面的分析了互联网中的 stale DNS 记

录，说明了此问题的严重性；并进一步实际验证了在云端获取

目标 IP 的可行性，针对 SSL 证书颁发过程提出了更现实的解决

方案。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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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缓解域接管攻击的证书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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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投票通过组阁协议，组阁协议

中，数字与网络议题占有不少篇幅，新一届德国政府将会推出

宽带基础设施、推进欧洲数字经济，且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

1. 建设宽带基础设施

组阁协议提出 2025 年前建设成“千兆德国”的宏伟目标，

并希望未来四年人人依法享受“快速互联网接入”。为了实现光

纤“全覆盖”的目标，德国政府将设立一个 120 亿欧元的基金，

其资金来源将通过拍卖 5G 频率进行筹集。德国还将推出一个手

机程序，让民众通过标注报告盲点，以此大力发展 5G 移动通信

并消除信号盲区。

2. 强化教育领域数字化举措

德国新一届政府将通过“Digitalpakt#D”计划拨款 35 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 274 亿元），在全德国中小学和大学实现互联网接

入。为了打造“数字化工作 4.0”，新一届政府将推出国家继续

培训战略，并设法消除远程办公的障碍。

3. 推进欧洲数字经济发展

德国新一届政府重申将致力于网络实施法，控制网上的仇恨

言论，并暗示未来四年将进一步推进网络实施法。考虑到科技巨

头公司的市场力量与日俱增，德国新一届政府将成立“竞争法 4.0”

委员会，负责研究如何使现有的反垄断监管措施适应新的商业模

式。此外，德国新政府还支持对“互联网公司”（目前还未明确

定义）征税的举措。新政府还计划在平台经济中培养强大的德国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先进网络基础设施办公室不久

前，发布致同事信（DCL），宣布其将支持创建社会和技术基础

设施解决方案的探索性活动，进一步增强 NSF 对公开访问的承诺。

NSF 将资助可产出出版物、原始数据、样本、实物收集和其他支

撑材料的基础研究。

根据 NSF“今日的数据，明日的发现”公开访问计划，

该 DCL 侧重于探索性解决方案，通过减少科学界内数据再利

用障碍来推动公开访问。鼓励如下两类研究提案：（1）会议

提案（即社区研讨会和其他活动），旨在汇集利益相关方来

探讨融合创新解决方案以促进公开访问的机会；（2）针对高

风险 / 高回报创新概念和试点项目的早期概念探索性研究资助

（EAGER）提案。

该 DCL 鼓励将研究提案与以下三个方向中的任一相匹配：

1. 社区方向

NSF 发布致同事信以推进科学数据的长期再利用

该方向资助会议提案（即社区研讨会和其他活动），以便

NSF 研究社区提供更好的数据管理，特别是社区在研究和教育过

程中产生和使用的数据。

2. 数据再利用方向

该方向鼓励重复利用受 NSF 资助的研究所创建的数据。在

如下所述两个领域寻求研究想法：（1）高风险 / 高回报创新研

究 EAGER 提案，通过利用现有数据解决重要科学和工程想法和

理论的开发和测试问题。（2）会议提案（社区研讨会），创造

性地采用数据挑战、聚会、黑客马拉松或相关活动。

3. 社会技术基础设施方向

该方向鼓励高风险 / 高回报创新理念和试点项目的 EAGER

提案，以解决一个或多个限制美国和全球研究数据的可查找性、

可访问性和互操作性的社会和 / 或技术障碍。

德新政府发布“数字化战略目标”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科技战略情报团队编译）

和欧洲参与者。

4. 加入AI 竞跑队伍

德国新一届政府还计划进一步研究算法和人工智能（AI），

设立数据伦理委员会为此类技术的使用和监管提供建议。德国将

进一步推出“AI 总体规划设计（Masterplan for AI）”，并与法

国建立 AI 联合研究中心，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展开 AI 竞跑。

5. 网络安全

为了应对新兴网络威胁，德国新政府计划加强德国联邦信息

安全机构（BSI）的相关工作部署。除了目前为政府和行业提供

建议的责任之外，BSI 还将负责改进针对德国公民、民间团体和

中小企业的安全建议和服务。BSI 仍将隶属于德国内政部。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2018.6 中国教育网络 45

文／朱爽　

4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7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

6B；其次是巴西，2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

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得 IPv4 地址最多，

共计 500B； 其次是突尼斯，20B。

4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30 个，其中欧洲

188 个，拉美 132 个，亚太 80 个，北美 29 个，非洲 1 个，分别来

自 68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102 个；其次是俄

罗斯，42 个。4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4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

为 1610*/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俄罗斯，308*/32；其次

是德国，146*/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

4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巴西居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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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05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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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31

APNIC 52.41 0.26 0.3 52.97 2011-04-19

ARIN 99.74 0.34 0 100.08 2015-09-24

RIPENCC 48.44 0.05 0.53 49.02 2012-09-14

LACNIC 11.17 0.06 0.14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8.2 36.16 1.64 256 /

是中国，2260*/32；其次是俄罗斯，为 20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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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个，EDU.CN 域名注册 9 个。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见表 2。 （责编：

杨燕婷）

NIC2018 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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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5 201804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8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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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Total 

US 5 32 23 4 47 216 41 78 39 3 5 6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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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 0 0 0 0 0 1 1 1 1 0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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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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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 1 1 1 1 0 1 0 0 1 0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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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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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1 2 0 0 0 0 0 1 1 0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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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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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Total 

RU 92 75 98 58 56 60 179 369 414 73 257 308 2039 

DE 99 214 140 83 67 138 171 80 153 105 107 146 1503 

GB 106 84 81 115 75 101 88 75 128 106 152 122 1233 

BR 103 88 105 115 80 102 77 76 58 72 98 102 1076 

NL 169 121 138 67 67 164 113 65 177 57 65 89 1292 

UA 56 49 56 16 24 88 57 128 57 65 49 80 725 

ES 73 57 82 80 40 57 58 72 136 57 147 66 925 

FR 56 33 41 48 70 66 84 48 83 50 82 57 718 

US 324 35 28 301 48 78 16 20 289 21 44 46 1250 

CN 18 9 9 26 14 11 13 2074 25 15 27 19 2260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86 5887817 10176188

2 印度 51.67 243464914 471210045

3 德国 42.17 30537286 72418242

4 美国 40.62 117480336 289188571

5 希腊 37.08 2677099 7220120

6 瑞士 34.33 2557766 7450397

7 卢森堡 33.12 186123 561985

8 乌拉圭 32.45 731876 2255208

9 英国 26.91 16589828 61647064

10 葡萄牙 24.9 1724585 6925974

73 中国 0.34 2539876 738653974

74 阿曼 0.34 11707 3434091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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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最高 11G

文 / 郑志延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

用率 99.89%。

4 月主干网流量较 3 月相比有所减少，

4 月入流量均值为 30.84Gbps，相比 3 月减

少了 31.32%，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1.46％；4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

为 34.61Gbps，相比 3 月减少了 32.25%，

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4.8%。

4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较 3 月

有所减少。4 月入流量峰值为 11.27Gbps，

出流量峰值 10.43Gbps。

从 4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来看，北京（清

华大学）、北邮和北大节点占据了流量统

计的前三位。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居于首位，占到总入流量的

24.56%，平均值为 7.57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30Gbps，

占 13.94%；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0.74%。

从 4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邮节点出流量为最高，其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 年 4月

文 / 李锁刚

2018 年 4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随着高校陆续开学，

4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3 月略有下降，从主干网的流入、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减少了 7.97G，出流量减少了 7.5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增加了 1.04G，

出流量增加了 2.76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3

月入流量增加了 0.08G，出流量增加了 0.35 G。从 CERNET 主干网

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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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入流量：304.92G               出流量：369.49G

图 1  2018 年 4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8.67G              出流量：103.16G    

图 2  2018 年 4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8 年 4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04G

流量为 5.03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4.55%；其次是北京（清华

大学）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3.67%；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

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1.66%。。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8 年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8 年 4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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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04G

文 / 郑先伟

5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随着高考和高招工作的临

近，各类高校的网站及信息系统又将成为

攻击的焦点，这类攻击不仅仅包括利用漏

洞的入侵，也包括攻击成本较低的拒绝服

务攻击（以反射放大型拒绝服务攻击居

多）。因此学校在做好各类网站的安全防

护措施的同时，也要做好各类防拒绝服务

攻击的预案。

5 月与网站安全有关的事件数量呈上

升趋势，各类反射型拒绝服务攻击也有所

上升。

近期没有新增影响特别广泛的蠕虫病

毒。不过近来被木马控制用来挖矿的服务

器数量有所增多，这类木马通过相关服务

器的系统漏洞（漏洞类型不固定）入侵后

控制该系统进行挖矿作业，当您发现自己

的服务器 CPU 负载一直高位运行的时候，

就需要检查看看是否中了挖矿木马了。并

且这类木马会在系统上预留多个后门，使

得清除变得非常困难，多数时候重装系统

的操作会比查杀木马更为简便。

1. 微软 5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修复了其

多款产品存在的 138 个安全漏洞。受影响

的产品包括 Windows 10 1803,Server 1803

（16 个）、Windows 10 1709,Server 1709

（19 个）、Windows 10 1703（18 个）、

Windows 8.1 and Windows Server2012 R2（11

个 ）、Windows Server 2012（10 个 ）、

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R2（11

个 ）、Windows Server 2008（10 个 ）、

Internet Explorer（9 个）、Microsoft Edge（20

个）和 Microsoft Office（14 个）。其中

Windows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8-

8136）及 Microsoft Excel 远程代码执行漏

洞（CVE-2018-8147 和 CVE-2018-8148 

），这两个漏洞都需要通过引诱用户点击

打开特制的文档文件来利用，前者可以在

本地提权执行任意代码，后者则可以直接

以当前用户权限执行任意代码。因此建议

用户尽快使用系统自动更新功能进行补丁

升级，并在近期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文

档文件。公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

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20180508/

security-update-deployment-information-

may-08-2018。

2. PHP 中的 PHAR 404 和 PHAR 403

错误页面存在输入验证安全漏洞（CVE-

2018-10547）， 该 漏 洞 源 于 程 序 没 有

过 滤 用 户 的 输 入， 通 过 URI 地 址 访 问

PHAR 程序触发 404 或 403 错误后，可

以执行反射性跨站脚本攻击。 利用该漏

洞，攻击者可以进行劫

持用户浏览器会话、植

入传播恶意代码等网络

攻击，可能会造成用户

账号被盗取、用户隐私

泄露等危害。该漏洞影

响多个版本，包括 PHP 

5.6.36 之前的版本，7.0.27

之前的 7.0.x 版本，7.1.13

CCERT月报

之前的 7.1.x 版本，7.2.1 之前的 7.2.x 版

本均受漏洞影响。目前，PHP 官方已经

发布新版本修复了该漏洞，建议用户及

时确认是否受到漏洞影响，尽快到官方

网站下载最新的版本安装：http://www.

php.net/downloads.php.

3. Intel 的多款型号 CPU 被曝出存在

硬件层级的信息泄漏漏洞（CVE-2018-

3640，CVE-2018-3639，系统中 CPU 若

利用推测执行，且在当前内存写队列完

成之前，执行推测内存读取就可能存在

安全漏洞，本地攻击者通过旁道分析，

利 用 该 漏 洞 读 可 以 读 取 内 存 信 息。 影

响 的 厂 商 包 括 IBM、Microsoft、Dell、

Cisco、AMD、RedHat 等。目前相关厂商

已经发布了系统级别的补丁来临时修补

该漏洞，建议系统管理员关注自己的系

统，及时安装补丁程序。漏洞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om/content/

www/us/en/security-center/default.html。

（责编：杨燕婷）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注意！高招期间警惕拒绝服务攻击

反射放大型拒绝服务攻击一般都基

于特定的服务来进行反射，因此这类拒

绝服务攻击的流量特征都比较明显（协

议及源发端口固定，如 udp 123），用户

如果认为相关的端口应用并不需要，可

以提前在边界交换机上做 Acl 进行丢弃，

对于那些无法长期关闭的端口（如 udp 

53），也可以在拒绝服务发生时做到快

速响应，临时禁封相关端口以保证其他

业务的正常。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安全提示

2018 年 4~5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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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控让用电信息更透明

物联网作为现代热点研究领域，据权

威机构统计 , 物物通信的数量将会是现在

互联网通信节点数量总和的 30 倍以上 。

现有的 IPv4 网络 IP 地址紧缺，物物通讯

依赖服务器对数据的转发，IPv4 难以满足

大规模物联网发展的需求，IPv6 在寻址技

术的突破 , 不仅地址具有全球唯一性，而

且具有海量的地址资源，是物联网的最佳

IP 平台，但是要在资源受限的终端设备上

使用 IPv6 协议还存在很多技术难题。本

刊采访了《互联网 + 智能用电管控系统》

项目的队长武汉大学曾志威，他对该项目

的近况进行了介绍。

《中国教育网络》：请介绍智能用电

管控系统目前的情况？

曾志威：智慧校园建筑能源管控系统

主要由用电设备、智能负荷控制器、智能

电表、无线路由器、云端服务器、手机客

户端组成。项目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

1. 物联网中轻量级 IPv6 协议。比较

6LoWPAN(IPv6 over Low-power and Lossy 

Networks)、uIPv6、LwIP(Light-weight IP) 等

IPv6 协议栈，根据实际使用的需求，选择

合适的协议栈，并从源码上优化其性能，

将其应用到智能负荷控制器和智能电表。

2. 嵌入 IPv6 协议的智能负荷控制器和

智能电表的组网与协调测控技术。在 IPv6

网络中，地址严格聚类的特性带来了路由

表简化的优越性，但也限制了网络地址和

网络拓扑的关系——地址不再是和拓扑无

关的标识。因此，在设计网络拓扑之后，

一定要小心地分割网络地址空间，特别要

考虑到将来拓扑发生一定程度变化情况下

的对策；好的地址规划应该尽可能少造成这

样的局面：在拓扑发

生一点变化的情况下，

不得不更改网络全部或

多数节点的地址。

3. 设计和实现面

向移动端 Android 和

IOS 用户的智慧校园

建筑能源管控 App。

App 通 过 TCP/IP 技

术，结合云服务器，

访问智能负荷控制器，实现电气远程开断；

访问智能电表，获取电压、电流、有功功率、

功率因数等用电信息，实现透明化用电。

当有恶性负载接入系统时，智能负荷控制

器能自动切断，同时 App 能收到报警信息。

4. 智慧校园建筑能源管控系统的应

用。 在理论研究与产品研发的同时，选

取武汉大学自动化系建筑作为试点，进行

电气电路改造，搭建网络环境，应用嵌入

IPv6 协议的智慧校园能源管控系统。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该项目的关

键技术取得那些重大进展？

曾志威：1. 设计出嵌入 IPv6 协议的

智能负荷控制器。基于 ST-SRC-10 十通

道智能负荷控制器 (485 通讯 ), 开发嵌入

IPv6 协议的 Wi-Fi 智能符合控制器，通过

支持 IPv6 的 Wi-Fi 组网。

2. 设计出嵌入 IPv6 协议的智能电表。

未改造宿舍 信息学部 3 舍 信息学部 4 舍 医学部 3 舍 小计

人均用电量 892.73 886.54 890.27 2669.54

改造后宿舍 信息学部 2 舍 信息学部 5 舍 医学部 1 舍 2 单元 小计

人均用电量 476.93 456.51 432.69 1366.13

人均节电率 46.58% 48.51% 51.40% 48.83%

表 1  宿舍用电量对比

传统智能电表通讯是基于 485 总线或者电

力载波技术，在此基础上，研发设计嵌入

IPv6 协议的 Wi-Fi 智能电表，通过支持

IPv6 的 Wi-Fi 组网。

3. 实现大规模基于 IPv6 协议嵌入式

物联网设备 Wi-Fi 组网。

《中国教育网络》：开展该项目的初衷

是什么？目前项目在学校的应用情况如何？

曾志威：开展项目的初衷是提高学生

公寓用电安全，提高学生公寓管理效率，

增强学生节能环保意识。目前高校学生公

寓用电管理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高校

学生公寓火灾频发，给学校和学生造成了

巨大损失，据统计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高校学生公寓火灾属于电气火灾。一般宿

舍通过保险管限制宿舍用电功率，禁止使用

大功率用电器。但是对于取暖器、电热毯、

暖手宝等恶性负载没有有效地扼制手段。目

IPv6 创新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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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校园建筑能源管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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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学生公寓采用电表计费，需要人工抄表、

计费、收费，工作量非常巨大，效率低下，同

时学生只知道每个月用电总量，用电过程数据

并不透明，无法直观地培养节能环保意识。

目前项目在武汉大学取得了具体的应

用，共有近 10 栋宿舍安装了智能用电管

控系统。学生通过手机 App 可以很方便地

控制宿舍用电，查询历史用电数据、缴纳

电费等。在系统中使用了恶性负载和大功

率用电器识别技术，有效地提高了宿舍用

电安全。目前系统已经平稳运行两年多，

宿舍学生以及宿舍管理人员反馈良好。

《中国教育网络》：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会遇到哪些挑战，都有哪些收获？

全景漫游 足不出户体验校园之景IPv6 创新
专栏

曾志威：在项目实施时，学分还没有

修够，有很多基础课、专业课需要学习，

所以只能在课余以及晚上的时间去项目施

工现场。很多时候在实验室测试没有问题

的地方，到了施工现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通过项目的实施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从理

论研究到实际工程应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

做，细节决定成败，任何一个疏忽都会导

致严重的后果。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该项目的在

学校的应用如何？

曾志威：本系统实现了用电信息的

透明化，学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询自己

宿舍的用电状态和用电历史，也帮助同学

们更加了解日常用电的能耗量，方便了学

生的同时可以帮助他们提升主动节能的意

识，比如在不需要使用灯光照明的时间段

将日光灯关闭，在不使用电脑时将电源拔

下等。学生用电意识的提高和用电习惯的

改进，对于建设节能型校园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对系统中学生公寓 2015 年全年学

生人均用电量进行统计，并与水电中心提

供的其他同规模、未改造的宿舍人均用电

量进行对比，详细情况见表 1。由表可知，

使用本智能用电管理系统后的学生宿舍比

未改造的老宿舍人均节电率接近百分之

五十。 （责编：杨燕婷）

全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创建和体验虚

拟世界，给人以三维立体的感觉，带来了

全新的真实现场感和交互感。本项目的建

设是基于 IPv6 的全景校园系统，通过对

校园实景的采集、处理、制作后，发布到

沈阳农业大学全景网中，使学校的教工、

学生和校外关注人员通过网络即可观看到

学校全貌。通过访问全景网就如同亲临学

校一样对学校有直观的印象，这是二维照

片和视频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为学校的

对外宣传起到积极的作用。本刊采访了该

项目队长沈阳农业大学的任幸，为我们介

绍了该项目的进展情况。

《中国教育网络》：请简单介绍目前

项目的进展情况？

任幸：项目团队经过一年的努力，

现已开发出基于 IPv6 网络可供用户进行

实时访问的全景校园系统，包括 PC 端和

后台全景数据库。目前基于沈阳农业大学

校内实时场景，已制作了沈阳农业大学全

景导航系统和校园内标志性地点场景展示

15 余组，为学校大型活动（如毕业生招

聘会）和科研成果（艳丽草莓基地）的宣

传提供了技术服务。

项目场景的选取和拍摄技术都已经成

熟，新引进了 360 度全景小相机为拍摄使

项目团队成员：任幸  赵丹  王晓萌  代瑞婕  冉思婷

项目指导教师：王继成  潘飞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曾志威，整理：杨燕婷）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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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不仅便于携带还更易于照片的合成，

为场景的制作带来了更大的便利，也是一

重要的发现。对全景校园系统，全景网站

也是一重要模块，对网站的管理和维护设

有专门的后台管理，该项技术由团队成员

开发，通过搭建 Web 服务器，在 IPv6 环

境下实现了全景网站的稳定运行。

《中国教育网络》：开展该项目的灵

感来源是什么？

任幸：美国是 VR 技术的发源地，斯

坦福大学利用 VR 技术建设了学校的虚拟

校园，全世界通过网络即可访问该虚拟校

园，使斯坦福大学全景展现在眼前。随着

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IPv6 网络为我们提

供了更广阔的网络应用领域，赛尔网络的

创新平台为我们项目团队提供了创新科研

机会，因此我们决定要利用全景技术建立

属于我们本校的基于 IPv6 的全景校园系

统，更好地展示校园自身风采 , 以一种更

为直接的方式宣传校园，全方位地展示学

校的各种软硬件环境，从而实现一个中等

复杂程度的、具有一定人机交互能力的全

景校园系统。

《中国教育网络》：该项目的创新性

表现在哪些方面？

任幸：第一，添加地名并且将整个校

园分为几个部分，置于全景控制台附近使

用户能够轻松跳转。

第二，将天空全景与地面全景分散开，

降低天空全景的实用性，增强观赏性以及

推广性，可在天空全景中加入的学校学院

的短视频介绍。地面全景将每个相对重要

的地点加以介绍，方便新生以及校外人员

了解整个校园各个地点的功能和特色。

第三，将导图作为弹窗类型，窗口内

为全校地图，使窗口能覆盖较大的面积，

方便用户观察校园地图的每一个热点。

第四，添加二维码分享图标来增加项

目的二次推广功能，增加公告栏使用户能

够及时了解网站内容的更新，快速浏览到

整个项目的最新进展。

《中国教育网络》：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遇到的挑战或者困难有哪些？有哪些

收获？

任幸：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相机

采集到的场景图像具有视差和色差，导致

了拼合的场景图像扭曲，甚至无法拼合，

大大增加了工作量。项目团队通过学习国

内外图像处理技术和不断地进行拍摄操

作训练，最后使用了图像融合算法和熟

练的拍摄手法解决了场景图像的视差和

色差问题，从而达到了场景渲染时图像

的质量要求。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项目团队学

会了要不断对全景技术进行创新，不断更

新自己的技术。伴随着项目的实施，项目

团队成员对下一代互联网的概念、发展、

应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还通过对

全景系统的制作和完善，丰富了学校的

IPv6 网络资源，使沈阳农业大学全景网能

运行在纯 IPv6 环境下，在学校范围内对

IPv6 网络进行维护，同时带动了其他同学

了解和学习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推动了下

一代互联网在学校的普及。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项目的未来

发展有哪些规划？

任幸：我们近期的目标是将所有校

园全景进行分区，增加楼宇简介文字、视

频等，同时将学校的科研成果利用 3D 技

术展现在全景地图上。远期的目标计划增

加网站的互动性与趣味性，开设在线评论

和留言板功能，记录浏览用户的感想。同

时将全景校园系统与教学相结合，使用户

更好地进行线上学习交流。计划建立基于

IPv6 网络的全景校园直播系统，通过全景

视频更立体全方位地展示校园。

《中国教育网络》：在校园中你认为

IPv6 还有哪些可以应用的场景？

任幸：IPv6 以其巨大的地址空间、优

化的路由协议、可靠的优质服务等优势可

以给用户提供高速的访问速度，作为高校

的师生，网络学习资源是师生获得知识的

有效途径，可以开发基于 IPv6 专属网络

的开放性师生在线学习系统，更好地帮助

IPv6 网络的普及。 （责编：杨燕婷）

IPv6建设与应用

（资料来源：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任幸，整

理：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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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 日，《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的实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使得网络安全有法可依，信息安全行

业由合规性驱动过渡到合规性和强制性驱动并重。

那么，《网络安全法》实施一周年，我国高校的网络安全工作有哪些改变？ 

从大家的反馈可以看出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改变，第一，制度的完善。网络安全制度从无到有或是从有到优；第二，意识的改

变。通过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学校用户群体的网络安全素养得到大幅提升，高校各方面已意识到网络安全工作是一件需要大

家一起努力的事；第三，观念的改变。对于安全服务外包大家都能普遍接受，当然如何更好地优化外包之后的管理显得更加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网络安全中“人”的工作仍然是一个难点。人的部分怎么去做，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7 年 对 高 校

网络安全工作来说，

是一个机遇，更是一

个挑战。回顾这一年

的变化，姜开达认为，

网络安全工作受重视

程 度 在 这 一 年 得 到

前所未有的提升，但对高校来说，网络

安全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细化落

地举措仍然有缺失。《网络安全法》和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发布实施，对网络安全整体部署进行了

框架性指导，但细则内容的指导还不够

明确，比如说在教育行业中，哪些基础

设施需要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如果没

有一系列具有教育行业属性的细则和规

范，很多高校不清楚如何具体实施和执

行，各自理解又带来实际执行上的偏差，

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快速落地。希望未来

能够在基本框架成熟的基础上，再多明

确一些可操作性强的细则和解释，这样

对高校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如何做好高校的网络安全工作？姜开

达认为其核心是“守土有责”和“合作共

赢”，所有高校网络安全相关利益者都应

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互相加

强合作，高校就会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整

上海交通大学 : 网络安全要做到“守土有责”

体氛围和环境。具体来说就是：领导重视、

机制保障、固定团队、长期投入。学校要

从行动上真正重视网络信息安全；要普及

提高全校各院系部门的安全意识；国家和

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安全监管和提供基础指

导；教育软件厂商承担义务和更多相应责

任；安全厂商提供符合学校要求的专业化

安全服务，信息化部门要做好安全管理的

技术保障。

网络安全对于信息共享和多方合作的

要求，可能也是其他信息化工作不能比拟

的。姜开达表示，一所学校去对抗全球黑

客攻击团队，能力再强，也始终是弱势，

网络空间领域安全事件和攻击信息的高效

共享至关重要，如果各校自扫门前雪，谁

也不能独善其身，唯有走向共享共治。

姜开达认为，现在虚拟网络空间安全

的重心有明显变化，从网站内容安全到学

校核心数据安全，从苦于被动防御到多面

出击掌握主动安全态势，从混沌到有序，

应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信息资产库，安

全贯穿始终。

在网络安全工作上，上海交通大学可

以说是一个先行者，这和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有历史渊源，从 CERNET 成立之初，

上海交通大学的汪为农教授就一直致力于

网络安全方面的研究，并且培养出了一批

业务能力卓越的人员，奠定了技术和人才

基础。二是各层面的领导对网络安全工作

都非常重视，有一批人员长期专职负责这

方面的工作。三是成立了一支非常可靠的

学生队伍，帮助学校做了不少基础性的工

作。这支队伍无论是在日常的安全运维，

还是在各种网络安全攻防比赛中，都取得

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姜开达表示，缺乏专业安全团队的支

持是当前高校在网络安全工作中存在的共

性难题，这也折射出高校信息化部门专业

人员紧缺的困境。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化部

门目前拥有 60 多位工作人员，在国内高

校中人不算少，但是开展各项工作还是捉

襟见肘。今年的机构调整将原来的五个部

门调整为三个部门，分别是基础业务部、

计算业务部、数据业务部，安全工作目前

尚无单列部门。

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安全团队在学校

网络安全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学生毕业后是否仍会留在学校工作？实际

的情况是团队中的学生都是各大互联网公

司进行人才争夺的对象，其优越的薪酬和

待遇让学校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也开始看

到，一些有多年公司 IT 职业经验的优秀

人才在经过职场奋斗后，也有人希望回到

学校来做一些工作。

《网络安全法》实施一年 ：高校的改变与挑战

姜开达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

中心副主任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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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积极探索多元化服务机制

深 圳 大 学

信 息 中 心 是 一

个 集 现 代 教 育

技 术、 网 络 技

术、软件开发、

多 媒 体 制 作 与

应 用、 电 话 与

有线数字电视、无线通讯、校园卡运行

与管理、影视制作和视听技术支持为一

体的多功能机构，目前大约有 80 名员

工，近年来随着学校智慧校园等大型信

息化项目的建设，各学院、业务部门的

应用系统和云平台资源的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特别是学校从之前一个校区扩展

到了西丽、后海北及后海南三个校区，

为学校的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维带

来了新的挑战。

目前，网络安全运维工作主要集中

在网络部门，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专职

人员，唯一的一名网络安全核心技术人

员还要兼顾系统运维的职责。在解决人

员方面，深圳大学打算主要从三个方面

着手解决。

第一，吸引并留住人才。

网络安全工作招人难的特点是，大

部分优秀的毕业生都愿意去 IT 企业，

一是在薪酬方面，学校不可能像 IT 企

业一样能给与高薪待遇，二是在发展前

景上，学校的工作更多是一种运维保障，

不能提供公司所能提供的针对前沿技术

进行研究的平台和机会。针对这样的现

实情况，深大信息中心目前的策略是，

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的有意愿参与高校信

息化工作的 IT 专业学生，尽量给予其

个人技能和职业成长的空间，将其培养

成为网络安全工作的骨干，使其在工作

中获得成就感、归属感和荣誉感，并利

用学校寒暑假、教职工子女入托入学等

隐性福利留住人才。

《网络安全法》

实 施 一 年， 明 显 感

觉 到， 大 家 的 网 络

安 全 意 识 提 高 了。

中山大学成立了网

信 领 导 小 组， 负 责

人 是 书 记 和 校 长。

各院系部门一把手

明确了网络安全责任，主动配合信息化职

能部门和技术单位的工作。此外，网络安

全工作得到了广泛认可及可持续的经费支

持，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不断完善。

但由于从业人员薪酬上升很快，学校

安全技术人员流失，2017 年我们就有一

名骨干跳槽到 BAT，这方面的技术又补

充困难，水平高的招不进，入门级的不想

要，所以我们转而将部分工作外包。依靠

外力是弥补学校网络安全能力不足的重要

手段。保护监测响应等三方面都可以引入

外包服务，例如保护可以引入云防护服务、

监测可以引入白盒黑盒测试服务、响应可

以引入专家服务。

我认为，网络安全工作的难点在于安

全管理体系的完善和实施，尤其是安全制

度的施行和落实、人员安全素质的提升、

安全习惯的培养及组织安全文化的形成方

面，挑战在于随着互联网变革，新的安全

问题不断涌现，旧观念、旧办法无法适应

变化。

我们对招聘人员的基本需求是：管理

人员最好有法律和管理知识背景、技术人

员最好有软件开发背景。由于当前从业薪

酬水平比较高，因此招聘比较困难。

从 2018 年开始，学校设立了安全培

训专项。初步思路是对全员进行意识教育

（形式是在线教育 + 现场讲座），对专职

和兼职的安全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形

式是采用 CISP 教材的企业内训），未来

打算采购专业的培训服务。

观念的更新是最大的挑战

张永强

中山大学信息化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 

江魁  

深圳大学信息中心副主任

第二，把学生的力量组织起来。

从 2016 年开始，信息中心以勤工

助学的方式把对网络安全感兴趣的学生

聚在一起，这批学生对学校网络安全运

维起到了很重要的补充。一方面，弥补

了网络安全人员的缺口，另一方面，让

一些有可能对学校网络安全造成“威胁”

的学生变成学校网络安全的守护者。同

时，对外，组织这批学生积极参与国内

知名度较高的网络安全竞赛，对内，在

老师带领下开展对学校信息系统的渗透

测试工作，使其网络安全能力有展示和

释放的出口。学生在帮助学校做好网络

安全工作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极大锻

炼和提高。2018 年 2 月，在信息中心的

支持下，这批学生正式成立了深圳大学

学生信息网络安全协会，目前学生队伍

已经扩充到 40 人左右，为学校网络安全

工作补充了新的能量。

第三，积极探索外包服务。

在现在的情况下，向人事部门申请

用人编制的难度要大于申请项目资金的

难度。基于这样的背景，寻求专业网络

公司的外包服务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

深圳大学将在 2019 年申请网络安全加固

提升专项资金，其中一部分用于网络安

全服务外包，主要满足 24 小时实时监测、

预警、应急响应等工作的需求。

当前信息化部门面临着许多沟通协

调的工作，这是信息化部门的重要特征。

信息化部门有许多工作，这些工作各具

特点，所以在人员的分配上一定要注意

到工作的特点与员工个人特点的匹配。

网络安全工作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政治意义，这是高校做网

络安全工作面临的首要共性背景，也是

网络安全运维的核心动力。所以做网络

安全工作，一定要如履薄冰，兢兢业业，

以高度责任感去承担这项重任。

中山大学：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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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的网络安全工作在管

理、技术和人员上都有了新的改变。管

理上，建立起基于微信的实时交流、互

动安全群，实时发布、部署网络安全信

息和防范要求。技术上，强制所有已上

线和待上线的系统进行强安全技术条件

下的安全检测和审核。人员上，建立起

了各二级部门的非计算机专业管理人员共同关注的网络安全

体系，形成有效的防控、联动队伍。

但是，感觉最难的地方还是“人”。专职人员少，安全

压力大、任务重，而在培训方面，缺乏有效的培训和实际演

练。当前最困难的是，我们对网络安全人员的需求大，但招

聘难，队伍建设没有好的政策支持。 （责编：王左利）

北京科技大学：最难的部分还是“人”的工作

杨德斌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化

办公室主任 

《网络安全法》实施一年了，这一年来

看，网络安全工作中确实有许多改变。首当

其冲的就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学校高度重

视，从法律层面严格要求和落实相关制度。

在《网络安全法》实施后，我校依据此法，

逐步制定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和方法。先后

建立急需的制度，比如网站管理，ICP 注册

管理、保密技术管理和办公安全等，由校长办公会审核修改

后发布执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宣传到位，做到有规可依。

我们在 2018 年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信息

技术中心作为实施牵头部门更是直接成立网络安全科，专人

负责处理和协调相关事务。

在制度的保障下，我感觉网络和信息中心的工作比以前

“好做”。首先，职权加大，原来不敢处理的，现在可以直

接依法快速处理，管理的范围亦可进行延伸。其次，学校为

网络安全的投资加大了，原来 2~3 年没有相关的设备系统的

技术投资，目前已经落实，尤其是服务经费。第三，人才的聚集，

我们成立了网络安全科，引入聘用人才参与建设。

目前来看，在网络安全工作中，我认为首要的挑战是全

校师生观念的改变。观念的改变是困难的，如何能从《网络

安全法》的威慑执行到自觉动作，将安全观念融入到学校规

划整体考量中，融入到项目建设运行的整个周期中比较重要。

如果大家都能从心里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做到上下一心，

风险就可以降到最小。

由于学校内部人员的技术和精力的局限，外包是必不可

少的。但是由于专业企业和学校的立场不同，这是个矛盾体，

企业追逐利润，学校要求稳定，因此只能依赖合作的基础——

安全进行分工，校内人员必须主导和主责，跟踪整个服务的

过程，做到第一收到和最后收尾。

我们的网络安全人员分为在编和外聘，外聘人员主要从

其他科室抽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割裂应用，熟悉信息化

的情况。我认为，安全队伍不易大，小而精、勉强够用即可，

因为安全不是独立的，要应用到各个领域，比如网络方面的

安全就与网络密切相关，需要网络部门配合完成；在内容安

全方面，不仅是技术，还要有对内容尺度的把握人才。做安

全的人员应该不仅仅懂得安全内容，还要精通安全的实施领

域，比如网站安全，至少要知道网站所涉及到的所有技术环

节。所以，作为一个网络安全人员，需要经常补充各种新的

知识。

中国人民大学：人员分配不割裂应用

梁艺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

技术中心

后记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在大部分高校，资金仍然

是制约各校网络安全工作的一大难题。更多的学校不

仅缺人，也缺资金。在这样的状况下，网络安全工作

往往只能满足当前急需，不能统筹规划从容部署，所

以相关人士一直呼吁，希望未来网络安全专项资金的

制度能够在广大高校大面积展开。

总之，面对各种网络安全威胁，教育行业唯有不

断完善机制体制建设、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合作，

才能为教育行业的网络安全撑起一片蓝天。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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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措施构建高校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文 / 薛静 1    张红玲 2

高校面临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挑战

高校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社会

模式，所以面临的网络与信息化问题和

挑战也要比企业复杂得多。

一是面临技术的挑战。在网络与信

息安全的攻防对抗中，技术是关键因素，

技术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胜

负。而网络与信息安全又是一个多范畴

的学科，涉及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密码技术、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数学、数论、信息论等方方面面，

很难做到由一个人完全驾驭，因此给网

络安全工作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二是面临防范策略的挑战。在网络

与信息安全的防范中，攻方占有主动权，

具有主导优势。攻方可以决定在什么时

候、用什么技术、从什么地方、对什

么目标、动用多少资源发起攻击，因

此他们具有对抗中的主动性，而防守

一方则只有做好全方位的防御才有可

能抵御这样一场网络战争，所以说是

极具挑战性。

三是面临设备或软件方面的挑战。

由于高校业务的复杂性，决定了高校的

信息化产品是多元化和具有异构特征的，

其硬件设施和软件产品一定是由多品牌、

多型号和不同架构组成的，因此需要防

护的范围不仅仅是网络安全，还要防范

异构产品自身漏洞、缺陷带来的风险，

可以说是一个泛在的安全防护。同时，

由于软硬件产品对用户是不透明的，所

以存在问题用户也不得而知，因此带来

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是面临管理的挑战。因高校的业务

复杂，构成其业务支撑的信息化系统也多

为各业务单位自行防护，这样就构成了二

级甚至是三级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责任

体系，所以在管理上要充分协调才能够步

调一致、水平一致。但由于信息化部门的

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辅助和服务性质，要

想充分发挥管理职能还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五是面临人员挑战。由于高校从事

信息化的专业人才短缺，加上二级和三

级单位的信息化人员一般是兼职和非专

业人员，因此在管理和技术沟通上都存

在一定困难。同时，由于人员一般非安

全专业人才，所以在能力上也存在着巨

大的差距和挑战。

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及原因

虽然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但由

于高等教育信息化在近几年才得到迅猛发

展，因此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也处于起步

阶段，总体形势不容乐观。教育行业面临

着日益增长的网络安全威胁和信息安全挑

战，形势严峻。其主要问题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管理机构缺失。在 2017 年《网

络安全法》出台之前，很多高校没有专门

机构负责网络与信息安全，之后情况有极

大改善，但很多高校只是设立了部门，其

职能和监管工作开展还不到位。

二是专业人才缺失。在全社会都缺少

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的的背景下，高

校也面临着缺少安全专业人才的问题。很

多高校的技术人才非常少，尤其是能将管

理、技术和安全紧密结合并充分利用的人

才则更紧缺。

三是管理不到位。很多高校还停留

在基础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的硬件防护层

面，没有意识到网络与信息安全是一个系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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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的安全防护体系，需要从管理、技术

等多方面开展工作，所以很多管理工作开

展不到位甚至是没有开展。

四是防护不到位。在国家出台《网络

安全法》以后，很多高校虽然加强了防护

手段和硬件投入，按照等级保护的要求做

了必要的防护，但在这场矛与盾的斗争中

只有不断加强力度和手段，才能应对技术

的日益发展和安全的不断需求，需要不断

投入和持续建设。但很多高校存在安于现

状或局限于技术及资金等原因而止步不前

的现象。

造成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网络与信

息安全问题及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单位重视不够。各单位都是先完

成本职工作，在有精力的情况下才去抓网

络与信息安全工作；二是管理体系不健全。

有些单位没有设置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岗

位，没有设专人管理，没有完全落实职责；

三是人力投入不足。各单位从事网络安全

的人力资源不足，即便安排了人员也普遍

存在技术防护能力偏弱的情况；四是人员

能力不足。各单位基本都是工作人员兼职

管理网络及信息安全工作，专业技术能力

不足；五是防护经费投入不足。各高校普

遍存在经费投入不足现象，尤其是人员技

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六是安全意识薄弱

及日常运维缺失。普遍存在安全保护意识

差、弱口令、日常维护缺失等问题，导致

安全漏洞比比皆是。

系统性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初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高校网

络与信息安全的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和

资金问题，也是管理问题，更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这种特性决定了我们不能采

取单一的硬件防护措施或者单一的购买外

包服务来加以防范，而是必须整体联动、

技术与管理相结合。

笔者认为，网络与信息安全应该至少

包含设备防护、安全管理、安全策略、安

全检查和应急处置等五个方面。按照木桶

理论原理，决定网络与信息安全状况的不

是最强的能力，而是那个最弱的能力，如

果我们有一个方面开展不到位，则势必会

被具有高智商的不法分子所利用，从而导

致“千里大堤毁于蚁穴”的惨剧发生。那

么怎么建设一套符合高校实际需求的安全

架构体系，更加均衡地进行合理投入，不

让不法分子从最短板入手制造出安全事件

呢？这需要从五个层面、十项措施入手，

为不法分子布下一个层层设防的“十面埋

伏”，从而系统性地构建一个网络与信息

安全防护体系。

构成网络与信息安全的五个层面

网络与信息安全是一个系统性的工

作，需要建设一个立体的防护体系，应从

以下五个层面做好工作：

一是设备防护。这是开展网络与信息

安全的基础。利用各种现代化的网络与信

息安全防护设备对各种信息化活动进行甄

别与防范，可以有效地处理绝大多数非法

攻击，必须按照国家等级保护的要求做好

各项设备防护工作。

二是安全管理。这是开展网络与信息

安全的保障。只有建立了立体有效的网络

与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将职责明确划分、

将责任落实到位、将奖惩清晰告知，从而

充分落实各项安全工作，确保安全管理稳

步开展。

三是安全策略。所有的设备防护和

安全管理都是基于一定策略的，策略过

紧则防范工作量剧增且不利于正常开展

信息化工作，策略过松则相当于不设防，

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因此根据各单位具

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是安全工作的重

要环节之一。

四是安全检查。在安全管理中含有安

全检查一部分内容，多为自查。但安全检

查不仅仅局限于自查，也不局限于单一的

手段，应该是从管理、渗透、测试等多方

面开展，目的是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加

以弥补。

五是应急处置。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

是攻与防的对抗，是矛与盾的竞争，在这

场技术竞赛中会随着不断进步产生新的方

法，因此也就可能导致安全事件的发生，

所以必须做好应急处置预案并熟练演练，

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则采取相应应急处置，

将危害降到最小范围。

构建系统性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的十大措施

为了做到这五个方面，构建系统性网

络安全防护体系，我们提出通过采取十大

措施推动该项工作，具体措施为：转观念、

立规矩、变可视、建防护、定策略、做检

查、促整改、找帮手、推等保、报预警。

一是转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

过程漫长的工作，主要包括变被动为主动、

推动两个意识转变和划清安全工作边界。

变被动为主动是一种工作意识的转变，从

不得不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迫地进行防

护到主动开展防控，积极开展安全检查和

防护；在两个意识转变中，其一是网络与

信息系统与硬件产品一样，它是有生命周

期的，需要随着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

更新，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根据安全的要求

进行必要的更新换代。其二是网络与信息

系统和汽车产品一样，需要运维并经常地

进行系统维护，进行必要的备份、漏洞修

复、软件升级等，这样才能保障信息系统

能长期安全有效的运行；划清安全工作的

边界就是杜绝推诿扯皮。一般来说信息部

门就像学校的保卫队，保护的是学校的大

门，要做好外围的防护。各个单位相当于

围墙之内的各家各户，他们有自己的户型、

结构和私有的钥匙，所以只有各单位才能

做好内部防护。为了落实各单位履行安全

管理职责，需要给他们配套相应的经费，

促使管理员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单位或者专

业的安全运维公司进行防护，从而将自己

的责任逐级落实下去。

二是立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必须

有一套能落实主体责任的文件，才能有效

的落实安全责任。为了规范和明确信息化

建设中各单位的工作范围和职责，学校必

须建立一套与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并通过这些制度对安全管理工作和职责进

行划分。制度应明确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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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贯穿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始终，做到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步运行，应确定

信息管理部门和各二级单位之间的具体职

责以及必须开展的工作等。

三是变可视。为了引起各级领导和各

单位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将安全工作可视

化，让安全量化并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是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网络与信息安

全总是处于一种摸不到、看不着的状态，

是很难真正将安全工作落实到位的，因为

只有怕了才能真正动起来。为了实现可视

化，学校可以引入安全监测设备，并利用

这些设备产生的数据制作学校信息化安全

简报，以量化的数据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将

学校网络安全的状况、网络漏洞的危害和

防范知识展现给各位领导和师生。通过这

些数字可以让他们了解到真实的现状，并

充分意识到面临的风险和责任。

四是建防护。学校要从技术方面入手

做好整个校园环境的基础信息安全防护，

这里主要包括建立全校网络防火墙、堡垒

机、Web 应用防火墙、抗 DDoS 攻击、数

据库审计、远程管理审计、云防护、网站

及信息系统监控平台、漏扫设备、网络防

病毒软件等公共平台设施，确保有防护、

有数据、有痕迹，为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

提供必须的、完备的环境和条件保障。

五是定策略。确定防范策略是一个重

要的环节，需要结合学校自身实际进行考

量。其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推行白名

单制度。因学校很多网络与信息服务属于

科研或内部工作性质，通过白名单制度将

这些内部系统限制在内网中使用，而仅仅

将有限的公共服务对外网开放，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风险和防护的工作量，增加

安全系数。在历次的重要时期安全工作中，

白名单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是做检查。在完善了外围防护的基

础上，学校要建立安全检查机制，监督和

帮助各单位管好、防好各自所负责的信息

系统安全。学校主要是利用专业的漏洞检

测设备工具，采用每月定期检测和平时检

测相结合的安全检测机制，对所有的网站

及应用系统进行安全检查。当检查完成后，

生成该信息系统的专项检查报告，并提出

相应的具体解决方案，以便系统管理员能

够指导专业运维人员很快地处理各种安

全威胁。另外，还应该不定期地引入渗

透等措施开展安全检查。通过这些常态

工作，可以有效地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

处理。

七是促整改。只做检查不落实整改

结果就不能形成安全工作闭环，就无法保

证安全防护的效果，因此必须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促使责任单位进行整改。学校需要

根据正式出台的信息化制度严格落实相应

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可以对出现高危问题

的网站及信息系统进行先关停再整改的措

施，同时通过“信安字”文件形式下发整

改通知，要求各单位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上线。

八是找帮手。单靠管理是不够的，还

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为了克服人员少和

人员能力不足的状况，需要扩展渠道、找

帮手，引入专业的技术人员支持，共同做

好学校的安全防护。一方面，学校通过与

安全公司进行合作，购买安全服务，引进

一批专业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利

用有能力的学生做安全方面的测试、攻击、

渗透等工作，让他们能为学校的安全贡献

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可以给学生出具工

作证明，对他们的白帽子工作给予肯定。

九是推等保。等保工作是一个严密的

信息化防护工作，真正落实到位以后会极

大提升学校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水平。学校

需要落实《网络安全法》要求，对所有设

施做好等保评测并取得通过资质。同时，

也要将等保要求落实到今后新建系统的合

同里，要求后续所有新建系统在上线之前

必须完成等级备案及等保评测。

十是报预警。一味地防不是办法，也

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学校需要和专业的安

全公司开展合作，建设软件预警平台，对

各种新发生的安全事件实施及时的全校预

警，也需要充分开展大数据应用，对有风

险的行为做预警，及时阻断各种网络安全

风险，为师生提供增值的信息化服务。

通过以上十项举措，可以让学校初步

构建系统性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为学校

信息化工作提供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但

由于信息技术在不断发展和突破，所以安

全问题永远在路上，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探

索和完善工作办法，努力为学校的发展保

驾护航。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1为西北工业大学，2为解放军第四五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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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在广州举办

本刊讯  2018 年 5 月 26 日，第二届“红

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决赛在广州塔隆

重举行。本次大赛由广东省公安厅、共青

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指导，广

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南方报业

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华南理工大学承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共青团广东省委

副书记唐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曹轲，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刘琪瑾，

广州市公安局原副巡视员高中孝，广东省

公安厅网络警察总队总队长李正祥，广东

省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唐连章，广东省计算

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陆以勤等出席了

活动。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国

各地高等院校和网络安全企业的 512 支战

队报名参赛，其中 60 支战队脱颖而出，

晋级决赛。经过 6 个小时紧张而激烈的角

逐最终角逐出高校组、政企组和安全企业

组的冠亚季军。

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是“红帽先

锋”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

高等院校和信息安全企业的一次网络安全

赛事，比赛秉持“以赛促学，边赛边学”

的宗旨，邀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日

制高校在校生、网络安全企业技术人员集聚

一堂，共同探索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新模式。

本次比赛从多方面考验参赛队员计算

机理论和实践技能，其中涉及范围包括：

逆向、漏洞挖掘与利用、Web 渗透、密码、

取证、隐写、安全编程等等。

决赛采用了 AWD（Attack With Defense）

攻防兼备模式。在攻防模式赛制中，参赛队

伍在网络空间互相进行攻击和防守，挖掘网

络服务漏洞并攻击对手服务来得分，修补自

身服务漏洞进行防御来避免丢分，最终以得

分直接分出胜负。在这种赛制中，不仅是比

参赛队员的智力和技术，同时也是比团队之

间的分工配合与协作。

值得关注的是，鉴于网络安全人才的

特殊性，为鼓励自由人才深度发展，本次

比赛特别开通了个人团队参赛通道，许多

自由职业者积极参与竞赛并且取得令人瞩

目的战绩。决赛为个人团队增设了特别表

彰奖，特别表彰奖是 2018 年特设唯一奖项。

网络安全任重道远，网络安全深入

人心。本届大赛举办期间，来自学界和业

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网络安

全领域的新问题。北京大学教授、信息工

程学院副院长朱跃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时表示：“我们现在处于 ABCD 时代，

需要具备综合素质的网络技术人才。所谓

‘ABCD’指的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

算和大数据，信息产业结构日趋复杂对人

才也提出了新要求，需要他们成为复合型

人才。”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陆以勤表示，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目标是打造一个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推动

网络安全人才成长的强大平台，搭建起政

府、业界及公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以此探

索政、企、校联合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模

式，构建适应网络安全新形势的人才输送

渠道，积极促进网络安全成果与经验的有

益分享，深化推动网络安全技术的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竞赛的影响力，

挖掘更多网络安全人才。

决赛经过 6 个小时不间断紧张激烈

的角逐，抓住历史机遇建设网络强国战

队、万家灯火战队、SAINTSEC 战队分别

获得高校组、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组、安

全企业组第一名。SAINTSEC 战队荣获特

别表彰奖。 （责编：杨洁）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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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顶尖黑客挑战“拟态”网络防御系统

第二届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在南京举办

本刊讯  5 月 10 日 ~12 日，以“创新

·引领·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全球未来

网络发展峰会在南京江宁举行。此次峰会

围绕未来网络发展等热点话题，设置了一

场主论坛和五大板块十二场分论坛，邀请

了来自全球 400 多位业内专家、学者、企

业高管出席，同期二十余位院士开展高峰

对话，分享和探讨了全球未来网络产业技

术发展方向。

我国通信与信息领域建设的首个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项目在此次峰会正式启动。该项目由江苏

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牵头，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电信研究院共同申

报，是江苏省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该项目的启动，将为我国互联网可持续

发展提供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实验、验证

平台，预示着我国未来网络迈向新征程。　

同时，在峰会闭幕式现场还发布了《全

球未来网络发展白皮书》。白皮书系统分析

了驱动当前网络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网络

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重点针对未来网络架构

及核心热点技术、全球试验设施情况、标准

化工作、开源项目进展、产业发展情况进行

了论述，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除了未来网络领域的研究成果展示和

项目合作交流，本届峰会还关注国家网络

空间安全战略发展。首届“强网”拟态防

御国际精英挑战赛作为贯穿本次峰会全程

的亮点活动，吸引了网络安全领域及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该项赛事由中国工程院、南京市人民

政府主办，拟态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盟、江

宁区人民政府、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承办，赛宁网安提供技术支持。同

时本次赛事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及其

科研团队研发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拟态

防御系统做为靶标，邀请到了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日本、波兰和中国等国的 22 支

白帽黑客战队参赛，同场竞技攻坚闯关，

这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

据邬江兴院士介绍，之所以邀请顶

尖“白帽黑客”开展攻击测试，对进一步

验证拟态防御机制的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由于现有网络体系的设计缺陷，

目前网络空间安全处于一种无解的困境，

拟态防御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它与

现有的动态防御、被动防御等有所不同，

拟态防御具有“结构决定安全”的内在属

性和归一化的处理功效，传统诸如“挖漏

洞”、“设后门”、“植病毒”等经典攻

击套路在拟态机理上不再有效，拟态防御

的关键是提出了非配合状态下的协同一致

的攻击，它颠覆了现有的攻击理论，改变

了网络空间攻防的游戏规则。

据了解，在比赛规则上，此次赛事放

弃了夺旗赛模式并进行了全面创新：一是

充分“集中火力”，队伍之间不再相互对

抗，而是将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设备作为

所有参赛队伍的“靶机”，且网络环境与

实际相差无几；二是充分“自信开放”，

在赛事中设置攻坚闯关赛和后门注入攻击

两个阶段，开创了网络安全领域“白盒与

黑盒对比测试、外部突破与注入组合实施”

比赛机制的先河。

最终经过两日的激烈角逐，在 11 日

结束的第一阶段常规赛中，来自俄罗斯

的 LC BC 反超日本战队夺得冠军，日本

TokyoWesterns 战队获得亚军，来自上海

交通大学的 0ops 战队获得季军。HAC 战

队、P4 战 队、Vidar-Team、360 信 安 联

队、AAA 战队均获得二等奖 4 万元奖金，

lazyMan、X1cT34m 等战队获得三等奖 2 万

元奖金，22 支战队共计分享 100 万基础奖

金，四款拟态设备在 22 支战队高强度攻击

下没有被任何队伍突破。80 万元直接突破

奖由于拟态设备未被战队突破无缘被领走。

在 5 月 12 日举行的第二阶段注入赛，

来自俄罗斯的 LC BC 在 Web 服务执行

体注入后门前提下成功获得该执行体中的

Flag，但因为未能在注入后门情况下成功

突破其他两款拟态设备，未能获得比赛优

胜及二十万元注入突破奖金，其他两支国

外队伍对全部三款拟态设备均未突破，均

无缘 20 万奖金。通过比赛，拟态防御这一

我国独创理论的安全属性得到了充分验证。

（责编：杨燕婷）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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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出台了相关政策，

倡导用信息化创新教学新模式。山东省教育信息化试点优秀单

位的职业院校被推荐参与教育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

实验校项目，先后有 30 所左右职业院校入选实验校项目。

本期我们展示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和山东科技职业

学院的两个案例，希望能为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思路和

经验。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从培养方案编制的科学性着

手，对标社会需求，引入行业标准，全面修订培养方案，加

强了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从学生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价

值观塑造为着力点，结合不同专业特点，创新实践教学，开

展了虚实一体、校企融合等多种形式的虚拟仿真实训，如基

于 3D 实景的导游实训、校企合作的物流实训、酒店管理实

训等，信息化实践教学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以学生为中心，

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设计学生线上线下学习活动，推进线上

线下融合的理论教学，变革传统课堂教学。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则借鉴混合教学改革的先进理念，融

合职业教育特征，立足创新教学模式，围绕培养学生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全面素养等方面提升进行顶层设计，将“线上、

线下，职场化”为内核的“现代职教课程模式”写入《山东

科技职业学院加快发展行动纲领》（2013—2020 年），列入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章程》，组织老师通过“在线学习”与

“面对面实战培训”相结合的混合式研修，创新教师工作坊、

教学沙龙等活动形式，系统推进学院教学团队整体信息化课

程的开发与实施能力。

葛连升

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教育

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文 / 罗冬梅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教育

信息化十年规划》要求，自 2012 年起，在

学院教学、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信息

化建设与应用实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

展线上线下融合混合教学，探索创新教育教

学模式，学院教育教学效果提升、管理效率

提高方面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学院实施信

息化推进机制体制变革，保障了混合教学改

革和教育模式创新探索的可持续推进，师生

的信息化素养得到全面持续提升。

信息化变革和创新高职院校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包含课堂教学、校内实训、

校外顶岗实习三方面教学内容。针对原有教学模式效率低、形

式简单、不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等问题，青岛酒店管

理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了清晰的信息化教学改革思路： 

课堂教学——“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校内实训——“仿真 + 实操”虚实一体的混合实训模式。 

校外实习——“网络化管理 + 现场指导”混合实习教学与

记录人才培养全过程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

图 1  四个部分的关系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保障体系建设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

课堂

教学

基础理论课程

混合教学模式

校内

实训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

（校内）实训模式

校外顶

岗实习

网络化顶岗实

习教学模式

组稿人说

职业教育信息化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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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 

完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保障体系”。 

以上四个部分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利用一个网络教学平台，将基础及专业理论课程原有“满堂

灌”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转变为线上网络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

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扩展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体现了

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

极性。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保留了教与学过程的真实数据；通过对

数据的分析，实时获得学生和老师的教学过程和评价数据，将传

统的结果性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多维度

教学评价方式，完善了教学评价体系。

高职院校校外顶岗实习普遍存在实习学生量大、面广、实习

地点分散的特点，实习指导教师人手不足导致的教学和管理严重

缺失、监控不到位、实习效果大打折扣的问题。利用教学平台实

行线上线下混合的网络化顶岗实习模式，针对高职院校顶岗实习

的时间特性和业务特性，采用“线上教学管理”加“线下面对面

指导”相融合的方式进行了整合设计，建设“专业指导 + 实习管理”

并行的实习指导平台，保证指导老师能及时监控到每个学生的实

习情况，并分阶段为学生提供课程指导和管理指导。同时网络顶

岗实习平台还为学生、企业、学校提供了网上交流互动的场所。

老师将专业学习指导、实习过程管理、在线交流、信息速递等教

学活动以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上传至平台，学生可以在

自己合适的时间、空间、地点使用移动终端学习专业知识，上传

交流实习心得体会。老师全程跟踪监控实习过程，对学生实施个

性化辅导，将平台上学生数据作为实习过程性考核的重要依据，

显著提升实习效果，完成实习任务。

校内实训利用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校内）实训或虚实一

体化的实训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实训模式因受资金不足、场

地有限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实习实训要求

的矛盾。

“网络教学管理平台”贯穿学生三年的全部学习过程，并为

学生终生学习提供持续服务，为职业教育各项教学内容的开展提

供平台技术支撑。

信息化改变高职院校管理模式

建设完善的数字校园系统是提升院校管理和服务水平的直

接有效手段。学院通过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统一门户平台、统一

数据中心、移动校园服务等平台的开发建设，通过教学、科研、

教师、学生、财务等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共建共享与使用，消除“信

息孤岛”，实现了校内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提高了管理的精细

化程度和效率；通过建立一站式服务的网上办事大厅，建立教师

和学生互动的个性化空间平台，建立学生、教师、业务流的数据

分析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为学院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通

过将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与数字校园管理平台相融合，形成教学、

管理、交流互动、教学资源为一体的，面向每个学生、教师、领

导、家长、合作企业的网上虚拟数字校园，初步构建完成了完善

的学院信息化环境。如图 2 所示。

信息化促使学校机制体制变革

1. 建立信息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和配套管理制度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工

作小组，由党委书记和院长任组长，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信息

化工作。成立了信息化建设推进委员会，落实教育部《教育信息

化十三五规划》的 CIO 制度，负责全院信息化工作的规划设计、

数据标准建设、网络安全审查和信息化项目的审核。全面建立信

息化数据标准修订、数据安全管理、教学改革、信息化教学激励

等方面的管理制度。

2. 强化信息化建设的评价督导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加大信息化建设的预算执行检

查，加强了重点项目的评价，对招生系统、迎新系统、移动数字

校园、移动办公系统、网上办事大厅系统进行重点督导督办，确

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通过定期教师、学生座谈，了解师生需求。

通过《数字校园工程进度简报》，向全院通报数字校园建设进展

和工作安排。加大信息化课程改革的评价督导，每批课程从立项、

推进、验收都加强过程监控，召开多轮的论证和指导会议，确保

图 2   管理信息化覆盖管理工作的全流程

01 招生管理系统

02 迎新管理系统

03 学工管理系统

04 人事管理系统

05 教务管理系统

06 科研管理系统

07 网络学习系统

08 一卡通

15 图书管理系统

数字化校园平台

⋯⋯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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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效果。

3. 持续建设技术与服务团队

学院建设了完备的技术队伍，保障全院信息化系统的运行和

基础技术开发，并通过培训机制形成技术梯队；成立校内外专家

组提供信息化建设的智力支持；建设各个二级部门的管理员队伍，

为各个业务系统的运行提供持续运维服务；成立教师信息化教学

支持中心，作为对教师信息化工作支持的核心团队，为教学设计

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提供支持；建设学生团队，作为辅助力量

支持学院的信息化运维等服务工作。

 打造智能化学习共同体

学校信息化环境支撑了师生在校学习期间在网络教学平台

开展线上线上混合教学及学习活动；校外顶岗实习期间，利用网

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网络化校外顶岗实习管理、学

习，完成教师布置的管理任务和活动，开展师生、生生、校企之

间交流互动； 毕业后通过教学平台，学校可以持续提供学习和

培训服务。 

学校信息化环境中的学生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包括招生、迎

新、教务系统、学生工作事务管理、就业指导、离校管理、校友

管理等多个业务，涵盖学院学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学生从拿到

入学通知书就可以登录数字校园平台完善个人信息、选择宿舍、

查询辅导员联系方式等活动；入校以后，学生登录数字校园查询

选课情况、评奖评优、各科成绩、校园卡消费情况、困难生申请、

学生资助申请等相关内容；离校的时候，通过数字校园平台查询、

办理离校手续，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毕业离校以后，

仍然可以作为校友延续和学校的联系，随时随地进入系统学习专

业知识，查询相关资料；学生综合管理服务系统为高校学生工作

提供先进、实用的信息化管理手段，为学生、家长、老师（辅导

员）、用人单位及管理人员提供简便、快捷、准确的网络化信息

服务。

学校信息化管理涉及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业

务工作，智能校园的建设融通了全校所有业务系统，形成统

一数据中心，消除了“信息孤岛”；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打

通各业务系统的流程，为师生提供多项业务的一站式服务，

极大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对各部门业务系统沉淀数据的分析，

方便了解学院各方面工作动态，为学院工作整改提供真实、

可靠的科学依据；基于学院数据中心之上的综合信息服务系

统，从全校视角，以文字、报表、图表等形式，多角度的提

供更具高度、深度的统计分析，为学校各级领导提供精准的

辅助决策支持。

学校信息化系统完整记录学生从入学到在校学习，乃至毕

业的所有学习、生活信息；为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业务

工作提供信息化手段，完整记录所有过程数据，为学院的决策

提供数据支持，从而真正的实现覆盖“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的

信息化建设理念；智能校园还包括移动校园服务平台， 方便地

将整个虚拟数字校园移至手机等移动设备， 从而进一步延伸了

虚拟校园服务的时间和空间，打造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

导，生生、师生、家校、校校互联互通的学习共同体，最终实

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的智能化学习环境。 （责编：王左利）

（作者系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CIO 兼教育信息中心主任）

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设计学生

线上线下学习活动，推进线上线下融合的理论

教学，变革传统课堂教学。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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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智慧教室拓扑

文 / 张宗宝    冯华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成为国家示范性高

职院校建设单位后，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成

为学院的重点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学

院抓住教育信息化带来的发展机遇，2010

年启动数字校园建设，2013 年开始对混

合式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创新实

施了以混合式教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职

教课程”改革，取得了系列建设成果。

混合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1. 重视学院信息化领导力建设

混合教学改革相对于传统教学，是一

次革命性的变革，需自上而下的推动，需

要进行整体设计教学管理与评价体系，必

须全院整体谋划、协同推进，是真正的“一

把手”工程。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实施混合

式教学改革之初，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

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和以教学管理、教育

研究、信息技术相关部门为主的信息化教

学改革听评课领导小组，整体设计，协同

推进，发现典型案例，进行培植与推广，

逐步使混合式教学改革走向深水区，形成

了具有学院特色的“线上、线下 + 职场化”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符合职业教育信息化

教学改革的规律，获行业领导与专家好评。

2. 优化数字校园基础建设

混合式教学环节中学生自主学习方式

的变化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创建“人人

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信息化支撑

环境，是数字校园支撑教学改革的基础条件。

搭建高可用的数据中心，支持大并发

量的在线学习，特别是流媒体业务的并发

需求，对服务器的承载提出更高的要求。

学院在服务器建设中重视集群服务的部

署，建设了基于 Oracle RAC 的数据管理

系统，搭建学院私有云，满足了教学改革

中计算服务多样化需求。

建设有线、无线一体化全覆盖校园网

络环境，搭建时时、处处能学的信息化支

撑环境。学院一直坚持校园网的自主运行

与管理，建设起了可管、可控、可用的校

园网络，实现有线、无线、教学资源单一

账号认证的管理体系，既方便师生信息网

络访问需求，又充分考虑到了对不同终端

支持、不同并发量需求的支持。

建设支撑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智慧教

室。线下混合教学改革，需要信息化环境

的支持，智慧教室建设成为线下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环节。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与合作

企业共同设计、开发了智慧教室。智慧教

室基于学院的教学改革需求，融合了众多

企业与高校的成功经验，实现了硬件与软

件的完美结合，融合虚拟仿真技术、视频

软交换技术、多屏互动技术于一体，较好

地支持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实施，

取得很好的试点效果，现在已经推广到了

山东、江苏、陕西等省的十多所高校。智

慧教室具备线上教学资源与线下教学互

动、随堂教学多样化录制、多样化终端的

支持、随堂测试等功能，为翻转课堂、探

究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教学改革与实施提

供了环境，课堂管理系统与慕课在线教学

平台对接，实现了教学资源线上线下一体

化，随堂评价实时化，很好地支持了课堂

的翻转。智慧教室建设拓扑如图 1 所示。

做好信息化与职场化融合的实训场所

建设。基于二维码技术、视频推送技术、

虚拟仿真技术等手段，利用无线摄像头、

交互式大屏，搭建虚拟实训的信息化支撑

混合教学改革助力学生成长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智慧教学平台

智慧小组协作系统 学生电脑

WIFI 设备服务器

物联网工程信息平台

WIFI 无线网络

远程射频单元

WIFI 设备服务器

智能家居控制器

智能家居应用

嵌入式实验

WIFI 设备服务器
WIFI 设备服务器 WIFI 设备服务器

WIFI 无线数据网关 温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
无线数据传输

光照传感器
环境监测应用无线传感实验 IC 卡考勤实验教室设备管理

职业教育信息化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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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现教学任务的推送、虚拟仿真实

时训练和分组指导，解决了操作围观等问

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探索 BYOD 上课模式，有利于项目

化教学实施，有利于个性化培养。创设

适合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携

带自己的设备）上课环境，教室或实训

室实现有线、无线网络的覆盖，并充分

考虑网络承载能力，流畅的屏幕广播、

大范围文件传输、资源下载等任务的完

成。自带设备上课，创设“人人、时时、

处处”的混合教学环境，保证项目教学

实施的连续性，尊重学生个性化培养需

求，学院探索实施 BYOD 上课模式以来，

学生上课状态质量大幅提升，教学过程

资源得以有效积累。

3. 构建统一数据管理下的多样化教与

学平台

在线教学平台承载课程的建设与实

施，是混合教学改革中最核心的环节。经

过不断建设和完善，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网上教与学平台，整个平

台以智能门户为基础，通过教学大数据实

现统一管理和分析。

4. 注重助学型数字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教学资源建设是混合教学的内容

保障，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特点，山东科技

职业学院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注重转型设

计，资源类型由辅助教学为主的助教型资

源向以学生自主学习类型为主的助学型资

源转变。资源以碎片化为主要特征，但整

体范围覆盖整个课程知识点。

注重虚拟仿真资源建设与应用。虚拟

仿真技术应用到教学有效率高、效益高、

安全性高等优势。学院在虚拟仿真教学资

源方面，主要考虑解决职场化教学中“难

实现、难再现、难理解”的问题。同时，

虚拟仿真资源建设要以平台为基础，注重

在专业大类或相似专业间的共享。

5. 树立师生信息化教与学理念

传统教学模式对师生有根深蒂固的影

响，混合教学改革实施，理念必须要先行。

学院根据校情和职业教育特点，面向全院

教师开展了信息化教学改革理念培训。

学生层面，以专业为单位，在全院范

围内开展混合教学改革为主题的辩论赛，

通过大讨论培养学生的信息化学习理念。

6. 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

教师的信息素养是信息化教学改革的

重要因素，它包含教师的信息获取与分析

处理能力、课件与教学资源制作能力、教

学设备应用操作能力、信息安全意识等方

面。针对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学院成立

了以教师发展中心为主，多部门人员合作

参与的培训团队，建立校内培训为主，校

外专家讲座为辅的长效培养机制，在信息

化教学研究、现代职教平台使用操作、课

程资源制作、摄像机硬件设施使用、课件

制作、音视频简单处理、信息安全等方面

对教师进行专项培训，提高了教师的信息

素养水平。

混合教学改革的成效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依托完善的数字校

园建设，积极推动混合式教学改革，通过

积累经验并不断深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信息化教学研究成果丰硕

2015年以来，学院开始混合教学改革，

并不断完善改进，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形成了丰硕的教学

研究成果，至今，获得教育部在线教育研

究中心在线教育研究基金 ( 全通教育 ) 课

题 2 项；获得信息化教学相关的省级教改

课题 7 项，并于 2017 年全部通过结项验

收；获得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4 项，全国纺织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一等奖 2 项。

2. 课程和资源建设质量得到提升，资

源类型发生变化

学院开发现代职教课程 639 门，建设

数字化教学资源 2T；主持 1 项国家、2 项

省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 2 门国家、12

门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形成国家级、省级

专业教学资源库与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校

级现代职教课程为一体的课程供给体系。

数字资源的类型由助教型向助学型转变，

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资源保障。

3. 信息化服务于教师职业能力发展

学院通过数字校园建设，搭建教科研

平台、架设在线学习环境、培训信息素养，

使教师具备教学、科研、信息技术应用三

种能力，在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既能作为

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又能作为项目经理带

领学生完成实践项目，还能作为工程师引

导学生参与技术研发。

4. 信息化助力学生的成长、成才

通过数字校园的建设和实施，培养了

学生终身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近五

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98.86%，位居全省

前列，30% 就业于中国中车、一汽 - 大众

等行业龙头企业，学生发展后劲大，2017

年毕业生起薪 3455 元，较省内平均值高

26.52%。学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近五年

专利授权数列全国同类院校第 35 位，发

明专利授权数全国第 3 位，山东科技职业

学院成为省高职院校中唯一“山东省知识

产权优势单位”。

改革体会

数字校园建设为混合式教学提供了信

息化环境，推动教学改革的实施，服务教

师信息化职业能力的提升，助力学生成长。

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数字校园建设与应

用是支撑条件，核心是信息化观念的引领，

需要学院在教学理念、评价方式、绩效考

核等方面同步推进，才能保障混合教学改

革取得实效。总之，全方位数字校园建设

与发展，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的基础，也是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

成为国家打造工匠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

要途径。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信息工程系）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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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宸 李彦 朱晓芒

西安交通大学于 1994 年开始校园网

的建设，是国内最早接入互联网的高校之

一。经过 20 年多的建设，截至目前，已

累计完成投资 5000 多万元，建立起一个

规模大、管理良好的校园计算机网络，在

国内高校处于较高的水平。共完成光纤铺

设 94 公里，校园联网机器超过 50000 台，

网络出口带宽 2.5G。2013 年，通过国家

CNGI 项目校园网 IPv6 技术升级子项目的

建设，学校校园网已经为万兆主干互联、

千兆到楼、百兆交换到桌面，覆盖了所有

的教学区域、学生宿舍、3 个附属医院以

及家属区的 IPv6/IPv4 双栈网络。

西安交通大学还是中国教育科研和计

算机网 (CERNET) 西北地区中心的依托单

位，负责接入西北地区各高校校园网，西

安市教育城域网也由学校网络中心负责建

设、运行管理。在国家下一带互联网 (CNGI)

计划中，学校是 CNGI-CERNET2 的主节

点之一，并自行建设了校园 IPv6 科研网。

在校园网中，包括了 2 个主干网：一

个为运行主干网，上联 CERNET(IPv4)，

满足教学、科研、管理等对网络的需求；

另 一 个 则 为 科 研 主 干 网， 上 联 CNGI-

CERNET2(IPv6)，主要为各学科特定的科

研需求提供支持，满足国家对下一代互联

网发展研究的需求。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通过

CNGI-IPv6 校园网升级子项目的建设，校

园网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超过 5 万多上

网用户，6 万多不同类型的联网终端；约

3000 台品牌型号各异的网络设备；支持

IPv4/IPv6 双栈技术；提供邮件、存储、

FTP、Web 等多种网络应用的庞大而复杂

的园区网络。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网拓扑图如图 1

所示。

遇到的挑战

目前，校园网管理和运维遇到的最大

挑战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 服务范围广

涵盖三大校区兴庆校区、雁塔校区和

曲江校区。192 栋联网楼宇，包括学生区、

教学区和家属区（一村，二村，三村，阳

光小区，医学院家属区，

财经家属区）。

2. 网络设备多

目前校园网的核心交

换机有 30 多台，汇聚交

换机 300 多台，接入交换

机 2000 多 台， 总 计 有 近

2500 余台硬件设备。设备

厂商繁杂，包括 Cisco、

华 为、 锐 捷、H3C、

Juniper 等。还有流量监控、

防火墙、网络行为审计等

20 多种各类设备。

3. 用户群体大

全校上网用户已超 5

万多人，联网终端超过 6

万台。上网人群包括全校

教工、学生、家属等。校

园网用户普遍网络基础知

识比较欠缺，网络一旦出

现故障，需要一对一上门

服务。

4. 网络结构复杂

网络结构包括：有线网络、无线网络、

物联网（电力检测网、暖气检测网、公安

处安全监控网）、专网（财务专网、保密

专网、实验室处专网、HIS 医保专网）、

一卡通网（门禁、洗澡、食堂、图书馆）。

上 网 方 式 多 样， 有 静 态 IP、PPPoE、

802.1x、Portal 等多种认证方式。

5. 设备老化程度高

校园网的网络设备大多是 2007~2009

年的设备，已经连续运行超过 10 年，存

在老化程度高，运行不稳定的情况。

新时期校园网挑战和应对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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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响应要求及时

随着高校信息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

依赖于网络，一旦网络发生故障，用户一

般都急迫需求上门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网

络故障。但由于运维和服务人员的过少，

非工作时间等原因，服务响应时间往往和

用户迫切的服务响应需求相去甚远。

解决思路和措施

由于校园网基于以上 6 个管理与运维

方面的难点，而全校的维护服务人员仅有

2 名，因此产生巨大维护量和人员短缺的

矛盾。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采用以下

的 4 项措施有效解决工作量与人力之间的

矛盾。

1. 制定技术管理规范，降低服务技术

难度

以校园网中的教学区运维为例，目前

学校采用校企合作，共同经营的模式来管

理和维护校园网。但企业运维人员往往经

验不足，专业技能欠缺，对学校的网络结

构和拓扑不够熟悉。而且，校园网运维面

临的问题是设备类型多，系统种类杂，技

术要求高，时效性要

求强。但是，企业运

维人员又较少，无法

满足运维服务的突出

需求和运维人员缺少

的矛盾。

通过制定一系列

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规

范，编写使用说明和

培训教程，加强对运

维人员的工作指导和

业务培训，提升了他

们的专业素养，使得

他们规范操作流程和提高管理效率。确保

校园网的高效管理和平稳运行，保障了学

校正常的网络秩序。 

2. 转变工作方式，变被动服务为主动

服务

传统的网络服务的流程是被动等待、

用户报修、人工记录、上门处理，响应时

间长，用户不满意。在工作中，通过学习

网络设备维护技术，定时巡检网络设备，

排除设备故障隐患；开发网络设备监控平

台，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除故障；

梳理故障处理流程，编写常见问题解答；

加强新媒体宣传手段，提高普通用户网络

基础知识等 4 项措施，变被动服务为主动

服务。

随着以上措施的有效实施，2015~2017

年三年用户服务趋势图如图 2 所示。近三

年服务年均 1350 人次，随着联网楼宇和

上网人数的增加，年维护量虽然呈逐年上

升，但维护增长率在缓慢下降。从 2015 到

2017 年，单台设备年均故障率由大约 2%

下 降 到 1% 左 右；2017 年， 通 过 网 络 设

备监控平台，主动排除故障率已达总故障

40%。

3. 培训学生网管团队，补充服务技术

力量

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2014 年初，

创建学生网管社团，现有 93 名成员。社

团下设运维部、研发部、宣传部三个部门，

分别负责学生区网络管理维护、设计研发

以及宣传工作。同时还承担全校正版软件

安装服务以及留学生专项服务等工作。通

过学生网管协助网络信息中心对学生区网

络的管理和运维，实现了学生区网络网格

化和标签化。

但是，由于学生网管个人能力欠缺，

缺乏有效管理手段和服务流程的监管。通

过制定社团章程规范了社团的管理制度。

明确了社长、副社长、部长和成员的职责

和义务。采用社长负责制，紧抓团队骨干

力量的培训，做好学生网管团队的承前启

后和平稳发展。图 2  2015~2017 年用户服务趋势

图 1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网拓扑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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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学生网管的技术培训，不仅从

根本上解决了校园网服务技术力量不足的

问题，也对学生网管技能提升、个人成长、

工作就业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截止目前

共培养了 260 多名学生网管。学生网管培

训视频和培训手册如图 3 所示。

4.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服务效率与

质量

原有依靠人工的服务模式，已无法满

足校园网规模不断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

信息化手段。但是，市面上现有软件又无

法满足管理和运维需求。因此，通过自主

研发了网络故障自助报修系统、校园网负

载动态实时监测系统、校园网设备监控平

台等信息化系统，显著提高了服务效率和

自助化程度。

网络故障自助报修系统如图 4 所示，

提供用户自助报修、智能派单、短信通

知、服务评价以及流程审核等五大功能，

报修量已达 3386 人次。解决电话报修，

人工记录，效率低下，无法动态跟踪维

修状态，满足了全校师生的网络故障报

修需求。

校园网负载动态实时监测系统如图 5

所示，动态实时地展示了校园网链路带宽

的占用情况。绿色链路代表线路带宽通畅，

橙色链路代表线路带宽占用轻微拥堵，红

色链路代表线路带宽占用严重拥堵，需要

人工干预，进行优化和处理。通过本套

信息化系统，可以帮助校园网管理人员

准确了解，快速定位校园网带宽拥堵情

况，根据链路拥堵情况，动态实施带宽

优化调整。

通过对校园网传统管理模式和服务方

式的彻底变革，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培养学生网管补充技术力量和利用信息化

手段提高服务效率等 4 种有力措施，有效

解决了学校校园网管理和运维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对学校校园网管理和运维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3  学生网管培训视频和培训手册

图 4  西安交通大学网络故障自助报修系统

图 5  西安交通大学网络负载动态实时监测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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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宏晖 

微 服 务 的 概 念 由 Martin Fowler 和

James Lewis 于 2014 年共同提出，它是一

种软件架构思想，将单一应用程序拆分为

众多的小型服务组件进行开发，其中每个

服务组件拥有自己的进程和通信机制，可

实现自动化轻量级独立部署，且各个服务

可通过不同的编程语言实现并使用不同的

数据存储技术。

高校信息化发展已进入智慧校园建设

阶段，但制约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即是数据，部分高校已经建设了统一的中

心化数据平台并提供数据服务，然而效果

并不明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 信

息系统分散，核心业务数据同步至中间库

( 共享库 ) 滞后或者无法获取；2. 数据质

量不高，数据更新不及时，形成断层现象，

导致数据不一致；3. 业务部门缺乏安全意

识，数据泄漏或线下传递现象频发；4. 重

复的硬件成本投入；这种中心化的建设方

式在数据准确性、及时性及系统的扩展性

和易维护性等方面均难以满足智慧校园建

设对数据服务的要求。

本文从高校信息化建设自身特征出

发，基于微服务架构思想，采用分而治之，

集中监控管理的方法，构建分布式数据服

务平台(DaaS), 规范数据接口和数据来源，

为应用系统、移动应用等提供权威的数据

保障，助力智慧校园快速发展。

平台设计方案

服务划分原则

要实施微服务治理，首先面对的问题

如何划分业务从而实现服务化，基本的解

决思路是拆分和分层。

拆分的策略有两种即

横向拆分和纵向拆分，

横向是指根据业务域

进行，从而形成独立

的业务微服务集群。

纵向是指针对某一模

块或组件拆分形成独

立的原子服务。分层

是指梳理、抽取核心

或者公共的原子服务

下沉至核心或公共服

务层，逐步形成稳定

的底层服务。其次是

拆分的粒度，这是服

务拆分的难点，微服

务架构也是循序演进

的过程，可参考以下

原则：1. 功能完整，职责单一；2.API 版

本兼容性优先；3. 迭代演进，团队可接受。

业务梳理

高校业务系统的建设质量参差不齐，大

部分业务系统管理严谨，数据完整，接口规

范，能独立向外提供数据服务。相反，部分

业务系统在数据和对外接口方面均不完善，

形成了数据孤岛。针对高校业务系统的现状

和数据的提供源，本文将微服务数据平台的

服务分为两类：原生型和代理型。原生型是

指业务系统本身不对外提供数据接口服务，

基于微服务技术进行开发集成，数据源直接

取自 ( 非 ) 关系型数据库。而代理型是指业

务系统已有基于 SOAP 协议的 WebService 服

务，将其封装注册至微服务组件中。

架构设计

如图 1 所示，本文构建的微服务分布

式数据平台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数据源、

微服务组件、数据管理平台。

数据源是微服务事实的实际数据提供

者，从数据库种类上分，既有关系型数据

库，也有非关系型数据库。从来源上分，

既有实际的业务数据库，也有基于数据同

步机制的传统共享库。实际业务库主要提

供实时的数据来源，如统一认证库、人事

数据库、一卡通账户等，而共享库主要提

供离线的数据分析，将分析结果对外提供

数据服务，如科研成果、一卡通历史消费、

论文数量等。

在微服务架构设计中，需要核心组件

作为技术支撑，包括：1. 服务注册中心，

主要实现服务的注册与发现，微服务之间

通过注册中心彼此感知，同时从注册中心

订阅自己需要引用的服务。2. 服务网关，

它是外部调用数据的唯一入口，对外屏蔽

系统内部结构，提供动态路由、监控、授

基于微服务构建分布式数据服务平台

图 1  微服务分布式数据服务平台

江苏大学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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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功能。3. 容错机制，每个微服务一般

会有多个实例服务提供服务，为保证服务

高可用，需要提供负载均衡及熔断机制。

4. 统一的配置管理，提供集群中心化的统

一集中配置，简化开发和运维的繁琐。5. 日

志和监控管理，微服务是独立的服务组件，

种类和数量繁多，需要通过日志和统一管

理界面监控各项指标及出错的链路跟踪。

数据管理平台主要负责对平台的界面化

统一管理，包括微服务节点状态监控、应用

授权、开发者账号授权、标准化文档维护等。

技术实现方案

通信协议

本文设计的微服务平台采用轻量级的

通信规范，微服务之间的通信遵循 REST

风格，而数据交换格式采用 JSON。对于

REST 及 JSON 的相关概念，本文不再赘述。

基于这种风格的通讯机制，与传统的基于

SOAP 和 WSDL 的服务相比更简洁。

技术框架

目前实施微服务架构可供选择的方案

有 Dubbo 和 SpringCloud，前者是开源的服

务治理框架，服务调用方式采用 RPC，是

实现微服务的基础组件，对于微服务涉及

的其他必要组件未必提供。而 SpringCloud

是由 Spring 开源社区提供，整合

了现有的服务治理的主流技术，

包括服务注册中心 (Eureka)、网

关 (Zuul)、配置管理 (Spring Cloud 

Config)、消息总线 (Spring Cloud 

Bus)、负载均衡 (Ribbon/Feign)、

熔断器 (Hystrix) 及一些工具包，

比如数据流操作工具 (Spring Cloud 

Stream)、安全工具包 (Spring Cloud 

Security) 等，覆盖微服务实施的方

方面面，底层基于 SpringBoot 技术，

天然的支持 RESTful 风格。

平台实现

基于 SpringCloud 微服务框架

可方便的构建出数据平台的原型，

如图 2 所示。每个独立的微服务

均提前注册至注册中心 (EUREKA)，客户

端的请求通过网关 (ZULL) 分发，根据请求

接口路由至相应的微服务，对于每个微服

务一般会有多个节点 , 采用 Ribbon 做负载

均衡保证服务可用，而 Hystrix 做熔断器来

避免服务调用的雪崩现象，集群的统一配

置文件通过配置中心及时更新实现。

为保证微服务之间接口调用的安全，

需要进行服务之间的身份认证。简单的做

法可以使用 IP 地址段隔离来保护被拆分

的服务，适合于短时间内迅速迁移服务

的场景。从长远来看，此种方式存在局限

性，对网络架构存在依赖性，故本文设计

的架构中采用 JWT(JSON Web Token) 方式

进行身份认证，客户端的请求经过网关时

会向授权中心 (AUTH) 请求 JWT，当实际

请求到达某个微服务的时候，微服务会向

授权中心获取 JWT 验证是否是合法的请

求。同时授权中心还承担给应用授权的任

务，一般新申请的应用授权中心会分配一

组 App ID 和 App Secret，通过数字签名和

验签的过程来校验应用的合法性。

根据实际业务出发，本文设计的微服

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开信息类服务，另

一种是受限类服务。前者是指无需数据拥

有者授权即可使用，此时只需申请的应用

在授权中心注册即可，比如通知公告类，

本身新闻数据是对外公开的，为防止接口

的恶意调用，只需对应用进行授权验证即

可。后者指的是私人敏感数据，需要数据

拥有者授权后方可使用，比如课程、成绩

等，该服务基于 Oauth 2.0 协议，配合学

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实现，用户一卡通号

和密码经过统一身份认证后，授权给第三

方应用使用数据。

数据安全管理

数据安全是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一

直面临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业务系统分

散管理，业务部门对数据的安全性重视程

度不够，作为私有财产保护的同时缺乏技

术手段进行管理。数据安全管理需要技术

和行政手段共同发挥作用，本文构建的分

布式数据平台从技术层面进行统一规范管

理，基于授权认证机制保证数据的相对安

全。在业务系统作为微服务接入数据平台

的过程中，对数据库账户密码安全性、授

权范围、防火墙配置等方面进行规范，而

对于使用数据的开发者，平台通过注册授

权方式指定特定数据接口的使用范围、使

用期限，遵守接口文档的使用规范，开发

调试期间数据经过脱敏处理。而行政管理

手段，首先是健全数据管理队伍，学校层

面大力支持，信息化部门和二级单位积极

配合，明确实行数据共享的意义。其次对

数据使用者而言，按照 “谁使用，谁负责”

的原则，在严格履行数据使用申请、审批、 

签署保密协议的基础上，信息化部门还要

加强数据的使用监督和安全风险提示，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使用方式停止数据提供。

微服务数据平台不是对原有数据仓库或

共享库的颠覆，而是有效补充，原有的数据

中心或者数据仓库是离线数据挖掘和分析的

重要数据源，是微服务数据平台重要的数据

支撑。从实践效果来看，平台服务松耦合，

易扩展，数据共享灵活，运维方便，是构建

统一数据平台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责编：

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江苏大学信息化处互联网与计算技术研究所）

图 2  基于 SpringCloud 微服务框架构建的数据平台原型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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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腾 李燕红 宋凤英

实验课程教学环境管理的问题

如今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在高等教

育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尤其是经管类学

校中的实验课程更加依托于计算机实验环

境。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国内大多数高校的

实验教学计算环境还停留在大量物理计算

机阶段，它的管理和维护问题越来越突出。

首先，实体计算机所需要的物理空间

分布过大而且固定，不利于参与者的使用

和维护。对于高校的学生和教师来说，每

个人必须要到固定的实验室进行操作，课

程需要大量的教室空间资源。同时，对于

高校的管理人员，这样的实验课程环境意

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将很难被定位。更严重

的情况下，如果物理计算机集群出现了计

算机病毒或者部分被植入木马，都很难被

解决。重新部署实验室的系统环境将是十

分繁重的重复劳动，为了降低此类运维工

作并控制未知风险，必须引入虚拟化技术

进行解决。

同一台物理实验环境一次只能运行一

个固定的操作系统，系统的硬件资源配置

几乎不可能动态改变，造成了大量计算资

源的浪费。随着实验课程的深入，不同的

课程需要引入不同的实验软件环境，使得

大量的软件、数据和文档需要被存储在同

一台物理环境之下，造成实验环境分类更

加困难，同时对硬件要求越来越高。系统

的冗余垃圾不断积累，注册表会存在大量

无用的配置信息。随着时间推移，物理实

验机器整体性能将会严重滞后，影响正常

的教学活动。

实 验 物 理

集群管理本身是

业界的一个大问

题。随着统一管

理软件的出现，

自动化运维与无

人值守的引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管理

问题。然而，由于高校环境使用的复杂性

和高并发性，一方面，定制和维护管理软

件系统的成本极高，另一方面，随着需求

的不断变化，管理系统将会逐渐滞后于使

用的现实情况。

综上，高校实验教学环境的管理问题

是由于大量物理计算资源的引入造成的。

如何降低管理成本以及运维人力是现在高

校亟待解决的问题。技术革新使得虚拟化

技术大量应用于高校的实验教学环境，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验教学环境的管理成

本。然而，虚拟化技术本身以及与高等实

验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带来了新的问

题。大量的技术引进和新型概念对于传统

教育行业来说并不是良药，虚拟化技术如

何真正解决高校实验教学环境所带来的实

际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和解决的。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概念及特点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是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自主研发的一套辅助实验教学系

统， 该 实 验 计 算 平 台 对 基 于 HTML5 的

WebRDP 协议进行了修改和封装，并结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实际实验教学的情况和

已有运维管理经验进行开发，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辅助教师进行教学，促进学生学习，

帮助运维人员进行实验课程管理。该平台

基于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高校实验课程

所需要的服务器硬件资源构成一个大的资

源池，对所使用的资源进行动态配置，同

时封装整体计算资源，进行同一 IP 地址

接入，减少了外部交互，使得整个平台完

全被封装，易于使用和运维。

在过去的一段实际的教学之中，通过

在实际实验教学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也间接反馈了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在高校应

用中的广泛性和创新性。

网页访问无需客户端安装

首先，为了更好地辅助实验教学，

中心虚拟化教学平台采用了 B/S(Browser/

Server，浏览器 / 服务器 ) 架构，学生学习、

教师教学以及运维人员进行平台管理都只

需要同一 IP 地址入口进入平台。这需要

操作系统能在主流浏览器之中进行显示与

交互，目前只有 HTML5 技术支持这种解

决方案。由于学生学习大部分采用的是

Windows 系统，在虚拟化技术之中属于较

困难的全虚拟化技术。WebRDP 不同于半

虚拟化的远程 VNC 协议，如何通过此协

议传输到常用的浏览器之中并正确显示成

开放云解决实验教学管理难题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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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入口点，通过权限设计分开，简单

和方便。

为了解决成本问题，中心对开源框架

Django 进行了开发，系统所包含的管理思

想对于整体的管理十分重要。因为控制和

管理系统直接面向用户，是教师和学生使

用体验、能否省去运维管理人员的人力成

本是重要的一个选项。管理人员通过平台

系统的集中管理就可以操作所有的教室虚

拟机器，同时更容易修复虚拟机系统出现

的各类问题。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通过大量的程序

编写，将主要功能全部通过简单的鼠标操

作进行封装，系统中集成了大量的操作功

能，并尽可能封装成了简单的鼠标点击操

作，使得实际使用中能有更好的用户体验。

学生使用时间更加合理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主要通过面向高

校实验课程预约管理和课程自动化轮循使

用来实现。实际教学过程中，课程数的增

加必然给服务器带来更大的负载压力，如

何充分使用服务器的性能成为节省成本的

重要因素之一。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采用

课程轮循调度的方式，使得加入的实验课

程在设定好的时间内自动启动或者关闭，

完全成为了自动化的程序。管理人员的一

次加入，使得后续课程完全由机器进行托

管，整个平台优先保证课程正常运行。

为服务器资源得到充分使用，学生更

好地管理学习实验时间，平台上学生身份

的可以对自己的虚拟机进行预约使用。在

固定的时间段内，学生可以访问到自己的

机器资源，完成课程之后，平台将自动关

闭此机器，并将释放出来的硬件资源给予

其他人进行使用，平台可以充分调度和使

用教学资源，完成优化实验教学的目的。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具体应用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从第一步创建

了最大的问题。基于 HTML5 的 WebRDP

技术可以说是此解决方案的核心思想和最

重要技术，解决了页面在浏览器传输问题

之后，本平台相对于传统虚拟化解决方案

的优势才能显示出来。不用受限于物理环

境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开放云实验计算

平台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支持 Chrome、

Firefox、Safari 及 IE 等主流浏览器，并提

供自适应浏览器大小的功能。带来的好处

有，学生和教师只需要访问一个固定地址

就能访问到属于自己的实验计算资源。虚

拟化技术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教学物理空间

和学习环境的限制，而且使得教与学的过

程可以分布在不同的物理环境之下。由于

很少受到机器本身的限制，使得课下继续

实验成为可能。

B/S 结构的提出可以帮助解决大量客

户端安装的问题，同时也能节省大量的

开发成本。而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应用

了此框架结构，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客

户端所带来的问题，同时对于高校新型

实验室的创建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省

去了客户端部署，可以利用高校传统的

多媒体教室加上有边界的无线网络构建

特殊的实验室环境。

由于现在智能终端的普及，学生可以

完全在传统的多媒体实验室通过自己的手

持设备访问到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之中属

于自己的虚拟计算环境内，节省了实验室

创建的成本，解决了机房资源不足的问题，

同时将传统课堂之中知识的传授变成技能

熟练度的训练行为，成熟以后可以在传统

多媒体教室完成技能训练的考试等。

高校人力运维成本最小化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的需求定位之一

是大幅度降低运维与管理成本。平台投入

运行的结果证明平台系统的安装零成本、

运维零成本、使用零成本。开放云实验计

算平台的出现降低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管

理人员的运维成本，使得管理和教学集成

起来都是围绕实验教学进行，在投入使用

的过程中，随时投入到实际课堂中，可以

及时得到师生的反馈。结合开放云实验计

算平台的原生优势，平台系统迅速应用到

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实验课程之中，在

收到师生好评的同时，也开辟了实验教学

模式新的模式。例如学校金融学院研究

生课程，名为“Python 在量化交易中的应

用”，课程需要配置完整的 python 环境，

包括 python2.7 的解释器、IPython 环境、

Sublime Text 编辑器、绘图软件 Visio、

编 程 教 育 软 件 Scratch 等。 安 装 的 软 件

较多而且相对比较集中，在服务器中的

Windows7 系统上直接安装压缩模板并直

接生成使用，不需要后续的分布安装。

同时，由于人数增加的原因，此课

程由 46 座教室调整到了 64 座大教室，开

放云实验计算平台中的虚拟机器无需像物

理环境一样重新部署。学生和教师的教学

环境在物理环境的更换之后无缝平滑地过

渡，没有使实验教学的过程产生任何影响，

同时管理员也没有任何参与过程，节省重

新安装的人力开支。

平台系统架构及核心技术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在硬件方面分

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承载大规模

虚拟机运行的服务器，目前应用的是 Dell

的 R910，采用开源的虚拟化系统。另一

部分作为承载各类核心服务和运行所有程

序的控制服务器，应用的是托管的虚拟

机。在操作系统方面，控制服务器采用的

是 Ubuntu 12.04 Server，而在 R910 之中

XenServer 6.2 版本。服务器虚拟化方面，

由于主要承载教学进行使用，目前支持各

类 Windows 操作系统，同时也支持部分可

视化 Linux 的需求使用。

系统功能及主要流程

在系统功能方面，虚拟化教学平台解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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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旨在提供一个通用 IP 地址，通过

权限设计的方式把管理员、教师、学生的

三类用户分别开来。对应的基础功能模块

主要包括对模板的管理和访问、虚拟机组

的管理和访问、用户信息和其他信息等。

教师和学生的操作基本已访问和申请为

主，这也反映了开发人员简洁明确且方便

使用的思路。而对于运维管理人员来说，

其需要使用的功能更多也更加复杂，在功

能方面包括四大类的功能模块，每类功能

模块又分为更加细致的小型功能模块。功

能视图如图 1 所示：

其中，简要介绍核心的两大模块，

模板管理功能模块和虚拟机组管理模块。

首先是模板管理模块，模板是学生和教师

虚拟机组批量创建的核心，通过对模板的

克隆使得运维管理人员可以迅速根据实际

课堂需要创建对应的虚拟机，而每台虚拟

机都包含此类课程所需要的全部软件信

息。所以，如何定制化一个模板和管理好

已有的模板成为衡量系统是否成功的重要

因素。虚拟化教学平台在此提供了三个子

模块，分别是模板库列表模块、制作新模

板模块以及模板申请查看模块，管理人员

通过审核教师的申请课程信息，可以判断

出使用已有模板还是协助教师制作新的模

板，制作完毕的模板存储在模板库列表之

中，最后成为创建课程的原型。包含了教

师的申请操作和管理人员的审批和制作操

作，教师提出请求，管理员完成请求。

另一方面为虚拟机组管理模块，虚拟

机组是课程通过模板克隆出来的学生和教

师虚拟机的统称，而实际教学之中，学生

和教师在各自的虚拟机中进行操作，一个

虚拟机组相当于一个虚拟出的课堂。其中

包含两个重要模块，一个是虚拟机组列表，

虚拟机组列表可以显示不同课程对应的所

有虚拟机的实时状态，管理员可以随时去

操作相关的虚拟机，比如集体的开关机、

重启和删除等操作。虚拟机组的操作在管

理课堂行为的同时，可以节省大量的服务

器硬件资源供其他课程使用。

平台服务器硬件要求

开放云实验计算平台系统要求相对

于物理环境较低，由于所有的虚拟机都

建立中心的服务器之上，所以对于整体

的系统来说，服务器水平是虚拟机系统

能否成功而有效部署的瓶颈。一般来说，

搭建大规模教学环境的服务器所需要的

硬件水平市场是基本没有能够达到此高

要求的。

所以，对于多台服务器做成的是一

个集群系统，共同配合工作。服务器的

具体的配置根据虚拟机数量进行变更，

由于实现了增量硬盘和内存动态分配的

技 术， 相 对 的 服 务 器 瓶 颈 在 于 CPU 的

工作效率和网络带宽的限制。例如一台

Windows7 需要至少 2G 内存和 24G 硬盘，

10 台就会消耗 20G 内存和 240G 的硬盘

容量。考虑本机服务器虚拟化系统资源

占用、硬盘和内存技术优化、冗余备份

等增减要求，一般 24G 内存和 300G 硬盘

容量的服务器就完全能够满足。客户端

的机器要求不高，一般能正常运行的均

可，因为所有资源都是在服务器上进行

运行。所以对于学生的物理设备能显示、

能通信和鼠标键盘操作即可，这也是移

动设备就能满足条件的原因。同时对于

教学系统来说，集成的低端显卡就可以

满足需求，对于其他环境可以自行增减

设备。网络方面，由于虚拟机数量不同，

服务器端的带宽要求尽量是万兆，客户

端百兆接入即可，目前学校的条件完全

可以满足。

现代的教学实验环境应在物理机器

集群的基础之上，配合桌面虚拟化的系

统调度，应用虚拟化推送以及服务器虚

拟化的开放云实验计算之下，才能解决

不断出现新的教学环境问题。现实中，

可 以 采 用 一 部 分 的 虚 拟 化 进 行 实 验 教

学， 把 物 理 机 和 虚 拟 机 的 使 用 结 合 起

来， 最 终 实 现 物 理 环 境 和 虚 拟 环 境 无

缝 链 接 起 来 进 行 教 学 使 用， 达 到 对 高

校教学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责

编：陶春）

(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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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下转变运维模式势在必行

文 / 涂庆华   李华峰   高静

从国际著名咨询机构 Gartner 发布的

IT 新技术成熟度曲线可以看出，一项技术

最吸引眼球、最炙手可热的阶段是在它的

期望膨胀期，但这只是一个风口，它真正

作为一项普及技术，大规模应用是在其平

稳成熟期。经过 5 年多的发展，云计算和

私有云达到它的平稳成熟期，已成为一项

普及技术。

近年来，南京理工大学进行了虚拟化

云平台的建设，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据

此，结合当前虚拟化和云计算的发展趋势，

对未来的应用前景做一些探讨。

虚拟化平台现状

南京理工大学目前共部署有 17 台虚

拟化主机，承载近 200 台虚拟机，涵盖了

学校大部分的核心业务系统。从经济角度

来看，高密度刀片服务器搭配高整合比的

虚拟化方案，极大节约了数据中心的空间

及能耗；从管理角度来看，集中统一的虚

拟机资源管理提升了运维效率，降低了人

员工作负载，资源申请流程效率提升了

80% 以上。虚拟化平台的高可用性、在线

迁移等优势功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业务的

连续性。总体看来，虚拟化平台无论在总

体拥有成本还是简化运维管理方面，都起

到了显著效果。

虚拟化平台分为虚拟化平台 1 期和虚

拟化平台 2 期两个集群。其中 1 期集群内

14 台虚拟化宿主机，主要运行在 IBM 刀

片内（建设时间较早）；2 期集群内有 3

台虚拟化宿主机，主要运行在 X86 平台

PC 服务器上。

当前，南理工虚拟化平台内承载了

超过 180 余台虚拟机，通过裸光纤实现

了 校 园 内 两 机 房 SAN 网 络 的 互 通。 底

层存储设备通过存储的同步技术实现了

跨机房的存储镜像，确保了业务数据的

安全。

虚拟化平台使用的经验总结

虚拟机的蔓延

从管理角度看，有时候，虚拟化的优

势也是问题的根源。虚拟机的部署相比传

统实体机更方便和快捷，同时也造成了虚

拟机的大量蔓延。例如：业务部门某个项

目临时需要使用几台虚拟机，但项目结束

后并未及时回收，久而久之，大量无用的

虚拟机空转运行，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需要加强对虚拟机的生命周期管理

来防范此类问题。

现有存储架构的局限

尽管计算虚拟化（服务器虚拟化）

是一个分布式架构，满足云平台资源横

向扩展（Scale-Out）的技术要求，但目

前的存储架构仍然采用集中式的 SAN/

NAS 存 储。SAN/NAS 存 储 是 纵 向 扩 展

（Scale-Up）架构，当存储的容量和性

能到达瓶颈时，需要进行扩容、更新、

数据迁移等一系列操作，涉及预算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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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力服务，还需考虑设备利旧，也不

符合云平台横向扩展的需求。

当前，存储技术日新月异，除传统的

SAN/NAS，分布式存储、软件定义存储、

对象存储都有各自的适用场景，未来需要

结合高校不同的业务类型，实现精细化适

配。例如，图书馆应用场景，对存储容量

要求高，对性能要求相对低一些。针对这

样的业务场景，可以考虑使用并行 NAS

存储或对象存储；对于一卡通业务，稳定

性、并发性要求较高，容量要求较低，可

采用块存储技术；对虚拟化平台而言，各

方面的需求相对平衡，从扩展性角度考虑，

采用软件定义存储会更合适。

网络安全管理的挑战

在全校信息资产梳理工作中发现，虚

拟化平台的系统密度较高，且各类应用的

操作系统版本繁杂，更容易加速风险传递，

在网络安全管理上面临极大挑战。所以，

加强安全防范风险要从技术和管理上双管

齐下，技术上进行加固，管理上要有明确

的制度规范。

虚拟化平台的运行机制不同于传统实

体机，在安全防护上也需要有合适防护手

段。传统的网络防火墙、IDS/IPS 等仍然

可用，但不够精细化。传统的网络安全手

段防护更多的是数据中心南北向流量，属

于入口防护，当威胁进入数据中心内部后

基本属于不设防状态，通过无保护的东西

向流量将可快速传播。

在所有服务器间部署防火墙基本不

现实，而且对于虚拟化环境，也无法部署

传统防火墙。网络虚拟化的微分段技术，

可实现对数据中心内部东西向的流量进行

保护。微分段技术通过虚拟出多个分布式

虚拟防火墙，可以做到针对每一个虚拟机

配置一个虚拟机防火墙，并为每个虚拟机

提供定制化的安全策略。例如前段时间大

规模爆发的勒索病毒，通过 445 端口对服

务器系统进行攻击，如果部署了分布式虚

拟防火墙，可以有两种方式进行防御。一

种方法是对虚拟机进行分类，应用不同的

分类安全策略。例如 Web 服务器，通常

只需开通 80 和 8080 端口，可直接在保护

Web 服务器的虚拟防火墙上设置“80,8080 

Allow，其余所有端口 Deny”的策略；第

二种方法是在网络虚拟化的控制中心设置

一条“端口 445 Deny”的策略，然后统一

下发到各个虚拟防火墙即可。在对虚拟机

进行分类后，同一类的虚拟机属于相同的

安全策略区，无论该虚拟机在集群中如何

迁移，这些安全策略始终是跟随虚拟机的。

相对于传统基于端口的网络安全策略，分

布式虚拟防火墙提供的网络安全策略更加

灵活、高效。

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

虚拟化的利用率可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 0~30%，第二阶段为最多 70%，

第三阶段则达到 70% 以上。成本节约贯

穿上述所有阶段，第一阶段通过资金开销

整合实现节约，第二阶段通过自动化管理

模式降低运维开销，第三阶段可真正实现

敏捷性提高。以上是虚拟化平台向云计算

平台转变的必然过程。

这一转变使得信息化部门能够转变运

维方式，从被动反应转变为主动创新的部

门，从而将节约的 IT 资源投入到有助于

实现关键业务目标的新应用 / 服务或计划。

主动创新的部门更能与业务目标保持一

致，并且对高校的发展、创新和竞争能力

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在云平台下，现有

的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转变运维模

式势在必行，流程及工具成为云平台运维

模式下的必备选项，例如，通过监控工具

可以及时发现正在发生或潜在的问题，并

可通过流程触发具体的运维动作。

未来展望

云平台是由 IaaS、PaaS 和 SaaS 三个

层面组成，做个简单的比喻，IaaS 是一座

写字楼的地基，包括水、电、管网等基础

设施；PaaS 则是一座座标准化的写字楼；

SaaS 是写字楼的租用客户。虚拟化只解决

了基础设施资源的集中化和集约化，面向

业务应用、标准化的 PaaS 平台是未来的

趋势。

当前大部分的系统都是以业务为导

向，这种“业务决定资源”的竖井式模式，

将带来一系列的资源瓶颈问题。同时，还

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软件资源没有标准化。

每个应用开发商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软件版

本，比如 A 应用使用 Windows 2012/SQL 

Server；B 应用要求 Redhat Linux/MySQL；

C 应用是 Suse Linux/Oralce。每个应用要

求的软件资源都不相同，直接造成软件无

法管理的问题。软件版本的不统一给运维

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也是安全风险的根

源之一。

通用基础软件平台提供的是标准化

的软件服务。可以梳理业务应用的特点，

精简成几类标准的软件镜像，再封装成软

件服务提供给业务应用。例如，经过业务

分析，高校信息化服务平台只需要提供

Weblogic、Tomcat 两类标准化的中间件版

本，及 SQL Sever、MySQL 两类标准化的

数据库版本，再通过平台封装成四类软件

镜像，提供中间件和数据库服务接口，并

形成使用规范和标准。新开发的业务应用

都必须按照通用基础软件平台的要求去开

发应用。

这种方式带来的好处有很多，第一，

尽可能地精简和统一了软件类型和版本，

减轻了运维压力和安全风险；第二，将应

用和基础软件解耦，应用只需要关心业务

逻辑和代码实现即可，给应用瘦身的同时

提高了业务的敏捷性；第三，标准化的数

据库使用规范提高了数据质量，减轻了大

数据业务繁重的数据治理工作。这也是现

在“重平台、轻应用”的趋势和路径。

未来，南京理工大学的信息化要从虚

拟化全面向云平台过渡，把能虚拟化的资

源都进行改造，打造综合云平台，构建微

服务，优化业务流程，为智慧校园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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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强调名校名师名课，借助互联网

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内容和粘性较强的学习

体验。当前这些特点依然存在，慕课依然

是在大范围内高质量传播高等教育知识的

最佳途径，它的替代品尚未出现。但是慕

课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

决，它还在探索期，未来其形态可能发生较

大转变。我个人认为，当前慕课在中国表现

出如下 5 个突出特点和近期发展前景。

1. 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近期内会得

到较大发展。

中国政府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包

括 慕 课 和 SPOC） 作 为“ 十 三 五” 期 间

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方面的重点工作，与

“十一五”期间的精品课程和“十二五”

期间的精品开放课程衔接，会促进慕课在

中国的发展。

中国政府在慕课发展方面具有双重

愿景：利用互联网促进教育公平；利用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教育质

量。这一点使得中国慕课发展与美英等国

有显著差异。

2. 慕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妥

善解决。

首先是慕课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慕

课是否视为职务作品？是否适用《著作权

法》？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网络传

播权如何在教师、高校和平台间界定？这

些问题不早日明确，就是在为慕课未来发

展埋雷。

其次是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政

府背书，因此各个慕课平台的免费资源会持

续增加。但平台的发展必然需要其能够自身

造血。目前已经出现收入的形式包括证书收

费、部分内容收费、系列课程（迷你学位）

收费、学分收费、学位收费、企业培训收费、

SPOC 平台（云服务）收费等。这些都是针

对不同需求提供的增值服务，都有其合理性。

但不同平台是否需要齐头并进，各自的市场

立足点是什么？这一点尚不明晰。

3. 出现社会学习者和校园学习者并驾

齐驱的局面，课程会逐渐分化为专业性和

学术性两种不同类型，可能出现专职慕课

教师。

社会学习者和校园学习者这两类人群

对慕课的需求是不一致的。社会学习者更

侧重于专业性内容和训练，而高校学生则

会对学术性内容更感兴趣。现有的慕课会

逐渐向这两个方向过渡，很难二者兼顾。

当前主要的慕课资源提供者是高校教师，

在对社会学习者提供更精细化学习服务方

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可能出现专职

慕课教师。他们有更丰富的专业性资源，

能提供更细致的培训服务。

4. 慕课的形式呈现出短平快和个性化

的趋势。

为了进一步增强对社会学习者的粘

性，课程在变短，开始出现直播慕课，平

台则更强调移动端的推广和应用。除随堂

模式外，开始出现自主模式等运行方式。

学生根据某门课程的知识图谱，完全自定

制慕课学习流程，或根据系列课程的知识

图谱，完全自定制系列课程的学习流程，

已成为关注热点。慕课的游戏化运行和慕

课游戏一直是两个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5. 慕课近期无法挑战传统高校，但是

已能够挑战传统的培养方案实施模式和课

程教学模式，未来这种挑战可能会加剧。

除知识传授外，大学还具备价值塑造

和能力培养等更高层级的属性，在交流和

实践方面也有天然优势，当前的慕课在这

些方面无法挑战高校。但是在不同学校已

经开始出现完全（或部分）基于慕课学习

的学位项目（当前主要以专业硕士项目为

主），这就使得大学的形态会逐渐开始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很

多利用（本校或他校提供的）慕课资源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的模式探索案例，包括完

全慕课学习，慕课学习 + 落地化考试，慕

课学习 +（不同程度）翻转课堂教学等等。

这些教育教学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尝试

使得大学的教学模式开始改变，从知识在

课堂内被正确地从教师传递给学生，过渡

到课堂中更多关注学习成效、加强课堂交

互或者提供学习灵活性。教师的角色也从

单一来源的优质教育资源提供者，逐渐向

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伴随者和支持者转变。

在这个方面，出现了教育部、学校、

院系和部分一线教师目标一致的局面，因

此慕课引发的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转变会

加速。

纠结于慕课颠覆了什么，或者慕课本

身是否被颠覆，其实没有太多必要。工具

和手段都会消亡，但借助工具和手段所达

成的目的——高质量地进行人才培养，会

始终如一。 （责编：陶春）

   ( 作者为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

中国慕课处于探索期 
课程会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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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提高，高校

对计算机课程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计算机机房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计算机

机房由传统的封闭式、小规模、单一模式，

向开放式、大规模、智能化方向发展。传

统的机房管理运行模式已经不再符合当今

高校对机房管理的要求，建立一套完善的

数字化机房管理系统是当今高校发展的必

然趋势，而智能化的管理是这一趋势的风

向标。随着校园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现在的高校都建有较完善的“校园一卡通”

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利用 RFID 技术（射

频识别技术），结合统一身

份认证，实现电子支付、身

份识别、信息查询等众多功

能。将校园一卡通技术与机

房管理系统相结合，可简化

学生上机流程、提高机房管

理效率、提高计算机使用率。

系统设计与分析

现 在 高 校 机 房 大 多 采

用传统的人工值守方式进行

机房的日常管理，传统的管

理方式由于管理人员工作量

大，管理效率较

低，程序复杂，已经不适用于

在当今校园智慧化快速发展的

大环境。基于校园一卡通技术

的机房管理系统可以有效解决

以上问题，真正做到：1. 实现

无人化管理。机房管理实现无

人值守，系统自动识别上机学

生身份，自动分配机房和机器，

并登记上机学生身份。2. 自动

计费。取消人工计费模式，实

现系统自动对学生上机机时进

行计费，并根据不同上机类型

进行计费。3. 实现无现金交易。

校园一卡通的加入可以实现上

机费用自动结算，全程无现金

交易，并自动记账登记。

机房上机流程

传统的机房上机流程为：

1. 学生开户，并向自己的上机

一卡通系统与机房管理系统的对接实现

账号进行充值。2. 机房管理员分配机器。

3. 学生输入账号密码进行上机登录。4. 下

机注销账户。5. 毕业时退还学生充值金额

并注销账号。

而在采用基于校园一卡通技术的的机

房管理系统中，全程无需机房管理员值守，

学生可自助进行上下机操作，流程为：1. 学

生刷卡上机，系统自动分配机器。2. 学生

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3. 学生刷卡下机，

系统从卡中扣除上机金额。

系统流程图如 1 所示。

网络拓扑图

本系统建立在校园局域网之上，采用

B/S 和 C/S 相结合的方式，基于校园一卡

通的机房管理系统网络构架如图 2 所示。

系统平台

本系统服务器采用 Windows Server 

2008，客户机操作系统为 Windows7，开

发平台使用 WebService，MFC7 的支持库。

大连工业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图 2  基于校园一卡通技术的机房管理系统网络架构

数据库 机房管理服务器

机房总管理机

教务管理机

财务管理机校园网

管理机 1 管理机 N刷卡机 1 刷卡机 N

机房 1 机房 N

机器 1 机器 1机器 2 机器 2机器 3 机器 3机器 N 机器 N

图 1  基于校园一卡通机房管理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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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基于“内容技术”的媒体资源管理平台

系统实现

校园一卡通与机房管理系统对接

结合大连工业大学的实际情况，本次

对接工作采用合作公司开发的校园一卡通

系统 + 与大连工业大学机房管理系统进行

对接，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 安装触摸一体式刷卡机。根据机房

的实际用途、学校上机实验安排，考虑学

生上机便利性以及地理位置分布情况来布

置刷卡机的安装位置。结合本校机房的实

际情况，两台刷卡机均安装在机房入口处。

2. 将校园一卡通刷卡终端安装到专用

刷卡机内部的卡槽上，刷卡机设置 2 路接

口，其中一路与一卡通管理系统服务器相

连，用以实现用户名单导入、信息同步等

功能。另一路与机房管理系统连接，用以

实现机房管理系统对IC卡内数据的读写。

3. 调试读卡器进行巡卡与读写卡操作。

具体过程为：调用 OpenCom 接口连接读卡

器，然后调用 CapNBQueryCard 寻卡（循环

调用 CapNBQueryCard 直到寻到卡为止），

寻到卡后即可调用 CapGetNBCardInfo 或

CapSetNBCardInfo 进行读写卡，使用完成后

调用 CloseCom 断开连接。

4. 连 接 读 卡 器 与 一 卡 通 服 务 器。

调 用 CapDBConnect 连 接 到 一 卡 通 的

WebService，然后进行数据的下载和上

传，使用完成后调用 CapDBDiscon 断开

连 接。 下 载 数 据 时， 先 获 取 信 息 数 量

（CapGetDepCount、CapGetCustomerCount、

CapDownBlacklistCount）， 然 后 根 据 数

量分配合适的空间，之后调用获取全部

信息的方法获取信息（CapGetDepList、

CapGetCustomerList、CapDownBlacklist）。

5. 配置机房管理系统参数，设置计费

方式，扣款方式。

构成动态链接的函数参见表 1。

刷卡过程 

1. 学生在机房的刷卡机刷卡终端上进

行刷卡操作。

2. 刷卡机刷卡终端判断用户的校园卡

是否有效，若有效，则读取用户校园卡内

信息。

3. 刷卡机向机房

管理服务器上传校园

卡内信息。

4. 机房管理服务

器识别用户身份，在

数据库中查找用户数

据，并向刷卡机传送

用户信息，如姓名、

班级、学号等。并在

已设置好的开放机房

中分配一台计算机给

当前用户，刷卡机屏

幕显示用户信息、机

房号、机器号以及卡

内余额。

5. 用户到指定机

房的机器上登录机房

管理系统客户端输入

账号开始上机，客户

端开始计时。

6. 用户结束上机

时，注销当前登录账

号。客户端向机房管理系统服务器发送上

机时间以及消费金额数据

7. 用户到刷卡机进行刷卡下机，刷卡

终端扣除卡内本次上机金额，并向校园一

卡通服务器提交本次交易数据。

应用效果

通过校园一卡通系统与机房管理系统的

对接，学生用户只需到刷卡处将校园卡放到

刷卡机上，刷卡机就会自动读取用户信息，

并在屏幕上显示当前可用机房和机器编号。

学生上机结束后，在本地注销用户，

到刷卡处刷卡结账下机，屏幕显示当前用

户上机时间、消费金额以及卡内余额。

与一卡通对接后的机房管理系统，界

面简洁明了，信息直接显示在屏幕上，学

生只需简单的刷卡操作就可以实现上下机

结算，全程无需人员值守，完成实现了自

动化管理模式。机房电脑的自动分配，消

费自动结算功能，省去了人工分配电脑、

人工对账、现金结算等操作，实现了智能

函数名 函数 功能

打开连接 long OpenCom() 连接读卡器

关闭连接 void CloseCom() 断开与读卡器的连接

寻卡 long CapNBQueryCard(long *UID)
查询读卡器上是否有卡，

如果有卡就返回卡的 UID

读卡
long CapGetNBCardInfo (CustomerInfo 

*fvst)
读取校园卡的客户信息

写卡

Long CapSetNBCardInfo(long 

CustomerID, long opFare, long objNo, 

LPSTR jyDT, __int64 *psamID, long 

*psamJyNo, long *tac)

根据帐号从校园卡上扣除

消费额

记录上传
long CapUpload(UPLOADINFO 

*uploadInfo, LPSTR msg)
把记录上传到一卡通中心

连接服务器 long CapDBConnect(LPCTSTR lpSID)
建立到 WebService 的

连接

断开服务器连接 void CapDBDiscon()
断开到 WebService 的

连接

获取客户信息列表
long CapGetCustomerList(DOWNINFO 

*pINFO)
获取所有的客户信息

查询客户数量 long CapGetCustomerCount() 获取客户信息数量

得到部门信息列表
long CapGetDepList(DOWNDEPINFO 

*pINFO)
得到所有的部门信息

查询部门数量 long CapGetDepCount() 得到所有部门的数量

得到黑名单 long  CapDownBlacklist(long *pList) 得到所有的黑名单信息

查询黑名单数量 long CapDownBlacklistCount()
查询列入黑名单的卡号的

数量

获取客户信息
long CapDownCustomerInfo(long 

CustomerID, DOWNINFO *downInfo)

获取指定帐号的客户的信

息 ( 部门名称 , 学号 , 姓名 ,

性别等 )

表 1  构成动态链接的函数

化的管理模式。自动化、智能化的机房管

理系统的应用，提高了机房管理效率。

通过基于校园一卡通技术的机房管理

系统，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到机房进行上

机练习，学生只需刷校园卡系统就会自动

分配机房和机器以供学生使用，学校机房

的使用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

在使用了基于校园一卡通技术的机房管理

系统之后，虽然机房的使用率得到了有效

的提高，机房管理员的工作变得简单便捷，

系统可以自动控制机房开放，学生自助上

下机，机房管理更加智能化，机房管理员

在电脑前就可以对各个机房了如指掌，无

需管理人员值守机房，也无需到各个机房

进行巡视检查。基于校园一卡通技术的机

房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得高校机房管理进

入了数字化、智能化的阶段，为数字化校

园建设增光添彩。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 1 为大连工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2 为大

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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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彬 崔然 吴宁 李岩

目前高校媒体资源现状突出的表现就

是数据分散，不同的教学资料分散保存在

不同的服务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网络

中。其特点包括——格式复杂：教学资源

因为制作来源不同，可以有各种视频格式、

各种音频格式、各种图片格式，各种富媒

体文档格式，都需要保存、保留，以备以

后重复利用。 需求面广：教学资料的收集，

涉及分类广、方式不限，要求有统一的保

存管理，最大限度地应用教学。通过中间层，

把高校内的媒体资源实验室、非编工作室、

图书馆、通讯电子实验室、远程教育等相关

资源连接到校园媒体资源系统内，实现资源

共享，防止校园“信息孤岛”。

因此，建设高校媒体素材教学资源的

管理系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目标

山东科技大学是第一批山东省教育信

息化的试点单位，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教

育教学和日常管理中的应用，已建成有线

无线互为补充的万兆双核心校园网、特色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数字化图书馆等信息

化基础设施，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育教

学活动已成为广大师生的共识。学校始终

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

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与学习模式，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应用为导向来开展信

息化试点工作，切实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

管理、科研等方面的深入应用；完善和创

新政策、机制和模式，注重师生信息化能

力建设，为信息化与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度

融合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学校结

合目前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顺利完成

了基于“内容技术”的教学资源制作和管

理平台建设。

“教学资源制作和管理平台”
的功能及作用

山东科技大学与国内名校合作并根据

本校学科专业特色，建成先进的网络教育

教学资源和课堂教学专题资源。采用数字

化保存备份，实现在线、近线、离线的三

线存储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安全性，并通

过教学资源平台进行广泛的发布共享，使

校内优秀教学资源最大化的共享和使用。

通过媒体资源管理系统，使媒体资源系统

对业务系统的支持最大化，给业务的运行

开展提供最大的方便，使学校各种教学资

源在管理、教学、科研中真正发挥出资源

共享、业务支撑和效率提升的作用。学校

媒体资源管理所涉及的工作环节非常多，

总体来看可划分为系统管理、生产、存储、

处理、发布五个子系统，系统主要功能如下：

1. 系统管理子系统

系统管理主要是对系统资源进行管理

与分配，系统管理权限主要分为领导专用

系统管理、教师专用系统管理、学生专用

系统管理、资源共享系统等，根据不同需求，

对系统的存储空间、系统安全、操作权限

等进行管理。子系统功能范围覆盖整个校

园网，每个校园网用户只要有一个账号就

可以登录并且使用此系统，系统规模比较

大、结构复杂，系统维护及安全管理相比电

视台的媒资管理系统，会更加复杂。同时此

子系统应能实现视音频资源的数字化保存，

视音频资源的迁移、编目、归档、存储、检索、

调用等功能，能够为节目制作和视频点播提

供强大的、可共享的视音频资源。

2. 信息处理子系统

信息处理子系统是师生编辑自己媒体

文件的功能模块，这个模块不同于电视台

电编、非编工作室，它可以是学校的非编

工作室、教师计算机及学生个人电脑等，

主要处理对象是教师 PPT、视频剪辑、电

编资料、多媒体作品等，这些文件要求的

计算机软硬件条件较低，通用配置就可以

完成，而有特殊要求或功能的文件处理可

以到学校非编工作室完成。这样，信息处

理的场所由传统的非编机房转移到任何可

以满足工作需求的地方。

另外，子系统可以在电视节目直接转

播及转码存储播放过程中，完成相应节目

的硬盘存储或组播，为校园视频点播、电

子教室等提供规范的流媒体数据资源。

3. 内容管理子系统

此系统是综合管理子系统，不仅要管

理和控制系统存储的所有内容，而且是媒

体资源管理与各种应用子系统的接口，在

这个子系统实现内容索引管理、检索结果

匹配、内容资源调度、存储设备调度等重

要功能。这个模块所要管理的资料文件类

型及数量远远超出传统电视台媒体资源系

统中所管理的文件类型及数量，同时文件

管理及存储级别也不一样，比如教师课件、

多媒体讲义、学生作品等教学相关内容会

有高可靠性存储环境，而娱乐用影视音乐、

电视转播、联系用资料等会存储在普通存

建设基于“内容技术”的媒体资源管理平台
山东科技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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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环境中。

在资源来源方面，既有可能是网络

下载、资源购买等外来素材，也可能是教

师、学生上载的临时素材，也可能是资源

管理员整理加工过的必须长期存储的重要

素材，通常也需要存储成品节目。多样性

的资料来源要求系统能对它们作不同的存

储和管理，系统通常会划分为几个不同作

用的存储区：临时素材区、整理加工区、

归档存储区。根据两级存储模式结构，可

以根据用户需求划分文件存储安全等级，

把相应数据转入不同级别的存储区域中，

同时对数据进行校验与索引。

4. 内容存储子系统

本模块主要采用分布式网络存储，同

时对数据划分存储等级，按照使用区域、

用户、数据重要性，实现分布式网络区域

等级存储。根据分布式网络区域划分等级

存储的思想，学校内不同的服务器、存储

等设备就可以根据需求及区域，最大化的

应用系统中，降低系统搭建成本，提高了

系统平台可用性。

5 信息发布子系统

系统发布平台主要有系统门户管理系

统、资料查询系统、流媒体发布系统、电

视节目视频转播与转码等系统。

系统设计关键技术

主要针对高校的特点，系统管理在传

统功能基础上，又分为校领导专用系统管

理、教师专用系统管理、学生专用系统管理、

资源共享系统管理等模块，每个模块针对

不同登录用户具有不同的权限。为了加强

系统安全及文件管理，考虑使用如下技术：

使用 LDAP 协议，实现用户目录管理，

完成用户操作权限设置，保证每个用户空

间的安全性。

使用 MD5 算法，加强用户身份认证、

文件重复性验证及用户文件校验等功能。

扩展的逻辑存储结构

针对高校师生多，网络规模大，系统

内容复杂等特点，要求对现有媒体资源管

理系统在存储空间分配方面进行改进，实

现一个扩展存储系统。 

1. 整个物理存储空间分为全局存储区

和个人存储区，即每个相关系统用户会拥

有一部分自己的存储空间，同时共享全局

存储空间内的媒体资料。

2. 存储文件管理分为个人文件管理

与全局文件管理，个人文件管理能实现

自己空间内文件的完全访问权，可以添

加、更改、删除等，而对于全局存储区

域内的文件只能根据自己的权限提取查

看相应文件，不能超越权限访问文件。

3. 个人文件在确认编辑完成后，可以完

成相应编目，然后转入全局存储区域内，一旦

转入完成，全局区域内的文件就不能再更改。

远程 VPN 接入

高校媒体资源管理系统作为一个平

台，是全天候为师生使用的，当师生不在

学校时，可以使用远程 VPN 接入校园网，

来登录校园媒资系统，系统设计采用 SSL 

VPN 接入模式。

网络电视组播传输

通过 IP 组播提供的实时广播、定时

广播、视频点播三种通信模式，在现有校

园网络基础之上，即可在校园网内实现音、

视频实况转播、视频预订等。

在校园网上实现 VOD 教学，播放一

些重要的教育片、宣传片，一些具有代表

或特殊性的电视专题、体育赛事、名师课

堂等，对于很多因为教学时间而无法按时

收看的电视节目，而通过 IP 组播、单播

和磁盘阵列，可先把卫星有线电视节目录

制下来，然后存放在媒资系统中，让教师

和学生在学校的任何地点、任意时间登录

媒资系统收看热点电视节目。

由于资源积累数量巨大，必须保证较

高的上载效率才能在短时间内尽快完成传

统磁带的数字化上载保存，系统的数据传

输带宽也要能承载大容量数据并发传输。

为满足大容量快速上载的需要，学校采用

了虚拟服务器自动化上载和人工上载工作

站结合的复合上载模式，使得系统的上载

能力大大增强。

系统在完成大的上载量的同时必须配

套强大的编目系统，适合流水线大规模编

目生产和管理，适合多种节目类型的不同

编目需求。

应用效果

山东科技大学节目资源管理系统主要

包含 12 台上下载工作站、3 台编目工作站、

一台 Web 应用服务器、一台流媒体服务

器和一套存储管理系统。本系统最大的特

色在于媒体资源管理系统和总编室管理系

统的无缝结合，集节目存储、资源配比、

购销管理和系统监控于一身，不仅提供节

目数字化保存、再利用功能，还支持总编

室库房管理、节目编排等核心业务。现将

已有的视音频资料转变成更有价值的媒体

资源，与学校多媒体课件制作、电视教学

节目、网络课程、学生多媒体作品等连接

起来，使新制作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快速成

为学校的多媒体资源，成为高校节目播出、

网上视频点播和网络课程的资源。实现课

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直接调用自己的课件及

视音频资料、学生可以直接查看或存储自

己的多媒体作品等功能。

山东科技大学媒体资源管理系统采用

数字化保存备份，实现在线、近线、离线

的三线存储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安全性，

并通过教学资源平台进行广泛的发布共享，

使校内优秀教学资源最大化的共享和使用。

（责编：王左利）

( 作者单位为山东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 )

通过中间层，把高校内的媒体资产实验室、非编工作

室、图书馆等相关资源连接到校园媒体资源系统内，

实现资源共享，防止校园“信息孤岛”。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2018.6 中国教育网络 79

“我们讨厌冷冰冰的理论知识，我们想要的是有温度的、有人情关怀的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这是当前大学生对于思政课、历史课等传统课程很普遍的需求。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传统课程如何顺势而为，提升教育内容的温度，让它跟上时代的潮流，甚至成为网红课，都

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花样“立体教学”盘活传统课

浙江大学：定制 + 故事会 + 线下实践

一堂一年最多只有 6000 多名学生听的“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段治文于 2014 年 11 月将

其搬上爱课程网中国大学慕课平台，至今已有10余万人学习。

因为学习效果好，四川师范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多所高

校把这门慕课作为学校思政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探索中发现，思政课慕课首先要用互联网

运营的思维组织课程内容。

一方面，将校史融入课堂，另一方面教授们充分利用媒体

平台，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优秀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种子”潜移默化植入传播内容。有的走访全国首家互联

网法院，有的走进互联网小镇，也时常会安排一场场互联网辩

论会。利用微信的便捷交流，通过固定时间展开线上辩论，教

师设置规则、有效引导、精准点评，学生发表各自的独到见解，

思政课变成“网红”课。

首都师范大学：提问 + 短视频 + 互动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松林主讲的思政课慕课“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中的内容中融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恢宏片段、圆明园

复原图的跃然震撼，各种各样的教学形式让近 200 年的中国近现代

史有了立体化的打开方式。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慕课中，区别于传统课堂按教材按

章节的整块教学，李松林及团队将课程内容以问题为导向，分成一

个个小单元，每一个单元自成体系，并录制成每段时长 10 到 20 分

钟的专题教学视频。除了时长上的短小精悍外，课程团队还在教学

手段上下足了功夫，突出新媒体的作用，大量影视作品、纪录片、

图片穿插其间。课程上线 3 年以来，每学期选课人数一直保持在 5

万人以上，目前累计使用学校达230所，累计选课学生超过30万人。

同时，在考核评价上体现互动。在学习的过程中，随时会有知识点

考查的“突袭”，还有阅读任务点、直播互动答疑、线上讨论等考

核方式，检验学习效果。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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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线上线下学习 + 名家答疑

北京科技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将线上视频教学、

线下学习和师生互动、实践教学相结合。该课程授课教师、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彭庆红表示，在一些高

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往往存在教学形式单一、教学管

理不规范、教学内容滞后和教学师资薄弱等问题。

针对时效性的问题，北京科技大学对“形势与政策”

课程改变教学模式。在课程体系设计中，北科大注重教学

内容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特别强调教育的针对性与层

次性。例如，学校出台专门文件，区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

“形势与政策”教育。

为了丰富教学形式，进一步增强吸引力和教育效果，

北科大在教学体系上还专门设置实践教学与网络教学部

分，通过慕课、相关理论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形成了网

络教育教学体系。慕课大部分主讲教师是名家、专家，例

如，国际关系研究专家金灿荣、经济学家陈凤英等经常在

央视露面的“大家”到了课堂中，并配备答疑团队。

这门慕课已开设 4 学期，选课人数累计 50000 余人

次。每年均有 5000 余名学生参与到“形势与政策”课实

践教学中，并得到老师的指导。同时，课程组教师还建

成了一些“微媒体”思想引领平台、跨地域教学交流微

信公众号，北科大还与求是网、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校外

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期开发“形势与政策”课慕

课课程。

天津大学：“授课小组制”+ 实践

从 2017 年开始，天津大学实施思政课程“授课小组制”改革，

以本科三年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

试点，相继点燃协同育人的“三把火”：协同专业教师和学工两支队伍；

协同课上和课下两种教学方式，开展以“思政课探究性课题 +X”为主

题的课后研讨；协同理论和实践两个育人环节，以社会实践和学生宿

舍“书院制”为依托，推动思政课协同联动。

“授课小组制”即成立以课程主讲教师、学院党委副书记和学生

辅导员为成员的授课小组。授课小组工作包括 3 个环节：课前环节，

收集学生对概论课的问题与期待并进行分类汇总；课上环节，辅导员

协助任课教师把课讲得更加贴近学生；课后环节是重中之重，授课小

组根据近期国内外热点时事和重大理论问题，结合各学院学生的专业

特点，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主题研讨。

大班授课中的“讨论难”问题，在课下的“思政课探究性课题+X”（X

为学院特色）中得以解决。在不同学院，探究性课下讨论“X”的主题

也不同。同时，思政教师带领学生实践队到档案馆、博物馆、工厂、

城中村实地调研，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天大实行本

科生住宿书院制，在宿舍楼内开辟出多个书院，“小规模、多场次”

开展思想引领主题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开辟留言板块提高互动

“木铎思享”微信平台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课程创新的一个特色产品，每天

推送与课程教学相关的内容，同时开辟留言板块，增加师

生线上互动，真正实现了师生“延时互动”向“即时互动”

的转化，在学生中反响较好。这个微信平台能够让课程鲜

活起来，有趣起来。在讲授过程之中，学生可以通过手机

微信平台把疑问发到平台上，助教进行后台整理之后，会

有老师对这些疑问进行回答。

此外，老师鼓励学生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广泛开展讨

论，构建开放包容的讨论式课堂，并且要针对不同专业学

生的理论需求，将思政课与专业教育、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彰显不同专业特点。

上海市杨浦区：高校联手搭建平台 弹幕互动直播

前不久，一则直播视频在哔哩哔哩弹幕网（B 站）上引来众多年

轻人围观。这是上海杨浦区“大家微讲堂·社区政工师”项目专题讲

座第二讲。

当天的主讲人是旅美钢琴家、上海理工大学音乐系主任、副教授

陈洁。讲座中，陈洁还将二次元文化与钢琴结合，改编创作《B 站入

站歌》。“大家微讲堂·社区政工师”项目是由杨浦区联合区域内 10

所高校，将园区、社区“解疑释惑”的需求清单与高校科教人才清单

精准对接、联手搭建的社区党建服务平台。

上海杨浦区在“大调研”中发现，面对日益多元复杂的社会文

化生活，园区与社区中的青年们除了物质生活外，还有大量精神生

活上“解疑释惑”的需求。高校里被学生点课秒杀的“网红思政课”，

同样受到园区和社区青年的欢迎。一些企业还向高校表达希望这些

思政老师去企业讲、去园区讲的意愿。“大家微讲堂”正是在这样

的需求下诞生的，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区域

内 10 所院校的 12 位人文、思政“大家”担任社区政工师，与杨浦

区的12个街镇一一结对，组成明星阵容，走上哔哩哔哩等直播平台。

（责编：陶春）

（综合整理自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网、中青在线、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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