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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命感发展和布局
下一代互联网

本刊总编		

从去年开始，全球 IPv6 发展可谓迅猛。可以说，全球网络

正进入 IPv6 时代，这是全球网络信息技术加速创新变革的历史

机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去年年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联合发布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

划》，其中的一个重大背景是：我国的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部

署已经到了必须要大规模发展、全行业投入的时刻。《计划》提

出了我国 IPv6 的发展目标和总体要求，明确了重点任务和实施

步骤，《计划》的推出标志着我国的互联网进入了新时代。

今年 5 月，为进一步在全行业贯彻落实推进《计划》的重要

任务，工信部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的相关通知，并从 IPv6 网络

升级和改造、应用基础设施IPv6改造等六大方面提出了明确目标，

从而推动全行业的 IPv6 行动。

在政策的极大促进下，IPv6 行动大规模展开。不久前召开

的 2018 中国互联网大会上，IPv6 的升级改造成为关键词之一。

会上的消息显示，从基础设施方面，各大基础电信企业纷纷加紧

部署网络设施的 IPv6 升级和改造，应用层面，国内知名商业网

站和应用都制定了较为明确的升级改造方案，全行业的 IPv6 部

署正在多方合力布局。

总体布局的情况下，我们也应清醒看到，政策是一个助推剂，

但需要市场和应用去推动。IPv6 作为国家抢占下一代互联网制高

点的新机遇，运营商及各大商业网站应当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去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的部署。各方携手，共同开创下一代

互联网的新局面。

教育部也即将发布教育领域推进IPv6规模部署的行动计划，

计划提出，要充分发挥系统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加强下一

代互联网人才培养，加强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关键前沿技术研

发与创新，为构建自主技术产业生态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上，我们迎头赶上，要实现从互联网

大国走向互联网强国，我们需要补的课还很多，缺芯少魂是我们

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逃避就是自欺欺人、妄自尊大。而面

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解决困局最为关键的就是人才。高校肩

负使命，要不遗余力地培养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端人才，建立有效

的激励机制，营造更好的更宽松的创新环境，让更多的人才脱颖

而出，全身心投入到创新与创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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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造出世界最小计算机

近期，密歇根大学在微计算方

面打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

它制造出仅长 0.3 毫米的世界最小计

算机，比一粒米还要小。

“我们不确定它们是否应被称

作计算机。它们是否具备所需要的

最基本功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领导开发这个新系统的电气和计算

机工程教授戴维·布洛乌说。

密歇根大学最新设备的大小只

有 IBM 计算机的十分之一，因为太

小而无法安装常规无线电天线。它

依靠可见光收发数据。基站提供光

来发电和运行程序，由此接收数据。

此前，IBM 推出了 1×1 毫米的薄片

状计算机。在那之前，最小的计算

机是 2×2×4 毫米的“密歇根微尘”

（Michigan Micro Mote）。

“我们不得不想出新的办法来

设计电路，使其同样耗电低但能耐

光。”布洛乌表示。来自基站的光

和来自设备自身传输 LED 的光能在

小小的电路内产生电流。这个设备

采用了精密传感器，将温度转化为

时间间隔，以电脉冲来定义。计算

机能感应极小区域、比如细胞簇的

温度，并以 0.1 摄氏度以内的精确度

进行报告。

（来源：每日邮报）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近期，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下一阶段的欧盟研究与创新计划，

并强调在接下来的欧盟预算中将投入 1000 亿欧元用于研究与创

新。除此之外，“地平线欧洲”（2021 年 -2027 年），作为欧

盟一个新的研究与创新计划，将从 2021 年开始接替当前正在进

行的“地平线 2020”计划。

国际合作对于研究与创新的成功至关重要。“地平线欧洲”

（2021 年 -2027 年）将在当前“地平线 2020”计划的成就

基础上，为欧洲领先的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资金，以联合应对

全球挑战。

( 来源：英国大学联盟网站 )

“地平线欧洲”将取代“地平线 2020”

韩国推行数字教科书与软件教学

根据 2015 年的课程修订，韩国教育部决定，从今年起向小

学三、四年级以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派发数字教科书。同时，

韩国教育部还将首次面向全国 1351 所初中一年级学生推行义务

的软件教育，以打造信息化教室。

数字教科书不仅载有包括现有纸质课本的内容，还覆盖词

典、多媒体内容、评估问题及各种学习工具，并与数字教科书

以外的教育内容挂钩。目前，数字教科书仅限于社会学、科学

以及英语三门学科，预计到 2020 年将覆盖更多学科，数字教

科书以 VR 和 AR 的形式在网上公布，用户可以在韩国教育网

（Edunet）、安卓以及苹果应用商城下载。

韩国教育部表示，将在 2021 年之前完善韩国所有中小学的

无线基础设施，以达到数字教科书的普及化。预计在 2019 年实

现小学阶段软件教育的义务化，2020 年实现初级中学阶段软件

教育的义务化。

（来源 : 韩国教育部网站）

俄罗斯推行“数字校园”项目 拟逐步废除纸质教科书

近日，俄罗斯教育部计划逐步废除传统纸质教科书，并向

学生提供电子设备以改善教学条件。

俄罗斯教育部正在筹备“数字校园”项目。该项目的说明

文件指出，俄教育部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前在 11 所中学内使用

电子设备替代纸质教科书，届时学生们将会拥有相关的个人电

子设备，即便是因病在家休养，他们也不会错过课程。报道称，

该项目预算超过 5070 亿卢布（约合人民币 512 亿元）。

（来源：俄罗斯《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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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Gonzalez 在 Cult of Pedagogy 网站上，公布一个访

谈节目《12 招升级你的教室设计》（12 Ways to Upgrade Your 

Classroom Design），访谈的对象是 Bob Dillon，他是美国圣路易

斯学区（St. Louis-area school district）创新总监，曾任中学校长

多年。Bob 在改变学习空间方面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

在这个采访中，Bob 和 Jennifer 讨论了目前在学校中最常见

的一些教室设计问题，分享了教师使他们的教室变得更加适合

学习者的策略和方法，也分析了在重新设计教室时教师经常会

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这档访问节目，被浓缩成 12 个具体的妙招，

12 招让教室成为一个更好的空间。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在国内外一些杰出学校观摩，经常看到一些目前来看似乎有些另类的学校和教室。有

些教室看起来像一间起居室。就像一个地方，你可以蜷缩起来看书、睡午觉、或者进行一

次非常好的交谈。然而，这确实是一间教室。事实上，这种座位灵活安排、整理便捷、更

多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设计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不少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教师

正在努力摆脱传统的课堂布局，寻找新的方法，让他们的教室更有利于 21 世纪的学习。

12 招升级你的教室设计

5减少教师的空间和足迹
释放更多空间的一种方法是尽量减少或消除教师的工

作空间。事实上，许多教师正在完全摆脱对讲台的依赖。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教师在教室中的足迹呢？ 将桌

子推到墙边靠墙，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使用房间中的所

有面积，这时候，将开始真正改变教室。 

4真的需要那张贴在墙上的海报吗？
Bob Dillon 在访谈中说，“当我们思考学习空间设计时，

我们常常就直奔教室里家具，去讨论教室房间的平面图， 但

从不考虑周界。”

他说，“你的墙壁怎么样？每一寸墙壁到底是支撑学习

呢，还是分散注意力减弱学生的学习呢？ 真的需要那张贴在

墙上的海报吗？ ”

2精简、精简、再精简
每个人都可以做最简单的改变之一，是从教室里把一

些东西拿出去。 Bob 在访谈中说，“每次，当人们进入一

个空间的时候，通常会从视觉上处理整个房间。” 他所说

的“处理”，是在视觉上和心理上的精简、排序、规整和

分类等等。而的确如他说言，在许多教室，“当我们真正

想让学生在智力上参与和互动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视觉上

疲惫不堪了。”

1倾听孩子们的声音
在访谈中，Bob Dillon 认为，“学生才真正是教室需

要做出改变的最佳信息来源。”为此，Bob 建议教师经常

向学生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教室里有什么新东西？ 第

二，这个房间里的什么东西支持你的学习，什么阻碍你的

学习？ 让学生以这种方式审视教室，这将有助于我们以不

同的方式看待它。”

3重新考虑教室的布局
Bob 认为，“灵活的座位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购买新家具。

使用现有的桌椅板凳，教师仍然可以创造不同的座位选择、

不同的教室布局，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在国内，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教室的布局，把

传统的排排坐，改变为不同的圆圈，以方便学生小组研讨；

或者围成一个大圈性质的“董事会”会议室的教室，让所

有的学生面对面。当然，这些教室布局的改变，背后是不

同的教育哲学和教学理念的支持。

学习空间制约着其中的学与教的活动方式。学习空

间，绝非教室布局这么简单，但是，教室的布局是最基

础的改变。

文 / 焦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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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12利用好走廊和过道
在学校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面积都是走廊和过

道。人们通常不会把这些地方用于学习。

所以，当你重新思考你的教室空间的时候，请记住，

你可以将学习扩展到墙之外的空间。 

访谈中， Bob Dillion 介绍说，他曾与一位老师合作，

每天早上将两张小桌子扔到走廊，并邀请孩子们使用这

些桌面进行某些活动。

11减少你的彩色调色板
设计一个学习空间与装饰一个学习空间完全不同。

当没有完全理解到底什么才最有利于学习发生的时候，

把各种空间和装饰放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你的教室看起

来是什么样子的。

尝试将调色板缩小到三种主要颜色：一种中性的，

即一种基色，以及两种重点颜色，“可以是那种流行色。

这样做会减少视觉上的杂乱，让学生更好地集中注意

力。给人一种连贯感、宁静平和的舒适感。”

10创建展示学习的空间
在过去传统的教室里，展示学生学习的地方，

往往是教室后面的墙壁、门口的展板展示学生学习

的成果。

而今天的教室，应当成为富技术的教室。期间的

学习展示，变成了富媒体的展示。国内展示的途径，

包括校园的大屏、教室门口的电子班牌、教室里面的

屏幕，教室后面的墙壁，所以，展示学习的空间越来

越丰富。

9创建静默空间
很多孩子一来到学校，他们就感到紧张。 Bob Dillon 在访谈中说，

“真正优秀的学习空间设计，首先关心孩子，并照顾孩子们的需求，

以便孩子们真正能够在其间进行学习。”

很多教室得有一个地方让孩子们重新构思和重新思考。希望确保所

有教室都有空间来面向那些内向、安静、静思的学生。

当学校没有为孩子们提供类似空间的时候，孩子们会找到能让

他们安静的方法。例如，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会举手说，“嘿，

我可以去洗手间吗？”现在，我们的教室是为孩子提供安静的空间。

Bob Dillion 半开玩笑地补充：50％需要上厕所的中学生，其实

只是需要启动一下状态而已，他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活动活动。

8创建可书写的空间
可书写的空间，其实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创造和合作的空间。在

Bob Dillion 所访问的许多教室中，教师拥有许多可书写的空间，但

是学生却并没有许多可书写的空间。

只要教师愿意，都可以通过购买便宜的个人干擦板、独立式干

擦画架、或制作自己的白板桌、或者添加额外的 DIY 白板，来增加

更多可书写的空间，而这一切其实都只需要很少的钱。

7创造创作的空间
开展基于项目的学习，倡导设计思维的那些教室，正在逐步取

代死记硬背的教室，因此，现在的教室，需要学生可以绘制、建造、

制作和创建原型的空间。

我们要倡导对话、协作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必须

要有支持这种教学法的学习空间。

在访谈中，Bob 还谈及了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哪里存储

正在进行的工作。“当你创造东西时，你不会刚刚好在 30 分钟内完

成它们。”为此， Bob Dillon 提醒说，“你必须有一个地方来存放

这些东西，或者把它们拿走。”

6创建协作的空间
如果我们想要做的只是向学生提供信息，并让他们再“吐出来”，

那么，排排坐的成行的教室布局和书桌是没问题的。 但是，二十一

世纪的教育对我们提出更多要求，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

还需要良好的沟通，并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教室需要体现和反映出

这一点。 所以，当你重新思考教室设计的时候，想办法让更多的合

作空间成为可能。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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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志民

当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人类文明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正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但网络安

全问题已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掣肘之一。互联网应用范围越

广，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就会越突出。层出不穷的信息泄露和

网络攻击，给国家秩序、社会稳定、个人生活都带来了不小

的影响。

如何有效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

点。而如何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其中涉及网络安全的各种关系，

应该是解决好网络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毋庸置疑，网络安全是网络发展的前提，只有发展才能保

障网络安全，所以，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也就是说，保障

网络安全和促进网络发展都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所以需要

同步推进。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拿捏好这个同步推进的平衡

度，需要有足够的智慧。

网络安全的核心是信息系统安全，分为信息安全和系统安

全。从本质上看，网络不安全是源于人性的恶，而不是网络的

坏。任何网络安全事故背后都是人为操纵的。互联网只是一种

工具，工具的好坏取决于用途。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造福人

类，另一方面技术也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

危害社会。

我们看到，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网络安全给予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尤其是《网络安全法》实施一年多来，各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都加大了网络安全防范的力度，这本身是件好事。

但过度把网络安全责任推到下级单位和个人，会造成单位

和个人消极对待网络使用和服务。由于过分要求用户自己

负责网络安全，过分处罚网络安全责任人个人，重大事件

和节日主动“关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还没战斗就自己

先投降，不利于政府信息公开，不利于建设信息化国家的

国家战略实施。

现在的治理逻辑有问题，一旦出现网络不安全事件，

现在的治理方法是处罚单位，势必影响用户用网的积极

性。例如，我的网站遭到破坏，还要处罚我 ? 我应该索赔。

按照正常的治安逻辑，我单位财产遭到破坏，我应该报

案找警察，由警察查案破案，归还或赔偿我单位财产。

正常的网络安全治理逻辑应该是，把网络不安全的责任

归为上一级部门，归为政府主管部门，压力逐级向上传

导，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达到真正网络安全的目的。

现在的逻辑是处罚个人和单位，个人或单位力量有限，

不能真正安全，实际的后果可能是能不用网就不用网络，

网络越来越不安全。

我们还要注意，网络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

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网络安全。所以我们要避免不计成本

地追求网络的绝对安全，不仅成本代价高，还会造成顾此

失彼，产生新的不安全因素。网络安全需求的平衡点，过

度安全会影响使用，影响效率，网络不安全同样影响使用，

大家不信任了，用了给我带来灾难或更不方便，我还会用

网吗 ?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人类文

明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正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但网络安全问题已

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掣肘之一。互联网应用范围越广，网络信

息安全问题就会越突出。层出不穷的信息泄露和网络攻击，给

国家秩序、社会稳定、个人生活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保障网络安全与促进网络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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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与武汉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协议推进教育信息化

日前，武汉市教育局与华中师范大学签署教育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华

中师大将以自身研究团队和科研成果为基础，推动武汉市教育信息化发展。

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处于应用阶段，下一步将走进融合阶段，重塑教

育教学方式，教育环境、理念、课程体系、评价方式等都会产生大的变革。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华中师大将在政策、资金、调研实验条件等方面为武

汉市教育局提供支持，推动武汉市教育云应用模式创新与生态体系建构、教

育信息化培训、教育信息化工程项目咨询与绩效评估等。

浙江财经大学：学生晒大学四年精准数据“毕业账单”

“上课时长达 3278 小时，相当于跑了 546 次全程马拉松，课虽已落幕，

对知识的渴望，却从未止步；大学 4 年总借书 37 本，打败了 61.3% 的小伙伴，

我扑在书籍上，就好像饥饿的人扑在奶茶布丁、冰激凌、小龙虾上。”诙谐

风趣的话语、精准细致的数字，配上校园风景图片，由浙江财经大学信息化

办公室全体教师制作、送给 2018 届毕业生的“毕业账单”——“大学志”一

经推出便得到了该校学生的好评。

浙江财经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管孔琳俊表示：“和大家收到的支付宝年

度账单一样。”精准计算学生们的上课时间，估算学生 4 年里的伙食花销，

再配上风趣幽默语言文字，从创意构思、设计主题、数据处理再到上线测试，

制作这样一套精美细致的“毕业账单”，浙江财经大学信息化办公室的教师

们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教育部：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启动

7 月 12 日至 12 月 31 日，由教育部思

想政治工作司和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

局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

化节”和“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

选展示活动”将陆续在全国高校开展。

据了解，本届大学生网络文化节面向

在校大学生征集优秀微电影、动漫、摄影、

网文、公益广告、音频、短视频、校园歌曲、

其他类网络创新作品等 9 类作品。“全国

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

主要面向高等院校教师群体，推选内容包

括优秀网络文章、优秀“微作品”、优秀

工作案例等 3 类。需要注意的是，所有作

品须为 2017 年 8 月 1 日至提交截止日期间

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本次大赛将组织邀

请专家遴选优秀作品，并将对遴选出的优

秀作品进行全媒体展播推送。同时，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和高校组织开展本地本校优

秀网络文化作品展示活动。

此外，参赛人员可以通过自荐、教育

部直属高校及部省合建高校推荐和省级教

育工作部门推荐的方式参与活动，重复提

交则被视为放弃参与资格。

南方医科大学：                        
AR 助学子提前领略校园风光

南医大 2018 年录取通知书今年增添

了 AR 技术新元素，该校也成为目前广东

省唯一一所在录取通知书上使用 AR 技术

的高校。添加了 AR 技术的录取通知书，

可通过使用手机上 AR 四大功能，生成一

种逼真的视、听、力、触等感觉的虚拟环

境，立体展现校园多处优美景观，可一览

其美丽风光 ; 利用手机扫描录取通知书内

面校歌部分，即可聆听学校校歌，体味歌

曲中一字一句的韵味 ; 扫描录取通知书背

面八字校训，即可观看学校宣传片，给予

新生全方面了解该校的机会与体验。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清华大学：发布首批在线认证证书项目

近期，清华大学发布首批在线认证证书项目，包括公共管理认证证书项

目和数据科学认证证书项目。

认证证书在学堂在线慕课平台证书频道上线。学习者可付费学习系列线

上课程，在线完成作业，通过考试后将获得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及相关

院系联合认定的证书。教师及助教团队将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提供更加完备的

支持，学校及院系将在招生及培养环节中对证书给予考虑，项目的社会合作

机构将为证书获得者在实习与就业环节中优先给予考虑。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表示，认证证书项目并非学位项目，但与在线学习

者的持续学习自我发展的动机更为契合，是产教融合学以致用的有益探索。

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主任于世洁介绍说，公共管理认证证书项目、数据

科学证书项目均由六门核心专业课程及一门实践课程组成。与传统的单门慕

课不同，认证证书项目更加注重课程的体系化建设。据悉，未来清华还将陆

续推出金融学基础知识、计算机编程等认证证书项目，进一步探索在线课程

与校内课程的学分转换，不断扩大认证证书的社会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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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上海

北京

2020 年形成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模式

7 月 16 日，北京市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会上发布了《北京市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

市教委表示，计划到 2020 年形成北京教育信息

化发展新模式。

本次教育信息化三年规划的主要任务有：建

成新型“互联网 + 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和新型教

育大数据支撑体系，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与创新能力，形

成北京教育信息化新模式。

据悉，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北京市还

将建立 100 个“智慧校园”融合应用示范基地，

开展信息化应用试点和示范工作，解决信息化应

用中热点难点问题。

浙江

（以上信息编辑自 www.edu.cn）

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蓝皮书发布

2018 上海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蓝皮书近日发布。围绕教育教

学主战场，上海积极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截至目前，上海

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已基本形成“网络可访问、资源可获取、

师生可交流”的信息化环境；包括农村学校在内的中职学校、中

小学及幼儿园的宽带接入率达 100%，完成学校校园网建设的学

校占比 99.56%。

蓝皮书由上海市电化教育馆与上海教育报刊总社集合教育

信息化领域的政府主管部门、学术研究机构、一线实践学校及

企业联合编撰。

蓝皮书围绕“技术与学习、技术与学校、技术与治理”三

个角度，对上海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应用环境的优化，

信息技术在教育治理、课程教学、自主学习、综合素质评价、

教师专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分析。

蓝皮书描述了未来五年内可能对全球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技

术在上海中小学学校的实际应用，呈现扎根于上海学校与课堂

中的智慧创造和本土实践。

将实施教学点连接计划

为进一步促进教育均衡与公平，以教育信息化提升乡村

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近日，教学点连接计划座

谈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会军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介绍了“教学点连接计划”方案，就教师结对方式、

资源遴选与供给模式、教学点选择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并明确了后续的工作计划与安排。据悉，浙江省实施教学点

连接计划——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信息化提升项目，旨在通

过信息技术手段，为 100 所乡村小规模学校创建网络空间，

完成 100 位校长和 1000 名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培训，基于

之江汇教育广场实现 100 所名校和 100 位名师与 100 所乡村

小规模学校连接，实现 100 门优质网络课程和 10000 个微课

资源的共享；引领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助力开齐、开好艺

术类等紧缺课程，有效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与办学

水平。

高招录取数据随时备份

重庆市 2018 年高考录取工作对录取数据随

时备份，采用三段式密码分三人掌握，以保障高

招的安全进行。据了解，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的录

取现场共分为计划组、投档组、录检组、秘书组

等小组，正式录取之前，有 3 次模拟投档降低

考生退档风险，数据库的数据则每一秒都会进

行保存。

据介绍，为防止数据库被黑客攻击或篡改，

数据库采取了设立防火墙、访问限制、审记制度

等安全措施。同时，录取数据每天随时进行备份，

专人保管，可以做到即使后一秒数据丢失，前一

秒的数据也在，并且永远保存，而且如果出现问

题随时可以追查。此外，还采取三段密码管理，

如果需要调用数据库信息，则要按照录取领导小

组的指令，由掌握三段式密码的三人同时在场才

能使用。

政策与焦点·高校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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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75%
“从 2013 年到 2018 年第一季度，中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投融资占到全球 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

国家。”最新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8》

指出，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 237 亿元，

同比增长 67%，预计 2018 年市场增速将至 75%。

3.5Tbps
近日，工信部表示，截至目前，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教育网等互联网骨干网单位

已经完成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成都五个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的IPv6改造，累计开通IPv6网间带宽3.5Tbps，

提前超额完成 2018 年度开通 IPv6 带宽不少于 1Tbps 的

目标任务。

2.38Mbps
近日，M-L a b 全球宽带速度联盟发布了“全

球平均宽带速度分析报告”，它通过监测全球范围

内 1.63 亿个独立网速测试点的网络数据来分析全

球各个国家的网络状况。其中，新加坡占据首位，

其平均下载速度为 60M b p s（实际用户侧下载速度是

7.5MB ／ s），而中国大陆的下载速度仅为 2.38Mbps

（实际用户侧下载速度是 305K B ／ s），位居全球

第 141 位。

10所
7 月 5 日，全国首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

授牌仪式在京举行，武汉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北京邮电

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等

10 所高校入选。

48个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继续推进试点区域平台接

入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截止 4 月，已接入

上线平台44个，其中省级平台11个、市级平台18个、

区县级平台 15 个。继续开展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汇聚工

作，已上线应用 48 个。

“智慧学习路网，是指针对知识点和知识族，借助‘互联网+’、

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和大数据等技术所构建，符合不同学生已有

知识水平、认知水平、兴趣爱好等实际情况的知识学习和能力培

养的学习路径。应按照听讲、自主导学和探究等不同学习方式的

需要，分类建立个性化学习路网，改变优质师资教学智慧和学生

典型学习经验的供给形态。这才是真正的‘互联网’的思维方式，

才能真正给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

——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支撑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钟绍春刊

登于《中国教育报》的文章谈到实现教学创新提到如上的观点。

“现阶段大数据安全是网络安全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也是与

公民个人关系最为紧密的。其不仅会影响国家安全、政治安全、

军事安全，还会影响企业商业利益、公民的生命安全。在对大数

据安全本身进行检查的同时，还需把控信息储存硬件、信息通道

等信息集聚资产的安全。”

——目前，我国正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安全执法大检查，公

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总工程师郭启全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大数据安全整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首次将

大数据安全纳入检查对象。

　　

“建议对照 STEM 教师能力标准等参照体系开展精准培训，缺

什么补什么，培训形式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与真实教学环境相

结合，培养用得上、教得好的教师。STEM 课程应保持多样性，不

应该统一化；应是生成性的，不应是预设的。STEM 更不能成为一

个筐，什么课摇身一变都能往里装。STEM 课程一定要跨学科，引

导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STEM 课程的研发、实施不能背离初心。

STEM 课程关键不是器材，而是课程研发、实施的思维和方式。”

——近日，第二届中国 STEM 教育发展大会在深圳市福田区

召开，中国教科院 STEM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素围绕 STEM 提出

他的观点。

“新的网络技术带动了多场景服务的优

化，而且也带动了互联网技术的演进。5G 将

带来网络的互联网化，将让网络引入一层半

的以太网中继。当二层、三层延时较大时，用

以太网帧作为一层半的传输载体可实现大带宽低

时延转发。5G标准化还有很多挑战尚未解决，创新永远在路上。”

——近期举行的第三届 5G 和未来网络战略研讨会上，

FuTURE 推进委员会主席邬贺铨院士发表如上的观点。

《声音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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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7 月 20 日，教育部科技司司

长雷朝滋一行到宁夏调研教育信息化工作

并召开“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座

谈会，听取了宁夏“互联网 + 教育”工作

汇报。宁夏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薛刚主持，

自治区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李秋玲同志，自治区相关厅局、委办

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上，雷朝滋代表教育部宣读了《教

育部关于同意宁夏建设“互联网 + 教育”

示范省（区）的函》，并转达了教育部对

宁夏组织开展“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

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要求。自治区教育

厅副厅长郭坤宇汇报了宁夏“互联网 + 教

育”工作进展、示范区建设的初步思路和

下一步工作重点。

雷朝滋充分肯定了宁夏在推进“互联

网 + 教育”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他强调，

宁夏要充分认识国家示范区的重要意义与

深刻内涵，要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地

建设“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在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等

方面在全国引领示范。

雷朝滋指出，宁夏作为全国第一个“互

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要深入贯彻

落实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孙

春兰副总理、陈宝生部长、杜占元副部长

等来宁考察的指示精神，按《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

宁夏回族自治区“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

（区）实施方案，使之更精细、更科学，

能更好的指导宁夏开展相关工作，同时要

将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工作

内容纳入宁夏“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

建设，要做好在宁夏先行试点的工作；要

树立先进的教育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

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以切实解决人

才培养质量“强”起来、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对创新人才的需求为导向，来建设宁夏

的“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要贯

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和陈宝生部长关于“互

联网 + 教育”的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各级

各类学校互联网接入带宽，有效满足信息

化教育教学的需要，通过“三个课堂”等

多种方式，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逐

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

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

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目标要求，

同时加快推进教育理念变革和教育教学模

式创新，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提

升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能力。

雷朝滋强调，宁夏要高度重视“互联

网 + 教育”示范省（区）领导机构建立，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多部门共同推

动的机制；要加强条件保障，树立不等不

靠的思想，积极创新保障机制，全力推动

“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建设。教

育部会全力以赴支持宁夏示范省（区）的

建设，会积极主动配合自治区向国家有关

部门争取支持。

李秋玲表示，教育部批复同意宁夏开展

“互联网 + 教育”全国示范省（区），给宁

夏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宁夏将

力争为全国创出可推广可复制的工作经验。

会上，李秋玲代表宁夏教育厅分别与中

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签

署了《“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建设合作框

架协议》。三家运营商承诺对全区学校实施

提速降费工程，在不增加费用的前提下，将

学校现有互联网使用速率提升一倍。

最后，薛刚秘书长代表自治区人民政

府作了表态发言，他表示教育部批复同意

宁夏开展“互联网 + 教育”全国示范省（区）

建设，给宁夏教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全力以赴做好这

项工作。

宁夏“互联网 + 教育”示范省（区）
座谈会在银川召开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中）在会上发言 宁夏自治区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李秋玲在会上发言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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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7 月 10 日 ~7 月 13 日，教育

部 2018 年第三期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

培训在昆明成功举办，本期培训班由中国

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教育部科技司司

长雷朝滋做开班致辞，副司长李楠做专题

报告。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政企部副总经理

白云东、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华山、中

国电信云南公司总经理王宏、副总经理曹

春江等领导出席本次培训班。来自“三区

三州”为主的深度贫困地区省教育厅分管

信息化工作的领导、职能处室干部、部分

市县教育局局长11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的“网

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是国家脱贫攻坚

战略的重要一环。本次培训班重点面向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着眼于教

育信息化 2.0 展开专题培训。中国电信集

团公司在开班仪式上介绍了中国电信支持

“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

并向云南怒江州捐赠了信息化设备及相关

系统。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在开班致

辞中分析了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

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面临的形势，强调了

通过组织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

班推动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跃升的重要

性。他同时指出，教育部将组织协同各方

力量，继续通过信息化教学设备捐赠、优

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等系列活动，落实教

育扶贫和网络扶贫的重点工作，助力深度

贫困地区推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和

人才培养能力，服务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

本次培训班主要采取专题报告、案例

剖析、经验交流、现场观摩、分组研讨、

汇报展示等方式进行。在政策层面，教育

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解读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在实践层面，优秀区域

和学校代表分享了信息化教学应用典型案

例及教育信息化区域发展经验。

培训期间，中国电信集团介绍了中国

电信贯彻落实国家扶贫工作的相关要求，

以网络扶贫工作为重点，大力实施通信能

力扶贫、通信服务扶贫、信息应用扶贫的

相关举措。同时，中国电信在培训现场搭

建了以“全面落实教育战略合作协议，主

动接应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为主题

的信息化应用展区，展示了全光纤网络、

安全大数据平台、基于机顶盒的常态化互

动教学等产品。

在结业仪式上，教育部科技司信息

化处副处长任昌山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

书，希望借本次培训为契机，各学员共同

推进“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教育信

息化水平的提升。

教育信息化培训服务“三区三州”

1. 培训现场

2.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3. 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国电信集团信息化应用展区

1 2

3 4

——教育部 2018 年第三期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培训在昆明举办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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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杨洁

IPv6 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是网络信息技

术发展和互联网演进升级的必然趋势，基于 IPv6 的下

一代互联网建设，已经成为各国推动新科技产业革命

和重塑国家竞争力的先导性技术领域。“从去年开始，

全球 IPv6 呈现了起飞的状态，有人预计到 2020 年全

球 IPv6 用户的占比可能会超过一半，IPv6 发展的起步

非常快，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工程院院士邬

贺铨在日前举办的 2018（第十七届）中国互联网大会

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IPv6开启规模部署

作为互联网大国，我国有着全球人数最多的网民

规模和成熟完善且体量庞大的互联网经济体系，同时

也是世界上较早开展 IPv6 试验和应用的国家。早在

2003 年，我国就将 IPv6 的发展提上了日程，这是非常

正确非常及时的战略决策，经过五年的发展，第一期

取得了预定的战略目标。但从 2008 年以后，我国 IPv6

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如今，我国 IPv6 在技术研发、网络建设、应用创

新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也出台了各项政策措

施，已具备大规模部署的基础和条件。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

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提出了 IPv6 的发展目

标和总体要求，明确了重点任务和实施步骤，标志着

互联网进入了新时代。

2018 年 5 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计划》

的通知，从实施 LTE 网络端到端 IPv6 改造、加快固

定网络基础设施 IPv6 改造、推进应用基础设施 IPv6

改造、开展政府网站 IPv6 改造与工业互联网 IPv6 应用、

强化 IPv6 网络安全保障、落实配套保障措施等六大

方面提出明确目标，预示着我国 IPv6 规模部署工作

正式启动。

运营商 IPv6改造初见成效

为抓住契机，我国各大基础电信企业都在加紧部

署网络设施的 IPv6 改造和升级。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杨小伟指出，今年是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的

开局之年，起步良好，进展顺利。网络设施的 IPv6 改

造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电信企业以 LTE 网络端到端

IPv6 升级为主攻方向，加快网络、终端和自营业务的

改造，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指出，在网络基

础设施方面，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已完成 26 个省、上百

个地市 LTE 网络 IPv6 改造，并为 LTE 用户分配 IPv6

地址，目前基础电信企业已分配 IPv6 地址的用户总数

超过 7000 万。

在本次论坛上，据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刘桂清介绍，

按照计划，中国电信将于 8 月在京、沪、穗、宁、深、

杭提供 IPv6 互联网专线；10 月在全国省会城市提供

IPv6 互联网专线；11 月实现全国所有城市 IPv6 互联网

专线的提供。

中国联通首次面向公众展示其 IPv6 在 4G、家庭宽

带和政企专线业务上的应用，以及与 IPv6 升级改造相

关的服务。据中国联通副总经理邵广禄介绍，目前中

国联通骨干互联网设备 IPv6 支持率已经达到 100%，IP

多方合力布局：中国互联网进入 IPv6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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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域网设备 IPv6 支持率达 97%，LTE 全网已完成 IPv6

版本升级。

而中国移动目前已在全国 24 个省份的部分城市、

部分区域完成 LTE 网络端到端的改造，覆盖超过 2 亿

LTE 用户；完成改造区域内的 LTE 用户已具备访问移

动互联网 IPv6 应用的能力；全国已完成 67 个 IDC( 互

联网数据中心 ) 的 IPv6 改造。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

表示，在互联互通方面，中国移动已经在上海浦东国

际出入口开通 IPv6 的链路，带宽为 50G，完成北京、

上海、广州、郑州、成都的互联网骨干直连点 IPv6 改造，

开通 IPv6 国内网间互联带宽 762G。

互联网企业加快升级步伐

除了三大运营商之外，国内用户量排名前 50 位的

商业网站及应用都制定了较明确的升级改造方案，大

部分典型的互联网应用都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改造任

务。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紧紧

抓住 IPv6 创新发展机遇，加快互联网应用升级改造。

腾讯副总裁马斌在论坛上首度披露了腾讯云 IPv6

的“三步走”推进计划：第一步，在中国互联网以 IPv4

为主的大环境下，提供平滑、安全的 IPv6 互联网入口，

同时提供 IPv6 和 IPv4 间的转换服务访问底层核心网络

和现网业务，时间是 2018~2019 年；第二步，到 2020 年，

逐步完成端到端的 IPv6 改造，此时 IPv6 与 IPv4 同时运

行在腾讯云上；第三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 IPv6 访问和

流量的比例加大，底层核心网络向 IPv6 过渡完成，IPv6

成为网络主体，同时兼容存量的 IPv4 的业务。到 2022 年，

基本实现从 IPv4 到 IPv6 的切换。

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也在论坛上表示，阿里巴巴

集团从 5 年前开始布局 IPv6，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聚

焦“4 ＋ 1”，于 2018 年完成天猫、淘宝、支付宝、

优酷四大流量产品的 IPv6 改造，同时实现阿里云所有

主要场景的改造。

京东副总裁符庆明指出，京东 IPv6 的策略都依赖

于中间层组件和底层的网络改造。京东整个演进框架是

自下而上的，首先解决基础设施 IPv4 和 IPv6 的转化问题，

其次在京东云和京东商城上重要的产品上进行改造。

百度网络负责人 、系统副总监刘宁表示，在系

统平台研发上，百度 IPv6 的 DS 运营完成了初步的

改造。在示范应用落地上面，百度搜索的快照也已

经完成了 IPv6 的上线。在百度云，已经发布了弹性

IP 和负载均衡的产品。

重视 IPv6创新人才培养环境

IPv6 部署，就必然涉及两代网过渡技术。作为

最 早 从 事 IPv6 下 一 代 互 联 网 研 究 的 科 研 工 作 者，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李星在论坛上作了专题报告。据他介绍，2003 年以来，

清华大学等 25 所高校承担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

CNGI-CERNET2。CNGI-CERNET2 有几个设计原则，

其中一个就是在过渡技术上采用隧道 4over6 和无状态

翻译 IVI。

在过渡方式上，CNGI-CERNET2 一开始考虑采用

IPv4 over IPv6 隧道的办法，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

了国际互联网标准化组织 IETF 的若干 RFC 标准。但

到 2007 年，研究团队认识到隧道还是不能使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经过不断试验，最后发明了解决 IPv4

协议和 IPv6 协议的互联互通技术“IVI”。无状态翻译

技术 IVI 出来后，成为 IETF 互联网国际标准，并获得

多个 RFC。

李星指出，在构建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纯 IPv6 下

一代互联网主干网 CNGI-CERNET2 中，有几个方面特

别重要，其中一个就是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针对互联

网人才培养，他表示，互联网人才培养一定要给环境，

一个开放的、宽松的环境是创新的土壤。对于互联网

人才培养来说，实验环境的提供尤其重要，要给学生

们提供一个可以创新的基础网络环境。

“互联网最活跃的新东西应当是学生做出来的，

就像美国的 Facebook，谷歌，都是学生开始做，逐步

走上社会。但这几年从国内来看，这样的适合于创新

的环境远远不够。”李星在之前接受本刊采访时，以

6BONE 为例，他指出，在搭建 IPv6 实验床 6BONE 的

时候，清华申请了很大一个地址块，一部分用来管理，

另外一部分用来让学生自由探索。“有句话说，做硬

件的时候，你不会浪费晶体管就要失败，做网络的话，

你不会浪费带宽也会失败。做 IPv6，你不会浪费 IP 地

址也会失败。”

如今，正是中国 IPv6 发展的大好时机，2018 年

是行动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不论是运营商，还是互

联网企业，亦或是教育科研网等机构，基本都是按

照《计划》提出的目标和要求来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可谓迎来了“开局红”。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需要各方携手共促 IPv6 发展，开创下一代互联网新

局面。

多方合力布局：中国互联网进入 IPv6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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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网要勇于承担向 IPv6 过渡的示范重任

———访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部署在国家层面上已全面展

开。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提出用 5 到 10 年时间，我国要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

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 商

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

度融合应用。

2018 年 5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的通知，提出实施 LTE 网络端到端的 IPv6 改造及加

快固定网络基础设施 IPv6 改造等六大方面部署。

IPv6 在教育网的部署已有 20 年历史。从上个世纪

末清华大学建设我国第一张 IPv6 实验床开始，教育网在

IPv6 技术研究、应用部署一直处于国际前列。在新时代，

教育部如何部署 IPv6 ？如何加大对 IPv6 的研究？为此，

我们采访了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IPv6 给了各国重新定位互联网话语权的机会

《中国教育网络》：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

公厅于去年年底发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您认为，两办发布 IPv6 行动计

划的重大意义在哪里？

雷朝滋：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IPv6）规模

部署行动计划》，这为进一步升级教育信息化基础设

施以及深化信息化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提供极大的助

力，是加快教育现代化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计划》

提出用 5 到 10 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

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 商业应用网

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

用，成为全球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这

是指导我国从互联网大国迈向互联网强国的历史性文

件，对我国未来的互联网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对教

育网络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虽然我国互联网在规模扩展和应用繁荣

方面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功，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基

础还不牢靠，在互联网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

面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构建高效、安全、可信的互

联网仍任重而道远。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下一代

互联网 IPv6 的出现给了我们新的机遇。

从 IPv4 到下一代互联网 IPv6，意味着互联网的升

级换代。IPv6 给互联网体系结构创新带来了历史机遇，

这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新定位互联

网话语权以及互联网格局的机会，不容错过。

IPv6 诞生以后，很多国家都发起了下一代互联网

研究计划，各国都想在新的网络空间中掌握更多的主

动权。IPv6 对于我国来说更加迫切，因为早期我国互

联网由于技术上的落后，没有申请到大量的 IP 地址，

很多单位都使用私有地址。我们的 IPv6 起步很早，尤

其是教育领域的 IPv6 科研从很早就开始了，已经兢兢

业业研究了 20 年，但一个国家的 IPv6 部署需要社会各

行各业的通力合作。自 2013 年以来，由于全球 IPv4 地

址池被分配完毕，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发展 IPv6, 而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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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Pv6 却放慢了脚步。如今已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

甚至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说起 IPv6，总是说“起

个大早，赶个晚集”，对下一代互联网有使命感的研

究人员都在思考扭转这个局面。因此，国家此次出台

IPv6 行动计划是非常及时、英明的。如果我们全国上下

各行各业都认识到 IPv6 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抓

住未来 10 年这个关键期，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去推动

IPv6 的部署和研发，大规模部署 IPv6，未来我们就能够

抢占下一代互联网的先机，有力支撑网络强国建设。

教育网要发挥技术和人才的核心优势

《中国教育网络》：教育领域一直非常重视在

IPv6 上的研发与创新，在新的阶段，您认为，高校在

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中主要应承担什么角色？

雷朝滋：IPv6 与教育网的关系源远流长。上个世

纪 90 年代末，教育网就开始了对 IPv6 的研究与部署。

在网络、应用、先进技术方面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研

究与部署，为我国以及全球的 IPv6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思路和经验，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一大批互联网人才

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起来，成为新的下一代互联网研

究的中坚力量。

2003 年，我国启动了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

程 CNGI。CERNET 承 担 建 设 的 核 心 网 之 一 CNGI-

CERNET2 成为全球最大的纯 IPv6 网，互联网发明人温

顿·瑟夫博士参观之后热情称赞，认为在下一代互联

网的建设上，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通过这个项目，

CERNET 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并对 IPv4 与 IPv6

的过渡技术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成为互

联网行业的标准。

现在，教育网的 IPv6 用户超过 500 万，是我国研

究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开发重大应用、推动下一代互

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试验设施。在推进下一代互

联网发展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拥有我国上百万

的大规模 IPv6 用户群体，为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 IPv6 行动计划方案的出台，IPv6 成为中国走

向互联网强国的必由之路。在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发

布后，我国各大基础电信企业都在加紧部署网络设施

的 IPv6 改造和升级，国内用户量排名前 50 位的商业网

站及应用也纷纷加快互联网应用的升级改造。

抓住当前下一代互联网在我国全面部署的机遇，

教育网要积极依托多年来在 IPv6 上的网络基础、用户

基础、研究基础等优势，加强与产业界的技术交流和

经验分享，勇于承担向 IPv6 过渡的示范重任。同时，

承担建设好 CNGI-CERNET2 二期工程，达到批复建设

目标。鼓励更多的高校和用户接入 IPv6，使用 IPv6，

在注重安全、运行维护等问题的同时，加快部署、推

动已经成熟的可用技术，把学校各项成熟应用移植到

IPv6 上来。齐心协力发展 IPv6，高质量、高标准按时

完成 CERNET2 二期工程，起到支撑“互联网 +”行动

计划、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的示范作用，为国家的

IPv6 发展和网络安全发挥重要示范作用。

IPv6 部署的四个方面

《中国教育网络》：在 IPv6 部署上，教育部有什

么发展思路？

雷朝滋：在网络方面，教育网要承担建设好 CERNET2

二期工程，达到批复建设目标：以 CNGI-CERNET2 为基

础，建设面向教育领域的大规模、高性能 IPv6 下一代

互联网示范网络，这次升级计划要扩展建成带宽达到

100Gbps 的示范网络主干网，主干网核心节点 41 个、带

宽达到 100G，IPv6 用户规模超过 1000 万。此外，为国

家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提供实验验证平台，提

供支撑保障基础。要不断提升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网

络质量，扩大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水平，为我国的一

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更先进、更快捷、更

便利、更安全的教育科研网络环境，为发展基于互联

网的新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治

理模式提供有力支撑，积极支持各类教育信息化应用，

全面推动教育信息化工作，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

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提供更先进、更

安全的网络环境。

在 应 用 方 面， 此 次 行 动 计 划 的 核 心 内 容 之

一——IPv6 的应用要开展起来。在用户上，要力争

CERNET2 二期用户达到 1000 万，并在其上开展各项

应用。教育网核心节点要积极为联网单位提供 IPv6

接入服务，带动本地区高校发展 IPv6 用户，通过各

种方式积极发展 IPv6 用户。各高校要积极开动脑筋

开发各项应用，既要把成熟应用移植到 IPv6 上来，

也要注重开发 IPv6 的创新应用。研究人员要开放思路，

在 IPv6 上多部署典型应用，支持各种基于 IPv6 的应

用创新，运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开阔眼界，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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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的需求，结合 IPv6 创造新的应用领域，同时注

重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在关键技术方面，要把握 IPv6 规模部署的历史机

遇，有赖于在科学研究上的持续创新和投入。《计划》

提出，要不断完善 IPv6 技术标准体系，持续开展支持

IPv6 的芯片、操作系统、终端及网络设备、安全系统

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一步加快建立互联网新型体

系结构，不断提升创新成果的生产力转化水平，显著

增强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未来网络技术

先发优势。此次行动计划对于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

的研究，对长期从事 IPv6 研发创新的科研人员来说是

极大的鼓舞，对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来说是强有

力的促进。以吴建平院士为首的 CERNET 专家过去 20

年来对下一代互联网进行了兢兢业业、卓有成效的研

究与创新。希望高校的下一代互联网科研人员能够再

接再厉，抓住 IPv6 给互联网体系结构及核心技术创新

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沉下心来研究关键前沿技

术，发挥高校的人才培养优势，站在前沿，把人才培

养放在首位，加强互联网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吸引更

多人参与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以及未来网络技术研

究，培养更多国家急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技

术创新人才。

在网络安全方面，《计划》中明确了规模部署

IPv6 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强调 IPv6 规模部署是

网络安全能力强化的迫切需要。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

国家安全。我们看到，现在的网络安全问题很多，仅

把设备国产化、把互联网隔离起来，远远解决不了安

全问题。因此，要在体系结构上创新，如果体系结构

不创新，仅靠传统的技术并不能解决安全问题。可以说，

IPv6 是我们解决网络安全的一个契机，要抓住互联网

体系结构的创新机会，突破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实现

网络安全和国家互联网的大规模发展。

本刊讯  7 月 10~12 日，由中国互联网

协会主办的 2018（第十七届）中国互联网

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大会以“融

合发展 协同共治 -- 新时代 新征程 新动

能”为主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科院院士怀进

鹏，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北京

市委常委、副市长阴和俊等出席开幕式。

陈肇雄在会上强调，新使命新担当，

牢牢把握网络强国建设新要求，推动我国

互联网发展再上新台阶。第一，坚持创新

发展。抓紧突破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

推进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应用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构建起充满生机活力的互联

网创新生态体系。第二，坚持融合发展。

促进产业数字化，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

新产业，打造新动能、推动新发展。第三，

坚持共享发展。加快网络应用普及，缩小

数字鸿沟，提供更高效、更放心、更普惠

的信息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第四，坚持安全发展。加强安全

法规、制度、技术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数据、个人信息等

2018（第十七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京召开

安全保障能力。第五，坚持开放发展。促

进技术开放、平台开放、产业开放，努力

打造跨平台、跨行业、跨国界的开放型产

业生态。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围绕互联网独角

兽、“一带一路”建设、区块链、互联网

金融安全、产业互联网、教育、文化旅游、

人工智能、网络与设备安全、知识产权保

护、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领域举办论坛 25

场。大会期间，近 500 位专家院士及企业

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精彩观点。在大会闭

幕式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大

数据安全白皮书》、《电信业数字化转型

白皮书（2018）》、“网络安全产业地图”、

“基于云技术的 IPv4-IPv6 互联互通交换

中心系列标准”以及《2018 中国社交电

商行业发展报告》等一系列重磅报告权威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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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第十七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互

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接受媒体

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 IPv6 规模部署有了可喜的进展。

国际 IPv6 发展情况

邬贺铨指出，国际上 IPv6 的标准是 90 年代提出

来的，但一直以来没有很好地发展。在 2014 年前后，

由于 IPv4 的地址基本已经分配完，一些需要 IPv4 私有

地址的用户，只能考虑向拥有比较多地址的公司进行

购买。在美国一个 IPv4 地址的售价大概是 11 美元，但

是由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新的地址需求更快，靠这样买剩下的 IPv4 地址不足以

解决问题，因此，IPv6 的发展就显得尤其重要。

“印度现在使用 IPv6 地址的网民数已经超过了

50%。而美国尽管平均一个网民有 6 个 IPv4 地址之多，

但它也很积极地发展 IPv6。”在邬贺铨看来，从去年

开始，全球 IPv6 呈现了起飞的状态，到现在美国的

IPv6 用户占整个互联网用户之比要到了 40% 了，而且

发展势头很好。据谷歌的统计，全世界使用 IPv6 访问

谷歌的用户占比现在已经超过 20%，所以有人估计到

2020 年全球 IPv6 用户的占比可能会超过一半，现在是

IPv6 发展的起步非常快的阶段，目前 IPv6 所有的设备、

终端、网络和域名解释、云结算等设施转上 IPv6 的比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

例已经相当高，IPv6 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 IPv6 发展时机成熟

在谈到 IPv6 在中国的发展时，邬贺铨强调，中国

是最需要地址的国家，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私有地

址表面上缓解了 IPv4 地址的不足，但实际转换到 IPv6

的动力不足。

“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整个 IPv6 的比例用户占

全国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仅为 0.3%，在全世界排名很低，

远远落后于印度、越南这些发展中国家。”邬贺铨表示，

去年11月，两办发布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来推动 IPv6 的发展，通过各方面

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目前 IPv6 的用户

占比会从 0.3% 上升到 5%，而全年的目标是 20%。

同时，IPv6 在过渡互通、业务应用、安全管控等

方面有较大创新空间。一是 IPv6 改变了数据传送格式，

为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安全性设计提供了创新发

展机会，IPv6 拥有巨大地址空间，可以进一步开发利

用，开拓了互联网创新的新课题；二是需要大量 IPv6

地址的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场景正在兴

起，这是未来创新的新领域，IPv6 正当其时；三是我

国是 IETF 标准化工作的后来者，在 IPv4 的标准方面，

到 2017 年底约 8000 个 RFC 标准，其中由中国主导起

草的近 100 个，仅占 1.25%，但几乎都是 IPv6 的标准，

中国在 IPv6 标准化方面有很好的机会；四是 IPv6 的帧

结构有可能安排 25 个 IPv6 根服务器，纯 IPv6 根服务

器取得根区文件后，同样可以解析 IPv4。IPv6 为我国

以及更多国家获得根服务器提供了可能，有利于改进

全球根服务器布局的合理性。

目前，全球网络进入 IPv6 时代，这是全球网络信

息技术加速创新变革、信息基础设施快速演进升级的

历史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以创新应对

挑战，加快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构建高速率、广普及、

全覆盖、智能化的下一代互联网。

（本文根据人民网、新华网内容整理，整理：陶春 杨洁）

中国 IPv6 发展进入加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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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 , 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杨小伟出席会议并发表讲

话。他指出，发展 IPv6 是推动互联网向下一代演进的重

要任务之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

赢得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

他表示，加快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是中央网信

办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央网信办

徐麟主任 3 月 29 日主持召开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会

议暨部际协调工作组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重点任务，

研究工作措施，全面推动《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落地实施。

IPv6 规模部署开局良好

杨小伟指出，2018 年是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的

开局之年，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一是网络设施的 IPv6 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

电信企业以 LTE 网络端到端 IPv6 升级为主攻方向，加

快网络、终端和自营业务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为完成全网改造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是互联网应用的 IPv6 升级进一步提速，互联网企

业对于 IPv6 升级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国

内用户量排名前 50 位的商业网站及应用制定了较明确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杨小伟 :

加快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

的升级改造方案，大部分典型的互联网应用将于今年年

底前完成改造任务；中央机关及省市政府网站、新闻及

广播电视媒体网站、中央企业外网网站的 IPv6 改造计

划也在积极推进，部分网站已经初步完成了改造任务。

三是支撑 IPv6 发展的产业环境趋于成熟，通信设

备制造企业、移动智能终端厂商加快产品迭代升级，

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的 IPv6 支持度大幅提升，终端对

于 IPv6 发展的瓶颈性制约得到了改变。总体上看，我

国 IPv6 规模部署工作初步形成了网络、应用和终端协

同推进、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局面，但与国际上 IPv6

发展较快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比较大差距，需要

在下一步工作中持续大力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是一项系统工程

杨小伟强调，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是促进下一

代互联网发展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时间紧，任务重，

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高

质量、高标准，发扬“钉钉子”精神，密切协作，全

力以赴做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工作。

一是高度重视行动计划实施工作，各部门各单

位各企业要强化责任担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单

位领导亲自抓，采取有力措施，坚持问题导向，补齐

IPv6 应用短板，抓紧抓好抓实，年底见到实效。

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基础电信企业要

做好网络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设备制造企业要消除

IPv6 盲点推动端到端贯通。大型互联网企业要加快自

身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发挥平台带头作用，打造业

务生态圈 IPv6 应用，对提供的各类平台服务要推进第

三方主体支持 IPv6，加快引导 IPv6 流量转变。

三是认真开展督促检查，各单位各企业要加强对

工作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定期分析进展情况，督促

检查工作质量和进度，及时解决落实行动计划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保障行动计划明确的任务顺利实施。

（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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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发表讲话，他强调 2018 年

是实施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关键之年，要加快网

络改造，创新特色应用。 

IPv6 规模部署工作成效明显

张峰指出，《计划》发布以来，各地、各部门、

各相关企业群策群力、密切配合、务实推进，逐步形

成了政企联动、高效协同、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推

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网络基础

设施方面，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已完成 26 个省、上百

个地市 LTE 网络 IPv6 改造，并为 LTE 用户分配 IPv6

地址，目前基础电信企业已分配 IPv6 地址的用户总

数超过 7000 万。在应用基础设施方面，基础电信企

业的大型数据中心均已支持 IPv6，基本建立 IPv6 业

务受理、开通测试流程；部分内容分发网络企业、云

服务平台企业已完成部分产品 IPv6 改造，正逐步提

供 IPv6 商用服务。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主要互联网

企业针对用户量大、流量集中的互联网应用，均制定

了 IPv6 改造实施方案，相关改造工作正有序开展；

基础电信企业的门户网站及部分自营业务系统已完成

IPv6 改造并对用户提供服务。在终端方面，国内主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

IPv6 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要素

的 LTE 终端基本具备 IPv6 支持能力，大部分终端默

认配置支持 IPv4/IPv6 双栈。

IPv6 规模部署要抓好五个方面

张峰强调，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信息通信业主管

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着

力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网络改造。支持基

础电信企业率先完成网络和自营业务系统改造，全面

实现网络端到端贯通，尽快向用户提供 IPv6 服务；二

是创新特色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 IPv6 应用部署行动，

支持典型行业、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 IPv6 网

络化改造；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开展任务落实情况专

项督查，确保各项任务措施可追溯、可考核、可落实；

四是强化安全保障。实施 IPv6 网络安全提升计划，加

强 IPv6 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严格落实 IPv6 网络地址编

码规划方案；五是完善监测体系。组织建设 IPv6 发展

监测平台，加强对网络、应用、终端、用户、流量等

关键发展指标的实时监测与分析。

张峰指出，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是一项庞大、艰巨

的系统工程，产业链各环节企业既要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又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一是强化

企业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在 IPv6 发展中的主体

地位作用，激发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基

础电信企业要率先实现网络的 IPv6 端到端贯通并向用

户提供服务；大型互联网企业要率先完成典型互联网

应用 IPv6 升级，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应用基础设施企

业要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引导更多互联网应用和用户

向 IPv6 迁移；二是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推

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的决策咨询和沟通平台作用，

进一步完善企业间协同工作机制，及时对接协调、共

同协商解决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

题；三是创新过渡解决方案。希望各企业在实施 IPv6

升级改造过程中，积极探索过渡阶段的解决方案和商

业模式，着力实现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平滑升级。

（整理：杨燕婷）



22 中国教育网络 2018.8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

下大力气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在 2018（第十七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互

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在现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指出，我国 IPv6 的用户不到 1%，普及率在全世界排

名位于第 70 位。有 32 个国家 IPv6 用户超过了 50%。

我国在 IPv6 技术发展上起步较早，但是我们没有及时

地在整个应用方面、普及方面下大力气推进，这是目

前存在的问题。

IPv6 规模部署意义重大

黄澄清指出 , 我国加快 IPv6 规模部署，对建设网

络强国、提升网络安全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IPv6 的发展能够促进产业发展，提供充足

的网络地址和广阔的创新空间，从而促进新兴产业发

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可以开拓技术创新空间，我国在 IPv4 上是

后来者，在标准和技术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IPv6

在过渡互通、业务应用、安全管控等方面仍存在较大

创新空间，可以抓住发展契机，研究开发自主创新核

心技术，共同制订相关国际标准。

第三，可以为互联网发展提供新的安全手段，IPv6

海量地址使得互联网终端可以唯一标识，IPv6 支持真

实源地址认证，使得互联网可知、可管、可控，从而

通过规范地址分配等为 IPv6 网络安全提供保障。

第四，部署 IPv6 提供了新增根服务器的机会，

IPv4 的帧结构现在仅安排 13 个根服务器，难以再新增，

中国没有根服务器，这与中国作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数

最多的国家的地位不符，也不利于对网络安全的自主

可控。而 IPv6 的帧结构有可能安排 25 个 IPv6 根服务

器，纯 IPv6 根服务器取得根区文件后，同样可以解析

IPv4。IPv6 为我国以及更多国家获得根服务器提供了

可能，有利于改进全球根服务器布局的合理性。

IPv6 发展迎来好时机

黄澄清认为，如今 IPv6 的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机会，

去年两办发布的《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

部署行动计划》，其目标和任务非常具体，也非常艰巨，

很有挑战性。他也给出了几个方面建议：第一，解决

升级的动力问题，降低成本，增加功能；第二，解决

升级的能力问题，需要专业机构提供快速、平滑迁移

的解决方案。比如国家下一代互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据了解，这是全国性的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组织，

拥有国内顶级 IPv6 专家资源，拥有 IPv4 向 IPv6 过渡

的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基于多年的探索和实践，通过

建设 IPv4-IPv6 互联互通云中心，实现 IPv4 与 IPv6 完

全无障碍的互通，支撑网络、终端和应用同时升级支

持 IPv6，对于纯 IPv4、纯 IPv6、IPv4/IPv6 双栈等各种

场景都适用。同时提供网站快速、平滑向 IPv6 升级的

完整解决方案，大幅降低改造成本，有助于推动政府、

国企、媒体及中小企业官网向 IPv6 升级；第三，解决

安全的问题，减少漏洞，防止攻击；第四，标准先行，

快速复制推广；第五，产业各方协同发展。这还要依

赖于产学研用政资发挥各自作用，协同发展。政府部

门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政府、国企、行政事业单

位要带头升级；企业、科研机构、大学联合攻关；特

别是发挥联盟等产业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构建良好

的产业生态等。

（本文根据新华网、人民网采访报道内容整理 , 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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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李星：

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CERNET 网络

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星作了题为《CERNET2：

构建全球最大纯 IPv6 网络》的演讲。李星分享了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在 IPv6 方面的研究与部署，介绍

了 CNGI-CERNET2 的建设情况并分析了当前 IPv4 向

IPv6 过渡中需要注意到的几个问题。

CNGI-CERNET2 在过渡技术的创新

李星提到，1996 年，国际上开始做 IPv6 实验床，

1998 年中国跟上，清华大学建成了国内第一个 IPv6 实

验床 6BONE。随后中国下一代互联网 CNGI 项目启动，

清华大学及相关高校单位作为参与者，决策做一个纯

的 IPv6 网，这就是 CNGI-CERNET2。

CNGI-CERNET2 有几个设计原则：第一，在协议

选择上，采用的是纯 IPv6；第二，在设备选择上，每

个节点采用混合设备；第三，复杂度高，采用多自治域；

第四，激励机制上，通过高性能的网络、免费使用等

策略以推广 IPv6 的使用；第五，安全，采用源地址认证；

第六，过渡，采用隧道 4over6 和无状态翻译 IVI。

在过渡方式上，CNGI-CERNET2 一开始考虑采用

IPv4 over IPv6 隧道的办法，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形成了国

际互联网标准化组织IETF的若干RFC标准。但到2007年，

研究团队认识到隧道还是不能使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

管理要为创新留出空间

经过不断试验，最后发明了解决 IPv4 协议和 IPv6 协议的

互联互通技术“IVI”。无状态翻译技术 IVI 出来后，成

为 IETF 互联网国际标准，并获得多个 RFC。

IVI 主要思路是从全球 IPv4 地址空间（IPG4）中，

取出一部分地址映射到全球 IPv6 地址空间（IPG6）中。

在 IPG4 中，每个运营商取出一部分 IPv4 地址，被用

来在 IVI 过渡中使用，被取出的这部分地址称为 IVI4（i）

地址，这部分地址不再分配给实际的 IPv4 主机使用，

而是把映射成的 IPv6 地址分配给 IPv6 主机使用。

培养 IPv6 创新性人才

在 CNGI-CERNET2 的建设过程中，清华大学在互

联网核心技术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自 2006 年以来，中

国牵头 84 项 RFC，其中清华大学牵头 21 项 RFC。显

示出我国在互联网核心技术方面初步取得了国际话语

权，并在国际下一代互联网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李星表示，CERNET2 在构建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纯

IPv6 网络中，有几个方面的经验非常重要：第一，大规

模分布式 IPv6 与 IPv4 互联互通；第二，大规模 IPv6 真

实源地址认证；第三，要重视 IPv6 带来的新的挑战；第四，

要培养革命性的应用；第五，培养创新性的人才。

李星提到， 当前 IPv6 过渡中有几个主要思路，首

先，互联互通；第二，安全；第三，演进是生命，一

定要着眼于未来；第四，解耦是途径。

他介绍了向 IPv6 过渡的路线图，2010 年以前为纯

IPv4 时代、2010~2025 年为 IPv4 向 IPv6 过渡阶段，在

此阶段，或者是改造成双栈，或者是新建成双栈，以“纯

IPv4+IVI”和“IVI+ 纯 IPv6”进行互通、2025 年以后

为纯 IPv6 时代。

针对互联网人才培养，李星表示，互联网人才培

养一定要给环境，一个开放的、宽松的环境是创新的

土壤。对于互联网人才培养来说，实验环境的提供尤

其重要，要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可以创新的基础网络环

境。他认为，“管理要为创新留出空间。”

（ 整理：王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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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中国电信副总经

理刘桂清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他指出，中国电信对 IPv6

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从 2002 年开始，参与建成

国内最大的国内最大的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实验，当

时有 10 个省支持 IPv6 的实验网；2002~2009 年，在国

内率先启动 IPv6 升级演进，在湖南打通 IPv6 的服务流

程；2010 年，和清华大学成立下一代互联网实验室，发

布了相应的国际标准以及 IPv4 到 IPv6 过渡技术的研究；

2012~2013 年，率先对线网进行 IPv6 的部署，全网设备基

本完成 IPv6 升级改造，中国电信全网的设备，目前已经

基本支持 IPv6 的协议；2015 年，全国 4G LTE 按照 IPv6

标准建设，首先在江苏电信试点，用户数过千万。

加快 IPv6 改造步伐

中国电信的网络已经基本具备网络层面支持 IPv6 的

能力，现在的工作重点推进由前期的网络改造为主向完

善 IPv6 业务服务能力方向转变。主要包括网络改造与开

通、自营业务改造、产品及服务提供、运营体系升级。

刘桂清表示，目前中国电信的移动网络已经开通

了 156 个城市，将近 1.29 亿的用户 IPv6 的地址分布，

固网开通近 870 万用户。另外，城域网改造已经超过

96%，骨干网、国际网络互联互通以及 IDC，以及支撑

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刘桂清：

向完善 IPv6 业务服务能力方向转变

系统 100% 完成了 IPv6 的改造。中国电信在互联互通

方面开通了 20G 的 IPv6 国际流量出口。

从 4G 移动网络来看，从业务层、核心网、无线

网和用户终端，已经全面支持 IPv6。其中手机终端超

过 80% 支持 IPv6。同时，无线网、EPC 核心网、IMS

业务网以及运行系统已经 100% 支持 IPv6。目前中国

电信 IPv6 的用户渗透率已经达到 6.8%，其中用户 IP

地址的分配已经超过了 7 千万，能够支持 IPv6 的业务。

全面支持 IPv6

在自营业务方面，中国电信已经完成了集团门

户网站 IPv6 的支持，可以通过相应的数据进行验证。

同时 189 邮箱、App 和网页都已经完全支持 IPv6 改造。

目前中国电信 IPv6 虚拟专线已经支持 IPv4 和 IPv6

双栈，同时 IPv6 互联网的专线也是双栈支持。IPv6

互联网专线的服务提供进度方面，能提供全系列政企

IPv6 产品，基于 IPv6 的全方位云网联合解决方案，支

持政府、国企、互联网公司、媒体机构等设施 IPv6 改

造。如今已经对新华网、南京银行等相关企业开通了

IPv6 互联网专线，8 月准备在京沪穗宁深杭给予提供，

11 月实现全国所有城市 IPv6 互联网专线的提供。

基于 IPv6 的公有云服务方面，目前中国电信的云

主机和相关的云产品正在进行改造过程中。提供基于

IPv6 的云主机、负载均衡、云存储等业务，同时提供定

制化的专属云服务。其中，云主机、负载均衡产品的改

造已经完成了贵州试点资源池的提供，其他相关城市已

经有相应的计划，同时，云存储产品也在改造之中。

在其他增值服务上，包括互联网的出口改造、一

站式的云迁移服务、企业内网改造等。希望在政府

和企业未来 IPv6 的改造过程中，中国电信能够更好

得提供服务，包括 IPv6 地址的管理方案、规划自信、

网络信息安全咨询、网站和应用升级咨询以及其他

咨询服务。 （整理：陶春）

目前中国电信 IPv6 虚拟专线已经支持 IPv4 和 IPv6 双栈，年底前实现全国所有城市 IPv6 互联网专线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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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中国移动副

总裁李正茂做了题为《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助力互联网

产业升级》的报告。

IPv6 是移动通信网络发展需要

李正茂指出，《计划》提出了 2018~2025 年三个

阶段的实施目标，从运营商到应用商以及国家部委和

地方政府网站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IPv6 是国家战略，

是高速发展的移动通信网络的需求，也是中国移动自

身用户发展的需要。

宽带移动通信网络构建了下一代互联网的基础，

目前中国移动已建成全球最大的 LTE 网络，4G 基站数

达到了 194 万个，覆盖了 13 亿人口，用户数超过 6.5

亿，用户渗透率超过 70%。物联网商用进程加速，中

国移动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物联网专用核心网络，覆盖

了 346 个城市，连接数已经超过了 2 亿。物联网开放

平台 OneNet 接入了 3600 多万设备，为 6 万多名开发者，

6600 多家企业提供服务。5G 的商用部署正在有序推进，

5G 网络基于全新网络架构、全新空口，能够满足未来

移动通信的大连接、高速率、低时延的需求。按照工

信部统一规划，5G 将在 2020 年正式商用，中国移动

正在 5 城市推进规模试验，12 城市推进规模组网建设

及应用示范。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 :

实现 IPv6 从研究实验到规模商用的跨越

进入规模商用的三个阶段及工作重点

李正茂提到，中国移动自 2003 年起就开始推动 IPv6

的研发和商用实验等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实现了 IPv6

从研究实验到规模商用的跨越，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开展 IPv6 的技术创新，参与并主导了部

分相关标准的制定，积极促进 NETF 和 3GPP 两大国际权

威组织，协同推进 IPv6 的发展。牵头制定了首个移动网

络 IPv6 过渡标准，大幅加速移动网络 IPv6 的升级步伐。

第二阶段是推动 TD-LTE 与 IPv6 的同步发展，带

动产业规模应用。目前，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TD-

LTE 网络的同时，已经有超过 10 亿部支持 IPv6 的移动

终端上市。2015 年，部署 TD-LTE 语音业务，坚定实

施 IPv6 的语音通信解决方案，目前 VoLTE 用户全球规

模最大，已经超过了 2 亿户。

第三阶段是开展全网 IPv6 的改造。截至目前，骨

干网已全部完成 IPv6 的升级改造，在全国 24 个省的部

分城市、部分区域率先完成 LTE 网络端到端的改造，完

成改造区域内 LTE 用户具备访问移动互联网 IPv6 应用

的能力，全国已完成 67 个互联网数据中心的 IPv6 改造。

在互联互通方面，开通国际出入口 IPv6 链路，带宽为

带宽为 50Gbps，开通 IPv6 国内网间互联带宽 762.5Gbps。

最后，他表示中国移动 IPv6 改造将围绕五个方面

来展开：一是实施 LTE 网络端到端 IPv6 改造，主要完

成 LTE 相关网络 IPv6 改造，提供 IPv6 应用支持，促

进 IPv6 应用的跨网互通；二是加快固定网络基础设施

IPv6 改造，完成 CMNet 中国移动的互联网骨干网改造，

完成加快用户认证系统的改造；三是推进应用基础设

施 IPv6 改造，完成 IDC 改造，公众云具备 IPv6 访问能力，

完成域名系统改造，推进 CDN 改造等；四是完善运营

支撑能力，具备业务支撑能力和网管支撑能力；五是强

化 IPv6 网络安全保障，重点改造安全防护设备及系统，

确保现有网络在过渡过程中具有安全防护能力。

（ 整理：杨洁）

中国移动骨干网已全部完成 IPv6 的升级改造，在全国 24 个省的部分城市、部分区域率先完成 LTE 网

络端到端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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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中国联通副总

经理邵广禄作了题为《全面落实 IPv6 行动计划 推动下

一代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报告。

2018 年 IPv6 推进目标

按照要求，中国联通从组织保障和工作计划上全

面落实 IPv6 行动计划，以推动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的发

展为核心，从云、管、端、应用四个方面进行部署协

同发展。在组织保障和编制方案方面，重点进行 IPv6

应用的部署，包括业务流程和资费政策的落实。到

2018 年，网络基础设施将完成 IPv6 的改造；应用基础

设施，包括四星级以上 IDC、DNS 等已经完成了 IPv6

的改造；终端方面，集采终端已经全部支持 IPv6；自

营应用，包括门户网站、手机营业厅等主要应用，按

照工信部要求所有的 Top10 完成了 IPv6 的改造；目前

移动互联网的 IPv6 用户已经达到了 1000 万。

在 IPv6 地址规划方面，中国联通积极申请、规

划和使用 IPv6 地址。在技术规范和标准方面，已经把

IPv6 作为所有网络设备的必选要求。在设备能力方面，

LTE 网络已经 100% 支持 IPv6，骨干网 100% 支持，城

域网目前是 97%，到今年底实现 100% 支持，接入网

是 99%，但用户的覆盖可以达到 100% 支持。

中国联通副总经理邵广禄：

中国联通 IPv6 阶段性成果

IPv6 重点是要看场景和应用，中国联通的阶段性

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 LTE 方面，

部分省的 LTE 网络已经开通了 IPv6 数据服务，包括北

京、山东、广东、湖北等 15 省（市）部分城市（城区）。

第二，宽带和专线。宽带包含家庭场景和政企市场场景，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湖北等省已经

开启了 IPv6 的宽带、专线业务。第三，IDC、互联互通。

目前联通在全国共有 333 个 IDC，其中 267 个已经支

持 IPv6；超大型（合作机房）、大型 IDC 已全部支持

IPv6；初步建立了 IPv6 业务受理、开通测试流程。在

互联互通方面，目前中国联通已建成 20Gbps 的互联互

通出口；国内方面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广电

开通了共计 3050Gbps 的 IPv6 互联带宽。第四，自营

应用。按照上级单位要求，自营的应用要支持 IPv6，

目前公司门户网站已经实现了 IPv6 的支持，手机营业

厅 APP 也已经实现了 IPv6 的支持。第五，互联网企业

的对接，2018 年 6 月 8 日已经与阿里云完成了 IPv6 对接，

6 月 22 日完成了与百度的 IPv6 对接。第六，助力政企

客户。政企专线业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济南、

青岛等城市可提供 IPv6 服务。此外，IPv6 MPLS VPN

在全网范围内可提供 IPv6 服务。同时，中国联通还面

向企业用户提供 IPv6 集成服务。

2018 年下半年，计划 8 月实现所有 IDC 对接，完

成全部 IPv6 的改造。9 月完成 LTE 的全部改造，10 月

自营应用 Top10 全部完成 IPv6 改造，到 2018 年底完

成宽带和专线的全国开通。除了在自有基础设施提供

IPv6 服务以外，中国联通也愿意为全国政企市场提供

全程 IPv6 的服务，助力 IPv6 产业升级。

中国联通今后将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演进，包括

SDN、NFV 以及网络的云化演进，按照中国联通的网

络演进计划 CUBE-Net2.0，做好 IPv6 的探索实践 , 积

极开展产业合作，助力 IPv6 产业升级，构建互利共盈

的产业生态圈。

提供全程服务 助力 IPv6 产业升级
2018 年，网络基础设施将完成 IPv6 的改造，目前联通的移动互联网 IPv6 用户已经达到 1000 万。

（整理：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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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程服务 助力 IPv6 产业升级

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腾讯副总裁

马斌介绍了腾讯公司在 IPv6 方面的部署及过渡路线。

IPv6 成为一个重要入口

马斌表示，腾讯是最早拥抱IPv6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2010 年，成立 IPv6 工作组；2011 年 6 月，ipv6.qq.com 

AAAA 域名正式上线；2011 年 11 月，www.qq.com IPv6

上线；2013 年 10 月，QQ 空间 IPv6 上线；2014 年 10 月，

腾讯开放平台 IPv6 上线；2016 年 10 月，IPv6 网络架构

全新设计。 

他表示，在基础设施方面，腾讯的 IDC 机房和运

营商的出口带宽都已做好相应储备。在 IaaS 基础上，

腾讯在云的服务器、负载均衡以及 DNS、CDN、DDos

的防护上也已做储备。马斌认为，在此基础上，未来

腾讯才能在 PaaS 和 SaaS 上开发出成熟的数据库产品、

大数据套件和舆情分析、机器学习等综合能力。腾讯

云发展到今天，已经涵盖 6 大垂直行业，50 个细分领域，

200 个业务场景。腾讯云 IPv6 要助力万物智联新时代，

将在多个应用场景中为服务提供入口。

他介绍了腾讯跟永辉超市正在开展在智慧零售上

的合作。在这个业务场景中，IPv6 成为一个重要的入口。

在智慧零售的应用场景中，通过智能的零售货柜提供

环境检测和自动预警，从而保障食品安全。这个过程

腾讯副总裁马斌：

2020 年腾讯将完成端到端 IPv6 改造

当中，IPv6 为商家和用户数万台的终端设备连接的网

络环境保驾护航，实现提货、支付、扣款的秒级应用，

商品的实时数据实时上报到云端，做到环境告警以及

捕获通知，精准推送。

马斌表示，IPv6 可以提供更多的海量网址及更安

全的传输，其与场景结合利于用户的使用体验。预计到

2020 年，将有超过 200 亿个 IPv6 智能终端，1.5 万亿产

业规模。在物联网时代，以 IPv6 为支撑，百万设备都需

要覆盖。在此前景下，腾讯要做好连接和赋能的过程。

IPv6 推广三步曲

马斌提到，腾讯在 IPv6 推广上分三步走，首先

就 是 IPv4 和 IPv6 的 兼 容，2018 年 IPv4 还 是 为 主，

IPv6 做到兼容。2020 年，腾讯希望逐步完成端到端的

IPv6 改造，使得 IPv6 和 IPv4 同时能够并行在云上。在

2022 年左右，当中国互联网 IPv6 的访问和流量比例逐

渐增大，底层核心向 IPv6 完全过渡。

在演进路线上，2018~2019 年，首先是 SDN 的封

装，使得 IPv6 能够在互联网现有的网络中进行传输，

提供易用安全的网络入口，也提供 IPv4 到 IPv6 的转换。

2020 年，底层核心和路由协议两种协议并存，2021 年，

底层协议核心网络和网络传输采用 IPv6 架构，业务层

基于 IPv6 兼容 IPv4，最终是要向 CDN 演进。“我们

希望在 IPv4 主导期间，IPv6 的客户通过代理服务器

进行 IPv6 访问，CDN 内部主要使用 IPv4 的数据传输。

在共存期包括未来，IPv6 的网络环境成熟，CDN 原生

支持 IPv6 的访问。”马斌提到。

最后马斌表示，希望在 IPv4 主导期间，IPv6 客户

通过代理服务器进行 IPv6 的访问，CDN 内部主要使用

IPv4 的数据传输。在共存期及未来，等 IPv6 具备成熟

的网络环境，CDN 原生支持 IPv6 的访问。腾讯的产品

也在做相应的适应升级，2018 年要做到 50% 的应用支

持，在 2019 年将做到 80% 的应用支持，到 2020 年做

到全部支持。 （整理：王左利）

预计到 2020 年，将有超过 200 亿个 IPv6 智能终端，1.5 万亿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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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中 国 IPv6 发 展 论 坛” 上， 阿 里 巴 巴

副总裁刘松表示，阿里巴巴集团从 5 年前开始布局

IPv6，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聚焦“4 ＋ 1”，于 2018

年完成天猫、淘宝、支付宝、优酷四大流量产品的

IPv6 改造，同时实现阿里云所有主要场景的改造。

IPv6 部署从国内向国外延伸

刘松指出，IPv6 在未来国家下一代建设网络强国、

网络空间净化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包含云、大数据、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网络技术、5G 方面都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对于中国，IPv6 不仅是弥补 IPv4 地址

不足，更重要的是对于新技术、新业态、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服务提供）。其中，

因为 IPv6 独特的特性赋予其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

与很多互联网企业不同，阿里巴巴集团具有双重

身份：一方面，是 Top50 的商业网站中，拥有最大用

户数和最多流量的商业网站；另一方面，是全球排名

第三的云计算服务平台，需考虑应该如何帮助更多的

企业推动云计算平台服务的模式，加速他们 IPv6 过渡

及改造。

阿里云承载了全国 37% 的网站，2017 年交易额

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

IPv6 用户规模将呈现跳跃式发展

超过 5 万亿，拥有 5 千多个 B 类应用，在 IPv6 的改

造工作中责任重大。为此，在技术领域，阿里网罗以

杭州、北京、硅谷为代表的世界级网络方面专家，对

IPv6 下一代互联网进行总体规划与全球布局。考虑到

政府推动 IPv6 的国家战略，阿里将从中国开始部署，

然后再逐步推进到海外。

目前，阿里 Netframe 转发中间件，较之业界最高水

平，还要高出 2.5 倍。对于整个百万级别的实时监控，

以及大量的路由监测方面，阿里都有大量的技术储备。

同时，在安全方面，阿里具备超过百 G 的抗 DDos 攻击

能力，整体 QPS 超过 1 个亿。

加强 IPv6 用户体验

刘松认为，中国的 IPv6 会上演一次巨大的逆转，

其用户规模会呈现跳跃式发展。因为移动互联网时

代，做一件事情，往往直接可以跳变到下一个级别，

而不是一个线性增长。所以 IPv6 的增长不能用百分

比来看，应该是几倍量的增长，这得益于我们政府

的推动和整体的环境。

届时，用户体验与场景值得所有商业公司关注。

IPv6 规模化在数量达标的同时，阿里会提前考虑大量

用 IPv6 以后的体验问题，包括丢包、时延、MTU、滑

落等问题。企业需要和三大运营商和教育网之间实现

长期有效的合作，通过产业合作，以及积累的数据和

海量探针感知用户质量等。今后，阿里的技术服务需

要实现的是既能够完成过渡期，也支持未来 IPv6 用户

每一个用户及场景界面体验的流畅度。

最后，刘松表示，2018 年底，阿里将完成阿里云

整个核心产品对于 IPv6 的支持。如今，阿里正致力于

DNS、Security、CDN、SLB、VPC、ECS、RDS、OSS

以及云安全等 9 大产品的研发，根据阿里云 IPv6 云产

品的演进路线，预计 2018 年 Q4 全部上线。

（整理：陶春）

今后，阿里的技术服务需要实现的是既能够完成过渡期，也支持未来 IPv6 用户每一个用户及场景界面

体验的流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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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百度网络负责人、

系统部副总监刘宁指出，百度是以搜索和 AI 为主的业

务平台，百度的内生需求非常希望整个互联网在 IPv6

的推进过程中能够快速平稳发展。

 从业务模型看 IPv6 需求

对于 IPv6，百度存在非常强的内在需求。首先，在

D2D、C2C 业务模型中要求每个终端具有唯一的标识，

IPv6 是必要选择。其次，在 C2S 业务模型要消除公私有

地址一对多的关系，IPv6 是唯一选择。因为 IPv4 公有地

址的不足，迫使业务广泛地应用 NAT 技术，造成业务对

用户身份产生偏差。第三，S2S 业务模型要求集群具备

高度东西向扩展能力，IPv6 是更优选择。IPv6 的部署和

转型具有非常强大的挑战，IPv6 的转型实际上不是一个

技术的转型，而是整个网络生态环境的转型和重塑。

刘宁认为，推进 IPv6 部署主要存在以下挑战：在

业务层面，初期 IPv4 到 IPv6 的过渡期中存在终端一些

不可预知的行为。在安全层面，整个安全防护策略、边

界都需要重新定义。在网络平台运维方面，也遇到了很

大的挑战，中国的互联网相比其他的互联网要复杂的多，

尤其是 IPv6 存在很多新的协议，需要大家一起去建设

新的平台。

百度网络负责人、系统部副总监刘宁：

百度核心应用将于 2018 年完成 IPv6 改造

百度 IPv6 推进思路

在百度 IPv6 推进工作过程中，在 2018 年上半年积极

地做了内部的推进，形成了百度的方法论——5S 维度。

Scale，扩展性网络：借力 IPv6 地址空间优势，实现南

北向和东西向网络的弹性扩展问题；Stable，稳定质量：

这是业务根本的诉求，建立全新 IPv6 质量监测和评估

体系，提供稳定的网络质量；Service，优势业务：传

统业务向 IPv6 平滑过渡，开拓 IPv6 新业务。Security，

安全加固：IPv6 新协议涉及带来新安全风险，需要重

新加固安全边界；Stage，渐进策略：明确 IPv6 近期目

标和远期目标，制定数据中心 IPv6 过渡线路。

基于以上方法论，近期百度计划打造可扩展、质量

稳定的 IPv6 网络，供业务快速的演进。弹性扩展是业务

发展的主线，这也是 IPv6 最大的优势。百度近期也在同

多运营商、多线接入，快速满足业务在 IPv6 南北向广域

覆盖的需求。通过 IPv6 的 Anycast 路由模式完成流量优

化分布。在 IPv4 的边界网关设计上通常是比较复杂的，

也在设计新的 IPv6 边界网关，满足容量的可扩展性。

IPv6 解耦地址空间，会带给数据中心东西向、南北向设

计最大的一块收益。远期的目标，希望通过有优势的业

务内在驱动，去推动整个 IPv6 转型工作的演进。通过设

计为业务提供一个更简单、更安全的网络，带给业务最

大长期的收益，去驱动业务积极转型。

刘宁表示，百度云正按照工信部的要求正在积极改造

中，2019 年会完成主要租户、网络支持双栈协议，2020 年

完成所有的改造工作。百度搜索积极推动整个内部的改造，

在搜索快照完成基本改造后，其他核心的模块都会在 2018

年完成。百度手机助手、百度浏览器和百度地图这几大应

用，都会在今年完成所有 IPv6 的改造工作。

 IPv6 是互联网发展阶段的又一次新机遇，只有全

局部署、积极响应、行动统一，才能达到更优的规模

效应、更高的集体优势和更强的互联网竞争力。

（整理：杨燕婷）

百度搜索积极推动整个内部的改造，在搜索快照完成基本改造后，其他核心的模块都会在 2018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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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京东副总裁、

京东云基础研发部负责人符庆明作了题为《京东助力

中国 IPv6 演进》。他表示， 2018 年底之前京东核心业

务将全面支持 IPv6。

四个角度看 IPv6

符庆明从四个角度阐述了 IPv6 的重要性：

第一，从国家角度，IPv4 地址有限，目前已不能

满足未来对互联网的需求，而 IPv6 能够提供 340 万亿

的地址，可以使所有人、物和端几乎都能获得一个唯一、

公开、透明的 IP，使得未来整个网络业务以及未来互

联网的产业变化都能得到有效的最基础的支持，这也

是互联网演进升级的必然趋势。

第二，从技术产业创新角度，IPv6 将会给基础物

理层、基础网络层以及上层应用带来更多的变化，每

一层都将产生创新机会并带来产业的变革。同时 IPv6

将会带来大量公网地址，使得整个数据流能够端到端

的透明，对于网络安全也将提供有效的保障。

第三，从京东自身角度，符庆明表示，IPv6 大量

的地址和端到端的统一以及移动性和便利性，使得京

东技术能够有更好的演进。IPv6 的这些优势，对京东

云以及未来京东的无界零售都将产生促进作用。

京东副总裁、京东云基础研发部负责人符庆明：

IPv6 将催生产业变革

第四，从提示用户体验角度，首先用户端到端的

访问透明，能够针对用户做更多推荐和更多精准的智

能操作，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体验。其次 IPv6 较低

的成本，能大量减少需要使用大量 IP 的企业的负担。

符庆明强调，“京东一定会将 IPv6 的演进作为非

常重要的业务战略，在今年年底，整个京东商城会全

面的支持 IPv6。而京东云也会把核心产品全部向 IPv6

转移，京东将在今年年底之前，主要两大业务都能够

面向最终客户，面向商业企业客户，使得他们能快速

的使用 IPv6 的服务。”

虽然 IPv6 的优势不言而喻，IPv4 到 IPv6 的演进

同样刻不容缓，但是符庆明表示，在改造过程中需要

考虑到用户的体验，使得整个服务质量不受任何影响。

以服务迎接挑战

如何迎接这样的挑战，符庆明表示：“京东将会

在网络设备本身做升级的调整，我们会在 IPv6 的地址

分配管理上做相应的改进，在中间层的 DNS、负载均

衡和 CDN 上做配套的 IPv6 的升级，使得京东对客户的

服务是一个全方位、一致性的。所有的服务都能够用

IPv6 来体现，完善用户体验。”

符庆明介绍了京东 IPv6 的演进策略，“整个演

进策略首先京东会先实现 IPv4 到 IPv6 的转换，我们

用将用转换的方式来解决。首先是 PC 站和手机网页

版的转换，紧接着我们做移动端、A p p 和微信手机

Q Q 的转换，再然后会转化为双栈支持的方式，最

后我们会根据整体 I P v6 最终的结果，把所有的服

务全部转向 IPv6，而 IPv4 只是作为一个附带措施。”

最后，符庆明表示，京东希望不断的完善 IPv6 的

基础建设和业务，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京东将会

加强研发 IPv6 相关的创新产品，同时京东将在 2018

年内完成支持 2 亿用户的目标。

京东将会加强研发 IPv6 相关的创新产品，同时京东将在 2018 年内完成支持 2 亿用户的目标。

（整理：王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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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将催生产业变革

在“2018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推进 IPv6 规

模部署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田辉介绍了专家委

组织编制的《中国 IPv6 发展指标体系》以及我国 IPv6

发展情况。

我国 IPv6 发展状况

第一，从运营企业来看，网络基础设施 IPv6 改

造加速。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已全部实现

IPv6 互通，并全部开启了 IPv6 国际出口。

第二，互联网企业 IPv6 改造进展方面，目前，百度、

腾讯、京东、阿里都明确地提出改造计划。

第三，云服务平台 IPv6 支持情况方面，腾讯云

一共有 42 类产品，都处于改造过程中。阿里云包括

SLB、NAT64、CDN 等数十款产品已经支持 IPv6 用户

访问。百度云产品 EIP 和 BLB 已经支持 IPv6 访问。

第四，内部分发网络（CDN）IPv6 支持情况。当前，

内容分发网络（CDN）的 IPv6 支持情况有一定的改善，

但节点数量、覆盖率都明显不足，仍需加快速度。

第五，LTE 终端设备情况。对知名度较高的 10 个

品牌 LTE 移动终端测试结果表明，基本支持 IPv6。

第六，IPv6 用户数情况。据 APNIC 数据显示，截

至 2018 年 6 月底，我国 IPv6 用户达到 353 万。国内运

营商 IPv6 地址分配超过亿级。IPv6 国际流量显著增长。

指标体系涵盖多个维度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秘书处组织专家委各单

位专家成立“中国 IPv6 发展指标体系”编制工作组，

经过多轮征求意见，形成指标体系送审稿。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审查通过了“中国 IPv6 发展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涵盖 IPv6 活跃用户、宽带用户、流量占比、

资源占用量以及“云”、“管”、“端”、“用”等

八大基础维度。第一，指标紧密结合了 IPv6 行动计划

的各项要求，它的指标非常有针对性。第二，覆盖了

产业链的上下游，比较完整客观。第三，在指标中包

含多种可获得性，包括企业上报、在线监测、实验室

监测，但从长远来看的话，应该更多用技术手段来进

行监测。第四，考虑到发展性，这个指标也是随着整

个规模部署的进展要进行持续地滚动更新。指标体系

的解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IPv6 活跃用户占

比，目前从数据的可获得性上是使用了 6 个垂直领域，

包括及时通讯、搜索引擎、网络新闻、网络视频、购

物以及地图。要求其中的 TOP 旗舰店使用一些监测手

段为指标进行服务。二是 IPv6 宽带用户占比，反映我

国在 LTE 网络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中已分配的 IPv6

地址（不考虑物联网）的用户情况。当前包括 LTE 网

络 IPv6 用户占比和互联网宽带接入 IPv6 用户占比的综

合生成，未来随着运营商业改造，应该也包含运营商

的活跃配置的使用情况。三是 IPv6 的流量占比，下一

步将结合运营商在骨干网等多方面的流量统计，加强

这方面的统计。四是 IPv6 资源占有量，相对比较简单，

包括地址、域名等方面。五是云端的就绪度，为未来

怎么应用改造打下基础。六是网络就绪度。七是终端

就绪度。当前最主要的是下一步如何实现数据的广泛

采集。八是应用可用度，包含商业网站、政府网站以

及央企、央媒的网站等网站支持度，以及移动应用支

持度。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田辉：

《中国 IPv6 发展指标体系》解读

（整理：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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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术事业进入了迅速变化的数字世界，高等教育界必须在界定学生数据的可靠使用以及

符合伦理的实践方面做好准备和寻求更多人的协助。

文 / Martin Kurzweil  Mitchell Stevens

如今，几乎所有的学院和大学教师都把教学责任分担给了数

字服务提供商。教学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以

下简称 LMS）传送作业，在线论坛组织讨论，人工智能助教定

制课程，多种多样的呼叫和会议平台远距离模拟面对面互动。所

有服务都留下了教学效果、学习状况和用户选择的数字痕迹。这

些信息可以用来提升学生产出、构建科学基础等。

在和学生相关的数据流中，哪些是可以主动地和其他数据流

适当整合，而哪些是最好保持分离的？这些信息是否应该永久保

存，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抹除？数字平台产出信息

的使用者们是否应当承担某些义务？谁有权从这些数据中获利，

以及这种商业活动要为此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都是教育者和厂商

们需要面对的诸多关于信息伦理和政策问题中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中，各个数字平台的拥有者（如 Alphabet、Amazon

和 Facebook）已经在用户数据的生产和积累中获取了无法估量的

利润，而且在当前的数据积累过程中，他们掌握的和人们有关的

数据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政府都多。

现在是时候坦率地讨论如何定义学术界的信息实践伦理了，

这也正是斯坦福大学在线教育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through Online Learning, 以下简称 CAROL）和 Ithaka 

S+R 组织的“高等教育学生数据的可靠使用”项目的背景。我们

的目标很简单，也很有挑战性：首次明确地描述一些原则，为在

数字时代的学生数据使用相关的院校政策提供一个框架。从我们

的视角来看，这个探索应当以下列四项核心假设为中心：

第一，教育从根本上是人类的努力。教育可以采用丰富的技

术（算法、黑板、机器、纸张）来支持和加强，但是不可能独立

于人类行为而完成。

第二，教育仅仅有一部分是商业行为。教育也是公民行动，

是塑造人们、群体、社会的实践和在代际之间传递文化遗产的

实践。

第三，以教育来保持人文和公民品格不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

的。人文和公民品格的保持是脆弱的，而且依赖于积极、勤奋、

持续的努力来加以保护。

第四，信息和知识带来责任。认识到当前的教育实践并非是

最优的，并且知道其改进方法。

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责任精神对当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提出了一个框架——充分利用数字创新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关

键改进。

正在涌现的学生数据使用场景

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创新使用学生数据的多种方式。如今，随

着计算资源的成本大幅下降，高等教育行业的剧烈竞争将招生和

遴选变成了一个快速演进的技术领域。由于学院和大学能够使用

的学生数据越来越多，而且分析能力也有所提升，他们可以比以

往更精准地预测哪些学生会入学并且取得学业成就。全世界范围

内的招生活动、录取决策和经济资助都通过复杂而精致的算法获

得了信息支持。

尽管如此，招生录取甚至都未处于校园技术浪潮的中心。

高等教育学生数据的可靠使用

斯坦福大学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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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院校现在都基于描述学生产出的数据而做出业务决策。

2003~2014 年，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以下

简称 GSU）运用了学生保留和学业完成方面的数据来发现和解决

其中的问题，将毕业率从 32％提升到了 54％。例如，对历史数

据进行挖掘就可以找出那些学生持续表现不佳的课程，管理者们

因此可以为这些课程建立同伴辅导形式的补充教学项目。从而进

一步的观察展示出，尽管补充教学确实提升了许多课程的通过率，

但是代数、微积分先修和统计仍然是阻碍。GSU 的管理者和数学

系为此重新设计了这些课程，采用了翻转课堂的方式，随后未通

过率（Drop-Fail-Withdraw，DFW）从 2006 年的 43％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19％。

再来看看 GSU 在 2011 年设立的“黑豹继续学业奖学金”

（Panther Retention Grant）。数据分析表明，数百名学生在学习

成绩不错的情况下，在距离毕业不足三个学期的时候退学。管理

者们经过调查，确定许多学生因为在学期账单上有小额的未付学

费而无法注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GSU 创建了专门的奖学金项

目，为这种情况的学生提供平均约 900 美元的奖学金。在黑豹继

续学业奖学金的资助对象中，88％的学生能够毕业或者一年之后

仍在继续学习，而来自继续学习学生的学费收入远远超过了这个

奖学金项目的成本。

教师、辅导员和学生自己手中也掌握着预测性分析工具。早

期预警系统汇聚和分析来自多个来源（成绩单、LMS 日志文件、

学生信息系统）的数据，并自动标记出与低概率学业成就相关的

学生行为。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以下

简称 ASU）的 eAvisor 系统那样，有些系统是面向辅导员的，将

学生活动相关的 LMS 信息与注册数据、学生个性背景等相集成。

当学生偏离正轨时，辅导员们将接到通知并被鼓励进行干预。

eAdvisor 还利用描述个人学术表现的数据来为学生和辅导员提供

注册课程的建议。

有些系统通常被称为仪表盘（Dashboards），是被设计用

来向教师或学生提供汇聚而来的信息，从而可以帮助他们改善

表现。利奥萨拉多学院（Rio Salado College）的 RioPACE 是一

个广为人知的例子。这个工具将学生的群体信息和学术历史与

LMS 日志文件数据合并，用于预测学生在指定课程中取得成绩

的可能性。这些预测被传送给教师，使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运行

定制分析，并运用得到的结果来为特定的学生提供支持。ASU

的 eAdvisor 也包含有一个面向学生的仪表盘。密歇根大学在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导论课中使用了 E2Coach

系统作为工具，根据不断更新的算法自动向学生发送个性化的

课程表现信息。

此类程序的效能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过很有希望。有一项关

于预测性分析对学生辅导支持效果的随机研究发现，和没有进行

此类学生辅导的情况相比，采用 InsideTrack 公司提供的服务可

以提升 3~5 个百分点的学生保留率。当前，在这一领域中还有两

项随机试验正在进行，寻求在更大范围内验证这些发现。

其他的创新大多归属于适应性课件（Adaptive Courseware）

的范畴内。这些系统是一些数据平台，通过采集学生活动的信

息——任务耗费时间、任务表现、参与水平等，来为学生创建“个

性化学习路径”，诸如此类。适应性课件系统提供仪表盘和分析

工具，让教师能够看到个体学生和整个班级正在努力克服的难点。

有些系统也为学生提供仪表盘，让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进展

以及遇到的阻碍。尽管适应性课件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技术，

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其有效性的描述性证据。2016 年，在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

适应性学习市场加速项目（Adaptive Learning Market Acceleration 

Program）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建议称，适应性课件的实施策略非

常重要，而且最有效的产出（也许是唯一的产出）要随着对课程

的全面重新设计而逐渐积累。

不平衡的采用情况

尽管分析程序越来越常见，但是仍然只有少数的学院和大

学进行了系统性的部署。根据毕马威（KPMG）在 2015 年 7 月

对高级管理者们进行的一项调查 ，只有 41％的受访者正在使用

学生数据进行预测性分析，而且只有 29％回应称他们拥有对自

己的学生数据进行分析的内部能力，甚至即使是那些正在努力

的院校也开始感觉遇到能力短板。2016 年的大学校园计算调查

（Campus Computing Survey ）揭示出，不到五分之一的受访者

将所在院校的数据分析投入评价为“非常有效”。在 2015 年的

Ithaka S+R 调查中受访的四年制学院教师代表样本中，回应称正佐治亚州立大学



34 中国教育网络 2018.8

在教学中使用某种形式的技术的是少数，尽管有 63％的受访者

回应称他们将会这样做。在 EDUCAUSE 分析研究中心（ECAR）

的 2017 年教师与信息技术研究中，有 16％ ~28％的教师回应称，

他们没有获得基于数据的规划和咨询服务，同时有 23％ ~34％的

教师获得了服务但显然选择不使用这些服务。

不兼容的数据系统拖了院校内部变革的后腿。非常典型

的情况是，复杂精细的分析需要的信息以不同格式分散在学

生信息系统、注册记录和 LMS 日志文件中。有些学院和大学

拥有相应的技术、财务和人力资源来合并数据，但是大多数

都没有。

甚至在那些克服了组织管理方面挑战的院校中，创新也经

常是边缘化的。要实现大规模的采用，必须要在管理者、教师和

学生支持人员中维持一种迎接数据驱动实践并为之投入的校园文

化，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在 2015 年的 Ithaka S+R 调查中，只

有 35％的受访者回应称他们会因为利用技术改进教学方法而受

到奖励或认可。

尽管数字技术在支撑和改善教学方面有着辉煌的前景，深层

次的政治潮流却在推向另一个方向：教授的统治权。教授在教室

和课程上的自主性是一项长期遗产，为教师们的教职特别是终身

教职提供了强大的权力和声望。数十年间，终身教职的任命数量

在不断下滑，同时学生服务和 IT 人员出现了增长，获得终身教

职的人们往往相信有理由保卫残存的地盘。在这样的背景下，校

园信息技术项目会产生出最新创新，而教授们容易将此解读为进

一步抹除边界的行动，目的是要擦去那些他们长期拥有特权领域

的标记。

风险中的商业

除了争夺校园地盘的前哨战以外，还有更实质的原因使得

教育者们在迎接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时保持谨慎。对学生学业前

景的预测和应对方案之间的模糊界限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新的

教学分析的倡导者们总是在强调，在引导教学采用最有利于学

生个体未来的方式上，利用学生此前的数据有着远大的前景。

然而，同样的这些倡导者们却几乎没有提及学业追踪（Academic 

Tracking）这个长期和令人讨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基于所

谓客观的、科学的方法来衡量学生能力，使对学业机会进行分层

分类的做法得到了合理化。而学业追踪一直伴随并实质强化了种

族和社会阶层的不平等，这个事实正是对教育技术行业几乎完全

一致的乐观态度的重要制衡。

当然，这种乐观态度对于风险投资的初创企业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依赖于新的平台和算法实质性改进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潜

力。对戏剧性急剧提升学业表现的许诺也是初创企业游说投资者

和客户的一部分。而且主要的教育捐助者都在私有的教育参与者

上有更多投资，这个事实也增加了宣传效果。然而严峻的真相是，

个体学习和组织提升方面的有意义的进展几乎都是渐进性的。取

得良好商业进展和构建良好教育实践之间的时间差是真实存在

的，而且硅谷的大吹大擂和学界的小心谨慎的奇怪混合也是全球

教育技术社群中的典型特点。这种混合从长期来看对高等教育是

好是坏还没有结论，不过短期内这将会导致在商业 / 学术的鸿沟

两侧各方的大量误导信号和互相误解。

紧 张 关 系 还 存 在 于 对 知 识 及 其 信 息 基 础 的 财 产 性 控 制

（Proprietary Control）和委托性控制（Fiduciary Control）之间。

科技企业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而且其价值是随着用户群

体的增长而实现提升的。描绘教师和学生的数据让企业能够在改

进算法和定制操作上保持竞争力，因而往往对这些企业的商业方

案有关键意义。数据本身就可以作为商业资源或者作为商品化咨

询专业能力的基础，因此对数据本身的权利也有其商业价值。

然而，学院和大学传承了一项由来已久的义务，即安全地保

有学生的文凭记录直到永久。如果这些信息是在政府法规涵盖范

围内，那么这项义务还具有法定的强制性。此外，为了能够验

证或驳斥科学进展中的发现，学术研究也越来越要求数据的分

享使用。对于教育技术和教学分析领域中的学术、商业、科学

目的的数据使用，目前还没有建立共同接受的规程来评判其中

的利益冲突。

最后，学业评价的透明度和复审学业评价的可能性是高等教

育的标志性理念。学院和大学有着深厚的传统，允许学生（和教

师）寻求重新考虑评价结果和请求独立评审。如果私营企业参与

了学业评价，而且其系统要么计算不透明，要么是私有财产，或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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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两者皆是，那么这些传统也许就会受到挑战。计算系统可能会

重现偏见，或者重现历史中不平等的学业路径和学业产出，而对

于独立评审的障碍可能会导致难以确定这种问题是否存在。仔细

监控和推翻计算决定可以降低这些风险，但是同时也削弱了这些

系统的可靠程度和一般功效。

学院、大学以及它们多种多样的子单位各自采取了不同方式

应对这些挑战，造成了伦理上和程序上都不平衡和高度不确定的

形势。随着技术界著名的“行动倾向”（Bias Towards Action）而

来的是长久存在的风险，即数据使用可能已经逾越了描述不清和

尚在起草的伦理底线。但是程序上的谨慎本身也有伦理风险，即

无法根据积累的知识而采取行动。这是为什么每个专业性的奋斗

领域都持有承担双重义务的伦理传统：不要伤害，但在意识到有

次优的实践和产出时也不要犹豫。

可靠使用的原则

法律、院校政策和伦理框架都是在二十世纪中产生用来指导

教育信息的可靠使用的，而教育技术前沿的快速前行已经远远超

越了它们的变革步伐。这带来了震撼性的再认知，同样也带来了

对指导可靠教育实践的理念进行重新审视和描述的机遇。

正因为认识到这个机遇，2016 年 6 月，斯坦福大学 CAROL

和 Ithaka S+R 召集了高等教育界的同行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会

议。通过会议的准备工作和充分讨论，形成了学生数据使用的四

条基本原则：共识、透明、启发改进、开放未来。

共识（Shared Understanding）：教师、管理者、学生和

第三方厂商都为数据产生过程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主体都应当

在数据采集的基本原则和限制上取得共识。这里我们认识到，数

字数据在根本上是多重属性的。尽管大多数关于数据伦理的探讨

都将首要的数据所有权赋予了数据所描绘的个人，我们反而提议

将所有数字数据视为联合投资。这些数据不仅有学生和教师的贡

献，也要有那些创建和维护数字平台和受托持有数据的主体的投

入，无论这些主体是非营利的大学还是私人企业。从这个角度上，

描述特定某位学生的教学互动的信息并不只属于这位学生。相反，

这位学生和其他为产生这些信息做出贡献的主体共享所有权。所

有这些参与到这个教与学的联合投资的主体都应当有对信息使用

及其限制的共同概念。

透明（Transparency）：清晰的流程和评价是教育系统以

人为本的标志，而且即便是教育系统发展得更复杂时也要保持这

一点。学生有权获得：1. 对描述他们并且由所在院校或者相关第

三方组织受托持有的信息的性质和范围的清晰表述；2. 关于他们

将被如何评价的解释；3. 请求以清晰明确说明的治理程序对评价

进行复审的能力。我们要认识到，独立评审有着学术和科学上的

标志性价值。机器学习时代对于维护这个价值带来了挑战，因为

计算系统会通过程序来例行性地产生决策，而这些程序甚至连对

系统创建者都是不透明的。我们相信，学术和科学的透明理念是

绝对的，而且对任何基于实证证据的决定的合法性而言都是不可

或缺的。在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学术活动中时，透明性是设计和工

程实施中必不可少的。

启发改进（Informed Improvement）：教育组织有义务

研究学生数据，从而使其教育环境的效率更高，并为普遍知识

的增长做出贡献。这里要认识到，正如学术传统要求有透明性

义务那样，它也要求面对证据就要采取行动的义务。教师和教

学管理者拥有和存储了描述教学过程和产出的巨量信息。毫无

疑问，其中有些信息会揭示出一些坏消息：某些教师会不成比

例地奖励或者打击特定的某类学生；课程甚至整个项目几乎都

没有产出可衡量的教学成就。尽管在过去，也许零散分布或者

不存在的信息隐藏了类似的消息，当今的数据管理系统将会让

问题的浮现成为日常。启发改进的伦理要求意味着教师和管理

者将会根据不断积累的证据寻求弥补那些被揭示出来的问题

场景。

开放未来（Open Futures）：教育应当创造机会，而

不是预先消除机会。教学、辅导和评价系统的建设和使用方

式必须能让学生展示出超越本人或他人此前成绩的天资、能

力和成就。数字技术在以学习改进人生方面富有前景，然而

我们也要记住，同样的技术也可以用来阻碍机遇。我们相信

创建这样一条指导性伦理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教育者们默认

要有创造机会的理念，而非先发制人的应对方案。预测性分

析应当用于赋能，而非追踪。正是因为赋能和追踪之间的差

别难以指明，开放未来必须作为引导决策的一项重点理念。

（责编：杨洁）

（来源：EDUCAUSE REVIEW  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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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大学 e-Research 科研合作

文 / 陈文波  张洋

昆士兰大学和莫纳什大学是两所澳大利亚著名

的高等学府，都以其卓越的教学和精湛的科研在国

际享有声誉。在最新的 QS 大学排名中 , 昆士兰大学

位居世界第 47 位，莫纳什大学位居第 60 位。昆士

兰大学在 21 个领域的教研水平达到或超过国际一流

水平，其中生物和临床医学、应用生物、环境科学、

物理等 7 个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莫纳什大学有

27 个专业位列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 50 内，其中药

剂与药理学专业位列全球第 2 位，仅次于哈佛大学。

随着澳大利亚国家 e-Research 研究计划的实施，两

所大学都开始利用其优势和学校各学院、国际组织、

国外大学共同开展跨学科的合作创新科学研究。其中昆士兰大学

研究计算中心和莫纳什大学 e-Research 中心以独特的优势为该

校的科研信息化带来新的发展和活力。

昆士兰研究计算中心

QRCC相关情况

昆士兰研究计算中心（QRCC）成立于 2011 年，它受到昆

士兰大学在 e-Research 上的大量可持续投资支持，帮助昆士兰

大学的研究人员跨越学科，充分利用如高性能计算、数据存储、

数据管理、可视化、工作流和视频会议等 e-Research 技术，通

过研究协作，整合先进的计算手段、数据分析和其他数字研究工

具，促进该学校自然科学、工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该中

心利用政府在昆士兰大学的网络基础设施基金会（QCIF）、国

家 e-Research 协作工具和资源（NeCTAR）、研究数据存储基础

设施（RDSI）和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ANDS）等方面的投资，

与 QCIF、云计算和数据存储服务中心以及澳大利亚云计算研究

中心的昆士兰大学节点合作，充分利用自身、学院、研究中心、

研究所和其他支持团体的专业知识，在生物科学（特别是生物信

息学和基因组学）、计算工程、环境与生态、人文社会科学、高

级成像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

QRCC 由多部门和团队组成，研究涉及多项 e-Research 研究

方法的关键技术，如云计算、数据管理、高性能计算、工作流程

工具和可视化，将这些技术、计算设施和其他学科的研究紧密结

合，对加速本校的科学研究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高性能计算

昆 士 兰 大 学 有 三 个 比 较 大 的 国 家 级 高 性 能 计 算 资 源：

Tinaroo、FlashLite、Awoonga[2]。其中 Tinaroo 是一个传统的高性

能计算集群，拥有 6000 个核心和 30TB 的内存，主要用于紧耦

合的并行应用；FlashLite 主要用于一些数据密集型研究（例如基

因组学和天文学）；Awoonga 是 QRCC 与 QCIF2017 年合作建立

的一个新集群。Awoonga 具有强大的计算环境，支持 Nimrod 参

数扫描和工作流程工具，主要用于串行或适度并行计算优化、高

吞吐量的工作。而且 Awoonga 和 Tinaroo 、FlashLite 共享文件系

统、软件和环境，使得三个集群之间的作业迁移变得非常方便。

VLSCI 是在维多利亚州一个专为生命科学计算（大脑研究所、生

物与纳米科技研究所、生物分子所）提供的超级计算中心，在该

地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主要提供维多利亚州的研究人员使用。

2. 云计算

QRIScloud 是 QRCC 和 QCIF 合作建立为该校的研究人员提

供云计算和数据存储服务，目的是为了激励各个学科的研究人

员对云计算的研究，并加强与国内外其他研究人员的合作。在

昆士兰研究计算中心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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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IScloud 平台，研究人员可以与全球合作者共享数据集；随时

管理访问他们的数据集；利用存储在各州和国家研究数据存储基

础架构（RDSI）节点中的数据集，整合访问昆士兰的高性能计

算设施和专业化的云服务；虚拟实验室访问等。

3. 数据管理和存储

QRCC 也从事数据存储技术方面的研究。他们开发了用于大

学内部的高性能数据存储架构 MeDiCI（Metropolitan Data Caching 

Infrastructure）。MeDiCI 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研究者无论在

何时何地创建数据、操作数据、存储数据，MeDiCI 都可以无缝

访问到这些数据。另外学校的图书馆主要负责数据管理计划、元

数据设计和管理、研究数据出版标准。

4. 科学工作流

现代科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通常涉及多个资源的协调，

如仪器、计算机和数据存储，以及多个逻辑和学科交叉。多年来，

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构建网格中间件来弥合不同硬件和软件之间

的差距。虽然网格中间件功能强大，但对于普通科学家来说却相

当复杂，而科学工作流不需要他们对网格计算有广泛的了解。科

学工作流主要涉及科学研究中各个步骤的自动化、管理和执行，

有助于科学研究的重复性。它可以提供广泛的预定义组件，比如

从传感器获取需要输入的数据、查询数据库、数据挖掘、数据执

行再到可视化结果。目前有很多的工作流工具，QRCC 主要使用

Nimrod、kepler 和 Galaxy[3]。

5. 可视化

可视化是帮助研究人员深入了解数据和计算模型的图形说

明，可以让研究者获得更加直观的体验。可视化工具和服务帮助

研究人员通过使用图形、色彩和交互性来从他们的数据中建立影

像。随着世界研究数据的增长，可视化越来越多地用于显示数据

的变化趋势或模式，并有效地传递研究信息和研究结果。QRCC

的可视化专家与本校研究人员合作，帮助他们实现研究需求，目

前有 Matlab、VTK、ParaView 和 POV-Ray 等可视化工具。

有影响力的项目

1. 全球盖茨资助项目（红薯项目）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主要涉及美国、非

洲、南美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旨在改善作农物生长和甘薯

的遗传构成，帮助撒哈拉以南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地区。在全

球研究合作中，昆士兰大学的科学家使用 FlashLite 高性能计算

设备来开展此项工作，以提高红薯的质量。该学校分子生物学

研究所开发了基因组、遗传和生物信息学软件工具的数字平台，

可以帮助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有效地对甘薯基因组测序。而这些

工作依赖于有足够内存、存储空间和快速 I / O 速度的超级计算

机 [4]。

2. 濒危物种指数项目 (TSX)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列出全国有 1800 多种动植物濒临灭绝，

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关于受威胁物种趋势的全国性报告，这种情

况对政府来说会造成重大的政策和管理后果。该项目由澳大利亚

各地的研究人员组成，并与澳大利亚环境和能源部门合作，意在

开发一种工具能够对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的广泛状况进行全面的

报告。项目得出的指数为澳大利亚濒危和濒临灭绝的物种变化提

供了可靠而有力的衡量标准。另外项目还将得到一些更加一致和

透明的报告如澳洲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并帮助那些致力于保护受

威胁物种的工作者。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发布濒危物种指数，在全

球范围内也是首次。该项目的结果是建立一个综合的国家濒危物

种数据库，以便将指数永久地结合起来。推动这一项目的博士后

研究员 Elisa Bayraktarov 博士说，这种指数不仅需要一种可靠的

方法来计算和可视化濒危物种数量的变化，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处

理。该项目用到了工作流软件 Nimrod，并且使用了 QRIScloud 存

储数据和多核的并行计算来完成数据的处理，最后对结果进行可

视化显示并对公众开放 [5]。

3. 环境生态系统科学研究协作与分析系统 CoESRA

研究结果的重现性长期以来是科学家们的热门话题。科学研

究中数据快速增加、计算日益密集，重现他人的研究变得越来越

难。所以由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网络（TERN）和 QRCC 开发了虚

拟桌面形式的可再现科学基础设施 CoESRA。CoESRA 是一个免

费的虚拟桌面环境，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可移植的、强大的计算

环境来运行实验并分享他们的工作。它配备 Kepler 和 Nimrod 科

学工作流系统软件，同时 QRIScloud 为 CoESRA 提供计算和存储

基础服务。CoESRA 旨在使生态系统科学研究以其他方式重现、

构建、执行、共享可重复的基于工作流的科学实验。用户不需要

下载任何软件就能够通过云平台创建、执行和共享数据模拟、可

视化、数据和分析结果，而且整个过程链可以被存储并与其他科

学家共享，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透明性，也大大降

低他人重新启动实验的成本 [6]。

莫纳什大学e-Research中心

中心相关情况

莫纳什大学 e-Research 中心 (MeRC) 建于 2006 年，一直致

力于将先进的计算和信息技术应用于重要的研究问题来加速科

学研究。中心的主要作用是与大学的研究团体合作，和他们一

起提高研究团队的 e-Research 研究能力并使之达到一个新的水

平，然后将他们连接到最适合的机制或服务，以使该研究团体能

够维持这种能力。该中心与学校老师、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和设施

以及全球研究团体开展合作，也是国际 e-Research 项目的领导

者，运营着多个国家项目，包括大型高性能计算设施、Peta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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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基础设施以及国家特色虚拟实验室 [7]。中心主要提供包

括 Collect、Compute、Comprehend、Collaborate、Communicate 和

Customize 等特色服务。

1.Collect

在研究项目中，研究人员需要有效地管理、安全地存储和备

份他们的数据来确保研究数据的可用性。Collect 服务为研究人员

提供了从仪器和实验中获取数据、管理数据、共享数据到数据重

用的解决方案。VicNode 是该中心为研究者提供的一个千兆亿级

集中式存储项目 [8]。它能够为各种研究数据提供一个安全、可持

续的轻松存储和共享研究数据服务。VicNode 也是澳大利亚国家

研究数据服务的一部分，存储位于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大学，并

和 AARNet 高速连接。除此之外，莫纳什大学还部署了一个专门

连接科学仪器设施的数据平台 MyTardis，它可以协助研究人员储

存、管理、分享和传播科学仪器产生的数据 [9]。如该平台和基因

测序仪器整合，通过提供一种自动和结构化的方法来捕获、存储

和共享该测序仪器运行的结果，并与相关的质量报告和元数据共

享，从而使设施管理人员和基因测序器用户受益。目前 MyTardis

应用在显微镜、显微分析、粒子物理学、下一代测序和医学成像

等研究人员的数据管理，澳大利亚 10 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在

使用这套系统。

2.Compute

该项服务主要是利用高性能计算设施来进行数据的处理、

模拟、仿真和可视化。莫纳什大学的高性能计算设施包括国家

计算基础设施（NCI）；澳大利亚多模态科学成像和可视化环

境 (MASSIVE)[10]; 莫纳什大学集群（MonARCH）和莫纳什研究

云 (R@CMon)。其中 MASSIVE 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用于科学数

据成像和可视化应用的专业级高性能计算设施，它提供软硬件

和专家驱动了该校生物医学的研究。尤其适合一些需要高速并

行处理的图像分析、交互式可视化、建模和仿真以及渲染的

大型可视化项目。该设施产生的 CVL（Characterisation Virtual 

Laboratory）是由 NeCTAR 项目支持的一个虚

拟实验室。它将澳大利亚研究成像的设备、计

算与数据存储基础设施和工具结合起来，通过

一个基于云的远程桌面环境提供可以访问成像

工具和数据的在线环境，并用它提供的一系列

工具为原子探针、神经成像、结构生物学、X

光影像和一般数据成像等项目进行数据处理。

这个项目对澳大利亚科学家未来的研究能力至

关重要。在 2017 年的一个评估中，它和其他

三个国家级虚拟实验室被认为投资回报 (ROI)

至少是对每个虚拟实验室每个指标投资的两

倍，也表明该服务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用户影响。

3.Comprehend

沉浸式可视化（Immersive Visualization）技术促进了对研

究数据的理解，并有可能导致新的研究发现。Comprehend 服务

提供的莫纳什大学可视化平台 (MIVP) 运营着莫纳什大学许多先

进的、大规模的可视化设备，目标是通过与科研团队合作，创

新和促进沉浸式、协作式的数据和环境可视化的新范式来改变

可视化实践，并支持和加速大数据时代协同、可视化发现在学

术和商业研究中的应用 [11]。CAVE2 项目，一个混合 2D 和 3D

的虚拟现实环境让莫纳什大学在数据可视化领域展现卓越的能

力。Encube 项目，一个用于定性、定量、对比的可视化和分析

应用，适用于高分辨率、沉浸式三维环境。该项目被用来观察

和比较大脑的扩散 MR 图像、星系的中性氢图和斑马鱼的共聚

焦显微镜图像。Supercell 项目是对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以及珊瑚

礁的精密激光扫描和摄影测量进行的渲染，可以让这些水下环

境一览无余。

4.Collaborate

研究人员通常需要与世界各地其他研究机构的同事合作，

并跨越研究领域。该项服务为研究人员提供各种解决方案，以

促进和加强他们之间的研究合作。其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就

是 Confluence，它是一个企业 wiki，为用户提供一个安全、稳定

和可定制的 wiki 环境。利用 Confluence 研究者可以查询、创建、

共享和讨论的文件、思想、会议记录、模型、图表和项目，成为

莫纳什大学团队协作和共享知识的地方 [12]。Sakai 是一个旨在帮

助导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创建合作网站的一套软件工具。不同的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建立不同特色的站点，如项目发布和资

源共享、在线讨论、电子提交作业等 [13]。

5.Communication

这项服务有助科研人员于发现、访问和重用研究数据，支持

他们的研究结果，增强研究的影响，并帮助研究人员遵守项目资

助的规则。莫纳什大学 RDA（Research Data Australia ) 项目可以

莫纳什大学 e-Research 中心

研究与发展 科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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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师生在 100 多个澳大利亚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和文化机构中寻

找、获取和可重用的研究数据。Figshare 项目是专为莫纳什大学

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提供的协作式数字存储库，用来描述莫纳什大

学所有的研究成果。它提供近 650 种类型的文件存储，可以安全

的管理私人或公开的研究成果，使用者随时访问在线数据，所有

的成果通过 DOI 方便引用或其他研究者访问，大大促进了研究

合作 [14]。

6.Customize

这项服务使研究人员能够轻松访问高级的软件和网络开发

人员为研究者开发创新和定制的软硬件。CART 是一种在线数据

管理工具，帮助研究人员在单一的集成环境中存储和分析其数据。

它可以完成分布式的数据捕捉、集中式的数据存储、灵活的数据

整合和模型的可视化功能，目前该工具被应用到澳大利亚的一个

促进城市绿色、低碳的项目中 [15]。

有影响力的项目 [16]

1.3D 可视化肺部活动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 CAT 扫描获得想要的肺部图像。但是

当它用来促进诊断、治疗某些肺部突然疾病的时候往往需要图像

变得更加清晰，从而更好地理解肺的工作方式，比如将静态图像

转换到 3D 的运动视图。 莫纳什大学 Andreas Fouras 教授用了 5

年的时间捕获了肺和其他器官的 3D 运动视图。他首先使用澳大

利亚同步加速器的医疗束线获得干净、清晰和高质量的图像。然

后他在 MASSIVE 上使用可计算的断层扫描 X 射线测速技术来开

发 3D 运动视图。通过这项技术，他们已经能够证明如果肺部发

病或受伤，肺部会发生不同的运动，这样可以帮助早期的肺部疾

病诊断。

2. 飞机湍流模拟与可视化

如果一架飞机在飞行时阻力减少 10％，可以节省 15 亿澳

元的燃料成本并减少环境污染。由于边界层的结构根据物体的

大小、方向和速度可能会发生剧烈、而不可预知的变化，所以

了解边界层的湍流机制仍然是一个挑战。莫纳什大学 Julio Soria

索里亚教授和他的团队利用 MASSIVE 和 NCI 提供的尖端测量

和处理技术，快速处理和可视化他们收集的数据流，并运行大

量数值模拟：直接数值模拟（DNS）和大型涡流模拟（LES），

最 终 在 理 解 湍 流 方 面 取 得 了 进 展。 索 里 亚 教 授 表 示， 没 有

MASSIVE 和 NCI 的超级计算机，就不可能做这样巨大的计算和

加载如此多数据的可视化。

3. 噬菌体结构破解

噬菌体是一种能感染和杀死细菌的病毒，自 1919 年发现

以来一直被很多人进行研究。但是，它们在 20 世纪 40 年代因

发现可以治疗多种细菌的抗生素而被放弃。由于细菌对抗生素

产生耐药性， 人类害怕前抗生素时代即将到来，噬菌体再次

成为研究焦点。目前已经知道噬菌体 PlyC 在治疗链球菌（引

起咽喉感染，心脏病，肺炎，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和热带皮肤

感染的细菌）中非常有效。为了更好地理解 PlyC，莫纳什的

McGowan 博士从 PlyC 溶液中生长出晶体，将它们放入澳大利

亚同步加速器的蛋白质晶体学束线中，然后用 X 射线辐射轰

击它们，最后将每个晶体的衍射图像数据集转移到 MyTardis

并 归 档。 在 此 之 前 各 种 晶 体 学 技 术 和 计 算 机 程 序 用 于 破 解

PlyC 的结构都没有成功。2010 年，McGowan 博士和 Asso.c 

Buckle 教授利用 MyTardis 存档中的数据集和该校的高性能计

算集群计算得到了 Plyc 的结构并得以了解它如何攻击细菌。

该结构于 2012 年 7 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公布，原始数

据和图像都可以通过 MyTardis 获得。

尽管昆士兰大学和莫纳什大学在 e-Research 合作研究上各

不相同，但是 e-Research 的核心技术如高性能计算、数据管理、

云计算、工作流等为提高两所学校的科研成果和研究质量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e-Research 让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学生获得一流的研

究基础设施，并与世界领先的大学保持一致，也使得他们的科

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不仅是昆士兰和莫纳什两所大

学，澳大利亚其他大学如悉尼大学、堪培拉大学、格里菲斯大

学、维多利亚大学等都在积极制定 e-Research 策略，优先投资

e-Research 基础设施，以此来提高学校科学研究的强度、卓越性、

影响力和声誉。澳大利亚现在每年举行两次 e-Research 会议，

分享他们利用信息技术来加速研究的想法和范例，以及信息和通

信技术如何帮助研究人员协作、收集、管理、共享、处理、分析、

存储、发现、理解和重用信息。如今科学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

段，大数据、第四范式让跨学科、合作化以及全球化成为不可阻

挡的趋势，e-Research 研究方式将继续在澳大利亚开放协同的研

究与创新模式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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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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近日，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 Ralph Goodale、国防部长 Harjit 

Sajjan 及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部长 Navdeep Bains 联

合发布了加拿大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该战略将指导加拿

大政府的网络安全活动，加强加拿大打击、抵御网络犯罪的力度，

提高本国的网络安全弹性，保护加拿大公民的数字隐私、安全和

经济。

1. 愿景：数字时代的安全与繁荣

网络安全是加拿大创新和繁荣的重要保证因素。为保障支

撑个人、政府、企业等正常运转的网络安全，加拿大政府及其伙

伴将围绕以下三个主题携手努力。

（1）安全性和弹性

加拿大政府将不断提高自身网络安全能力，并与合作伙伴

协同行动，更好地保护加拿大公民免受网络犯罪的侵害、应对不

断演变的威胁、保护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关键系统安全。

（2）网络创新

联邦政府将通过支持高等研究、促进数字创新、提高网络技

能和知识等措施，将加拿大打造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3）领导和协作

联邦政府将与各省、地区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发挥领导作用，

推进加拿大的网络安全，并将与盟友合作，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网

络安全环境。具体而言，政府将致力于：①保护加拿大公民及关键

基础设施的安全；②促进和保障在线权利和自由；③鼓励服务于商

业、经济增长和繁荣的网络安全；④支持跨辖区和部门的合作，以

增强网络弹性；⑤主动适应网络安全态势和新兴技术等方面变化。

2. 措施

（1）建立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

加拿大发布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战略提出将新建一个清晰可信的国家权威机构——网络安

全中心。中心将整合现有网络业务，为政府部门、关键基础设施

运营商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专家咨询和服务，以加强国家网

络安全。中心将汇集来自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公共安全部门、

加拿大共享服务局（SSC）等政府尖端网络安全运营人才，为全

国提供统一可信的网络安全信息。该中心将面向外界，与行业合

作伙伴和学界开展合作，为网络安全事件提供更快速、更有力的

响应。中小型企业也可从中心获得指导和相关工具，以提高其网

络安全能力。据悉，该中心的首任负责人将由目前负责加拿大通

信安全机构 IT 部门的 Scott Jones 担任。

（2）设立国家网络犯罪协调部门

根据新战略，将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RCMP）旗下设立一

个新的国家网络犯罪协调部门，以支持和协调全国警察力量间开

展网络犯罪调查。新部门的设立将大大增强 RCMP 对影响加拿

大政府、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对加拿大公民造成伤害的网络犯罪的

调查能力。同时，还将增强 RCMP 与国内外合作伙伴进行刑事

调查的能力，并为重大调查提供专业的网络能力。

（3）推出自愿网络认证计划

根据新战略，加拿大还将推出一项新的自愿网络认证计划，

该计划将推介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和应对网络威胁的最佳实践，以

此增强企业的网络安全弹性。

3. 经费支持

加拿大 2018 年预算将在五年内投入 5.077 亿美元，此后每

年继续投入 1.088 亿美元，以支持该新战略。其中包括：为创

建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五年共投资 1.552 亿美元，此后每年

持续投入 4450 万美元；为建设国家网络犯罪协调单位，五年共

向 RCMP 拨款 1.16 亿美元，此后每年持续拨款 2320 万美元；为

提高 RCMP 执法能力，五年共投资 8530 万美元，此后持续投入

1980 万美元；为网络认证相关工作，五年内共拨款 2840 万美元；

其他经费将用于支持能够增强中小企业、能源和金融部门网络安

全和弹性能力的额外举措。

此外，2018 年预算还为加拿大服务共享局和通信安全局提

供六年共 2.2 亿美元的经费支持，以更好地保护政府网络和数据；

为加拿大国税局提供五年共 3000 万美元、此后每年 500 万美元

的经费支持，以保护纳税人的个人信息安全；还将在五年内投资

超过 2500 万美元用以开展资源评估和认证计划，帮助中小企业

保护自身免遭网络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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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委会为新成立的人工智能高级小组（AI HLG）指

派了 52 位专家，他们分别来自学术界、企业界和民间，将负责

支持 2018 年 4 月公布的《欧盟人工智能》计划的实施。同一天，

欧委会还启动了人工智能联盟及其在线平台。

AI HLG 将就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中长期挑战和机遇

提供建议，为政策制定过程、立法评估过程和下一代数字战略

提供支持。其还将基于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小组和欧盟基本

权利局关于 AI 领域的已有工作，草拟相关的伦理指南，涵盖

公平、安全、透明性、未来的就业，以及对维护基本权利的广

泛影响（包括隐私和个人数据包含尊严、消费者保护和不歧视）

等诸多问题。该草案将与今年年底前定稿并于明年初提交给欧

委会。

AI HLG 还将支持欧委会通过欧洲人工智能联盟创建一个

容纳各利益相关方的社区，为 AI 高级小组的工作提供补充与

支持。AI HLG 拟定的伦理指南草案也将通过专用在线平台和

一系列研讨会与 AI 联盟成员进行商讨。AI 联盟及其在线平台

斯坦福大学张首晟团队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AI）程序

Atom2Vec，只用几个小时就重新得出了人类科学家耗费近一个

世纪整理而成的元素周期表。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Atom2Vec 程序能够通过分析从网络数据库得到的不同元

素组合而成的化合物名称来学习区分不同的原子，整个过程是

独立无监督的，并没有人类智能的参与。这个程序的开发借用

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简单概念：一个词语的特性是可以从它周

围出现的其他单词来得出的；把化学元素根据它们所出的化学

环境聚类。

Atom2Vec 的开发基于一个可以把单词浓缩成为电脑中有

限几个数字（矢量）的程序 Word2Vec。通过分析这些矢量，

该程序可以估计在这个单词周围可能出现哪些其他单词，他

们的概率是多少，之间的组合关系如何。张首晟教授指出，“我

们可以把类似的想法用到原子上，就像输入给 Word2Vec 很多

文本里不同单词组成的句子，我们可以输入给 Atom2Vec 不同

斯坦福研究人员利用AI 重建元素周期表

欧委会启动欧洲AI 高级小组及AI 联盟

原子组成的化合物，就像氯化钠、氯化钾、水等等。”从这些

数据的分析中，AI 程序可以发现钾和钠有着类似的性质，因

为它们都可以跟卤素结合成化合物。

张首晟希望在未来，科学家们可以使用 Atom2Vec 的知识

来发现和设计新材料，其团队已经开始 AI 程序 2.0 版本的研究，

集中攻克一个生物医学上很困难的问题：设计出正确可以攻击

抗原的抗体。这对于癌症的研究极其重要，当前最有前景的治

疗癌症方案之一——免疫治疗，就试图找到并且控制能够攻击

癌细胞抗原的抗体。

张首晟表示，这项研究更宏大的目标是设计出替代作为机

器智能标准的图灵检验的新标准。他提出，对于一个机器智能

可以有另一种标准，“我们想试试是否可以设计出在发现自然

规律上可以击败人类的 AI，但是在此之前，要先测试我们的 AI

是否可以重复人类已经完成的一些伟大发现。而 Atom2Vec 独

立发现元素周期表就是后者的一个成果”。 （责编：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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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促进与 AI 相关的探讨和最佳做法共享，所有对 AI 感兴趣

的人都能成为社区的一员，参与讨论、微博发文、文件撰写和

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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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6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59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

139B；其次是毛里求斯，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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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B； 其次是突尼斯，16B。

6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77 个，其中欧洲

188 个，拉美 86 个，亚太 72 个，北美 26 个，非洲 5 个，分别来

自 70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俄罗斯，62 个；其次是巴

西，61 个。6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6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599*/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俄罗斯，489*/32；其次是

德国，152*/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

比利时 IPv6 用户数占比居全球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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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07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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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0.15 0.59 7.23 2019-4-29

APNIC 52.45 0.26 0.29 53 2011-04-19

ARIN 99.71 0.35 0 100.05 2015-09-24

RIPENCC 48.48 0.05 0.49 49.02 2012-09-14

LACNIC 11.18 0.07 0.13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8.3 36.21 1.5 256 /

俄罗斯，2745*/32；其次是中国，为 2277*/32。

6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7 个，IPv6 地址申请

18 个，EDU.CN 域名注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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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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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 201806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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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Total

US 23 4 47 216 41 78 39 3 5 6 8 139 609

MU 0 0 0 4 0 0 0 0 0 0 0 8 12

CA 1 2 1 2 0 1 2 0 1 0 1 2 12

RU 0 0 0 1 1 1 1 0 1 1 1 1 8

BR 2 2 1 2 1 1 1 1 2 2 1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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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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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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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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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 0 8 0 0 0 0 0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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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Total

RU 98 58 56 60 179 369 414 73 257 308 384 489 2745

DE 140 83 67 138 171 80 153 105 107 146 185 152 1527

GB 81 115 75 101 88 75 128 106 152 122 130 113 1286

ES 82 80 40 57 58 72 136 57 147 66 72 89 956

BR 105 115 80 102 77 76 58 72 98 102 73 61 1019

US 28 301 48 78 16 20 289 21 44 46 56 41 988

UA 56 16 24 88 57 128 57 65 49 80 24 32 676

FR 41 48 70 66 84 48 83 50 82 57 37 28 694

NL 138 67 67 164 113 65 177 57 65 89 105 16 1123

CN 9 26 14 11 13 2074 25 15 27 19 30 14 2277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94 5914741 10209175

2 印度 52.65 249558609 474012327

3 德国 41.78 30293949 72502891

4 美国 41.05 119164866 290289849

5 希腊 37.18 2682212 7214018

6 瑞士 33.99 2543547 7482420

7 卢森堡 32.73 185078 565527

8 乌拉圭 32.63 737410 2259680

9 英国 26.82 16585058 61842564

10 日本 24.7 28579300 115720252

73 中国 0.49 3614824 740205486

74  列支敦士登 0.47 174 36672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6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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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 16G

文 / 郑志延

6 月主干网流量较 5 月相比差别不

大，6 月入流量均值为 31.02Gbps，相比

5 月减少了 4.90%，与 2017 年同期相比

增 加 了 10.31 ％；6 月 CNGI-CERNET2

出 流 量 均 值 为 38.82Gbps， 相 比 5 月 增

加了 6.46%，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5.39%。

6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较 5 月 有 所 增 加。6 月 入 流 量 峰 值 为

16.78Gbps；出流量峰值 15.59Gbps。

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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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平均值为 6.10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

值为 5.14Gbps，占 16.57%；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

的 10.29%。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 年 6月

文 / 李锁刚

2018 年 6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6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5 月略有下降，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

来看，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减少了 7.47 G，出流量减少了 9.4 G；

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减少了 5.42 G，

出流量增加了 4.38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5 月入流量减少了 0.51 G，出流量减少了 0.79 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

华中地区次之，华东南地区位列第三；出方向流量华中地区第一，

清华第二，东北地区第三位。

图 1~2 表示 2018 年 6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入流量：320.27G               出流量：364.04G

图 1  2018 年 6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26.53G              出流量：108.05G    

图 2  2018 年 6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8 年 6月

6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20G

从 6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

量为最高，其流量为 5.84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5.04%；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3.59%；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

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2.03%。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8 年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8 年 6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44 中国教育网络 2018.8

文 / 郑先伟

近期需要关注的还是敲诈类病毒，这

类病毒已经能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利用系统

漏洞、服务漏洞、电子邮件等）进行传播。

用户一旦感染系统上的文件就会被加密，同

时病毒会向被感染者发送提示宣称只要支付

一定数额的比特币就可以对加密文件进行解

密。而从目前的实际处置情况来看，多数时

候这类病毒一旦加密了你的数据文件，再想

解密回来基本很难，即便是在按照攻击者

的要求交付了赎金也很难将被加密的文件恢

复。因此备份重要数据和杜绝感染才有最有

效的办法。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7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修复了微

软多款产品中存在的 87 个安全漏洞。受影

响的产品包括 Windows 10 v1803 and Server 

2016（7 个）、Windows 10 v1709（8 个）、

Windows 10 v1703（8 个）、Windows 8.1 and 

Windows Server2012 R2（9 个）、Windows 

Server 2012（8 个）、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R2（8 个）、Windows Server 2008（7

个）、Internet Explorer（6 个）、Microsoft 

Edge（19 个）和 Microsoft Office（7 个）。利

用上述漏洞，攻击者可以获取敏感信息，提

升权限，欺骗，绕过安全功能限制，执行远

程代码，或进行拒绝服务攻击等。这其中一

个 Windows 系统权限提升漏洞（CVE-2018-

8120）需要特别关注，该漏洞从 3 月开始

就被用来进行 0day 攻击，当时是与 Adobe 

acrobat/reader 软件的一个 0day 漏洞（已在 4

月的 Adobe 更新中得到了修补）进行搭配

使用的。建议用户尽快利用系统的自动更

新功能进行补丁安装。

2. 本月 Oracle 发布了今年第三季度

的安全更新，修复了其多款产品中存在

的 334 个安全漏洞。受影响的产品包括：

Oracle Database Server 数 据 库（3 个）、

Oracle Global Lifecycle Management（1 个）、

CommunicationsApplications（14 个 ）、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Suite（11 个）、

电子商务套装软件 OracleE-Business Suite

（14 个）、MySQL 数 据 库（31 个）、 中

间 件 产 品 Fusion Middleware（44 个）、

Oracle Siebel 托管型 CRM 软件（1 个）；

Enterprise Manager Products Suite（16 个）、

OracleFinancial Services Applications（56 个）、

Hospitality Applications（24 个 ）、Oracle 

Policy Automation（3 个）Retail Applications

（31 个）、Support Tools（1 个）、Utilities 

Applications（4 个）、Insurance Applications（2

个）、Hyperion（2 个）、iLearning（1 个）、

JD Edwards 产品（10 个）、PeopleSoft 产品（15

个）Oracle Sun 系统产品（22 个）、Java SE

（8 个）、Supply Chain Products Suite（8 个）、

和 Virtualization（12 个）。

这些漏洞中包含一个在 4

月 CPU 补丁中未能完全修

复的 WeblogicServer 反序列

化漏洞（CVE-2018-2628）。

该漏洞通过 JRMP 协议利用

RMI 机制的缺陷达到执行任

CCERT月报

意反序列化代码的目的。攻击者可以在未

授权的情况下将 payload 封装在 T3 协议中，

通过对 T3 协议中的 payload 进行反序列化，

从而实现对存在漏洞的 WebLogic 组件进行

远程攻击，执行任意代码并可获取目标系

统的所有权限。建议 Oracle 的用户尽快更

新相应的补丁程序。

3. 微 信 支 付 JAVA 软 件 工 具 开 发 包

（SDK）被曝存在 XXE 漏洞。利用该漏洞，

攻击者可在使用信息泄露、扫描爆破等特

殊手段获知商户的通知接口（callback）地

址的前提下，发送恶意 XML 实体，在商户

服务器上执行代码，实现对商户服务器的

任意文件读取。如果攻击者进一步获得商

家的关键安全密钥，就可能通过发送伪造

信息实现零元支付。这个漏洞可能会影响

到使用了微信支付接口的校园网应用，需

要引起管理者的关注。 （责编：杨燕婷）

保障高校 DNS 服务安全不容小觑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近期，教育部在组织专项安全检

查工作时发现有部分学校的DNS服务

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随后我们受

托对这些学校进行通知并协助用户进

行处置，在处置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

DNS 服务配置较为复杂，学校往往缺

乏专业的人员对其进行管控导致存在

各种安全隐患。DNS 服务作为重要的

基础网络服务，其安全性应该引起学

校的充分重视，建议指派专业的技术

人员对该服务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足

够的技术储备，可以将相关服务托管

到专业的运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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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67%

33%

68%
14%

14%

1%

3%



2018.8 中国教育网络 45

文／朱爽　   

IPv4 地址分配

2018 上半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95B。2018 上半年获

得 IPv4 地址数量列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美国第一，198B；毛里

求斯、赞比亚和突尼斯并列第二，8B。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总数为 3662357304。

近年来 IPv4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16) 和耗尽情况见表 1、表 2。

IPv4 地址转让

2018 上半年，亚太地区有 275 条 IPv4 地址转让记录，其中跨地

区的转让交易有 90 条记录，185 条是在亚太地区内部转让，其中国

家 / 地区内部转让的有 130 条，比如日本有 43 条，印度 21 条，澳大

利亚 17 条，中国境内 14 条等。有 20 条从境外转让到中国境内。

IPv6 地址分配

2018 上半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9876*/32。2018 上半

年获得 IPv6 地址分配数量列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俄罗斯 

1877*/32, 德国 848*/32， 英国 751*/32。

截至2018年6月底，全球IPv6地址申请(/32以上）总计30486个，

分配地址总数为 235741*/32。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见表 3。

IPv6 使用状况

根据 APNIC Labs 提供的全球 IPv6 用户数 ( 估计 ) 及 IPv6 用户普

及率的报告 (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8 年 6 月底，

全球 IPv6 用户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印度、美国、巴西、

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马来西亚等，中国 IPv6

用户数列在第 13 位 , 见表 4。而全球 IPv6 用户普及率排在前十位的

国家 / 地区，依次是比利时、印度、德国、美国、希腊、瑞士、卢森

中国 IPv6 用户数 344 万 列第 13 位
堡、乌拉圭、英国、日本等，中国 IPv6 用户普及率排在第 72 位。

CERNIC 地址分配注册

2018 年上半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36 个，IPv6

地址申请 75 个，EDU.CN 域名新注册 129 个。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IPv4 地址分配记录总计 4979 条，分配地址总数 14520064

个，IPv6 地址分配记录总计 2075 条（包括 11*/32, 2064*/48），

EDU.CN 域名注册总数 6339 个。 （责编：杨燕婷）

2016 2017 2018 上半年

1 578 789 295
2 US 256 US 555 US 198
3 MA 48 EG 28 MU 8
4 SC 33 BR 18 ZM 8
5 CN 20 GH 17 TN 8
6 BR 19 ZA 17 BR 6
7 ZA 18 TN 12 CA 5
8 IN 16 MA 12 RU 4
9 EG 16 KE 10 DE 4

10 KE 16 CA 10 CI 4
… DZ 16 DE 9 ZA 3

总计 … … …

表 1  近年来的 IPv4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16)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排名 国家 / 地区 IPv6 用户普及
率 (%)

IPv6 用户数估
计（千） 互联网用户数（千）

1 印度 (IN) 52.42 247029 471210
2 美国 (US) 40.99 118547 289188
3 巴西 (BR) 22.48 31476 140016
4 德国 (DE) 41.91 30351 72418
5 日本 (JP) 24.68 28598 115865
6 英国 (GB) 26.85 16554 61647
7 法国 (FR) 21.05 11865 56361
8 加拿大 (CA) 20.4 6672 32704
9 比利时 (BE) 57.94 5895 10176

10 马来西亚 (MY) 22.56 4957 21981
11 韩国 (KR) 10.52 4612 43847
12 越南 (VN) 8.52 4273 50175
13 中国 (CN) 0.47 3447 738653
14 澳大利亚 (AU) 16.24 3424 21081

表 4  全球 IPv6 用户数排名

表 3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2016 2017 2018 上半年

1 25293 19979 9876

2 GB  9587 CN 2245 RU 1877
3 DE  1511 US 1481 DE 848
4 NL  1305 RU 1359 GB 751
5 US  1135 DE 1357 ES 567
6 RU  1005 NL 1321 NL 501
7 FR   926 ES 1170 US 497
8 BR   732 IN 1087 BR 464
9 ES   702 GB 1080 IT 356

10 IT   687 BR 1049 FR 337
… CN   597 FR  722 PL 333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排名

NIC2018 年上半年报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

表 2  各地区 IPv4 地址空间耗尽时间及剩余地址数量 ( 单位 : /8 或 A)

APNIC  2011 年 4 月 19 日  0.29

RIPENCC  2012 年 9 月 14 日  0.49

LACNIC  2014 年 6 月 10 日  0.13

ARIN   2015 年 9 月 24 日  0

AFRINIC  预计 2019 年 4 月 29 日 0.59

地区 预计耗尽日期 剩余 （/8）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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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锁刚

2018 年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络运行情况基本正常，主干

网通信质量保持稳定，在 CERNET 国家网络中心和各节点老师

的共同努力下，主干网网络平均可用率 99.996 %，延时合格率

100%，丢包合格率 100%。2018 年 CERNET 主干网带宽大幅度

提升，网络冗余备份的能力得到改善。

2018 年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流量、国内互联流量、国际

互联流量与 2017 年同期相比都得到大幅度提高，CERNET 主干

网入流量分别提升了 42.43G、27.49G 和 3.77G，出流量提升了

40.43G，国内互联出流量提升 18.33G，国际互联出流量下降了

5.4G，如图 1~3 所示。

由图 4、5 可知 2018 年全年十大地区入流量以清华居首，华

中地区次之，第三是华东南地区；出流量第一是华中地区，第二

是清华，第三是华东北地区。

CERNOC 顺利完成教育网重点应用和保障工作。2018 年重

大网络应用的保障包括高招保障、“两会”信息安全保障、教

育部视频会议保障、ETS 托福考试和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保障等。

2018 年上半年 CERNOC 配合国家网络中心，运营维护 CERNET

主干网，半年来在领导的关怀下，大家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完

成了骨干网、国内和国际互联进一步扩容和运维工作。 （责编：

杨燕婷）

2018 上半年 CERNET 主干网带宽大幅提升

入流量：313.13G             出流量：367.41G

图 1  2018 年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4.03G              出流量：102.59G

图 2  2018 年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入流量：30.26G               出流量：14.52G

图 3  2018 年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图 5  CERNET 主干网 2018 年上半年十大地区中心出流量占比

图 4  CERNET 主干网 2018 年上半年十大地区中心入流量占比

NOC2018 年上半年报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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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半年 CNGI-CERNET2
入出流量呈增长趋势

文 / 郑志延

图 1 为 2018 年 1 月至 6 月 CNGI-CERNET2 各节点边界流量

汇总图。从图中我们能看出 4 月边界带宽扩容后流量整体的增长

趋势，同时也能看到 2 月寒假期间的流量变化。

2018 年 1~6 月，CNGI-CERNET2 边界入流量平均值约为

30080.83Mbps，环比增加了 24.84％。通过入流量对比图 2 也可

以看出，2018 年月均流量数值相比 2017 年同期有明显增加。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 年上半年报

图 1 边界入／出流量总汇

图 3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总汇

图 4  出流量对比

图 2  入流量对比

出 流 量 相 比

2017年亦有所增长。

2018 年 1~6 月，

CNGI-CERNET2 网

络出流量平均值约

为 34876.94Mbps，

相比 2017 年同期增

长了 28.96％。如图

3、4 所示。

2018 年 上 半

年，CNGI-CERNET2

出口入流量峰值为

25.65Gbps，而出流量

峰值约为 19.52Gbps。

从 2018 年上半

年的入流量平均值

分 布 图 5 来 看， 占

据前三位的节点分

别 为 北 京、 北 邮 和

北 大 节 点。 其 中 北

京节点所占比重最

大， 其 入 流 量 平 均

值为 5545.47Mbps，

占 总 入 流 量 的

26.45 ％； 北 邮 节

点 平 均 入 流 量 为

3192.32Mbps，约占到总入流量的 15.26％；北大节点紧随其后，

所占比重约为 11.29％。

而出流量分布情况与入流量分布略有差别，如图 6 所示。占

据前三位的为北京、北邮、北大节点。其中北京节点约占总出流

量的 19.45％，北邮节点约占总出流量的 14.76％，而北大节点占

12.25％。 （责编：杨燕婷）

图 5  2018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

流量分布

图 6  2018 年上半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

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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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走入工业互联网

《基于 IPv6 的智能网络控制器研究》

在嵌入式系统技术应用领域的基础上，与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意在该领域建

立在 IP 技术基础上的新型嵌入式系统公

共网络以及相关的应用开发。海南大学信

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四人小团队在导师张永

辉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项目的相关研究

与开发。本刊采访了该项目的队长陈真佳，

他对项目的进展情况作了介绍。

《中国教育网络》：请简单介绍项目

的进展情况？

陈真佳：《基于 IPv6 的智能网络控制

器研究》旨在研究可以通过网络化的方式

进行数据采集以及控制算法参数配置的嵌

入式网络控制器，主要设计与实现一款兼

有以太网和现场总线并具有多种控制接口

的嵌入式网络控制器。目前项目已经基本

完成控制器节点的硬件与固件开发，今后

的工作重点将主要集中在系统级应用调试、

上层应用配套软件开发和控制网络部署等

方面，以及对前期工作的迭代调试与测试。

智能网络控制器主要由三个部分构

成。在硬件设计上，控制器需要兼有以太

网和现场总线，以满足网络化、多应用场

合的控制需求；控制器需要多种控制接口

输出，模块可扩展，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

的需求。在软件架构上，嵌入式网络控制

器架构分为三层：操作系统层、服务层、

支持层。每一层仅实现一部分功能并为其

直接上层提供接口，实现了程序的高内聚

和低耦合，方便用户对整个系统进行扩展。

在模块化组件结构上，模块化组件通过信

息交互接口同外界进行连接，这一部分的

实现由模块化组件标准提供，用户只需要

按照标准提供模块化组件声明及实现即可

完成模块化组件的设计。

《中国教育网络》：该项目的创新性

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真佳：项目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基于 IPv6 网络设计智能控制器，实现

点对点精准控制。控制器基于 RT-Thread

实时操作系统，对用户封装了底层硬件，

提供了统一的编程接口，方便用户开发与

管理。二是即插即用的模块化设计理念，

采用模块化设计，将控制器分为主控模块

及扩展板模块。主控模块兼有以太网口、

CAN 总线、RS485 总线以及多种控制接

口。扩展模块具有智能识别、即插即用的

功能。三是搭建了嵌入式 Web 服务器进行

在线配置和监测。用户通过访问网页的方

式来对控制器进行配置和监测控制器的状

态。我们团队还自主研发了 PLC 解释器，

结合 ISaGRAF 可实现图形化编程，也可使

用 RTOS 通过以太网口对控制器进行 C 语

言编程，方便用户进行程序配置和下载。

《中国教育网络》：目前该项目在学

校的实施效果怎么样？

 陈真佳：为了测试主控模块和扩展模

块的性能，我们进行了两组功能演示实验。

通过主控模块和数据采集模块的组合，在

校园内设置 8 个水质采样点，实现了水质

数据的远程采集与传输；通过主控模块和

运动控制模块的组合，搭载无人船平台，

实现了无人船的姿态控制与自主巡航控制。

项目充分利用了 IPv6 网络的优势，促

进了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智能网络控制器

连接设备，对设备进行精准控制。多个控制

器形成网络，共同工作完成需求。为用户提

供二次开发接口，实现了用户个性化需求。

《中国教育网络》：项目团队成员是

怎样分工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碰到

过一些困难，都有哪些收获？

陈真佳：参与本项目的团队成员有 4

名，主要分工为硬件设计与实现、嵌入式

操作系统的移植与调试、固件驱动开发、

上层应用软件的模块化设计。除此之外，

团队成员均会参与项目后期的系统联调。

我们遇到的困难主要在于网络控制器与

IPv6 的应用结合。从控制网络哪一技术层

面进行融合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内容。我们

的目的是在最大程度减小对现有业务造成

影响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行业

的持续发展。

《中国教育网络》：你认为项目的应

用前景在哪里？

陈真佳：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与应

用，高密度的传感技术和数据分析节点逐渐

会普及于工业生产线。下一代互联网与工业

控制的结合，将会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而传

统行业将面临着冲击与机遇，为了促进传统

工业的发展与变革，我们的项目主要研究

下一代互联网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应用结合，

实现工业控制的智能化。不仅在工业控制

领域，我认为，项目在传感器网络、智能

家居、智能楼宇等方面的拓展性较强，具

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责编：杨燕婷）

IPv6 创新
专栏

实地测试

IPv6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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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让停车定位更精准IPv6 创新
专栏

文 / 夏思彬  邹骞   孔皓  林绍福 

系统设计背景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教师群体的

私家车拥有量迅速增长，同时高校与社会

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车

辆进入校园。北京工业大学由于市属高校

的性质，学校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北京本

地学生，大多数学生都有自己的车辆，并

且学生家长也会时常到学校看望学生，从

而造成校园内部静态车辆众多，而校园停

车设施规划滞后，停车泊位紧缺，缺乏规

范管理，车辆随意停放，造成了校园交通

问题。高校作为区域停车场的一个集合，

在停车方面存在与公用停车场有着很多共

同的特性，一般都是上班时间学校车辆较

多，下班后车辆较少，停车高峰期与教学

时间存在交叉，给校园交通的处理带来较

大压力。校园停车场景如图 1 所示。

通过目前的现状可以分析出，校园内

停车问题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缺乏整

体规划，如有些停车场规划时没有从整体

进行考虑，且缺乏配套的管理措施，在停

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这部分停车场的使

用率较低；其二，违规停车现象严重，车

辆没有按照规定停放，存在 1 辆车占用多

个泊位现象，浪费停车资源；其三，缺乏

规范与智能化管理，学校内停车场是免费

开放的，缺少专人管理，停车秩序混乱，

校外的车辆也很容易进出，造成校内停车

位不足。

近年来，在各停车场内，RTLS(Real 

Time Locating Systems) 技术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以解决停车场的车辆管控问题。

RTLS 是一种特殊的局部

定位系统，通过若干个

的信号接入点对区域内

待识别标签进行数据交

换并计算出标签位置。

RTLS 实 时 定 位 技 术 是

指 在 一 个 指 定 的 空 间

内，通过采集目标物体

的相关信息，按照约定

的协议与后台或服务器

进行信息交换或通信，

并采用 AOA(Angle-of-

Arrival)、TOA(Time-of-Arrival) 等测距算

法实现对目标物体的智能化识别、定位、

跟踪和管理的一种无线实时定位技术。目

前，RTLS 主要应用于物流服务、仓储服

务和其他服务，如仓库、厂房、港口、学

校和医疗场所。UWB 技术是一个介于雷

达和通信之间的应用，能够精确地理定位。

例如，使用 UWB 技术的能够提供三维地

理定位信息的设备。

UWB 技术是一种使用 1GHz 以上带

宽且无需载波的先进无线通信技术。每个

标签以 UWB 脉冲重复发送数据帧，标签

发送的 UWB 脉冲串被接收器接收，每个

接收器利用高感度的短脉冲侦测器测量每

个标签的数据帧到达接收器天线的时间，

HUB 处理单元利用参考标签发送过来的

校准数据，确定标签到达不同接收器之间

的时间差，并利用三角定位技术及优化算

法来计算标签位置。UWB 定位系统由定

位应用软件、基站和标签三部分组成，能

够实现高精度的定位，且定位稳定性好。

系统可通过直观图形界面实现标签可视化

管理及实时的位置跟踪，定位应用软件主

要是根据定位基站获取到的数据，计算出

标签的位置，提供系统使用。如图 2 所示。

本文提出的系统在停车定位方面主

要依赖于 UWB 6.4G 技术。当有标签的车

辆进入停车位时，定位设备会根据车辆停

放位置产生完整数据，方便车辆定位管

理。当没有标签的车辆进入车位时，定位

设备中的雷达会判断车辆停放的车位产生

不完整数据，这时需要依托车牌识别技术

完善车辆信息，补充完整收费数据。利用

UWB 和车牌识别两种新技术，将使得系

统的定位更加精准、收费管理更加方便。

系统网络通信是基于 IPv6 网络技术，以

缓解校园内 IPv4 地址不足的问题，而且

系统采取校园无线 Wi-Fi 进行数据传输，

能够与当前校园网络良好融合，无需重新

组网就能投入使用。

需求分析

校园停车场与社会停车场的用户受众面

不用，一般的停车场主要是面向社会用户提

供停车、车位租赁、快速收费等服务，向社

图 1  校园停车场景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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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广停车场。而校园的停车区域及管理主

要服务对象是学校教师和外访参会人员。

北京工业大学现有的停车系统是基于

车牌识别的匝道车辆管理系统，该停车管

理系统就目前智慧校园发展进程来看，还

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不能实

时管理校园停车场及查看整体规划情况，

不能实时监测校园停车定位情况，尚未实

现手机自动扣费、停车导航、反向寻车等

智能化停车方式。经过多次深入调研，分

析出以下主要问题：1. 缺乏整体规划；2. 停

车区域缺少透明化；3. 缺乏规范管理；4. 停

车数据管理难度较大。

本系统是在当前智慧校园应用与智能

停车应用的背景下开发设计的。主要对传

统校园停车功能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停

车场实时监控与管理、停车数据库统计。

本系统的用户角色设定主要是针对学校后

勤部门的管理者。对于学校来讲，管理者

希望将停车场、停车位对象实例化，当学

校有重要活动时，能够实时开放或者关闭

停车区域，并及时通知到需要停车的用户。

其次，学校目前的停车系统在数据统计方

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常常需要手动统计。

另外，校外人员到校参会时需要打印纸质

车证，在后续业务处理上很不便捷。因此，

本系统特别针对管理者的用户需求，将停

车场可视化，主要实现管理者对停车场进

行相关设置和统计数据等主要功能。

为了使系统更加便捷地服务到所有用

户，也为了校园业务流程的整体完备性。

本系统也针对 UWB 设备用户的需求进行详

细分析，主要分为三类需求：一是停车位

导航；由于停车区域未能实现公开给用户，

用户并不能在停车前发现合适的停车位，

于是就不能确定良好的、精确的导航路线；

二是反向寻车；反向诱导系统也算是所有

停车用户的特定需求，当用户在不熟悉的

区域停车时，找到自己的车辆也是很麻烦

的事情，需要反向导航来找到自己的车辆；

三是收费自动化；不管是对于设备用户还

是管理者，校园的停车位不完全是免费的，

也存在收费缴费的问题，随着移动支付的

快速推广，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费用已经成

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也方便管理者在

各方面的管理。本系统的第三类用户是校

园保卫处的收费管理者，一是收费自动化，

最大限度减少现金管理问题；二是查看停

车场实时的停放状况（停车区域可视化），

避免车辆乱放乱停，并可及时处理违规现

象，达到实时监控、监管停车场的效果。

设计与实现

系统架构设计

本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客户端、

服务器端与硬件设备，通信为设备与服务

器进行通讯，服务器端提供 Web Service

接口，设备按接口提供车位和车辆的实时

信息，通信方式支持 IPv4；服务器端与客

户端以 IPv6 的方式进行数据通信；设备

产生车辆位置数据，服务器端存储数据，

并提供给客户端，客户端对数据进行界面

显示与用户交互，如图 3 所示。硬件设备

为 UWB，包括天线和标签；客户端为安

卓手机客户端。

系统功能设计

基于 UWB 的停车定位管理系统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功能：

1. 个人信息管理：凭手机号快速注册

及登录，用于识别用户类型和对应的权限，

登录成功后，不同用户享受其对应的功能。

用户可进行设置或修改头像、更改昵称等

基本功能，也可在该模块添加自己的车辆

信息和设备信息，实现用户与设备之间的

绑定，并可以查看历史停车纪录，教师用

图 2   设备标签 \ 基站示意

图 4   功能设计示意

IPv6建设与应用

图 3  系统架构

界面展现

业务逻辑

数据模型

通过 IPv6

协议进行交互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器端

设备标签

客户端

设备采集器

通过 IPv6 通信协议传
输数据到服务器

标签移动产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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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要管理人员进行身份验证。

2. 地图功能：该模块向所有用户开放，

用户进入本系统可直接查看校园以及停车

场地图，但只有拥有权限的用户才能查看

具体停车情况。

3. 车位导航：用户登录成功后，在地

图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停车位，可进行在线

导航，方便用户到达准确停车位。

4. 反向寻车：用户通过反向寻车功能

可迅速找到自己的车辆，方便停车用户快

速准确地找到原停车位置，大大节省了取

车时间。

5. 自动收费：本系统提供多种自助缴

费方式，包括支付宝、微信、网银等。

6. 数据统计：通过整合后台数据，可

进行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方便管理人员

针对停车场当前情况提出意见和决策。

7. 停车场设置：管理者可根据监测停

车场实时情况对停车场进行相关设置，也

能够实时开放或者关闭停车区域，并及时

通知到需要停车的用户。

可以将功能主要根据三类用户分为：

管理收费模块、设备用户模块和高级管理

模块等三部分，停车定位系统功能详细模

块如图 4 所示。

业务流程设计

对于车主用户，车辆需要进入校园时，

通过车牌识别记录该车辆生成停车订单。

车辆进入校园后，系统向用户手机推送附

近停车场的信息（系统推送停车场的信息，

不具体推荐停放车位，这样保证用户能有

车位进行停车），停车场根据与用户距离

的远近进行排序供用户选择进行导航路线

规划（若该车辆没有绑定定位标签，系统

在该推送后 3 分钟向手机推送提醒用户分

享车辆停放位置的信息）。当用户将车辆

停放在基站覆盖范围后，基站系统自动判

断停放车位并上传数据，实现车位的自动

占用和释放。车辆停放完成后，用户可以

在手机上查看车辆停放的位置和订单详细

信息，离开时，可使用反向寻车快速找到

车辆，离开停车位后，基站系统自动将车

位释放，用户可导航至校门收费处，通过

图 5   业务流程设计示意

图 6   实际停车区域、信息采集系统和终端界面示意

车牌识别的手段，结束车辆订单完成缴费

等操作。业务流程如图 5 所示。

对于一般管理者，主要是在校门处管理

车辆进出和校园内巡逻的管理人员，当车辆

进出校门时，是通过车辆识别的手段实现车

辆信息的记录，当管理人员在校园内发现违

规停车时，可通过终端使用车牌识别快速找

到车辆的停车记录，进行违规信息登记，并

可以选择是否发送短信给用户（如不发短

信，手机也会推送信息提醒用户）。而高

级管理者则负责外访参会人员信息的录入、

停车场信息管理和数据查看统计等。

在整个设计与实现中，UWB 主要作

为基站覆盖范围内的定位实现，车牌识别

是车辆进出控制的手段，存在违规停放车

辆时，也适用车牌识别的方式识别车牌号

进行记录，两者相互补充。对于车位中无

标签车辆或自行车乱停放的情况时，该方

案的技术目前实现不了自动判别，在标签

管理方案完善的情况下，实现校园内车辆

全部携带标签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无标签

车辆或自行车占用车位的情况，系统中提

供了车位信息举报的功能，当用户发现本

空闲却被占用的车位时，可举报给一般管

理者，由校园巡逻人员进行管控，对于自

行车占用车位的情况，则由巡逻人员及时

清理，尽量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区域地图模块设计

通过对学校停车区域规划和分类，根据

车位集中情况，共划分为 24 个小停车区域，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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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933 个车位，加上暂未纳入系统的 217

个地下车库车位，学校为教师及其他人员

规划共计 1150 个车位。实际停车区域、信

息采集系统和终端界面示意如图 6 所示。

标签发放与管理

UWB 定位标签在使用时需要贴放于

车辆前窗（同 ETC 一致），无论是教师用

户还是外访参会人员，在使用标签时，标

签必须与车辆一一对应。参会人员进出校

门时系统会提醒管理者进行标签的发放与

回收，而固定用户则不用考虑标签的回收。

在方案实施应用中，需要学校配合

（项目建设运维的合作公司配合）对进入

校园的车辆进行标签发放管理。由于工作

时间内学校停放的车辆主要是教师用户

和少量来访预约参会人员，这部分车辆

和用户都基本上是固定和可控的，教师

用户的车辆等信息在学校都有统一备案，

学校与合作公司配合向该部分用户发放

标签；对于来访预约参会人员进入学校，

可要求需要提前登记，在进入学校时也

可发放临时标签。对于标签发放与管理，

能够保证在校车辆基本携带标签，对于

管理者更在乎关注的是对固定用户和工

作时间内对校园车辆的高效管理。

停车定位系统以智能化设备和完善

的管理软件来简化人的劳动，具有操作简

单、使用方便、功能先进等特点。用户可

以在最短的时间进入或离开停车场，尽量

减少人工的参与，从而提高停车场的管理

水平，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

效益。此外，还能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安

全性、可靠性和停车场运行自动化程度，

实现更快捷、移动化的车辆停车管理方式。

本文在分析校园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为管

理者设计开发了停车定位管理系统，对校

园内部的停车区域进行了可视化实时动态

显示。本文设计的系统是 RTLS 定位系统

在校园中的应用，也是对 UWB 定位技术

一种崭新的尝试，在未来，UWB 定位技

术将会广泛的应用在停车领域，特别是路

侧停车场景。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教育网络》：该项目的初衷是

什么，目前的应用情况如何？

邹骞：项目开始的着眼点是为了解决

校园停车管理问题。学校各职能楼宇的位

置错综复杂，用户对停车位置需求的目的

性较强，在车位引导方面相比社会停车场

具有更强烈的需求，并且存在停车区域分

布不合理、违规停车现象严重和校园管理

者管理效率低等问题。校园的停车区域及

管理主要服务对象是学校教师和外访参会

人员，存在着固定长期的用户（学生和教

师）。项目的目标就是为进入校园中的车

辆提供车辆定位管理解决方案，实现更快

捷、更方便、更移动化的引导式车辆停放

方式，同时实现高效的停车管理和信息共

享方式，提高校园对于车辆停放管理的效

率。项目前期在学校小区域范围进行了测

试运行，目前尚未进行大面积推广。

《中国教育网络》：基于 IPv6 的停

车定位管理这一 APP 实现中的主要关键

问题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

邹骞：项目中主要关键问题与解决办法：

1. 车辆精准定位与终端的交互

如何在学校内对车辆进行精准定位是

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需要定位到车辆具

体在什么位置，停放在什么车位。在目前

的校园基础设施中，停车区域以及车位都

没有合理的规划，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严

重，无法直接地对车辆进行位置追踪。

在方案中，我们采用 UWB 定位设备

进行位置定位，并结合保卫处对学校停车

区域的整体规划，对各个细分区域的停车

场进行和合理的设计，构建校园停车区域

车位地图，通过实际测量数据的采集，构

建了学校的地图模型，在 APP 使用该地

图对车辆位置进行可视化。项目主要设备

是 UWB 基站和移动标签，通过 UWB 基

站与标签的交互进行高精度定位。当用户

进入校园区域，应用软件与车辆进行交互、

提供引导，车辆的停放信息再通过基站产

生相应信号和数据传输给系统处理，用户

使用完停车服务时，系统将会提供寻车、

出校导航，满足用户停车流程的需求。

2. 推送服务设计

用户车辆进入校内经车牌识别后会收

到系统的引导式的推送服务信息，并且通

过车位导航引导车辆驶入相应车位，通过

UWB 技术对车位信息进行记录和管理，

系统对车位状态进行管理，并向用户提供

功能服务。

3. 停车整体解决方案与标签配发管理

系统不仅仅包含了对车辆的定位，还

有相应的停车服务以及信息推送服务，对

用户也提供了数据可视化管理。另外，在

本系统设计中，存在的关键点就是如何对

车辆携带的标签进行统一管理，使得系统

能够更好的推广。我们考虑标签的发放与

管理需要由学校方和合作公司形成协作配

合实现。可以为统一备案的学校教职工与

学生等固定人员发放 UWB 标签，其他来

校参会等人员发放临时标签。

《中国教育网络》：你们团队是如何

分工协作的？

邹骞：项目指导教师为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学部软件学院林绍福教授，专业领域

为智慧城市，林教授在数字城市、智慧城

市相关课题研究、工程项目、政策、规划

和标准方面有扎实基础和成果，其他团队

成员均来自北工大信息学部软件学院，部

分成员目前已经毕业。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项目的未来，

你们有什么规划？

邹骞：在功能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需要与校方多次沟通需求，解决学校在车

辆管理上的痛点。在科研上边，进一步开

展基于超宽带 UWB 技术的精准定位产品

集成与示范应用等研究，主要包括：面向

精准停车应用基于 UWB 技术精准定位产

品集成与应用、UWB 产品应用模式研究

与试点应用。

让停车管理服务更便捷

IPv6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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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从业务部门分散

建设与运维向学校集中运维过渡，部分高

校信息化建设技术支撑部门逐步建立了服

务于学校整体信息化建设和二级部门信息

化需求的应用托管服务，以虚拟化和私有

云技术支撑的应用托管服务成为集中托管

服务的主要实现方式。

本文结合东北大学应用托管服务的实

际经验，从技术和管理角度介绍如何建设

虚拟化托管环境的应用安全管控体系。

应用安全管控体系建设是高校虚拟化

托管服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可以

划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整体规划和实施

阶段，另一个是运行维护和优化阶段。

整体规划和实施

在管理方面，有如下需要明确的内容：

信息系统的主管部门应是信息系统

的校内责任部门，对系统的安全负主要责

任和管理责任；管理部门是学校信息化建

设的整体管理和协调部门，对系统的安全

负领导责任，并积极协调主管部门和技术

部门做好网络安全工作；技术部门是信息

系统的运行维护部门，应根据主管部门的

需求，做好信息系统的安全运维和技术防

护。若信息系统是面向师生或主管部门以

外的部门提供服务的，师生个人和使用部

门应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对系统操

作、提供的数据和信息负直接责任，同时

应该严格按照信息系统的操作和管理规范

使用。

当学校软硬件环境具有一定的网络安

全防护能力的同时，重点应该放在管理制

度和运行流程上 , 明确主管部门、管理部

门、技术部门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担当，

划清服务运维和应用安全的责任边界，

并通过准入、防护、监测、审计等技术

措施保障运行维护的可管理和可持续性。

1. 根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和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的情况，规划和

建设满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不同等级保

护级别的信息系统防护要求的虚拟化资源

池。首先要满足系统间网络隔离和流量可

审计、可管理的要求，然后根据软硬件投

入情况，面向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级保

护三级系统、等级保护二级系统、等级保

护一级系统分别建立独立的虚拟化资源

池，或者整体按照较高的网络安全防护要

求进行虚拟化资源池的建设，在满足网络

安全防护要求的基础上实现较高的软硬件

资源利用率。

两阶段建设应用安全管控体系
东北大学

2. 技术部门应组建专职的应用安全

团队，负责应用安全管控体系的规划、建

设和实施，以及安全漏洞和事件的处置和

应急响应等工作；集中托管环境的软硬件

应提供服务准入、安全防护和服务监测、

流量审计等技术能力，并提供信息资产发

现、记录和变更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

支持；在有第三方运维介入的需求下，也

应该具备专业的运维审计能力。

3. 虚拟化托管服务采取准入模式，拟

纳入集中运维的信息服务应满足以下管理

和技术要求：

（1）符合学校现行的智慧校园建设

规划要求。

（2）招标采购、合同签署、项目执

行等阶段满足学校信息化建设统筹管理对

数据共享和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

（3）主管部门发起申请，提供等级

保护级别、软硬件需求、网络需求（细化

到端口、带宽）等信息；技术部门对需求

合理性提出评价建议，确认现有环境是否

东北大学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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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需求以及提供不满足需求时的解决建

议；管理部门从学校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

和管理角度进行审批和协调。

（4）在确定纳入集中运维后，主管

部门和技术部门签订校内运维服务协议，

明确双方的承担职责，并由管理部门备案。

（5）信息服务上线前，须在提供专

业安全厂商渗透测试报告的基础上由技术

部门的应用安全团队确认服务安全水平满

足上线要求；信息服务对外服务端口为白

名单形式，并要支持可监测和可审计。

运行维护和优化

高校虚拟化托管服务的运维和优化是

长期性、事务性的，应用安全管控也是其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实现日常工作流

程衔接顺畅、运维工作量统计与服务故障

及时发现与排查是运维阶段应用安全工作

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高校信息服务的主管部门和技术部门

之间的合作模式，是影响虚拟化应用托管

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的主要因素之一，通

常有三类合作模式：

1. 技术部门负责整体托管运行环境，

图 1  应用安全分域管控的拓扑示意

根据主管部门要求创建和维护虚拟机；主

管部门通过技术部门提供的可控的、可审

计的途径（如通过堡垒主机）更新信息服

务相关的代码和数据，如大连理工模式。

2. 技术部门负责整体托管运行环境，

根据主管部门需求创建虚拟机；主管部门

通过技术部门提供的可控的、可审计的途

径（如通过堡垒主机）维护虚拟机和更新

信息服务相关的代码和数据，如东北大学

模式。

3. 技术部门负责整体托管运行环境，

根据主管部门需求设置具有创建和维护虚

拟机权限的二级管理员账户；或者主管部

门自行创建和维护虚拟机。

目前，方式 2 比较常见，在这种模

式下，技术部门承担的日常维护工作量适

中，应用安全责任也可以明确在虚拟机边

界上，整体托管运行环境的安全防护措施

提供辅助支撑，更多的安全防护措施要在

虚拟机层面上由系统的主管部门及相关运

维人员承担。

应用安全管控体系在日常运维阶段应

该至少包含以下几项工作：

1. 技术部门应建立托管服务在线管理

系统，实现应用托管服务的申请、审批、

配置更新等工作的在线化，一方面便于提

升运维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可实现重要

事务节点的归档和可追溯。

2. 技术部门应定期进行流量审计评

价，并参照主管部门实际申请服务情况进

行核实，及时发现未报批的信息服务或网

络服务，降低不可控安全风险。

3. 技术部门应有一定的渗透测试能

力，可以通过培养自有安全团队或采购第

三方安全服务获得，在重大安全保障期间，

主管部门申请对单个托管的信息系统进行

渗透测试，以便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4. 技术部门应建立服务故障监测系统，

对集中托管的信息服务进行实时可用性监

测，有条件的可以提供页面篡改告警监测，

及时发现重要信息服务的不可用或网页篡

改事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恢复。

高校虚拟化托管环境的应用安全管控

体系建设作为学校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一

部分，是保障高校智慧校园建设和运维的

重要工作。随着私有云、混合云等新技术

应用到高校集中托管运维中，托管环境的

应用安全管控体系构建还要适时完善和提

升。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东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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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8 年 7 月 26 日，第十一

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创新实践能力赛总

决赛闭幕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通过线上初

赛及八个分区半决赛选拔出的 24 支高校

战队经过了两天的激烈对决，最终来自

山东科技大学的 TimeKeeper 战队获得了

总决赛的冠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

学院 BOI 战队获得亚军，南京邮电大学

X1cT34m 战队获得季军。

本届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

金会网络安全专项基金主办，清华大学网

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承办，相关领导

出席了闭幕式。

本次比赛采用开放命题形式的创新实

践能力攻防赛制，所有的战队都已在赛前

自主开发应用，预设挑战构建靶标环境。

在持续一天半的比赛时间里各参赛队伍同

时进行安全应用攻击破解和安全应用漏洞

修补的操作，最终各战队还针对自己的创

新设计思路进行分享展示，并接受评委及

其他战队的提问。

比赛首日，来自南开大学的 Qs 战队率

先拿下全场第一个 0day。但最终经过一天

半的角逐，根据综合成绩排名，来自山东科

技大学的 TimeKeeper 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

的冠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的 BOI 战队获得亚军，来自南京邮电大学的

X1cT34m 战队获得季军。山东科技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兰州大学荣获创新单项奖。

在交流环节结束后，创新实践能力赛

总决赛闭幕式举行，出席闭幕式的有中央

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处长唐鑫，教育部

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

书长封化民，以及本届大赛创新实践能力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创新赛总决赛决出三甲

赛承办高校领导代表、技术委员会成员、

支持企业代表等。唐鑫发言祝贺本次大赛

圆满成功，各企业代表也带来了精彩的议

题分享。

信息安全竞赛是目前国内选拔网络安

全人才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大赛旨在考

查高校大学生的信息安全技术水平和创新

能力，促进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课程体

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大赛吸引了

国内一线网络安全企业的关注，由国卫信

安提供技术支持，赛宁网安提供竞赛平台

支持，部分安全企业提供赞助支持，共同

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助力。 （责编：杨

燕婷）

山东科技大学 TimeKeeper 战队夺得冠军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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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教融合资源集散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文 / 李京  徐兵

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国家首批实施“985 工程”“211

工程”，也是唯一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

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形成了教学与

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鲜明特

色，具有科教融合的显著优势，但同样面

临以下问题：

1. 教学资源的建设由学校教务处、研

究生院以及各个学院等教育部门和网络信

息中心、图书馆等支撑部门参与建设，教

学资源和获取通道都相对独立，缺少统一

管理和利用平台，不利于师生教学活动的

开展；

2. 科研资源的积累和科研过程的记录

分散在学校的各个科研课题组中，全校范

围内的共享不足；

3.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对科教融合提出

了更高的需求。教育与科研互助增长的良

性环境需要利用信息技术，通过科教融合

信息化平台记录科研过程、保存学术成果，

获取信息资源，优化教学内容。

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面对上述问题，学校启动了“科教融

合的教育科研资源中心与学习平台”项目，

通过科研与教育资源中心、知识体系推荐

引擎、应用及资源开放接口这三大应用模

块的建设，构建易用、开放、可持续发展

的科教资源积累与应用平台，积极探索信

息化条件下的科教结合机制，实现教学资

源和科研资源的建设与积累，促进教学科

研融合，提供终身学习的环境和资源，促

进人才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

搭建科教融合的资源中心

科研与教育资源中心解决了科研和教

学资源建设、汇聚、积累、管理等一系列

问题，将教学部门的教学资源、科研团队

的科研数据和过程记录以及师生在此平台

上的科研、学习等过程活动记录下来，形

成科教融合的资源。中心实现了从数据存

储、素材收集、课件制作、在线学习、课

程点播、互动交流、评价评估、资源共享、

科教融合等一系列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

资源集散地。

1. 通过课程、素材、群组、分享以及

自定义标签等功能的实现，支持师生互动

的科研和学习环境，实现了用户之间的互

动和交流，促进资源的共享和利用，实现

科研与教学的融合。

2. 支持了知识体系的定义和自我完

善，实现了对学习内容以及学习行为的记

录和聚类，实现了资源的个性化推荐。

3. 对课程资源进行分级管理，支持多

层次、多种类的资源建设与积累。

4. 提供简单、易用的课件制作工具，

可将素材制作为课件和网络教程，降低

课程制作的门槛，将课件制作变成一个

高 效、 有 趣 的 过 程， 提 高 满 足 感 和 成

就感。

5. 实现与学校统一通讯平台、桌面会

议系统、网上课堂等基础平台的衔接，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编者按：

上期专题展示了教育部科技司收集发布的《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集（2017）》中华南师范大学、重庆大学、

黑龙江大学三所高校的案例，本期我们将展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四所

高校在科研信息化、教学信息化及相关资源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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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用户、应用、资源等层面的系统集成。

6. 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的集成，实现了

学校所有师生员工及校友，以及中科院教

育云的用户均可访问。

7. 通过支持用户对科研和学习过程的

信息化积累，汇聚中国科大本科生、研究

生教育科研资源以及网络公开课资源。

8. 系统采用云计算与云存储系统，实

现科研与教育资源中心的智能扩展以及资

源的海量存储。云存储系统为个人和教学

科研群组，提供足够的存储空间服务，可

将日常教学科研的数据和资料进行统一存

储与分享，帮助个人或团队进行资源的收

集、建设和积累，实现公开、私密、群组

等多种形式的共享和分享，让所有参与者

既是资源的使用者，也是资源的建设和共

享者。支持教学资源与科研资源的相互贯

通转化，实现教学科研资源的积累。

应用智能化的推荐引擎与知识体系管理

系统

推荐引擎与知识体系管理系统更好地

让学习者准确地获取所需的资源，并对学

习过程进行管理和指导。

（1）推荐引擎，通过对用户访问行

为及用户所学习或关注的知识进行记录和

分析，基于用户或资源的协同过滤、分类、

聚类等学习算法，进行资源索引和知识关

联推荐，为用户提供相关内容资源的推荐

服务，用于对教学科研过程的指导，完善

教、学过程的信息化支持。

（2）知识体系管理系统，建设和完

善知识体系。通过梳理专业领域的知识结

构，建立相应的知识体系，并不断完善各

类知识的结构，通过学科分类和标签系统，

将资源与知识体系匹配，经过推荐引擎，

融入教学与学习过程，实现自我学习和自

我完善。由于不同的学科和知识领域，所

涉猎到的知识广泛、交叉，相对比较复杂，

构建和完善知识体系，需要依靠各个学科

的老师和学生长期的积累和修正，这是一

个长期的建设和完善过程。

统一规范用户与资源开放接口

遵循统一信息标准规范，开发开放用

专家点评

中国科技大学通过“科教融合的教

育科研资源中心与学习平台”构建了科

教融合的资源中心和师生网络空间，建

设了丰富的科研资源，提供了自主学习

的环境，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做出了有

益的尝试，为研究型大学实现教学与科

研的融合做出了积极探索。通过梳理专

业领域的知识结构，建立了学科 4 级知

识体系，构建了知识体系管理系统与推

荐引擎。基于学科分类和标签系统，采

用协同过滤、分类、聚类等学习算法，

进行资源索引和知识关联推荐，为用户

提供相关资源的推荐服务。用户覆盖本

校师生、校友以及中科院教育云所有用

户，实现了与其他系统间的资源交换，

促进了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该项目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和安徽

省教育厅资源，实现共建共享，构建了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教资源平台，推

进了学校科研、教学等各种资源的建设

与积累；在技术平台的研发过程中，与

研究生院和教务处紧密合作，建设科教

资源，形成了师生协同工作的教学与研

究融合机制。未来需进一步聚焦本项目

的核心研发内容，支持研究型大学高

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加强教学

信息化评估评价机制、信息化教学师

生激励机制、科教资源共享利用机制

等软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资源的分

享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户、应用与教学科研资源的接入和交换接

口，实现不同相关系统的用户互认和资源

索引、交换，最大限度地解决系统内与系

统之间资源的共享问题。

（1）接入学校的统一身份认证，并

和中科院教育云的统一认证互认。

（2）系统之间的资源共享，定义了

符合共享课件资源 SCORM V3 标准的内容

包装 XML 和接口，部分经过授权可以用

于共享和交换的资源可以自动生成 XML

数据包，通过数据接口进行系统间的资源

交换。

成效与经验

科研与教育资源中心遵循“科教融合、

过程支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资

源建设与开放共享的理念，从国内外范围

内收集科研和教学资源，实现海量教学资

源的管理和积累。目前，科研与教育资源

中心收集学校制作、公开课程的总数达到

2500 门以上，12000 多节，10000 小时以

上点播视频。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的集成，

实现学校所有师生员工、校友，以及中科

院教育云的用户实名制访问，每位用户拥

有各自的网络学习空间。通过群组和互动

空间的建立，将团队教学、小组学习与科

研团队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个人、科研团

队、学习群组等不同形式的终身学习，将

科研的过程与学习的过程有机统一，实现

科研资源和教学资源的转换，使得科研与

教学相互融合。不断完善的资源管理和基

于知识体系结构的资源分类和标记，支持

个性化的推荐系统。

系统采用的技术路线和关键技术科学

与合理、性价比高。基于 OpenStack 开源

平台搭建的校园计算云，基于 OpenStack 

Swift 开源软件搭建存储云，投入小、安

全稳定、扩展性好。系统架构设计合理、

拓展性强，可实现分布式部署，资源集中

交换，适合按区域（地区、省）、学校联

盟、行业学校进行部署推广和管理运营，

使得各参与单位的自主性和可管理性大大

陈玉琨
华东师范大学首批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
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长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加强，同时能通过资源目录，资源接口保

证资源、用户可以相互共享、组合、使得

资源得以流通，促使系统的功能和效益最

大化。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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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个性化网络学习空间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

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的现代综合性大

学。学校不断追求学术创新，以国际视野

开放办学，现已形成了“综合性、创新性、

开放性”的特色。学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以“德

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为人才培

养目标；学校一贯重视人才培养，以“德

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为培养目

标。学校希望通过推进教学信息带动学校

教学改革，破解跨地区办学难题。

明确建设目标，重视顶层设计，
强化总体规划

中山大学始终坚持认为：教学信息化

建设必须以教师和学生为本，必须紧紧围

绕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以促进教师教学

发展和学生学习发展。为了更好地推进学

校信息化建设，学校成立了信息化办公室，

统筹规划学校的信息化建设，组织教务处、

财务处、人事处、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

宣传部、总务处、设备处等单位统一规划，

三年投入 1894 万元建设时时能学、处处

能学的网络虚拟空间环境以及各种在线学

习资源，与此同时也在政策、方法、项目

上引导师生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教与学，

形成一个教学信息化的文化氛围。

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予以破解    
教学难点

针对学校在跨地区多校区办学中存在

的教学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试点项目建设

中，着力完成了通过跨校区教学平台的建

设，跨校区视频互动课室的建设，网络直

播点播课堂的建设，在线教学资源的建设

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构建网络虚拟学习空

间以及在线课程建设，促进优质教学资源

共享；打通建设本科与研究生课程编码体

系，向高年级本科生开放研究生课程；结

合校区建设，探索基于慕课的反转课堂教

学模式改革；探索跨校区同步授课，使得

每位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师资资源和教学

投入。

打造个性化学习空间平台促进学习发展

以个性化学习空间与慕课课程资源平

台为核心，将虚拟学习空间和课堂实时教

学、学习资源平台、教学管理平台有机融

合为一体。学习空间是学生个性化学习的

门户，可以展示个人的学习历程；展示个

人的专业拓展知识和兴趣爱好；显示个人

的成绩与课程。

持续投入数字教学资源专项建设促进教

师发展

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教学资源

的建设和应用至关重要，根据教学需要，

有针对性地建设好特色优质教学资源已成

为中山大学教学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

1. 慕课课程建设

在“本科课程建设体系”中建立慕

课 课 程 专 门 章 节， 每 年 以 立 项 建 设 形

式 给 予 每 个 课 程 建 设 项 目 专 项 经 费 资

助，鼓励院（系）和教师的课程培育，

并 将 课 程 建 设 纳 入 院 系 整 体 工 作 绩 效

评 价 考 量 范 畴， 以 慕 课 课 程 培 育、 建

设 和 使 用、 推 广 为 抓 手， 提 升 教 学 的

质量和效益。

2. 优质讲座资源

中山大学逸仙网络大讲堂是集校内外

中山大学

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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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专家学者讲座的视频点播、实时直播

平台，它集中展示了中山大学优秀的科技

和人文教育资源，是中山大学通识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

3. 课堂教学资源

学校采用综合教师视频和屏幕的课

件的远程录制和集中管理、课堂内容的

实时直播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方案，以

集控式录制为核心，将课堂实时信号推

送到学生终端，录制的资源自动上传到

云资源平台，以更具完整的一体化形式

展现给师生。目前学校已经建设 70 间云

录播课室。

4. 临床技能资源

中山大学医学本科教育在“三基三

严三早”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十分重视

学生临床技能的培养，学校制作了配套

的高质量的医学视听教材，高仿真智能

模拟人操作系列培训视听教材，专家临

床示范教学视频等各类医学视频资源近

1.5T。这些资源能够使学生较快地掌握临

床诊疗实践规律，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教

学效果。学校医学生连续四届全国高等

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总决赛勇

夺特等奖。

以应用为导向，旨在促进教学模式变革

中山大学一贯重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

学的融合，鼓励教师开展基于信息技术的

教学模式变革。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的慕课课程于

2015 年 3 月于中大“逸仙梦课”上线，

并在 2014 级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地理科

学学生中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在其他年

级其他专业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开展实

践。当年，共有 473 人选修了该课程。

《比较古典学》是由博雅学院院长

甘阳教授首次开设并亲自讲授的课程，

开始时，甘阳教授是比较抗拒教学信息

化的，但是随着学校信息化的不断深入

推进，甘阳教授开始利用网络学习平台

开始组织学生讨论交流，通过集思广益

拓宽学生对问题的看法，形成学术讨论

氛围，以缜密的文字交流相互激发，深

入思考，培养学生规范的学术书面批评

能力。

重视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提升，
引入学生学习行动计划

在信息时代，学生在信息化学习需

求往往走在教师的前面，成为教师信息

化教学的需求引导者。同时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新的

视野，新的工具，新的方法。为鼓励学

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学校重点实施

了“中山大学信息技术改变教与学行动

计划之学生学习发展行动计划”（简称“学

生发展行动计划”）。“学生发展行动

计划”于 2012 年 11 月启动，经学生申请，

学校组织有关专家评审，20 个项目获得

专家点评

中山大学通过搭建个性化学习空间平台及教育资源云平台，建设了一批

包括慕课、视频公开课、精品课程、在线课程、优秀文化讲座在内的优质教

学资源，引导教鼓励师依托教学资源及信息化教学环境开展翻转课堂、跨校

区实时授课等教学模式的改革，学生通过“学生行动计划”转变了学习观念，

促进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发展，依托信息技术手段解决了学校办学中的难点，

形成了特色。

中山大学的在试点项目建设中，对网络学习空间的定位清晰，整体规划

立足点高，能紧跟教学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结合综合性大学发展需求，针对

学校教育教学中的难点问题，系统化地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予以破解，并持续

改进，形成了良好的教学信息化发展模式。

中山大学在教学信息化推进中领导重视，组织得当，以教师和学生发展

为核心，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化教学模式，这些都可以在其他高校中推

广与复制。

王陆  

北京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

重点实验室主任。

立项，总经费 14.4 万元，最终有 17 个项

目于 2014 年 10 月顺利完成。

计划旨在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学习

的良好习惯，拓展兴趣特长；增强学生在

信息环境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促进学习模式的转变以及学习

质量的提高，促进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

新人才的培养。项目内容为：研究性学习

活动项目，学习资源建设项目，竞赛项目，

工具 / 软件开发项目。学生普遍反映收获

很大。

为了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学校坚持

给本科生开设《现代学习技术》课程。并

于 2016 年开设了《创新思维训练》课程，

该课程被选为广东省创新创业课程，并面

向全省所有高校开课，目前已培训了教师

几千人次。 （责编：王左利）

( 本文由中山大学网络信息技术中心供稿 )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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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信息技术支撑农科教合作模式创新探索 

南京农业大学

文 / 胡以涛  倪峰

南京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业和生命科

学为优势和特色，农、理、经、管、工、文、

法学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

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

学和“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之一，

目前有两个学科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

列。近年来，学校利用信息化手段支撑，

整合教师、基地、学生各方资源，探索建

立支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相

结合的“1 对多”信息化支撑模式，以信

息化突破时间和空间地域分布限制，发挥

农林专业特色优势，整合高校和地方资源，

加强高校和农业生产一线、农业基地的联

系，支撑农业人才培养、学科研究和开展

农科教服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业大学学科特色决定农业人才培养

及科学研究离不开农业一线实践，并最终

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学校尝试的“百名

教授兴百村”“科技大篷车”等农业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模式

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受时空限制，校地对接效率低、成本高，

急需探索新途径。传统农科教合作模式面

临如下问题：

1. 如何突破时间和空间地域限制，化

解高校教学科研与地方农业服务之间矛盾；

2. 整合高校、基地和生产一线资源，

支撑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提升科研

效能和地方服务水平还需要找到新思路；

3. 更好地开展农业服务、提升高校

地方服务水平需要探索多样化的途径。

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1. 搭建校地信息化支撑平台，整合

对接各方信息数据

（1）建立以互联网 + 物联网为基

础的网络专家工作站（网络版）

建立了网络专家指导中心。在学校

建立集中式网络服务支撑平台和处理中

心，开发集成服务门户，在基地建立分

布式物联网数据传感系统，利用视频监

控技术、物联网传感技术，实时采集基

地的生产环境视频和图像，包括土壤温

湿度、环境温湿度和光照数据，以提供

远程决策支持。

通过网络专家指导中心，专家、学

生、基地技术员可以实时查看生产基地

状态，感知实时传感数据，对历史数据

进行可视化分析，辅助生产决策。专家和

基地可以进行互动、在线解答问题、在线信

息发布处理。专家可以远程实时感知基地生

产状况，开展远程指导、远程会诊。相关数

据可作为支撑学生及科研的基础数据。

（2）建立以手机移动终端为主的远

程科教服务平台（手机版）

建立手机移动指导系统（南农易农），

利用安卓开发平台，开发了支持智能手机

的南农易农，南农易农包括以下一些主要

内容：①每日农事②稻麦科技③农业要闻

④政策解读⑤易农论坛。

该平台内容以稻麦、果蔬生产技术示

范和推广应用为重点，把学校丰富的农技

推广数据库、教育培训系统、农技推广综

合服务系统、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等信息通

过手机 APP 等平台推送至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手中。基地通过文字、语音、图片和

视频提出问题，教师学生可以利用该平台

进行实时互动，农民还可以通过平台结识

行业朋友。

平台发布以来，完成近百个专题视频

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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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发布。通过校内主播教室、远程录播

教室、资源管理系统发布 30 余门科技培

训课程；师生共同参与制作专题科教微视

频近百个，通过 APP 终端发布农业生产

微视频，为农民和种田大户提供更鲜活的

视频资料支持。

（3）建立以精准决策支持为主的智

慧农业服务试点（智慧版）

通过前期的物联网技术及专家决策支

持，在条件较好的基地建立针对特定作物

的精准支持系统。主要是布设全套智能控

制设施，平台实时采集数据，结合遥感及

GIS 数据，根据专家系统提供精准决策。

通过该阶段的实施，在部分基地上，

探索以稻麦精准生产过程管理，基于多要

素耦合的生产过程精准决策，减少生产资

料、肥料投入，提高生产质量和品质，为

规模化精准生产提供信息化支撑。

2. 探索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相结合的信息化支撑模式

系统在高校专家与农业生产基地、专

家与农民、专家与学生之间建立了虚拟的、

紧密的关联关系，创新了农业科教服务合

作新模式。通过整合基地、学校信息，探

索了“专家 + 网络 + 基地”的信息化支撑

农科教服务模式。传统的基地服务是 1 个

专家对应 1 个基地，在该模式下，通过网

络支撑，转变成网络上 1 个专家服务多个

基地，同时 1 个专家可以带领多个研究生，

对多个基地的生产过程信息，进行全程化

监测、全程跟踪指导。通过这个模式吸引

和锻炼了更多的研究生、教师参与。由信

息化系统记录的生产及指导过程数据，也

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成效与经验

信息技术开启农科教服务新模式是利

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创新了“互

联网 + 农业”的新型服务探索，不仅可以

突破时空制约，实现专家稀缺资源的充分

利用，还能有效化解专家联系基地与开展

教学科研存在的冲突，并及时保存相关智

力成果，支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该创

新对发挥稀缺专家资源潜力、变革农业科

技推广模式、惠及更多农业基地、提高农

业生产整体水平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通过建立“专家 + 网络 + 基地”农科

教服务新模式，取得如下成效：

1.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效益效果有新

突破

该平台实施以来，先后带动了学校 100

余名教师，300 多个研究生参与实战锻炼，

直接培养的校内人才超过 500 人。为实践

型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信息手段支撑的新

路径。特别是利用该项目，锻炼了一支从

事农业物联网的优秀团队，目前该团队已

承接了若干省级以上大型农业物联网项目

实施。其中，该平台还产生和记录了大量

的农业生产基础数据，这部分数据，为开

展农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2. 科技服务质量和数量实现双增

通过该模式实施，大大提升了科技服

务的质量，扩展了服务的数量。通过信息

化支撑，原来的长时间如半年或几个月才

能到基地一次，变成每天都可以实时对基

地信息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可以第一时

间开展指导，服务时效大大缩短，服务效

率显著提升。试点工作结合新农村研究院、

基地和工作站建设。先后完善和建成了常

熟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淮安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在宿迁、灌云、南京、灌南等地完

成了 4 个特色产业基地，建立分布于海南、

云南、四川、江苏等地的 19 个专家工作站

及 10 余个示范点，示范基地总数超过预期。

虽然试点项目内容还将根据技术、形势

与服务模式变化而不断进行优化与调整，但

通过试点项目建设，基本实现了试点预期目

标，节省了时间和路途成本，基地技术服务

工作预计每年可为每位专家节省差旅费数万

元，提高了专家参与基地服务的工作效率。

未来，我们将着力针对我国农业产前、

产中与产后的科技服务主要难题，结合教

师学生科研教育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发挥

高校专家智力成果效益。学校会进一步加

强对该项目的行业特色挖掘，建立信息化

科技助农行业标准，整合吸收农民经验，

理顺学校新农村服务信息化的组织架构，

构建管理服务团队。加强与企业合作和商

业推广，建立面向中国农业的整合科技服

务平台，打造服务品牌，建立高校新农村

服务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实现投入

多元化、管理标准化、运行市场化。 （责

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南京农业大学）

专家点评

该案例以信息化为支撑突破时空

限制，发挥农林专业特色优势，利用高

校教育科研和培训服务资源，加强与农

业生产一线、农业基地的联系，开展农

科教服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利用互联

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手段，整

合教师、基地、学生多方资源，建立网

络专家工作站、远程科教服务平台、智

慧农业服务试点，探索出一条适应时代

发展需求的“互联网 + 农科教”服务模

式，实现稀缺专家资源的充分利用，化

解专家联系基地与开展教学科研存在的

冲突，保存和分享农科教相关智力成果，

拓展了农业基地及涉农人员培训规模，

同时降低了技术服务成本。

“互联网+农科教”服务模式需要

进一步完善多方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寻

求在信息化建设更多的经费和技术投入，

持续推进平台课程和资源建设，提升农科

教资源供给和服务水平，探索高校新农村

服务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本案例为

信息化环境下农林等应用型学科高校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提供了新思路，

自主研发的南农在线、易农在线等远程服

务平台和“互联网+农科教”服务的成功

经验也值得借鉴和学习，建议在全国有条

件的涉农、涉林院校推广。

左明章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

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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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之路
山东理工大学

文 / 管恩京

山东理工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拥有

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家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近年来，学校

不断创新教学信息化管理机制，引导教师

积极探索“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校内

校外”互补的新型教学模式，基本实现

了信息技术应用的常态化和课堂教学结

构的变革，提高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

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高校在课程教学信息化改革推

进过程中主要面临四个突出问题：

1. 教师中保持传统教学观念者居多，

教学理念急需转变；

2. 课程教学模式相对单一，师生交流

互动不足；

3. 教师的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教学能力

相对较低；

4. 教学信息化改革机制和教学质量评

价标准不明确。

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1.建立健全学校信息化政策与机制，

统筹谋划教学信息化改革

学校专门成立了校长任组长的教育

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

全校信息化工作；教务处为教学信息化

的责任主体，教育技术中心挂靠教务处，

教务处副处长兼中心主任。

学校将“教学信息化建设工程”列入《山

东理工大学“十三五”规划纲要》重点建

设十大工程；制定了《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

《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方案》《本科教学质

量提升工程》《课程信息化教学实施意见》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办法》等政策和制度，

保障了教学信息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学校对所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了修订，将信息化环境下的自主学习和终

身学习意识纳入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优化

课程体系，科学设计课程、实习、实验、

实践、设计等环节，稳步推进学时调整，

增加课下学习时间，实现课上课下联动；

改变课堂教学结构，以“课内课外、线上

线下、校内校外”互融互补的混合教学为

山东理工大学

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展示

核心，促进教学资源共享和网络学习空间

的常态化应用。

2. 构建三个应用层次，推进课程信息

化分类发展

学校制定了《课程信息化教学实施

意见》，按“初、中、高”三个应用层次

整体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创新。在

“十三五”期间，全部课程达到初级应用

要求，实现课程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30% 的课程达到中级应用要求，实现课程

的网络辅助教学；20% 的课程达到高级应

用要求，实现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

学校积极推进“校、院、师、生”四个

层面的教学信息化改革。学校层面“定规划、

建制度、搭平台”，学院层面“促院长、定

指标、抓考核”，教师层面“理念引领、技

术帮扶、检查推动”，学生层面“勤调查、

多示范、服务好”。特别在教师层面，注重

通过多措并举转变教师教学理念和观念。学

校鼓励和资助教师参加国内外信息化相关会

议和培训，并通过举办送服务到学院、优秀

教师示范、精彩一课等活动，提高教师信息

化素养和能力，培养教师的现代教育思想和

教学理念，实现了教师教学理念从“以教为

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3. 构建课程信息化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逐步提升教学信息化质量

采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问卷调查、

实验研究等方法，学校构建了较为完善的

课程信息化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

系将专家评价分为五个维度，学生评价指

标分为七个维度。同时，构建了由启发式

教学、课堂讨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网

络平台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在线学习活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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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自主学习等 38 个要素组成的课程信

息化教学有效性模型。

利用评价体系与相关保障措施确保教

学信息化质量的不断优化。通过课堂听课、

网络观课、专家点评、教师互评和学生满

意度调查，结合数据分析、课堂观察、在

线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分析等方式，鉴定

和评价课程信息化的教学效果，发现薄弱

环节和存在的问题，为教学改革指明方向，

激励教师持续和深入开展信息化教学，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

4. 持续完善教学信息化基础环境，启

动教学信息化工程

2012 年以来，学校投入 5000 万元建设

数字校园，实现了有线宽带、无线 WLAN

校园全覆盖，建成了以“教务管理、网络

教学、虚拟仿真实验”为核心的三大教学

信息化平台。学校正式启动教学信息化建

设工程，组织开展了信息化运行机制、混

合式教学和虚拟仿真实验三大类信息化教学

改革立项工作。2015 年，推出手机客户端，

积极引导师生开展“移动学习”，满足师生

开展个性化教学和学习的空间和资源需求。

2012 年 至 2016 年， 学 校 每 年 投 入

500 万元用于信息化教学的专项建设，共

立项信息化试点研究项目 171 项，其中

信息化运行机制 19 项，混合式教学改革

144 项、虚拟仿真实验 8 项，带动了广大

师生参与信息化教学改革的热情。

成效与经验

随着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学校在教学方面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多

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如四点五步过程式

WEB+CO-quest 教学模式、精准化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基于“教问”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等，教学信息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建成功能多样的网络学习空间，满

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学校的网络学习空间集成了课程建

设、资源共享、教学环节管理、师生互动、

学生管理和评价等功能。

学校对精品课程（群）、重点基础课

程、专业核心课程、课程综合改革等进行

立项，推进校本课程资源建设。目前，网

络化、数字化课程资源总容量达 12T，包

括校外网络课程和校本网络课程共计 1360

门（资源共享型课程 640 门、网络辅助型

课程 408 门和混合教学型课程 312 门）。

2.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提升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课程信

息化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学生查阅资料、整

理报告、网络讨论、课上任务展示、问题

质疑、在线测验等环节。近五年，学生在

线阅读教学材料 3390 万次，课程讨论区发

文总数 284 万条，在线提交作业总数 586

万次，在线完成测试 180 万次。该模式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调

查显示，85.4% 的学生认为自主学习能

力得到提升，78.6% 的学生认为口头表

达和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78.9% 的

学生认为团队合作意识得到增强。此外，

学生在书面表达、批判性思维、责任意

识等方面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3. 鼓励教学学术，提升信息技术与

教学融合的水平

教学信息化改革激发了教师对教学的

深度思考，提高了教师的教育教学理论水

平和教学研究能力，促进了信息技术与教

学的融合创新。近五年，编写信息化教学

案例 132 个，发表相关教研论文 763 篇。

4.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教学开

放交流

学校在完成教育部信息化试点工作

的同时，勇于承担起示范推广的责任，

积极与兄弟院校分享经验，影响和带动

了一批院校的教学信息化改革，先后有

山东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等 200 多所省内外院校来考察交流教

学信息化工作，学校教师应邀到内蒙古

民族大学等 60 余所高校作报告。

2017 年，学校被“地平线报告中国

项目组”遴选为 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

等教育技术展望代表案例；受山东省教育

厅高等教育处委托，学校成功举办山东省

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论坛暨第 35 届清华

教育信息化论坛。

2012 年获批教育部第一批教育信息

化试点单位，2016 年以山东省高校第一

名的成绩通过教育部验收，2017 年被教

育部评为教育信息化试点优秀单位，并入

选优秀示范推广案例，两次被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评为高校教学改革优秀案例，连续

四届获得 9 项山东省教学成果奖，其中特

等奖 2 项，一等奖 2 项。目前开始探索信

息技术与专业的融合，并获批教育部 “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山东理工大学）

专家点评

山东理工大学以推进高校教与学方式

的转变为核心目标，搭建起支撑教学改革

的信息化平台，建立起完善的教学信息化

运行机制与保障制度，制定了“初、中、高”

三个层次的课程信息化分类发展策略，探

索形成“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校内校外”

互融互补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促进了学校

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山东理工大学探索形成的高校混合式

教学改革的系统方案，涵盖技术平台、运

行机制、保障制度、实施策略、教学评价

等多个维度，能够整体推进“互联网+”

时代高校教学模式变革与人才培养创新。

学校提出的课程信息化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初、中、高”三个应用层次的信

息化课程架构以及“校、院、师、生”四

个层面教学信息化推进机制，可以让“互

联网+”教学在高校真正“落地开花”。

该试点探索形成的高校教学信息化

模式和经验，经过多年实践检验，具有

较强的可移植性和推广价值，建议率先

在全国理工类地方高校应用推广。

杨现民 
江苏师范大学智慧教育
学院副院长、教授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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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已

渗透到各行各业，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

近几年对教育行业的影响日益凸显。国家

开放大学作为一所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新型大学，不断探索新技术在教育行业的

应用。近年来，国家开放大学不断探索云

平台、云教室以及学习平台等各种信息化

项目的建设，每年投入信息化项目建设的

费用预算占比逐年增大。经过多年信息化

项目的建设和开展验收试用，收集用户对

验收后平台使用意见，虽然国家开放大学

一直在探索研究信息化项目立项和验收的

流程规范并落地，但随着学校信息化建设

项目规模日渐增大，项目的建设进度、项

目质量难以满足实际业务需要。

信息化项目出现进度、质量和成本等

问题是各单位信息化项目管理发展历程中

必然阶段。项目存在延期交付、预算超支

或质量不达标的情况，分析其原因发现，

70% 项目失败不是技术问题造成的，而是

项目管理不到位引起。国家开放大学在信

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同样存在项目延误、

项目质量难以达到用户满意以及成本失控

等项目管理的诸多问题。

信息化项目进度、质量、成本和建设

内容等在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究其原

因主要是是信息化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缺

乏过程监控与评价。探索研究建设评价体

系，强化项目管理，规范项目推进工作，

总结项目经验，提升项目取得成效。通过

建立评价体系，不仅能够改善当前信息化

项目进度、质量和进度不可控的问题，减

少项目需求频繁变更。信息化项目评价从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到最终交付的全过程

评价，既包括研究项目本身可行性分析，

也包括分析项目建设的发展意义和战略

的价值。

体系的价值与意义

信息化项目管理为保证项目能够按照

客户预期交付，而针对进度、质量、成本

等方面进行的管理与控制。设计国家开放

大学信息化项目评价体系的主要目标是规

范项目管理、加强项目过程控制、提升项

目质量，保证信息化项目保质、按时、按

需完成。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与意义：

1. 缩短信息化项目工期

分析项目工期延长原因，改善工期延

长的现状，针对项目进度设立合理的进度

评价指标。监控跟踪项目完成情况，对比

项目计划之间，按照项目里程碑分析项目

推进落实计划情况，及时规避延期的风险。

不断分析总结信息化项目进度评价数据，

实现缩短项目工期。

2. 提升信息化项目质量

通过建立信息化项目质量评价指标，

及时了解信息化项目存在的质量缺陷，分

析、识别项目存在的质量风险。如信息化

项目出现偏离质量指标要求，进行风险防

控，有助于项目质量的改善、提升。

3. 加强信息化项目成本控制

建立信息化项目成本评价指标，分析

信息化项目经济可行性、预算及实际费用

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项目成本进行

相应调整，项目推进中有效控制成本，建

立项目成员的项目成本意识，严格按照项

目预算支出项目的成本费用。

通过建立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反映信息化项目建设需求、进度、成本

及质量等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的指标，用来检查、监督信息化项

目建设情况。构建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

体系，对信息化项目进行多维度考核评

价，并根据评价情况总结项目建设经验，

分析不足，提出改进意见，进一步做好

信息化项目管理。建立信息化项目评价

指标体系，需采用简单易行、可用、好

用的评价方法，对信息化项目进行科学

合理的评价，以便于项目评价体系的采

纳和推广应用，切实促进学校信息化项

目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设计原则

信息化项目评价体系设计与实现需

统筹考虑项目推进过程中的人为主观因

素以及已有技术条件和环境等客观因素，

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科学严谨进行评价

信息化项目。建设项目平台指标体系，

遵循科学、可操作和可评价等设计原则。

为使国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项目评价系统

能够全面、客观、科学地衡量和评价项目，

在研究和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

以下原则。

1. 整体性原则

项目管理中十个重要管理方面，其中

进度、成本、质量是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

其相互制约，不能孤立、片面进行考量，

单一评价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不科

学。单一控制项目进度，而不考虑项目的

成本与质量，往往容易造成项目虽然按期

完成，但是项目成本超支严重，项目质量

构建国家开放大学信息化评价体系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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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达标等问题。信息化项目评价整体统

筹设计、系统考量，使评价体系设计更合

理，避免顾己失彼。

2. 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在设计理论、方法和指

标等方面均体现科学性，在评价指标的构

建理论参考项目管理理论知识，考虑评价

指标的科学合理性，指标体系细分避免重

复和交叠，具体指标的定义避免二义性，

独立而不冲突，能够科学真实评价信息化

项目整体情况。

3. 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体系具有可操作性才存在设计

的价值和意义。可操作性要求评价指标定

义易懂、简单而不繁琐，从实际出发，可

切实指导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简单要求

而不繁琐，过于简单达不到评价的意义，

而过于繁琐会让评价指标流于纸面难于应

用。信息化项目指标设计既要考虑设计的

可行性，更为重要考虑指标的可操作性。

体系的构建

1. 设计思路

梳理信息化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项目管理中的建设内容、进度、质量

和成本等核心要素建立评价体系。构建国

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项目评价体系，逐步确

定评价范围、构建评价指标以及确定指标

数据源：确定评价范围，包括项目评价阶

段、领域等整体评价范围；构建评价指标，

针对信息化项目建设内容、进度、成本、

质量等评价内容设立相应的考核指标，并

保证各个评价指标可考核、可度量，能够

客观对信息化项目进行客观评价。针对评

价指标的数据源进行分析与确定，保证信

息化项目执行过程中评价数据源的有效获

取与收集。

2. 指标内容

依据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原则，结合国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项目现状

进行分析研究，尝试提出信息化项目评价

指标体系。该体系自顶向下划分为指标项

分层划分三层 : 顶层称为目标层，第二层

称为准则层，第三层称为指标层，具体如

图 1 所示。

体系的准则层由项目范围、项目进度、

项目成本、项目质量和项目团队五个准则

指标构成，每个准则内容又由具体指标项

构成。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具有含义及评价

内容。

项目范围是项目整个建设的内容，由

四个指标组成，其具体的评价内容为：可

研分析是评价项目是否进行可行性研究以

及可研报告完成的内容是否完整、可研报

告是否进行专家论证；需求分析是项目是

按照项目需求要求进行分析、是否有需求

分析报告、需求分析报告内容是否完整、

准确以及需求分析是否经过需求评审等内

容；项目设计是项目是否按照需求分析报

告进行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设计是否合

理可行以及设计是否通过评审等；控制范

围是项目是否进行需求确认、项目范围是

否进行变更管理以及项目是否防止需求蔓

延等。

项目进度是评价项目推进进度的完成

情况，由四个指标组成，其具体的评价内

容为：项目立项是评价项目是否符合立项

要求、是否进行立项审批以及立项审批具

体意见进行完善；项目执行是项目是否按

照项目计划执行、完成相应的阶段性工作

要求；项目验收时评价项目是否开展相应

的验收组织、是否邀请业务部门参与验收

以及验收材料是否完整等；控制进度是评

价是否对项目进度出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

措施、是否进行进度风险分析和控制。

项目成本是评价项目推进成本的完

成情况，由四个指标组成，其具体的评价

内容为：项目预算是评价项目是否进行项

目预算申请、是否通过预算审批；项目估

算是评价项目是否按照需求进行询价、是

否进行项目费用估算以及估算结果是否合

理；项目结算是评价项目是否及时进行项

目费用的结算、项目费用结算是否准确无

误；控制成本是评价项目是否按照预算费

用、费用增加是否进过变更审批流程、增

加费用是否在合理范围等。

项目质量是评价项目推进以及项目产

品完成情况，由三个指标组成，其具体的

评价内容为：管理质量是评价整个项目推

进过程管理水平如何；功能质量是评价项

目产品是否满足功能要求；性能质量是评

价项目产品是否满足安全性要求、可靠性

要求、可维护性要求以及快速访问要求等。

项目团队是评价项目推进中项目团队

人员情况，由三个指标组成，其具体的评

价内容为：团队组建是评价项目是否安排

合适的人员到项目中、项目人员是否都及

时按需到位、人员是否承担项目的工作；

团队建设是评价是否开展团队管理提高团

队效率、是否开展相应的培训提高团队人

员工作能力；项目沟通是评价项目团队成

员之间是否建立沟通机制、项目汇报是否

有明确的方式和要求、项目成员之间沟通

图 1  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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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B41 B42 B43 按行相乘 开 n 次方 权重 m,n AWm,n Awm,n/Wm,n

B41 1    1/4 1/2 0.125 0.5 0.143 0.429 3 

B42 4    1    2    8    2 0.571 1.714 3 

B43 2    1/2 1    1    1 0.286 0.857 3 

是否畅通。

2. 权重分配

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涉及项目内容、

成本、质量和进度等多方面，评价指标

因素涉及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数据来源。

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是设计项

目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权

重系数是设计项目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环

节。结合信息化项目涉及定性和定量双重

因素，其指标权重分配采取层次分析法

(AHP：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

次分析法是上个世纪美国萨蒂教授提出的

一种权重决策方法，被广泛应用到评价方

法中。

（1）构建判断矩阵

萨蒂教授对层析分析法中两两元素

对比重要程度划分了 9 个标度，根据标

度构建指标元素的判断矩阵，即指标 i 对

比指标 j 的标度为判断矩阵 aij 值。层次

分析法按指标因素的重要性 9 个标度详

见表 1。

通过德尔菲法确定每个元素之间的比

较系数。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别

名专家意见法。在项目评价的过程中，确

定专家小组，指定调查问卷，各专家间避

免相互干扰，采用背对背评价的方式，各

自提交专家意见。组织者汇总统计专家意

见，调整形成新一轮调查问卷，再次征集

专家意见。通过多轮调查、反馈，使每位

专家能够给出相似的结论，并进行汇总。

因为专家为独立评价，因此，德尔菲法可

充分采纳个人的意见，能够有效规避被调

查人之间相互的影响。

采用德尔菲法，设计信息化项目评价

指标重要性调查问卷，聘请校内外信息化

相关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专家

数量必须为单数，不宜人数太少，以 9 位

或 11 位专家为宜。汇总专家打分情况，

并对专家打分加权平均，逐一两两对比指

标的重要性，分别构建评价体系的各层判

断矩阵。

（2）计算判断矩阵权重

评价指标体系各层的判断矩阵权重

表 2  判断矩阵 A 及其相对权重向量

表 3  判断矩阵 B1 及其相对权重向量

表 4  判断矩阵 B2 及其相对权重向量

表 5  判断矩阵 B3 及其相对权重向量

表 6  判断矩阵 B4 及其相对权重向量

   表 7  判断矩阵 B5 及其相对权重向量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A B1 B2 B3 B4 B5 按行相乘 开 n 次方 权重 Wm,n AWm,n
Awm,n/

Wm,n

B1 1 2 2 1 4 16 1.741 0.308 1.538 5

B2 1/2 1 1 1/2 2 0.5 0.871 0.154 0.769 5

B3 1/2 1 1 1/2 2 0.5 0.871 0.154 0.769 5

B4 1    2 2 1 4 16 1.741 0.308 1.538 5

B5 1/4 1/2 1/2 1/4 1 0.0156 0.435 0.076 0.385 5

B1 B11 B12 B13 B14 按行相乘 开 n 次方 权重 Wm,n AWm,n
Awm,n/

Wm,n

B11 1 1/2 1/3 1 0.167 0.639 0.148 0.595 4.030

B12 2 1 1 2 4 1.414 0.327 1.311 4.010

B13 3 1 1 2 6 1.565 0.362 1.459 4.032

B14 1 1/2 1/2 1 0.25 0.707 0.163 0.656 4.010

　表 1  层次分析法标度及含义

标度

1

3

5

7

9

2，4，6，8

含义

因素 i 与因素 j 同样重要

因素 i 与因素 j 稍微重要

因素 i 与因素 j 明显重要

因素 i 与因素 j 强烈重要

因素 i 与因素 j 极端重要

介入两个判断尺度之间的情况

B2 B21 B22 B23 B24 按行相乘 开 n 次方 权重 Wm,n AWm,n
Awm,n/
Wm,n

B21 1    3    3/2 3    13.500 1.917 0.429 1.714 4

B22 1/3 1    1/2 1    0.167 0.639 0.143 0.571 4

B23 2/3 2    1    2    2.667 1.278 0.287 1.143 4

B24 1/3 1    1/2 1    0.167 0.639 0.143 0.571 4

B3 B31 B32 B33 B34 按行相乘 开 n 次方 权重 Wm,n AWm,n
Awm,n/

Wm,n

B31 1    3    3/2 3    13.500 1.917 0.429 1.714 4

B32 1/3 1    1/2 1    0.167 0.639 0.143 0.571 4

B33 2/3 2    1    2    2.667 1.278 0.287 1.143 4

B34 1/3 1    1/2 1    0.167 0.639 0.143 0.571 4

B5 B51 B52 B53 按行相乘 开 n 次方 权重 m,n AWm,n Awm,n/Wm,n

B51 2    1/2 1    1    1 0.286 0.857 3 

B52 1    1/4  1/2 0.125 0.5 0.143 0.429 3 

B53 4    1    2    8    2 0.571 1.7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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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体权重分配

表 8  随机一致性指标 R I

表 9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结果

数 CI。当 CI=0 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

致性，而 CI 越小，矩阵的一致性越好，

反之越差。

进一步判断一致性参数是否在合理

满意的范围，通过一致性比率进行检验。

通过 CR= CI/ RI 公式计算出一致性比率

CR，其中 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表 8 给给出了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的

值。通过 CR 值检验判断矩阵一致性是

否在接受合理范围内，当 CR< 0. 1 时，

具有满意合理的一致性，判断矩阵合理

可接受，否则需对判断矩阵进行重新赋

值推导。

根据 CR 计算公式以及各个判断矩阵

的 CI 值，分别计算每个判断矩阵的 CR 值。

从表 9 看出计算结果 CR 值均小于 0.1，

判断矩阵具有合理的一致性要求，表明信

息化项目指标表体系设计过程逻辑正确，

设计指标参数合理有效。

根据表 2~7 计算各层的权重值，计算

出各指标合成权重，并将合成权重转化为

百分制，以方便用于评价信息化项目。利

用层次分析法推导得出国家开放大学信息

化项目评价体系各指标和权重，见表 10。

国家开放大学虽已规范信息化项目

建设及运维，起草信息化项目管理规范、

流程和工具。但是，规范制度是否执行落

地，以及执行是否到位需要监督评价机制。

通过剖析国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项目中的问

题，避免历史问题重蹈覆辙，以项目管理

中范围、进度、成本和质量四个项目管理

核心要素以及项目团队因素，基于定性和

定量的分析方式，采取层次分析法形成国

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期

望以体系评价促使信息化项目建设逐步趋

势形成“多、快、好、省”的理想状态：

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超额完成项目。

信息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侧重在项目执行

和后期评价，做好信息化项目需调动项目

关系人的积极性、规防项目风险等诸多方

面的探索研究。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 1 为国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部，2 为国家开

放大学教务部，3 为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系数借助 Excel 自带函数计算得出，分

别利用 Product 函数、Power 函数计算出

判断矩阵“按行相乘”、“开 n 次方”

两个值，用“开 n 次方”除以所有“开

n 次方”之和得出“权重 Wm,n”，“权

重 Wm,n”所在矩阵行与权重列分别相乘

之积为“AWm,n”，“权重 Wm,n”除以

“AWm,n”之商为“Awm,n/Wm,n”。逐

一得出判断矩阵及权重向量，具体参数分

别见表 2~7。　   

（3）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国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项目种类多，

项目评价体系指标涉及面广泛，虽然在

构建判断矩阵的赋值中采用德尔菲专家

意见法进行加权平均，减少不少人为因

素干预，仍不可避免在判断矩阵的评价

指标重要性的判断上存在一些偏差。根

据层次分析法推算步骤要求，需对判断

矩阵进行一次性检验，以判断权重分配

的合理性。根据判断矩阵 Awm,n/Wm,n

的平均值（λmax：最大特征根），利用

CI=(λmax-n)/(n-1) 公式中计算一致性参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R I 0 0 0. 52 0. 89 1. 12 1. 26 1. 36 1. 41 1. 46 1.49

判断矩阵 λmax 阶数 n CI RI CR

A 5 5 0 1.12 0

B1 4.0206 4 0.0069 0.89 0.0077

B2 4 4 0 0.89 0

B3 4 4 0 0.89 0

B4 3 3 0 0.52 0

B5 3 3 0 0.52 0

Bm Bm,n 合成权重 Wm,n 百分制

项目范围 B1

（0.308）

可研分析 B11 （0.148） 0.046 5

需求分析 B12 （0.327） 0.101 10

设计分析 B13 （0.362） 0.111 11

范围控制 B14 （0.163） 0.050 5

项目进度 B2

（0.154）

项目立项 B21 （0.429） 0.066 7

项目执行 B22 （0.143） 0.022 2

项目验收 B23 （0.287） 0.044 4

控制进度 B24 （0.143） 0.022 2

项目成本 B3

（0.154）

项目预算 B31 （0.429 ） 0.066 7

项目估算 B32 （0.143） 0.022 2

项目结算 B33 （0.287） 0.044 4

控制成本 B34 （0.143 ） 0.022 2

项目质量 B4

（0.308）

管理质量 B41 （0.143 ） 0.044 4

功能质量 B42 （0.571） 0.176 18

性能质量 B43 （0.286） 0.088 9

项目团队 B5

（0.076）

团队搭建 B51 （0.286 ） 0.022 2

团队建设 B52 （0.143） 0.011 1

项目沟通 B53 （0.571 ） 0.0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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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多功能智慧课室的设计与实现

文 / 蔡建轩 李梅

在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中，明确提出了要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

育深度融合，促进“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

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目前，广东农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在广东省高职院校信息化

教学方面取得着实显著的成绩，不断探索

推进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的积极影响，充

分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稳抓高职院校

学生的特点，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及教学

方法，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知识技

能，增强学生综合素质，为社会输送高素

质技术型人才。在这此过程中，多功能智

慧课室的建设是学校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融合过程的一个重要领域，运用信息化

理念和信息技术，打造高实用性、高智能

化和高水平的课室，进行教学环境优化与

重构，继而利用信息技术改善教学效果，

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优质的条件。

近年来，随着“翻转课堂”和“混合

式教学”等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的应用，

多功能智慧课室在高职院校具有突出的建

设需求。本文从多功能智慧课室的设计原

则、功能模块设计、关键技术和发展趋势

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为高职院校智慧课室

提供建设思路。

设计原则

多功能智慧课室是当前教学模式改

革以及学生学习对教学环境要求的集中体

现，是实现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支撑。学

院智慧课室建设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遵

循了以下原则。

1. 标准化

多功能智慧课室建设是一项高程度的

系统集成工程，需将计算机、平板电脑、

交互式一体机和功能软件等信息化元素进

行无缝连接，有机结合，因此，多功能智

慧课室所采用的软硬件需遵照国际或国家

相关标准，为标准化产品，具有规范性，

满足系统集成要求，能实现多功能智慧课

室信息资源的调用与共享，同时符合信息

安全和消防安全等标准化要求。

2. 功能完整

目前，国内智慧课室的研究总结出了

SMART 模型，即从内容呈现（Showing）、

环 境 管 理（Manageable）、 资 源 获 取

（Accessible）、 及 时 互 动（Real-time 

Interactive）、情境感知（Testing）等五

个维度建设智慧课室。在设计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实训教学和小组教学各方面的需

求，因此多功能智慧课室需涵盖传统授课、

多屏互动、云录播、混合现实教学和智能

中控等多个功能，以适应新型教学模式实

施过程对教学环境的多样化需求。

3. 可维护性

多功能智慧课室建成之后，面对密集

图 1  多功能智慧教室环境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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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的教学安排，维护管理将成为一项日

常性的工作。为了便于课室的维护和管理，

在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到良好的可管理

性和可维护性。课室中的所有软硬件系统

在安装、调试、维护和使用各方面应尽量

简便，避免繁杂的操作，提升可管理性和

可维护性，最大程度地保证使用和维护效

率，优化管理和维护过程。

模块设计

多功能智慧课室在设计时，应该围绕

服务教学和服务师生发展，全面支撑教学

模式改革，在功能模块设计方面，应该做

到功能合理多样，在智慧课室建设设计中，

包括环境设计和功能模块设计两个部分。

1. 环境设计

如图 1 所示，智慧课室在环境设计上

要求充分考虑课堂教学活动、录播、混合

现实教学和中控等因素。

首先，在高职院校课堂教学活动中，

需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学生自由、自主地管理和支配自己的学习

空间，同时，要充分考虑分组教学的方式，

方便学习开展讨论，因此，在环境设计时，

可考虑使用连体式的活动课桌椅，活动的

课桌椅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随时拼成常规课

室或讨论小组的研讨课室形式，以此支撑

课堂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其次，在多功能智慧课室需要用于精

品课程录播，考虑过程的影像和声音效果，

在环境设计时，要全面考虑课室的灯光，

采用分组式的灯光，可在录播过程根据成

像效果进行亮度调节；录播过程需要安静、

无杂音的课室环境，因此需要对课室的墙

面、天花和窗帘等方面做吸音处理，减少

外界环境杂音对课程录播的干扰。

第三，混合现实教学需搭建绿箱，

通过摄像机采集，配合混合现实教学平

台将所需的物品完成抠像处理，因此在

环境设计中，要预留 10~15 平方米的空

间搭建绿箱；

第四，在中控部分，需要从课室的易

管理性和易用性出发，在环境设计中利用

中控平台对课室所有计算机硬件、交互式

一体机、门禁、灯光、空调和功放等进行

集中管理，最终实现课室设备简便化控制，

满足高效、灵活、有序的课室设备集中管

理，达到易用、安全和节能的效果。

2. 功能模块设计

（1）多屏互动功能

多屏互动的设计思路主要从以下两个

方面出发，一是由于课室较大，入座课室

后方的学生无法清晰地看到教师讲台的屏

幕，此时采用分屏技术，在课室的中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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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教

学内容；二是小组教学将成为高职院校课

堂教学的主流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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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混合现实教学功能

作为面向高职院校所有专业的智慧课

室，不能只针对某个专业进行实训设备放

置，因此，引入虚拟现实的元素，通过虚

拟现实资源的建设，丰富智慧课室的实训

功能。混合现实是在虚拟现实的基础上，

融入第三人称视角，将置于绿箱内的人和

物放置到虚拟现实资源中，实现高度仿真

的教学效果，解决教学重难点，同时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因此在多功能智慧课室设

计时，可以融入混合现实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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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沉浸式学习，在虚拟现实资

源中进行实操，掌握实际的技能，适用于

需要掌握实操技能的课程学习，可以极大

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课堂

教学的效果。

（3）录播功能

精品课程资源是学校数字化学习中心

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教师的课程录

制将成为常态化。在多功能智慧课室中，

录播功能尤为重要。录播平台的设计，需

考虑多个标准机位，设置教师特写、教师

全景、学生特写、学生全景以及板书追踪

特写等多个画面，高度适应课室中教师的

位置变化和学生座位的调整。录播控制平

台由视频采集、音频采集与处理、跟踪系

统和导播组成，采用图像识别和自动追踪

技术，按照对老师行为、学生行为、电脑

画面进行跟踪拍摄，并自动制成高质量的

教学视频资源。录播平台需达到高度的智

能化，教师只需通过一键式操作即可完成

课堂的全过程实况拍摄，无需另外的人工

投入。

（4）课室智能管理功能

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设备一般配备

物理按键，在使用和关闭时用手动方式进

行管理控制，多功能智慧课室在使用的过

程中，设备种类多样且较为分散，若采用

传统的管理方式，会大大降低使用效率，

同时缺乏统一管理，无法达到节能效果。

因此，需要引入课室智能管理中控系统，

通过物联网技术，搭建管理平台，将课室

中的交互式一体机、计算机、电视机、空调、

灯光及门禁等设备进行联网，通过 1 台平

板电脑即可完成对设备的控制，包括一键

开关机、视频信号切换、空调控制、灯光

调控和门禁控制等。通过设计课室智能管

理功能，充分简化设备控制过程，教师在

上课过程中，可以轻松通过平板电脑控制

课室里的任何设备（如图 2 所示），提高

教学过程的流畅性。下课时，教师可以通

过一键关闭系统的功能对课室里的所有设

备进行软关机，达到节能环保的效果。

多功能智慧课室关键技术

智慧课室的建设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息

息相关，国内外在研究智慧课室的建设时

也大多以技术研究为重点，关注点大多在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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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新兴技术创建教与学的环境，促

进资源个性化呈现、教学交互多元化，实

现学习者的学习和相关技能的提高上。在

多功能智慧课室建设过程中，采用关键技

术包括物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在此

基础上，其他功能更为齐备的智慧课室

中，可能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应

用中，各类关键技术在智慧课室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1. 物联网技术

通过物联网技术，搭建课室智能中

控平台，实现对课室所有设备的控制；

利用 RFID 技术，结合射频 IC 卡，搭建

门禁系统，根据课表对教师进行门禁授

权，教师在课表有课的时间段可进行自

助开门，简化了课室管理环节。除了以

上功能外，物联网技术可以通过温湿度

传感器或光敏仪等感知课室的温湿度和

光线，对课室内的窗帘、灯光、空调等

进行实时调控，为师生营造更加良好的

教与学的环境。

2. 虚拟现实技术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结合混合现实技

术，搭建了混合现实教学平台，制作了包

括汽车检修与维护、旅游英语及商务谈判

等 VR 资源，为教学过程提供真实情景再

现，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循环利用。

3. 云计算技术

在多功能智慧课室设计中，云计算技

术主要应用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建

设教学资源库，将教师的课件等教学资源

上传至云空间，解决多种大量数据存储的

问题，同时解决了教学资源跨平台访问、

开放性和共享性的问题；二是用于云录播，

在录播系统完成视频和声音采集后，合成

的教学视频可以自动的上传至云空间，自

动形成精品课程资源，方便学习者利用云

平台进行自主学习。

4. 人工智能技术

在多功能智慧课室建设中，人工智

能技术可以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在课室

安装多个高清摄像头，对学生脸部进行

识别，解决课堂考勤问题，同时，在课

程进行过程中，实时抓取学生的脸部表

情、移动轨迹和各种动作，进行智能分析，

教师上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数据仪表

盘，掌握学生上课情绪和行为，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另外，

教室可以配备智能麦克风，将教师讲课

内容及学生回答内容进行实录，并实时

转化为文字，方便教师与学生及时整理

课堂教学资料。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课

室建设过程更深层次的应用，可结合交

互式一体机，在分组教学时，学生将讨

论成果输入到一体机上，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自动识别输入内容，对讨论成果进

行智能分析，给出具有针对性的评价，

辅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建设效益

立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特点，结合

上述的原则、技术开展多功能智慧课室

建设，能有效地支撑教与学过程问题的

解决，取得显著的效益，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一是遵循标准化、功能完整和可维

护性原则进行智慧课室建设，能够形成

功能多样且易用、稳定的教学环境，学

生可以置身其中，通过教学内容与教学

环 境 的 有 机 融 合， 深 刻 地 掌 握 知 识 技

能， 进 而 促 成 高 职 院 校 综 合 型 人 才 培

养的目标；

二是高职院校学生大多喜欢新鲜事

物，运用物联网、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能充分提高其教学过程的兴

趣，使兴趣贯穿学习过程，促进知识的

有效掌握；

三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要考虑学生

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课室的设计融入虚

拟现实实训元素，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反

复操练，在虚拟现实环境中充分掌握技能

的原理和操作要领，提升了学生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的动手能力；

四是多功能智慧课室简单易用的课程

资源录播，促进了信息化教学资源的积累，

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资源，

有助于学生自习能力的提升。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多功能

智慧课室在技术、功能和应用范围上都

将有更大的突破，并将支撑高职教育教

学模式的变革，辅助高职人才培养质量

的提升。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图 2  通过平板电脑对设备

进行控制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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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坚 1     郭文革 2   乔博 3

《解密教育的技术变革史》是北大

新上线的一门慕课。4 月在华文慕课上

线，已完成第一轮教学。5 月在中国大学

MOOC 开始的第二轮教学，本文刊出时也

已结束。这是一门教育技术学基础课程，

介绍了从口头语言、手工抄写、印刷技术、

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的教育的技术变革

历史。这门偏重于历史、理论基础的课程，

采用了朴素的“白板 +PPT+ 教师讲授”

的视频录制方式。为了保持口语感，视频

中保留了一些口误，并为大家提供了“勘

误表”。

在课程的综合讨论区，有同学给郭文

革老师“打 Call”，表示“从第一节课追

到现在，有种追剧的感觉”。在“华文慕

课”的讨论区，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徐

坚老师提出困惑。徐坚目前的主要精力是

放在面向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编者按：

编者按：本文基于“华文慕课”平台中的《解密教育的技术变革史》慕课课程讨论区的师生对话内容，分别从挖掘慕

课制作者与学习者的动力、慕课中的勘误以及能否将其作为过程性教学资源、慕课制作的经验总结，进行对话和探讨。

慕课：“次生口语时代”的知识表达

的相关研究，听了郭老师的课程后发现，

郭老师的课程内容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

引入，可以说进一步加大了来自不同领域、

跨学科的思考碰撞，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

框架。

然而，结合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复杂感

受，徐坚发现，相互碰撞的过程既会带来

获得新知识的新鲜和兴奋，也会带来由于

自己原有知识结构的颠覆造成的反思和痛

苦。为此，徐坚和郭文革两位老师进行了

一番探讨。

慕课制作者与学习者的动力

徐坚：我记得第一门慕课是美国一

所大学计算机专业教授开的，当时通过

邮件注册了，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之

后这么多年，我从没完成过一门慕课的

学习，每回一开头，然后很快就放弃了。

您的这门课是我第一次坚持这么远的进

度，我也有信心和

动 力 必 须 要 完 成。

我 很 好 奇 自 己 为

什 么 这 门 课 会 坚

持 下 来， 想 跟 您

探 讨 一 下， 您 是

如 何 录 制 慕 课 视

频的呢？

郭文革：我之

前一直在做线上小

班制教学——班额

一般在 30 人左右，比常见的 SPOC 规模

还要小得多。这样的在线课程通常是以教

学活动和高密度的交互为核心的。在教学

过程中，老师的投入很多。在国外，线上

小班课的收费和面授一样，少数还要高于

面授。

我一直把慕课视频看作是一种和印刷

技术时代的教科书对等的数字化阅读物，

把师生交互松散的慕课，看作是一种可以

和“作者对话”的“数字化阅读”行为。

我不认为慕课完成率低是一个大问题，因

为畅销书的“完成率”其实也很低，很多

人跟风买回家之后，就塞在书架里，一页

都不曾翻过。

作为一种知识的数字化表达样式，

我们需要想一想，在互联网上应该怎样

表达知识？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瓦尔

特·翁提出的“次生口语时代”的观点

值得思考。另外，我们还应该看一看，

网上哪些内容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我本

人比较喜欢“晓说”、“锵锵三人行”、“一千

零一夜”，“圆桌派”、“吐槽大会”等，

这些表达形态，还真的带有荷马史诗时

代的口传色彩。

所以，我自己做慕课的时候，研究了

很多样式，综合考虑了成本、时间、表达

的自由度之后，选择了这种最朴素的、带

有口语色彩的表达形式。那些达到广播级

的视频，往往需要大团队大制作，一个镜

头一个镜头地抠，我担心反而制约了教师

的表达。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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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制作过程中的勘误能否作
为过程性教学资源

徐坚：您的慕课视频使用了口语、文

字和互联网等多种媒介传播知识。口传很

可能产生口误，PPT 的文字也会有错漏，

视频后期编辑时，修改口误的成本很高。

所以，慕课中提供了“勘误表”。我还是

第一次在慕课中看到勘误表！我很好奇，

是谁来做的勘误？是您重看了一遍视频？

还是您的学生？如果是您的学生，那么您

的学生如何知道此处为错误呢？为何其他

的慕课没有口误呢？ 

郭文革：我想绝大多数慕课都有口

误，至少我认真看过的几门都有口误。

没有勘误的原因，一是有很多慕课，是

提前写好了文本，配合 PPT 做语音合成。

这类慕课，没有口误，但也失去了口语

的鲜活感。二是有的慕课由老师录的，

但是老师自己都没有看，所以，没有发

现口误和笔误的地方。

我的慕课，至少全部看过一遍以上，

所以，很多勘误是我自己发现的。我愿意

看我自己的慕课视频，这也许是现在你能

看到勘误表的一个原因。 

徐坚：慕课学习的学生能否加入勘误

的队伍？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我

是来学习的，我如何发现慕课内容上的错

误呢？错误本身也是一种教学资源，慕课

内容的勘误过程是否也能设计为一种学生

参与互动的教学资源呢？学生作为内容的

消费者，是否同时也是内容的生产者？

郭文革：在慕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

确帮我们识别出来好几处口误，以及测验题

中的错误。但是，对于学生作为“内容生产

者”的提法，我认为还是要谨慎对待。知识

生产是一个长时间高脑力投入、还需要相关

经济支持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学

生生产的“内容”跟专家生产的知识是不一

样的，需要对知识生产的环节和流程有清晰

的认知，才能想明白这两类知识的差别。笼

统地这样说学生是内容生产者，很容易制造

混乱的概念，产生“反智主义倾向”。

慕课制作者的经验总结

徐坚：尽管您的授课内容是经过多年

的准备，但是最终呈现在慕课中的内容也

许只有数个小时。同时，录制的时间估计

也就是 2-3 天左右。你录制慕课的时候，

主要做了哪些准备？ 

郭文革：我的慕课录制不是 2~3 天。

去年一年，我几乎把以前涉猎过的资料，

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包括我在慕课里提到

过的书、纪录片，全过了一遍，还要做摘

要，以保证出现在屏幕上的引用不会出错

（笔误有，但所有的引用在工作文件中都

是有索引的）。另外，还要注意理论内容、

真实的故事、图片、视频材料的合理搭配，

探索“次生口语表达”的叙事方式。这是

我在准备慕课的时候，最头疼的任务。因

为我需要在网上观看并分析大量的“次生

口语时代”的优秀内容，揣摩表达的方式，

以及合理的素材搭建结构、呈现方式。

即使这样，这门课还是录了两周时

间，是专门为屏幕前的学习者录制的！我

的 3-4 个学生，也花了很多时间，剪接成

现在的样子。她们一遍遍看，还要减掉录

制中的口误、打磕巴、重复的地方；甚至

修改 PPT 中的文字。

我打招呼的用语、包括眼神，都是希

望能和屏幕前的学习者有一种对话感。有

几天，在白板前站着录了 5-6 个小时，录

完真的觉得脚底板都要碎了。所以，看起

来这么简单的形式，其实还是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什么事情是轻易能做

成的，背后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徐坚：慕课似乎并不能替代传统的课

堂？您以前一直做线上 SPOC 教学，第一

次开设慕课，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郭文革：慕课给我的第一个 Shock，

就是面对满屏的 ID、QQ 号、手机号的“学

生”，有点茫然（掩口笑），无所适从，

不知道对话的人是谁，然而，SPOC 课程通

常是实名，这也是慕课和 SPOC 很不一样

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活动通常是“破冰”，

做自我介绍，让后续的教学对话都能以名

字、或者你互称，营造一种温馨的班级氛围。

在慕课中，老师是实名，学习者都是匿名，

感觉很不对等，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徐坚：您的课程，把跨学科的知识整

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逻辑，

我觉得这样跨领域真的很有趣，我一定要

坚持完成这门课程，拿到我的第一份慕课

证书。但是，我也担心您的课程可能很难

得到各个领域的认可。比如技术领域的人，

他们总是要看先进的技术，不太去回顾历

史。教育领域的人，会认为您的课程不对

头，怎么跑到新闻传播领域去了。新闻传

播领域的人，可能又会认为您是做教育

研究的。这两天，我在看您推荐的纪录

片《书香》，发现原来书籍是最早奢侈品，

为了豪华越做越大，真的很有趣。又看

了《1984》的封面设计反映了社会的变

迁，我也觉得很有趣。《媒介史》对于

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和人的心理状态，

的确非常有启发。

郭文革：的确，大家都在提倡跨学科，

但真正跨学科的研究，又会在成果认可方

面遇到很多困难。当大家都身在“此处”

的时候，很难看到“彼处”的风景。这也

恰恰是在线教育、慕课面临的挑战。

徐坚和郭文革通过一番探讨得出一

个结论，现阶段的慕课视频，还处于“新

瓶装旧酒”的阶段，即把原来印在书上

的知识，“装进”互联网。未来随着基

于“大数据”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可视化、

交互式、VR 等新的知识表达形态的成熟，

资源建设将进入“新瓶酿新酒”的阶段，

大量新增“知识”，已经“生产”出来

就是“原生数字化资源”。到那时候，

在线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比重，将发生关

键性逆转，人类教育将进入一个全新的

发展阶段。 （责编：陶春）

（作者单位 1 为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华东师范大

学在读博士，作者 2、3 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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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传统的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模式不断创新，

信息化已成为高校深化教学改革、培养新型人才、提高管理水平

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学校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在基础设施建

设、信息系统建设和资源开发方面工作成绩显著，在信息化推进

和保障机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设立了比较合理的组织机构和

政策措施。但是要切实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管理、科研等方面

的深入应用，还需要一套系统、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来保障学

校整体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提升，其中，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提升

保障体系建设尤其重要。

山东科技大学是山东省第一批教育信息化的试点单位。学校

一直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和日常

管理中的应用，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已成为广大师

生的共识。

建设内容

学校积极建设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发展保障体系。包括提供

系统化的培训，协助教师基于教学设计的原则，将最新的信息技

术手段和教学方法集成到日常教学中。开发特定教学技术的潜能，

探索、改善现有教学实践有效性的策略。图 1 展示了从教学方法

到教育教学变革。

学校的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保障体系建设是全方位、多层次

的，涉及学校的政策体制建设、教师培训与继续教育、软硬件设

备投入等。建设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师信息化技能培训和技术支持机制建设情况

教师的信息技能每隔一个阶段就要更新，否则就要被淘汰。

为此，要制定教师培训工作计划和政策措施，鼓励支持教师参加

培训和进修提高。

为了最大效率地培训信息技术人才，学校建立校内培训和校

外培训相结合的培训体系。首先选送部分人员到校外进行计算机

维护、网络维护、数据库系统维护、最新多媒体技术等专项培训。

提升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
山东科技大学

图 1  从教学方法到教育教学变革

图 2  学校混合教学探索的思路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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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安排本校的计算机老师、专职信息化工作人员对全院教师

开展讲座，举办计算机应用基础、现代教育技术、网络技术培训

班，在全校推广信息知识，共同提高信息技能。另一方面，充分

利用网络优势，将学校的教学资源，如教育管理材料、教学课件

等教育教学资源上传到网络学习空间或媒资管理平台上，让教师

随时学习、检索与使用各种信息，共享各种教学资源，促进教学

模式的改革。学校混合教学探索的思路如图 2 所示。  

信息化技术支持能力依赖于信息化技术支持团队。目前学校

信息化技术支持团队包括专职团队（网络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

兼职团队（各院部信息员）和学生团队（实习生、学生管理员）。

对他们进行业务技能和服务规范化培训，也有助于提高对教师的

服务水平。

2. 教师信息化应用激励、考核、评价机制建设情况

（1）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 , 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办法，组织

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评比、多媒体课件制作评比、信息技术

应用的研究论文评选等活动。并把评比结果纳入教师考核、评优

和职称晋升中 , 树立典型 , 并予以奖励。

（2）以精品课程建设促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根据

教育部的有关精神 , 学校将以此为契机 , 将精品课程建设与信息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结合起来 , 制定措施与办法 , 集中推出一批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精品课程 , 并在教师中组织观摩、交流 , 有

力地促进信息技术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3）制定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评价体系。通过评价 , 规

范教师行为 , 激励教师优化教学设计 , 创造性地运用信息技术开

展教学活动 , 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效率。

3. 信息化应用支撑环境建设情况

（1）建立和完善教师数字化教学支持中心。即通过配备办

公电脑、网络改造、技术培训、创新管理机制来确保教师能够在

校内通过电子备课室进行集中网上备课、教学资源集中存储，并

能在教学过程中随时从学校数据中心调用。

（2）建设和完善教师远程移动办公系统。确保教师在校外

能够通过电脑或手机等移动终端能够方便地使用学院特色网上应

用系统。通过技术培训、激励考核机制等手段，不断提高教师信

息化意识，推广信息化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教育教学在线

培训情况如图 3 所示。

建设成效

经 过 两 年 多 的

建 设， 学 校 信 息 技

术 在 促 进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和 精 准 化 管 理

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教 师 信 息 化 教 育 教

学 能 力 提 升 显 著。

线上培训完成情况如

图 4 所示。

几年来，学校组

织各级各类教师教学比赛和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成绩斐然。

教师在各类教学竞赛者获各级奖项 60 余项；在大学生学科竞赛

中，获国家级奖项 222 项、省级奖项 152 项、市级各级各类奖

项 8 项、校级奖项 36 项；获准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

项 101 项。组织教师参加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1 名教

师获全国二等奖，3 名教师获全国三等奖，3 名教师获全国优秀

奖；7 名教师获山东省一等奖，3 名教师获山东省二等奖，5 名

教师获山东省三等奖。学校获全国优秀组织奖。组织教师参加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

等奖 1 项，优秀奖 3 项。

学校通过邀请教育专家、教学名师等开展教学培训，提高教

师教学实践能力，拓展教师视野。实施了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导航

计划、教学业务能力提升计划，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帮助

青年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结合评估整

改工作，学校在 2017 学年进一步强化、规范“青年教师教育教

学导航计划”。学校为参加导航的每位青年教师建立“培训档案”，

通过集中培训、全过程跟踪指导、观摩教学及随机听课、专家讲座、

参加教育部精品课程网络培训、系（教研室）教研活动、新进青

年教师讲课比赛、导航考核等环节，强化过程管理，确保导航成

效。本次导航计划共邀请专家举办 7 次讲座，参加培训青年教师

40 余人、300 余人次。同时，为促进优质教学成果的应用与共享，

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每学期分别

组织了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工作。全校青年教师 100 余人次参加了

精品课程网络培训工作。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 1 为山东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2 为山东科技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

学院）

[ 基金项目 ] 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联盟在线课程建设研究项目 2016 年度立项课题

( 项目编号 K2016MOO1) 
图 3  教育教学在线培训情况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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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认证：搭建高校信息化合作基础

文 / 张丹东

随着高校信息化工作的不断深入，

高校间的合作在逐渐加强，而高校间信息

化合作的基础就是联合认证，本文梳理目

前国内高校的一些联合认证项目的基本情

况，提出一些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Eduroam 项目

Eduroam(education roaming) 是专为科

研和教育机构开发的安全的环球跨域无线

漫游认证服务，现已覆盖全球八十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数千家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

加入 Eduroam 联盟的机构成员可使用

本机构提供的合法账号，可在全球已加入

Eduroam 联盟的机构内实现无线网络访问

的无障碍漫游。

Eduroam CN 中国顶级节点于 2014 年

引入中国并投入运行，由中国科学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负责运行与管理：http://

eduroam.cstnet.cn/。

2015 年 4 月， 北 京 大 学 作 为 国 内

第一所高校加入了 Eduroam 联盟，并作

为该联盟在中国高校的管理单位，截至

2018 年 7 月，已有 126 所国内高校接入

Eduroam 联盟，另有 43 所高校在调试中。

网址：http://www.eduroam.edu.cn。

其应用单一，覆盖范围明确。只为联

盟的机构成员间提供无线网络漫游服务。

认证简便，自动连接，接入安全和账户安

全设计合理，账号密码保持在原机构的控

制范围内。整个体系简单高效，接入配置

和日常管理很简单。

因为中国网络安全相关法律的要求，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启用了二次认

证，需要本校教职工授权访问后方可使用。

 CARSI 项目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统一认证

和资源共享基础设施（CARSI, CERNET 

Authent ica t ion and Resource Shar ing 

Infrastructure）是由北京大学发起的一项

跨域认证授权服务，服务对象为中国高校

和各科研院所。在国内高校已经普遍建设

完成的校园网统一用户管理和身份认证系

统的基础上，建设一套用户身份和应用资

源共享机制，将师生的校园网身份应用于

访问其他高校提供的优质资源或者互联网

优质资源。

CARSI 以国际国家级教育科研网 NREN

（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普

遍采用的美国 Internet2 Shibboleth 中间件为

技术基础，符合国际标准，方便接入在其

他国家已经成功部署的 Shibboleth 应用资源，

比如 Thompson Reuters、EBSCO 等图书馆电

子资源。2017 年 8 月，CARSI 项目组向国

际身份联盟组织eduGAIN提交了加入申请。

调试完成后，和其他国家教育科研网共享

应用资源将变得更加容易，网址：http://

www.carsi.edu.cn/index_zh.htm。

其应用面广，可以为大多数 Web 应

用提供认证服务，可以携带用户属性，将

应用根据用户属性进行区别授权。

接入成员分为用户类和资源类，截至

2018 年 6 月已有接入用户类成员数量为 77

个，接入资源类成员数量为 21 个。接入

程序复杂度和技术难度高于 Eduroam，需

要接入机构与资源类成员逐一接洽，接入

Eudroam 后的二次接入工作量比较大，且

目前接入的资源类都是国外的学术资源，

范围较小。

eduGAIN 项目

eduGAIN 项目是一个致力于实现单点

登录访问教育和科研资源的国际项目，目

前有超过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2672 个用户

类成员、1909 个资源类成员接入。该项目

接受身份认证联盟申请加入，是 Shibboleth

中文资源数量巨大对国内的教育和

学术活动影响巨大，需要建立一个

以中国高校为主发起一个联合认证

项目，为所有学术资源提供一个易

用的单点登录服务。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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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联盟的联盟。中国的 CARSI 项目和科

学院 CST Cloud Federation 项目都在申请加入

eduGAIN 项目，网址：https://edugain.org/。

上海教育认证中心项目

根据上海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概要

“一网三中心两平台”的总体需求，上海

教育认证中心（以下简称 EAC）是三大中

心之一，它将实现基于多特征及多身份的

教育对象全周期一体化认证信息管理。

在各区县、各学校乃至各学段均可采

用各自符合身份标准信息集的统一身份认

证管理域的前提下，EAC 将通过上海教育

认证中心建设，实现多协议支持的跨校联

盟，一方面实现身份终身化和成长跟踪，

识别学生成长过程，并成为数据分析的重

要依据；另一方面实现与互联网主流标准

的兼容，成为互联网领域重要的身份来源，

服务于教育系统内外的应用。

上海教育认证中心向各子域提供云端

服务方式和 IdP 代理方式两种接入方式。

上 海 教 育 认 证 中 心 向 各 应 用 提 供 

SAML 原生，Shibboleth SP 代理 , Oauth2 

三种对接方式。

典型应用有四个：1. 教育无线通，用

于跨校无线网络漫游。2. 东航校园行是东

方航空公司基于上海教育跨校认证的特色

应用，有专属购票优惠政策。3. 跨校辅修，

2009 年起，跨校辅修（东北片区）新系

统结合上海市教委身份认证平台，可解决

大部分高校学生登录学习系统的问题。

4.“慧源”——上海地区高校优质资源共

建共享平台（http://www.kxzy.sh.edu.cn）是

在上海市教委的组织领导下构建的一个资

源共享项目，其宗旨是将上海地区高校的

自建数据库、特色资源数据库、优质资源

数据库等进行共建共享。

CALIS 联合认证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简

称 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

教育“211 工程”“九五”“十五”总体

规划中三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CALIS 的

宗旨是，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把国家的投

资、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的技术手段、

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起

来，建设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

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

在 CALIS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了

一套基于高校图书馆管理系统的高校认

证 CALIS-UAS 联合认证，目前加入高校

800 多所，服务于所有的 CALIS 联盟高校，

用于访问项目资源和服务：http://www.

calis.edu.cn/。

类似于 CALIS 的还有 CASHL、CADAL

等一些图书资源类的共享联盟，也建立了

相关的联合认证。

OpenAthens 联合认证项目

OpenAthens 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认

证服务项目，目的是简化用户与资源间的

使用成本。用户接入后，可以免于逐一与

资源进行接洽。此项目收取一定服务费用，

网址：https://openathens.org/。

思考与分析

目前了解到的适合高校加入的联合认

证项目基本就是这些。从加入项目的用户

机构数量、资源服务数量和易用性几个方

面来看，各国项目的实施时间早，接入用

户数量巨大，资源丰富。

国际网络联合认证 Eduroam 项目只应

用于网络漫游认证，国际上普及度极高。

目前接入高校数量增加较快。

地区认证联盟的联盟 eduGAIN 也比

较成熟，各国的地区认证联盟大多已经加

入或者正在申请加入，以便降低联盟的管

理工作量。因为成员高校的管理工作量较

大，催生了 Athens 认证联盟，适度收费

降低成员的管理工作量，也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目前国际上主流学术资源服务都支

持 shibboleth 认证（通过某个地区联盟或者

eduGAIN）和 Athens 认证。

国内来看，上海地区教育认证中心项

目，局部的普及度高，接入应用全面，在

接入应用方面突破了教学科研的限制，东

方航空公司的接入，为未来各种商业资源

的接入做出了示范。在认证标准方面，也

做了扩展，适合国内各种资源和应用接入。

目前只对上海地区学校服务。

此外，CARSI 项目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目前在逐步推广应用中。

未来来看，中国高校数量众多，在校

师生数量巨大，中文资源数量巨大，信息

化服务质量对国内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影响

巨大。需要以中国高校为主发起一个联合

认证项目，为所有学术资源提供一个易用

的单点登录服务，优先为中文资源服务基

于用户登录的资源服务，有多种益处：

1. 可以基于用户登录访问资源，不受

用户所在地点的限制，彻底摆脱使用 VPN

和代理的不便和问题。

2. 服务方将能够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

统计报告，为高校采购数字资源决策和科

研管理与服务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3. 数字资源的采购模式也可能会发生

改变，高校可以采购精确的用户数或者基

于下载、浏览资源的数量按照单价付费。

4. 可以对接商业资源，为高校师生提

供定向精确的优惠服务，拓展高校联合认

证的价值。

5.兼容国内高校的网络漫游认证需求。

6. 可以建立跨校的资源，基于实际使

用量分担建设费用。

建立中国高校联合认证的想法目前得

到一定的认可。如上海市教委和上海高校

正在研究如何对非上海地区的高校开放上

海市教育认证中心的认证服务，以及建立

中国高校联合认证的可行性。同时，中国

高校图书馆行业，基于自身工作的需要以

及前期联合认证的实践，也在讨论如何将

联合认证与中文资源结合。 （责编：王

左利）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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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域名系统）是互联网的一项基础

服务，其作为将域名和 IP 地址相互映射的

一个分布式系统，能够使人更方便地访问互

联网。DNS 一般可分为权威 DNS 和递归查询

DNS，权威 DNS 提供所辖域名的解析，而查询

DNS主要是面向一般用户进行上网地址解析。

查询类DNS服务的重要性

为了使得用户能够获得最优（最近）

的服务器提供服务，应用的权威 DNS（或

CDN）会针对不同 ISP 下的用户返回不同的

地址。以某著名电商网站为例，其首页加载

共涉及到约 30 个不同的域名，且大部分域

名从命名上均包含 CDN 字样。假定 DNS 对于

首页中涉及到的域名解析结果能够快 1ms 返

回，30 个不同域名就能够节省 30ms 的时间，

从而直接提高了网站的整体访问速度。

目前 CDN 为最终用户进行线路选择的依

据，大部分依赖于进行域名查询的源地址，

根据该源地址所归属的运营商及来源地的

不同返回不同的地址。但进行域名查询的来

源地址并不能代表用户的最终地址，即使采

用了 ECS（edns-client-subnet），但由于

ECS 对于 NAT 后的用户目前无能为力，因此

由 CDN 服务商来精确判断用户的来源并不总

是准确的，DNS 返回结果可以直接决定用户

是否可以获得优质的网络访问效果。

DNS服务在保障网络安全中的作用

目前网络安全的形势不容乐观，互联

网上存在大量的恶意代

码及安全隐患，其中很多

APT 攻击以及僵尸网络 C&C

（命令和控制）连接，均

不同程度利用DNS来实现。

通过对 DNS 的解析行为进

行分析与研判，是进行安

全分析的一种重要手段。

校园网环境所面对的

用户数量众多，出口多，

访问控制策略复杂多等情

况。对于网络的优化要求

早已不是仅实现访问可达，

更需要保证访问的效果和

质量，设计与出口状况相

匹配的 DNS 系统，实现可

管可控低延迟高质量的域

名解析服务，是提高目前校园网优化水平

的一条有效途径。

层次化域名服务系统的应用

上海教育城域网（以下简称城域网）是

国内教育界首个 100G 主干城域网，自建成

以后逐渐接入了上海市3000多家教育单位，

不同单位由于历史原因在接入城域网前已经

接入了其他运营商或者机构，另外由于自身

运维能力差异，对于终端用户的服务水平不

一样，接入城域网后的用户可能会由于各

种原因无法正常使用城域网所提供的网络

服务。此外由于终端设备的错误配置会使

得网络访问效果大打折扣；城域网目前也

正在进行内容建设，例如引入 CDN 节点等，

力求加强城域网用户的访问体验，这些资

源建在城域网内，也需要引导用户去访问。

为解决上述问题，未来将在城域网内建设一

批统一管理的 DNS 系统，实现可管、可控、

可追溯的 DNS 服务，向最终用户提供 DNS 解

析。

DNS 系统以分层方式进行部署，将 DNS

的缓存与递归查询分开处理，并在所有的

ISP出口处分别部署专用的递归查询服务器。

系统结构如图 1。

1. 区县教育局部署缓存 DNS

在区县教育局 / 区县信息中心处部署

缓存服务器，在正常情况下各区县的缓存

服务器只为本区县用户提供域名解析服务。

一种层次化 DNS 系统部署方案
上海教育城域网：

图 1  层次化 DNS 系统结构

文 / 陆海 1   柯立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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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服务器将所有的 DNS 查询请求传递给

部署在市教委信息中心的递归查询服务器

进行查询，自己并不直接进行递归查询。

在城域网内开启任播（anycast）服务，所

有的缓存服务器均配置相同的任播地址，

用户查询会就近分配到最近的任播缓存服

务器上，确保用户获得低时延的域名解析

服务。而当某一区县的 DNS 缓存服务器出

现故障或者需要进行维护时，任播功能将

能自动将用户的访问请求转发到其他的任

播缓存服务器上，保证用户的服务不中断。

具体实现方式简要介绍如下：

（1）将 DNS 的业务监听地址（anycast

地址）配置在 DNS 缓存服务器的 loopback 接

口上，例如：

ip addr add 192.168.0.1/32 dev lo

（2）区县信息中心路由器与 DNS 缓存

服务器的互联接口之间开启动态路由协议

（如 OSPF）。

（3）DNS缓存服务器将anycast地址通过

动态路由协议注入到区县信息中心路由器中：

! ospfd.conf file
hostname HP_CACHE_A
!
interface eth0
!
interface lo
!
router ospf
 ospf router-id 10.255.1.10
 log-adjacency-changes
 redistribute connected
 network 10.255.1.0/24 area 0.0.0.0 
!
line vty

（4）DNS 缓存服务器上需要开启守护

信息中心路由器将 anycast 地址再通过 IGP

发布到城域网骨干网中。

（5）DNS 缓存服务器上需要开启守护

进程，定时检查自身 DNS 服务是否能够达到

正常运行基线相关要求，例如 DNS 服务是否

工作正常：

#!/bin/bash
FLAG=`/usr/sbin/dig @192.168.0.1 www.shec.edu.
cn. A +short`
if [ "$FLAG" != "101.226.171.200" ];
then
echo "Stopping Anycast...."
/bin/systemctl stop ospfd.service
/bin/systemctl stop dnscached.service
else
echo "DNS IS RUNNING FINE"
fi

当 DNS 出现问题时，通过停止动态路

由进程，不再向对端路由器发布 anycast 地

址，就可以将缓存服务器自身从网络上隔离

出去。

缓存服务器将主要面向一般用户查询，

并记录用户查询日志。在保证查询性能的同

时，缓存服务器自身能够对异常的 DNS 报文

进行丢弃处理；能够防范 DNS 缓存投毒以及

能够对 DNS Flood、UDP Flood 等常见攻击进

行防护。还会对于异常的 DNS 查询请求进行

拦截，例如限制每用户的 QPS 数量，对于网

外用户的查询拒绝服务等，例如：

ip-ratelimit: 100 // 限制每 IP 每秒最多 100 次查询，

多余丢弃

access-control: 10.0.0.0/8 allow // 允许 10.0.0/8 用

户访问

缓存服务器具备 EDNS0 扩展功能，能够

将最终用户的IP地址等信息打包进查询请求，

以方便上层 CDN 返回最优结果。

在上层递归查询服务器故障的极端情况

下，缓存服务器还具备缓存快照及相应解析

记录导入能力（通过带外承载），或能够通

过人工干预进行本地解析。

为保证缓存服务器的安全性，在网络

侧采用如下策略对各区县的缓存服务器进

行保护：

（1）在缓存服务器的接入路由器与网

络互联的链路上均部署了 ACL，只允许城域

网内用户访问缓存服务器，禁止域外地址

访问。

（2）为保障系统在遭受大规模攻击流

量情况下仍能够提供服务，在缓存服务节

点接入路由器与网络互联的链路上部署了

带宽限速的 QoS 策略。QoS 策略根据各区县

的日常访问量配置，按照峰值流量 2 倍进

行配置。

为了避免出现网络内部用户因为错配

DNS 导致的解析结果不正确等相关问题，在

各区县网络中心的核心处还可以通过配置控

制策略等方式将用户的域名查询请求统一转

发到缓存服务器上，使得网络用户均能够获

得正确的域名查询结果，且不需要网络用户

对配置进行修改，具体实现方式不再赘述。

2. 市教委信息中心处部署递归查询 DNS

市教委信息中心处部署 DNS 专门用于进

行递归查询操作，递归查询 DNS 仅响应各缓

存服务器的 DNS 查询请求。城域网的所有域

名查询规则将会配置到递归查询 DNS 上，包

括转发域规则、私有地址规则、CDN转发规则、

安全防护规则等。规则由策略管理中心通过

带外通道统一进行管理及下发。部分策略举

例：

//CDN 转发规则
forward-zone:
 name: "ourdvs.com"
 forward-addr: 10.1.2.1
forward-zone:
 name: "ourwebpic.com"
 forward-addr: 10.1.2.1
forward-zone:
 name: "ourwebcdn.com"
 forward-addr: 10.1.2.1
forward-zone:
 name: "ourglb0.com"
 forward-addr: 10.1.2.1
// 安全防护规则
local-zone "50efa6486f1ef.skydivesolutions.be" 
redirect
local-data: "50efa6486f1ef.skydivesolutions.bet A 
127.0.0.1"
local-zone "61kx.uk-insolvencydirect.com" redirect
local-data: "61kx.uk-insolvencydirect.com A 
127.0.0.1"

策略管理中心还将对所有的缓存 DNS 进

行管理，并进行转发调度，根据需要为不

同的缓存 DNS 服务器分配不同的递归查询

DNS。在市教委信息中心处还将配置域名安

全态势感知及事件处理中心 , 利用已有的日

志分析工具对于用户的 DNS 行为进行安全审

计，阻止诸如 APT 攻击、僵尸网络 CC 连接、

不良网站访问等用户行为。

3. 在出口处部署专用递归查询 DNS

为了配合 CDN 的优化动作，在城域网

统一出口的每一个 ISP 出口侧，均配置使用

对应 ISP 源地址的 DNS 服务器，以确保对

应出口 CDN 返回的优化结果的正确性。专

用递归查询 DNS 的部署目的是为了配合核

心层的递归查询 DNS 使用，满足核心层递

归查询 DNS 服务的出口调度需求。出口处

递归查询 DNS 仅响应内部递归查询服务器

的递归查询请求。

目前该系统的部分功能已经在上海市

部分区县信息中心进行了试用，用户评价

良好。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 1 为同济大学海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2

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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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应逐步开展全民智

能教育项目 , 鼓励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

能相关课程”。今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强调推动人工智

能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全流程应用。不久

前，首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在上

海正式发布，全国40所重点高中成为首批“人

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学校”，并将于今年秋

季开始讲授课程。

与很多重点高中引入物联网实验室、飞

机航模实验室、创客实验室类似，人工智能实

验室该如何走出“象牙塔”、走进校园，成为

普及AI教育、提高国民竞争力的助推器呢？

应立足于长期刚需，阶段地推进

人工智能的学习，需要有一定的数学、

物理和计算机基础，适合学校面向理科生进

行普适性教育。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建设，也

应该以普及教育为出发点，立足于学校的长

期刚性需求，有目标有阶段地持续推进，不

仅可以促进与计算机、数学、物理、地理等

学科的有机融合，让师生深刻体会“AI 赋能

教与学”，同时也有利于学校针对 AI 学科

竞赛、实用项目探索等进行创新提高。另一

方面，家长、老师和学生从升学就业的角度，

希望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学习能够有所“出

口”，有所收获。

在上海市市西中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中，我们可以看到部署包括刷脸签到、智能

手机、智能遥感、智能音箱、机器人、无人

车等在内的人工智能项目，学习者在其中不

仅可以完成各种课堂实验，还可以自主创新

设计任务，比如训练机器人模型、加载到机

器人并观察其行动反应、优化模型改进效

果，从而提高学习者的现代信息技术能力

和综合素养。下一步，学校将以此为基础，

选择有一定积累的项目报名参加于今年年

底举行的首届高中人工智能学科竞赛，竞

赛的优胜选手将有机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

名高校交流访问或升学深造。

应强调实践，与教材“手脑并重”

如同当年学计算机一定要上机操作一

样，人工智能教学在讲授必要的基础知识之

后，就需要学习者动手做一些实验，“手脑

结合”动手实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工智

能的核心。商汤科技已陆续建设了多个人工

智能实验室，在落地建设方面有了一定的积

累和体会，该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是

以教学实验平台为核心，与教材紧密关联，

强调动手实践。该实验平台配置 GPU 及商汤

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Parrots 平

台，支持深度学习模型训练和算法的定制扩

展。同时以耳聪、目明、心灵、手巧作为学

习和展示主线，给学习者打造一个沉浸式的

体验环境。

以《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中“感

知器和支持向量机”为例，学习者动手实验

设计分类器，通过不断迭代优化参数，实现

最佳的分类效果。以“对抗生成网络”为例，

学习者从人脸的训练数据中“教会”机器如

何生成数据和对抗生成器，最终生成出“新

兴人类”。

应与智慧校园和智慧教学有机结合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技术的

不断涌现，智慧校园、智慧教学成为当前的

市场热点，包括走班签到考勤、校园人群管

理、人工智能教学等产品层出不穷。人工智

能实验室应与学校教学和管理相结合，成为

老师和学生的“好帮手”。比如，在实验室

可以看到如下的全景式分析数据：上课刷脸

签到考勤的汇总数据、学习成绩的大数据分

析、校园人群安全分析等。

《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主编之

一、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教授

认为，“人工智能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关于机器和人脑

的研究对于教育来说也非常重要。希望高中

生了解人工智能基本原理，有兴趣的可以掌

握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最重要

的是激发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创造力。”希望

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实验室能够在更多

的学校落地生根，培养出更多“智行合一”

的国之栋梁。 （责编：杨洁）

( 作者单位为商汤科技教育事业部）

人工智能实验室如何走进校园
文 / 周丹

读者服务新视角



80 中国教育网络 2018.8

欧洲 25 国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宣言》

据欧委会官网消息，今年，欧洲 25 个国家签署了

《人工智能合作宣言》。目前，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已

经制定了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计划，但对于从欧

洲层面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表现出

强烈的合作意愿，希望通过加强协调，确保欧洲人工

智能研发的竞争力，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在社会、经济、

伦理及法律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欧委会官员表示，在欧洲，任何成功的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都需要跨越国界，欧洲大多数国家同意共同

迎接人工智能的机遇和挑战。这项合作将聚焦于加强

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建设、人工智能研发创新资助机

制的融合以及人工智能社会经济影响的观点互鉴等。

欧委会将作为人工智能合作的促进方，保持与成员国

的密切对话。

建立人工智能学科，需要一套培养计划

 （综合整理自科技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

人工智能教育离不开完备的体系

去年以来，全国多所知名高校设立人工智能学院，加大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7 月 8 日，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的首届人工智能本科

专业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

内 26 所大学的人工智能专业负责人参会，并在会议上形成了《关于设

置人工智能专业建议书》( 以下简称《建议书》)。

《建议书》中表示，随着人类社会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发展，智能

应用正在深入到各行各业，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具有持续性、长

期性，需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 应该尽快设置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积

极构建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实现与行业的对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创业意识。针对人工智能普适性、渗透性、应用性强的特点，建

议科学设置人工智能的专业类，强调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与优势，

制定有特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李波曾对 27 所一流大学

进行调研分析，其中有 25 所大学今年计划新申报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待教育部审批通过后，将成为首批真正招收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今年在钱学森学院正式创办人工智能试验班，并于今年

起开始招生。南京大学则于今年 3 月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学院

基于“夯实基础、深化专业、复合知识、加强实践”的培养思路，

已于今年开始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人工智能方向 )”招收第

一批本科生。

人工智能教育离不开完备的体系。“如果建立人工智能学

科，就需要有一套培养计划，而不是把原来的教材改些内容就完

成了。”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小燕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人工智能需要体系化的培养模式，而不是填空

式的教育，这样才能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支撑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钟绍春提出智

能学习路网的概念。他认为应该针对知识点和知识族，借助“互

联网 +”、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和大数据等技术所构建，符合不

同学生已有知识水平、认知水平、兴趣爱好等实际情况的知识学

习和能力培养的学习路径。依据学科学习目标，确定学习大数据

框架，并在教与学动态过程中，为每个学生建立起完整的学习大

数据。 （责编：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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