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M

Y

CM

MY

CY

CMY

K

封面.pdf   1   18-7-4   下午5:08



当人类步入信息社会，教育的形式也就开始发生变化。工业

时代的教育注重整体，注重规模，注重标准化、同步化，对个体

的关注不足，而差异化、个性化恰恰是信息时代教育的特点和要求。

我们的大学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答案是要有创新能力，

拥有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人。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到，

以后“对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交技能和系统性技能的需求，

会远远高于对身体能力和知识性技能的需求”。这就是新时代的

新创新。以“求异”的思维去提升“求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

以“解决问题”的目标去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伴随人才培养目标的改变，教育的支撑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

未来教育必然是架构在互联网上的新教育，将直接在三个方面引

发教育的重大改变：学习环境、教学内容、教师角色。

第一，学习环境的变化。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物理空间，重构

教室、学校、图书馆、实验室……以空间的改变满足和促进不同

的学习需求；我们要拓展教育资源的类型与形态，以跨学科、自

组织方式重塑资源的组织形态，构造开放、通用、优质的教育大

资源空间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我们还要打造高效、互联的社

交空间，以社区、共同连接的方式推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第二，教学内容的变化。我们要以学习者为中心重构课程体

系，积极开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理念研讨，并将这一理

念贯穿于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要积极推

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现代课堂建设，优化课程体系，满足 21 世纪

学生多元发展的需求，培养合格的数字公民；我们还要构建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课程教学实时评价体系，依托教育大数据、数据挖

掘等技术构建多元化、智能化、个性化和数据化的教学评价技术，

不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与满意度。

第三，教师角色的变化。环境变了，教学内容创新了，方法

创新了，评价创新了，但教师的能力跟不上同样不行。所以教师

的能力构建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促进教师自我角色的转型，21 世

纪的教师将不再始终处于知识传授者的地位，而是更多作为导学

者、组织者、合作者直接参与学生的学习；我们还需要全面提升

教师的信息素养，完善教师能力标准，将信息素养纳入教师资格

准入和考评制度，构建适应信息化社会需求的“数字教师”培养

体系，着力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惟其如此，才能主动适应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支撑下的教育教学创新与变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杨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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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开发“隐私过滤器”

人脸识别技术利用基于人脸特

征点的算法进行识别，因此人脸特

征点是其中一种主要的数据形式。

每次你上传一张照片到 Facebook、

Instagram，或者其他地方，你都会

将照片中人的面部特征点和照片中

其他物体的特征点提供给这些学习

系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伦多

大学的 Parham Aarabi 教授和研究生 

Avishek Bose 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发了

一种算法来动态干扰这项技术。

这种技术原理基于“对抗性训

练”，本质上是建立起两种相互对

抗的算法。Aarabi 和 Bose 创建了

两个神经网络，一个是识别人脸的

网络，另一个是破坏其既定目标的

神经网络。这两个网络互相学习，

相互提升效果。Bose 在接受 Eureka 

Alert 的采访时说：“具有破坏性的

人工智能可以‘攻击’人脸识别时

神经网络所寻找的东西。例如，如

果检测 AI 正在寻找眼角，它会调整

眼角，这样眼睛就不那么明显了。

它会在照片中产生非常细微的干扰，

但对探测器来说，这些干扰足以愚

弄整个系统。”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用户可以

使用一个过滤器 ( 比如 Instagram 或 

Snapchat 上的普通视觉过滤器 )，改

变图像中人眼无法察觉的特定像素，

使人脸识别技术失效。在一个包含 

600 多张不同种族、光照和环境的人

脸图像的测试集上，该系统能够将

可检测的脸从 100% 降低到 0.5%。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苹果新增防沉迷功能 专治“手机依赖症”

近期，苹果公司发布了新的控制功能，以协助人们克制他

们在 iPhone 与 iPad 上花费的时间，同时让父母远程追踪和限制

子女对这些设备的使用，这是该公司对社会日益担忧成年人和

孩子们沉迷于 iPhone 设备而所作出的回应。

该公司表示，将于 9 月推出一款名为 Screen Time 的新应用，

为用户提供其使用应用情况的周报告，并让他们设定自己使用

这些应用的时间。父母也将能利用这个系统远端监控其子女使

用应用的情况，并对其使用设备的时间作出限制。新的 Screen 

Time 功能将给予父母持续监控子女使用设备情况的能力。

（来源 : 华尔街日报）

日本 2025 年高考将新增“信息科目”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未来投资会议上提出，要将有

关编程等“信息科目”作为与国语、英语等同等重要的基础科

目加入高考中。

日本被认为缺乏信息技术（IT）领域的人才，出台这一政策

的目的就是要培养 IT 人才。日本政府将以 2021 年实施的“大学

入学共通测试”取代此前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并计划在

2025 年 1 月开始新增信息科目的考试内容。安倍晋三在会上表示，

人工智能及信息处理“相当于今后时代的‘读、写、算’等基

本技能，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都要敦促其进行相关知识的

学习”。

据了解，日本高中将从 2022 年 4 月开始实施新的学习指导

纲要，包括基础编程在内的“信息Ⅰ”将成为必修科目。

（来源：《读卖新闻》）

美国制造出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近日，美国能源部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推出

了一台名为“顶峰”的超级计算机。美方声称，这台超级计算

机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顶峰”超级计算机比商用飞机要重，比普通笔记本电脑

快几百万倍。其最高性能为 20 亿亿次浮点运算。“顶峰”比“神

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速度快 60%，这台超级计算机的最高

性能达到了 93 千帕，每秒能够进行超过 3 亿次的混合精度计

算。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评论，它可以分析大量的数据。

据 IBM 称，“顶峰”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智能的科学超级

计算机。 （来源：英国《每日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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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废除“网络中立法”

据 CNBC 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此前宣布废除“网

络中立法”，6 月 11 日，该决定正式生效。

“网络中立”这一概念的源头是美国在上世纪 30 年

代颁布的电信法，当时的规定内容是任何电话公司不得阻

碍接通非本公司用户的电话。这一概念在国内一般映射的

说法叫做“互联互通”。

特朗普政府一直反对网络中立政策。2017 年 12 月，

共和党占多数优势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投票废除了网络

中立法案，2018 年 6 月 11 日起正式生效。美国联邦通信

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网络中立”规定减少了网络服务提

供商在网络方面的投资，并阻碍了主要为乡村消费者服务

的小型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创新行为。经过“细致的法律和

经济学分析”，将重新实施“低度监管”的政策，不对创

新模式进行微观管理，这有助于增加透明度，刺激投资、

创新和竞争。

新的法规引起了各个层面的反对，多个美国州政府

和企业都尝试通过起诉来阻止法规生效，互联网公司如

Facebook 和 Alphabet 等坚持反对新的法规。“网络中立”

的争论既是党派之间的理念之争，也是电信服务运营商与

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利益博弈。

对于受益方来说，废除网络中立法也是美国联邦通信

委员会主席阿杰特·派伊（Ajit Pai）的一大胜利，他长期

以来一直反对这法规，称其阻碍了创新。联邦通信委员会

废除网络中立法是 AT&T、康卡斯特和 Verizon 等大型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的一大胜利。这些公司将拥有更大的权力，

来决定用户能够访问哪些内容，以及这些内容的价格。

但是，对谷歌、Facebook 等公司来说，废除网络中

立法将对它们有一定的影响。流媒体巨头 Netflix 此前也

表示，反对联邦通信委员会废除网络中立法。

（综合整理自虎嗅网、路透社、CNBC 等）

欧盟出台最严网络数据管理法规
经过近四年讨论及两年过渡期，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5 月 25 日在欧盟全体成员

国正式生效。这一新条例被认为是“世界史上最严格的个

人数据保护条例”，最大特点在于限制企业对于个人用户

数据的使用权。未来，大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在使用用

户个人数据和隐私前必须先征得用户的同意。

对此，欧盟委员会负责司法、消费者权益等事务的委

员朱洛娃表示：“我们需要新规则来应对新风险，这是我

们立法的初衷。”

新生效的《条例》内容主要有三方面特点。首先，《条例》

的管辖范围大幅提升，不仅适用于设立在欧盟境内的企业，

也适用于在欧盟境外从事与欧盟公民信息相关的企业。而

对业务流程的限制，则覆盖了收集、记录、存储、修改、

使用、传播等与个人数据有关的几乎所有环节。随着大数

据的发展，用户个人信息早已超出了姓名、年龄、职业等

基本内容范畴。目前企业的每个用户一般有 2000 个左右

的参数，新规将把所有这些个人信息参数纳入保护范围。

其次，《条例》的监管水平大大增强。根据《条例》，

欧盟层面须设立数据保护委员会，用于处理涉及跨成员国

的企业违规案件；欧盟成员国则将分别成立数据保护局，

对企业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管；企业必须任命数据保护官确

保企业行为合规。此外，《条例》要求企业必须向监管机

构提供处理个人信息的记录，包括目的、分类、时效等，

一旦发现个人数据泄露，必须在 72 小时内向相关机构报告。

第三，《条例》的惩罚力度空前提高。新规规定，根

据企业的违规程度，最高可处以 2000 万欧元（1 欧元约合

7.5 元人民币）或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 4% 的罚金（以金额

高者为准）。这也是该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数据保护法规

的另一个原因。

业内人士特别提醒，无论企业是否在欧盟境内，只要

与欧盟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或涉及存储、处理、交换任何

欧盟公民的数据，都在该条例的管辖范围之内。

                                  （综合整理自人民日报、经济之声、央视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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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学生打造云平台助农

近期，在今年重庆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上，来自重庆邮电大学“互

联网＋智慧小镇”团队获得了一等奖。去年，该团队负责营销整个重庆奉节

县的脐橙，卖了 30 多万吨，帮果农创收 26.25 亿元。目前，“互联网 + 智慧

小镇”已在万州龙沙镇、奉节白帝镇试点，2017 年实现盈利 336 万元。

据了解，该团队由学校 27 名本科学生组成，他们分别来自计算机、通信、

经济管理、传媒艺术等学院。当发现农村发展的痛点在于信息不对称，产品

再好也难卖，无品牌无溢价等等后，团队以云技术为支撑，打造了集电子政

务、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云服务平台“来镇里”，连接政府和村民，让信息多

走路，农民少跑路。为帮助营销奉节脐橙，团队去年开展了 88 小时网络直播，

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来镇里”平台上，有政府政策、文件等内容，还有民

生互动、爆料台和书记信箱等板块。据悉，“互联网＋智慧小镇”团队今年

底将完成 60 个示范村的打造。

清华大学：蝉联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总冠军

日前，2018 年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南昌大学落下

帷幕，清华学生超算团队完成赛题数量最多且性能出色，蝉联总冠军。至此，

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组建的学生超算团队在 ASC 超算竞赛迄今为止的 7 届比

赛中 5 次获得总冠军。

本次 ASC 超算竞赛总决赛要求各参赛队伍在 3 千瓦功率的限制条件下利

用组委会提供的浪潮超算节点搭建计算机集群系统，考查内容包括高性能基准

测试、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冷冻电镜技术的核心应用三维重构软件、神秘应用

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等。比赛中，清华参赛队员们根据组委会提供的机器特性

设计了 6 机 16 卡的硬件配置方案。最终，清华学子在 6 个应用上均取得佳绩。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
扩大会议召开

6 月 11 日，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专家委员会在中国信通院召开扩大会

议。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部门

的相关领导，邬贺铨、吴建平院士及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近 20

余名专家出席会议，此外，IPv6 产业

各相关单位专家列席了会议。会议由

专家委员会主任邬贺铨院士主持。

会议听取了专家委秘书处关于

《中国 IPv6 发展监测报告》和《中

国 IPv6 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的汇报，

审议了《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

工作职责与工作制度》和《2018 年

专家委工作计划》等文件。专家围

绕上述文件及行动计划开局之年如

何进一步更好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

用展开了研讨，确定了专家委员会

近期工作内容。

一是成立 IPv6 发展指标体系专

家工作组，加快研究并规范 IPv6 发

展指标体系。

二是开展 IPv6 发展状况监测，

并尽快发布我国上半年 IPv6 发展监

测报告。

三是做好 7 月 12 日 IPv6 规模部

署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邬贺铨院士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发展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为我国推进网

络强国建设打好基础。专家委员会应

认真对标十九大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

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智囊参谋作用，

聚焦 IPv6 规模部署中的焦点、难点问

题开展研究，协助规模部署产业链各

个环节的协调推进，共同推动我国基

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的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北京大学：“刷脸入校”闸机西南门试运行

近日，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与保卫部密切协作，经过多次勘察、反复测试

和改进，初步完成了“刷脸入校”系统的研制和开发，北大在西南门部署了

第一套“刷脸入校”闸机，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正式投入试运行。

“刷脸入校”是计算中心继“刷脸迎新”“刷脸签到”“刷脸进门”等

一系列创新性应用之后取得的又一项开创性成果。与以往的各种刷脸不同，

“刷脸入校”具有极大的难度和挑战性。首先，“刷脸入校”是室外人脸识别，

第一步就要解决白天强光过曝和晚上微光过暗的技术难题；其次，“刷脸入校”

是真正的“万里挑一”，保证识别速度和准确度具有极大的技术难度。目前，

北京大学“刷脸入校”系统采用的是 1:N 实时人脸识别技术，支持十万张照

片底库，每次开门，需要即时从数万张照片中快速找出人脸特征精准匹配，

这种规模的前端比对室外人脸识别应用在中国尚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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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贵阳

苏州

提供名师线上免费服务

近日，由苏州市教育局建设推出的苏州线上教

育中心平台正式实现直属学校 30 所中小学全覆盖，

将更多名校名师的教学服务通过网络惠及学生，推

动全市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苏州线上教育中心是以“苏州名师全过程全免

费”为核心理念，统筹全市名优教师资源并贯通线

上线下与课内外的全免费网络学习平台。中心的登

录账号和密码，由学校统一发给学生，学生可以通

过个人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端口登录。中心主

要面向师生及家长提供名师课程资源、名师网络答

疑、名师在线直播及学习行为数据分析等四大类全

免费的教育服务。

未来，学生在平台上的学习、互动与思考痕迹，

将生成专属于自己的数据分析，平台还将向学生精

准投递个性化学习建议，有效加强学习的科学性和

针对性。

浙江

（以上信息编辑自 www.edu.cn）

《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将实施

近日，《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经贵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条例》明确，大数据发展应用中，数据的所

有者、管理者、使用者和服务提供者等安全责任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大数据安

全的第一责任人。安全责任单位对个人信息和重要

数据实行加密等安全保护，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

公共利益、商业秘密、个人信息的数据依法进行脱

敏脱密处理。违反上述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

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导致危害

大数据安全等后果的，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罚款。

发布“数字家校”全媒体平台

近日，浙江举行家长学校数字资源上线暨全媒体平台开通

仪式，公布了“浙江家长学校”全媒体平台首批常驻专家和“数

字家校”试点学校。

从 2016 年开始，浙江省教育厅、省妇联联合成立浙江省

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数字资源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委员

会，建设了 500 个具有较强传播价值和指导意义，符合教育教

学和儿童成长规律的家庭教育数字资源。

目前，首批 200 多个省级优质资源在平台上线，免费供家

长使用。平台聘请了首批 4 名常驻教育专家，将通过创建名师

空间，打造名师课程，传播名师理念，更好地与家长形成互动，

及时有效地解答家长疑问。

同时，在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家长学校的基础上，倡

导学校建立“网上家长学校”（简称“数字家校”），通过“互

联网 +”的方式，融通省平台和本校资源，打造家庭教育校络

课程，提升家校共育的能力和水平。“数字家校”首批试点有

9 所学校，通过引领示范，提升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

建设水平。

解决教育系统 6 项堵点问题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请全力以赴解决群众

办事堵点问题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通知》（发改

电〔2018〕200 号，以下简称《通知》），对推动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教

育系统共有 6 项堵点问题，涉及学籍、学历学位信息共享、转

学业务办理等工作。按照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要求，教育

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解决群众办事

堵点问题的通知》，就解决《通知》中涉教育的堵点问题提出

以下意见。

一、加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的统筹协调。

二、全面规范教育数据管理。

三、促进数据共享开放支撑政务服务。

四、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　　

五、提高政务应用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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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现实、无人机、自动驾驶，在这些炫酷的热门技术背

后，都能看到 5G 移动通信系统的身影。5G 是指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5G 网络是下一代无线通信网络，5G 网络的理论下行

速度为 10Gb/s（相当于下载速度 1.25GB/s），手机用户在不到

一秒时间内即可完成一部高清电影的下载。听起来很棒，但 5G

是无线网络，只是解决本地无线链接，若是异地下载，需要有

基础互联网的支撑，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有了 5G 就不需要下

一代互联网（IPv6）了。

移动通信技术已经经历了四代，1G 通信系统是基本只能模

拟通话的模拟技术，2G 是使可以用网络的数字技术，3G 则是

通过采用 CDMA 无线接入技术，通过提供中高速数据，从而实

现多媒体服务，4G 通信技术通过采用多天线载波技术，在大幅

度提高传输速率的同时，也提供很多多样化的个性服务。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Fifth-Generation，5G）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

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与 4G 相比，是为了满足智能终端的快速

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满足未来万物互联的应用需求。

是面向 2020 年以后人类信息社会需求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5G 技术的发展将会在信息技术新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的

特点：（一）更加注重用户的体验，提高和改善通信网络的传

输速率；（二）完善和健全网络，实现多点、多面、多用户，

提高系统性能；（三）技术将实现无处不在的无线信号覆盖，

优化系统的设计目标；（四）充分利用高频段频谱资源，实现

5G 的普遍广泛应用；（五）可灵活化的配置 5G 移动无线通信

网络，相关通信运营商可根据实时的流量动态调整网络资源，

降低成本和消耗。

IPv6 的产生大大解决了 IP 资源缺乏的问题，如此巨大的

地址空间号称“可为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配备一个 IP 地址”。

IPv6 被视为未来互联网创新和可持续增长的基础。IPv6 的优势

不仅仅体现在地址空间的增长上，与 IPv4 比它在技术上还有以

下明显优势：1. IPv6 使用更小的路由表，减小了路由器中

路由表的长度，提高了路由器转发数据包的速度；2. IPv6

增加了增强的组播支持及对流的控制，为服务质量控制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3.IPv6 加入了对自动配置的支持，对网络

管理更加方便快捷；4. IPv6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因为 IPv6

一个重要的应用是互联网身份证（VIeID）；5. 在新技术或

新应用需要时，IPv6 允许协议进行扩充。

从以上可以看出，5G 是从移动通话逐步发展成为移动

通信，主要解决本地无线连接问题，IPv6 是下一版本的互

联网协议，通过 5G 链接互联网的设备需要 IPv6 定义其 IP

地址。另外，5G 网络的理论下行速度为 10Gb/s，这样的传

输速度与理论上的 IPv6 协议下（DWDM）的大带宽传输速

度不在一个量级上。如果我们用路网比喻的话，5G 是胡同

和小街道，IPv6 是主干道，车辆（各类信息）从小路上汇

集到主干路上；如果我们用大城市交通工具比喻的话，5G

是自行车，IPv6 是地铁；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许我

们可以把 5G 比作汽车，IPv6 将可比作是高铁。

不久的将来，5G 网络将涵盖各个领域，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领域对更大的地址空间、安全性、移动性和服务质量都提

出了新的要求，从传统的动态 IP 变成固态 IP 十分必要。

而 IPv6 从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移动性的需求，还同时

考虑了网络侧和应用侧的需求，可以保证物联网的安全性、

可靠性和服务质量。IPv6 将是 5G 和物联网的基础协议，

可以极大地提升网络效率，通过 5G 技术实现超快的移动

互联网速，通过 IPv6 的无限地址资源给每个智能设备分

配一个专属地址，将可高效支撑相关领域的革新发展，不

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信息化、智能化，

也更便捷。

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是用于替代 IPv4 的下一

代互联网协议。IPv6 的地址长度为 128 位，是 IPv4 地址长度

的 4 倍，可供 2128 台不同设备接入互联网。

关于移动通信 5G 与
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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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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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768
IPv6 Ready Logo 测试认证作为全球 IPv6 测试

中心实施的一个国际通用测试认证项目，为 IP v6 产

品提供一致性测试和互通性测试。其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全球已颁发 2228 个 IP v6 

Ready Logo 认证证书，并且呈稳定增长趋势。其中，

中国获得 IPv6 Ready Logo 数量居全球第一（包括大

陆和台湾地区），达到 768 个，之后依次是美国 744

个、日本 434 个、韩国 148 个、印度 42 个。

105
近日，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 教高函〔2018〕5 号 ) 精神，

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基础上，经综合评议和公示，

教育部决定认定 105 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为首批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并予以公布。

152亿
近日，2018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了《2017 年度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

规模已达 152 亿元，同比增长 26.7%。数字阅读用户已

接近3.8亿，同比增长超17%，用户分布向全年龄段拓展，

其中青年阅读用户占比超七成，偏爱家庭、文艺、教育

类内容。

91.6%
近日，麦可思研究院在京发布《2018 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报告显示，2017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

就业率为 91.9%，与上一年基本持平。2017 届高职高

专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 92.1%，首次超过本科毕业

生（91.6%）。人工智能为毕业生创造了更多机遇。

6.3 万亿
6 月中旬，第一阶段全功能完整版 5G 标准正式出

台，5G 商用进入全面冲刺阶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发布的《5G 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预测，到 2030 年 5G

有望带动我国直接经济产出6.3万亿元、经济增加值2.9

万亿元。

“最近做了一个关于美国基础教育领域未来学校的专题研究，

确定了四类‘未来学校’：第一类是美国硅谷精英创办的高科技

理想学校。第二类是虚拟学校，是全日制在线学校，美国大多数

州都有覆盖。第三类是以工程技术课程 (STEM) 为主的学校，美国

各州都有许多实验校。第四类可以冠以‘另类创新学校’的名称，

跳出技术看教育革新。所以，教育创新可以有不同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祝智庭教授在接受

《中国教育报》采访时提到如上的观点。

“不要因为一些症状就轻易给自己戴上‘游戏成瘾’的帽子，

‘游戏成瘾’入病的最大意义，应该在于全社会关注这样一个现象，

而不是对号入座，过度将之当作疾病来处理，而放弃了当事人在

行为上的自我约束。”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发布的第11次修订版《国际疾病分类》

（ICD-11）的分类目录中，正式将“游戏成瘾”归为精神与行为

类疾病。这个目录自今年 6 月 19 日起正式生效，“游戏成瘾”是

一种病的新闻近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对此，郑山海医生在

光明网刊文发表他的观点。

“教育部启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以来，各教

学资源库的参与建设院校，都面对‘怎么建、怎么用、怎么评’

的问题。以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为例，为破解三个难题，

在建设中，主持院校联合全国 3 个行业协会、45 所院校和 50 家

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需求调研与顶层设计，运用虚拟现实、

三维动画、云计算等技术，金融专业教学资源库构建起在线学习

社群，为实现多元评价，这个资源库还设置了校企‘在线双导师’，

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开展‘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

——中国高教学会高职分会秘书长郭福春发表于《光明日报》

的文章中，给出如上的案例。

“在2018年认定的首批612个‘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中，布局建设了 57 个人工智

能类项目；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国共有 71

所高校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设置了 86 个二级学

科或交叉学科。接下来，一是尽快落实相关

支持政策。二是引导高校用好学科专业设置自

主权。三是高校要统筹资源配置、加大探索力度。”

——6 月 8 日，教育部教育奋进之笔“1+1”系列发布会第四

场在浙江召开，现场解读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介绍了教育部近期工作重点。

《声音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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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生的教学空间重构
教学空间重构的背后是教育理念的重构，不可忽视的是，它必须紧扣一个宏大的命题——

新时代的人才培养。

文／本刊记者  王左利

2018 年《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中再一次提及“重

新设计学习空间”的概念，这是近三年来《地平线报告》

对它的第三次提及。不同的是，它已经从 2017 年的“中

期内趋势”成为“短期内趋势”，预示着改造学习

空间这件事到了决策者们不得不将其提上议程表的

时刻了。 　　

重新设计学习空间，其宗旨在于，在数字化技术

的支撑下，对物理教学空间进行多样化的设计，帮助

个体和群体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学习方式，让环境为学

习者的成长注入新的动力。 

学习空间重构历程 　　

当把不同学科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教育将会变成

什么样子 ? 当教室主体从教师转为学生，教室应该做

出何种形式的转变？当协作、沟通、交流成为教室的

常态时，大学培养出的人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

是最初大学进行学习空间改造的出发点。 　　

密歇根大学的媒体联合体是被广泛认为的第一个

大学基于数字化技术进行空间重构的案例。在当时无

疑是极具改革性的，这个项目推翻了传统图书馆的改

造思路，别出心裁地将图书馆改建成一个跨领域、跨

学科的数字化工作区域，为工程、建筑与城市规划、

音乐、艺术四个学院服务。 　　

2006 年，EDUCAUSE 出版了《Learning Space》，

这是第一本系统介绍学习空间的专著。该书指出，学

习空间，不管是物理学习空间还是虚拟学习空间，都

应能让学习者聚在一起，让他们或是探索，或是协作，

或是讨论。在 2012 年，美国学者 Brooks 对传统教室

的教学成果和新型教室的教学成果进行了对比研究，

研究后他认为，不同的学习空间塑造不同的教学行为

和不同的学习行为，学习空间和学习活动关系密切，

特定的学习空间会激发和促进特定的学习活动。 　　

到 2015 年 末， EDUCAUSE 发 布 白 皮 书《 下 一

代数字学习环境：研究报告》（The 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A Reporton Research），

这份报告指向一个关于未来教育的问题：为了培育适

应未来社会的人，我们该如何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以

使之支撑新时代的教育目标？该报告更多地着眼于数

字化的教育应用和教学系统。在 2016 年，《地平线报告》

首次提出，对教学空间的重新设计是中期趋势。两者

关注角度不同，前者从系统软件角度出发，后者从物

理硬件角度出发，但都体现了一种对未来教育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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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促进创造、支持动态指导、鼓励学生之间的

讨论和合作。”     　　

现在，学习空间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尤

其是其作为学校教育变革的抓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

的国家、地方政府、各级各类学校的关注。 

环境改造与人才培养 　　

在国内，空间重构最初的响应者是图书馆。这源

于图书馆本身的空间属性及跨界、综合基因。许多图

书馆进行了空间的重新布置，不同功能的空间设计用

于满足读者的个人学习、团体协作、项目研讨、信息

分享等多元化活动。 　　

空间改造首先面对的一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在

整个空间改造中，满足学习者和教师的多元化需求是

空间设计的头等大事。因为，在新型的学习模式中，

学习者拥有了不同的学习情境需求，不再是传统上那

个被假想了只有一种或少量几种需求的学生了。 　　

从近期教室改造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教学空间改造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呼应教学方式的改变。2017 年，北大

开始改造地学楼，全楼 33 间教室中绝大多数改成研讨

教室，这样的改造主要是为了北大小班教学、小班研

讨做环境准备。2016 年，清华将三教 7 间扶手椅教室

改造成讨论教室，将桌椅更换为变形桌椅，只要将桌

子旁边的副板撑起来，就可以将六张方桌围成一个圆

桌展开讨论。 　　

如果说其他学校的教室改造还是各自独立的话，

华中师范大学的教室改造则能看出与学校整体战略的

融合。对他们来说，重构教学环境是学校推进人才培

养体系的八个维度中的重要一环。他们从基础设施开

始，打造了一个技术先进、充满交流乐趣的新一代学

习环境，他们对环境的改造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

融入到了学校的整体发展中。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杨

宗凯说，“当环境改变了，学习才能改变。” 　　

教学空间的改造并非难题，难题在于当环境改变

之后，学校的教育远景目标是否可以在此支撑下得到

实现。因此，这样的环境改造必须要紧扣一个宏大的

命题——新时代的大学人才培养。也就是说，大学要

创造一种环境和体系，使得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里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能使得学生在大学四年

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实现在学识、技能与智

慧上的成长。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养成学生主动

学习、终身学习、勇于探究、善于合作的习惯与特质，

以适应新时代社会多元性的发展与变化。 　　 

教师的关键角色

并非当物理环境改变，期待中的教育上的转变就

会顺其自然地发生。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人的观念的

改变。北京大学教授汪琼认为，在这样的空间重构中，

一定要分清楚人机区别——哪些是人来做的，哪些是

机器来做的。她重点提到教师的角色，“教师就是要

带领学生游花园，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指引。” 　　

在不断涌现的教学空间改造的潮流下，我们要注

意什么？ 　　

首先，空间的改造一定要基于教育的需求，环境

设计与教学目标不能分割。“学习空间目前是建筑学

和教育学之间的一个真空地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焦建利表示，学习空间的建设离不开其背后的设计思

维、美学、人体工学、建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

教育学等相关的知识和智慧的融通，学校在实施教学

空间改造时，要考虑到这些学习空间背后的全新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哲学。 　　

第二，以信息技术支撑的教学改造要避免陷入

唯技术论。汪琼提到，教室空间的改造应当是基于

学校总体战略的，其改造需求不能被企业牵制，导

致过分依赖技术和过渡使用技术，从而产生副作用。

如近期在社会上争议很大的学校教室摄像头的安装，

她表示，这样的技术应用其实是不符合需求的，不

仅有悖于隐私保护，而且对校园的创新环境也是一

种伤害。 　　

第三，学习空间的重构背后蕴藏的是对学习与教

学活动流程的再造和再设计。学习空间的重构，绝非

装修教室和重新布局那么简单，也并非对相关技术装

备的优化采购和科学决策那么简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环境改造是对未

来教育和未来教学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处于

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教师必须做好课程设计，使学

生更有效地参与到教学的过程中，让他们思考、分享、

跨界探讨，最终培育出大学理想中的学生。这也是一

个文化铸造的过程，那些对此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教

师，将成为学习空间改造过程中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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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智慧教室的改变从无纸化课堂开始

《中国教育网络》：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更大

可能地改变教学空间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的问题。围

绕智慧教室的打造，您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焦建利：教室问题是各级各类学校基础的议题。

学习空间的不同布局，影响和制约着不同的学习活动。

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智慧教室，能否从无纸化教

学开始？第二，平板电脑到底在教学中应发挥什么作

用？第三，技术引入引发了课堂教学结构的哪些变化？

《中国教育网络》：为什么您第一关注到的不是

空间，而是无纸化教学？

焦建利：今天，许多所谓的电子书包教室和 / 或智慧

课堂，本质上和 20 年前的计算机教室没什么两样。我们

为什么不用新技术去创建无纸化课堂来体现“智慧”呢？

《中国教育网络》：您理解的无纸化教学是什么

样的？

焦建利：无纸化教学是通过技术的创新应用，借

助移动终端和各种支持在教室内和教室外的学习和教

学实务的应用（APP），来替代、增强、重塑和改造借

助印刷本书籍和纸质材料的教学，创新学习方式和教

学模式，提升学与教的生产力。

《中国教育网络》：创建无纸化课堂推广的难度

在哪？

焦建利：现在国内几乎 98% 以上的智慧教室系统

（LMS）存在以下这些问题：一是对平板电脑进行了

管控，学生不能下载 APP；二是有许多企业，没有给

予教师替代传统学习和教学实务（如记笔记、做练习、

分享、对比讲解、集中展示等等）的应用；三是老师

不知道去哪里找到类似的应用；四是不敢去尝试，怕

出错；五是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缺乏对平板电脑教

学法的研究，也很少有相关的培训支持。

教学法创新乏力是主要问题

《中国教育网络》：针对智慧教室建设，您觉得

目前主要有哪些难题？

焦建利：普遍面临几个难题：一，部署缺乏系统

思考。绝大多数“智慧教室”，是在常规教学的基础

上打补丁。例如，“弹性离校”要改革，随之贴上相

关的补丁，这样，补丁越来越多，学校负重前行。缺

乏系统思考，是当前学校“智慧教室”项目的第一个

难题；二，设计缺乏科学规划。类似教育改革项目仓

促上马，盲目冒进是最常见的现象；三，管控，陷入

实际应用上的两难抉择。安装管控软件，禁止学生未

经许可下载 APP。这是国内绝大多数“智慧教室”项

目最常见的做法。不仅如此，还有相当多的学校不允

许学生将平板电脑带出教室；四，系统在教学业务流

程再造上先天不足。例如，最常见的问题是，一方面，

绝大多数教育信息化相关企业缺乏良好的教育基因，

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没有办法让企业对教学业务进行

“精雕细琢”，结果，使得绝大多数的解决方案在富

技术（一对一）环境下的教学业务流程再造上存在问题。

《中国教育网络》：教师和学生对智慧教室的接

受程度如何？ 

焦建利：教师方面，很多时候，智慧教育项目的

上马，并非教师的意愿，更多可能是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领导的推动，或者是学校校长的决策，更多的是教

育信息化相关企业的驱策。

教学空间重构下的理念变革
——访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焦建利

焦建利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
学院博士生导
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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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上马后，教师接受专家的培训，企业的讲师

努力教一线教师学习系统的使用方法。

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思考和科学的规划与设计，

项目上马仓促，系统本身存在先天的局限性，培训主

要聚焦在系统的操作和使用，而教师的信息素养和信

息化教学能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提升，结果是走进以

平板电脑为基本特征的智慧教室，绝大多数教师无所

适从。

学生方面，主要是学习支持服务不到位。技术为

教育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平板电脑提供的

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在慕课教学实践中，在翻转课堂

教学探索中，和“智慧教室”项目中一样，对学生的

学习支持服务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的学习支持服务不

到位是普遍存在的“智慧”难题。

《中国教育网络》：当前，随着智慧教室的推进，

教学方法上仍然存在哪些问题？

焦建利：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基于平板电脑和

APP 的教学法创新乏力。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例如，

究竟应当如何基于平板电脑和 APP 开展教学？在智慧

教室项目上马之后，学校的课堂教学结构和教学业务

流程发生了哪些变化？为应对这些变化，教师在教的

方法和策略上，以及学生在学习的方法和策略上必须

做出哪些调整和变化？有了终端，有了智慧教育系统，

在课堂教学组织、教学评价和测评、备课等等方面，

会有哪些改进？ 

在国内许多教室里，人们实际看到的是，教室里

多了终端，但包括教学法在内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智

慧教室”依旧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活动依旧是

“Telling”（教：告知）和“Being told”（学：被告知）。

这种教学法上的“不智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

研究没有取得支持教育实践的教学法创新成果，项目

和学校没有给予教师和学生应有的、必须的和适合的

培训及支持等等。

未来课堂的学习空间走向多元化

《中国教育网络》：几年前，您在北京主讲过一个报

告，题目叫《未来学校的模样》，听众对此话题的反馈如何？

焦建利：有不少校长和教师朋友气馁不已。他们表

示喜欢这样的课堂、教室和学校，但是他们无法重新创

建这样的教室，因为他们担忧改变带来的问题，例如正

在使用的教室怎么办？特别是那些空间狭小、班额巨大、

预算有限、制约重重的情况下，如何有所作为？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一些愿意投入资金的

学校已经花大本钱对教室进行了改建，但是并没有起

到期望的作用，您认为是为什么？

焦建利：第一，在华丽的建筑、明亮的空间和巨

额投资的背后，是落后的教育理念。第二，缺乏对学

习空间、教学法以及教育科技的系统思考和科学规划。

《中国教育网络》：您觉得学习空间的重构主要

需要考虑哪些关键要素？

焦建利：学习空间的重构，绝非装修教室和重新

布局那么简单，也并非对相关技术装备的优化采购和

科学决策那么简单。学习空间的重构涉及物理空间（空

间布局、声光电、人体功效和认知功效等）、软件和

硬件配备（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通和

融通）、相关设施（表达展示、分享协作等），尤其

是在这些外在事物背后的对学习与教学活动流程的再

造和再设计。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学习空间的建设中，

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焦建利：学习空间是建筑学和教育学之间的一个

真空地带。在学习空间的建设中，存在着主体性缺失、

科学性缺失和教育性缺失。所谓主体性缺失，这是因

为学习空间的主体，教师、学生、甚至校长，在设计

的时候，却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科学性缺失，是当

前学校设计的设计院，往往缺乏学习科学、教育科学

和教育科技的背景和经验；教育性缺失，是在学习空

间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对教育和教学的特性体现得

不充分，结果使得不少校长和学校把环境育人简单地

理解为挂些名人字画、建设个地理园生物园。学习空间

的设计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工程，学习空间的建设离不开

其背后的设计思维、美学、人体工学、建筑学、认知科学、

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的知识和智慧的融通，尤其是在

这些学习空间背后的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未来学习空间将有

哪些不同？

焦建利：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模式需要的是不同学

习环境的支持。从讲座报告到小组合作、到混合学习，

再到在线学习，都需要不同学习空间的支持。我们的

教室、学习空间，要走向多元化。学习空间会逐步突

出以人为本和个性化设计。未来的新型学习空间，必

须要能够支持学习者的混合学习，支持教师组织和开

展混合学习。未来要打破物理学习空间、数字学习空

间和虚拟学习空间的边界，帮助学习者便捷地穿梭于

不同类型的学习空间。



2018.7 中国教育网络 15

政策与焦点

以改变教室倒逼课堂教学改革

文 / 本刊记者 陶春

《中国教育网络》：厦门大学为什么实施教室

改造？

谢火木：高校教学改革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以往教学改革主要涉及到的是学校和院系层面，如人才

培养方案、专业等，有些会涉及到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但对教学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课堂教学缺乏有力

的改革措施，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模式

还普遍存在。厦门大学主要是通过教学设备与设施的现

代化，规划建设智慧教室，改变传统的公共教室，构建

一种新型学习环境，倒逼教学改革，特别是课堂教学改革。

为了便于师生方便快捷地展示与获取信息，厦门大学

公共教室为课堂形式变化做准备，主要表现在空间布局、

课堂互动、课程录播、智能黑板、智能管理等方面。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是如何实现改变的？

谢火木：在总结第一批智慧教室建设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厦门大学开展广泛调研，组织专家论证，融入“以

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探索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

学生为中心”转变，由“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

转变，从无线网络环境、交互式电子白板、课堂任意分

组、互动教学系统、多终端支持、智能管理、实时应答

系统、课堂大数据分析等八个维度实现智慧教室核心功

能，并提出了最新的智慧教室技术参数及建设方案。该

方案于2017年通过了教育部中央修购计划专家组评审，

截止目前，合计已建成 51 间智慧教室。

具体来讲，在空间布局上，传统教室原有的讲台被

“夷为平地”，教师和学生处在了“同一平面”上，交

流更加顺畅、“平等”。一些造型奇特的课桌全面上线，

安上滚轮，课桌能够任意移动，不仅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

也很舒适，只要进行简单的拼接，还可以“变形”成可

供讨论用的各种形状，便于在课堂上开展分组教学，支

持同学们选择不同的观点进行互动，实现小组团队学习。

创新教室设计，最终目的是为师生提供轻松舒适的

学习环境，打破教学沟通的壁垒。通过发挥教师主导作

用，实现学生主体地位，让“满堂灌”、“填鸭式”教

学方法远离大学课堂，促进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

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中国教育网络》：最初的设想和最后成型是否一样？

谢火木：在课堂互动时，开展分组教学，支持学生

分别选择不同的观点进行互动，实现小组之间的团队学

习。在多终端学习中，平板、手机、笔记本等移动终端

通过 WiFi 均可实现接入。学习过程与成果能够便捷地

在不同终端之间展示与分享。教师可以在课前准备好

问题，也可以在课中即时出题，通过课堂无线应答系

统随时了解每个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便教师

可以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与内容；同时还可随时进行教

学效果评价。

传统教室中的多媒体投影机、布幕消失了，变成了

智能黑板。它如同一个大的 iPad，教师可以在上面实现

编辑、标注等功能，并可实时保存，这让教师授课、讲

评不再局限于讲台，可以大展身手。

谢火木 

厦门大学现代教

育技术与实践训

练中心主任

编者按：

2016 年，厦门大学将传统的多媒体教室改造成智慧教室，换掉传统的教室“排排坐”固定模式。同时，通过打造课堂教学

的新模式来倒逼课堂教学的新革命。为此，记者采访了改造工作的负责人厦门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实践训练中心主任谢火木、

在改造后的智慧教室授课的厦门大学医学院护理系副教授沈曲以及上课的学生，一起探讨教室改造后的教学模式改变。

——访厦门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实践训练中心主任谢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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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曲是厦门大学医学院护理系副教授，在厦大将

教室改造成智慧教室后，她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基于

拼图合作学习的“SPOC”翻转课堂。

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她主动申请到智慧教室上

课。沈曲说，同传统的教室比，智慧教室宽敞明亮，

有五个显示屏，而且教室里的桌椅都是可以移动的，

可以根据老师的想法进行组合。“因为我一直想做翻

转课堂的教学，所以这样的教室挺符合我的期望，使

用起来也不难，挺容易适应。”沈曲说。

沈曲认为，能让智慧教室充分发挥效能的主要因

素在于教师。教室虽然改变了，但如果教师的教学理

让“互动”的发生更加自然

念没有改变，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这个新的教

学空间和环境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物尽其用。“所

以说，关键在于教师的理念改变。老师要去学，要去

改革原有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

在主动申请采用智慧教室后，沈曲也主动地对教

学的模式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上课的时候，现

在基本上不是我在讲，因为课前学生都已经学过了

相关的知识和视频材料，课堂上我们就进行相应的

讨论。”

通过一年多的翻转课堂教学，沈曲感觉到，学生

对这种探讨式的教学还是很欢迎的。

“其实，如果你在智慧教室上课，但采用的仍然

是传统授课模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实

际上，这个课堂与以前的课堂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

的改变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五个屏幕，学生可以把屏

幕看得更清楚。所以，如果没有转变教学模式，还是

传统的课堂模式的话，就不会很好地利用好改造后的

空间。”沈曲说。

伴随着教室的改造，这堂课进行了翻转课堂。教

师将学习者划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分别到

不同的专家小组研习某一子课题，然后回到原来的学

习小组将在专家小组习得的内容教授给本组其他学习

者，学生们把它称为“表演”。2016 级学生张潇迈说，“课

桌能够任意移动，方便我们进行课堂上的表演。在表

演中，我们发现班级同学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大家

都喜欢表演，也锻炼了大家上台表演的能力，很有趣。

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个人的一分钟演讲。”

另一位学生边妗伟则表示，“在改造后的智慧教

室里，教室里面的桌椅都是可以移动的，展示、讨论

都很方便，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各种终端都能很便捷

地接入学习，课堂参与度更高了，课后对知识的接受

度比其他课程更高一点，学习气氛挺好。”

沈曲 

厦 门 大 学 医 学 院

护理系副教授（在

改 造 后 的 智 慧 教

室 开 展“ 基 于 拼

图 合 作 学 习 的

“SPOC” 翻 转 课

堂的授课老师）

左图为厦门大学教室改变前，右图为教室改变后

特点：百变课桌，既可单独使用，也能够拼接起来组成一个大圆桌，方便学生交流讨论，不用的时
候还能折叠收起，节省了教室空间。教室后方设有录播摄像头，教师通过“一键式”操作，可以实
现教学全过程录制与实时播放。教室四周墙上无处不在的电源插座和网络接口，为富媒体分享、多
终端学习、跨终端互动等各种高端功能的实现提供了便利。

如果教师的教学理念没有改变，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这个新的教学空间和环境的

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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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在创新信息化战略推进的

机制与路径、促进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推

动信息技术在学校业务管理与服务中的深化应用和助

力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在信

息化建设对教学的支撑及技术创新方面，主要做了以

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创建实体 - 虚拟 - 社会组织

三空间融合的智慧学习环境，二是精准教与自主学的

数字内容资源制作，三是数据驱动与过程驱动的教学

评价与辅助决策，四是教育协同创新与精准扶贫的办

学空间拓展，五是基于教育信息化标准与规范的引领

辐射。 

信息化环境下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在新环境上，华中师范大学从八个维度进行了人

才培养体系重构。

第一，创新培养理念。形成有利于信息技术深度

融合的顶层思想设计。确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

养理念，促进“四转变”。在理念上，从以教为主向

以学为主转变；在思路上，从以专业教育为主向以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为主转变；在方法上，从以课堂为

主向课内外结合转变；在评价上，从以结果评价为主

向结果和过程评价结合转变。

第二，重构教学环境。实现了云加端的一体化学

习的三个空间深度融合，学校率先提出物理、资源、

社交三空间融合的理论（如图 1 所示）。

第三，重修培养方案。注重学生全面、个性化和

自主性的发展。2013 年，学校重新修改高校人才培养

方案改革，把原来的 180~190 学分压缩到 130 学分，

有的专业可能会压缩到 110~120 学分。这样一来，传

统的课程资源、传统的教学方法和传统的空间实际上

就发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变革教学过程。形成以数字化、研究性学

习为特征的新型课堂教学形态。华中师范大学所有教

师都有自己的个人网络空间，通过云课堂，使得课前、

课中、课后流程再造实现无缝衔接。

第五，创新评价方式，形成了数据驱动的教学评

价。基于大数据进行学习，学生学业平时成绩在课程

总成绩中比例从 20％调整上升到 60%，最高可达到

80%，强化过程评价。具体包括实时监测、在线评教、

学习分析系统、满意度测评以及线上线下测评，实现

全程跟踪。

第六，发展教师能力。加快信息化环境下教师角

色转型，重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体系。信息化

条件下，教师角色要在 6 个方面进行转型，成立了专

门的教师发展中心，加强培训力度。

第七，营造教学文化，形成重视信息技术融合的“尊

重教学、崇尚创新”的整体氛围，同时设立华中师范
图 1  三空间融合模型

华中师范大学

打造三空间融合的智慧学习系统

李鸿飞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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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学节。

第八，构建育人生态。形成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

育人环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

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以及管理服务育人“五

位一体”育人的新的生态。

华中师范大学从 2012 年将“信息化”做为学校发

展战略，针对信息化时代人才需求，从八个维度推进

改革，实践了互联网背景下教育大数据驱动的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重构了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针对传统人才培养体系相较于“互联网 +”背景下诸多

不适应，教育信息化战略推进基本策略是：不只是利

用信息技术改变某些教育教学环节或内容，更是致力

于通过全面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从

整体上系统重构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符合 21 世

纪人才全面、个性化、自主发展的学生。

下一代教育视角看三空间融合智慧学习系统

华中师范大学聚焦下一代教育四大关键主题：

一是教学的精准化，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为支撑， 在保障规模化教学的前提下，实现

差异化教学、精准化教学，已经成为可能；二是学

习的个性化传统学习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

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界限日益模糊，在线学习、移

动学习、智能导学等需要适应学习者为中心；三是环

境智能化，教学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更加智能化、

更加有利于促进教与学绩效的智能化教学环境成为教

育系统关注的焦点；四是管理智慧化，教育管理体系

和运行机制更具智慧，能够为教学提供更好的支持，

使教育系统的运行效率、决策水平、服务能力大幅

提高。   

教育大数据关键科学问题主要包括：复杂环境下

学习大数据的组织、分析与理解；规模化教育中的个

性化学习；大数据环境下的学生学习能力的多维度评

测；规模多源异构学习数据的采集与建模数字化学习

资源的整合、推送与评价数字化课堂绩效评估模型及

方法；学生发展数字全模型；大规模在线教育适应性

学习理论与系统研发等。

华中师范大学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智慧

教室”研究和建设，先后建成先进数字化教室 60 

余间，实现了富媒体内容呈现、即时师生互动、学

习情境感知、自适应教学服务等功能。同时，云端

教室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1. 云端一体化教学平台；

2. 课堂教学智能交互系统；

3. 学习行为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

4. 教室公告板及电子时钟；

5. 课堂场景自动生成系统。

当学校提出三空间融合的时候，后台必须有强大

的支撑性平衡，需要建立云端一体化教学数据采集与

分析平台。数据驱动的各类数据伴随式采集与分析目

标要素，数据采集包括课堂教学音视频数据、线上课

堂交互行为数据（课前预习，课堂交互，随堂小考，

课后测验）。关联分析则是对学生个体情况、学习

进度、测验统计、作业参与、答疑互动等行为进行

分析。对教学过程中的“抬头率”等数据进行分析、

统计和可视化。分析报告包括学生个体学习历程、

学习状态、学习效果分析报告以及学生整体学习分

析报告。

通过对学校教学与管理业务流程的优化与重构，

能够为学校各院系提供教学管理服务，为任课教师提

供教学支持服务，为学生提供将虚实结合的学习服务，

为学校提供支持在线教学的学习监督、管理服务。例如，

可以对学生课堂行为分析，如图 2 所示。

教育现代化必将是构建在互联网上数据驱动的新

教育，会涉及技术和教育，教育信息化从 1.0 到 2.0，

甚至未来走向 3.0，最终技术会实现全面融合，把教育

目标（全纳、优质、公平、终身教育）凸显出来。

图 2  对学生课堂行为分析

让每一间教室智慧联动起来

（本文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李鸿飞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高校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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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教育和课堂信

息化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通过以高性能、可扩

展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为基础，借助物联网、云计算、

虚拟服务器等技术，将预约系统、门禁管理、智能桌

面管理等子系统进行集成，从而实现行为分析、流量

分析、课堂教育技术支持等，对外经贸大学打造基于

智慧教室的智慧教学、智慧评估、智慧管理四位一体

的整体解决方案，构建全新教育生态操作系统，打开

未来教育的真正入口，有效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支持

管理水平，为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如图 1 所示。

师生都是信息技术和科技产品的使用者。但是他

们都需要学习如何把互联网和技术融入到课程中。有

效融合师生能方便使用的各种媒体，会让学习和使用

变得更简单。很多教师都在尝试一些让学生更积极投

入课堂的新方法。我们的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以及

时对答的形式提问，并及时给与解答；或在课堂上将

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就某个专题进行研讨，然后再回

到全班的课堂讨论中。

本文介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智慧教室为基础的教

育生态构建，主要基于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让学生更便

捷地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投入学习，并且让教室拥有多

种功能来支持不同的教学方式，突破传统的教师讲授、

学生听讲的“单一填鸭式”教学模式。

智慧教室实体空间布局与设施

教育学者多林·莫纳翰使用过一个词语——“内

置教学法”来说明“教育理念的建筑式体现”，即空

间设计的方式可以改变在这个空间内的学习。桌椅的

不同高度释放出不同类型的合作和思考模式。我们重

新设计的计算机实验，每一个机位充分利用原有空间

的大小，并根据以往课程人数需求情况，最大化兼顾

利用率和人体工程学舒适度。每个机器都配备双屏显

示屏，并配套安装 Wind 资讯终端等。

除了传统的投影幕布、U 盘拷贝技术，如今镜像

投射技术发展很快。我们在新建设的实验室里面引入

Media Space， 以及 Air Parrot、E-Z cast 等镜像投射

技术，以满足不同设备的师生在不同的课堂场景进行

应用，进一步拓宽课堂分析与展示的渠道，并以其独

特的方式提高内容翻看及分享的效率。MediaSpace 融

合了家具和媒体，通过这个解决方案，师生只需把一

个 Media Space Puck 连接到电脑的 USB 端口，就能通

过桌上的整合式屏幕展现电脑中的内容。每一个研讨

桌配备了两个显示屏幕，可以展示相同的电脑内容，

也可以展示不同电脑的内容。学生用他们的电脑展现

课堂外或课堂内的工作成果，并互相给予意见。引入

科技本身不是目的，科技所支撑的教学以及人才培养

目标才是根本，这些新的投射设备的引入让分享变得

更简单高效。

建设小型研讨间，进一步支持案例教学等教学方

式。并可以通过 360 度全方位摄像系统对研讨过程进

行记录，并上传到 Ocale 案例教学平台，方便教师事

让每一间教室智慧联动起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图 1  智慧教室为基础的智慧教学、智慧评估、智慧管理四位一体生态
操作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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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查阅和指导学生的课后小组讨论情况，或者不同的

小组之间交流讨论。这一解决方案有效回应了小组作

业搭便车的问题，以及课后学习和技能训练的效率问

题，有效延展课程内容。

在实验教学楼里面设计教师开放办公区，为教师

指导学生实验和研讨的同时，进行办公和金融数据库

使用，提供便利场所，有效解决高等教育“下课找不

到老师”的问题。开放办公区和研讨室、数据下载区

一起，不分专业和年级，同时承载“休闲”功能，形

成“创意集市”，重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

创造一种快速传播思想的文化。

整个建设遵循“从需求中来，到需求中去”的科学

建设原则，做好需求管理，避免盲目建设。通过问卷调

研、师生访谈、需求分析、方案反复确认与商议、建设

并跟踪反馈等，并直面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中的痛点问

题，利用信息手段和大数据进行分析。

虚拟空间建设

虚拟环境是智慧教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别于

传统教室的重要内容。随着越来越多设备与网络连通，

从“课堂讲授”到“合作学习”的改变，虚拟空间建设

变得越来越重要，需要创造能够提高易用性、参与度、

合作学习的服务未来学习的智慧教室。

建设智慧教室虚拟空间，在教室管理系统和软件

的选择上，除了引进成熟教学平台，根据教学一线需

求与管理经验进行自主研发是学校智慧教室建设的最

大特点。

虚拟空间建设主要包含广播系统（用于实现教学

过程的实时监控，具有锁定学生屏幕、文件传输等功

能）、虚拟机系统（可为每个学生分配虚拟计算机系

统和空间，解决学生软件安装苦恼，学生可以远程管

理自己的虚拟计算机系统，在上面进行计算机编程、

写作业等任务操作）、预约系统（提供 24 小时自助预

约服务）、智能管理系统（为授课教师一键控制多媒

体设备提供便利，同时完成无线点名、教室多媒体设

备集控、远程控制等功能操作）、灵活的桌面计算机

操作系统（OS）调度（管理人员灵活调度课程所需要

的操作系统和对应的软件，为不同课程快速提供稳定

干净的教学计算环境）。

每个教学空间均安装广播系统，实现集中或单层

教室或跨楼宇播放和寻呼，保障音质清晰流畅，极大

地降低人力成本。

预约系统在现有的人力情况下保证相关教室和资

源的充分开放，同时有效记录师生使用教室和资源的

情况，供数据记录、行为分析，为教学和管理提供参考。

虚拟机系统打通课上课后云实验教学计算平台，

极大地降低了实验室部署虚拟机的管理成本，让 IT 管

理人员能够几乎零成本为师生部署设置个性化学习环

境，在现有人力情况下满足个性化教学需求，进而实

现个性化教学方法在课堂的有效落地。通过虚拟机系

统，师生可以 24 小时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使用实验室计

算资源，极大地提高实验课程的实践性。

评估与管理体系建设

智慧教室为基础的智慧教学、智慧评估和智慧管

理四位一体的有效生态系统才能真正实现智慧教室在

人才培养上的目标。打造智慧教室的设计中，技术的

实现、支持、维护、管理成本和难度是着重评估和考

虑的。成本的高低及难易程度直接决定管理人员能否

给师生提供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教学环境，决定管

图 2  智慧教室建设总体拥有成本考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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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能否为师生提供更多更细致的教学支持和服务，

进而关系到能否激发师生使用这项技术用于教学活动

的意愿和动力。我们考虑总体拥有成本。如图 2 所示。

总体成本中，最重要的是智慧教室的技术支撑服

务体系的可持续性，这是决定智慧教室为基础的未来

教育生态系统能够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智慧

教室的技术人员进行多重身份分析，与智慧教室的有

效运行相适应。如图 3 所示。

打造智慧教室为基础的未来教育生态系统的设计，

向金融专业学生提供基于 Python 的量化交易课程的教

学和培训，训练学生用编程进行数据处理的能力。建

立师生在使用智慧教室出现问题时寻求帮助的“唯一

接口人”机制。这个“唯一接口人”为高水平技术人员，

其通过接收师生描述的问题，快速判断问题产生的原

因，并分派相应的技术人员去解决，提升问题解决效

率和技术人力资源的运转效率。

跟踪反馈与评估是该未来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部

分。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研究新技术和新兴科技，

寻求机会在智慧教室试用；协助教师定位，构建和集

成支持多种教学模式的技术；自主研发软件工具。研

究团队还通过对一线技术人员记录的智慧教室发生的

问题数据库，以及预约系统、智能化管理系统所收集

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进而找到进一步从根源上解

决问题或改善问题的方法。研究团队致力于架起智慧

教室与有效课堂的桥梁。

使用效果分析

为有效跟踪智慧教室投入使用的效果，对师生的回

访非常重要。每学期末我们对使用智慧教室教学的师生

进行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进行效果跟踪。同时，学校

智慧教室建设探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兄弟院校前来参

观交流，同来访人员交流的同时也进行问卷调研。

在课程设计与教室选择上，多数教师出于改变和

优化教学方法的目的使用新改造的多媒体小教室，并

充分肯定多媒体小教室提供的灵活可变的场所对于开

展多种类型的教学模式，如辩论、小组讨论、学生展

示和情景模拟等的支持，并认为这是对他们尝试不同

教学方式极大的鼓励，无缝衔接变换教室格局的实现，

让他们的国际化教学理念有了充分落地的土壤。（见

表 1）学生在金融创新实验室的小组写作讨论各方面都

很好，学生的情感和体验上都展示了积极的一面。

在技术支持与教学体验上，技术含量高的实验室，

总体的教学体验反馈也很好，特别是对从技术人员处

获得支持服务方便，教师满意度非常高。这也充分肯

定了我们改革智慧教室、引入技术设备的同时，做好

技术使用培训和后期支持，对技术人员的多重身份充

分分析、“唯一接口人”的制度与措施。

从来访人员中获得的数据表明，其对智慧教室建设

为基础的四位一体教育生态系统打造印象深刻，且来参

观交流主要目的也是想交流学校如何建设信息化的教学

手段。充分反映学校智慧教室建设为基础的四位一体教

育生态系统对全国高校的示范意义。

空间是教育变革的突破口，未来教室生态必须适应

未来教育需要，未来教育也需要合适的未来教室生态支

持才能有效发展。信息技术发展普及，“互联网 +”时代

大背景下，学生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被影响。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智慧教室设计与应用的多年探索与实践，力求

让每一间教室智慧、联动起来，让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有

效落地，为新时代人才培养服务，并看到初步成效。未

来 LSRS、CSRS-S 等工具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将提供更多的

科学询证分析，为智慧教室为基础的四位一体教育生态

系统的人才培养意义提供更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愿意选择小教室上课的原因 比例

A. 教务处的被动安排 16.67%

B. 教室有灵活移动的桌椅，方便组织多种教学形式 83.33%

C. 教室有无线投影技术，方便学生分享资料 16.67%

D. 教室的规模与课堂学生人数的规模相匹配 33.33%

E. 液晶显示屏效果好 0.00%

F. 希望了解和尝试新技术 33.33%

G. 希望改变和优化教学方法 83.33%

表 1  多媒体小教室教师满意度调查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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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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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慧教室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生态系统对技术人员的多重身份要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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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提出了智慧教室的概念。与

国内近年来各大高校探索智慧教室最大的不同是，国外

大学的改造更加优先重视空间尺度和环境色彩对于人的

行为和情绪的影响。而我国高校近年来的努力，更多是

将注意力聚焦在 IT 及互联网技术、设备的升级上，军

备竞赛般的设备及系统的大比拼在各大高校之间如火如

荼。但在这一过程中被严重忽视的却是：承载这种教育

模型巨大改变的人的行为及心理因素，会受到环境空间

的重大限制与影响。这种忽视与我国美学与建筑学教育

一直处于专业领域的培养而未能纳入通才教育之修养和

审美的基础学科有着很大关系。

很多时候，有些高校即便考虑到了空间环境的影

响，也往往更容易把改造设计直接交给装潢公司，甚至

连设计费的预算都不会出现在财务预算的清单里。严重

低估甚至忽略在教学环境的改造过程中前期调研与空间

设计的至关重要的价值。而造成的结果要么是无缘由地

过度装饰和炫技，使得学习环境变得喧宾夺主般的散乱

和喧嚣，要么是另外一种完全功能主义且毫无关怀的冷

漠与乏味。

智慧教育的意义

回归到“智慧”二字，中文里，“智慧”二字贴

切而清晰地表达着“日知而心慧”的教育本质。

我们的大学教育要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特质？腾讯

一丹奖基金会委托经济学人智库采访了包括耶鲁大学

前校长、新西兰教育部长在内的 17 位教育界人士，总

结出了 6 个未来教育需要着重培养的学生特质：

1. 跨学科的能力，跨出目前的专业细分的条框，

具备多领域综合技能；

2. 创新和分析能力，未来，想象力比掌握具体知

识更重要；

3. 企业家精神，培养勇于冒险、勇于承担责任的

人格特质；

4. 掌握数字技术，让学生适应未来与机器协作的

工作环境；

5. 领导力，团队合作、全局思考、使命感；

6. 全球视野和包容的人文精神，让学生具备更宽

广的发展潜力。

基于这样的目标展开解决问题的过程，才会呈现

一个自然亲和而充满生命与活力的大学教育新模式。

教育如何围绕这样的目标，在教学模型与评价体

编者按：

教室改造的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

是建筑师对于教学的了解，这历来被认

为是教室改造的难点及真空地带。那么，

在一位懂教育的建筑师眼中，教学空间

重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建筑设计应如

何呼应教育变革的需求？家具在环境中

承载着什么作用？这里我们分享一位建

筑师的观点。

建筑师眼中的教室重构

视角一：理解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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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与学习行为的改变，是教育空间与环境

配合改变的基本依据。

我们根据不同的学习需求，来看空间设计将如何

塑造智慧教室的形态。 

讲授型教室 （60~80 人）

国内高校这类标准大教室的现状基本大同小异的

原因在于，现行

的建筑规范里对

于学校建筑这类

空间都有着通用

性要求，包括标

准教室尺寸和比

例、走廊的宽度、

朝向、窗墙比甚至照明、照度的要求等。

由于传统教室的物理空间尺度的限制，这类大班

教室的创新更适合在新建的校舍里，尝试更多互动式

教学的设计。

新型教室被设计成以小组为单位。多小组课堂的

形式更适应于互动强度较高的新课堂教学，使得教学

模式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与灵活性，便于老师创造性

地进行教学课上环节的设计，小组讨论与听讲的过程

可流畅地实现切换。

由于空间高度的优势，这类教室可利用多样的阶

梯或台块的方式

创造更加轻松活

跃的空间体验，

从而引导和激发

学员的参与意愿

与活跃情绪。

在这类空间

里，学生的注意力很难被分散，因空间引导而自然地

融入到小组的关注主题与协作氛围中。如果教师能在

评价设计里加入以课堂小组为单位的综合评价权重，

则这类分组的形式自然形成了组间的某种竞赛，也就

自然建立小组同学间相互约束监督和互助支持的关系。

分享型教室（30~50 人）

这种在自我或小组学习研究后，以展示及分享为

系上进行合理重建，在 IT 技术和硬件系统中进行有效

配置，在教学环境与家具选型里进行专业设计，通过

跨专业的协同与合作形成完整的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是教育行业里正在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我们看来，任何空间都如同每个人一样，有着

特定的气质和性格，在不同的场景里以特定的方式影

响着人们的感受与行为。

什么是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的定义将脱离传统教室的固定模式，能

够在更广泛和更丰富的场景里支持各种教学、研讨、

贡献、分享和自学与探究等多种多样的学习场景。

1. 教室的形态和边界将更加模糊，其功能的多样

性和灵活性也将以更丰富的空间形式呈现。

2. 翻转课堂的兴起将从根本上改变集中授课的课时

比例。学习时间和空间被打破、重构，老师和学生在互

动的过程中，创新地重塑出丰富的学习场景与模式。

3. 智慧教室的空间环境将配合 IT 设备与智能控制

更多地适应多种场景的应用。包括 Wi-Fi 覆盖和投屏、

灯光控制、扫码阅读、远程互动等多元需求的全面响应。

4. 智慧教室应该具备营造鼓励学习、引导探索、

关怀体验等氛围的特质。

评价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的各类空间将与 IT 技术配合收集特定的

行为数据，以反馈教学与学习乃至空间环境的效率与效

果，进而有效地反馈指导并促进教学与环境的不断改善。 

那么，如何评价智慧教室呢？

首先，教学环境的设计能否引导和激发更多的学

习参与和持续学习，是否能有效地提升教师及学生之

间互动与交流，能否使得整个教学过程流畅、自然而

容易充满活跃的气氛，是评价环境设计是否成功的重

要角度。

其次，如同优秀的工具型软件一样，好的教学平

台和学习环境应该有更多的适应性和可延展性。不仅

可以适应基础性的需求，也能适应更多元、更丰富的

创造性应用。功能于不同系统间的互通程度，成为另

一个评价环境及系统平台是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此外，利用行为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将更容易也

更清晰地评价环境空间和系统平台的使用强度与应

用场景的性质，从而避免脱离教育与教学目标的哗

众取宠与造作。

视角二：
不同需求的教室空间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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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更强的个性与

特点，适应不同节

奏和内容的讨论。

有如下模式：

快 会 模 式：

座椅和会桌都较

高，围合站立的

肢体形态暗示一种紧张高效的沟通状态。

头脑风暴：需要提供充分放松和自由的肢体状态，

配合积极的色彩环境，让创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碰

撞流动。

学术探究：更适合比较正规、安静的会议模式。

尽量帮助与会者聚焦信息，建立逻辑性思维状态。

小组及个人的自主学习

支持个体个性化学习的方式是最容易成为贯穿全校

学习场所的多形态元素。穿插于不同尺度的各类空间支

持连续随机的学习行为，支持跨学科、跨年级的互动。

个性化多元化选择的学习场景容易激发个体的自

我意识。在这样的角落或空间里，塑造了“我”可以

有自主的选择和主张。这种环境所提供的自由，自然

地引导出学生主动学习与成长的意愿和行动。

灵活配置的多属性教室

随着信息技术及设备的进步，教学课件与教学形

式的变化将越来越多元化。为了适应各类学科及各类

老师的教学特点，教室在隔断和家具的灵活配置上将

具备更多的适应性。

同一个教室可同时适应讲授与聆听、分组与互动、

研讨与辩论等多样化的改变，这将成为替代通用型中

小教室的灵动模式。

通过隔断与家具的便利组合，不仅可以改变教室

的空间大小，还能随时适应不同教学的模式。

随着中国本土的教育改革的蓬勃兴起，如何在起

点就能关注学校自身文化和学科特点，找到属于自己

的文化基因与教学特点，将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更深

层的挑战。特别是这些年来，由于西方国家在教学创

新空间实践上有了更多的经验与优秀的样板，中国在

整个教育结构性变革过程中，如何能将中国元素、东

方文化融入环境，也是学校与设计需要共同探索取得

共识的课题，大学教育一直都不仅仅是学科与专业培

养的平台，更是文化熏陶素养修成的摇篮。在学习空

间的改造过程能关注文化的打造和注入，也是智慧教

室里责任的体现。

特点的教室空间，更多地要求环境与空间支持独立组

的表现与发挥。教师在这类课堂的角色更多的是指引、

组织和总结评价，如图 1 所示。

这类课堂普遍存在于案例或课题研究型教学中。

目前高校环境的现实问题是分组讨论的条件不足，小

组成员在演示时很难得到同伴的密切支持，小组之间

论点的切换与研讨的展开由于场所限制很不流畅，容

易分散讨论注意力和削减参与热情。因此教室可以通

过家具和智能灯光的配合，建立多场景化的讲演、讨

论及分享体验。

针对“教学相长”的教学环境，这种课程形式，

作为典型的翻转课堂，学生将自己和小组的学习与研

究成果以分享和讲授的形式展现给班级，在同学和老

师的反馈评价中将获得更多的建议与激励，从而进一

步促进翻转式学习的成熟与发展。这类型教室可以有

多种形式的支持，如图 2 所示。

课题组研讨式学习 （5~8 人）

这是一种高强度互动的行为场景，参与人之间需要

在短时间内熟悉彼此，并能顺利建立支持与互动。场景

内需要有画板、屏幕类的演示载体进行讨论或分工的展

示。家具及空间尺度、光线甚至色温的组织将塑造这种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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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三：
教育家具在空间环境中的角色与意义

教育家具在教育空间中存在的形式与意义，绝不

仅仅是在视觉层面给学生及老师带来舒适的感受，更

重要的是，它们在空间中将有力地支持并激励学习行

为，进而协助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教育目标可以更为有

效地发生与达成。

传统教室因灵活家具的配置而发生重大而积极的改变

中国正处于用信息化带动教育变革的新的历史时

期，智慧教室建设如火如荼。然而多数院校对原有教

室规模及形式的改变仍缺少思考或仍持保守态度。目

前，国内教室仍是基于传统的建筑设计规范设计，创

造的是被动性空间，大班教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旧

存在。换装成灵活可移动的课桌椅就成了消除被动因

素，促进多种教学创新开展最适当的解决方案。

教室家具灵活、方便的移动和快速的变化，使得

教师可以根据学习内容和预期的教学成果快速改变空

间格局，以适应教学需要的各种集中授课或分组互动

的丰富形式。另一种形式则是可移动的培训椅与培训

桌可以提供的积极变化。

由于教师的讲桌和椅子也能移动，就进一步解决

了传统固定格局的教室里，后排学生容易分散注意力

的缺陷。在整堂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分组或

教师位置的改变，更容易激励全体学生的课堂参与。

主动学习空间中，教育家具的应用与价值

Steelcase Education 研究人员最近完成了一项深入

的设计研究来更好地认清趋势，并帮助教育工作者思

考如何通过更好地利用空间和科技来改善学习流程。

他们的六项洞见是：

 人与人的连接依然是成功学习的关键所在。

 科技正在支持更为丰富的面对面互动和更高层的认知学习。

 将科技引入课堂需要有灵活度和基于活动的空间规划。

 空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化。

 空间设计需要能捕捉并传输信息。

 高科技和低科技可以并存。

研究人员认为，教室和非正式的学习空间必须具

有高度的灵活性来支持全新的学习行为。

课堂之外丰富的学习空间与设施将同时存在于开放

的场景之中，支持各种协作讨论及专注的自主学习行为。

在近期的高校智慧教室项目中，我们在调研中发

现，国内很多颇具历史的高校，早在很多年前建筑师

就已经为校园建筑预留了大量的开放公共空间，让建

筑得以呼吸和通透。遗憾的是，这些鼓励社交和积极

互动的空间并没有在投入使用后被积极地规划，更没

有安排家具或任何其他可供学习交流的设施，而变为

几乎没有被使用的消极空间。

现阶段，更多地利用家具在空间中灵活的重建能

力，对于在教育改革与智慧教室建设仍处于起步期的

国内高校而言，显然比大刀阔斧的空间改造更为理性

和务实。

家具配置是空间设计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在实际案例里，很多高校会把家具采购与空间改

造设计分离。特别是在近年来我国不少著名高校的智

慧教室实践中，我们常常会遗憾地看到，很多优秀的

家具产品因为没能被得体和适当地安排在被统一设计

并与教学相结合的环境里，从而大大削弱了它们的品

质体验和应用价值，甚至更接近于舍本求末的堆砌。

必须意识到，相同的产品在个体色彩质感的组合

上本身就有无数变化的可能，需要设计师根据场景和

环境的整体配置更适合的组合。

行业思考与期待

从智慧教室改造的整体环境看，除了国际学校

和私立学校外，国内高校智慧教室的改造几乎没有

或只有非常低的设计费预算。国内高校体系更需要

清晰的政府文件依据。但是，就算是新建的大学其

设计依据仍然是 1992 年及 2008 年的规范，而计费

标准也依然是 2002 年的标准。于是大多数优秀的设

计师会选择更加市场化的地产行业，而不会进入这

场具有意义深远的教育变革中。

我们始终相信，教育是一个既需要也值得更多

优秀的设计师参与贡献的领域。无论当下的行业环

境如何，我们都有理由期待时间会带来改变和进步，

但也需要更多的榜样和指引。

 （本文作者先后从事过教育、IT 行业，目前从事建筑设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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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EDUCAUSE 发表了《下一代数字教学环

境：研究报告》（The 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A Reporton Research，简称 NGDLE），

报告指出，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必须具有互操作性和

集成能力，支持个性化，可实现分析、建议和学习评

估功能，能够支持协作，具有可访问性和通用设计。

NGDLE 应该能够整合课程材料，为学生提供有效的资

源导航。为了提供个性化的在线资源，NGDLE 必须整

合各学科的应用 (Apps)，适应不同的教学风格和研究

领域，创设定制的和自定步调的学习路径。NGDLE 应

该使用数据和分析来跟踪学生的进步，告知教师最佳

的行为方式及设计课程的最佳方式。

教学环境的构建

在通往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愿景的历程中，设计

出下一代教学系统，并创造优质教学体验从而提升学

生的学习成效，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路径。这样的教

学系统将能理解学习成效、学生评价、学习记录，并

知道如何为每一个学生找到正确的学习时机。

在 NGDLE 研究报告中，核心的一个比喻是将教学

环境中的每个组件比作一个乐高积木块：如今。教育

者们应当可以使用许多种令人惊叹的教学和协作工具

（“乐高积木块”），这些工具（包括 LMS）有相互

沟通的标准。也就是说，所有“积木块”都有一些共

同属性，可以组装在一起，学生和教师可以一次登录

就进入整个“积木块生态”，“积木块”之间共享结

果和数据。“积木块”都是彼此适合的；它们可以按

需交换和替换，而且有把握做到教学体验不受干扰地

延续下去。

这个乐高方案可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技术壮举。

然而，即便是在“一刀切”的学习管理系统（LMS）时

代，绝大多数教师甚至都不使用一些中级的功能（只

用一些初级功能），而导致这一现象的问题在这种乐

高式系统中会被放大得更严重。很难想象教师们一边

要构建全新的混搭环境，一边要改进教学活动。如果“下

一代”的尝试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完全重构，而且引入“各

色混搭”，那么就会遭受与当前的教学管理系统（LMS）

同样的批评：教师们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未经过培

训来分辨不同技术实现方式之间的细微差别。

人们谈到的乐高积木的隐喻，指的只是像“老式

学校”那样的乐高设计，也就是将有两个、三个、四

个接口的积木块整齐地组合在一起。然而，现在的教

育技术更像是现代的乐高玩具，其中有轮子、火箭发

射器、带子以及各种各样令人惊叹的零件，互相适配

但只有适当配置才行。用户不能将不同的零件凑在一

起，就认为系统可以和谐运转起来，能够为学生创造

出取得成就的教学环境。

因此，教学管理系统（LMS）应当像是一个中枢

神经系统，在通用的教学生态中将各个组件（“积木块”）

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全球视角

编者按：

2015 年，EDUCAUSE 发表了《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研究报告》（The 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A Reporton Research）对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进行了全方位解读。从内容上来说，它属于系统层面，与物

理环境共同构成对下一代教学环境的探索。本文将展示其中关于教学环境、各国的实践、隐私保护三个方面的内容。

图 1  NGDLE 和数据流概要

平台 存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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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起来。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的神经系统至少要做

到能理解学习成效、学生评价、学习记录，并知道如

何找到每一个学生的良好学习时机。

各国实践与进展

美国诺特丹大学

2015 年春，诺特丹大学成立了一个校级委员会来

设计全新的首年体验（First-Year Experience，FYE）课程，

用来取代已有 30 年历史的体育（PE）要求。原来的体

育要求由两门必修的体育课组成，其中包括若干主题，

其目的是协助学生调整自身从而适应大学生活。新的

课程几乎全部关注如何使学生适应诺特丹大学的经历，

包括在校的学术和精神生活、多元文化，以及用来养

成健康生活方式和创造成功未来的各种工具。这个必

修的 FYE 课程是一个全校性计划，在全校范围内服务

于学校教学和学生，他们的专业技能在此得到了统一

整合。因此，这个 FYE 课程成为了开发数字教学环境

的一个完美场景。其中，有一点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一致的课程编制和创新

的技术运用，都是对课程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EDUCUASE《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研究报告》

中提出的 NGDLE 五个特征维度是新 FYE 课程数字架

构中遵循的指导框架，用以弥补当前的教学管理工具

和数字学习环境之间的缺口。学校聚焦于实现“可操

作性和集成”、“分析、咨询和教学评价”维度，适

当注意“个性化”维度并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实现其他

维度来建成 NGDLE。

图 1 展示了 NGDLE 如何汇集起来构建起数据流，

形成了丰富和多样的数据生态和脉动，并因此而实现

学生学习动态数据的可视化。

荷兰 SURF

SURF 是荷兰教育和科研 IT 部门的合作组织，

其 使 命 就 是 通 过 信 息 通 信 技 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创新来提升其 IT 部

门的工作质量。数字教学环境是 SURF 正在应对的主

题之一，其主要目标就是使院校具备构建数字教学环

境的能力，以支持灵活和个性化的学习。

荷兰的高等院校用堡垒和开放城市模型作为比喻

（如图 2 所示），用来确定哪些工具在学校层次管理，

哪些分散管理，还有哪些不需要管理。

许多荷兰院校在自身组织中使用这个模型。该模

型多次出现在数字教学环境的报告展示和愿景陈述中，

为这个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法，而且有助

于确定各个组件在数字教学环境架构中位置。院校经

常倾向于将所有东西都放在堡垒中，但这并不总是最

佳选择。借助这个比喻可以做出更加平衡的选择，而

且这个比喻也为院校从事数字教学环境相关工作的人

们提供了一个共同语言。

在荷兰，根据 NGDLE 的特性开发了一个通用架构。

这个架构模型中的内容和功能来源于多个组件，而且

有互操作性标准让分离的系统可以一同工作。这种“组

件”为教育任务的有效执行提供职能（functionality），

此处的职能指的是全部可能应用（例如功能）组成的

整体。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要由哪些组件构成？要实

现数字教学环境的个性化和灵活性还需要做什么？进

图 2  堡垒和开放城市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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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成还需要什么？

来自十所不同院校的架构师们一起研究了每个组

件的情况：哪些数据需要和哪些其他的组件交换；应

当使用的标准；这些在组件之间交换的数据是流入的

还是流出的；这个研究形成了可以院校在数字教学环

境的设计中使用的一个功能模型。这个功能模型确定

了数字教学环境中最重要的五项标准：IMSLTI（教学

工具可操作性和集成）、IMSLIS（个性化教学信息服务）、

XAPI（分析）、SAML/VOOT（合作）和 OOAPI（可达

性和通用设计）。

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中的隐私保护

下一代数字环境是否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

的“花园”，错落有致的社区地块，或一地本土花草，

保护个人隐私要求互操作性标准有助于确保制度和个

人隐私的价值取向。

在一场会议中，专家们探讨了隐私和在线监控问

题是如何与院校研究相关的。同时还讨论了伦理审查

委员会（IRB）和《联邦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ERPA）》

规定的与涉及学生数据的研究相关联的强制义务，以

及以学校名义进行的研究如何在这些保护之下变成了

一个特色领域。同时，还反复研讨了无处不在的监控

对创新教学环境带来的影响，因为创新教学环境中个

人需要有不受威胁地进行实验的空间，也需要有无须

害怕关门带来的后果的自由。

下一代数字环境支持由多元化模块组成的教学生

态，因此互操作性和“不受阻碍的数据交换”被鼓吹

为不可或缺的特性。

IMS 全球隐私和安全工作组已经发布了一个“数

据使用标签”的模型，就像是营养素标签一样，用于

按照教学工具互操作性（LTI）标准进行教学工具注册

时向系统管理员展示。对这种对接方式加以改进，使

之面向更广泛的一组隐私标准并根据院校的配置进行

自动化的审核，就能为分布式的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

形成一个进行有效隐私管理的途径。

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尝试推动的消费者隐私权利法

案（Consumer Privacy Bill of Rights）定义了互联网时代的

隐私框架，并承认人们比过去更自由地分享个人隐私，

近年来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学习数据环境的若干框架。

表 1 对每个隐私框架中的多种构成要素进行了交叉分

析，将这些互不相同的方案中的相关概念归纳为五大主题。

这些主题为 NGDLE 互操作性隐私标准建立了基础。某些

隐私概念在所有的方案中都是一致的，尽管不同框架中概

念的名称、重点、目标和实现途径各不相同。某个框架也

许在一个主题之中有多个思路，或者将主题的基本概念归

为另外一个主题中，或者根本不涉及一个主题。

隐私只是教学数据的符合伦理使用中的一个方面。

信息化应用为教学和指导带来的益处（例如能加强师

生关系等）可以支持学生取得成就，为每个学生创造

未来的可能机会，并平衡教学数据共享带来的各种风

险。如果应用提供商能够在坚持道德原则的治理流程

和持续责任方面提出证据和论述的话，那么各方之间

的信任程度就会提高，从而允许更敏感的数据参与到

交换之中。

总之，通过制定 NGDLE 互操作性隐私标准，能

够提升教学数据的管理水平，从而能在下一代的学

生培育自己的数字教学环境的时候为其提供更全面

的支持。

（来源：EDUCAUSE，整理：杨洁）

主题 加州大学标准 IMS 标准 LACE 计划 第 1 次阿西洛马会议标准
斯坦福大学社会科

学研究所标准
OCED 指南 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 NIST 8062

透明和可预测性
透明度

言论自由
透明度

参与

解释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透明度

相互理解

开放性

明确用途

采集限制

透明度

尊重情境
可预测性

匿名权或选择权
匿名化

知情同意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使用限制 个人控制

不相关性

可管理性

访问权、所有权和控制权
访问控制

所有权

访问

所有权
开放性 个人参与 访问和准确性 可管理性

符合伦理的使用、管理

和治理责任
符合伦理的使用

管理

治理

功效

决定

合法化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善意

公正

持续考虑

人性学习

开放的未来

有依据的改进

数据质量

责任

明确目标的采集

责任

可预测性

客观理性

不相关性

安全和技术标准 保护
安全和隐私

互操作性

技术方案

外部合作者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 安全防护 安全

（安全目标：真实性、

完整性、可用性）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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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2016 年初，清华大学将第三教学楼的 7 间扶手椅教室改造

成讨论教室，将桌椅更换为变形桌椅，只要将桌子旁边的副板

撑起来，就可以将六张方桌围成一个可供 6~12 人讨论用的圆桌。

同时在第三教学楼一段，还将一层的 11 间教室的讲台“夷为平

地”，教室和讲台处于同一海拔，改变了过去教师站在讲台上

的授课方式，促使老师走入学生中间参与互动和讨论。

随着授课模式的转变，研讨式学习和休闲式学习也应运而生。

为使公共教学楼真正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的多

功能场所，在了

解学生需求的基

础上，清华大学

还打造教学楼多

功能公共空间，

改造讨论空间 6

处、休闲空间 4

处、教师答疑休

息室 6 间。

全球高校教室改造案例

麻省理工学院（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 TEAL 教室目的是建立一个学生能够高度合

作、动手操作、在计算机支持下的交互式学习环境，这样的教室不

仅可以做虚拟物理实验，还可以进行真实的物理实验。教室的空间

布局中，教室的桌椅与实验装置相连接，每间教室 13 张桌子，每

张桌可坐 9 人。布局以小组为单位，学生每 3 人一组，每组 1 台笔

记本计算机，有 13 个摄像头分别记录每张桌子的活动。四面墙上

有多个投影屏幕，保证了坐在任何位置的学生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投

影的展示。投影幕中间是电子白板，教师讲台位于教室中央。这样

的空间布局，有助于教师和助教在教室中来回走动，与每组同学进

行充分的交流。

马里兰大学

马 里 兰 大 学 创 建 新

型 教 室 —— 能 动 性 学 习

教室的目的是鼓励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和课堂

协 作。 其 特 点 是 一 张 张

圆桌与环绕圆桌的椅子，

同时还有剧场一样宏大

的 报 告 厅， 玻 璃 白 板 和

屏幕随处可见，能够随时轻松地开展课堂讨论。能动

性学习的布局也可以打破“教师在上学生在下”这种

若隐若现的“教室等级制”，拉近师生距离，教师会

发现学生的课堂表现更加活跃。

马里兰大学分校也已经在很多课堂上使用了圆桌教

室，同时也找到了让剧场式的大课堂更加方便学生分组

讨论的灵活方法。该校大教室中的椅子经过改造，可以

向后转动 180 度，这样前后两排的学生就可以隔着一张

桌子面对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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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大的智慧

教室体现了“物理空

间 + 资源空间 + 社区

空间”三位一体的概

念，体现了云端一体

化、模式多元化、行

为可视化、设备移动

化、管控智能化、能耗绿色化的设计理念。

课堂学习以小组为单位，一部分由老师讲解授课，

一部分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自由讨论。课堂内可实现

教师与学生的手写交互、图像交互和视频交互；学生终

端与小组讨论屏的交互，教学双屏与小组讨论屏的交互，

小组讨论屏之间的交互等。

课堂场景自动生成系统能够真实记录课堂场景，无需

教师操作，即可实现课堂场景的常态化录制，也可以直接

用来进行课程直播，同时还可以与其他教室进行远程互动、

与会议室进行音视频交互。课堂外可实现“异地同上一节

课”，甚至可以邀请课堂外专家通过网络接入课堂，丰富

课堂教学。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 东 农 工 商

职业技术学院的智

慧课室建设，在环

境设计上实现了多

屏互动，采用分屏

技术，在教室的中

间或者后方设置屏

幕，方便学生观看，

使坐在不同角度、

不同方位的学生能

清楚地看到教学内容。同时在课堂上多采用分组教学的方式，当

小组进行讨论时，每个小组将对应一个交互式屏幕，学生可以将

讨论结果在分屏上进行展示，当教师讲解或者小组展示讨论结果

时，可以智能地将小组的屏幕内容推送至教师讲台的屏幕以及其

他小组的屏幕上，方便教师进行讲解和批注。

多功能智慧课室融入了混合现实技术，配置虚拟现实设备，

结合高清摄像机和绿箱，打造高水平的混合现实教学功能，通过

模拟实际世界，实现学生沉浸式学习。

（整理：杨燕婷）

北京师范大学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对学校

教学楼以及科技楼的教室陆续进行

了不同主题的改造。

分组互动学习教室：将原容纳

120 人的传统教室，改造成为 42 人

左右的“分组互动学习”教室。教

室中运用 4 块移动白板，将教室分

割成 6 个讨论区，白板不仅有分隔

功能，还可用于书写、作为投影幕

使用。针对教室内的互动，提供了一体机、微信交互、视频交互及苹果投影

的手段，实现了多方位、全面的交互方式。

讨论教室：教室中的桌椅全部采用自由移动的方式，并根据人体工学进

行选择，以舒适作为座椅选择的先决条件。

教学改革实验教室：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呈弧形几乎铺满了教室前部的墙

面，可同时显示两个或多个屏幕的内容，实现多屏互动。教室还配备有平板

电脑，平板电脑与下面的支架组合成一个可移动的桌子。

北京大学

小班课教学是北大近些年一直在推进的

教学方式改革措施，旨在增加学生间的研讨、

师生间的交流。从 2017 年开始，北大开始

改造地学楼教室，目前改造工作基本完成，

全楼33间教室中大多都被改造成研讨教室。

教室一般会为教授和学生都准备两面或者三

面黑板，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皆是

面对面，更有利于大家相互间的交流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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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范围的 IT 战略”在 2018 年 EDUCAUSE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中排名第三（见本刊

2018年 5月刊），一直以来，IT战略规划也是 EDUCAUASE 的会议和出版著作中的常见主题。

2016 年，EDUCAUSE 分析研究中心发布了题为《高等教育 IT 战略规划的新途径》的报告，其

中建议要“确定、审查和讨论内部和外部的改革推动力”和“收集对技术的需求和期望并纳

入到规划中予以考虑”，同时，“数据驱动的 IT 战略规划”也是 2016 年年会上 EDUCAUSE

战略规划小组的主题。尽管这些活动都以改善 IT 战略规划过程为目标，然而真正关于数据驱

动战略规划的想法目前仍处于泛泛而谈的水平，缺乏详细的实施框架，而本文正好提供了这

样的一个框架。

文 /Jerrold  Grochow

战略规划需要大量的先期投入，包括收集资料、设置议程、

进行社群调查等来支持参与者的努力。其中关键的一项是开发出

适当的数据，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认真思考其展示方式，从而

有助于制定规划来更好地为社群服务。为此所提供的数据必须要

具备以下特点：描述各个系统和技术的当前状态；突出 IT 应用

和供应方面的重要内外趋势和议题；描述 IT 对学校的行政管理

和教学科研使命的影响；揭示出在明确大学的最优 IT 战略方向

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战略规划能聚焦于这些数据并有效

地运用它们，那就是“数据驱动的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概述

战略规划用于描述在未来一段时间中组织的关键流程、人员

和技术的情况，以及在给定当前的流程、人员和技术情况下如何

实现这个未来目标。为了确保规划能够达到其目的，院校（具体

而言是指其战略规划团队）必须充分掌握当前的状态，以及那些

影响和推动其达到未来状态的所有因素。图 1 展示了战略规划流

程的主要环节。

每个规划流程的第一步都是要确定当前身在何处，或者说是

现状。只要掌握了现状就可以开始审视推动走向未来的各项因素，

开始讨论这些推动因素将（或应该）对院校有何种影响。例如：

教学法的变革（例如翻转课堂）是否会显著影响师生 IT 支

持相关的基础设施？

基因组学、宇宙学等新研究领域需要的计算资源是否超出了

学校当前拥有的水平？

计算资源向云上迁移是否改变了全校所有部门的IT预算基础？

联邦经费图景的变化是否改变了经费的重点来源，并因此影

响了 IT 战略？

诸如此类的问题和推动力都将影响院校的 IT 战略规划。要

对这些问题和推动力进行讨论，使之足够详细乃至可以制定规划，

就需要有数据的支持。

收集和开发数据

战略规划项目团队的组成应该包括一个由若干成员组成的

委员会，以及向委员会提供数据和其他材料的人员组成的资源团

队。战略规划的资源人员必须要大范围收集数据，并让战略规划

委员会可以运用这些数据，从而为战略规划进程中的每个环节提

供支持。开发和采集数据必须有助于指明趋势，提出战略问题和

区分出不同的需求（例如学生、教师、管理和校友）。

数据驱动的 IT 战略规划框架

图 1  战略规划流程的主要环节

确定当前身在何处

确定前往未来的推动因素

分析问题并确定要去的未来

确定如何达到那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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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必须不仅能提供一般统计，而且也要提供细节，仅仅指

出总体上缺乏资金并不能为研讨问题提供好的基础。类似的，仅

仅指出未来缺乏合格人员来执行任务，或者是目前缺乏可用的技

术，也是非常宽泛的。

以向云计算迁移为例，IT 部门普遍关心的是，为了在外部

服务驱动的环境而不是本地提供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人员将需

要获得不同类型的技能。这一点与具体的当前人员可用数量和预

期人员需求数量相结合，再加上可行的培训途径，就可以形成关

于人员和经费的更加深入的研讨。

在技术前沿方面，数据必须不仅要体现出可用的当前技术，

还要体现出可以合理预期的未来技术。例如在规划大型强子对撞

机（LHC）时，物理学家们对分布式计算环境的设计是建立在计

算机网络能力能够达到若干 Gbps 水平的预测基础之上的，而当

时并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实现这一能力。正因为数据体现出了网络

带宽（和成本降低）的当时水平和预期增长，让物理学家可以与

大学 IT 部门合作努力，确保达到 LHC 的预期。这就是有效的数

据驱动 IT 战略规划的一个案例。

数据能够让院校制定服务于全体成员的 IT 战略规划，而确

定这些数据的范围和程度的工作同样需要规划。

数据驱动规划框架

数据驱动的战略规划框架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数据采集

和展示中实施的一系列任务（如图 2 所示）。

在评估应当采集哪些数据之前，战略规划委员会应当：决定

战略规划项目的类型和重点（任务 1），并从中提出关键主题和

问题（任务 2）。

战略规划项目的类型涵盖了从全新的规划——例如某个组

织最初的战略规划——到相对直接的年度或双年度规划更新。

由于某些重大事项变动而对现存战略规划进行的复审居于两者之

间；相应的例子有教育政策的重大变动，如将在线教育作为远程

学生的工作重点；也有计算资源从本地向云上的迁移。此类项目

要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更新，经常是要进行重大的规划和数据收

集。其中，数据驱动战略规划的一个基本考虑是确保每一种要收

集的数据都得到了仔细的定义。如果不能确切地定义这些数据的

话，就不能合理地分析数据和获得推论。

当这两项预备工作完成后，数据驱动的 IT 战略规划框架的

关注点将转向图 2 中的下面四项任务：

确定收集哪些数据来评估现状，提出讨论主题（包括对资源

的关切和对特定群体有影响的主题），并确定可能会影响未来的

趋势和推动力（任务 3）。

制定收集数据的系统途径（任务 4）。

分析数据（任务 5）。

组织和展示数据（任务 6）。

为整个战略规划流程提供支撑，就意味着要收集数据来协助

战略规划的每项关键任务：理解现状、认识推动未来走向的因素、

分析讨论主题和明确未来状态。这也意味着要收集数据去应对来

自于多个群体的问题，即来自于学生、教师、研究人员、职员、

校友和报考学生等群体的问题。如果展示出的数据忽视了上述任

何任务或任何群体，那么规划过程就会面临质疑甚至是批评。

框架的第二部分——战略规划数据组织

矩阵，可以有助于追踪不同数据类型和目

的，并揭示出那些也许要寻求补充额外数

据的领域。

战略规划委员会成员们有时候并不掌握

校园 IT 现状的完整图景。这些数据的一个首

要来源是当前的服务使用数据，例如校园内

的计算机总数；无线局域网（Wi-Fi）用量（时

长、位置和用户类型）等。尽可能多地增加

描述服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财务数据，

也是增强服务使用量数据的一个途径。

目前，服务使用数据提供的都是量的图

景，要掌握绩效图景还是要有其他的数据，

如服务中断统计，以及诸如用户满意度调查

之类的数据表。

如果具体的讨论主题已经确定（由 IT 部

门或者是战略规划团队），就要收集数据来

支持对这些主题的讨论和分析。例如，如果图 2  数据驱动的 IT 战略规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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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

更新

哪里 / 那些？

现在 / 未来？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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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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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若干年内将会进行重大的经费削

减，就要有数据来展示经费削减对各方面

服务的影响，以及削减校级的 IT 预算是否

只会导致在部门级别上产生额外开支。

仅仅展示原始数据，哪怕是良好定义

的原始数据，都不如提供带有分析的数据

更有价值。数据可以有许多形式，从简单

的统计，到量化研讨中引入相关数据的复

杂因子分析。

更进一步，如果收集到了学生来源的各种数据，是否能掌握

到关于学生到校入学时的 IT 培训需求和能力的信息呢？这就要

将学生的来源高中与社会经济学和学术标准等数据结合起来获得

更加完整的图景。战略规划委员会未必有时间和资源来做这项工

作，但战略规划资源团队应当去做。

在决定分析的类型和程度的同时，要考虑运用数据的场合和

方式（用于描述现状、分析问题，还是确定未来的状态和行动）。

如何展示数据分析的结果也是同等重要的。用对规划流程的参与

者有意义的情景和图表来展示数据将有助于他们理解数据的战略

重要性。

图表和其他可视化形式能够实现数字表格的增值（当然数字

表格同样也要提供）。在保证对原始数据的无偏差和无掩盖的基

础上以多种形式提供数据，是战略规划资源团队的工作。战略规

划委员会的成员需要知道为什么资源团队认为这些数据很重要，

他们必须自主思考决定是否赞同。

展示给决策者的数据必须被清洗为尽可能精确和无偏差（数

据质量的两个衡量指标）。尽管高质量的数据并不总能形成高质

量的决策，但低质量的数据经常导致低质量的决策。数据质量问

题必须得到彻底解决，特别是当收集这些数据的个人或团体对根

据数据做出的决策存在既得利益时。

数据质量不仅是原始数据是否精确和准确的问题，而且与

数据是否在适当的情境之中展示且没有偏差有关。例如，过去五

年中每年的 IT 开支都有精确的数字，但必须要在适当情境中才

能讨论 IT 开支是否过高或过低。形成情境的一种方式是考虑过

去五年中支持教学、研究和管理的 IT 开支在各个领域中的变化

情况。本校和同行院校的人均开支的比较也能提供更多信息。另

外，增加诸如学校的相对科研强度等衡量指标也可以让数据更加

有用，对于决策者而言也就有更高的质量。

数据分类

如何知道为战略规划委员会收集的数据是否覆盖了全部的

基础范围？有没有哪些对委员会审议有关键意义的重要数据项

目或数据集合被遗漏了？数据驱动的 IT 战略规划方法以多种方

式对数据进行分类，以确保在数据采集的努力中不存在漏洞。

要确保拥有所有需要的数据，可以使用框架中的第二部分：战

略规划数据组织矩阵，如图 3 所示。要考虑到的数据特性有以

下几个方面：

数据支持的战略问题（现状、动因、未来状态、战略实施）；

数据的战略重要性（现状、提出议题、指明趋势、区分群体、

展示资源关切）；

数据类型（财务、人口统计、运行、绩效相关、外部环境、

描述性的）；

最感兴趣的群体（教师、学生、行政管理等）；

数据来源，包括主要的（为本次研究而收集的）、次要的（之

前收集的）、外部的（公共数据库）。

随后就可以建立一个数据表，以数据项目作为行、上述特性

作为列进行归类。这样就可以从数据中寻找“漏洞”，并决定是

否需要寻找满足其他特性组合的数据来弥补。

战略规划示例

如何向院校的各种群体提供最好的电子邮件服务，这是战

略规划委员会热议的一个话题，尽管这个话题在向云上迁移的过

程中很快会变成“怀旧经典”。那么需要哪些数据才能让对此事

的研讨变得卓有成效？当前的使用量和成本数据是显然的当然选

择，然而行业趋势和其他预测也同样有用。下面的这个例子展示

出了这些类型的数据是如何引出讨论主题的，此处将仅仅聚焦于

学生和教师的使用量（见表 1）。

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些数据是否是良好定义的。例如，“年”

指的是自然年还是学年（此处假设为学年）？“学生”是否包含

群组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学生 1500 1700 2000 2200 2350

教师 700 800 925 1100 1250

表 1  使用量数据 - 五年期间的人均月电子邮件数

数据 战略问题 战略重要性 数据类型 相关群体 数据来源 数据种类和展示方式

数据项

目名称

身在何处

驱动因素

要去的未来

到达的途径

做好准备

引出议题

趋势 / 推动因素

相关群体

资源关切

财务

人口统计

运行

绩效

环境

教师

研究人员

学生

行政管理人员

其他职员

主要的： 

问卷调查 

访谈

次要的： 

工具 

公共 

其他

文本 / 数字 / 图片

数据表 / 图示 / 图表 /

图片 / 视频 / 互动

图 3  战略规划数据组织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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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电子邮件），也许这是一个要求专门进行问卷调查的问题。

假设设想中的这个变化——学生正在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来取代

电子邮件是真实的，是否教师意识到了学生的交流习惯正在变化

（学生们甚至都不再阅读教师发出的大部分电子邮件了）？是否

应该鼓励教师更多使用社交媒体来补充（或者取代）电子邮件？

考虑到 IT 部门和学生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并无关系，校园交流

中社交媒体的使用不断增长对于 IT 部门而言意味着什么？另

外，当问题发生时，对于 IT 部门要处理的资源和人员类型而言，

又意味着什么？其他因素如通讯的完整、安全和可用也都要加

以讨论。

正如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按照相关群体（教师和学生）和影

响未来的因素（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趋势）来展示与现状

（电子邮件数量）有关的数据能够引出富有成果的战略讨论，针

对校园交流正在前往何方，以及 IT 部门需要什么来为此提供支

持。填写数据组织矩阵（如图 6 所示）同样指明了某些遗漏数据

（例如财务信息），这些数据可以填补来继续推进分析。这个简

单的案例同样描述了以多种形式展示数据的价值，当然也还有许

多其他的选项。

战略和系统性规划

成功的 IT 战略规划源自于对未来 IT 服务的提供和使用的广

泛多样议题的研讨。这些研讨要以对现状、行业和技术趋势以及

相关信息的透彻理解为基础。要确保战略规划委员会能为了实现

这些目标而获得适当的数据，就要在战略规划数据的识别、定义、

收集、分析、组织和展示中运用系统性的方法。 （责编：杨洁）

（本文根据 2017 年 EDUCAUSE 年会中作者主持的“为了数据驱动 IT 领导者的

数据驱动战略规划”研讨会内容整理而成，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办）

数据 战略问题 战略重要性 数据类型 相关群体 数据来源 数据种类和展示方式

数据项

目名称

身在何处

驱动因素

要去的未来

到达的途径

做好准备

引出议题

趋势 / 推动因素

相关群体

资源关切

财务

人口统计

运行

绩效

环境

教师

研究人员

学生

行政管理人员

其他职员

主要的： 

- 问卷调查 

- 访谈

次要的： 

- 工具 

- 公共 

- 其他

文本 / 数字 / 图片

数据表 / 图示 / 图表 /

图片 / 视频 / 互动

电子邮

件使用

现状（身在

何处）

做好准备

引出议题

指明趋势

运行

（财务）

教师、学生

（行政管理人

员）

（校友）

次要（现有数

据）
数据表、图示

社交媒

体使用

当前状态

（驱动因素）

做好准备

引出议题

指明趋势

（资源关切）

运行

（财务）

教师、学生

（行政管理人

员）

（校友）

主要（为此项

目而收集）
数据表、图示

图 6   战略规划数据组织矩阵示例

图 4  学生和教师的电子邮件使用量随时间变化示意

图 5  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使用示例

全日制学生、非全日制学生、住宿学生、非

住宿学生和在线教育学生？这类问题可以持

续列下去，然后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数据定义

就可以回答所有此类问题。

现在来看数据表本身。如图 4 那样使用

数据表作图，就获得了另外一个视图和更多

信息。从数据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学生接收

和发送的电子邮件比教师大约多一倍，而且

每年师生群体的电子邮件数量都有显著增长。

这和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么？如果是（或者不

是），那么为什么？这说明了与学生和教师

交流行为有关的哪些事情？进一步，如果更

深入地观察表格，可以看出来学生的电子邮

件数正在趋近水平，而教师的电子邮件还在

增长，尽管增长正在放缓。这就引出了一个讨论主题，关于现状

如何，以及是否表明存在一个趋势，未来将会持续甚至会加速发展。

这些显然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议题，也许还要额外收集数据。

如果收集到额外的数据，比如社交媒体的发文量，也许就能

找到电子邮件增长放缓的一个解释（如图 5 所示）。事实上，对

于大多数学生而言，社交媒体的数据点甚至都落到了图之外。增

添了社交媒体发文量数据后，更令人担忧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浮

现出来了，即校园内的师生交流发生了什么变化（考虑到教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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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e-Research 环境与创新

文 / 张洋  陈文波

e-Science，在美国被称为 cyber-infrastructure，被定义成为

共享计算资源、分布式数据库和科研协作交流数字平台三种不同

发展的组合。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汇集人类专业知识、数据、资源、

计算和可视化工具来提高知识的生产，也是一种采用互联网络技

术和广域分布式的高性能计算环境来建立的全新科学研究模式。

随着 e-Research 概念的出现，将 e-Science 范围覆盖到非科学研

究，比如人文与社会科学。在 e-Research 环境下，数字化信息

组织与共享成为科研人员交流与知识形成的主要方式。它使得海

量的信息与科研成果，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存储与利用，借助先

进的信息技术对数据进行挖掘。与此同时，它为科研人员提供了

强大的技术支持平台，具有全面开放、分布协同、高度共享的特

点。另外 e-Research 加入多种信息技术与设施，如高性能计算、

数据库、云计算、工作流和科研设备共享，核心思想在于充分利

用先进、创新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全球信息资源高度的整合，

实现全球性的、跨学科的、大规模的科研合作，跨越时间、空间、

物理障碍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

澳大利亚 e-Research 计划

2004 年，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如果要想在国际上保持先进、

领先的研究实力，必须有一种能够紧密结合和协作的方法来加速

科学研究团体的研究。同年 9 月 19 日，澳大利亚决定开始实施

以信息技术为连接、以英国 e-Science 为蓝本的 e-Research 协作

架构。 2005 年 4 月，e-Research 调委员会成立，并邀请国家教

育、科学、培训、通讯、信息技术以及艺术等相关部门向政府提

供关于发展澳大利亚 e-Research 的专家意见。2005 年 12 月，一

份临时 e-Research 协调委员会报告被政府接受，该报告推动了

e-Research 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了战略实施框架和活动来

加速澳大利亚 e-Research 发展的进程。这个 e-Research 战略框

架希望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利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世界级的

研究做出贡献。其目标包括：利用先进、创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让澳大利亚的研究者领先于世界并被国际认可，能够得到覆盖澳

大利亚国家研究重点的高质量研究结果；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能

够通过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访问各种数据、仪器和计算设备，

真正的参与合作研究，并在国家与国际研究面临挑战的时候做出

贡献；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通过必要的教育、培训和技能，在信

息和通信技术以及信息管理专家的支持下有效使用各种信息和通

信设施；e-Research 研究能力的提升给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商业带

来重要的影响；e-Research 的研究成果将给澳大利亚的社会和经

济将带来更多的益处 [1]。

e-Research 是一个建立在先进和创新的计算与通信基础上的

软硬件综合环境。它包括高速的通信网络，先进的仪器和设施，

传感器网络，数据存储及其相关的数据标准和管理工具以及高

性能计算资源。这些信息基础设施能够让研究者信任和共享软

件、架构服务，以及他们依赖的各种数据、计算机、系统和网

络；让研究者利用图形可视化、模拟软件和交互工具并通过接口

和他们需要的设备、计算设施和数据资源进行交互。2004 年澳

大利亚政府决定到 2011 年投资 82 亿美元用于建立世界级的基础

设施和开展科学研究。其中 10 亿用来改善澳大利亚网络建设，

5.42 亿用于 NCRIS（国家合作研究基础设施策略）。NCRIS 驱

动了 35000 个研究者、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持续的资金支持推动

了整个国家超级计算的能力和世界级的研究设施发展，并将它

应用在纳米制造、食品科技、健康、环境和生态城市等各项研

究。NCRIS 注重于 e-Research 的技术与设施，并保证其在国际

上的竞争力。目前 NCRIS 具有国家级的研究能力，有 222 个机

构、1700 名高科技人才、研究者和设施管理人员，近 27 个项目

35000 名国内外的研究者在使用 [2]。

澳大利亚 e-Research 环境

在 澳 大 利 亚 的 e-Research 发 展 过 程 中，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澳大利亚联邦

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简称 CSIRO）、National Computational 

Infrastructure（ 澳 大 利 亚 国 家 计 算 基 础 设 施， 简 称 NCI）、

Austral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Network（澳大利亚学术与研究

网络，简称 AARNet），为澳大利亚的 e-Research 创造了先进的

科研信息化环境，让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利用先进、创新的信息和

通信技术加强他们对世界级研究的贡献。

研究与发展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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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RO 前身是于 1926 年成立的科学与工业顾问委员会，是

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级科技研究机构 [3]。CSIRO 帮助澳大利亚研

究人员进行全球有竞争力和协作性的科研项目，重点解决国家和

国际重大研究问题，并提供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平台以

支持他们的科学成果。它为澳大利亚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途

径，通过科学研究和发展为澳大利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CSIRO 所从事的 22 项研究领域中，有 15 项的排名进入全球科研

机构前 1%。CSIRO 依靠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协助研究团

队制定他们的计算和数据管理需求，以及他们对项目的认识。比

如 CSIRO 开发了一系列的流程和系统，支持 CSIRO 研究数据和

软件资产的生命周期，并确保其安全性，可发现性和可重用性。

数据的优化存贮方案，大规模数据传输、数据保护（数据备份、

数据复制、数据同步）、文件系统组织、数据转换和数据保存以

及对来自各种科学设备的数据捕获和管理。最著名的是 CSIRO 

DATA ACCESS Portal（DAP），通过它可以浏览、查找和下载超

过 1700 个研究数据。CSIRO 和我国合作了近 40 年，其中一项基

于日光镜技术的集中太阳能发电技术也将应用于我国。这项技术

与我国的制造能力相结合，有助于加速将太阳能热作为我国可再

生能源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CSIRO 还提供高性能计算、可视化、

工作流以及协助研究人员进行文献、出版和记录等服务。CSIRO

的 e-Research 计划主要包括与国家和国际 e-Research 社区合作，

并在未来的规划框架中寻找最佳的实践应用；与 CSIRO 业务部门

的研究团队建立关系，密切合作，了解它们的 e-Research 要求，

使他们能够成功实现目标；提供跨区域的专用项目支持，包括高

性能计算、云计算平台、高级可视化、数据管理、软件可持续性

和工作流。

NCI 建于 2007 年，是澳大利亚高度整合的高性能计算研究

环境，由 NCRIS 和澳洲教育部支持，目前由 CSRIO 参与运作。

NCI 基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近 4000 名澳大利亚来自不同研

究机构、35 所大学、5 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3 个医学研究院的

研究者提供高性能计算和高性能数据服务 [4]。它拥有澳大利亚

性能最快的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Raijin）、性能最好的云服务

（Tenjin）、速度最快的文件系统（Lustre）和最大的数据仓库。

它支持和吸引国际间的合作，并保持澳大利亚世界级的研究能力。

NCI 整合了先进的计算设施并致力提供给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

通过提供高性能计算、数据存贮和数据服务给计算和数据密集型

研究团体一个多合一的资源。NCI 为澳大利亚的 e-Research 提供

了高性能计算、云计算、数据存储、数据创新、收集管理、虚拟

实验室、可视化等研究能力，应用领域包括地球与环境科学、化

学科学、物理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生物科学以及数学科学，

开展如使用基因序列治疗自身免疫疾病、核聚变模型、能源存贮

新材料、模拟超行星形成、探寻量子属性、南极冰川融化、工业

催化上的纳米颗粒等研究项目。

AARNet 成立于 1989 年，是澳洲联邦政府支持的一个非营

利有限公司，股东是 38 所大学和 CSIRO，被认为是澳大利亚

互联网的创始者，以提供高速低延迟的网络闻名于全世界 [5]。

AARNet 将澳大利亚大学、CSIRO、有研究和教育任务的组织，

与教育和研究部门有互动的部门，如医院、职业培训机构、

学校和博物馆连接在一起，提供 10G、40G 和 100G 的网络带

宽。AARNet 在 e-Research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力支持

NCRIS，并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教育网络合作。AARNet 目前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研究，如 SDN 测试平台、science DMZ

和 CloudStor。其中 SDN 测试平台通过西雅图与美国 Internet2 和

ESnet 研究网络以及 ON.LAB 部署的全球 OpenFlow 网络设施相连

接的测试平台进行互连。参与研究的 9 所大学研究人员可以通过

连接 AARNet 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广域 SDN 实验环境，通过

建立互联网的模拟，使计算机科学，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研究人员

更容易进行环境搭建和结果测试，验证先进的网络概念，加快高

速网络的发展。专用网络架构 science DMZ 解决了研究机构以及

大学在进行大型数据集研究时由于数据量过大而造成的存储、共

享、同步和发送问题，可以满足当下数据密集型数据研究的高要

求，降低了科学数据量指数级增长对研究进度带来的影响，同时

提升了大数据科学研究者与普通用户的网络性能。CloudStor 是

专门针对研究机构和教育部门的一种免费，快速且安全的文件传

输和存储解决方案。它可以为 AARNet 相关机构的每位研究人员

提供 100GB 的免费存储空间 ( 一些研究机构允许获得更大的空

间 )。同时可直接连接到 AARNet 骨干网，速度为 40Gbps，能够

快速方便地访问。拥有澳大利亚访问联盟 (AAF）认证的研究人

员均可单点登录。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 e-Research 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与

政府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及重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国

家级 NCRIS 项目的启动和 CSIRO 对 e-Research 的合作与支持；

NCI 高性能计算设施和 AARNet 高速网络的建立给 e-Research 提

供的平台；创新的信息技术如 HPC、数据存储、工作流、云计算、

图 1  NCI 整合的 e-Research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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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以及物联网技术都为 e-Research 开展各种跨学科的合作

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图 1 所示）。

基于 e-Research 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澳大利亚生物物种占全球物种的 10%，且超过 80% 的物种

为澳大利亚独有。因此，对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依托于 e-Research 环境（如图 2 所示），澳大利亚的

生物多样性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包括 ALA（The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6]、BCCVL(The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Virtual Laboratory) 和 EMBL-ABR（EMBL Australia Bioinformatics 

Resource）。ALA 是澳洲政府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项

目，也是一个致力于使生物多样性信息容易获取和使用的国家项

目，由 CSIRO 和澳大利亚的博物馆、大学和澳大利亚政府之间

合作建立。在 ALA 成立之前，澳大利亚对生物研究和管理方面

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数据都是零散碎片性并

且难以获得。澳大利亚物种的数据和信息传统上被保存在博物馆、

大学、政府部门和各种组织中。从这些组织中获取记录和数据集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常常出现不完整的信息。为了克服

这些问题，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必需要汇集在一起，并在

一个地方方便地获取。该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通过 NCRIS 资助。

ALA 是一个集中的基于 Web 的基础设施，通过它可以捕捉、整合、

管理、发现和分析生物多样性数据和以及相关信息。在 ALA 不

仅可以发现物种信息、探索某个区域的物种信息、下载数据、上

传数据，而且提供 API 允许第三方网站访问 ALA 某些特色等功能。

它的数据收集平台 Biocollect 提供方便、灵活、可配置的功能支

持用户自定义各自领域的数据收集和调查。通过 ALA 可以了解

到澳洲所有的物种分布，这为澳大利亚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很重要

的支持。研究者、企业、政府以及其他团体可以通过一套工具来

使用它。ALA 在全球范围内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ALA

开放的资源体系结构为全世界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门户提供解

决方案，并广泛被世界一些国家采纳，如西班牙、法国、葡萄牙、

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西、科隆和爱沙尼亚等。尤其在天文学、

生物安全、保护濒临物种、自然环境的研究和管理领域，许多国

家都利用 ALA 的开放式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也为

澳大利亚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社区带来巨大的价值。

BCCVL 由澳大利亚多个大学共同建立，这个虚拟实验室提供

无缝接入到澳大利亚国家计算基础设施用于未来气候复杂的预测。

它具有丰富的、可利用的生物学数据以及一套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模

型算法，并获得了 2015 年昆士兰 iAWARDS 奖 [7]。BCCVL 提供访

问可视化的生物、环境、气候数据集，同时可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平台提供了 17 种算法，如统计回归、机器学习、地理模型等 [8]。

EMBL-ABR 也是一个为澳大利亚生命科学研究人员提供生

物信息学支持的分布式国家研究基础设施。它与欧洲生物信息

学研究所合作，最大限度地提高澳大利亚的生物信息学能力。

EMBL-ABR 由 NCRIS 和墨尔本大学投资建立，包括 1 个中心（墨

尔本）和 12 个节点，这些节点围绕六个关键领域如数据、工具、

计算、标准、培训和平台，并将这些领域映射到生物学的专业领

域。它的目标是促进并提供数据、工具和平台方面的培训，使澳

大利亚的生命科学研究人员能够在大数据时代进行研究，增加澳

大利亚收集、整合、分析、利用、共享和存储大的异构数据集，

以及在国际上展示澳大利亚的研究和数据集 [9]。

过去十年，通过国家、州和机构投资，澳大利亚建成了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 e-Research 研究环境。它让澳大利亚进一步增强

和维持其在生物、卫星图像处理、太阳电池效率、精准天气预报、

化学先进制造以及中子发现等领域的科研竞争优势。e-Research

不仅代表了一种势在必行的战略，也让澳大利亚在世界科学研究

上保持竞争力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它还提升了研究团体、

商业和其他团体的研究水平，这对于澳大利亚分散的研究资源来

说非常重要。随着科学研究全球化、跨学科、合作化以及数据密

集性、大数据的挑战，e-Research 这种全新的研究远景和组织模

式将为加速研究进程、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以及

开辟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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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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宏：

分层次多维度推进大数据治理体系建设

大数据是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和对大数

据的开发应用，将赋予人们在各个领域“全面了解、精准预测

和智慧决策”的能力。

大数据的发展和现状

全球大数据发展历程 

 国际层面，大数据在 2012 和 2013 年达到宣传高潮，2014

年后概念逐渐成熟，对大数据的认识也趋于理性。我国大数据

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相关技术成为研发热点，大数据应用市场

呈现繁荣状态。  

2012 年，大数据产业生态预热。 同年 7 月，美国风险投

资人 Matt Turck 开始绘制大数据产业图谱 1.0 版本，10 月，

更新并发布大数据产业图谱 2.0 版本。Matt Turck 将大数据产

业链分为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Analytics （分析）、

Applications （应用）、Cross infrastructure/Analytics （基跨础

设施 / 分析）、Open Source（技术开源）、Data Resources（ 数

据资源）六个方面描述。

2014 年发布了新的版本，这时大数据分析就成为了生态系

统中最火热的部分。有大批的公司成立并快速发展，风险投资

大量涌入，这时大数据生态系统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2016 年，大数据产业已现雏形，主要表现在：创新不断，

并且大部分通过开源体现；数据与 AI 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大

数据应用增长迅猛，面向行业和领域的应用型企业发展迅猛，生

态系统逐步形成，向更为成熟的程度发展。

2017 年，大数据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数据治理、数据安全

成为重点，大数据成功需要技术、人员、过程的紧密结合，大数

据在 AI 技术的助力下，在各个领域发展迅猛。这一年，生态系

统发展全速推进。

从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现状来看，据 IDC 报告显示，2014

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是 2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2%；2015 年，

达到 3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2017 年市场规模达到 721

亿美元。2017~2021 年，行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在 40.98%，

2021 年，全球大数据规模将会达到 2847 亿美元。同时，2020

年以前全球数据量将保持每两年就翻一倍的速度增长，预计

2020 年全球数据量将达 44ZB。在《DATA Age2025》报告中，

预计 2020 年全球的数据量要超过 50ZB 左右，2025 年全球数据

量将达到 160ZB。由此可见，全球数据量的增长速度超出人们

预期。

我国大数据生态状况

2015 年，我国大数据生态系统日臻完善。基础技术和系统

方面缺乏原创，分析方法与算法应用牵引不足，研究实用性和易

用性偏弱，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水平和效果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其他行业和企业的大数据应用水平和效果较落后。

2016 年，大数据建设领域仍被国际厂商占据，基于物联网

的数据采集与数据管理初现，各内容类互联网服务竞相成为数据

源，垂直化与行业化应用发展迅猛。我国互联网大数据应用水平

和效果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数据的收集与

管理，已经成为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与关键环节。

从国家总量来看，2015 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 115.9

亿元，同比增长 38%；2016 年是 168 亿元，同比增长 45%；预

计 2018 年会达到 280 亿元，未来五年（2018~2022）年均复合增

长率约为 27.29%，2022 年将达到 735 亿元。2020 年，中国数据

量将达到 8060EB，占全球数据量的 18%。

梅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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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国内大数据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大数据作

为战略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数据管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数据共享开放机制等数据治理相关技术成为当前研究热点。建立

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大数据治理体系

治理本身源自于拉丁文的“掌舵”一词，指政府控制、引导

和操纵的行动或方式。它是一个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强调协调

而不是控制。

大数据治理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阐述。从宏

观层来看，大数据治理是对组织的大数据管理和利用进行评估、

指导和监督的体系架构；从中观层来看，大数据治理是企业数据

可获得性、可用性、完整性和安全性的部署和全面管理；从微观

层来看，大数据治理是描述数据该如何在其全生命周期内有用和

经济管理的组织策略或程序。

大数据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而在治理体系上还有

待完善，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数据的治理体系应该涉及组织、行业、国家多个层

次，如何定义、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值得思考。

第二，大数据治理体系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全面的标准体

系支撑，是否需要围绕“数据”为主题来制定制度法规和标准规范。

第三，大数据治理的重要性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识，已有

不少成功的应用实践，但尚不足支撑一些共识的形成，难以形

成“规范”。

第四，大数据治理体系的技术支撑需要涵盖大数据管理、存

储、质量、共享与开放、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多个方面，当前相应

的技术研究关联性和系统性还存在欠缺。

第五，大数据资产地位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

管理和应用，这种数据实际上会成为负担。

第六，大数据管理的相关方法与技术已有不少成熟产品与技

术，但还缺乏完善的多层级的管理体制和高效的管理机制。

第七，大数据共享与开放已经成大数据成功应用的关键，如

何将技术和标准有机结合，建立在不同层级上的良好的大数据共

享与开放环境也是值得思考的。

第八，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意识不断加强，除了相关技术

需要不断发展以应对各种新型攻击挑战外，企业安全保障制度完

善和行业自律监管力度加强也需要重点关注。

大数据治理体系从国家层面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

是资产地位确立，需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明确数据资产地位；

二是管理体制机制，需要建设良好的管控协调机制，促进数据产

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共享和开放，需要制定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

建设政府主导的数据共享平台；四是安全与隐私保护，需要出台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保障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数据

安全。

在数据资产的确立上，明确将数据作为资产，就可以将数据

的归属、估值、交易、管理等纳入到人类社会的一般资产管理体

系中，对于促进数据的确权、流通、交易、保护等具有重要的基

础性意义。

在管理体制机制上，良好的数据管理体制不仅能促进产业的

健康发展，也为国家掌握数据安全、维护用户权益提供有力抓手。

当前有两种主要管理模式：一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政府设立专门

机构直接管理，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引导行业自律的管

理。对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借鉴已有模式，兼顾现状及发展，建

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系。

在数据共享和开放上，大数据应用之所以产生巨大价值，往

往在于有效关联，融合了多个已有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并创造性

地解决新问题。

在安全与隐私保护上，大规模的数据泄露以及数据监听、窃

取事件所引发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

会安全和国家安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多措并举加强大数据安

全保障。

总体而言，大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的重

要保证，是发挥大数据作用、做大做强大数据产业的重要因素。

大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大数据发展重点，分层次、多维度

推进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责编：杨洁）

（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宏在第十三届中国电子信息技

术年会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大数据治理体系的技术支撑需要涵盖大数据管理、存储、质量、共享与开放、安全

与隐私保护等多个方面，当前相应的技术研究关联性和系统性还存在欠缺。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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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开放获取运动（OpenAIRE-Advance）和欧洲开

放科学云中心（EOSC-hub）两大战略性欧洲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从而推动欧洲开放科学的发展。该合作协议是实施欧洲开放科

学云计划（EOSC）的一部分，也是欧洲为研究数据创建开放式

虚拟环境的重要举措。

OpenAIRE-Advance 和 EOSC-hub 由欧盟通过其研发资金

计划地平线（Horizon2020）提供资金。这两大项目旨在开发

并提供服务，以使研究人员更加轻松，包括提供建议以创建数

据并实现数据长期保存且易于被发现、支持共享研究成果、访

问数据存储和数据密集型计算。这两个项目的总预算为 4000

万欧元。通过与诸如 eInfraCentral 等其他项目合作，这些项目

将在欧洲开放科学云门户网站的开发（预计 2018 年 11 月推出）

中发挥核心作用。该门户网站将作为欧洲研究人员访问、使

用和重复利用各种资源的访问渠道，以开展先进的数据驱动

研究。这两个项目将共同提供 EOSC 的部分服务和资源初始

目录。

2018 年 5 月 15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发布

新的《网络安全战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网络安全

风险。

该战略提出了美国的网络安全愿景，即到 2023 年，

DHS 将通过以下方式提高全国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水平：

（1）加强政府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弹性；

（2）打击非法网络活动；（3）提高网络事件响应能力；

（4）通过统一的部门方针、强有力的领导和与其他联

邦和非联邦实体的密切伙伴关系，营造更为安全可靠

的网络生态系统。

《网络安全战略》提出了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五大

核心支柱内容以及对应的七大目标，为充分利用 DHS

能力提高网络空间安全与弹性提供了指导框架。核心支

柱与目标见表 1 所示。

DHS 将根据风险优先、成本效益、创新性与灵活性、

公私协作、全球参与、利益平衡、国家价值观等指导原

则开展行动，实现网络安全目标。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版《网络安全战略》

两大战略项目联合推进欧洲开放科学计划

此次项目合作协议提出一项联合活动计划，围绕三大活动

支柱：

（1）服务整合：这两个项目将合作开展工作，以确保其服

务中科学成果的无缝连续流动。他们将采用共同的数据管理原

则，并支持按照 FAIR 原则（可查、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

发布研究 / 科学成果，还旨在提高两个项目提供的服务之间的

互操作性和协同作用；

（2）沟通、参与、支持和培训：这两个项目将开展联合沟

通交流和培训计划，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开放科学服务的完整

信息；

（3）治理和策略：这两个项目将分享其专业知识并调整其

战略计划，以确保协调的社区参与和更好的服务发展。

此次合作旨在为欧洲研究人员和广泛的相关社区（如研究

基础设施社区、国家和欧洲层面的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研究

管理人员、服务和内容提供商、公民、工业 / 中小企业等）提

供切实成果。

支柱 1：

识别风险

目标 1：评估不断演变的网络安全风险。

DHS 将掌握不断变化的全国网络安全风险态势，以指导、权衡各类风

险管理活动的轻重缓急。

支柱 2：

减少漏洞

目标 2：保障联邦政府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

DHS 将减少联邦政府机构的系统漏洞，确保其网络安全水平。

目标 3：保护关键基础设施。

DHS 将与关键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有效管控全国网络安全风险。

支柱 3：

降低威胁

目标 4：预防及干扰网络空间犯罪行为。

DHS 将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及网络罪犯，降低网络威胁。

支柱 4：

缓解后果

目标 5：高效响应网络事件。

DHS 将开展全社区协同响应工作，将潜在重大网络事件的后果降到最

低。

支柱 5：

有效利用网络安

全成果

目标 6：加强网络生态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DHS 将大力支持能够改善全球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政策与活动。

目标 7：改良 DHS 对网络安全活动的管理。

DHS 将众志成城、重点鲜明地推动部门的网络安全相关工作。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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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剑桥大学医护改进研究（THIS）研究所发布题

为《公民科学：科研众包》的报告，概览了公民科学中使用的

平台与工具，并总结出公民科学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

1. 众包在科研中的应用

众包可用于科研过程的各个阶段，包括数据的收集、处理

与解释，还可用于确定研究优先领域和项目设计。目前有很多

在线平台和工具供科研人员将众包引入其工作中。公民科学平

台可帮助公众发现项目及帮助研究人员创建项目。

2. 数据质量

众包科学的一项关键挑战是维持数据质量与科学严谨性。

在公众科学项目中，当参与者缺乏科研与数据管理培训，很有

可能出现系统性错误，或因利益冲突等原因伪造数据。科研人

员应采取措施确保数据质量的高标准。

3. 激励与参与

促进公众参与对所有众包科学项目而言均至关重要。参与

者的收益通常来自个人满足感、技能或知识的获取、兴趣的满

足等。科研人员需要了解参与者参与项目的原因及其预期。参

被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以及其他图像和语音识别的深度学

习方法在帮助天文学家分析星系图像及了解它们如何形成和演变

方面展示了潜力。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团队使用计算机

模拟星系的形成来训练深度学习算法，该算法随后被证实在分析

来自哈勃空间望远镜的星系图像方面表现异常出色，相关研究成

果已发表在《天体物理期刊》上。

科研人员利用来自模拟的输出结果生成被模拟星系的模拟

图像，并将其用于训练深度学习系统，使其能够识别之前在模拟

中确定的星系演变的三个关键阶段。科研人员随后为该系统提供

大量真实的哈勃图像用于分类。结果表明，神经网络对模拟星系

和真实星系的分类具有高度一致性。

在这项新研究中，科研人员使用了最先进的星系模拟（VELA

模拟）。科研人员对富含气体的星系的早期演变模拟中发现的以

下现象尤其感兴趣：当大量气体流入星系的中心时，星系的中心

会形成一个小而密集的恒星形成区域，称为“蓝核”。年轻、炽

热的恒星会发出“蓝色”短波长光，因此蓝色表示具有活跃恒星

形成的星系，而较为衰老、温度较低的恒星则会发出更多的“红

色”光。

计算机程序在模拟数据和观测数据中都有以下发现：“蓝核”

人工智能为天文学研究带来新工具

英国剑桥大学发布公民科学报告

与者的动机会影响数据的质量与数量。研究发现，对项目目标

的信仰、声誉、他人期望、个人兴趣等四个因素影响着公众参

与众包科学项目。

4. 评估

项目评估可以展示该项目在实现科学利益和公众利益方面

的表现，并提供证据确保这些活动的价值得到适当的认可。

5. 伦理与法律问题

分布式劳动力或众包的使用会引起一些伦理与法律问题。

关于科学诚信与科研道德的传统原则和政策一般适用于公民科

学和众包项目。众包项目的特定问题与数据质量、数据共享、

知识产权、参与者利用等相关。

6. 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

一般而言，公民科学项目以开放、全透明的方式开展，最

终获得的数据、出版物和软件等产出应向大众开放。科研人员

应告知参与者数据共享的规则和流程，并对涉密信息予以常规

的保护。 （责编：杨洁）

阶段只在质量属于特定范围的星系中发生。中心区域的行星形成

随后会平息，带来紧凑的“红核”阶段。质量范围的一致性是令

人兴奋的发现，因为它表明深度学习算法正在自行确定真实星系

中发生的重要物理过程的模式。

对于观测数据，该团队使用了“宇宙组合近红外深空河外星

系遗产巡天”（CANDELS）项目的星系图像。VELA 模拟在帮助

天文学家理解 CANDELS 的观测结果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功。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由于大型巡天项目和新望远镜的存在，

天文学家将拥有更多可供分析的观测数据。深度学习和其他机器

学习方法可成为理解这些海量数据集的强大工具。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科技战略情报团队编译）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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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5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9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

8B；其次是巴西，1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

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得的 IPv4 地址

最多，共计 502B； 其次是巴西和突尼斯，16B。

5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27 个，其中欧洲

205 个，拉美 96 个，亚太 84 个，北美 33 个，非洲 9 个，分别来

自 78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73 个；其次是俄罗

斯，48 个。5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5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756*/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俄罗斯，384*/32；其次是

德国，185*/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

5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巴西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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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06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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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7.23 2019-5-14

APNIC 52.42 0.26 0.3 52.97 2011-04-19

ARIN 99.74 0.35 0 100.08 2015-09-24

RIPENCC 48.45 0.05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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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2 36.16 1.62 256 /

俄罗斯，2331*/32；其次是中国，为 22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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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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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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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6 201805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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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Total

US 32 23 4 47 216 41 78 39 3 5 6 8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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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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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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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 0 0 0 0 1 1 1 1 0 1 1 1 7

ES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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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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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 0 0 8 0 0 0 0 0 4 4 0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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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Total

RU 75 98 58 56 60 179 369 414 73 257 308 384 2331

DE 214 140 83 67 138 171 80 153 105 107 146 185 1589

GB 84 81 115 75 101 88 75 128 106 152 122 130 1257

NL 121 138 67 67 164 113 65 177 57 65 89 105 1228

BR 88 105 115 80 102 77 76 58 72 98 102 73 1046

ES 57 82 80 40 57 58 72 136 57 147 66 72 924

US 35 28 301 48 78 16 20 289 21 44 46 56 982

FR 33 41 48 70 66 84 48 83 50 82 57 37 699

CN 9 9 26 14 11 13 2074 25 15 27 19 30 2272

UA 49 56 16 24 88 57 128 57 65 49 80 24 693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9 5891789 10176188

2 印度 52 245009756 471210045

3 德国 42.02 30428717 72418242

4 美国 40.85 118131326 289188571

5 希腊 37.22 2687304 7220120

6 瑞士 34.16 2544768 7450397

7 卢森堡 32.98 185328 561985

8 乌拉圭 32.64 736140 2255208

9 英国 26.88 16572945 61647064

10 葡萄牙 24.75 1714392 6925974

73 加蓬 0.38 807 212958

74 中国 0.38 2793660 738653974

5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比 4 月增加 22G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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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同比增加 17%

文 / 郑志延

5 月主干网流量较 4 月相比差别不大，

5 月入流量均值为 32.61Gbps，相比 4 月增

加 了 5.76%， 与 2017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加 了

16.99％；5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

为 36.47Gbps，相比 4 月增加了 5.37%，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7.15%。

5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较 4 月

有所增加。5 月入流量峰值为 20.67Gbps；

出流量峰值 14.70Gbps。

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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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平均值为 7.36Gbps；其次

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58Gbps，占 14.03%；第三位是北大节点，

占到总入流量的 10.84%。

从 5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 年 5月

文 / 李锁刚

 2018 年 5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5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4 月略有上升，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

来看，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增加了 22.82 G，出流量增加了 3.95 G；

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减少了 6.72G，

出流量增加了 0.51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增加了 1.58 G，出流量增加了 1.11 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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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表示 2018 年 5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入流量：327.74G               出流量：373.44G

图 1  2018 年 5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1.95G              出流量：103.67G    

图 2  2018 年 5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8 年 5月

5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比 4 月增加 22G

量为最高，其流量为 5.26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4.42%；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3.80%；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天

津节点，占总出流量的 11.46%。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8 年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8 年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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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高校网站的网页

中（包括某校的高考招生录取查询页面）被

植入了挖矿代码，用户一旦访问了这些有问

题的网页后，浏览器就会被执行脚本程序进

行挖矿，这将大量占用用户端的系统资源，

使得 CPU 的资源利用率突然大幅提升，甚

至到 100%，给用户带来安全风险和不好的

用户体验。实际上这些被植入了挖矿木马代

码的网站多数并不是近期才被入侵控制，可

能很早就已经被入侵并控制，只是随着近期

高招工作的展开，学校网站的访问数量上升，

黑客才把挖矿代码植入到了相应的网页中以

获取更高的利益。建议相关学校应该尽快检

查自己的各类网站系统（包括二级院系的网

站），检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对于那些已

经被放置了挖矿脚本的网站，应该全面检查

相关系统和服务的安全问题并及时修补，而

不是仅仅把挖矿脚本删除就了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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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6 月的安全公告共修补了微软

产品线中的 122 个安全漏洞，包括 Windows 

10 v1803 and WindowsServer, v1803（24 个）、

Windows 10 v1709 and WindowsServer, v1709

（25 个 ）、Windows 10 v1703（24 个 ）、

Windows 8.1 and Windows Server2012 R2（8个）、

Windows Server 2012（8 个）、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R2（8 个）、Windows 

Server 2008（6 个）、IE 浏览器（4 个）、

微软 Edge 浏览器（8 个）和微软 Office 软

件（7 个）。利用上述漏洞，攻击者可以在

被攻击者的系统上进行权限提升、绕过安

全限制、获取敏感信息、远程执行代码或

拒绝服务攻击等。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两

个漏洞是 Excel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

2018-8248）和 Windows HTTP 协议堆栈远程

代码执行漏洞（CVE-2018-8231），前者攻

击者可以通过引诱用户打开特制的 Excel 格

式的文档来利用，而后者则只需向 Windows

的 http.sys 发送特殊构造的数据包就可以被

利用。鉴于漏洞的风险性，建议用户尽快

使用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进行补丁更新。

2.Adobe 公司发布的安全公告（apsb18-

19）中升级了最新的 Flash player 的版本，

用于修补之前版本中存在的 4 个安全漏

洞。其中包括一个已经在网络上被用来进

行 APT 攻击的 Flash 软件 0day 漏洞（CVE-

2018-5002），攻击者利用在 Office 文档中

夹杂远程调用的 Flash 链接来利用该漏洞，

由于 Flash 文件并未被包含

在 Office 文件而是直接从远

程网站中加载，这加大了反

病毒检测的难度。建议用

户尽快使用 Adobe 的软件自

动更新功能升级系统中的

Flash player 组件，当然也可

以直接到 Adobe 的下载中心

CCERT月报

下载最新版本安装：https://get.adobe.com/cn/

flashplayer/。

3. 热门网站搭建系统 Wordpress 被曝出

存在任意文件删除漏洞。要利用该漏洞，

攻击者必须具有在网站上编辑和删除媒体

文件的权限（普通作者权限），攻击者通

过提交一些特殊构造的参数就可以删除

Wordpress 网站文件目录下的任意文件，利

用一些组合性的攻击方式（例如利用该漏

洞删除 Wordpress 的 wp-config.php 配置文件，

从而使用重装功能获取网站的管理权限），

攻击者可以完全接管该网站。由于该漏洞

存在于 Wordpress 的核心文件（与插件无

关）中，它几乎影响所有版本的 Wordpress

（包括最新版）。该漏洞 7 个月前就被提

交给 Wordpress 官方，但是官方至今仍未

针对该漏洞提供补丁程序，目前漏洞的攻

击方式已经在网络上被公布，Wordpress 网

站的管理员应该及时关注官方的动态，在

没有补丁之前可以用一些临时的办法来降

低风险，具体的操作请参见：https://blog.

ripstech.com/2018/wordpress-file-delete-to-

code-execution/。 （责编：杨燕婷）

高招期间注意防范网络安全的这些“坑”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高招工作已经在逐步开展，建议各

高校再次加强对学校的网站进行安全检

查和监测，包括学校主页、热门院系的

二级网站、招办主页及各类与招生有关

的业务系统。对于一些重要的业务系统

（如招生录取查询系统）建议聘请专业

的渗透测试团队进行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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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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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视频直播是一个接地气的应用

东北大学温占考牵头的《校园网视频

直播及回放系统研发与示范应用》项目在

第三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中获得

了“2017 年度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运维

挑战赛”全国三等奖，东北地区二等奖的

好成绩。近日，本刊对项目的执行负责人

东北大学网络中心温占考工程师进行了采

访，他对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未来的规划

进行了详细介绍。

校园网视频直播及回放系统是一套在

IPv6 网络环境中使用的，支持任意横向、

纵向扩展，能适应不同复杂度网络环境的

部署，支持高并发、多种终端跨平台的视

频直播平台，它可以为中大型校园网提供

活动转播、会议直播、在线课堂、MOOCs

系统的录播等服务，同时视频直播系统无

需二次转码即可实现节目录制、实时回看、

延迟播放等功能。该系统在完成软件平台

研发和部署方式设计后，在东北大学校园

网内实现了示范应用，为后期更好地推广

到其他兄弟学校乃至 CNGI-CERNET2 主

干网，也为今后视频直播平台应用的推广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项目在学校

的应用情况如何？您认为创目的创新性表

现在哪里？

温占考：学校的媒体直播服务最初

可以追溯到 2004 年 CNGI-CERNET2 开通

初期，当时 IPv6 刚刚在校园网内部署，

基本没有人使用。而当时主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XP 默认是不开启 IPv6 协议栈，

所以 IPv6 用户寥寥无几。为了快速地吸

引用户安装 IPv6 协议栈，我们通过从其

他高校引入流媒体直播节目源，在校园

网 CNGI-CERNET2 上通过 IPv6 协议提供

流媒体直播服务。由于网络中心所在楼宇

自身条件限制，我们没有节目来源，只能

依赖其他兄弟院校提供的节目源，所以在

流媒体服务软件选择上也根据上游服务所

使用的协议而采用相应的软件，如今已经

由当初的 Windows Media Server 转向基于

nginx-rtmp 提供的 HLS 流媒体服务，支持

丰富的终端及操作系统。

该项目目前在校园网的应用效果很

好，平时服务器在线用户有 1000 人左右，

在有热门节目直播时在线用户可以达到

4000~5000 人。截至目前，系统最高 6000

多用户在线，整个系统对外吐出流量达到

28G 左右。由于学校学生宿舍没有有线电

视（除留学生寝室外），因此，学生想要

在宿舍收看电视只能通过网络这种方式。

目前系统支持校内各种活动的直播，比如

学校学生社团、宣传部举行大型活动时，

都可以通过该平台对校园网或互联网进行

直播。

项 目 的 创 新 主 要 表 现 在， 首 先 它

支 持 各 种 丰 富 的 平 台 及 终 端， 支 持

Windows、Mac OS、Android、iPhone 等

现有大部分设备及系统，这可以归功于

苹 果 公 司 所 推 出 的 HLS 流 媒 体 协 议，

在苹果公司强势推动下，各个平台都得

到了很好支持。其次，由于我们采用了

HLS 流媒体协议，此协议是基于 HTTP

协议传输的，因此在流媒体服务器压力

大或者线路拥挤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

部署分发节点，减轻主服务器的压力。

现有的一些缓存系统也能很好地对基于

HLS 的流媒体服务进行缓存，可以提供图 1  视频直播平台架构

IPv6 创新
专栏

视频编码器

媒体服务器

回看服务器

缓存服务器

观众

CNGI-CERNET2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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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用户体验，而便捷的方式是通过

代理服务器也可以实现缓存功能。第三，

系 统 的 回 看 功 能， 我 们 利 用 两 台 服 务

器配置低速硬盘可以对所有节目提供 7

天 内 容 回 看 服 务， 用 户 可 以 任 意 指 定

开 始 和 结 束 时 间 点 后 收 看 该 时 段 的 直

播节目。

《中国教育网络》：项目的应用前景

如何？对项目的发展有哪些规划？

温占考：我认为项目存在一定的应

用发展空间。第一，对于校园网这个特殊

的环境，校园网内速度非常快，几乎所有

的校园网都是万兆主干网，还有部分学校

是十万兆主干、千兆到桌面，对于校园网

内如此优质的高速公路，充分利用高速校

园网进行一些高带宽需求的应用再适合不

过，而高清的流媒体服务器就是代表的应

用之一，特别是有些活动由于场地的限

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亲自到现场体验，通

过直播平台可以在寝室中体验到现场的气

氛，甚至比现场体验还要更好。第二，系

统是在不用额外转码的前提下进行“录

制”，因此系统的录制效率很高，我们现

有系统的 2 台机器同时录制 250 多套节目

（90 多套高清），所以只要有节目经过

系统进行直播，系统就会录制一份备份，

以备以后的在线点播等。第三，由于系统

是基于 HTTP 协议的，可以很好地和现有

的一些业务系统、认证系统结合，可以对

用户进行身份认证，不同身份的人可以访

问不同类型的节目，在今后的教学、科研

的应用有一定发展空间。

今后的计划是希望能在系统使用方面

做的更好，让系统可以通过简单的 Web

界面实现管理和控制，同时普通用户只需

在后台经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发布和录制

自己推送的直播流。更长远的计划是希望

与学校的教务系统结合实现每个教室实时

的录播功能，对于一些有特殊原因错过某

堂课的学生也可以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每一

堂课。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项目对于

学校的人才培养或者 IPv6 的推广有哪些

帮助？

温占考：最初在建立系统时目标很

简单，就是要吸引用户使用 IPv6，随着

图 2  目前系统最高在线用户量

图 3  一台媒体服务器最大流量情况

后期系统服务的用户越来越多，系统也

新增了类似电视墙、回看等功能，所以

服务器在高负载、大流量、分布式及缓

存机制方面让学生参与了一些很实际的

开发工作。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今

后他们步入社会必然会涉及到应对大流

量、高并发的业务处理等工作，这对于

他们而言，在搞好理论研究之余接触到

一个相对比较接地气的项目，对于他们

今后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个人认为项目在 IPv6 推广方面起

到了不小的作用。从统计数据看来，很多

用户都是通过搜索“IPv6 电视”这个关键

字找到我们的系统，这说明这些用户的目

标很明显，是要通过 IPv6 收看电视直播，

这些用户从其他渠道得知通过 IPv6 可以

实现这个功能，所以就会去使用 IPv6，并

通过 IPv6 来体验这项服务。同时在教育

网内还有清华、北邮、吉大、中科大和沈

阳航空航天大学等一些高校都在提供这样

的服务，他们也都为 IPv6 的推广贡献了

一份力量，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节目源都是

来自上述学校。

《中国教育网络》：在校园网中您认

为 IPv6 还有哪些可以应用的场景？

温占考：就 IPv6 应用场景来看，我

认为应主要关注 IPv6 相对于 IPv4 的优势，

开发一些 IPv6 能做而 IPv4 做不到或者

做起来很困难的应用，这样能更有力地

去推动 IPv6 的发展。我国自 CNGI 示范

工程启动以来，已经过去十几年，我国

的 IPv6 用户仍然还是集中在教育网这个

圈子中，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网民在连接

互联网使用社交软件的需求都能够通过

IPv4 和多次 NAT 实现，所以大家对 IPv6

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的迫切。我认为还可

以从 IPv6 的地址空间、协议自身支持的

安全性等方面入手，做出一些有特色的

应用，现在用户设备越来越多，用户对

互联网的安全、隐私越来越重视，如果

这样的应用能够更多就能够体现出 IPv6

的优势。 （责编：杨燕婷）

（资料来源：东北大学温占考   整理：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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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个人健康助理系统

IPv6 与医疗结合

当前，“互联网 + 医疗”模式的应用

已经日渐深入，如何提高医疗数据收集的

准确性和便利性，在医药健康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成为移动医疗的关键点。南京大学

的“个人健康助理及医疗大数据平台”项

目，调研了市场主流 App，通过分析 App

功能以及界面的优缺点，结合现有资源和

用户需求，设计出个人健康助理 App 的总

体架构，并在架构的基础上设计代码并实

现应用。近日，本刊采访了该项目团队成

员程浩洋，请他对该项目近况进行了介绍。

《中国教育网络》：为什么想要开展

与医疗健康有关的项目？

程浩洋：健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

不规律的生活很容易引起健康问题。有资

料显示，在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中，慢性

疾病占 80% 的比例，慢性疾病成为了威

胁人们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

合理的疾病预测方法能够有效地控制慢性

疾病的发生。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手机在生活中

越来越普及，健康类的应用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在对市场上健康类应用

进行调研后发现：一方面，多数应用的功

能偏向于问诊和医药市场，少数应用有数

据管理的功能，目前尚不存在一款将数据

管理和问诊功能相结合的应用；另一方面，

目前的健康类应用在对于慢性疾病的关注

方面，只有健康数据记录、健康提醒和健

康类资讯的推送等功能，而较少地涉及疾

病预测相关功能。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希望

设计实现一个基于 Android 平台的个人健

康助理系统，包括个人健康数据管理、完

整的问诊流程以及有效的疾病预测方法。

《中国教育网络》：个人健康助理系

统的功能有哪些方面？

程浩洋：为了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

我们开发了个人健康助理 App 及相应的医

疗大数据平台。在这套个人健康和医疗相

结合的系统下，用户不仅能对个人健康数

据进行管理，还能对自身的健康风险进行

评估，同时还可借助多种渠道同专业医生

进行问诊和交流。此外，在所获取的一大

批用户的健康数据资源下，通过对不同年

龄、区域分布等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统计

和分析，从而为进一步的健康建议和决策

提供帮助。

个人健康助理系统在功能上从四个方

面展开 , 包括健康管理、疾病预测、问诊

和健康大数据平台。

一是，健康管理模块能够管理用户的

健康数据，支持多种方式添加和查看数据。

一方面用户可以直观地看出人体生理指标

IPv6 创新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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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客户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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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也为医疗诊断提供

了数据支持。

二是，设计并实现了基于贝叶斯网络

的疾病预测方法。用贝叶斯网络方法结合

用户的健康数据实现疾病预测，在预测结

果上有较好的准确性。它的预测结果能够

让用户在早期预防疾病，降低用户患慢性

疾病的风险。同时该方法能够发现对疾病

影响因子最大的症状信息，为医学上的疾

病诊断起到了辅助作用。

三是，设计出一个 Android 系统的问

诊流程。问诊服务将线下的医疗资源转移

到线上，提高了问诊的效率。在问诊流程

上，一方面，用即时通讯实现了线上问诊

功能；另一方面，结合用户的健康数据实

现了线下预约。

四是，健康大数据平台。目前有多

种渠道来采集公共卫生健康的相关数据，

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应用，所采集的数据并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个人健康助

理 App 可以收集到大量的用户健康数据，

在此基础上我们实现了一个健康大数据平

台，以对当前所有用户的健康信息进行分

析和追踪，这有助于了解某种疾病（例如

高血压）在不同人群和年龄区间上的分布。

同时对疾病预测的结果进行分析整理，可

以依此给出某种疾病所表现出最普遍的症

状，并能为当前医药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参考，还能为当前这类疾病的诊断提供一

些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该项目的关

键技术取得哪些重大进展？

程浩洋：首先，设计并实现了基于贝

叶斯网络的疾病预测方法。该方法根据病

例数据训练贝叶斯网络的结构和参数，它

的精确率和召回率在与其他分类方法的对

比上占有少量优势。将训练后的贝叶斯网

络部署在支持 IPv6 协议的服务器上，为

客户端提供访问接口。

其次，设计出 Android 终端通过蓝牙

与可穿戴设备的通信方式。手机端可通过

蓝牙启动血压计设备，在血压计测量完成

后将数据自动传输并存储到手机上。

《中国教育网络》：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遇到过哪些挑战，有哪些收获？

程浩洋：在项目启动初期，并不清楚

项目具体要实现哪些功能，每个功能应该

以怎样的方式实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我

们对市场上的同类 App 进行调研，并完成

了一份《移动医疗 App 发展现状综述》调

研报告，对现有 App 的功能进行分类总结，

最后根据现有的资源及需求整理出要实现

的功能。在此过程中，了解了医疗类 App

的发展现状及动向，对项目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

在研究贝叶斯网络方法实现疾病预测

的过程中，由于医疗类病例数据很少在网

络上公开，数据来源成了这一阶段的重要

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尝试了对真实数

据的模拟，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同时也尝

试了从国家医疗数据网站上获取数据，但

是可以应用到模型的参数较少，或者数据

量较少；最终我们在 Kaggle 网站中根据疾

病关键词查询到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脏病

的数据，参数较完整而且数据量充分，以

此作为贝叶斯网络模型的训练数据。在网

络中查找相关数据集繁琐而耗时，但是对各

种疾病的不同数据集有了一定的认识，为项

目今后在参数维度上的扩展提供了思路。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项目的未来

规划，有哪些想法？

程浩洋：疾病预测是本项目的一个亮

点，同样也是 AI 与医疗相结合在今后的

一个发展方向。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度将不断增加。

有效的疾病预测方法能够降低发生疾病的

风险，提高健康水平。但是任何一种疾病

预测方法都不是 100% 准确的，误诊或漏

诊现象都对用户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

如何在方法上进一步改进来不断降低误诊

率和漏诊率，将是疾病预测在今后研究中

的重点。

《中国教育网络》：未来您是否有考

虑在 IPv6 领域其他方面开展研究？

程浩洋：未来主要是研究 Android 系

统对 IPv6 的支持方面，Android4.0 之后

的移动端设备使用 IPv6 网络可以进行正

常的通信，但是目前 Android 手机上支持

IPv6 协议的应用较少。Android 采用双

栈协议进行 IPv4/IPv6 网络的协同工作，

当 发 送 的 是 IPv4 数 据 报 文 时， 采 用 的

Socket 为 v4 版本，当发送的数据报文采

用的是 IPv6 协议时，采用的 Socket 为 v6

版本。

IPv6 的技术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 IPv6

仍缺乏能够轰动一时的应用，现有的 IPv4 业

务有着完善的体系，如果要打破这个体系，

需要从 IPv6 的应用中寻求创新，以此作为

IPv6 广泛推广的起点。 （责编：杨洁）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程浩洋  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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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肃波

2018 年 6 月 6 日，是世界 IPv6 启动六周年纪念日。

2012 年 6 月 6 日是 World IPv6 Launch Day，国际各大网站、

互联网服务、设备提供商会联合启用了 IPv6 协议，这标志着 IPv6 

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启动。六年来，全球 IPv6 流量增长了 5000% 以

上，一些电信运营商网络的 IPv6 部署率已经达到 80% 或 90% 以上。

全球 IPv6 部署情况

从图 1 可以看出，美国 Comcast、AT&T 的 IPv6 部署率达到

66%，Verizon、T-Mobile 的部署率分别达到 85% 和 93%。印度运营商

JIO 的 IPv6 部署率达到 86%，日本 KDDI 的 IPv6 部署率达到 42%。

全球 Alex TOP 1000 网站支持 IPv6 的比率，也已经超过 27%

（如图 2 所示）。

阿姆斯特丹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 AMX-IX 的 IPv6 流量，在

聚焦高校 IPv6 部署现状
世界 IPv6 启动六年 :

最近一年也有了显著增长，峰值超过 100G（如图 3 所示）。

AMS-IX6 月 3~10 日的每日 IPv6 流量，也达到 110G 水平（如

图 4 所示）。

谷歌的 IPv6 全球访问率（不含中国）超过 23%，这意味着全球

有超过 23% 的网民使用 IPv6 网络访问谷歌。根据 APNIC 的测试数据，

印度的 IPv6 部署率从 2016 年开始飞速增长，目前已经超过 50%。

根据 APNIC 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中国 IPv6 部

署率依然低于 1%。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推

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和工信部在今年

5 月发布的通知，2018 年中国 IPv6 部署将呈现飞跃式发展，年底

中国的 IPv6 用户数将达到和超过 5000 万人。

高校网站 IPv6 支持情况

为了纪念世界 IPv6 启动六周年，LinkedIn（领英）举办了一

场庆祝活动。LinkedIn 从 2011 年开始，就在主干网上添加 IPv6；

图 1  IPv6 部署率

图 2  全球 Alex TOP 1000 网站支持 IPv6 的比率

图 3  最近一年 AMX-IX  IPv6 流量

图 4  6 月 3~10 日 AMX-IX  IPv6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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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电子邮件可以通过 IPv6 发送和接收；2014 年，开始

通过 IPv6 网站服务用户。LinkedIn 网站 IPv6 的增长一直是稳定

的，2017 年，第一次看到美国有更多的移动设备通过 IPv6 网登录

LinkedIn 的 IPv6 网站，超过了 IPv4。 

宋崟川是 LinkedIn 的高级网络技术专家，在 LinkedIn 举办 “世

界 IPv6 启动日 6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他开发了一个“高等院校 

IPv6 对外服务支持情况”测试系统， 发布了中国高校网站支持 IPv6

的情况。该系统检测指标包含以下四个方面：（1）DNS——该域

名的权威 DNS 服务器是否有 IPv6 地址且能解析出该域名的 SOA 记

录；（2）根域 http 服务——该域名本身是否存在 DNS 的 AAAA 记录，

是否可以访问所得到 IPv6 地址上 80 端口的 HTTP 服务，总时间不

超过 10 秒，两次跳转内能打开网页则合格；（3）类似第 2 条，主

机名为 www；（4）接收外界 E-mail 服务器是否在 DNS 里有 AAAA 

记录。6 月 27 日测试结果如图 5 所示。

随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中心张焕杰制作了一个 “高

校网站 IPv6、HTTPS、HTTP/2 支持情况”的测试网站，网址是：

https://ipv6.ustc.edu.cn/， 九校联盟高校的情况如图 6 所示。

测试结果显示，国际著名高校网站支持 IPv6 的情况有的不

如中国高校，唯一比中国高校领先的就是几乎所有网站都启用了

v4 https，提高了网站的安全性，如图 7 所示。

厦门大学的郑海山看到宋崟川发布的测试结果后，迅速修

正了厦门大学根域名 xmu.edu.cn 的 IPv6 解析，并在张焕杰发布

HTTP/2 测试项后紧急为主页添加了 HTTP/2 的支持，并且美化了

该测试页面。同时，总结了以下几个要点：

（1）如果是全校都有反向代理的话，添加 IPv6、HTTPS、

HTTP/2 是非常简单的，并且可以全覆盖。

（2）某个较老硬件应用交付设备不支持 HTTP/2，Apache 

2.4.17 才加入 HTTP/2 的支持，因此 Ubuntu 16.04 LTS 和 CentOS7

都没有原生支持。

（3）网站群即使有生成静态的发布服务器，也不要直接暴

露在外面，最好在前面加上反向代理。

（4）IPv6 解决了 IPv4 非常多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安全性，但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安全问题不是协议上的，而是生态上的，

很多安全设备对 IPv6 的支持并不好。

（5）在配置 CentOS6 防火墙的时候，IPv4 和 IPv6 是在不同

的配置文件内，/etc/sysconfig/ip6tables，很多人没有注意，IPv4

关闭了很多危险端口，但是 IPv6 实际上是全部放开的。

宋崟川、张焕杰、郑海山的 IPv6 测试系统发布后，迅速在

高校网络中心中引起了反响，一些高校网络中心很快调整了网络

配置，实现了网站支持 IPv6 访问，还有一些高校网站启用了 v4 

https 和 v6 https，提高了网站安全性。从这三人自发建设的两套

高校网站支持 IPv6 监测系统所取得的效果来看，这的确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方法，帮助其他高校发现不足，并及时推动多所高校

网站支持 IPv6。 （责编：杨洁）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IPv6 头跳，文字略有删减）

图 6  九校联盟高校测试情况

图 5  九校联盟高校 IPv6 对外服务支持情况

IPv6建设与应用

图 7  国际知名高校测试情况

注：
系统检测仅包括 DNS、根域网站、www 网站和邮件 MDA 四个指标，高校非 www 网站不在检
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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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慧校园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华南师范大学

文 / 胡钦太  林南辉  郑凯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 1933 年，1996

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

2015 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

建高校，同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整体

建设高校行列，2017 年学校进入国家“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近年来，学校以

教育部首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为契机，

把教育信息化上升到驱动国家“世界一流

学科”和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服

务全国和广东教育发展的战略高度。强化

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提升信息化自主创

新能力和主动服务水平，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促进粤港澳地区教育信息化协

同发展。

面临的主要问题

学校于 2006 年启动以信息门户、数

据中心和单点登录系统等“三大平台”为

主体的“数字校园建设”，信息化朝着集

成化、协同化应用的方向发展。随着“互

联网 + 教育”时代的到来，传统“数字校园”

的建设理念和建设模式逐渐不能满足学校

师生对信息化高速增长的发展需求，信息

化对学校各项工作和教育社会服务的支撑

和驱动作用难以凸显，

主要体现在：

1. 信息化工作仍

属于基础条件支撑和

辅助性质范畴，工作

定位不高，与学校整

体发展融合不足，缺

少长远规划、顶层设

计和资源统筹；

2. 学校信息化工

作职能分散，各支撑领域发展水平不平衡，

制约和弱化了学校作为师范高校的教育教

学改革引领和教育服务输出功能；

3. 信息化应用建设以提升管理效率为

主，不能满足广大师生对于校园公共服务

质量的要求；

4. 信息化人才队伍机制陈旧，结构不

合理，人才流动不畅，创新能力不强，无

法满足智慧校园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和

主动服务的需求。

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着眼长远发展，强化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

学校制定信息化发展中长期规划，定

期召开全校信息化专题会议，把信息化融

入教学改革、科研创新和管理服务等各个

领域，以信息化驱动重点领域改革，带动

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互联网 + 教

育”为抓手，逐步形成资源集约化、平台

自主化、服务综合化、治理数据化、安全

体系化“五位一体”的信息化发展模式。

成立智慧校园建设领导小组，构建理论创

新研究、基础平台建设、教育资源开发、

信息应用服务等四大发展主线，团队协作

方式实现优势资源整合，强化校园信息化

统筹建设能力。

统筹基础资源，建立平台化发展战略

学校完成信息化公共云平台建设，为

学校智慧校园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自主研发包括信息门户、数据中心、统一

身份认证等各类应用基础服务平台，确保

项目统筹建设和一体化服务质量；基于自

主开发的网站群平台完成校内 130 多个二

华南师范大学

2017 年，教育部科技司收集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发布《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2017）》一书。

从本期开始，本刊将从中选取部分优秀案例陆续刊载，本期将刊出华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重庆大学的案例，希望能

给各校信息化工作带来借鉴和启发。

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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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网站的云化改造和迁移工作，实现校内

网站白名单开放制度；建成覆盖全校的高

质量无线校园网，建设无线热点 13000 多

个，扩展校园网出口带宽达 17.5G。

融合管理服务，加速校园治理现代化进程

学校自主开发由师生综合服务、校园

移动服务、微信企业服务组成的校园服务

平台体系，积极探索校园大数据背景下的

个人数据服务，以服务为导向，促进管理

服务的融合，为推进校园治理现代化提供

强大支撑。同时，学校建设“一表通”服

务平台、电子身份注册中心等系统，满足

师生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的信息服务需求。

驱动教学改革，支撑“互联网 + 创新人

才培养”行动计划

学校开发适合学校教学应用实际的

“砺儒云课堂”在线教学平台，提供教学、

学习资源与过程的“一站式”服务。围绕

“砺儒云课堂”建设应用，组建教学信息

化开发维护团队和支撑服务团队，不断探

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开发

“砺儒教育实习工作坊”，作为师范生教

育实习远程交流与指导的官方网站。

勇于改革创新，探索高校信息化人才队

伍建设新机制

学校在确保核心人员稳定的前提下，

控制在编人员规模，按照“在编 -- 预聘制

-- 非编制—流动岗”的模式壮大人员队伍。

成立华南师范大学软件开发与运营中心，

承担校园信息化应用基础支撑平台和公共

服务体系的开发与运营工作，推动软件开

发服务人员薪酬与市场接轨。挖掘高校学

生资源，培养研发实习生，推进校企人员

合作，鼓励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人员创业，

并鼓励和指导在校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发挥师范优势，服务国家和广东的教育

发展

学校积极承接教育部“国培计划”

教师远程培训项目，建立支撑广东省“粤

教云”计划的协同创新平台。创新移动

互联网技术服务基础教育改革模式，依

托自主研发的手机直播课堂技术，积极

开展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和实践。实施“职

业教育网络课程修读计划”，牵头成立

广东省职业教育信息化研究会，与凤凰

卫视集团联合开发国内首个面向职业教

育的移动学习新应用—“凤凰微课”。

启动“校园开放教育计划”，面向全日

制本专科生开设网络教育课程，积极推

进校际网络课程互选。

成效与经验

校园网基础条件完成更新换代，扩展

校园网出口带宽 15G，增建无线热点 13000

多个，完成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信息化

云平台拥有 CPU 核数 1600 多个，内存 7.3T，

存储 1362T，承载 500 多个信息化应用；

智慧校园基础软件支撑平台体系化发展，

建成基础软件支撑平台 7 个，对接 30 多个

信息系统，数据中心集成数据量近 500G；

教学信息化平台课程总数 300 门，在线授

课教师 271 人，使用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

学生 8236 人。拥有公共信息化服务平台 3

个，提供超过 150 个“一站式”信息化服

务；软件开发团队人员 22 人，开发创新应

用 23 个，申请专利、获得软件著作权 13 项；

网络与信息安全体系逐步建立，基于自主

开发网站群改造和迁移校内网站130多个，

获得安全竞赛奖项 6 个。累计承担教育部

“国培计划”项目 100 多项，建设“教师

工作坊”1600 余个，受益教师 10 万余人，

各类工作坊上传微课 3 万多个，移动学习

“凤凰微课”1.5 万门，发表文章 10 篇以上。

经过五年的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探

索，学校在高校智慧校园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取得以下经验：一是高校要把教育

信息化纳入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的高度，进

行长远规划、资源整合和统筹发展；二是

智慧校园建设要把主动服务于教学改革和

科研协作等高校核心工作作为信息化的突

破口，切实成为高校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

引擎；三是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撑连接

作用，真正使信息化成为融合校园内外和

专家点评

华南师范大学在智慧校园发展理论

与模式创新、信息化自主研发、服务体

系构建、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特色。

学校按照国家对高校“双创”的要求，

整合相关学科大学生创办信息化服务运营

中心的做法与机制，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动

手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创造力；学校形成

的学生实习生自主培养，以非事业编制为

开发骨干，人员薪酬逐步与市场接轨等信

息化人才队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高校教

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学校在教育

信息化人才培养方面形成的有效机制与模

式可以在其他高校中大力复制、推广。

学校自主研发的“砺儒云课堂”及

其教学信息化服务支撑团队在“互联网

+ 教育”的改革实践中发挥了非常积极

的作用，受到广大师生好评，具有创新

性和可推广性。

学校在应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推动粤港澳地区教育合

作发展、针对教育薄弱地区精准扶贫方

面，形成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与模式，

可供其他地区和学校参考借鉴。

学校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学

校应用、服务驱动、科研创新的产学研

合作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信息

化生态模式，对教育信息化产业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刘三牙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管理服务的桥梁；四是要探索创新信息化

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提升信息化软实力和

自主开发能力，形成高校智慧校园的良好

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态势。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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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 +”理念构建高校移动教育生态链

黑龙江大学

文 / 王磊

黑龙江大学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全方位

对俄办学特色和成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

及教育部的肯定与关注，2012 年被教育部

批准为黑龙江省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部

共建大学，2015 年被批准为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和黑龙江省共建高校。学校围绕“信

息化条件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开展

试验探索，成果得到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

和认可，所形成的有关经验和特色发挥了

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黑龙江大学提出了“三型一特”

的本科人才培养总目标和“四融合”人才

培养模式。为了有力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该校确立了以应用为驱动，师生员工从“不

适应”到“离不开”，从“要我用”到“我

要用”，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要求”，

用户观念产生的积极变化对信息化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新增需求成为推动信息化建

设的内在动力。

学校将教育信息化列为主要工作内容，

确立如下建设目标：一是以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为核心，大力推进基于“四融合”人

才培养模式的教学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

二是构建高可用虚拟网络，集成、共享数据

中心；三是构建数字化科研协作支撑平台；

四是构建高校网络虚拟社区；五是建设“中

俄远程教育网”。

实践探索中，学校以“互联网 +”

的理念成功构建了高校移动教育生态

链，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教育教学管

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逐步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优质

在线开放课程和教学资源数字化平台；

逐步建设完善师生自主学习平台和教学

信息服务一体化平台；打造教育、管理、

服务三位一体的学工信息化平台。

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学校在试点建设中坚持以“应用驱

动，机制保障”的基本原则为路径指引，

信息化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

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教育信息化建设工

作取得长足进步。

1. 应用驱动，注重方式方法，明确建

设重点

学校在建设的过程中以应用驱动服

务，注重方式方法，明确服务对象，权衡

多方利弊，加强应用的使用和推广力度，

保持其稳定性和便利性，实现了服务质量

和服务内容的双丰收；以应用驱动数据，

通过应用的建设与推广，学校积累和提炼

有价值的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为教学

和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并在此基础上开展

了智慧数据决策支持平台建设的探索与研

图 1  黑龙江大学数字化校园总体规划框架

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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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应用驱动需求，学校自 2012 年至今，

共开展信息化项目 43 项，其中有 30 项是

规划内项目，有 13 项是规划外项目，以

应用为驱动，信息化建设重点逐渐源于新

增需求。

2. 机制保障，加强顶层设计，落实建

设经费

学校于 2010 年成立了信息化工作委

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统筹规划全校

信息化建设工作。学校的信息化管理机制

分为三个层面：领导决策层、统筹协调层、

贯彻执行层。学校以三层管理体制为基础，

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校领导作为决策层，

真抓实管，将学校的事业发展战略与信息

化战略相结合，总领全局，强力推进。信

息办作为协调层，很好地实现了管理、业

务与技术的对接，协调好部门、院系与技

术服务部门的协同关系。职能部门、院系

和技术支持部门作为执行层，围绕学校制

定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目标，在项目具体实

施的过程中，明确责任，通力配合，分工

协作。

学校在试点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

重视规划工作，先后制定了《黑龙江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规划方案》、《黑龙江大学

教育信息化试点院校实施方案》等工作规

划与方案，这些规划与方案通过校长办公

会审议并执行，有效地避免了盲目建设、

信息孤岛、资源浪费等问题，明确了学校

教育信息化的标准、规范与建设方向，使

得信息化的需求者、开发者有的放矢（如

图 1 所示）。

自 2012 年以来，学校和企业累计投

入信息化建设经费 5000 万元，其中学校

共投入 2000 万元，软件与硬件建设经费

配比均衡，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分配；企业

投入 3000 万元，学校本着互惠互利、合

作共赢的原则，与中国联通公司、中国移

动公司、中国银行合作，建设了有线宽带

网、无线宽带网、校园“一卡通”等系统（见

表 1）。通过校企合作，机制创新，节省

了大量建设经费，为地方高校在教育信息

化建设进程中开展校企合作积累了经验。

成效与经验

开展试点建设以来，学校从网络基础

运行环境、数据中心、教育管理公共服务

平台的建设入手，逐步夯实信息化建设工

作的基础。建设了有线宽带网、无线宽带

网、校园“一卡通”系统，无线网络出口

带宽达到 4G，有线网络出口带宽从 6.5G

扩 容 至 21G， 单 账 号 限 速 从 4M 提 升 至

信息管理系统

综合教务管理系统 文理一体化科研系统 人事管理系统 招聘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OA）

学科管理系统 教师填报系统 网络学习空间 教学资源库系统 教师发展与培训管理系统

学生工作管理系统 数字迎新系统 数字离校系统 研究生管理系统 网站群系统

电子邮件系统 综合校情查询分析系统 就业一体化系统 大学英语写作评阅系统 移动 OA 办公系统

应用支撑平台

信息门户平台 公共数据平台 身份管理平台 信息标准建设 系统集成平台

协作基础平台
（协作平台）

统一通信平台（短信平台） 地理信息平台
移动基础平台
（i黑大）

财务统一支付平台

表 1  黑龙江大学 2012-2016 年建设系统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图 2  黑龙江大学移动校园生态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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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学校先后开展了试点建设四期工程，

在整合现有资源，实现数据集成的同时，

共实施了十个平台和二十多个业务系统的

建设工作。

学校围绕试点建设目标和任务，结合

省情、校情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逐步

形成了自身特色：

1. 构建“应用驱动，开放共赢”的

移动校园生态链（如图 2 所示）。学校在

PC 端建设的同时，同步建成了移动校园

平台—“i 黑大”。“i 黑大”的总体建设

目标是基于“应用驱动，开放共赢”的理

念，打造高校移动校园生态链，其定位不

仅是为学生提供交友、活动、校园资讯获

取等移动服务，更要整合校内外资源，为

师生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校园周边服务

体系建设的完整生态链移动应用服务。在

建设过程中学校严格遵循统一规划、分步

实施、加强应用、资源整合、共享数据。

“i 黑大”于 2013 年上线至今已经历

了三个版本，目前包含了学工在线、移动

OA、成绩查询、工资查询等 46 个服务模

块，100 多个子模块。“i 黑大”注册用

户达到 61866 人。2016 年访问量超过 359

万次，“i 黑大”最高日启动突破 5.8 万

次，其访问量于 2016 年起已超越传统 PC

端门户的访问量。

2. 推进“互联网 +”教学改革，稳步

构建移动互联环境下的学习型校园。学校

以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原

则，循次而进，多措并举，不断完善教育

教学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力打造优

质在线开放课程和教学资源数字化平台；

逐步建设完善符合移动互联时代特点的自

主学习平台和教学信息服务一体化平台；

全面开展“MOOC”、“SPOC”、“混合

教学”等多种形式的“互联网 +”教学改革，

稳步构建移动互联环境下的学习型校园。

截至 2017 年 6 月，黑龙江大学自主

学习平台总访问量近 7000 万次，高峰期

间实时在线人数突破 1 万人，日均最高访

问量达 9 万人次；其中 39.76% 的用户通

过移动设备端访问。部分学生已经尝试自

主学习和互助学习，除了师生互动外，已

经能够通过生生互动来解决课程学习的难

点、疑点；部分教师已经能够自发的利用

自主学习平台开展群体备课，团队授课活

动。初步构建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学习型校园。

3. 精心谋划，创新驱动，提升效能，

构建教育、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学工信

息化工作平台。学校于 2010 年起开始积

极探索学工信息化建设。2013 年正式提

出“五年四期”学工信息化发展战略。五

年来，学校本着“以学生为本”的建设原

则，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服务学生工作

实际为基础，以满足学生工作需要为核心，

按照“满足工作需要，服务学生成长”的

建设理念，精心设计、整体规划、创新驱

黑龙江大学高度重视试点工作，确

立五个方面的试点目标：一是以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大力推进基于“四

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信息化服务

平台建设；二是构建高可用虚拟网络，

集成、共享数据中心；三是构建数字化

科研协作支撑平台；四是构建高校网络

虚拟社区；五是建设“中俄远程教育网”，

中俄学院“专业 + 俄语”的特殊人才培

养提供信息技术保障。这些目标的确立，

体现了该校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发展目标

的理念。

该校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的建设策略，根据各个部门的需求和业

务流程的特点将试点建设行动计划分为

三个阶段实施，通过搭建基础框架，实

现面向师生员工的个性化服务门户；通

过推进综合管理与服务应用，深化扩展

信息化服务内容，同时构建数字化科研

动、分步实施，构建了教育、管理、服务

三位一体的学工信息化工作格局。

学校建成了数字迎新、数字学工、数

字离校三大系统和“i 黑大”移动学工、

学工微信圈为一体的综合数字服务平台。

在全省高校中率先开通的辅导员在线考核

系统和学业预警系统，成为辅导员队伍建

设和学生动态管理的典型案例，在全省得

到推广；基于新型家校互通平台构建的校

院二级学工微信圈，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新阵地；覆盖学生全生命周期的迎新离

校、奖优评定、公寓管理等 18 个子系统

80 余项服务功能，进一步转变了工作模式，

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学生工作的服务

水平。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大学）

专家点评

协作支撑平台；通过加强互动交流力

度，扩展数据应用范围，构建校园网

络虚拟社区。试点中形成三个具有显

著特征的成果：开放性公共基础性数

据与服务平台；以学生工作为代表的

核心业务部门的一体化办公；以教务

管理部门为主推动的“互联网 +”课

程改革模式（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

课、大学公共英语自动批改、大学数

学作业考试系统等）。目前，该校正

在进一步推进教学信息化建设向纵深

发展，着力打造“三个平台”，实现“三

个转变”。丰富信息化的内涵，为学

生终身学习创造有利条件。

该校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建设，

在门户类移动 APP 的研制与推广方面

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并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喜爱。

这表明，应用移动化已成为必然。该

校所采用的“PC+ 移动”并行开发的

思路确保应用数据的平滑过渡，可以

成为全国高校应用开发的典范。

 张进宝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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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大 学 是 教 育 部 直 属 的“211 工

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重点建设

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近年来，学

校不断加强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

建设，积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

度融合，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机制，有力推

进高校信息化合作联盟和教育教学内容、

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大力提升了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

面临的主要问题

重庆大学分为 A、B、C 和虎溪四个

校区，本科专业覆盖理、工、经、管、法、

文、史、哲、教育、艺术 10 个学科门类，

以机电、能源、材料、信息、生物、经管

等学科优势而著称。在创建双一流大学进

程中，学校面临跨校区教学、学科优质课

程资源不均衡及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保障

有待提高的挑战，主要体现在：

1. 学校理工科优势明显，文科稍显薄

弱，如何有效共享学校理工优质课程资源，

实现教育公平和终身教育，弥补文科优质

课程的不足；

2. 虎溪校区距离 A、B、C 校区约 25

公里，不同校区的师生如何协同开展互动

教学；

3. 计算机基础、数学、物理、力学、

化学、英语等量大面广课程是理工类大

学的公共基础课，传统教学模式是一门

课程、多个教师、多个教学班，如何发

挥优秀教师传帮带、协同教学、资源共

享等问题，保障整体教学质量提升。

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

1. 建立优质课程共享的高校联盟机

制，克服学科优质课程资源不均衡

为克服学科发展不均衡对教学的影

响，学校积极组建或加入各类以课程共享

为核心的高校联盟，创建联盟教学资源的

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的联盟运行机制。

2011 年 6 月，联合西南大学等重庆市 5

所大学成立了“重庆市大学联盟”；2013

年 4 月，发起并成立了“东西部高校课程

共享联盟”。40 余所高校带来了包括复

旦大学有“哲学王子”之称的王德峰教授

的《哲学导论》、华南理工大学被誉为“校

园建筑设计掌门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何

镜堂的《文化传承与建

筑创新》等涵盖非工科

的优质课程近 100 门，

初步解决了学科优质课

程资源均衡问题。

2. 建设跨校区高清

互动超大视频教室，打

通跨校区教学环境

通 过 新 老 校 区 高

清 互 动 超 大 视 频 教 室

建 设， 并 接 入 上 海 课

程中心平台，实现与新老校区间的直播、

收视和互动教学，与部分联盟高校共同

开展网络共享课程。学校建成网络视频

多媒体教室 573 间，在相距 25 公里的 A

区与虎溪校区之间建成了 2 间高清互动

超大视频教室，实现了这 2 间教室的高

清超大视频互动、直播，比较好地解决

了跨校区、大学联盟跨校之间的上课、

听课和互动教学问题，实现了优质教学

资源跨校区、大学联盟跨校的共享。跨

校区高清互动超大视频教室建成后，也

可以为西南地区其他高校如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等学校的教师提供开展跨

校直播课程的教学场地。

3. 构建支撑联盟课程共享的教学平

台，改善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保障

学校顺应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借

力信息技术在教育改革和整体发展过程

中的推动作用，全力支撑联盟化办学需

要和“通专融合”通识教育体系建设，

基于高校联盟教学资源共享的实践与探索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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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优秀教师传帮带和教学模式变

革的积极作用，构建了 SAKAI、EOL 和

学 堂 在 线 SPOC 网 络 教 学 平 台， 建 立

“1+N”教学模式，即一门课 N 个不同

教学班。通过教学平台，N 个教学班可

以实现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共享，达到

整体教学质量同步提高，推进教与学的

跨时空高效连接与按需获取，带动教育

理念、教学方式的变革创新。

成效与经验

成效

1. 共享大学联盟优质课程，学科优质

课程资源不均衡初步解决

学校联盟的建立，实现了联盟高校间

辅修、双学位专业教育资源共享、本科生

交换培养和学分互认，联盟高校之间，图

书文献、实验设备、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共

建。借助跨学校、跨区域、跨国界、跨文

化的教育教学，推动高校从传统教学方式

向现代化教学方式转变。目前，东西部高

校课程共享联盟已有成员 125 个，已开设

152 门课程，有近 30 万大学生学习并获

得学分。

2. 建设优质在线课程资源，为大学联

盟课程共享理工优质课程奠定基础

学校在“能力为重、学制贯通、通识

教育、学科交叉、学研融合、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体系指导下，并在大学联盟优质

课程共享框架下，构建了“通识教育与专

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依托学校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及重庆大学 SPOC 教学平

台，以受众面广的公共课、基础课和专业

核心课为重点，建设优质在线课程 50 余

门，累计建设通识与素质教育课程 195 门，

每学年常态化开课 120 门以上，修读学生

高达 3.5 万人次 / 年，为大学课程共享理

工优质课程奠定了基础。

3. 加强信息化教学环境和教学平台建

设，跨校区教学和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保

障有力

构建教学平台是实现优质课程共享和

推广好的教学模式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通

过教学平台，N 个教学班实现了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共享，达到整体教学质量同步

提高。目前，网络教学平台已建设了 326

门课程，教学班站点 1861 个，总访问量

321.1 万次，上传资源总量 3.91 万个，作

业批改数量 67.8 万次，在公共课整体质

量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验

1. 推动教学联盟信息化支撑，增强联

盟高校优势互补

为弥补学科发展不均衡问题，采用联

盟化学科教学模式是重要措施之一，进而

避免重复建设、降低资源浪费、增强优势

互补。重庆大学联盟化教学在教学资源建

设基础上，以促进资源共享和创造支撑条

件为主，突出联盟化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革联盟化教育

教学模式，促进联盟教学的支撑环境建设，

打造优质学术资源库和优势学科，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和人才素质。

2. 加强跨校课堂环境建设，推动共同

发展

为跨校区和不同学校的学生提供更好

的“沉浸式教学”环境，高清互动超大视

频平台提供直播、录制和收视功能，其他

高校可按标准接入自己的视频教室，实现

跨校授课。在此基础上建设的“联盟网上

课堂”，可将录制的教学过程分路回放，

实现授课场景复现，配合网络教学平台和

联盟课程文献中心，可以为学生提供非常

好的自主学习和泛在学习环境，实现接入

高校课程和资源共享，推进联盟高校共同

发展。

3. 注重资源调配，形成应用推广合力

根据系统推广需要，配置相应资源配

合推广工作，包括人员、经费、物资及政

策等资源，以保障推广工作的资源支撑。

信息化办公室负责技术工作，包括系统部

署、需求分析与设计、功能开发、系统维

护、技术服务等。教务处负责业务工作，

包括部门协调、人员配备、规章制度、教

学安排、课程标准、推广经费、业务服务

等。各学院负责课程建设工作，包括教师

队伍、教学执行、学生组织等。实践证明，

学校高度重视、各部门密切配合并加强推

广是教学信息化在短期内得以顺利实施并

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 （责编：

王左利）

（作者单位 1 为重庆大学信息化办公室，2 为重庆大

学教务处）

专家点评

重庆大学通过建立东西部高

校课程共享联盟以及重庆市高校

信息化联盟，逐步形成了资源共

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充分发挥了

各加盟高校的学科和资源优势，

为广大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

教学资源。

同时，利用高校联盟的优质

资源，结合学校建立的高清互动

超大视频平台、网络教学服务平

台、联盟课程文献中心，开发积

累了一批 SPOC 课程资源，在利

用资源支持跨校区协同教学和信

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融合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升了人才培

养质量。

学校提出的基于高校联盟教

学资源共享可以实现通识教育与

专业教育的融合，促进联盟高校

的协同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广

价值。

郭绍青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
学院院长、教授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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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为师生提供统一的平台以及一站式服务，成为目前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点。高校的信息化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基

础设施初步建设阶段、信息化建设全面铺开阶段、信息化服务提

升阶段。即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从最初的投入硬件建设、网络建设，

到后期的各个业务应用系统建设越来越多，师生需要记住的密码

越来越多，注重提升服务质量的意识越来越强，高校的信息化发

展到“一个平台 +N 个应用”的阶段。目前，大部分高校都处于

第三阶段。

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期间，一些业务部门基于当时的

业务需要分散建设了自己的业务系统，系统设计的标准和技术架

构不统一，系统各自独立运转，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散地积累下来，

形成了信息孤岛。而且还有一些业务部门没有业务系统，数据更

是分散单机存储，因此迫切需要数据共享平台来解决全校范围内

的数据共享问题。

数据共享平台是以学校的数据标准和业务体系为基础建设，

能提供数据管理、数据共享以及数据服务等功能。数据共享平台

是智慧校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整个系统数据传输的中枢。通过

数据共享平台，可以很容易地实现数据共享而不影响原始业务系

统。各业务系统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被抽取到数据

中心库，数据中心库通过数据共享平台将指定的数据推送给数据

需求部门，从而解决了数据的重复录入、数据标准不一致以及共

享困难等问题，允许信息在学校各部门的业务系统之间流动，也

为提供数据的综合查询、统计分析以及学校的业务流程的整理奠

定了数据基础。

数据共享平台结构

数据共享平台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包括数据交换、数据存储以

及数据服务三部分。

数据交换层：这一层是整个数据共享平台的核心层，提供信

息推送和信息的集成功能。数据交互层负责将从不同业务部门采

集的数据存储在数据中心，并根据预先约定好的规则将数据推送

给相关的数据需求部门。这个过程包含数据抽取、转换、清洗、

装载。 

存储层：参考学校的数据标准，可以合理地构建基础数据

库和数据仓库。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强调区分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以及学校标准的差异，并提高数据的读写效率，以满足数

据中心数据快速增长的需要。基础数据库需要严格按照已经正

式发布的学校信息标准来建设，提供各业务数据的存储以及一

些基础信息查询和分析的数据基础。数据仓库则是为了做更多

数据挖掘而建设的数据库，一般以时间维度和主题对数据进行

存储和集成。

服务层：在存储层的基础上，数据共享平台可以提供一些数

据服务，包括一些学校基础业务数据的查询、数据统计、数据图

标展示、数据导出等功能。

运行和管理规范：数据共享平台运行与管理规范贯通整个数

据交换的应用过程，为平台正常运行提供保证。

搭建数据共享平台 破解数据孤岛难题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采集学校多年来积累的业务数据，通过清洗、转换等操作，使其变

成有价值的数字资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挖掘应用，从而服务师生以及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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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              

异构数据支持

由于业务系统前期是分散建设，其体系架构、采用的数据

库类型不尽相同，要集成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平台支持多种

异构数据库，如主流的关系型数据库包括：Oracle、SQL Server

等，非主流的关系型数据库如 Pgsql、Mysql；格式化文件如 txt、

xml、xls 等文件的集成；能够通过接口交互实现数据的存取，如

Web Service。   

数据集成配置             

数据交换层将根据配置需求执行数据交换。数据交换配置包

括：1. 定义数据源、业务系统的数据库配置功能，包括业务系统、

数据库、IP 地址、端口号、数据库 SID、用户名、密码等业务系

统的信；2. 目标库中创建表以接收业务中间库中的数据；3. 配置

数据流信息；4. 执行数据集成接口；5. 检测数据集成情况；6. 设

置数据自动同步周期。 

数据转换和清洗              

源业务系统的数据标准、数据中心库的数据标准和目标业务

系统所需的数据内容可能存在差异。通过数据转换、清理和加载，

数据交换中心完成了不同数据标准的相互映射和转换，实现了共

享数据的跨应用交互。

数据共享的监控

能对元数据、代码标准、数据库、数据质量等进行健康检查；

可以监控系统异常、数据集成异常、API 调用异常、数据质量检

测、数据备份；能对标准建设情况、业务系

统集成情况、数据质量情况等进行查询跟踪；

支持业务系统、主数据的外部关系跟踪，接

口的映射转换关系的查询；支持问题的预警

机制，以邮件方式通知管理人员，以保证问

题即时通知和处理；可以对数据集成平台信

息进行重新组织，以通俗易懂的展示方式，

方便管理员和校领导查看。

数据质量管理

在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全面地对数据质

量进行自动化检测，包括可对数据质量检测

规则进行设置，包括检测规则、业务检测项、

检测数据范围。设置方式简单、可视化、可

配置；能够自动检测平台内的数据质量，并

自动生成质量概况图表，供用户分析、排查

数据质量问题。

保障因素

高校内部的各方积极因素，包括学校对信息化资金和政策的支

持，学校领导的支持，所有校园师生用户、学校各级管理职能部门

以及各类信息化专业技术队伍和人员的支持。

重视硬件基础设施架构的规划与设计，包括软件和硬件两方面，

平台的建设必须采用先进的性能稳定的、安全可靠的软件和设备。

信息化建设积累的数据信息的质和量，积累的数据量越多，

质越高，数据的利用价值越大，那么可供挖掘和提供的服务就越

多，用途越广，会刺激平台得到更多的政策和人员支持，从而会

开展得越顺利。

智慧校园数据共享平台的顺利建设人才很重要，需要培养有

针对性的人才梯队，努力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为下一阶段的智慧校园建设培养人才。

遵守数据中心建设规范以及运行和管理规范，使得平台的建

设和管理有章可循，是促进数据共享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信息

共享长效机制的保障。

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采集学校多年来积累的

业务数据，通过清洗、转换等操作，使其变成有价值的数字资产，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挖掘应用，从而服务师生以及学校的发展。因

此数据的质和量很关键，在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完成的基础上，下

一步工作就是不断扩大数据源范围，以及历史数据的积累，建立

数据仓库，在此基础上挖掘有价值的应用和服务，如学业预警、

领导决策分析等。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图 1  数据共享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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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 东北网络及信息化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  2018 年 6 月 29 日，CERNET

东北地区会员单位网络及信息化发展研讨

会在大连成功举行。本次用户大会旨在

加强东北地区高校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

CERNET 用户高校“双一流”建设与教育

信息化 2.0 部署与创新，进一步推动赛尔

网络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水平提升，会议

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东

北地区网络中心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承办，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协办。来自东北地区各

高校信息化相关负责人等近 150 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由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

任张巍主持并代表学校致辞。他指出，当

前教育信息化从 1.0 向 2.0 的发展是高校

信息化工作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做

好信息化 2.0 的战略部署，必将为高校未

来的“双一流”建设，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赛尔网络副总经理王祖伟致开幕词。

王祖伟表示，赛尔网络作为 CERNET 的运

营商，是与高校用户共同发展的忠实合作

伙伴。东北高校在推动教育信息化 2.0 部署

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高校的领导、

老师和专家更好地抓住机遇、争取资源和

条件，共同促进高校信息化的整体提升。

大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邸洪

波警官作了题为《高校网络安全的形式与

对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高校的

网络安全问题较为突出，高校在保障网络

安全时，需要严格依照国家《网络安全法》

和等保定级要求，积极与公安机关配合，

共同做好高校网络安全工作。

赛尔网络总经理助理吴焕乐作《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引领信息化创新发展》的主

题演讲。他指出，CERNET 是中国第一张

100G 主干网，是推动我国 IPv6 发展的中坚

力量，目前的联网用户已经超过 3000 个。

近年来，CERNET 加大力量推动与国内国外

的互联互通，有力地保障了高校国内外资

源访问的需要。赛尔网络在保障 CERNET

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与高校深入合作，不

断开拓保障教育专网安全通畅，探索网络

安全云运营服务等新兴业务，遴选国内外

优秀厂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高校用户

提供全面、专业的网络信息安全服务。同

时赛尔网络每年拿出 2000 万元，资助下一

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和创新大赛的举办，

东北地区三年共有 26 所高校获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辛毅博

士在《网络安全治理与系统准入》的报告

指出，哈尔滨工业大学针对全校 22 个系统

开展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落实了信

息系统安全保障工作和统一管理的策略，

同时通过增加安全攻击的成本、安全准入、

检测（上线准入）、提高感知

能力等手段将漏洞消除在萌芽

状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策略、

安全技术、安全管理人员建

设，从而提升高校的安全运维

水平。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办总

工程师杨贵福作了题为《 信息安全与技术

管理寻径探微》的报告。他指出东北师大

在做好网络信息防护工作的同时，特别强

调了“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本身”的工作思路，网络中心做到尽量早

于绝大多数用户发现问题，确立精准的事

故处理流程，实现管理与技术的整合。通

过加强沟通、管理和培训，提高学校老师

的网络安全素养，最终实现网络安全水平

的整体提升。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于广

辉作了《关于高校 Web 安全管理及新一代数

据中心建设探讨》的报告。他指出做好网络

安全是为了更好的优化业务，让教育教学、

科研、管理各项业务在有序、可管、可控的

前提下稳定运行，因此借助有效的技术手段

和管理手段，降低安全风险是根本之道。

Panabit 派网孙朝晖总裁在《接入网

技术的现状与未来》的报告中介绍，对于

用户而言，在网络应用中期待低价格、灵

活性和更强大的功能要素。当性能和稳定

性不再是问题时，创新就成为了最根本的

问题，高校需要明确下一步网络优化的方

向与路径。在互联网应用的推动下，以 IP

为实体的三层感知与调度能力，例如流量

感知、攻击感知、应用感知能力，将成为

技术进化的焦点。 （责编：杨燕婷）

张巍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信息

中心主任

王祖伟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邸洪波

大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

支队警官

吴焕乐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高校宿舍网运营模式探索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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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常伟鹏  许建真  袁泉

高校宿舍网作为构建于大学生宿舍内的网络，具有整体体量

大、接口数量多、使用频率高、在线时间长等特点，可供大学生

实现在线学习、信息检索、资源下载、邮件收发、通讯和娱乐等

功能，在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建设满

足时代发展要求的宿舍网，对促进和改善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对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高校宿舍网运营模式

学校自主建设独立运营

该模式下宿舍网同教学区的校园网一样，作为整个校园网的

一部分而存在，校方负责宿舍网的管理和运营，宿舍网访问公网

使用校园网的出口。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宿舍网访问校园网

资源便利，学生使用宿舍网的资费较低，对校方而言宿舍网的可

管理性更强。但这种模式的不足在于，学校需购买大量出口带宽

来满足宿舍网的需求，但效果往往不甚理想，甚至教学区校园网

都因出口带宽遭挤压而都受到影响，此外高校信息化管理部门的

人员配备一般较为紧张，无多余精力承担宿舍网管理维护的繁重

工作。

运营商投资建设运营

宿舍网的基础设施（含线路和设备）由一家或多家运营商建

设，建成后的宿舍网由一家独立或多家运营商分区域运营。该模

式下即便是多家运营商运营，由于某一区域只能接入一家运营商，

用户无法自主选择，实质上仍是垄断。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宿舍网

直接接入运营商网络，出口带宽不会存在瓶颈；由运营商或专业

的运维公司维护，服务效果一般较好。同时不足也明显表现为由

于独家垄断，上网资费较高；与校园网对接不充分，从宿舍网访

问校内资源效果不好；校方无法直接管控宿舍网的上网行为；运

营商运营宿舍网的目的为盈利，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必然是能满足

基本需求即可，不考虑长远发展。

宿舍网建设历程

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于 2006 年建成，该校区建设时由

于资金及当时宿舍网主流运营模式等原因，宿舍网由中国电信

建设和运营，学生通过购买电信上网卡的方式使用宿舍网，用

户上网资费高，宿舍网未与校园网对接。随着 2011 年 2 月和

2013 年 3 月工信部相继发文规范电信运营企业校园业务经营行

为，明确禁止电信运营企业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禁止强制

校园用户选择移动业务和宽带业务等组合类电信资费方案，学

校开始筹划新的宿舍网运营模式。受制于此前合同尚未到期，

关于宿舍网新的架构和运营模式的建立，学校采取了分步走的

策略，步骤大致如下：

1.2013 年完成了对宿舍区域网络线路的改造。由于电信运营

时为节约成本，每个宿舍 4 个网络接口仅 2 个可用，且使用的 3

类大对数电缆，每个网络接口仅使用 4 芯，接口标准为百兆，且

大对数线芯之间的串扰无法满足高速、稳定的网络传输要求。于

是学校决定对宿舍网的网络线路重新布放，线路及接口均采用 6

类标准，实现每人一个网络接口，共布放网络接口 1.8 万余个，

高校宿舍网运营模式探索

中国药科大学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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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 1.5 万名在校学生的使用。线路改造完成后，由于与电信

的合同仍未到期，因此与电信进行资源置换后，将新线路暂移交

电信使用。

2.2015 年完成了对宿舍区域网络设备的升级。2015 年学校

宿舍网新的管理与运营模式已基本明确，按此模式对宿舍网的架

构进行设计，而后以此架构为指导，完成了宿舍网网络设备的升

级部署。设备升级完成后，立即开展了新架构下宿舍网与电信网

络的对接。与此同时，校方就宿舍网运营权开启了与电信、联通、

移动三家运营商的谈判。

3.2016 年宿舍网新的运营模式建立，实现三家运营商同时接

入。经过与三家运营商近一年的谈判，2016 年 8 月学校宿舍网

新的运营模式确立，即宿舍网开展与三家运营商的对接，实现在

宿舍网任一接口可拨入三家运营商网络，用户自主选择网络服务

商，同时还可免费访问校园网资源；由校方负责宿舍网底层的管

理和维护，运营商保证各自出口可用和用户账号的可用。宿舍网

与电信网络近一年的成功对接和稳定运行经验，为另两家运营商

网络的顺利对接提供保证，至此学校宿舍网开启了新的运营时代。

管理运营模式

概述

中国药科大学宿舍网的线路和设备均由校方投资建设，通

过核心交换机与运营商 BRAS（Broadband Remote Access Server）

设备和学校 BRAS 设备完成二层对接，用户终端在宿舍网可直接

访问校内资源，如需访问公网资源，可自行选择运营商开通相

关业务后，在宿舍网接口通过 PPPoE（Point to 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方式拨入相应的运营商网络。该模式下网络端口不与

运营商网络绑定，任一网络端口可拨入已对接的任意一家运营商

网络。校方负责底层设备及线路的运维，运营商负责其他故障的

维护。宿舍网拓扑如图 1 所示。

技术架构

1. 宿舍网的网络架构

宿舍网采用与运营商主流网络架构相同的扁平化（QinQ）

架构，该架构既具有相当程度的安全性，又方便与运营商网络顺

利完成对接。采用两台园区网核心交换机，作为组团汇聚交换机

光纤汇集以及与校园网和运营商网络对接的核心设备。核心交换

机通过双路由万兆光纤与宿舍组团汇聚交换机相连，汇聚交换机

下连组团内各楼宇的接入交换机， QinQ 外层标签配置汇聚交换

机的下连接口上。接入交换机通过千兆光纤与汇聚交换机相连，

接入交换机接口划分不同的 Vlan，作为 QinQ 的内层标签，通过

Vlan 之间的隔离，一定程度上保障网络内部的安全。此外，将

学校玄武门校区的宿舍网也纳入到了此架构之中，两校区之间互

联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多对专用城域网光纤相连，保证了业务的可

靠性。

2. 与校园网对接

宿 舍 网 通 过 一 台 某 品 牌 MX960 的

BRAS 设备与校园网对接。用户在宿舍通

过 PC 等终端接入宿舍网时，首先会获得

MX960 下 发 的 IP 地 址， 完 成 IPoE 认 证

（DHCP+OPTION 扩展字段认证）。同时

该 Mx960 与校园网核心交换机相连，通

过 ACL 控 制 列 表 的 方 式， 使 通 过 IPoE

认证的宿舍网用户仅可访问校园网内部

资源。

3. 与运营商网络对接

用 户 接 入 宿 舍 网 后， 可 以 在 PPPoE

拨号客户端设置不同的运营商服务名称

（Service Name，其中电信为“njxy”, 联通

为“njlt”, 移动为 “njmobile”），然后根

据运营商提供的账号和密码即可拨入相应

的运营商网络。在该模式下，同一网络接

口可拨入多家运营商网络，网络接口与运

营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图 1  中国药科大学宿舍网拓扑

电信

A 组团汇聚交换机
G 组团汇聚交换机

楼宇接入交换机 楼宇接入交换机 楼宇接入交换机

玄武门校区汇聚交换机

网城互联光纤

宿舍网核心交换机

MX960校园网核心交换机

移动

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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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理为在用户进行拨号连接的 PPPoE Discovery 阶段，用

户端（PPPoE client）广播发送的 PADI（PPPoE Active Discovery 

Initiation）报文中包含该账号所属的运营商名称，而运营商宽带

接入服务器（PPPoE Server）在收到 PADI 报文后，将其中的服

务名称与自己的服务名称相比较，如果匹配则单播回复 PADO

（PPPoE Active Discovery Offer）报文，如果不匹配则丢弃。而后

PPPoE client 单播发送 PADR（PPPoE Active Discovery Request）

报文请求建立会话，PPPoE Server 回复 PADS（PPPoE Active 

Discovery Session-confirmation）报文，其中包含 Session-ID，而

后 PPPoE 会话建立，宽带拨号连接建立完成 。会话建立过程如

图 2 所示。

经验总结与展望

学 校 多 运 营 商 共 同 接 入 的 宿 舍 网 自 建 成 并 成 功 运 营 一

年 多 以 来， 一 方 面 将 每 用 户 的 上 网 带 宽 由 4Mbps 提 升 至

20Mbps，大大提升了用户的上网体验，降低了学生的上网费

用和通信费用，另一方面为学校争取了大量的运营商资源，

给学校信息化发展提供充足支持，此外还为各运营商提供了

公平竞争、发展用户的平台，在保证各方利益的同时，实现

了多方共赢。

1. 三家运营商共同接入，可提高学生的入网人数和改善用网

体验。在电信独家运营时宿舍网出口最高下行带宽仅 4.6G，三

家运营商共同接入后第二个月（2016 年 10 月）最高下行带宽已

达 6.45G，该巨大增长原因一方面在于学生使用宿舍网的人数明

显增加，另一方面在于学生使用网络的行为

大量增多，此外还在于每账号的网络带宽标

准获得提升。

2. 宿舍网体量巨大、牵涉利益方多，建

设要循序渐进，切忌一蹴而就。学校宿舍网

建设采用分步走的战略，首先升级线路，其

次升级设备，最后确定采用的技术架构，与

运营商进行合作谈判。即便如此，从开始谈

判到合作合同签订，经历的流程与手续异常

繁琐复杂。

3. 宿舍网用户量大，虽然用户使用时间

较为集中，但空闲时段亦有不少用户使用，

因此要全天候做好宿舍网运维服务工作。学

校组织了专门的宿舍网运维团队，通过电话

接障和微信接障多重手段，建立了 7×14 小

时（8:00~22:00） 可 上 门、7×24 小 时 可 接

障的宿舍网运维服务工作制度。

4. 宿舍网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需与运营商保持充分沟通，

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双方要有明确的联络人，负责相关的对接事

务处理。对接人除负责宿舍网的建设和运营中的相关事务外，还

负责高校与运营商就信息化合作中其他事务处理，如校园内弱电

间和通信基站的管理、运营商在校园内相关活动的监管以及高校

办理运营商相关业务等。建立联络人制度可简化工作流程、提高

合作效率。

5. 从提供的服务来看，宿舍网除可视作校园网的一部分外，

同样可视作三家运营商接入网的一部分，因此要采取多重技术

手段保证宿舍网的稳定运行。在设备选型上，学校宿舍网所选

用的网络设备均为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主流产品，设备性能稳定，

厂商具有强大、高效的服务保障能力；在网络架构上，两台核

心交换机通过虚拟化组成双机，上行通过双路由万兆光纤接口

与运营商设备相连，下行通过双路由万兆光纤接口与组团汇聚

交换机相连，双核心、双路由的部署模式，将全网故障的可能

性降为零；充足的备件，保证在组团汇聚或接入交换机出现故

障的情况下，也可在半小时内将其替换而完成业务恢复。

随着无线网、大数据等网络技术的发展，学校宿舍网将在与

多家运营商已建立的合作基础上，探索将多家运营商在校园内的

无线网络（Wlan）合并为一套网络，开展多运营商共用的宿舍

无线网建设，在为师生提供更为便捷的宿舍无线网服务的同时，

更大程度地避免重复建设与投资，实现对学校通信基础设施更强

有力的管理。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中国药科大学）

图 2  带 ServiceName 的多 BRAS 设备网络中 PPPoE 会话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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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文智

随着网络空间安全重要性的不断提高，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NSSA，network security 

situation awareness）的研究与应用正在得到

更多的关注。国家通过《“十三五”国家

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国家网络安全

态势感知平台的要求，各大网络安全厂商

也纷纷发布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解决方案，

安全态势感知也成为网络安全的热点。

传统的安全检测技术针对各类具体

问题类别进行处理，如入侵防御、威胁监

测、恶意文件识别、日志分析等技术，每

一类威胁处理技术都能通过特征码、规则

库发现一部分具体的安全技术问题，提出

解决办法。但传统安全防御技术各项孤立，

缺乏评判整体安全状态和发展趋势的统一视

角，面对灵活多变的新型网络攻击产生了大

量疏漏点。以各类传统安全技术判别的攻击

事件及攻击线索的数据为基础，对安全大数

据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的研究工作，发展成

了现在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研究。

态势感知（SA，Situation Awareness）

缘于军事术语，意为在特定时空下，对动

态环境中各元素或对象的觉察、理解以及

对未来状态的预测。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将

态势感知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网络安全领

域中，使网络安全人员在动态变化的网络

环境中宏观把握整个网络的安全状态 , 是

对网络系统安全状态的认知过程 , 包括对

从系统中测量到的原始数据逐步进行融合

处理和实现对系统的背景状态及活动语义

的提取 , 识别出存在的各类网络活动以及

其中异常活动的意图，从而获得据此表征

的网络安全态势和该态势对网络系统正常

行为影响的了解，帮助安全人员采取针对

性的响应处置措施。

态势感知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

面：网络安全态势要素的提取、评估和预测。

网络安全态势要素的提取

网络安全态势要素提取是指从大规模

网络安全状态数据源中抽取影响网络安全

态势的基本元素的过程，它是网络安全态

势评估和预测的基础。态势要素的提取处

于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底层，系统从主机、

安全设备和网络设备中获取信息，并获取

与之相关的上下文信息（用户、资产、业

务等），通过采用一定的数据格式进行统

一，并对数据进行约减、合并，去噪，形

成从全局角度看到的现状“态”。

态势要素信息来源主要有网络信息、

安全信息和主机信息。网络信息获取是通

过网络监听捕获所有网络中的数据包，分

析提取出 IP 报文五元组，并进一步协议分

析提取出应用层数据包及内容，如 HTTP

请求包中的 url、get、post 参数等。DNS 数

据包作为一类高效的数据源，集中了全网

的应用层域名请求，数据量相对实际网络

流较少，也能感知全网威胁态势，是很好

的补充。安全信息方面，传统安全设备在

网络流数据抓取和分析方面比较成熟，可

提供大量经过预先处理过的先验信息，便

于迅速开展后续研究。此外，基于主动扫

描评估结果、病毒蠕虫类的预警数据、安

全公司及研究机构的威胁情报等也是重要

的安全信息来源。主机信息方面，除用户、

资产、业务等信息外，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

日志采集技术能很好地反映实际业务系统

的运行状态，对跳板攻击、潜伏木马等方

式的 APT 类攻击有很好的补充。如何统一

不同技术架构、不同厂商、系统的差异化

数据格式，融合处理分析是当前的难点。

网络安全态势要素的评估

评估技术基于识别出的攻击活动及其

特征 , 通过进一步分析这些攻击活动的语

义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关系来推断攻

击者的意图 , 其主要任务包括识别这些攻

击活动的源头、类型 , 并判断攻击者的能

力、机会和攻击成功的可能性等。攻击行

为的识别主要利用已有的检测技术，包含

以下五个方面的检测能力：基于流量特征

的实时检测 ; 基于流量日志的异常分析机

制；针对内容的静态、动态分析机制；基

于终端行为特征的实时检测；基于终端行

为日志的异常分析机制。目前常见的全局

评估思路为将同一个目标识别出的各类不

同安全警报事件汇总，根据类型或时间分

加大信息共享感知网络安全态势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将态势感知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网

络安全领域中，使网络安全人员在动态变化的网络环

境中宏观把握整个网络的安全状态。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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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攻击准备、攻击中、入侵成功等不同阶

段，给予不同的风险等级评价，分析相关

攻击活动对被保护目标造成的危害，并将

前后所有攻击过程进行可视化展现。

传统评估方式通过预设的安全规则库

进行特征码比对，新评估技术如语义分析、

动态识别、AI 处理等也在不断发展，各

安全组织也在积极发展云服务，云端不断

更新恶意 IP 列表、最新攻击特征码、威

胁文件样本等，提高终端产品的威胁识别

能力。如何通过大数据技术集中分析海量

异构数据，研究网络活动特征提取和意图

识别的机器处理方法，提升分析技术的效

能，提高攻击行为识别的准确性，以提高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的自治能力，实现

全方位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及自动响应，是

态势感知评估的研究重点。

网络安全态势要素的预测

安全态势预测需要根据当前的网络状

况，找出网络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对未来

一定时间内的安全趋势进行判断，并提供

相应的解决方法。安全态势预测的目标不

是产生准确的预警信息，而是要将预测结

果用于决策分析与支持，特别是对网络攻

防对抗的支持。

现有网络安全态势预测方法主要分为

以下三种：第一，基于时空序列的方法。

该方法的假设条件为安全态势值的变化具

有规则和周期性，通过分析安全态势的前

后依赖关系，实现对网络安全趋势的预测；

第二，基于图论的方法。该方法利用网络

环境中的脆弱性信息生成状态转移图，并

从攻击者角度出发，依据当前状态对网络

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状况进行预测；第三，

基于博弈论的方法。该方法在攻防对抗环

境中，利用博弈理论预测攻防双方的下一

步动作进而分析网络的安全态势，在态势

要素选择上较为全面。

目前，网络安全态势预测研究还存在

许多问题。预测过程对所有攻击者无差别

处理，然而不同攻击者的实际漏洞利用能

力不同，缺乏对攻击者的区分；攻击预测

集中于分析攻击意图、目标、路径和概率，

缺乏对入侵时间的量化；如何合理地衡量

攻击威胁对网络系统的影响，给出一种通

用有效的安全态势量化标准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目前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在指导安全

防御方面作用有限，安全决策还是依靠安

全专家、安全运营团队的人工分析和判断。

高校网络安全工作中的态势感知

高校在信息化过程中发展较快，如浙

江大学智慧校园、网上浙大等信息化建设

项目诞生了大量的校级信息化应用系统，

各院系部处、科研团队也有自己的网站和

信息系统建设需求，校园网内运行站点数

极多。高校信息化业务部门中网络安全专

门人才少，而校园网规模和用户量庞大，

网络安全保障压力大。建设安全防护体系

过程中部署的各类软硬件产品、系统需要

安全技术团队的运维，随着系统增多、规

模扩大、防护纵深加大，管理难度不断增

加。安全运维工作局限于漏洞、攻击事件

的发现和响应，缺乏全局性视角和评估。

态势感知技术能够有效帮助解决部分

上述问题。态势感知技术会收集各类原始

网络信息，收集过程中能统计各类产生网

络流的未知 IT 信息资产，一定程度上消

除了部分管理盲点；安全部门将同类安全

运营数据收集至统一态势感知平台平台，

进行集中式分析及安全态势感知展示，减

轻安全运维工作量；未来，随着态势感知

技术发展，各类异构安全数据、运行数据

也将逐步集中化，对校园全网的安全状态

感知会更加清晰。

具体来说，在高校安全工作中应用态

势感知技术，有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包含态势感知技术的校园网安

全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各高校为应对

互联网安全风险，已部署安全厂商的各类

防火墙、入侵检测等安全设备，具有发展

态势感知的硬件基础。厂商安全态势感知

产品部署后，将各类不同安全产品的告警、

拦截信息统筹，集中式监控分析，一方面

能统一处理各类安全设备信息，减轻安全

运维工作量；另一方面也能集中展示校园

网络入侵情况，构建“风暴中心”式的安

全监测中心，提升校园全网安全感知与威胁

响应能力。在厂商安全态势感知产品的使用

过程中，安全技术团队应多研究态势感知系

统所需的安全设备数据提取和原始数据提取

工作，建立态势感知的数据采集平台，逐步

准备自己的态势感知技术研究工作。

其次是通过大数据平台来发展自己的

安全态势感知技术研究工作。大数据工作

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新热点，网络安全研

究工作可以态势感知为技术切入点，大数

据平台为基础，将全校信息化业务实际运

营中产生的业务数据、安全数据集中至大

数据平台，进行异构数据的关联合并、网

络攻击威胁辨识、安全态势评估及展现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可与校内信息安

全学科研究团队合作，整合校内优势资源，

建立专业网络信息安全研究及应用团队，分

析脱敏后的原始业务数据、实际网络流、安

全日志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APT潜伏攻击、

0day 未知攻击等技术研判，全校网络安全态

势评估及预测，安全预警及应急处置工作等。

研究中发现的安全事件、得出的安全结论既

能产生科研成果，又能指导实际安全工作，

实现多赢局面，共同提升校园网安全。

最后是参与教育行业以及全社会的安全

态势信息共享工作。“十三五”国家信息化

规划已明确指出：“建立政府和企业网络安

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网络安全大数据挖掘

分析，更好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做好风险防

范工作。”教育行业内各高校信息化建设趋

势相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相同，利害一

致。各行业安全信息共享中需要实现的信息

交换、通信协议协商、标准数据结构统一、

信息安全保护等，目前都是发展中的课题。

高校之间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工作研究，能

提升教育行业整体的安全态势感知水平，

推动全社会层面安全信息共享行为，维护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责编：王左利）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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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信息是现代网络安全中重要的一

种资源。由于网络空间里的黑客有了更强

大的工具军火库和资源，攻击行为更多的

是有组织犯罪和政府背景行为，攻击变得

越来越复杂，态势感知技术也因此被应用

于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来对抗这种复杂的攻

击。为了实现对威胁的全面感知、分析和

响应，态势感知技术需要掌握所有出现的

威胁信息，但一种单独的网络安全设备无

法检测到所有类型的攻击，一家单独的组

织也无法发现所有的安全威胁，因此在设

备间和组织间交换安全威胁相关的情报成

为搭建态势感知系统的重要基础。由于不

同设备和组织各自有不同的数据格式和数

据组织形式，为了加强安全设备的配合，

以及促进不同组织间的协同响应，需要开

发标准化的机器可识别的网络空间威胁情

报数据交换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

组织定义了不同的数据交换协议标准，下

面将从时间发展角度介绍几种不同的常

用于威胁情报交换的数据标准：IDMEF、

IOMEF、OpenIOC 和 STIX。

IDMEF

入 侵 检 测 消 息 交 换 格 式 IDMEF

（Intrusion Detection Message Exchange 

Format）是最早定义于安全设备间进行数

据交换的标准之一，由 IETF 的入侵检测

工作组 IDWG （Intrusion Detection Working 

Group) 定义，最后发表时间为 2007 年。

IDMEF 主要用于在不同的入侵检测系统之

间交换警报信息，从而实现商用、开源和

在研等不同类型的入侵检测系统之间可以

自动地交换数据。IDMEF 的格式如图 1 所

示，只包括警报（Alert) 和心跳（HeartBeat)

两种信息。警报信息中除了常用的时间、

攻击源类型等信息之外，还定了少量的工

具、溢出攻击等字段来说明攻击的详细信

息，可以被基于网络和基于主机的入侵检

测系统使用。IDMEF 标准的定义时间较早，

交换对象也仅限于入侵检测系统之间警报

信息，无法描述更丰富的不同类型的情报

数据，因此作为最早的标准之一，尽管大

多数入侵检测系统都支持 IDMEF 格式的

消息输出，实际应用并不广泛。

OpenIOC

随着 APT 攻击的出现，人们希望能

快速地将情报信息用于安全响应，如将

僵尸网络的控制器加入黑名单，将攻击

软件的代码特征和网络特征配置进入主

机防御系统和网络入侵检测系统。这些

种类的情报信息被命名为 IOC(Indicator of 

Compromise)，它们描述了入侵过程的各

种可被观测的信息。IOC 信息根据复杂

度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种类，最简单的如

IP 地址、URL 信息、邮件主题信息可以

直接应用在检测中，文件 Hash、报文负

载的正则表达式特征则需要对原始数据

进行处理以后才可以使用，为了防止误

报，有时需要将多个简单或复杂的 IOC

组合以后才能唯一标记出一类入侵。大

量的威胁情报网站 ( 如 AlientVault 公司

的 Open Threat Exchange) 都定义了自己

的 IOC 格式来发布不同类型的 IOC 信息 ,

在应用这些信息时，用户需要开发不同

态势感知中的威胁情报数据交换

图 1  IDMEF 消息格式

为了加强安全设备的配合，以及促进不同组织间的协同响应，需要开发标准化的机器可识别的网络空间

威胁情报数据交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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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解析软件，因此 2013 年 Mandiant

公 司（ 以 研 究 APT 攻 击 出 名） 定 义 了

OpenIOC，一种基于 XML 的 IOC 数据表

示标准，并提供了免费软件进行 OpenIOC

的编辑。但是由于商业公司之间的壁垒，

Mandiant 公司没能成功推广该标准。

IODEF

威胁情报交换不仅仅是设备间的交

互，更重要的是不同组织之间的交互，

事件对象描述交换格式 (IODEF, Incident 

Object Description Exchange Format) 被

定义用于在不同的安全响应组织之间进

行 安 全 信 息 的 交 换。IODEF 最 初 定 义

于 2007 年， 经 过 了 长 期 的 发 展， 最 后

一 版 定 义 于 2016 年， 期 间 经 历 了 多 个

不 同 的 工 作 组， 目 前 由 IETF 的 MILE

工作组（ Managed Incident Lightweight 

Exchange）负责维护，主要负责单位为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CERT。早期的

IODEF 和 IDMEF 相似，能表达的信息内

容有限，经过长期的发展，融合 IOC 等

新出现的威胁情报数据类型，表达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其基本格式如图 2

所示。IODEF 以文档（Document）为所

有数据的总入口，一个文档可以包含多

个事件，事件包含丰富的子属性来描述

事件发生的时间、原因、方法、影响范

围、联系人信息等，同时也支持 IOC 数

据的表示。2017 年 MILE 工作组还发布

了 IODEF 使用指南和使用调查报告两个

RFC（RFC 8274Incident Object Description 

Exchange Format Usage Guidance, RFC 8134 

Management Incident Lightweight Exchange 

(MILE) Implementation Report），应该说

CERT 作为全球安全响应组织的重量级单

位，对推广 IODEF 的实用化起了很大作用。

STIX

结 构 化 威 胁 信 息 表 示 标 准 STIX

（Structured Threat Information eXpression）

是由 MITRE 公司提出的结构化威胁情报

交换格式标准，最早发布于 2012 年，后

来交由标准化组织 OASIS 的 CTI（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委员会负责，目前版

本已经发展到 2.0（2017 年），目前该工

作组既包括了 MITRE、CTIN 这样的安全

公司，也包含了美国 DHS 等政府部门。

STIX 被定义为用于自动化的威胁情报交

换，以实现协同响应和自动化的威胁检测

分析。相对于前面几类文档式的数据格式，

STIX 的 2.0 版本全面采用了面向图（Graph 

based）的表示结构，将威胁情报的不同

类型数据解构成不同的节点类型，然后通

过定义数据节点间的关系节点来描述更高

层的信息。STIX 定义的节点类型分成 12

种，从漏洞、恶意软件、工具、攻击模式、

战役、威胁角色、组织标识等方面覆盖了

威胁的各个不同角度。

STIX 对象类型

基于图的结构允许威胁数据以不同的

角度来进行展示，比如 Campaign（战役）

从一次具体的攻击过程来描述威胁信息，

Attack Pattern（攻击模式）则从通用攻击

模式的角度将不同的攻击者、攻击战役进

行关联。这种灵活的数据组织方式可以使

用各类基于图的算法或技术对威胁情报数

据进行组织和检索。

STIX 本 身 定 义 了 大 量 的 术 语 ( 在

STIX 中叫 Vocabulary）来保证不同组织

间可以尽量使用相同的术语对同一对象进

行描述，并引用了 CAPEC、CVE 等第三

方标准进一步加强术语的通用性。由于

MITRE 公司本身在安全标准领域的权威地

位，STIX 推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这四种标准中 ，

IODEF 和 STIX 已经发展的较为完善，是

目前实际被厂商和安全组织支持最广泛的

两种标准。这两种标准在内容上有一定的

相似性，例如很多对象的命名上很相近。

主要的差别在格式上，IODEF 的文档式

结构让数据间耦合过紧，扩展起来并太

方便，而 STIX 基于图的表示扩展更为方

便。另一方面，在表示对象上，IODEF

依然以 Incident 为顶级主题，STIX 则有

不同的选择，在对象支持上也更多。由

于 使 用 了 图 结 构，STIX 在 存 储 上 和 传

统的 SQL 数据库相容性较差，需要 No-

SQL 数据库支持。 （责编：王左利）

( 作者单位为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

图 2  IODEF 消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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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实现平等、公正的方面，适应性教学、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有很多可行性的空间是值得研究的，

也是需要我们参与进来一起来实现的。

MOOC 用于教师培训的可行性验证

MOOC 用于教师培训独特之处

中国教师教育 MOOC 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启动。MOOC 用于教师培训具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之处。

第一，学员“卷入感”强烈。MOOC 

的教学视频为 3~10 分钟，通过教、练、测、

讨论到考，全身心的投入，以获得更好的

学习效果。

第二，学习机会均等。推出 MOOC

课程基于两个动机。一个动机是想减少培

训效果层层衰减的现象。另一个动机是，

解决培训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例如农村学

校的年轻教师想学习，但是学校的经费有

限，一般是骨干教师出去接受培训。而

MOOC 实现了学习的平等获取。

第三，自主选择，学习气氛浓郁。

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交流，取

长补短，建立学术领导力。同时，MOOC

推动产生更多的自发 COP（实践共同体）。

培训期间，本来想在课程平台按每期的顺

序把它变成定时交流的实践共同体。后来

发现，很多老师已经习惯用 QQ 群、微信群，

并自发地围绕课程组织的 QQ 群和微信群。

目前，考虑能否把课程做成“通吃”

的，所谓“通吃”是希望各个学科的人、

各个学段的人也都能参与进来，促进他们

的跨学科、跨地区的教学。

根据前七期课程的数据来看，发现重

复学习者中，有的报了两次，有的三次甚

至有人报了四期课程。从重复学习者的年

龄来看，基本是 30 岁到 40 岁的人，可以

假设这一区间是学校的骨干，需要理论武

装，为实践做一些提升，所以他对我们的

课程有更多的需求。

其实，有很多人是连续注册的，大部分

人属于没有拿到优秀，或者没有及格，再学

一期达到及格的情况，所以出现两极分化的

成绩特别明显，但是这是合理的，因为老学

员很忙，每次学一点更符合其规律。

对象的特征会影响到教学设计。2013

年，MOOC 把 大 学 整 学 期 的 课 程 搬 上

MOOC，结课率相对低。但是，其中有的

将课变成两段或者三段来讲授，结课率很

高。考虑到老师得面临很多教学周期的变

化，项目开设课程的时候，将课程设计为

五周到七周。

在任务的设计上，第三周“掉队”的

人最多，这一点和国外的研究结果一样，

第二周、第三周开始辍学率提升了。所以，

希望第一周是简单的熟悉平台，第二周在

找节奏，第三周基本开始学内容。但是还

要考虑第三周的难度，最后发现，教学课

程设计不能是正态分布难度，而应该是到

最后达到顶峰，到了第四周，学员觉得难

了，到第五周咬咬牙坚持了，因为虽然觉

得很难，一看已经投入了很长时间，也就

坚持到结业了。

在教师培训过程中，得到一个体会，

课程设计要做基础性的东西、核心的方法、

典型的案例，但是更多的是要鼓励老师带

入他们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经验。项目设

计中安排很多讨论，因为成人培训的特点

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你必须让他们说话，

才能对课程产生联系，觉得在课程中有他

们的位置，不只是一个被培训的学员。

所以，总之，MOOC 用于教师培训的

关键要点是讲座适合获取新思想、新想法、

新知识，听者的状态是吸收、欣赏、评判。

课程需要学员动脑、动心、动手，达到

80%~100% 掌握。时间方面，教师都很忙，

能够承诺参与培训的时间不能长，完成的

作业任务需循序渐进，一般想学“真的是

我需要的”内容。教师更关心“在实践中

遇到的这个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教师

愿分享“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这么做的”，

教师更希望“课程老师告诉我这么做为什

么成功，那么做为什么失败。”

教师培训 MOOC 值得研究的问题

团队要研究 MOOC 的视频制作，包

括视频过程中的认知负载、师生互动等。

第一，创新技术研究：课程制作技术

研发。

第二，创新教学设计：师生互动的创

新方式。

MOOC 真的没有师生交互吗？不是，

团队把师生交互给分解了，而分解之后，

可以从容地完成师生交互，符合学生学习

北京大学汪琼：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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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智模型。这也是需要采集研究推广的

教学设计。

此外，做 MOOC 教学设计的时候，

要设计学生体验，不仅要考虑知识的传

递，还要考虑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学生

会出现什么问题，在内容中将它解决掉。

类似于视频中插入提问，来提高交互性

的做法。

第三，MOOC 教学设计方法论研究：

认知负载角度。

教学设计中间，可能会遇到比较大

的挑战是关于内容的结构和重构的问题，

学生不具备学科的知识图谱，所以课程

设计得打碎知识点，让他的脑海里还原

或重构出来想要呈现的图形，这是一种

很大的挑战。经过实践，发现可以向电

影界的故事和情景表现方法学习。当把

知识用一种故事的方式或者情景的方式

呈现后，学员才有可能将案例与情景和

知识绑定。而且，从教学团队来看，有

些设计是可以帮助学员来解决学习管理

问题、时间管理问题，包括和课程相关

的信息素养提升。

第四，MOOC 教学设计方法论：动机

理论视角。

例如，设计时需考虑到学生可见的进

步、问题驱动、有兴趣、有点挑战、提供

工作相关的例子、帮助得高分、测验解释

中给予反馈、测验与教学目标吻合等需求。

团队在实践中研究重复的学生来干什

么，他们重复来的目的是什么。重点研究

第一次来就及格，甚至拿到优秀的学员，

为什么他还会来的原因。

后来，根据数据发现学员来得比较多

的原因，一是重复看理论。二是有些技术

操作刚开始跟着学会了，但是脱了教程之

后就不太会了。

研究这些学生的学习特质，发现这些

学生，他们显示出比较强的自我调节特征

和特点。最后的成绩通常比同期学生成绩

要高。

现在团队采用一个项目评估方法，可

以帮助并提出很多研究问题，而这个研究

问题，来自对底层数据的提取。

所以，作为教师培训的一种形式，

MOOC 确实可以解决重复资源建设、资源

地区不均衡，甚至减少培训管理的负担，

但是，MOOC 用于教师培训也面临挑战，

主要是习惯冲突。

传统学习习惯包括各种同质分享、一

次性机遇、从头学到尾、成绩挂帅、向老

师学习等。MOOC 学习习惯包括自我学习

为主、资源不只是在课程中、提倡融合碰

撞、多次学习、挑感兴趣的学、学一点用

一点、向老师和同学学习。例如，学员应

该提前知道一些基本知识的概念。因为，

MOOC 往往只是用案例的方法给大家探讨

研究的平台，其他的知识可以在网上找到

概念，而如果学生只是在课本里找就影响

学习效果，这是学习习惯的问题。

研究与实践反思

在实践的过程中，MOOC 可以解决教

师培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教师培训

资源重复建设；教师专业发展资源地区不

均衡；教师存在重复被培训、过度培训情

况；早先的部分网络远程培训课程以观看

讲座为主，培训效果不佳；教师培训占去

了教师的寒暑假，让教师终年疲惫不堪等。

使用 MOOC 进行教师培训的多种模

式，包括完全 MOOC 培训；基本知识采用

ＭＯＯＣ＋线下练习＋线下考试；基本知

识来自ＭＯＯＣ＋线下实践＋教研员点拨；

以面授为主，以ＭＯＯＣ课程为辅助资源。

总之，MOOC 用于教师培训的现状是，

有一批愿意受苦受累改变现状的教师，呼

唤更多高质量的教师培训资源上线，需要

线上线下的活动结合、需要跨地区跨学科

的交流、教学相长，从而增进对教师培训

有效性的认识（基于研究）。MOOC 在滚

动中完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责编：

陶春）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教授汪琼在第 22 届全球华人计

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当把知识用一种故事的方式或者情景的方式呈现后，学员才更容易将案例与情景和知识结合起来。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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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降低数据中心存储系统运维复杂度

文 / 吴驰  龙涛  于俊清

为了满足各类信息系统日益增长的 IT

资源需求，降低架构及管理复杂度并实现

IT 资源的快速交付和弹性分配，基于虚拟

化技术建设云数据中心已成为当前高校信

息化部门的首选。然而，从大多数高校数

据中心的建设实践看，虚拟化技术在计算、

网络和存储这三大体系上的应用程度并不

均衡，尤其是存储虚拟化并未引起足够的

重视，已成为高校数据中心建设的短板。

数据中心存储系统面临的问题

高校应用系统类型复杂，数量繁多。

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其存储容量需求往

往呈现螺旋上升趋势。数据中心建设时，

往往由于对存储容量需求无法准确预估，

项目预算或建设周期限制等原因，存储扩

容成为常态。在扩容过程中，往往由于技

术发展，采购限制等种种原因，不得不放

弃在原有设备上进行扩容或采购相同设备

的方案，而采购新的异构存储设备。随着

存储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以下问题便凸

显出来：

1. 管理复杂度急剧增加

由于不同厂商的存储设备底层架构、

管理界面和软件功能都有较大的差别，在

异构存储环境下，配置和管理的复杂度无

疑会大大增加。不同设备间的数据复制、

迁移等操作需要较高的成本。

2. 存储资源利用率无法有效提升

在异构存储环境下，各存储设备往往

会形成容量壁垒，无法实现统一的资源调

度，资源利用率无法有效提高。

3. 存储系统高可用实现困难

异构存储环境下，增加设备、架构调

整或者数据迁移都往往需要对存储设备进

行离线操作，这样无疑会降低存储系统的

可用性。而实现高可用的技术手段，如存

储镜像等，又会由于异构存储间的技术壁

垒无法顺利实现。

存储虚拟化技术及其实现方式

根据 SNIA（存储网络工业协会）的

定义，存储虚拟化是指“通过将存储系统

/ 子系统的内部功能从应用程序、服务器、

网络资源中进行抽象、隐藏或隔离，实

现独立于应用程序、网络的存储与数据管

理”。简单来说，存储虚拟化技术能够通

过屏蔽具体物理设备的物理特征，将各类

存储设备资源进行整合，为上层服务器提

供一个能够统一配置管理的逻辑存储资源

池，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异构存储架构带来

的种种问题。

存储虚拟化技术有多种实现方式和途

径。一般情况下，根据虚拟化在 I/O 路径

中不同的实现位置，可分为基于主机的虚

拟化、基于存储设备的虚拟化和基于存储

网络的虚拟化。

1. 基于主机的虚拟化

基于主机的虚拟存储依赖于代理或管

理软件，它们安装在一个或多个主机上，

实现存储虚拟化的控制和管理。由于控制

软件是运行在主机上，会占用主机资源且

存在不同操作系统间的兼容性问题。因此，

这种方法的可扩展性较差，实际运行的性

能不是很好。

基于主机的方法也有可能影响到系统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为有可能导致不经

意间越权访问到受保护的数据。这种方法

要求在主机上安装适当的控制软件，因此

一个主机的故障可能影响整个 SAN 系统

中数据的完整性。软件控制的存储虚拟化

还可能由于不同存储厂商软硬件的差异而

带来不必要的互操作性开销，所以这种方

法的灵活性也比较差。但是，因为不需要

任何附加硬件，基于主机的虚拟化方法最

容易实现，其设备成本也最低。

2. 基于存储设备的虚拟化

基于存储设备的虚拟化依赖于存储设

备的控制器软件功能模块，这种虚拟化技

术往往只能解决同一厂商系列设备的虚拟

化问题，无法支持包含多个厂商设备的复

杂存储系统的虚拟化。依赖于存储供应商

的虚拟化功能模块将会在系统中排斥简单

的硬盘组和简单存储设备的使用，因为这

些设备并没有提供存储虚拟化的功能。采

用该存储虚拟化技术也会导致存储系统在

建设过程中的品牌唯一问题。当然，对于

已经采用同一厂商不同系列存储设备的数

据中心来说，该方案能够较容易地实现存

储资源的虚拟化和统一管理。

3. 基于存储网络的虚拟化

基于存储网络的虚拟化是指在存储系

统的 SAN 网络设备上实现存储虚拟化功

能。根据其数据路径和控制路径的耦合情

况，可分为对称虚拟化和非对称虚拟化两

种。对称虚拟化是指数据路径与控制路径

重合，在数据读写的过程中，在主机到存

储设备的路径上实现虚拟存储。具体实现

时，实现虚拟化功能的设备安装在主机和

存储设备的数据通道内，所有控制及数据

访问都必须通过该设备。该实现方式无需

华中科技大学

云计算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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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 SAN 架构进行任何更改，也无需

占用任何的主机资源。

非对称虚拟化是指数据路径与控制

路径不重合，在主机到存储设备的路径

外实现虚拟存储。非对称存储虚拟化设

备位于主机和存储之间的数据通道之外，

通过其他的网络连接方式与主机系统通

信，因而在主机中需要安装专门的客户

端软件，所面临的问题与基于主机的存

储虚拟化类似。

存储虚拟化技术应用实例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从 2012 年开始启动数

据中心建设，根据需求，采用了分级建设

的模式，建成了面向学校人事、学工、设

备等重要应用的核心数据中心（如图 1）

及满足学校各二级单位网站、信息系统建

设需求的二级数据中心（如图 2）。

可以看出，在两级数据中心的架构中，

均采用了接入 SAN 网络的存储虚拟化控

制器设备实现了基于存储网络的对称存储

虚拟化。在这种架构下，虚拟化控制器将

异构的存储设备虚拟化为一个统一的存储

资源池，服务器不再直接访问任何的存储

设备，而是通过存储虚拟化控制器构造的

存储虚拟化层进行数据读写。

从应用实践看，存储虚拟化的实施为数

据中心的建设和运维带来了以下几点好处。

1. 降低了存储系统建设和管理的复

杂度

 由于采用了存储虚拟化技术，数据

中心的运维人员在日常管理与维护中通常

无需对单一存储设备进行操作，而是通过

存储虚拟化控制器提供的统一界面，对存

储资源进行管理。对存储系统扩容时，可

以灵活地根据需求、成本、项目预算等因

素考虑采用利旧，对原有设备扩容及采购

异构存储等多种方案。学校两级数据中心

自 2012 年起的多次扩容中，先后采购了

三个厂商的多台存储设备并利旧使用一

台存储设备。由于采用了存储虚拟化技

术，所有扩容实施均实现了业务的不中

断操作。

2. 实现了存储资源的有效利用

 与传统存储配置方式相比，基于虚

拟存储的自动精简配置技术可以实现存储

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有效地避免物理存

储空间因超量分配导致的闲置。同时，存

储虚拟化技术通过构造存储资源池，突破

了单一设备的容量壁垒，实现了设备的容

量整合。

3. 存储系统的高可用易于实现

通过存储虚拟化控制器能够非常容

易在不同存储设备上定义和实现存储同

步镜像及双活且对主机透明，当单一存

储设备因故障、检修等原因需要停机时，

不会影响相关业务的运行。2015 年，学

校核心数据中心中一台主存储由于电源

发生故障须停机维修，因为采用了存储

虚拟化技术，所以维修过程中也实现了

业务的不中断运行。

4. 可实现存储资源的服务质量管理

 通过存储虚拟化技术，可以实现存

储系统中异构存储的差异化管理。通过配

置不同服务级别的存储资源池，可以将不

同性能的存储设备分类管理并分配给对应

需求的应用系统。例如，可以把高端的存

储资源集中分配给关键应用，而把较低端

的存储资源分配给非关键应用。

和所有技术相同，存储虚拟化技术在

带来以上便捷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

端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性能瓶颈及单点故障风险

在某些存储虚拟化实现方式下，例如

对称存储网络虚拟化时，由于所有主机对

存储设备的访问均通过存储虚拟化设备，

其设备性能就成为了整个存储系统的性能

瓶颈，并带来了单点故障风险。虽然存储

虚拟化设备厂商均采用了大容量 Cache 等

技术应对性能瓶颈，但对于一些高性能存

储设备而言，采用对称存储网络虚拟化设

备时，仍无疑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

况。对于单点故障风险，存储虚拟化设备

厂商在设计中也进行了充分考虑，采用了

物理冗余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保障。

2. 厂商绑定风险

 虽然存储虚拟化技术实现了异构存

储的统一管理，但就存储虚拟化设备而言，

仍只能进行单一选择。这就意味着，一旦

选择了某个厂商的存储虚拟化设备，在扩

容中，则必须选择该设备所兼容的存储设

备。所以在存储虚拟化设备选择前，须充

分了解该设备的兼容性列表。

所以，存储虚拟化技术能够方便地

实现存储设备的统一管理及存储资源的整

合，有效地提高存储系统资源利用率、可

用性及可扩展性，并大大降低管理复杂度

和成本。

高校在数据中心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

当充分重视和研究存储虚拟化技术，根据

自身需求和特点灵活使用，以提升数据中

心存储服务的质量。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中心）

图 1  核心数据中心架构

图 2  二级数据中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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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SAN 交换

镜像互备

V7000 XIV

AA

云计算管理平台

计算资源池
LAN

SAN

HP 刀片服务器 HP 刀片服务器

DELL R910 DELL R910

DELL R910 DELL R910

DELL-EMC Cx4-240 EMC VNX5500 EMC VNX5300

存储资源池

EMC VPLEX
存储虚拟化控制器

云计算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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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建霞  方伟杰  李磊  楼建晴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云计算、大数据、

“互联网 +”等新兴词汇应运而生，信息

化技术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习惯带来了巨大

变革。高校作为培养国家高等人才的基地，

其信息化建设的思路与方向必须顺应时代

的发展风潮。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都已经将

信息化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重点项目，其

中，OA 系统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1998 年，浙大启用 Lotus OA 系统，

以邮件流转实现电子化办公，电子版公文

开始代替纸质版公文。到 2007 年，为满

足学校个性化的管理需求，学校采用自主

设计、外包开发模式，采用当时先进的“校

院二级 + 公文交换平台”模式分批推进

OA 系统建设，实现公文流转、服务事项

审批等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该 OA 系

统在稳定性、可靠性、功能扩展、用户体验、

运行维护等方面都面临巨大维护压力，每

月平均有近 100 件人工干预维护工作，已

不能满足学校校务管理的要求。2016 年，

为实现更便捷的全员协同办公及移动办

公，浙大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摒弃

旧版 OA 系统，采取全新的模式，建设集

电子公文流转、服务流程审批、校务信息

公开、移动化办公为一体的新一代协同办

公系统。

系统总体设计

设计理念

在设计之初，浙大就明确了系统“顶

层设计、灵活扩展、资源共享、高效协同”

的设计理念。

1. 学校 OA 系统由全校各职能部门共

同使用，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牵头，

通过多次调研和座谈会研讨，开展总体规

划，确定了自上而下的设计模式，把握“先

共性、后个性”的原则，优先考虑各部门

共同业务需求，待系统运行稳定后，再考

虑各部门特色业务的个性需求。

2. 由于旧版本 OA 系统可扩展性受

到了严重限制，每当有新的业务上系统，

或是已有业务运转模式发生变更，都需

要大量代码开发，系统升级迭代困难，

因此新版本 OA 更强调了系统的可扩展

性。如何通过零代码开发实现快捷的功

能定制成为此次系统建设的重点方向。

新版本 OA 强调“工作流”的概念，以“流

程引擎”作为背后驱动。工作流（workflow）

的概念起源于生成组织和办公自动化领

域，工作流管理联盟（WFMC）给工作流

下的定义是：工作流是一类能够完全或

者部分自动执行的经营过程，它根据一

系列过程规则、文档、信息或任务能够

在不同的执行者直接进行传递与执行。

当需要上线新流程或者变更已有流程，

通过流程引擎能快速进行流程配置，零

编程实现功能扩展和需求变更，并根据

个性化需求，灵活支持二次开发，保障

系统顺利演进。

3. 为 保 证 数 据 交 换 畅 通、 解 决 信

息 孤 岛 问 题， 新 版 OA 也 充 分 考 虑 了

系 统 的 集 成 性。 系 统 集 成（SI，System 

Integration），就是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

线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个分离的

设备 ( 如个人电脑 )、功能和信息等集成

到相互关联的、统一和协调的系统之中，

使资源达到充分共享，实现集中、高效、

便利的管理。新 OA 系统的建设需满足国

向全面移动的 OA 系统迁移
浙江大学

图 1  OA 系统框架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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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字校园信息标准，接口规范统一，将

来可与 ERP 系统进行数据集成、信息集成，

与 HR 系统进行用户集成，与短信平台、

邮箱系统进行消息集成，甚至进行数据拆

分与重组等。

4. 旧版本 OA 系统实际分为了校级

OA 系统和院级 OA 系统，并没有在真正

意义上实现协同。工作流从校级流转到院

级的时候，校级主流程会触发多个院级子

流程，不仅数据冗余，可维护性也不好，

经常出现交换失败、丢件等问题。而新版

本 OA 系统，所有校级和院级用户均使用

同一套系统，所有流程在一个平台流转，

所有数据在一个数据库存储，真正做到校

院两级高效协同。

系统框架

在设计新一代 OA 系统总体框架时，

浙大通过去兄弟高校、政府部门、大中型

企业调研，充分吸收了对方 OA 系统建设

积累的经验，结合浙大实际管理特点和现

实需求，从系统的体系架构、业务流程的

开发及扩展、多业务功能“一站式”集成

等方面考虑，以“1 套系统平台、5 大核

心支撑引擎、6 个核心功能模块”为核心

设想，将新 OA 总体框架落地，如图 1，

旨在实现电子公文网上全流转，服务事项

审批“一站式”网上办理以及全面移动化

办公。

1 套系统平台指 OA 系统搭建在一个

平台上，组织维护、功能开发、用户行为

及数据存储均在该平台上实现。5 大核心

支撑引擎是信息门户引擎、工作流引擎、

内容引擎、组织权限引擎及移动办公引擎。

6 个核心功能模块指公文管理模块、督办

管理模块、信息管理模块、综合管理模块、

日程管理模块及统计报表模块。

从系统总体框架图可以看出，系统

采用多层架构，使前端和后端松耦合，

前端负责展示与使用，后端进行开发及

维护。当业务需求变更，只需在后端操

作，未推出新版本时不影响前端的使用。

前端采用统一门户中心，但又可以根据

不 同 的 身 份 类 型， 个

性化定制不同的门户，

满 足 个 性 化 需 求。 中

间 层 是 各 功 能 模 块 平

台， 是 系 统 应 用 控 件

中 心， 每 个 控 件 负 责

一 项 功 能， 如 门 户 管

理、 文 档 管 理、 日 程

管 理 等。 同 时， 该 系

统 具 有 很 强 的 开 放 性

和 灵 活 性， 实 现 了 和

其他系统的数据对接，如短信平台、信

访网站的集成。后端为引擎平台，采用

统一的数据开发标准，能根据需求快速

实现功能扩展和变更，并且支持二次开

发，为系统演进提供有力支持。总体来

说，该系统框架能实现后台统一管理、

前台满足个性化需求，系统标准化程度

高，可扩展性、适应性和灵活性高，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满足浙江大

学发展的需要。

系统主要建设内容

个性化的门户桌面

新版 OA 系统强化了服务整合，以“公

文办理 + 流程审批”为核心构建门户桌面。

门户桌面是每个 OA 用户登录系统后首先

展示的页面，是信息分类聚合的窗口，用

户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待办事宜、

待阅文件、通知公告、日程安排等内容。

同时，根据不同人的身份角色类型，定制

了校领导办公桌面（图 2）、两办办公桌

面、院级办公桌面、管理员办公桌面及统

一办公桌面等。定制化的桌面使系统能智

能地根据不同的用户推送与其相关的内容，

用户只需关注自己桌面上的内容就能基本

完成工作。

校院两级协同的架构

新版 OA 真正将校级用户和院级用户

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覆盖了学校所有机

构，全体行政人员。在系统中，学校分

为了三种机构：校级机构、院级机构和

临时议事机构。根据不同的安全级别设

置，每种用户所有的权限不同，对应不

同的操作功能。比如，系统管理员可以

修改所有人的信息，查看所有的流程；

图 2  校领导办公桌面

图 3  校级对院级的信息下发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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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低的用户无法在系统用户列表中看

到比自己级别高的用户，无法直接与其

进行信息互通，无法查看其个人信息包

括手机、邮箱、办公电话等；不同类别

信息有不同的接收用户范围。每个院级

机构及临时议事机构都设置一名部门管

理员。部门管理员是部门与外界信息沟

通的纽带。文件要流转给部门，只需发

给部门管理员，由管理员转发给部门内

部人员；部门内部在系统上的沟通意见

（即内部意见）不对外呈现，形成的最

终意见（即部门意见）通过管理员报出。

新 OA 系统构建了校院两级行政人员全员

参与、校院两级既协同、又相互独立的

应用授权体系，适应了分级管理的需要，

符合各级办公的要求，真正实现一套系

统多个应用部门、多个用户信息隔离、

操作独立。

基于流程引擎搭建的业务流程

新版 OA 系统以流程引擎为驱动，提

供图形化的、基于节点的流转模式，针对

某一具体要求，通过强大的流程引擎，能

灵活、快速、规范地构建出一套合适的工

作流程，无需额外代码开发，满足用户随

需应变的要求，使 OA 系统真正“活”起来，

促进管理科学化。新版 OA 的流程不再只

局限于公文流转，更致力于将工作中包含

大量工作表单审批的事务规范化、流程化、

制度化后，从线下搬到 OA 系统上，快速

实现办公事务网上办理及审批，扩展 OA

系统的内涵与外延。除了传统的学校收

文发文、督办管理、信访管理等，还新

增了校领导邀请、会议通知、两会议题

征集、部门公章申请、视频会议申请等

部门个性化业务流程。总体归纳起来，

流程主要有三种模式：校级对院级信息

传达及督办（图 3）、院级对校级的信

息上报（图 4）、院级部门间的信息流

转（图 5）。

不论是哪一类流转模式，院级部门的

管理员都是承上启下的角色，这也是系统

设计之初的一个理念，即任何经过该部门

的事务，都需要通过部门管理员，不能直

接越过管理员进行信息传递。因为部门需

要有这样一个角色，能监控部门在 OA 系

统上所有事务，追踪事务的办理进度，方

便随时对部门工作进行统计，生成报表，

进行工作总结与下一步工作方案制定。部

门管理员的存在，使部门之间的沟通变成

点对点的模式。一个部门不需要关注另一

个部门内部达成最终意见的过程，只需要

知道对方部门最终意见是什么即可，这样

的模式降低了沟通的人力、时间成本，使

部门协作更加顺畅。

支持移动化办公

移动客户端作为新版 OA 系统的重要

入口，可以支持手机、平板等移动智能终

端。考虑到移动端屏幕较小的原因，移

动端的主要功能是审批及查阅，不支持在

线修改文档等需要特定控件支持的复杂功

能。待办流程、待阅消息可以实时推送到

移动端，主动消息提醒机制使用户得到解

放，用户不再需要时不时登录系统查阅是

否有待办事宜。移动端还有通讯录功能，

可以让用户随时与任意一名同事取得联

系，甚至可以拉一个群组，像 QQ、微信

那般方便沟通协作。

与其他系统的集成

目前 OA 系统已与信访平台、档案馆

系统、校务服务网审批模块、短信平台

图 5  院级部门间信息传递

图 4  院级对校级的信息上报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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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邮件平台进行了集成。其中 OA 系统与

信访平台、档案馆的集成是数据集成。

与信访平台的集成采用数据推送及回写

的方式。当信访平台收到一封信访件，

信访数据会自动推送到 OA 系统，在系统

里生成一条信访管理流程。信访秘书不

需要登录信访系统，处理信访件的过程

全部在 OA 系统上。当信访秘书在 OA 系

统上提交信访答复并办结信访件时，答

复数据又会再推送回信访平台，同时会

短信通知信访人信访件办结的消息。与

档案馆的对接采用如下方式、当 OA 系统

上的公文管理类流程办结归档后，在相

应目录下会生成一个特定格式的 XML 文

件。年底档案馆归档的时候，由工作人

员将这些 XML 文件导入到档案系统即可，

不需再人工输入。与校务服务网审批模

块、短信平台及邮件平台的集成采用集

成登录方式，通过在 OA 系统设置登录的

标识、内外网网址、账号及密码等信息，

就可以实现一键快捷登录。

系统运行情况

自 2016 年 7 月试运行至今，新 OA 系

统一共上线了 31 条业务流程，共 12300 多

条流程实例，完成归档的流程 8700 多条。

其中公文管理类流程 7200 多条，占比六

成。值得注意的是，非公文管理类流程，

如校领导邀请、公务接待、账号管理等分

别有 464 条、93 条和 435 条，说明这些在

传统 OA 上被忽视的业务也非常适应新 OA

的生态体系。当办公室业务在 OA 系统上运

行后，首先，以往“书面报告满天飞、文

件下发跑断腿”的局面不复存在，时间、

空间的限制被打破，“办文、办会、办事”

的效率提高。其次，业务流程更加规范化，

业务工作对应到系统上都有据可循，不仅

能提升工作质量，还能互相监督，减少争

议。移动端的引入更是带来了变革。截止

到 2018 年 3 月 10 日， 共 计 235958 人 次

登录，其中移动端登录 52697 人次，占比

节点名称 耗时 分钟（合计）

01. 部门拟稿 38 分钟 38

02.1 主 办 单

位分管负责人

核稿

3 小时 21 分钟 201

02.2 主 办 单

位主要负责人

核稿

3 小时 34 分钟 214

03. 文件转发 1 小时 7 分钟 67

04. 部门会签 16 小时 6 分钟 966

05. 发文初核 1 天 15 小时 45 分钟 2385

06. 发文复核 4 小时 21 分钟 261

07. 发文审阅 1 小时 17 分钟 77

08. 学校领导

会签
21 小时 20 分钟 1280

09. 学校领导

签发
7 小时 45 分钟 465

10. 发文排版 1 小时 9 分钟 69

11. 文件校对 1 小时 48 分钟 108

12. 发文印制 7 分钟 7

13. 第一读者 23 小时 36 分钟 1416

14. 文件发布 5 小时 50 分钟 350

平均总耗时 5 天 11 小时 44 分钟 7904

平均每个节点

耗时
8 小时 47 分钟 527

表 1  学校发文流程各节点平均耗时与总耗时22.33%。当用户有新的待办事项到来，移

动端都会推送一条消息提醒给用户，用户

即使不在电脑边，也能快速处理。当有紧

急事务需要处理时，主动消息提醒功能尤

为重要。

目前系统用户共 1775 人，覆盖了全

校各机构的中层及以上干部、部门办公室

主任和部分科员。系统每项业务都根据办

理要求无缝、顺畅地流转到相应部门进行

办理；通过流程图、流程状态可以轻松掌

握其他部门的办理情况（即未查看、已查

看、已提交等），使得流程行为可追溯；

一键群发短信催办减少了催办的沟通成

本；基于安全级别的权限控制体系严格控

制了每位用户对流程的参与度，使各个部

门间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协同。

从工作效率上看，自新 OA 系统运行

以来，最快的一则学校发文流程（浙江大

学关于调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浙江大学委

员人选的请示），从部门拟稿到最后的文

件发布，全流程在线上走完只耗时 2 小时

53 分钟。如此的速度在从前用人工跑腿

送文件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表 1 是学校

发文流程各节点平均耗时与总耗时统计数

据，逗留时间较长的节点是部门会签，发

文初核、学校领导会签节点。平均每个节

点耗时 8 小时 47 分钟，全流程走完耗时

5 天 11 小时 44 分钟。

OA 系统是信息化时代高校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提升高校行政管

理能力、推进自身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意

义。因此，OA 系统的建设必须持续推进。

相比旧版 OA 系统，新版 OA 存在以下优势。

第一，校院两级真正协同，业务功能不再

仅仅局限于发文、督办和信息管理，而是

不断向二级单位延伸，通过流程图、流程

状态可以轻松跟踪办理情况，办理行为可

追溯。第二，系统可扩展性增强，只要能

将办公室业务规范化为特定的流程，就可

以在系统平台部署，同时，对已有流程的

变更也可以通过零代码开发迅速配置，能

快速响应用户需求。第三，系统采用国家

数字校园信息标准，能顺利与其他系统集

成，目前已经接入了信访网站、短信平台、

邮件平台，未来还要接入统一身份认证平

台及面向全校师生的服务审批平台。第四，

移动版同步上线，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查阅文件，迅速提交

办理意见，碎片化时间得以利用，提高了

工作效率。总的来说，新版 OA 系统能适

应浙大新阶段的发展需求，满足学校多层

次、多业态、多管控模式的管理诉求，提

升了学校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程度，为浙

大完全实现“电子校务”、建设“双一流”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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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集群压力测试研究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普及，各高校自主研发的信息管理系统越来

越多，比如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为了鉴别登录系统的用户身份，

身份认证系统不可或缺。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使得用户可以使用唯一

的 NetID 登录学校几乎所有信息系统，避免了多个账号带来的混乱，

也使得其他应用系统对用户账号的管理更加便捷。

西安交通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简称 CAS）作为学校其他应

用系统的统一认证入口，面向全部在校师生，主要为应用系统提供

身份鉴别、用户信息查询等服务。目前，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管理

系统、学生选课系统、本科教务管理系统等多个系统网站都使用基

于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单点登录系统。只需登录一次就可以访问校

内受统一身份认证保护的各项服务，为师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1]。

截至目前，全校共有 310 个系统接入了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在给全校师生提供登录便利的同时，也给自

身服务器带来了强大的压力。为此，本文使用 Loadrunner 11 产生

虚拟用户（Virtual users）来模拟实际用户对 CAS 系统施加压力，

进一步寻找系统的优化空间 [2]。

Web 性能指标

在 Web 应用程序的开发中，研发人员在保证项目如期完成的同

时，也在关注着程序的性能和可靠性。优化 Web 应用程序需要参考

资源使用情况、浏览器兼容性等多项性能指标。而在Loadrunner中，

衡量 Web 前端性能通常使用以下三个指标：

1. 事务响应时间

事务的响应时间是执行一个操作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服务器的处理速度。

业内流行的网站响应时间评价标准为：2 秒之内被认为是“非

常有吸引力”的用户体验；5秒之内被认为是“比较不错”的用户体验；

10秒之内被认为是“糟糕”的用户体验；超过10秒还没有得到响应，

那么大多数用户会认为这次请求是失败的 [3]。

2. 每秒点击次数

每秒点击次数是指用户每秒向 Web 服务器提交的 HTTP 请求的

个数，通过该项指标可以评估用户产生的负载量。

3. 吞吐量

吞吐量代表用户每秒从服务器获得的数据量，单位是字节。根

据服务器的吞吐量可以评估服务器在 Web 流量方面的处理能力 [4]。

集群测试环境配置

本次测试准备 9 台虚拟机，其中一台作为主控机，其他 8

台作为负载机 [5]。主控机上安装完整版的 Loadrunner 11，所

有负载机上安装负载发生器 loadrunner generator，同时配置

Loadrunner agent runtime settings configuration，所有虚拟机启

动 loadrunner agent process。测试步骤如下：

1. 采用 HTML Based 方式录制脚本

在主控机上进行脚本的录制，因网站采用 HTTPS 协议，故录制

脚本前需要对端口映射进行配置，并配置好客户端指定的 .pem 格

式的证书，之后即可开始录制脚本 [6]：打开统一身份认证登录页面，

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事务 login 开始），登录后返回登录成

功页面（事务 login 结束）。录制成功的脚本中包含了证书部分，

如下：

web_set_certificate_ex("CertFilePath=cas112301.pem", 

  "CertFormat=PEM", 

  "KeyFilePath=cas112301.pem", 

  "KeyFormat=PEM", 

  "Password=⋯⋯", 

  "CertIndex=1",

  LAST);

对录制好的脚本进行修改，将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参数化，并添

加检查点，保证所有用户都能登录成功，避免因部分用户账户或密

码错误影响系统性能，同时对脚本中的参数JSESSIONID3进行关联 [7]。

关联方法如下：

web_reg_save_param("JSESSIONID3", 

  "LB/IC=jsessionid=", 

  "RB/IC=\"", 

  "Ord=1", 

  "Search=body", 

  "RelFrameId=1", 

文 / 冯兴利   洪丹丹   罗军锋   锁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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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web_submit_data("login;jsessionid={JSESSIONID3}", "Action=https://cas.xjtu.

edu.cn/login;jsessionid={JSESSIONID3}", 

⋯⋯

 LAST);

2. 配置测试场景

因每年的本科新生选课为统一身份认证并发量最多的一个阶

段，每年新入校学生为 4600 人左右，故本次测试最多模拟 5000 人

并发登录系统。

在主控机中模拟 100,500,1000,⋯⋯,5000 个用户同时并发登录

系统，要求瞬时并发，以完成登录操作、返回登录成功页面为准。

为了更好模拟用户的使用习惯、节省时间和网络带宽资源，在进行

场景配置时忽略 Thinktime 时间、出现错误仍继续、不下载如 js/

css / 图片等非 HTML 资源、每次迭代不模拟新用户、不清除缓存，

以便测试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 [4]。

3. 连接主控机与负载机

在主控机的 Loadrunner generator 中添加 8 个负载机，并进行

连接测试，连接就绪后即可进行负载测试。

测试结果与分析

本次测试分别模拟 100,500,1000,⋯⋯,5000 个用户同时并发登

录系统，以 1000 个用户瞬时并发登录系统为例，测试结果分析概

要如图 1 所示。

图 1 显示：1000 个用户并发登录系统总计用时 36s，平均响

应时间为 0.067s，平均每秒点击次数未 189.189 次，平均吞吐量时

962,027 字节 / 秒，事务成功率为 100%。90% 的用户登录的平均响

应时间在 0.103s 以下。由此可见，当 1000 个用户并发登录系统时，

服务器的平均响应时间很短，响应用户请求的速度极快。

图 2 为 1000 用户并发登录系统时，运行用户数和平均事务响应

时间的关联图，该图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方的变化对另一方的影响。

随着运行用户数的增加，理论上平均响应时间应该越来越长。但图 2

显然不是这样，其原因在于：在并发测试的最后时刻，所有用户同

时执行一个事务，但由于各个用户完成事务所用的时间长短不同，

比较快完成事务的用户，在完成之后就先退出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

系统中运行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少，同时，由于这些用户完成事务比

较慢、所用时间较长，Loadrunner计算事务的平均响应时间也就长了，

所以就出现了图 2 中用户越少事务响应时间反而越长的情况。

图 3 是 1000 个用户并发登录系统时，吞吐量和每秒点击次数的

叠加图。由于每秒点击次数反映了客户端每秒向服务器提交的请求

数量。客户端发出的请求越多，服务器的吞吐量也应该越大，正常

情况下，两者应该是一一对应成正比的关系。图 3 正好反映出这种

关系，表明服务器能够及时准确处理客户端的请求。

上述是对 1000 个用户并发测试进行详细分析，接下来将对

50,100，⋯⋯，1000 个用户并发测试的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每秒点

击次数、平均吞吐量三个指标进行汇总和分析。图 1  1000 个用户同时登录系统的测试结果

图 2  运行用户数和平均事务响应时间关联 

图 3  吞吐量和每秒点击次数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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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响应时间

图 4 显示并发用户数与平均响应时间的关系，最佳性能的服务器

其平均响应时间随着并发数的增加变得比较平缓。可以清晰看到，随

着并发用户数的增加，平均响应时间增幅基本不变，表明系统的处理

能力并没有随着并发用户数的增加而下降，非常稳定，未受到并发数

增加的影响。且当并发用户数为 5000 时，平均响应时间为 0.063s，用

户体验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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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并发用户数与平均响应时间

图 5  并发用户数与平均每秒点击次数

图 6  并发用户数与平均吞吐量

2. 平均每秒点击次数

图 5 表示并发用户数与平均每秒点击次数的关系。最佳性

能的服务器每秒处理请求的个数是随着并发数的增加而增加的
[8]。图中可以直观看到：服务器处理请求的个数随着并发数的

增加有上升趋势，说明服务器处理能力不错，响应速度没有变

慢，能够及时处理用户提交的 HTTP 请求。

3. 平均吞吐量

图 6 为并发用户数与平均吞吐量的关系。吞吐量即服务器

每秒接受到的数据流量。理想状态下，服务器接受到的数据流

量一定是随着并发数的增加而上升的 [9]。该图清晰的表明当并

发数增加的同时服务器接受的数据流量存在上升趋势。

图 5 和图 6 两条曲线走向基本一致，说明服务器能及时接

受客户端提交的 HTTP 请求，并能正确返回请求结果 [10]。 

通过本次测试可看到，西安交通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服

务器完全可以承受 5000 个用户的并发登录。一般情况下，用

户并发数相当于实际用户数的四分之一，即 5000 个用户同时

并发登录系统，相当于 20000 个用户同时系统在线 [11]。本次

测试表明服务器完全可以承受 20000 个用户系统在线。由平均

响应时间、平均吞吐量、平均每秒点击次数等软件性能指标可

直观的看出网络性能非常优秀，客观地反映出服务器处理能力

很好。有关服务器 CPU、内存等硬件资源的监控，还需要在后

续的测试中进一步监测分析。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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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应用参与教学的孰是孰非

新技术嵌入课堂 

近期，因独特的教学方式而走红的四

川大学计算机系主任魏骁勇做了个升级版

基于人脸识别的上课点名——无人机点名

+ 巡堂。除了增加教学的趣味和参与度，

也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发现和解决

新问题。

从解释物理原理徒手劈砖，到“刷脸

神器”打考勤、“刷女神器”帮联谊，魏

骁勇教授 6 年来，一直变着花样地带给课

堂惊喜。近期，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教

室里，魏教授又放飞起了小型无人机用于

点名。

据媒体报道，利用面部识别技术，识

别学生脸上的表情，判断学生对这堂课是

感到索然无味还是饶有兴趣，并以此来判

断学生们对所教课程的感兴趣程度，这是

魏骁勇两年前的研发成果。此次，他把这

项技术做了无人机升级版。小型无人机可

以飞到教室的每个角落，近距离无死角抓

取学生面部表情。如果降低飞行器噪音问

题，可以加入语音功能，在课堂上巡航，

提醒上课不专心的同学们“小心挂科”。

魏教授介绍，这次的无人机点名神器，技

术上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更有趣，同时

不能生搬之前的技术，它会有很多新的问

题让学生发现和解决。到目前为止，魏骁

勇已有 6 项发明成功申请到国家专利。

教育机器人迅猛发展

在国外，新技术进入教学已经不新鲜，

尤其是人工智能进入课堂。IBM 开发了一个

机器人助教吉尔·沃森 (Jill Watson)，用于

佐治亚理工学院开设的“基于知识的人工智

能”在线课程来回答学生的问题，而学生没

有意识到吉尔是智能机器人。它将机器智能

带入了认知时代。

《2016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

测算，全球教育机器人市场规模到 2021 年

可达 111 亿美元，其中教育服务机器人相

较于机器人教育市场拥有较大的发展潜质，

至 2020 年预估将可能大幅增长。在我国，

教育机器人被用于课内外教学，如北京、上

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已经将教育机器

人纳入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以促进学习者

创新思维、设计思维和计算思维的培养。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曾海军、

徐晶晶在《中国教育报》中撰文写到，“教

育机器人是机器人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代表，

是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仿生技术在教育中

应用的典型，并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创

造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学校中的教育机

器人将成为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家庭教育受重视程度的日益增强和‘家

庭学校’在全球的兴起，教育机器人或许能

作为同伴或辅导教师成为‘家庭的一员’，

协助‘在家教育’，促进孩子的学习发展和

健康成长。”

作业游戏化的困扰

即便在课堂外，一些新应用也深入教

学，同时带来困扰。例如，英语老师通过手

机 APP，在线上给学生布置作业。在做题过

程中，这款 APP 中的类游戏化形式，让很多

孩子在学习时感觉很有趣，孩子因此沉迷于

作业。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刘海明教授在接受新

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互联网 +”时代，

任何行业都很难将新媒体技术拒之门外。“教

育行业同样需要拥抱互联网，借助新媒体技

术服务教学。软件开发商针对教育行业的特

殊需求，按照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开发相应

的软件。在线作业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存

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

但同时，他也指出，正如互联网是双刃

剑一样，新兴的在线作业 APP 也不可能至善

至美，很多家长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他

建议，软件开发者要理解家长对“游戏”的

本能警惕甚至恐惧，在设计课程学习游戏时，

应从表现形式和学习内容方面，和传统的电

子游戏予以切割。

技术服务教育需引导

不仅仅新应用参与教学存在质疑的声

音，学校在推进新技术进课堂的时候，也备

受争议。近日，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将一

项名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的技术应

基于人脸识别的上课点名——无人机点名 + 巡堂。除了增加

教学的趣味和参与度，也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发现和

解决新问题。

读者服务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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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课堂教学。据了解，该系统可实现无感

“刷脸”考勤，同时通过摄像头，还可对课

堂上学生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异常行

为实时反馈。该系统一经采用，即争议不断。

反对的声音认为，“如果单纯地作为一种研

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如

果是学校全覆盖，则是有问题的。”

在媒体的追访中，杭州第十一中学副校

长张冠超表示，在系统设计伊始，校方便考

虑到了隐私问题。“数据的采集和运用，我

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针对个体，只是对整个班

级的行为管理大数据分析”。系统采用的摄

像头背后都是一个小型处理器，操作原理为

通过对学生面部的判断，之后形成一个与之

相对应的代码。系统采集的对象为代码，而

非学生的面部影像。系统不使用云计算，而

用本地的服务器，也是考虑到信息不能够外

泄。后期统计出的数据也分权限，如校领导

和中层管理人员，可以看到的数据信息也不

同。至于代码运算出来的结果，则仅供任课

教师关于课堂效果的一个参考。

据介绍，目前系统运行结果所形成的报

告仅对任课教师开放，但接下来学校有计划

通过微信平台向家长及学生开放，以供参考。

对此，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秘

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任友群在回答媒体

采访时，称，“这项技术或者说类似的对课

堂教学进行定量记录的技术应该找到适合它

们的应用场景。这项技术可以定量记录下教

师课堂教学的部分过程，通过分析其中的数

据，有利于教师反思教学，还可以为教研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数据。如果长时间积累数据，

可以为区域教育决策、师资评价提供有效的

信息，还可以与其他区域的相关数据进行对

比，以此发现自己的优势与短板，这样区域

教师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就会更加有的放矢。”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对新教师培养的作

用，“还可以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新教师的培

养上面。如果有了一套比较全面的监测系统，

来替换掉师范院校和教师培训机构中现有的

微格教室，就可以更加精准地分析新教师与

老教师的差距所在，这对教师教育的改革无

疑将是革命性的。”

但是，他强调，“任何一项新技术在校园

内的应用，如果涉及采集个体的具体数据时，

都必须征得当事人或监护人的同意，这是一项

技术能否被用于学校的前提。”

“面部识别系统已经广泛运用到身份认

证、智能交通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新技术的

出现代表了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又一种新的探

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讲师高莉刊登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对新技

术应用于课堂也给予一定的认可，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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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高莉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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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内，如何保障教师和学生的隐私权，如何安全

使用和储存监控数据资料，都要进行规范。

其次是技术的应用问题。新技术设计初衷

是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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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是教育的规训与自由问题。面部识别

技术一旦走进学校、监控课堂，学生的身

体、时间不仅被规训着，甚至连注意力、

一举一动、喜怒哀乐也将被纳入监控范

畴。长期生活学习在这种不信任环境所带

来的逆反心理，也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

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

师祝智庭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比较

赞同“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说法，但是，

仅仅从技术层面考虑教育的先进性，未免

有失偏颇。比如，现在教育界受信息技术

界影响，也在大谈“互联网 + 教育”。

说实话，这有盲目跟风的嫌疑。技术在教

育中的价值不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由学

习设计者决定的。在教育中未必用了高技

术就有高产出 ( 学习成效 )，有时小技术

也能发挥大作用。在教育领域，技术带来

的便利性是必要的，但便利性并非教育的

核心价值，给学生创造美好的学习与发展

体验才是核心价值。所以教育中采纳技

术具有天然的“慢性”特征，因为教育从

来都不是单纯根据技术的需求来变革的。

（责编：陶春）

教育机器人是机器人应

用于教育领域的代表，

是人工智能、语音识别

和仿生技术在教育中应

用的典型，并以培养学

生的分析能力、创造能

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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