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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人是主语

对于教育信息化工作，2018 年的特殊性不言而喻。 　　

4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这一行动

计划的发布，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将指引今后若干年的教育

信息化工作。教育信息化 2.0 更加关注“人”的因素。从教育信

息化 1.0 到教育信息化 2.0，就是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

现代化，开启智能时代教育的新征程，每个人都要成为教育信息

化 2.0 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和创造者。  　　

8 月，《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发布，为教育领域

网络基础设施提出了重大的战略目标，该行动计划依然对“人才

培养”给予了浓墨重彩。行动计划指出，高校要沉下心来研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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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才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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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基于信息化的教育扶贫成为一个热点，被广为关注。

在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扶贫工作中，提升师生的信息化观念和认

识是最迫切的事，可以说，信息技术给贫困地区的教育点亮了一

盏灯，但真正让教育发生改变的，是那些想要改变的老师和学生。 

在网络安全领域，2018 年也将重点放在人才培养上。这一年，

基于网络安全的对抗比赛此起彼伏，以赛促学，以赛带练，为高

校网络安全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同时在育

人和科研的方面，高校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融合探索。 　　

而 2018 年对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中，又一次体现了“人”本

身的重要性。专家们认为，在人工智能和教育结合这件事中，人

工智能起到的作用是教和分析，但不能把“育”这件事交给人工

智能，老师只是实现角色的转变，却不能完全被替代。 　　

2018 年，高校纷纷建起了师生服务中心，将“从师生中来，

到师生中去”的口号更深入地贯彻，呈现出以人为本、以师生为

中心的特点。 　　

可以预知，2019 年，信息化所有工作仍然要聚焦于“人”。

因为信息化只是一个基础，让教育发生改变的，一定是人。

本刊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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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头力量强大 或招致更严格监管

《纽约时报》刊文称，科技公司被广泛指责力量过于强大，

对人们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2018 年结束之际，硅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四面楚歌。

各派国会议员都认为，科技巨头的力量太强大了。科技公司股价

大面积下跌，政府将出台更严格的监管政策，这甚至得到了科技

界高管支持。

面对如此广泛的批评，科技巨头们似乎应该低调行事。然而，

科技巨头们却并没有这样做。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说，“虽

然现在人们对 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拥有的超强力

量保持谨慎、甚至是不满意，但同时又高度依赖它们提供的服务。”

（来源：《纽约时报》）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谷歌镜头现在可以识别超过十亿种产品

谷歌镜头的认可能力有所提升，现在能够识别超过十亿种产

品，是一年前的四倍。

谷歌在博客中宣布了其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应用程序的里程

碑，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将自定义光学字符识别（OCR）引擎与

其搜索语言学习及其知识图谱相结合来教授镜头阅读。 

得益于 OCR 引擎和培训，Lens 已经非常擅长阅读产品标签

和其他文本，这有助于识别超过十亿种产品。例如，为了区分字

母“o”和零，它依赖于谷歌搜索的拼写校正模型。 

谷歌镜头和 AR 副总裁 Aparna Chennapragada 表示，世界正

在进入一个新的计算阶段，她称之为“相机时代”，帮助用户搜

索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谷歌镜头是这种转变的一部分，使得相机

不仅仅是拍照和自拍的工具。 

韩国三大移动运营商率先
同步提供 5G 商用服务

据 韩 国《 亚 洲 经 济》 网 站

发布消息称，2018 年 12 月 1 日

起，韩国三大移动运营商将集体

推出新一代移动通信 5G 服务，

这将是全球首例 5G 商用服务，

第一批应用 5G 服务的地区为首

尔、首都圈和韩国六大广域市的

市中心，以后将陆续扩大范围。

5G 可以比以往的移动通信服务

传输更大容量的数据，它传送数

据的速度比 4G(LTE) 快 20 倍，

延时则缩短了 100 倍之多。5G

服务将首先提供给企业使用，

目 前 使 用 5G 服 务 必 须 具 备 相

应的移动路由器，到 2019 年 3

月才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连接 5G

服务。 

韩国 SK 电讯首先推出了融

合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工业 5G

服务，企业将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开始将“5G- 人工智能机器视

角”用于产品质检。 

LGU+ 也将提供包括影像识

别和远程控制功能在内的工业用

5G 服务，具体服务包括重型机

械与农业机械的远程控制、智能

无人机、智能监控器、自动驾驶

地图、智能工厂、智能城市、云

虚拟现实 (VR) 等领域。

（来源：韩国《亚洲经济》网站）

2018 最常用密码出炉：“123456”高居榜首

美媒称，2018 年，世界各地数十亿人受到了大规模安全攻击

的影响。但是，网络世界人们还在使用简单到让某只聪明一点的

猴子用一台打字机就能破解的密码来“保护”数字身份。

据美国《大众机械》月刊网站近日报道，开发密码管理应用

程序的“轰动”数据公司连续 7 年在“小发明”网站上，公布了

上一年使用最频繁的 25 个密码的排行榜。但对大多数电脑用户

而言，似乎他们的密码唯一需要符合的条件就是“能够不动脑子、

只是动动手指就能打出它来”。其中高居榜首的最常用密码就是

“123456”，其次是“password”（“密码”一词的英文），第

三名则是“123456789”。 （来源：美国《大众机械》）

( 来源：Z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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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移动网络到来，起初不会掀
起什么波澜

经过多年的宣传，美国两大电信运

营商 AT&T 和 Verizon 的下一代 5G 网络

终于在美国的城市中出现，有望为手机、

汽车、游戏设备和各种连接设备提供极快

的网速。但在 2019 年，5G 可能还不会改

变你的生活。这是因为这些初始的网络仅

限于特定的社区，而不是覆盖整个城市。

5G 要像我们今天使用的 4G LTE 网络一样

普及开来，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与此同

时，预计将会出现营销宣传大战，运营商

们将试图让我们相信，他们的非 5G 网络

已经是 5G 了。

另外，该新技术还面临硬件问题：

第一批能够利用这些网络的设备仅仅是

WiFi 热点。据透露，苹果公司至少要等

到 2020 年才会将 5G 技术应用到 iPhone

上。三星承诺将在 2019 年的某个时候推

出一款兼容 5G 的智能手机，但新网络功

耗需求的增加可能会缩短电池续航时间。

Facebook 阴霾不散，谢丽尔 
· 桑德伯格将离开 Facebook

据保守估计，2018 年，问题不断的

Facebook 共计遭遇了多达 21 起的重大丑

闻。随着消费者对该社交网络巨头保护用

户数据的能力越发失去信心，Facebook 需

要做出重大的改变来证明自己所肩负的责

任。既然没人能挑战联合创始人马克·扎

克伯格的权柄，不难想象另一种可能性：

长期担任首席运营官的谢丽尔·桑德伯格

离职。

桑德伯格已经在 Facebook 工作了 10

年，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高管，不可能留

下来继续一次又一次地为扎克伯格犯下的

错误背锅。她完全可以在另一家大公司担

任首席执行官，而且此举可能有助于修复

她的形象。对于 Facebook 来说，这一剧

变可能会让它有机会从监控式业务模式转

向其他的服务模式，甚至可能转向提供订

阅服务。用户付费使用 Facebook，不比免

费使用任由它为广告商监视我们的一举一

动更好吗？

今年早些时候，当被问及桑德伯格时，

扎克伯格告诉 CNN：“我希望我们能在未

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共事。”

企业是时候证明其人工智能实力了

人工智能的进步对科技行业来说非常

重要。无可否认，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

彻底变革和颠覆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

人工智能变得如此重要，乃至于似乎

每家公司都自称是“人工智能公司”，以

期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坦率地说，它已经

成为一个流行词，正如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的 阿 里 夫· 简 默 罕 默 德（Arif 

Janmohamed）2018年早些时候所指出的，“大

多数所谓的‘AI’公司都称不上 AI 公司。”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人工智能已经

错误地成为了所有与数据或工作流有关的

东西的统称。它们还倾向于随意使用‘算

法’一词，因为这个词通常与人工智能联

系在一起。但仅仅因为一个系统拥有驱动

某些结果的算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

人工智能。”简默罕默德写道。

如果企业表示，它们拥有人工智能只

是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在这场洗牌中迷失方

向，那么投资者最终将意识到自己被误导

了。2019 年有望成为企业需要真正展示自

己的人工智能究竟有多好的一年。

Magic Leap 将成为下一个谷
歌眼镜

还记得当初谷歌眼镜被认为是下一个

划时代产品吗？它号称能够为大众带来增

强现实技术。然而，它最终的表现却令人

大跌眼镜。

Snap 试图通过 Spectacles 眼镜切入增

强现实市场，但失败了；Snap 在 2017 年

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中披露，它在这款设

备上损失了近 4000 万美元，“主要因为

库存的超额储备和库存购买承诺取消产生

的减记”。据科技博客 TechCrunch 称，

只有不到 0.1% 的 Snap 用户最终购买了

Spectacles。

由 Spectacles 的失败来看，被大肆宣

传的人工智能头盔 Magic Leap 似乎也将面

临同样的命运。该款设备直至 2018 年才

首次亮相。它的售价将近 3000 美元，大

多数人都买不起。更重要的是，人们似乎

并不喜欢增强现实头盔设备。而增强现实

游戏《Pokemon Go》之所以取得成功，是

因为人们可以使用原有的设备来玩，而且

它可带来一种集体娱乐体验。

业界对于 Magic Leap 的评价相当不

俗，但它不太可能会成为那种公认的革命

性产品。

据国外媒体报道，就科技行业而言，2018 年是颇为动荡的一年，在 2019 年里，它

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5G 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望改变人们的生活。但即便如此，短期内也有许多需

要警惕的问题。当然，有的业内人士依然相信科技能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2019 年科技行业发展预测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来源：网易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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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0 日，APNIC（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中国 IPv6 突然加速！》一文。作者围绕中国在全球

IPv6 部署中的重要性，中国的 IPv6 部署情况，Facebook、Google、Akamai 及 APNIC 发布的对于中国 IPv6 的测量数据，

中国 IPv6 的性能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在 IPv6 上的加速部署。

APNIC：中国 IPv6 突然加速！

文 / Geoff Huston   翻译：杨望

为什么中国在 IPv6 的故事中如此重要？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审视 IPv6 的部署过程。一旦一件

商品被市场采用达到一定程度，新的市场行为就会出现：后期采

用者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参与到市场引进的产品或服

务活动中，很可能不得不额外花费资源来弥补之前没有参与的损

失。一旦市场已经达到临界点，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都会迫于压

力采用新的服务或产品，因为与现有采用者相比，后采用的人现

在处于相对劣势。IPv6 同样遵循此规律。

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 IPv6 采用的指标（作者按：计算“用

户”而不是连接的设备或流量大小），那么我们观察到人口最多

的五个经济体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五个

经济体总共包含大约世界 48% 的人口。但如果我们观察每个经

济体的网民数量时，发现一些变化，那些儿童占人口比率更高、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人均互联网使用水平可能没有那些

经济水平更高、人口平均年龄更成熟的国家高。全球最大的五个

互联网用户经济体是中国、印度、美国、巴西和日本，他们总共

拥有大约全球 51% 的互联网用户。

虽然我们不知道 IPv6 推广应用的临界点在哪，但是如果五

个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都全面采用了 IPv6，那么 IPv6 的应用

必然已经达到了推广的临界点。

在这五个国家经济体中，印度的 IPv6 部署数量最高。印度 4.75

亿的互联网用户中的 60% 在使用支持 IPv6 终端的设备和服务。

在美国，2.91 亿用户中有略少于 48% 的人在使用 IPv6。巴西拥

有的 IPv6 基础设施服务占 1.4 亿用户中的 26%，而日本的 IPv6

用户数占 1.16 亿用户中的 30%。就 IPv6 部署而言，中国在这五

个经济体中是最低的。

中国 14 亿总人口中估计有 7.41 亿网民，如果在中国有广泛

的 IPv6 服务部署，那么突破 IPv6 的应用临界点就很容易；但如

果这样一个重要的用户群体没有 IPv6 服务，也没有任何可见的

IPv6 服务计划，那么关于 IPv6 全面应用的时间点和确定性将朝

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这意味着中国在 IPv6 的世界中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因此，

测量中国的 IPv6 采用率是当前的重要话题。

从数据看中国的 IPv6 部署

互联网测量一直很具有挑战性。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私人公司的平台上，对网络的测量分析通常可以产生具有竞争力

的市场情报。但现状是，真正能让我们了解网络构成的大规模测

量方法非常缺乏。当然，不仅仅是研究人员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

行业监管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工作不仅依赖于对当前环境的深入了

解，还依赖于有足够数量的数据来执行合理的预测。

让我们来看看关于中国在 IPv6 部署中的一些公开数据。

中国的 IPv6 地址

区域地址注册中心维护有关 IP 地址分配的记录。在这些记录

中，他们会指定国家名称，在地址分配记录中添加两个字母的国

家代码。尽管数据并不完全反映实际地理位置，但地址分配记录

的国家代码与其公布地址的实际地理位置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分配给中国的 IPv6 地址块数量的记录如图 1 所示。2011 年

至 2015 年期间，指定给中国的 IPv6 地址块大部分是在 2011 年

到 2015 年期间分配的。最近的分配记录分别是 2017 年底一块

/21 大小的地址被分配给了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 CBN，另一块

/20 大小的地址在 2018 年分配给了中国石化。

虽然许多地址分配都发生在几年前，但在 2017 年底之前，在

图 1  中国 IPv6 地址分配数量和 BGP 宣告数量（2010-2018）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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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域间路由空间中中国发布的 IPv6 地址前缀总量一直很小。

2017 年 12 月 29 日，BGP 发布地址总量从略低于 /24 的 IPv6 地址

空间水平跃升至 /20。2018 年 10 月下旬，发布地址的总量增加了

一倍多，略多于 /18 的 IPv6 地址空间。2018 年底，分配给中国的

IPv6 地址空间有略少于一半的地址被 BGP 发布。

这种趋势与 2018 年的 IPv6 部署活动保持一致，尽管如何准

确解释这些数字依然具有挑战性。通过 BGP 发布 IPv6 地址前缀

是部署 IPv6 服务的必要前提，但路由系统发布地址与终端用户

和服务使用地址之间可能还存在相当大的时间差。

在 2011 年 4 月通用地址池耗尽之前的三个月内，APNIC 为中

国分配了大量的 IP 地址块。这一期间，大约 1.3 亿个 IPv4 地址被

分配给中国。而这些地址公布到路由系统中花了更长的时间。在

2010 年初，路由系统中分配给中国的大约 85% 的 IPv4 地址是可

见的。2010 年 5 月，这一比例降至 75%。然而在七年的时间里，

路由系统中可见的地址数量已经攀升到已分配地址的 90%。尽管

未发布的地址数量正在缓慢下降，中国未发布的 IPv4 地址池总共

覆盖了 3200 万个地址。自 2014 年以来，中国通过地址交易进一

步增加地址持有量。这些地址交易形成了 IPv4 地址净流入中国的

现象。

自 2016 年以来，中国的 IPv4 地址增长基本上已经停止。在

中国，任何 IPv4 互联网的规模扩张都必须通过各种使用网络地址

转换手段（NATs）的地址共享形式来实现。不幸的是，在中国或

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关于 NAT 使用的公开数据，不过用户数量自

身也可以来解释数据问题。我们已知在中国大约有 3.01 亿个 IPv4

地址服务 7.41 亿互联网用户。有些用户可能拥有多个联网设备，

而另一些用户可能通过共享一个设备连接上网，平均估计中国的

设备数量超过 10 亿个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平均 IPv4 地址共享率

约为 3 个设备 /IP 地址。

虽然当 2016 年初最后一个大型的 IPv4 地址块部署到网络中

后，中国的 IPv4 网络停止了重大的扩张，但这些网络中的 IPv6

部署出现了滞后。中国的 IPv6 部署活动仅在 2018 年初才有所加

强，IPv6 网络在地址发布方面的主要增长发生在 2018 年 10 月。

Facebook 的测量

Facebook 发布了一组关于 IPv6 部署的测量结果。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Facebook 公布了 IPv6 流量约占 Facebook 总流量的

25%，并给出了每个国家的流量数据（可从 Facebook 上“按国

家采用”报告中获得）。

对这些数据有这样一些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的 IPv6 流量比例仍然很低，从 2018 年

年中的 0.5% 上升到年底的 2.5%。

第二个观点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 Facebook 通常不能

从中国境内访问（请参见关于此类体验的账户演示）。

中国的 Facebook 用户可能正在使用某种形式的 VPN 工具，

而使用的 VPN 工具可能只能使用 IPv4 地址访问 Facebook。

令人好奇的是，在 2018 年初的前几个月里，IPv6 的流量比

例下降了 2/3，并且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直到 2018 年 8 月，

这一比例大幅上升到了年底的 2.5%。在 5 月和 7 月出现的突然

变化在小数据集上更常见，因此有理由推测本报告背后的潜在流

量相对较小。

但据报道，Facebook 在中国并不普遍可用，因此，对 2.4% 的

IPv6 流量的测量可能并不能反映出中国 IP 基础设施的总体情况。

Google 的测量

谷歌也有一个类似的测量页面。谷歌报告称，他们的报告反

映了“通过 IPv6 访问谷歌的用户百分比”。

据谷歌统计，工作日中约 22% 的全互联网用户使用 IPv6 访

问谷歌，而周末的用户比例则上升到 26%。尽管不清楚用户群体

的确切组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用户使用 IPv6 服

务的数量高于公司和企业。

谷歌报告了目前每个国家的 IPv6 使用率，在 12 月底，谷歌

报告了在中国约 3.37% 的用户使用 IPv6 访问谷歌，如图 2 所示。

虽然谷歌只发布

每日报告，但是 Eric 

Vyncke 将每日测量数

据组成时间序列。谷

歌在中国受欢迎的程

度并不清楚，特别要

考虑的是谷歌已经正

式退出中国市场。与

Facebook 数据一样，报告的数据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快速变

化，如 2016 年初的快速上涨和下跌以及 2017 年初的快速上涨。

2018 年的数据模式与 Facebook 的数据模式一致，在 2018 的上半

年有所下降，而后则有所上升。但在 Facebook 数据中，我们看

到最终年底数据高于年初的水平，而谷歌数据则相反，年底只有

3.3%，低于年初的 4.2%。

完全有可能谷歌数据只反映了一小部分中国用户，因此与

Facebook 数据一样，这可能无法反映中国 IPv6 部署的全局。

Akamai 的测量

Akamai公司为许多在线服务提供商提供内容分发服务（CDN），

并在许多国家 / 地区运营数据中心。Akamai 发布的“互联网现状”

报告包括使用 IPv6 访问 Akamai 服务的中国用户比例。根据他们

的报告显示，到 2018 年底，IPv6 使用率为 4.6%。

根 据 数 据 显 示， 截 止 到 2018 年 底， 中 国 的 IPv6 使 用 率

为 4.5%。与 Facebook 和谷歌在过去几年数据中的比较表明，

Akamai 可能有拥有比使用谷歌和 Facebook 更大的测量对象，这

也使得 2018 年中 8% 使用率的峰值更加令人好奇。

Akamai 并不是唯一报告这种异常变化的公司。CloudFlare

图 2  谷歌关于中国 IPv6 报告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8 中国教育网络 2019.1

公司大约在同时报告了来自 AS9898（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的

IPv6 使用量的类似峰值，此峰值可能反映了一个或多个中国网络

对 IPv6 的某种短期测试行为。

APNIC 的测量

APNIC 一直在使用在线广告嵌入的脚本对 IPv6 部署情况进

行测量。当广告被传送到浏览器时，一个嵌入的脚本被激活。此

脚本指示浏览器访问有 IPv4/v6 双栈地址的 URL、仅有 IPv4 地址

的 URL 和仅有 IPv6 地址的 URL 的提取，所有这些 URL 都存放在

APNIC 维护的服务器上（对中国用户此服务器位于新加坡）。然后，

这些服务器可以根据运行的脚本测量用户的 IPv6 支持能力。

我们使用服务器的数据来计算可以访问 IPv6 地址 URL 的中

国用户数量。每日总计的时间序列如图 3 所示。在这个数据集中，

中国目前的 IPv6 使用率在 7% 左右。

数据的总体形状与 Akamai 的数据相似，即在 2018 年年中

之前，数据量相对较小，约为 1%。2018 年 7 月的数据出现了大

幅增长，然后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IPv6 的水平显著提高，目前

约有 7% 的用户在使用 IPv6。

广告活动管理有大量的可变因素，因为广告投放会受其他并

发投放的广告活动影响，内嵌在线广告的应用程序流行度也会对

广告投放产生影响。结果显示，每日广告投放的数量具有相当大

的变化水平。在 2015 年底，投放到中国终端的广告数量有所增加，

从那时起每天的广告计数在 10 万到 100 多万之间变化。

此测量的服务器被部署于新加坡，那么如果服务器位于中

国境内，数据是否会有所不同呢？中国境内是否有无法与中国

境外建立 IPv6 连接的更大的用户群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得到了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的帮助，并对位于中国境内的

服务器执行了相同的 URL 测试。这使我们能够从中国国内的有

利位置来收集关于中国境内 IPv6 的数据并和国外的数据进行对

比。比较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中两条曲线在 2018 年 10 月底和 11 月和 12 月之间的差

异可能与新加坡的服务器过载有关，这导致了访问新加坡服务器

IPv6 URL 的请求数量异常下降。这种情况在 12 月中得到了解决，

此后两个服务器上的 IPv6 测量结果是一致的。同样有趣的是，

本次活动中的两台服务器在 12 月的最后一周都报告了接近 10%

的 IPv6 使用率，比全球大型广告活动的测量结果还高出 2~3%。

在国内，中国按照线路和其他经济体的不同组织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ISP）。许多中国的 ISP 提供的并不是使用单一 AS 号

的单一网络，而是将其网络管理视图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网

络，其中的典型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如果我们从自治系统的

角度来看待中国，并将这些区域网络视为一个独立的网络，那么

就有 32 个用户规模在 100 万或以上的网络，另外还有 26 个用户

规模在 10 万至 100 万用户之间的网络，（完整的网络用户可以

在 https://stats.labs.apnic.net/cgi-bin/v6pop?c=CN 查看）。

这些运营商网络中，有一个网络运营商多年来一直支持

IPv6，即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AS 4538。尽管可

能是测量环境和网络本身的变化导致使用率的测量结果有一些变

化，CERNET 的 IPv6 使用率多年来一直在 30% 左右，如图 5 所示。

我们观察到大多数其他中国 ISP 对 IPv6 的部署都发生在最

近几个月，这个结果与地址测量以及 Akamai 的观测数据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集团内部的许多区域网络都在进

行 IPv6 部署。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CloudFlare 公司在 2018 年 7 月

观察到的 AS9808 网络（广东移动）。在这一网络中，大规模的

IPv6 部署可能始于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的测试，然后在 2018 年

11 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部署测试。到 2018 年底，该网络中的

IPv6 部署水平约为 15%。

同样的情况在 AS56048（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的网络中也很

明显，他们在 2018 年 6 月、7 月和 8 月进行了 3 次 IPv6 部署测试，

随后在 2018 年 11 月进行了大规模部署。该网络当前的部署范围涵

盖了约 1200 万用户基数的 25% 左右。同样，2018 年 11 月和 12 月

的零点数据是测量中人为因素导致的，与网络中的任何变化无关。

图 3  APNIC 中国 IPv6 使用率时间序列数据

图 4  中国国内外 IPv6 使用数据对比

图 5  IPv6 in AS4538 - CERNET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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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集团湖南分公司的 AS56047 网络的数据也显示了

相似的趋势，说明他们也在近期进行了大规模部署。

最后，中国最大的 ISP 中国电信表现如何呢？该网络是中国

最大的用户网络，AS4134，估计有 3 亿用户。2018 年 5 月起该

网络在 IPv6 部署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该变化在 2018 年 11 月

起则再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该网络只在 5% 的用户中部

署了 IPv6 服务，也有超过 1500 万用户，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

中国 IPv6 服务的性能

APNIC 的测量系统还包括两个进一步的测量：连接故障测

量和 IPv4/IPv6 往返时延比较测量。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在打开 HTTP 会话访问 URL 时发送的

TCP 三次握手被用来计算连接丢失率。TCP 以客户端向服务器发

送设置了 SYN 标志的 TCP 报文开始，服务器用一个设置了 SYN

和 ACK 标志的报文响应，客户端通过发送一个设置了 ACK 标志

的 TCP 报文来完成连接。

如果服务器接收到初始的 TCP SYN 数据包并发送 SYN/ACK

响应，但它没有接收到最终的 ACK 报文，则该连接被定义为失

败的连接。这些连接失败的可能原因是本地防火墙和报文过滤程

序。防火墙通常允许所有形式的出站数据包，但检查和过滤入站

数据包。如果过滤程序仅被配置为 IPv4 服务，那么传入的 IPv6

数据包（包括 SYN/ACK 相应数据包）将被此类防火墙丢弃。这

样的防火墙配置在尝试 IPv6 连接时会总是失败，如图 6 所示。

互联网的平均 IPv6 连接失败率约为 1%，因此即使中国最

近的 IPv6 连接失败率降到 3%，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平均值

隐藏了不同网络连接失败率的变化，一些中国网络 IPv6 连接失

败率非常高。其中最高的是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的 AS 134543 网

络，根据数据统计，该网络的连接失败率高达 IPv6 连接尝试的

60%。中国最大的网络 ChinaNet(AS 4134)，拥有 1500 万个 IPv6

客户端，连接失败率统计为 4%。这意味着有 60 万用户正在体验

到 IPv6 连接丢失，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失败率。

另一个测量方法是测量双栈设备时比较 IPv4 和 IPv6 不同地

址下的连接往返时延。

图 6  中国 IPv6 连接失败率

致谢
感谢 CERNET 的优秀员工在本测量项目中给予的中国国内服务器测量方面的帮

助，并感谢谷歌对 APNIC 测量项目的持续支持。

（声明：本文内容来源于 APNIC 网站，文中观点仅为 APNIC 及作者本人观点。

转载翻译本文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

原文链接：https://labs.apnic.net/?p=119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如果用户有一个双栈连接的设备，那么测量脚本将让用户先

使用 IPv4 地址访问 Web 对象，并再次使用 IPv6 地址访问同一物

理服务器上的对象。通过查看这两个协议中的 TCP 握手过程，我

们可以在相同的两个端点之间分别使用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进行

两次往返时延测量。从新加坡的 APNIC 服务器可以看出，与来自

同一端点的 IPv4 连接相比，连接到服务器的 IPv6 连接平均要长

70 毫秒左右的时间。这意味着两者路由并不对称，IPv6 路由的路

径与 IPv4 路由的路径不同，尤其是中国到新加坡的路径，可能会

跨越太平洋后再返回新加坡，而对于大多数 ISP 来说，IPv4 路径

可能是一个更短的南北向直连线路。不同的 ISP 的 IPv6 测量数据

并不相同，采样点的平均标准偏差约为 80 毫秒。这意味着不同的

网络使用不同的路由配置。与 IPv4 路由相比，中国的某些网络和

新加坡在 IPv6 上的 RTT 性能更好。中国联通主干网 AS5837 和新

加坡之间的 IPv6 RTT 数据比 IPv4 的 RTT 快 25 毫秒。

当我们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查看连接失败率时，统计数字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出乎意料的是，在中国境内服务器上的连接失败率更高，大

约 8% 的 IPv6 连接尝试没能成功。对于这种更高的连接失败率，

还没有好的解释。

中国的内部 IPv6 路由管理表现得很好，往返时间的平均差

异表明，IPv4 和 IPv6 的路由路径处理大致相同。

访问失败率每日数据之间的变化表明这些测量值存在一定程

度的波动，部分原因可能是路由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每日广告

投放分布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 AS 网络来进一步划分这些测量值。

有三个 AS 网络的 IP 连接可能使用了一些更长的外部路径

来访问中国国内的服务器。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IPv6 提供了更

好的 RTT 性能。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中国的规模部署 IPv6

服务的证据，这在中国移动的区域网络和中国 ChinaNet 主干网

的网络中最为明显。

谷歌和 Facebook 发布的 IPv6 数据似乎只看到了中国 IP 基础

设施的一小部分，而使用 VPN 访问这些服务很可能会使这一部

分数据受到影响。来自 Akamai 的统计与我们基于 APNIC 广告的

测量计划中看到的数据一致。在中国，IPv6 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大

规模的变化，从 11 月开始，在这些大规模的服务网络中，显示

出了很多明显地向 IPv6 迁移的迹象。

如果有人希望中国成为未来几年推动互联网大规模 IPv6 迁

移部署临界点的最后一环，那么情况看起来非常令人鼓舞。

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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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9 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认同，在国际上的影响

是负面的。IPV9 背离开放创新的

互联网发展理念，试图通过建立“窄

轨铁道”的方式把中国互联网与全球互

联网隔离，这种封闭的互联网也就失去了其作为互联网存在

的真正意义，IPV9 的这种建网思路将会把中国互联网发展引

入歧途。

邬贺铨院士在“中国 IPv6 产业发展研讨会”发表观点。

65%

I D C 近日发布《2019 年中国智能终端市

场十大预测》，十大预测包括：2019 年超过

65% 的智能终端产品引入人工智能应用，包括

手机、智能家居产品；预计 2019 年将有 67%

的智能家居设备将接入家居互联平台。

5 分钟

由网络安全公司 Net s c ou t 发布的一项最

新调查结果显示，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手

机以及网络摄像头设备平均每 5 分钟就会遭遇

一次未遂的网络攻击。

11.6 亿

近 日， 工 信 部 发 布 了《2018 年 11 月

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

电话用户总数达 15.6 亿户，4G 用户规模为

11.6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4.3%。

96%

近年来，教育部通过在各地采取“互联网

＋教育”模式，促进偏远、贫困地区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截至目前，全国 96% 的中小学校实

现网络接入。

2.96 亿

近日，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 ) 发

布了《2018 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白皮书》，报

告概述了当前我国在线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

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的

用户规模将达 2.96 亿人，在线教育行业备受

关注。

科技包括人工智能，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对于教

育行业还有其他行业而言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AI 能

够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实现个性化的学习、个性化的在

线学习。虽然现在 AI 应用在教育领域还处于实验阶段，

但在未来一定会对教育带来很大的变革。

在线学习平台 edX 创始人阿南特·阿格瓦尔就人工

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发表看法。

少儿编程教育并非高等教育那种单纯写代码、编制

应用程序，而是通过编程游戏启蒙、可视化图形编程等

课程，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创新能力。人工智能是未

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少儿编程教育正当其时。

长期从事信息管理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夏立

新如此表示。

站在教育与技术较量的尖峰时刻，应当坚守教育初

心，把“是否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新的教育

理念、体系、内容和技术选择的根本原则，由技术驱动

向育人为本转变，由碎片化向系统化整体化转变，由脉

冲式应用向常态化应用转变，从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转

变为信息时代的教育体系，运用信息化手段来发掘学生

的潜质，成就学生最大个性化价值。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在上海教育信息化赴美研

修成果汇报会上发表观点。

《声音 数字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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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排除 IPV9 等错误说法干扰

人民网讯  自《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

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发布一年

以来，政府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科研

机构等积极响应，纷纷制定具体的落地实

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加快 IPv6 升级改造，

我国 IPv6 规模部署工作呈现加速发展态

势。为及时总结我国 IPv6 发展状况、探

讨 IPv6 发展前景，2018 年 12 月 21 日，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在北京召

开了“中国 IPv6 产业发展研讨会”。专

家委部分委员，以及来自高校、科研机构、

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的领导和代表

共 2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专家委秘书

长、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在会上做了

关于“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的报告。

会议由专家委主任邬贺铨院士主持。

邬贺铨院士指出，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

放 40 周年，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

国互联网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深入渗透到了人们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当前，全球互联网正在加速升级

演进的进程之中，我国互联网发展面临难

得的创新发展机遇。与会专家围绕下一代

互联网发展态势、我国 IPv6 发展情况、

IPv6 标准与知识产权问题、IPv6 安全问题，

以及 IPv6 规模部署的下一步工作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对一些与 IPv6 相关的

模糊认识进行了澄清。

一、以 IPv6 为起点发展下一代互联

网是全球共识，我国 IPv6 规模部署取得

重大进展 

与会专家认为，IPv6 是目前全球唯

一公认的下一代互联网商用解决方案，

是互联网升级演进不可逾越的阶段，以

IPv6 为起点发展下一代互联网是国际共

识。2016 年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IANA）

已向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提出建

议，要求新制定的国际互联网标准只支持

IPv6，不再兼容 IPv4，鼓励互联网向 IPv6

单栈演进。美欧等国均加快 IPv6 规模部署，

全球 IPv6 部署进入了快车道。

最近网上有个别舆论认为“经过十多

年的过渡实践，美国发现重建一张 IPv6

网络的成本太大、安全陷阱过多、技术协

议不成熟等问题，美军和美国政府从 2011

年起停滞了 IPv6 过渡计划”，认为中国

发展 IPv6 是在坚持美国已经放弃的错误

方向。专家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毫无事实依据。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

一直视互联网为国家的核心战略并重视

IPv6 发展。2012 年 7 月，美国政府更新《政

府 IPv6 应用指南 / 规划路线图》, 明确要

求到 2012 年末，政府对外提供的所有互

联网公共服务必须支持 IPv6，到 2014 年

末，政府内部办公网络全面支持 IPv6。此

外，美国政府还建立了 USGv6 发展监测项

目，长期对政府、高校、企业网站和 DNS

的 IPv6 改造进程进行监测。当前，美国

IPv6 地址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IPv6 用户

比例突破 42%，达到 1.22 亿。Facebook、

Google、Twitter、Youtube、Linkin 等主流

的商业网站全面支持 IPv6，苹果应用商店

要求 APP 必须支持 IPv6-Only 标准协议的

规定。

IPv6 相对 IPv4 可以提供海量的网络

地址，能够满足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对于

地址的需求，可以解决全球互联网面临的

网络地址耗尽的突出问题；同时，IPv6 在

协议上预留了广阔的创新空间，为互联网

长期升级演进提供了新的基础平台。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下一代

互联网的发展，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

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

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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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发展的总体目标、路线图、时间表和重

点任务。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一年来，

在各部委的指导下，各地、各部门、各相

关企业密切配合、务实推进，IPv6 规模部

署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成效显著。一是

网络设施的 IPv6 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三

大基础电信企业全国 30 省移动宽带接入

（LTE）网络均已完成端到端 IPv6 改造并

开启 IPv6 业务承载功能，骨干网设备已全

部支持 IPv6，截至 2018 年 11 月，基础电

信企业已分配 IPv6 地址的 LTE 和固定宽

带接入网络用户总数超过 8.65 亿；二是政

府和央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重点互联网

应用的 IPv6 升级进一步提速。截至 2018

年 11 月，中国大陆 93 家省部级政府网站

中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63 家，占

比为 67.7%，97 家中央企业网站中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有 92 个，占比为 94.8%，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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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制定了较明

确的升级改造方案，大部分典型的互联网应

用将于年底前完成改造任务；三是支撑 IPv6

发展的产业环境趋于成熟。总体上看，初步

形成了政企联动、高效协同、多方参与，网络、

应用和终端协同推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二、中国互联网是中国人自主建设与

管理的，国内互联网管理属于我国的主权

范畴 

1. 有人认为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中国

互联网是美国互联网的一部分，中国互联

网的管理和运行受到美国的控制。例如，

中国 IP 地址需要从美国租用，“中国每

年租 500 亿个地址需向美国交 4150 亿美

元”；中国的域名访问要经过美国的根服

务器，中国用户对互联网的每次访问都要

经过美国的监控。

与会专家认为，虽然互联网起源于

美国，但是互联网的辉煌是全世界网民

和学术界、产业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互

联网是全球公共基础设施，是全人类的

共同财富，不是美国的私有财产。中国

互联网是由中国人自主建设、运营、管

理的，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均是全

球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是

互联互通的关系，没有隶属关系。中国

互联网不受美国控制和管理。各国互联

网管理属于本国主权范畴，这是国际社

会的普遍共识，得到了联合国全球信息

峰会（WSIS）成果文件的确认。

IP 地址由 ICANN 及五大区域性互联

网注册机构来分配，按照先到先得、按需

分配的原则来分配，一次性收取很少量的

费用，并不会每年产生巨额租赁费用。另

外，全球 IPv4 地址一共只有 43 亿个左右，

根本不存在 500 亿个地址，上述说法缺乏

基本的事实依据。根域名服务器在域名解

析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并不是用户的每

次访问均要经过根域名服务器，也不存在

每次网络访问均受美国监控的问题。目前

有很多解决根域名服务器潜在安全风险的

手段，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根服务

器安全问题。

2. 有人认为在互联网上 .cn 和 .tw 并存，

CNNIC 和 TWNIC 一同出现在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和亚太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APNIC）的会议上，认

为互联网领域存在“两个中国”的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cn 和 .tw 等国家和地

区代码是在 ISO3166-1 中规定的，其中明

确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以 Chinese Taibei

的名义存在。在 IANA 网站上明确援引了

ISO3166-1，承认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立

场。另外，TWNIC 是财团法人而非政府

部门，受台湾地区政府授权负责管理 .tw

的域名注册及台湾地区的 IPv4 和 IPv6 地

址分配。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ccTLD）

得到所在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授权符合惯

例。ICANN 中政府咨询委员会（GAC）以

经济体而非国家作为参与成员，其中有台

湾地区政府代表参与。中国是 GAC 的创

始成员，但由于台湾问题一度中断参与。

2009 年 ICANN 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妥善

处理台湾问题达成共识，当年 6 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派出代表重新返回 GAC，互联网

领域并不存在所谓“两个中国”问题。

三、IPv6 不存在所谓的技术标准与

知识产权陷阱，我国 IPv6 技术实力和影

响力加速提升 

最近网上一些人认为 IPv6 的核心技

术主要是美国提出来的，美国掌控了 IPv6

的核心知识产权，中国采用 IPv6 技术来

建设下一代互联网将陷入专利陷阱，将面

临严重的知识产权风险。

与会专家认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

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起步

较晚，基于 IPv4 的互联网核心技术和标

准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和企业

提出来的。但是这些互联网技术和标准均

是对全球公平无歧视开放的，IETF 是一

个非盈利的开放的国际标准组织，其坚持

技术优先、工程导向、专家主导，排斥拥

有专利问题的技术提案。因此互联网的核

心技术并不存在专利陷阱，正是由于这种

开放的技术环境，才催生了这么庞大的互

联网。业界没有谁控制和拥有互联网核心

技术专利这个说法，基础电信企业在网络

建设与运维中没有遇到支付专利费用的情

况。近年来，我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 IETF 影响力日益增长，中国主导完成

的 RFC 数量和工作组文稿数量的增幅均

保持全球第一，目前已经主导完成了百余

项 IETF 的各类 RFC，主要集中在 IPv6 领

域。以华为为代表的制造企业，中国移动

为代表的运营商，清华等为代表的高校均

已进入所在领域 IP 标准制定的第一阵营，

成为创新的主导力量。

四、IPv6 为保障网络安全提供了新

平台，为在发展中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带来

了新机遇 

有些人认为 IPv6 相对 IPv4 更不安全，

在 IPv6 环境下将会面临其他国家进行网

络攻击的更大风险。

与会专家认为，IPv6 相对 IPv4 的最

大改动在于地址容量的扩展，两者的运行

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从网络协议

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安全性也基本上是一

样的。当前，网络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设

备漏洞和后门，而不是网络协议本身，网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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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协议是由技术标准来规范的，是全球公

开的，很难在网络协议中设置对某些特定

国家有利的技术内容。由于 IPv6 设备在

网络中大规模应用，大量的新代码可能存

在未知的漏洞，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

险，但是相对 IPv4 而言，我国 IPv6 网络

的建设是与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同步的，

可以改变 IPv4 阶段被动打补丁的局面；

另外，当前我国自主研制的防火墙、入

侵检测设备等均已支持 IPv6，在 IPv4 网

络的管理与运营中，我国已经积累了行

之有效的网络安全保障机制和丰富的管

理经验，可以为 IPv6 安全问题的解决提

供支撑。因此 IPv6 的安全问题是任何新

事物发展初期都会面临的问题，需要在

发展中逐步解决，停滞不前只能更加落

后、更加不安全。IPv6 丰富的地址有利

于支持溯源，为反恐维稳提供技术保障，

这也是拥有丰富 IPv4 地址的美国积极转

向 IPv6 的原因之一。

五、排除 IPV9 错误思路的干扰与影

响，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前一阶段，个别网络媒体对 IPV9 进

行了宣传，认为采用 IPV9 建立中国自主

的互联网能够保证网络安全，能够实现对

根服务器的自主可控，IPV9 是中国构建

主权网络的核心技术，是中国下一代互联

网发展的正确方向。

邬江兴院士认为，随着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需求的极端差异

化很难要求一个网络协议满足所有的应用

场景，未来网络很可能是在统一架构下多

种基础网络协议并存的，靠某一个网络协

议就改变整个网络空间安全状况的观点是

不科学的。同样的，也不能认为根服务器

安全了网络就安全了，根服务器带来的安

全威胁一方面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另一方

面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不要过分夸大根

服务器的安全问题。另外，也没有证据表

明，IPV9 设备就没有漏洞和后门从而会

比 IPv4、IPv6 更加安全。IPV9 可以通过

实践来证明自己的商用价值，在没有经过

技术验证、产业支持、应用实践之前，试

图依靠其他手段将发展 IPV9 上升到国家

意志的想法都是投机行为。科技界也要打

假，避免投机取巧和浮躁之风。钱华林研

究员认为，IPV9 的协议文本 90% 以上的

内容都是照抄 IPv6 协议的，缺乏技术创新。

邬贺铨院士认为，IPV9 没有得到国

际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认同，在国际上的影

响是负面的。IPV9 背离开放创新的互联

网发展理念，试图通过建立“窄轨铁道”

的方式把中国互联网与全球互联网隔离，

这种封闭的互联网也就失去了其作为互联

网存在的真正意义，IPV9 的这种建网思

路将会把中国互联网发展引入歧途。另外，

IPV9 相对 IPv4 和 IPv6 等并无技术优势，

也缺乏必要产业支撑和应用基础，如果要

建“封闭的互联网”，也不是最优的技

术选择。当前我国处于 IPv6 规模部署的

关键时期，要排除干扰和影响，坚定不

移地贯彻落实网络强国建设思想，加快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六、互联网商业应用和应用基础设施

的改造进度滞后，IPv6 协同发展格局需

持续优化 

当前我国市场驱动的 IPv6 良性发展态

势正在形成，在过去一年的 IPv6 规模部署

工作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制约 IPv6 发展的

突出问题。一是我国互联网应用改造相对

滞后，国内用户量排名前 50 的商业网站和

主流移动 APP 应用中支持 IPv6 的还不多，

ICP 向 IPv6 迁移的动力严重不足。二是数

据中心（IDC）、云服务平台、内容分发网

络（CDN）提供商需加快改造进度，加强与

互联网应用改造的协同，做到“适度超前”，

提前储备足够的内容加速资源，确保 IPv6

用户上网体验不受影响。三是家庭中的宽

带接入网络设备目前对IPv6的支持度不高，

固定网络相对移动网络的改造进度滞后。

邬贺铨院士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当前

我国 IPv6 发展势头良好，存在很大的发

展机遇。在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进程中，一

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改革开

放，我们才达到了和发达国家在一些领域

技术上可以对话的水平，发展下一代互联

网不能摒弃开放的、全球普遍遵循的国际

技术标准，不能试图通过建设“窄轨铁道”

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二是要正确认识自

主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能搞

“封闭式创新”；要敢于在国际舞台上竞

争，在竞争中求进步谋发展，依靠技术实

力、产业实力的提升来逐步赢得更大的话

语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中国互

联网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的互联网发展作

出贡献，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经验。

总之，IPv6 作为一种正在落地实施的新事

物，总是会面临一些质疑的，我们要正视

这些问题，不断改进工作，通过实际工作，

开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新局面。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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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互联网体系结构学术会议在成都举行

中国教育网讯  2018 年 12 月 14 日，首届互联网体系结构学

术会议在四川成都开幕。

本次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指导，中国

通信学会主办、清华大学承办、电子科技大学协办，由新华三集团

和华为公司赞助。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杨

晓波分别为大会致辞。开幕式由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

Roch Guerin  

ACM SIGCOMM 主席

Hiroshi Esaki

日本 WIDE 计划负责人、

国际互联网协会理事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延川主持。

会上，ACM SIGCOMM 主席

Roch Guerin 作了《网络技术采用

部署——为什么它是困难的：从

概念到现实》的主题报告。

日本 WIDE 计划负责人、国

际互联网协会理事 Hiroshi Esaki

作了《融入互联网基因的设计》

的主题报告。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清 华 大

学教授吴建平作了《互联网最核

心的技术是体系结构》的主题报

告。他指出，互联网是网络空间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互联

网体系结构是互联网的关键核心技术，它在发展中不断演进

和创新。他同时介绍了清华大学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研究

的实践和进展，并对互联网体系结构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

分析。

本次会议围绕 " 互联网面临的技术挑战与机遇 " 主题

进行了圆桌讨论，华盛顿大学 Roch Guerin 教授、东京大学

Hiroshi Esaki 教授、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张

凌教授参与了讨论。

互联网体系结构学术会议鼓励研究学者以综述、学术论

文等形式展示关于网络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次学术会议

也对大会论文进行了分组报告。

据悉，首届互联网体系结构学术会议是在 2018 中国信

息通信大会期间举办，旨在打造互联网领域最权威的学术交

流会议，聚焦互联网体系结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新型

应用、研究热点、技术交叉等学术热点，为国内互联网领域

的科技工作者提供学术与技术最新成果的分享与交流的平

台、技术创新成果展示与推广的渠道，共同促进国内互联网

研究和技术应用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互联网科学技术

进步。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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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
全国决赛落幕

本刊讯  2018 年 12 月 8~9 日，第四届“下一代互联网技

术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北京清华大学落下帷幕。最终，入围

全国总决赛的 101 个优秀创新作品经过激烈的角逐，清华大

学“基于 IPv6 的低功耗信息机床智能控制系统研究”、北京

大学“CERNET 跨高校统一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及关键技术研

究”、兰州工业大学“基于 6LoWPAN 的信息机房环境监测

系统”等作品脱颖而出，获得本届大赛一等奖。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是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主办、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承办，面

向 CERNET 会员高校师生开展的用于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

术及应用创新研究、交流学习的平台。大赛于 2015 年首次发

起，旨在培养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创新人才，促进下一代互联网及相

关技术的创新，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 IPv6 专业赛事，迄今为止已

成功举办四届。

通过历届大赛的成功举办以及大赛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第四届

创新大赛自 2018 年 9 月启动之初，便得到了全国各高校院系、师

生的广泛关注与热情参与，最终共有来自全国的 196 个师生团队报

名参赛。本届大赛共分为甲组和乙组两个组别，经过高校推荐、作

品资格评审、IPv6 知识考试、成果验证、远程演示、专家评审等多

个环节的角逐，共有 101 个团队成功入围总决赛。

在决赛现场，参赛队伍经过现场展示和答辩等环节的比拼，通

过大赛专家评审团的最终讨论，本届大赛共产生一等奖 5 名、二等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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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10 名、三等奖 30 名、最佳人气奖 3 名以及优秀指导教师奖 5 名。

大赛承办方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将以奖金的形式对大赛获奖项目进

行资助，同时还将为决赛获奖者提供专业的创业咨询、帮扶等服务，

并利用赛尔网络有限公司遍布全国的会员高校、单位及市场渠道

对本届大赛的优秀项目进行宣传推广。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星教授

在大赛中表示，四年来，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的大

力支持下，高校师生们潜心钻研、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

发现了多项具有完整性、创新性、开放性且饱含生命力的技术应用。

他希望高校师生能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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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 CERNET 的先进网络

设施和资源优势，探索和研发适应我国互联网发展特色的产品和

服务，充当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排头兵，为建设互联网

强国、互联网核心技术研发以及让互联网成果惠及更

多的民众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评审委员会主

任、华南理工大学张凌教授在评审总结中指出，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与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共同构建了一个很好的教育和科研平台，为国家培养

了一大批的网络技术和网络应用人才。创新大赛作为

培养网络专业人才的土壤已经连续举办四届，每届都

有新的突破，并逐步建成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知识学

习和培训平台。随着国家要求全国高校部署 IPv6 工

作的推进 , 高校师生会有更好、更真实的下一代互联

网 IPv6 创新和实验环境，大赛也会在未来加大 IPv6

学习培训和对高校师生的支持，打造更优质的 IPv6

创新链。

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李志民先生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自 2017

年底国家大力推动部署下一代互联网 IPv6，同学们正

式迎来了最好的学习和创新时机。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创新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全国参赛师生提供了相互学习

交流的平台，也为在校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创新实践机

会。比赛的结束仅仅是项目成果走向产业化的起点，

这些优秀的作品也将在公司的密切关注下进一步细

化、调整，最终进入由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构建的下

一代互联网产业服务体系中深度孵化，继而加速其

产业化的进程。

据悉，CERNET 网络中心、赛尔网络有限公司除

承办“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之外，还在教育部科技

司的指导下，从 2015 年开始设立“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

术创新项目”专项基金，每年投入 2000 万元人民币，支持各

会员高校开展技术水平高、具有应用前景的创新项目，鼓励

和支持各会员高校师生积极开展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

应用、网络空间安全技术的创新研究。

此外，CERNET 网络中心、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正着力

于建设“下一代互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园”，通过开展

IPv6 核心课程推广，创建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孵化器，搭建基

于 IPv6 的创新云服务平台等工程，以最终形成产学研用于一

体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孵化体系为目标，助力获得大赛、

项目支持的作品在产业化阶段的发展。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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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工作会暨高教学会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举行

广东高校发力 IPv6 新时代

本刊讯  2018 年 12 月 28 日，广东省

高校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工作会议暨广东省

高教学会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

年会在东莞理工学院召开。本次大会由广

东省高教学会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主办、

东莞理工学院承办，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中

国教育网络》杂志协办。 大会以“新时代，

新网络，新行动”为主题，研讨了广东省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提升工程，交流了广东

省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经验。

东莞理工学院副校长、长江学者马宏

伟，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信息网络专业委员

会理事长房雨林，广东省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广东省电教馆馆长唐连章为大会致欢迎辞。

马宏伟在致辞中分析了广东省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并介绍了东莞理工学

院的教育信息化进展。

房雨林在致辞中表示，广东高校应推

进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智慧校园建设，持

续加强智慧教育应用创新以及推进网络空

间安全与信息治理等工作。

唐连章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广东省完

成了“信息化特别省”、“全光网省”的

战略布局，信息化整体环境进一步完善，

为下一步教育信息化 2.0 的开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星作了

《IPv6 大规模部署和测量》的主题报告，

他强调，IPv6 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关键条件，

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核心技术，按照两办“通

知”的要求，2018 年末中国下一代互联网

用户将达到 2 亿，到 2020 年，我国新增

网络地址将不再使用私有 IPv4 地址，IPv6

活跃用户将达到 5 亿。他指出，推进 IPv6

规模部署的关键是抓住“两头”，既强调

信息资源建设又提高活跃用户的数量，真

正实现 IPv6 的规模化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丁泉龙教授作了《智慧

校园国家标准解读》的报告。他提到，华

南理工大学从智慧资源、智慧环境、智慧

管理、智慧服务四个方面进行了智慧校园

应用的整体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学校从应

用驱动的角度出发，按照智慧校园总体规

划标准，将物联网、大数据、应用感知等

先进技术服务于教育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创

新，以适应“互联网 +”时代高等教育飞

速发展的步伐。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祖伟作

了《落实 IPv6 举措，提升教育网服务质

量》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 IPv6 国

内外发展现状和高校接入教育网 IPv6 的

情况，重点阐述了赛尔网络从支持 CNGI-

CERNET2 网络升级、IPv6 源地址认证等

核心技术研发、通过翻译技术 IVI 实现学

校网站升级 IPv6、举办创新大赛开展下一

代互联网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推进 IPv6

规模部署的主要举措，表示赛尔网络依托

CERNET 的雄厚技术实力，已形成了基于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技术的校园网基础设施

建设、网络安全、国际学术带宽保障、教

育网 eduroam 等特色服务，将努力为下一代

互联网在高校的规模部署提供更好的服务。

东莞理工学院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主

任秦勇作了《智慧教育服务管理体系规划

与设计》的报告，他介绍了在教育信息化 2.0

体系下，东莞理工学院提供的特色应用。

暨南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张

焕明在《IPv6 环境下的信息系统建设与应

用实践》的报告中介绍了暨南大学采用政

策引导、合作推动、自主建设的思路，为

师生提供多功能的应用服务。

大会对广东省高校 2019 年下一代互

联网 IPv6 提升工程的具体工作进行了部

署。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华三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教

育信息化领域主要企业以及广东省 150 多

所高校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和老师共 200 余

人参加会议，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

商广东教育信息化前景，谋划高校 IPv6

与智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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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两大重磅政策发布；

网络安全竞赛此起彼伏，学校网络安全意识持续提升；

推动网络扶贫，信息化为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发挥重要力量；

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愈加热烈，人机结合将是未来教育普遍形态；

师生服务中心纷纷上线，遵循以人为本，实现对学校业务流程的再造和改革。

回望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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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发布

网络安全与教育信息化齐头并进
2018 年 2 月 11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8 年教育信息

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对 2018 年教育信息化重点工作和任

务目标做了详细部署，还提出将启动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并首次将网络安全工作与教育信息化并列提出，要求进一

步提升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能力和防护水平。

《工作要点》提出九项重点任务：做好教育信息化统筹部署、

完善教育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深化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应用与

供给服务、拓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广度和深度、提升管理信息

化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

强化教育信息化支撑保障措施、提升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能力和

质量、提高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其目标是最终实现教

育信息化的转段升级，充分发挥“互联网 + 教育”对教育现代

化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教育部科技司 2018 年工作要点》印发

推进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
3 月 14 日，教育部科技司印发《教育部科技司 2018 年工作

要点》。在“2018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提到：“推动教育信

息化转段升级，引领和支撑教育现代化，用‘奋进之笔’谱写

得意之作，奋力实现新时代科技创新和教育信息化工作新作为。”

在工作要点细则中，要求“面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推进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具体从加强教育信息

化统筹部署与指导、推动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培养提升

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深化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应用与供给服

务、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普及应用、完善教育信息化

基础环境建设、提升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强化教育信息化支

撑保障措施、提高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九个方面，对相

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出台

高校开展人工智能创新行动
4 月 2 日，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

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教育部出台《高

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引起教育界以及全

社会的高度关注。

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教育部及

时出台《行动计划》，旨在引导高校主动深化改革、

加大探索力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抓

住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发挥科研育人在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并通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断提升国家自主创新水平，

构筑持续创新发展的优势，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

科技和人才支撑，推动我国占据人工智能科技制高点。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发布

教育信息化进入发展转型期
4 月 13 日，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成为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又一个具有重要标志和里程碑

意义的文件。

《行动计划》是推进“互联网 + 教育”的具体实

施计划，将重点开展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网络学

习空间覆盖行动、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教育治理

能力优化行动、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数字校园规

范建设行动、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信息素养全面

提升行动等八大行动。努力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

整体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

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提高信

息化应用水平、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建设一个“互联

网 + 教育”大平台。

记录 2018年
2018 年，对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发布，预示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即将进入 2.0 新时期。本刊回顾一年来我

国教育信息化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政策，希望能为分析教育信息化的未来发展趋

势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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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通知印发

数字校园建设有了规范守则
4 月 16 日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

行）》通知，为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推

动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提供了指导性文件。

该文件提出了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的四大目标、三个

原则、一个模式、五项内容和建设流程。“四个建设目标”，

即实现校园环境数字化、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用户信息素

养提升、学习方式和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一个模式”，

即“云 - 网 - 端”架构模式；“五项内容”，包括用户信

息素养、信息化应用、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障机制；“五

个流程”，即规划设计、项目实施、用户培训、项目验收、

运营维护。

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让教育信息化 2.0 变为现实
4 月 24~25 日，2018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在重

庆璧山召开，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此次

会议对 2018 年教育部各部门的信息化工作重点进行了部

署，还就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进行了交流研

讨，为推进落实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供参考思路。

杜占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教育信息化和网

络安全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了“五大进展”、“三大突破”

和“双轮驱动、两翼齐飞”，有力支撑了教育改革和发展。

他还提出，要全面贯彻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

神，健全领导体制、加强统筹规划、抓好重点工作、鼓励

多方参与、注重培训宣传、落实安全责任，全力写好教育

信息化“奋进之笔”，努力让教育信息化 2.0 变为现实。

　　

工信部印发《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

互联网 + 教育，助力精准扶贫
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一直是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而

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扶贫工程已成为教育精准扶智

的有力手段。5 月 3 日，工信部印发《关于推进网络扶贫

的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其中就大力推进“互联

网 + 教育”问题做了部署安排。

 方案提出，加强贫困地区各类学校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实现两类学校 (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 宽带

网络全覆盖。配合教育部门加强远程教育应用推广，推动

优质教育资源在贫困地区的共享应用。

教育部发布《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IPv6 部署升级迎来新契机
2018 年 8 月 21 日，为贯彻落实两办印发的《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教育部发布落实《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教育系统加快推进 IPv6 基础网络设

施规模部署和应用系统升级，促进下一代互联网与教育的融

合创新。

该通知要求到 2020 年底，教育系统的各类网络、门户网

站和重要应用系统完成升级改造，支持 IPv6 访问；基于 IPv6

的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下一代互联网相关学科专业人才

培养、技术研发与创新工作显著加强，教育系统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撑能力大幅提升。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

为教育信息化工作指明发展方向
9 月 10~11 日，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就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全方位部署，并对教育信息化发展

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强调要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使乡村

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在提速降费、网络建设方面给予特

别照顾，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与时俱进创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

养模式，发展“互联网 + 教育”；孙春兰副总理在总结讲话

时也强调要抓好“互联网 + 教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

育信息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教育信息化工作指明了发展

方向。

高通量宽带卫星到学校

 教育优质资源进山区
11 月 2 日，“利用高通量宽带卫星实现学校（教学点）

网络全覆盖试点项目”在四川雷波县顺利通过验收。该项目

于 2017 年 9 月正式启动，选取了甘肃舟曲、云南彝良、四川

雷波作为项目试点县。通过接入高通量宽带卫星，为试点县

学校和教学点建设多媒体网络教学环境，开展基于卫星网络

的专递课堂和同步课堂、网络教研、学生自主学习等教学教

研实践。

试点的成功，实现了规模化提升边远地区农村学校教学

质量，保证边远地区农村学校开齐课、教师上好课，为优质

教育资源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成功案例，有助于实现促进边

远地区教育教学均衡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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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计划明确了教育信息化 2.0 的具体实施行动，

包括八个方面：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网络学习空间

覆盖行动、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教育治理能力优化

行动、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

教育信息化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是教育战线因应党中央

对教育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推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新

发展、书写新时代中国教育信息化“奋进之笔”的具体举措。

信息化建设已经一定时间，无论从基础到数量都

形成了一定规模，是该向更高一个层次发展的阶段，而

且当前智能化热潮兴起，也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因此，1.0

时代向 2.0 时代跨越是必然趋势。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认为，如果说教育信息化 1.0 是引入外部变量的话，那

么，2.0 就是要把这些外生变量转化成内生变量。

新时代下，有哪些重点工作要去部署和落实？教育

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表示，教育信息化 2.0，就是

要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开启智能时代

教育的新征程，每个人都要成为教育信息化 2.0 的参与

者、实践者、推动者和创造者。进入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

有三项重点工作需要落实：一是构建“互联网 +”条件

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二是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

供给新模式，三是探索信息时代的教育治理新模式。与

此同时，迈入 2.0 时代的教育信息化，要推动实现“三

个转变”：一是从教育专用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向

教育大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转变，二是从提升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师生信息素养转变，三是教育信息

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

2.0 时代给高校带来挑战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给高校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首先，思想观念方面。它不仅仅是提法上的改变，

而是面对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是教育信息化在

发展理念、建设方式上的一次跃升，将对我国的教育

改革产生新影响，同时也对全社会提出了新要求。

其次，机制体制方面。雷朝滋司长提出，在信息

化洪流的冲击下，我国教育信息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存

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如高校仅仅把信息化部门当成是

类似于后勤功能的服务型部门，而意识不到信息技术

对于教育的革命性作用。他表示，这样的观念是对时

代背景、社会背景思考得不够。

再次，人力资源方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

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秘书长任友群表示，以“数据技术”

为基础的教育信息化 2.0，将更需要大数据相关领域的

复合型人才，也面临提高广大教师“数据素养”的挑战。

如何更好地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师生的成长提供帮

助、提供环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认为，

教育信息化关键在于“化”，即技术驱动的教育综合

改革。对于高校而言，教育信息化 2.0 意味着树立全新

的发展理念，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赋予教育信息化

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高水

平创新型人才。他表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需要进一步

深化。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

全面提速。总之，教育信息化 2.0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它带来的是整个教育生态的重构，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

的教育模式和方法，最终致力于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教育信息化 2.0：起步与挑战1  文 /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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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发展迎来重要契机

距 1998 年 IPv6 首次引入中国，已经过去了整 20 年。

IPv6 在 2018 年迎来了新的重要发展契机。

2017 年底，中办、国办正式印发《推进互联网协

议（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为我国 IPv6 规模部

署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2018 年 5 月，工信部印发《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

动计划》通知，鼓励典型行业、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工业

互联网IPv6网络化改造，构建工业互联网IPv6标准体系。

2018 年 8 月，教育部发布《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

计划》通知，对加快推进教育系统落实 IPv6 部署和升级

作出安排部署，促进下一代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创新。

随着工信部、教育部通知的相继发布，对加快落

实 IPv6 部署升级的各项任务目标明确了具体时间节点。

在通知发布以后，三大基础电信企业以及腾讯、

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分别发布了各自企业 2018

年度 IPv6 改造的计划和业务完成目标。在工业互联

网界，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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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系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学校及各

分支机构在实施 IPv6 升级改造工作中积极行动，众多

高校升级了学校网站，支持 IPv6 的访问，取得了较为

显著的成果。

2018 年末，APNIC 发布《中国 IPv6 突然加速！》

的文章，指出，在中国，IPv6 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大规

模的变化。从 2018 年 11 月开始，显示出了很多明显

地向 IPv6 迁移的迹象。文章指出，如果有人希望中国

成为未来几年推动互联网大规模 IPv6 迁移部署临界点

的最后一环，那么情况看起来非常令人鼓舞。

IPv6 落地莫要挤末班车

《支撑中国 IPv6 规模部署——中国 IPv6 业务端到

端贯通用户体验监测报告》（第一期）（以下简称“《监

测报告》”）显示，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我国移

动宽带 IPv6 普及率为 6.16%，IPv6 覆盖用户数为 7017

万户，IPv6 活跃用户数为 718 万户。

在两办“行动计划”发布以后，我国 IPv6 部署出

现了积极变化，但距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网站 IPv6

支持率为 7.59%，网站（TOP50）支持率仅为 4%，而

IPv6 APP 支持率竟为 0。

《监测报告》暴露出我国移动宽带、固定宽带

IPv6 普及率及网站、APP 的 IPv6 支持率等业务发展情

况并不尽如人意，网络改造对应用支撑能力存在欠缺，

终端及业务应用与 IPv6 网络也不匹配，使用户实际使

用体验较差，我国 IPv6 业务发展普及仍任重道远。同时，

与国际上 IPv6 发展较快的国家相比，我国的 IPv6 普及

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我国公网普遍采用私有地址

NAT 转换而导致对 IPv6 地址的需求并没有那么迫切以

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IPv6 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

发展有赖于电信运营商与知名信息提供商的共同努力。

IPv6 的升级改造是件风险高且成本大的工程，在

国内不论是运营商还是信息提供商比如 BAT 都没有以

一种战略性的、使命感的角度来看待和推动 IPv6。清

华大学李星教授曾这样表示，IPv6 的发展需要企业的

前瞻性和远见性，如果我们的网络和信息提供商，尤

其是 BAT 这三家公司都能行动起来，IPv6 的推动就会

容易，反之则难。

从目前运营商、互联网巨头的时间表规划来看，

对于 IPv6 的部署基本都是按照时间点来推进。但由于

之前落后的时日太多，如果在追赶阶段，产业链的各

个企业都没有“超前意识”，对于 IPv6 的落地可谓是

动力不足。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局长秦海这样形容，“踩

着时间点走路有它的好处，你可能不会落下一趟班车，

但是作为一个领先者就要加速。踩着时间点，给人有

挤末班车的感觉。”

IPv6 部署时不待我2  文 / 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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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 要引领 IPv6 创新

对于教育系统而言，推动 IPv6 部署升级实际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在 1998 年，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 CERNET 就已开始着手 IPv6 的试验验证。2004 年

12 月，全球最大的纯 IPv6 网络 CNGI-CERNET2 在我

国正式开通，在教育网内拥有数百万的 IPv6 用户，同

时基于 CNGI-CERNET2，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下一代互

联网关键技术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如何利用这次国家《行动计划》的机会，在教育

系统各单位推动落实“通知”要求，也是当下刻不容

缓的重要任务。

为了给各级教育行政主管单位和相关单位以及学

校落实教育部《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通知，

CERNET 专家委员会及诸多高校信息化专家相聚一齐

对通知中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指标等内容做了详细解读，

并提出了教育网落实 IPv6 的十大举措。

一是，实现 IPv6 核心技术突破。聚焦 5 大技术方向，

实现下一代互联网过渡技术成果转化，建成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研发、测试和验证平台。二是，建设安全可信的

IPv6 网络，配合支持好 CNGI-CERNET2 建设升级工程，

形成基于 IPv6 源地址验证的可信任互联网，实现 IPv6

网络全访问。三是，发展 IPv6 安全服务，保障教育专网

安全通畅。四是，提供 IPv6 升级改造服务。五是，参与

国家 IPv6 重大项目。六是，丰富 IPv6 资源覆盖领域，

出台针对资源提供方的 IPv6 接入优惠政策 , 吸引信息服

务商接入 CERNET，丰富 CERNET 网内 IPv6 资源。七是，

推进国内国际 IPv6 互联互通。八是，推广 IPv6 商用服

务，鼓励和支持国内用户量排名靠前的商业网站及应

用 IPv6 接入，支持政府网站接入。九是，深化 IPv6 产

业服务。十是，加强 IPv6 技术人才培养，推动高校学

生开展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服务方面的创新研究，

培养互联网创新人才，促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

应用的发展。

CERNET 作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在开展下

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与创新方面承担着重要任务，以

上举措对教育网面临的重任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吴建平教授认为，《行

动计划》虽然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部署计划，但必

将对中国未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步与应用水平的提

高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世界 IPv6 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引

擎，为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奠定基

础。作为科研人员，更要利用这次国家行动计划的机会，

在解决 IPv6 下一代互联网面临的重大技术挑战，特别

是安全可信和自主可控的 IPv6 技术体系方面，为国家

抢得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力争使我国在基于 IPv6 的

下一代互联网研究上走在世界前列。

CERNET网络中心演示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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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安全风险

2018 年 11 月 1 日，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信 息 化 协 会

（EDUCAUSE）发布了 2019 年度十大 IT 议题（Top 

10 IT Issues），第一个就是信息安全战略（Information 

Security Strategy），而 2018 年度十大 IT 议题第一个也

是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网络安全是伴随

信息化发展的永恒话题，绝对安全并不存在，怎么制

定基于风险的安全战略，通过一定规模的投入，有效

发现、防范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挑战，继续成为高

校教育信息化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年度首要问题。

2018 年 8 月 24 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贯彻

落实《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的通知，明确要深入研究 IPv6 环境下的网络安全问题，

建立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开展面向 IPv6 的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通报预警。通过推进基

于流量的安全监测工作，探索真实源地址验证技术的应

用，来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下一代互联网时代

已经到来，传统的安全问题仍然会以各种形态存在，应

用安全并不因底层协议进步而消亡。学校如果对 IPv6 协

议理解不深刻，推广部署的时候安全管控措施没跟上，

反而会产生新的安全风险点。反之在 IPv4 到 IPv6 过渡

期间，如果同步完成安全硬件设备和管控软件平台的升

级改造，整体安全防护能力就能借此又上一个台阶。 

2018 年 4 月 13 日，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要加强教育系统党组织对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的领导，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网络安全工

作的第一负责人。提出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的

支撑体系，助力教育教学、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发展。

新技术不仅支持教育信息化，也同样深刻改变着教育

网络安全的未来发展。深入开展网络安全监测预警，

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水平，这些都离不开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高校自身安全技术

力量的参与。网络安全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要建立有

序共享的良性机制，高校要实现优势互补。

聚焦人才培养

2018 年的高校网络安全竞赛此起彼伏。深圳的

“TCTF”全球信息安全争霸赛，郑州的“强网杯”全

国网络安全挑战赛，北京的“网鼎杯”网络安全大赛，

杭州的“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大大

小小的安全赛事锻炼了高校队伍的实战能力。以赛促

学、以赛代练，增强了学校信息化部门的安全力量，

也为高校安全攻防演练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专业素养

的人才队伍。安全本质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攻防对抗，

高校天然就具有人才优势，怎么培养、组织、使用好

这批学校的自身安全力量，在育人和科研的同时，也

能为学校自身信息化的安全建设保驾护航，很多学校

都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探索。

2018 年的高校网络安全漏洞数量同比 2017 年有

了显著下降，数据泄露、邮件安全、个人隐私信息保护，

数据库安全都开始被高校更加重视并思考，摆脱疲于

奔命的应急响应，安全向深层次发展。智慧校园建设中，

传统的网络交换路由安全为人们所熟悉，信息系统应

用安全也深入人心，数据安全得到更多关注也是信息

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

的深入，数据共享交换应用和数据分析服务在学生培

养、科学研究、高校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性与日

俱增，怎么保护学校核心数据资产，体系化的高校数

据信息安全保护措施成为必选。

每年安全一小步，三年安全一大步，过去若干年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差距在拉近，学校

的安全意识在持续提升，投入在不断增加，2019，未

来更美好！

网络安全攻防大赛此起彼伏3  文 / 姜开达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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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进行时

“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也即针对贫困地区

的教育信息化扶助行动，是《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这一重要任务，教

育部在 2018 年展开了许多针对贫困地区的教育信息化

推进政策。

一方面，着眼于网络基础的搭建，教育部和运营

商一起合作，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网络

更通畅。在网络无法通达的地区，教育部和工信部等

部门联合发起高通量宽带卫星进山区的建设，想方设

法让偏远地区先把网络通了。

另一方面，从理念、认识上提升贫困地区对信息化

环境下“教育”的理解，进而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首

先是对口扶贫，把发达地区有专业知识、有管理实践的

专家们派到深度贫困地区，希望以他们的学识和力量从

整体上拉动当地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其次是召开各种会

议、研讨和培训。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深入“三

区三州”，为当地的中小学校长们、一线教师带来当前

最先进的理念，让当地政府领导、学校的校长及一线教

师能意识到信息化对于教育的改变。

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许多行动：在江西上饶，

开展了针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在宁夏泾

源县，以信息化手段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当地针对农

村偏远缺师资的学校引入“一拖二”在线课堂模式；

在湖北咸安，针对乡村学校开不齐课的现状，信息技

术的参与让教学点不仅“开齐课”、而且“开好课”…… 

从基础设施到信息培训

2018 年底，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

章在网上广为流传。这篇文章讲述的正是在信息技术

的帮助下，贫困地区的升学率得到大幅提升的故事。

文章让更多人为之振奋，欢欣鼓舞。然而，如果

从教育规律等角度思考和讨论，我们不难发现，狂欢

为时尚早。信息化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带来改变的同时，

也存在许多待解决的痛点。

曾在江西省上饶市挂职并担任上饶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的华东师范大学任友群教授，2018 年在接受本刊

采访时提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村贫困地区推进“教

育精准扶贫”，的确离不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助力。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在欠发达地区，

观念问题极大地制约着信息化在教育中的应用，教育

的提升因而受到影响。

除了观念和意识，教师的信息素养、应用信息技

术的能力也是迫切需要改变和加强的。应教育部定点

扶贫滇西的政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

来到云南的芒市，发现这里的基础设施基本有了，但

是并没有怎么用起来，信息技术的应用是薄弱点。

这些痛点决定着未来网络扶贫工作的重心。所以，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扶贫不仅要统筹做好教育信息化

顶层设计，将教育信息化投入重心从建设转移到应用

和服务上，还要把提升贫困地区学校师生的信息素养

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技术决定了教育的视野，孩子们的视野。过去

我们说信息化能弥补发达和偏远地区之间的教育鸿沟，

现在来看，由于天然的资源配置，这种鸿沟还是非常大，

必须通过人为的力量去努力，去弥补。”一位参与教

育信息化扶贫工作中的专家说，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

信息化之路任重道远。

让信息化点亮贫困地区教育4  文 / 陶春  王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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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教育，2.0 时代可期

对于人工智能（AI）来讲，2018 年这一年不同寻常。

如果说 2017 年是 AI 炒作和 AI 威胁论推向风口浪尖的

一年，那么 2018 年似乎 AI 炒作和 AI 威胁论都有所降温，

人们开始冷静了。重点似乎已经转移到解决更具体的

问题和如何应用上面，包括教育方面的应用。

政策推动下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将

深刻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那么，AI 如何赋能教

育？ 2018 年，各类教育大会、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

们都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落地和实践。

在他们看来，一个共识已经悄然而生：“智能环境不

仅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影响到教

育的理念、文化和生态。主要发达国家均已意识到新

形势下教育变革势在必行，从国家层面发布教育创新

战略，设计教育改革发展蓝图，积极探索新模式、开

发新产品、推进新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教学创新。”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 100

万人，尖端人才还不足美国的 6%，在人才培养的数量

和质量上远远不能满足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需求。

所以，在中国，AI 教育同样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8 年这一年，国家已经在政策方面对人工智能和

人工智能教育做了很多规划，并努力推动人工智能在教

育环节的应用。2018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强调发展智能教育，主动应对新技术浪潮带来的新机遇

和新挑战；同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

确提出，“新时代赋予了教育信息化新的使命，也必然

带动教育信息化从 1.0 时代进入 2.0 时代。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政策实施进一步得以落地，教育部印发《高等

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中国高校要分“三

步走”，到 2020 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到

2025 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

的原创成果，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

能社会建设；2030 年，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人才高地。

“教育 +AI”的两种应用场景齐头并进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AI+ 教育，其实分为两种应用

场景——一种是“教育 AI”，即人工智能学科专业的

教育普及，培养 AI 专业人才。另一种则是“AI 教育”，

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学效果，推进教育均衡发

展。后者可细分为助力教育机构管理提效的场景、辅

助教师教学提效的场景、帮助学生学习提效的场景及

新颖度较高的自适应学习。

对于第一种应用场景，政策面要求，到 2020 年建

设 100 个“人工智能 +X”复合特色专业、编写 50 本具

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建设 50 门人

工智能领域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随之，许多中国

大学都将目光投向了改善人工智能教育和培养更多的人

工智能人才。包括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吉

林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大学都设立了新的人工智能系。

2018 年，人工智能在高校可称得上是炙手可热。

对于第二种应用场景，从政策的风向标来看，许多

任务都已经被提上日程，例如，政策规划要求，加快面

向下一代网络的高校智能学习体系建设；构建智慧学习

支持环境，开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化教学支持环境

5  文 / 陶春



2019.1 中国教育网络 27

政策与焦点

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全流程应用，

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

探索泛在、灵活、智能的教育教学新环境建设与应用模

式；启动“人工智能 + 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从实践来看，2018 年，许多学校推出刷脸进校门

的改进。同时，从曾经 AI 技术应用的拍照识别图像解

题，到近期风头正盛的个性化教育，都是教育从业人

员努力探索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落地应用的体现，像情

绪识别的应用也进入智慧课堂。

争议中前行

随着 AI 进入课堂，“借助 AI 采集教学数据、产生

的边界问题”成为 2018 年的热门话题。最为典型的是

一篇《教室里突然多了双“眼睛”，学生上课认真了三

倍！这项校园黑科技绝了》的新闻受到热议，杭州的一

所中学，在教室安装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它带来隐

私权的争议。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学校征得了学生和家长

的同意才收集的这些数据，学校的做法还算可以接受；

否则，学校就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目前，对于 AI 教

育隐私权的定义仍然存在一个模糊的边界。

2018 年，另一个热议话题得到普遍认知，即“人

工智能一定不是万能的，未来教育没有人工智能是不

能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对现代教育产生重

要而深刻的影响，一是对教师职业的影响，二是对学

习方式、教育模式的影响，三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

例如，在线学习平台 edX 创始人阿格瓦尔创立的

edX 平台展现了未来教育的一角。阿格瓦尔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在 edX 平台上，目前已有很多学生能够

借助 AI 实现个性化的学习，平台上有很多课程目前都

是在借助 AI 进行更好的教学。在 edX 平台上，学生可

以自主学习剑桥开设的编程课程或者麻省理工大学的

微积分，在 edX 平台上不仅有 AI 智慧老师讲授的课程，

还有 VR/AR 等教学体验。

关于“AI 是否将完全替代老师”的话题，专家们

的立场越来越倾向于：“人工智能起到的作用是教和

分析，但不能把育这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老师只是

实现角色的转变，却不会被完全替代。”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赫奇斯认为，虽然 AI 目前处于

实验性的阶段，但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智慧 AI

老师。“传统意义上讲，一名教师须是某一块内容或

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在教授学生时，有些学生可能会

出现个性化的需求，如果每一个学生都要个性化解决

问题，可能每名学生都要配备一名老师，这是传统的

模式。”赫奇斯指出，AI 能够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

形成智能教师系统，学生通过智慧 AI 老师就能帮助自

己在个性化问题上实现更好的学习。他也认为，人类

教师在未来还是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教育 +AI”是否能很快迎来未来教育？

2018 年结束的时候，摆在 2019 年前的一道题是，

“教育 +AI”是否能很快迎来未来教育？新东方董事长

俞敏洪从培训机构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提出他

的疑虑。他曾经介绍，目前收到的商业计划书，大多

与 AI 相关，“因为大家对于传统教育没有了兴趣”。

但他认为，“如果没有对传统思路的探讨，AI 怎么应

用到教育上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俞敏洪承认，AI 的发展势不可挡，但 AI 不是全能的，

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人秉持着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来如何应

用 AI 的 ? 另外，他认为，仅凭 AI 难以实现中国未来教

育的变革，只有互联网、AI 等技术的结合才可能带来颠

覆性的变革。甚至，他提出希望未来看到的变革：人工

智能所起到的一个重大作用是，它能够客观地、全方位

地记录所有学生的行动轨迹、行为轨迹、甚至是他们的

思考轨迹，并进行人工智能分析，以此 12 年的人工智

能分析报告递交到大学，来取代高考的成绩。

这一天能不能到来，谁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能看

到的是，2018 年 12 月第一期《科学》杂志封面，“阿

尔法狗”进化版“阿尔法零”惊艳亮相，不但征服了围棋，

而且仅分别“自学”2 小时和 4 小时后，就击败最强的

日本将棋和国际象棋人工智能程序。

“阿尔法零”的飞速成长，是 2018 年人工智能进

步的一个缩影。

由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教育正在发生

巨大的变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学科建设只是刚刚起

步，教材和课程设置尚无参考和标准；而人工智能应用

于教育领域，包括如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也还在摸索试验过程。数据隐私

和安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师资问题、激励政策等争

议问题，则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加以解决。人工智能

在教育行业中的应用目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

能够预见的是，未来教育将更加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和多

样性。未来校园会越来越智能化，人工智能和校园将高

度融合，人机结合的教育可能是未来教育的普遍形态，

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在教育的很多领域发挥作用。

AI 赋能教育，2.0 时代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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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服务中心：让师生更好地成长6

一流大学除了拥有一流的学术水平，还应有一流

的管理服务水平。在“双一流”背景下，如何提高学

校服务的水平，从而提升师生满意度，实现“远者来、

近者悦”，是很多高校正在努力达成的目标。

2017 年底，华中科技大学师生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该中心一上线就受到了全校师生的高度认可，并成为

其他学校考察和学习的对象。师生服务中心之所以能

晋升为华科大的“网红”，除了兼具时尚与人性化的

设计环境，更重要的是它以“集中式受理、一站式服务”

为特色，将线上线下结合、人工服务和自助服务相结合，

实现 320 项事务“一次办好”，突出了现代化和信息

化的特色。

2018 年 3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服务中心也正

式上线，实现了 220 项业务“一站式搞定”，真正做

到了让“信息多跑路、师生少跑腿”。

近两年来，“一站式”服务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

青睐，部分高校在创新“一站式”服务方面做了诸多

探索。除了“实体”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很多学校的“一

站式网上服务大厅”也同步开通。在校园里只要你能

想到的业务，在一站式师生服务中心几乎都能办理，

只要跑一趟就能轻松解决，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教师学

生的办事效率。

很多师生服务中心提供的线上同步服务，还可以

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相关业务的申请和审批。同时，

很多服务中心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使得学校师生

可以通过手机查询相关信息或预约业务。

除了校内服务，有的学校还逐渐将社会服务也纳

入一站式服务中，引进火车票购取票、天然气、公交

卡充值等社会服务，设置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实现全

天候服务。除了处理师生业务外，不少高校还拓展了

服务中心的功能，例如哈工大一站式服务中心还设有

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活动区和多功能活动区等服务性

功能区域，致力于成为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适应的

高效快捷的师生服务平台。

我们可以看出，高校中的一站式师生服务中心，

正在努力构建一流的服务师生模式，呈现出以人为本，

以师生为中心的特点，体现了信息化由过去强调管理

到当下向服务角色的转变，也进一步推动了学校信息

化整体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实际上，“一站式服务”得以实现的背后，更多

的是对学校业务流程的再造和管理机制的变革。开展

“一站式服务”首先需要进行业务的梳理，特别是跨

部门业务的梳理和优化；其次要打通业务系统间的壁

垒，进行数据采集。在完成以上两步工作后，通过优

化机构设置，理顺职能、提高效能，从而进一步创新

服务方式，为师生提供满意的服务。

一站式服务作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必然趋势，

正在更多的高校中得以践行。那么，究竟要建怎样的

一站式师生服务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梁茜提出，在建设师生服务

中心时，应当首先明确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建设

师生服务中心，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师生服务中心，三

是师生服务中心为师生做什么？搞清楚以上三个问题

正是高校着手建设师生服务中心的前提。

其实，“一站式服务”的需求来自师生用户，而

不是业务管理部门，“从师生来，到师生中去”，以

师生为本，才能更好地为师生服务。

“一站式服务”变革的目的也是更好地体现以师

生为中心的服务，因此在建设师生服务中心的过程中，

应充分重视各个层面的需求，从教师、学生、学校三

个层面考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不断提升用户的

满意度与学校的管理服务效率。

 文 / 杨燕婷

华中科技大学师生服务中心



2019.1 中国教育网络 29

政策与焦点

本刊讯  近日，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

发展专委会、未来教育专委会、教育信息化专委会

联合组织的“教育信息化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举

行， 论 坛 就 教 育 信 息 化 2.0 背 景 下 人 才 培 养 和 引

进、 人 才 评 价、 混 合 教 学、 深 度 学 习 等 话 题 进 行

了交流。

专家表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的提出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

展、聚焦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强化以能力为

先的人才培养理念，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

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

理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同时，教育信息化

也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人才强国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处于“双一流”

“教育信息化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建设热潮中的高校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互联网 +

的大潮已经影响到了教育的方方面面，如何将人才引

用、评价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教育信息化 2.0 趋势相

结合，应时而动、顺势而为，是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

重大战略问题。

论坛中，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玉顺， 华东师范大学

信息办主任沈富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

研究基地（华中）副主任、未来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吴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未来教育专委

会副秘书长韩锡斌，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办公室主任杨德斌，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

授方海光，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人才发展专委

会副秘书长吴报华在论坛上作主题报告，本刊撷取

其中部分专家的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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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李玉顺：

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学习规律

互联网掀起开放教育大潮，并显著推动信息技术

融合进程。互联网在教育场景上，从过去的静态资源

到动态资源，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基于互联网的

在线一对一教学，能够让学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

能够享受到优秀的教育资源。

从互联网教育行业生态格局来看，主要有三个层

面：第一类是 BAT 类型的企业，他们在技术架构层面

展开工作；第二类是传统教育企业，包括新东方、好

未来、沪江等传统培训行业，他们对信息技术的应用

非常深；第三类是新型教育企业，他们聚焦教学过程

中的细节，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工具，如洋葱数学、作

业帮等，它是面向学与教创新发展的全流程生态。在

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发展进程中，教室装备及环境发生

变化，从黑板到电视、PPT 投影再到平板电脑等。

基础教育信息化2.0发展面临挑战

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需要重点关注质变，注

重创新引领和生态变革。技术正有效融入学与教过程，

且越来越融入常态化教学实践中；技术教育应用从“创

新”和“融合”两个视角发展 , 越来越用于解决教育

改革与发展中的难题；技术应用从课堂走向了课程，

从教室走向了学习环境（未来学校），创新的作用越

来越大。在此过程中，带来了深刻挑战：

挑战之一——以信息技术助力课堂教与学方式变

革进程缓慢。“深度课堂”评价模型的建构包括，思

维达成度：兼顾低阶认知目标的基础上，促进高阶认

知目标的达成；学习参与度：学生认知、行为、情感

参与；教学系统开放性：网络开放、生成性开放、学

科前沿开放；合作学习成熟度：对话、结构化、合作

学习促进个体学习；有意义学习：真实、合作、建构、

主动、有意图；技术应用有效性：对不同技术环境教

育教学优势及支撑边界的认知。

挑战之二——核心素养引领的课程改革深化进程

持续拉升实践挑战。课程体系重构下的统整性教学，

基于主题、问题、设计、项目等的综合模式。

挑战之三——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课程实践

支撑能力不足。深度融合深化学习方式变革，提供链

接海量有关信息源的通道，使学生有机会实现无边界

学习，有机会体验实景学习，更好地进行实践性的探

索与创造活动，也有机会开展即时交互的合作互助学

习，将难理解概念可视化、三维立体动态化，使难表

征过程具象化，也使学生有机会进行更充分的个性化

展示与记录。 

挑战之四——面向信息化 2.0 发展的信息化体系

重构进程认识不足。2018 年是中国教育信息化走向教

育教学核心地带“阵痛”的一年，学生手机问题、教

育 App 问题凸显性的爆发，给原本“艰难推进”的教

育信息化融合实践进程带来多元声音。

互联网学习发展研究及其启示

从 2014 年起，《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 》发布，

它通过数据呈现互联网学习行为，体现出教育信息化

面向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现状、问题还有趋势。如何

评价这一发展过程，我们提出了互联网学习评价框架

“EDM 模型”，从互联网学习环境、互联网学习开展、

互联网学习者成熟度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2017 年，我们提出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指数。发

展指数建构过程如下：第一，建构维度框架。提出测

量构念，确认操作性定义。分析测评目标，梳理维度

间关系。依据维度编制测验题目；第二，收集数据。

抽样进行预测验，筛选题目。进行正式实测，获得调

研数据；第三，数据分析。包括信度、效度、难度以

及区分度四个方面；第四，分数合成。选取需要合成

的变量，选取适当的合成方法。

李玉顺

北京师范大学数字

学习与教育公共服

务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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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状态”的互联网学习者看学习发展，我

们对 6.4 万名互联网学习者的行为进行调查。在成人

的世界里，学习已经越来越多的发生在网络上。“非

正式学习”与“问题解决”是当下互联网学习者的显

著特征，学习正变得无处不在。如何做理性的互联网

学习者，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在校学生的互联网应用看学习发展，我们对 3.7

万名学生的行为进行调查。 81.43% 的学生认为“互

联网学习的开展是必要的” ，互联网已经是学生答

疑解惑的第一责任人。相比于教师，家长更加开明。

“日常生活中，父母允许我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如

查找资料、看学习类视频、参加远程学习辅导等”占

80.1%。社会环境，比我们教育领域的理解来得更“开

放”。而自控力是我们学生最真切的需要，也是当代

教育应该关切的问题。

从教师和校长的视角看互联网应用发展，我们对

5318 位教师，1244 位校长的行为进行调查。调查发现，

在一线教师的实践中，信息化在教学方式、学习方式

和课程形态方面的影响依次分别排在前三位，推动教

学方式变革应最为优先发展。从一线教师实践现状看，

互联网已经在教学和学习方面有着深刻影响，约 83%

左右的教师都已经实践着这样的教学形态。从一线老

师们的实践反馈看，推动信息化教学应用发展障碍中

的时间因素、资源的可用性等是重要制约因素。推动

信息化教学发展需要协同化、整合性策略。同时，在

数字资源可用性提升方面，仍然需要更深刻的发展动

能和协同化发展力量。从推动信息化教学实践看，技

术环境的可用性仍然是第一需求，因此，在推动信息

化教学过程中，建议学校要整体把握学校所处的技术

环境状况，有效推进。

从学校管理者视角看，学校对移动终端应用持多

元化观点，“引导应用”、“管控保管”、“禁止带

入”都约占了 30% 左右，反映了技术进入教育核心地

带发展的真实状态。从学校管理者视角看，学校对“互

联网教育服务”购买已处于实践意愿性状态。从购买

“硬件”到购买“软件”，再到购买“服务”，这将

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从学校管理者视角看，

在互联网教育服务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学校信息化应

用发展开始走向新的阶段：“使用”合适后“购买”

正成为实践的首要选择。

推动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科学发展

第一，建构面向信息化 2.0 发展的信息化体系。

教育信息化实践体系再创新，融合“互联网＋”的发

展生态。

第二，培养互联网时代的学习者。如今，大部分

学生都是视觉型和动觉型学习者，他们一生都要通过

视觉与技术活动方式进行学习。数字型学习者更喜爱

以下方式：1. 迅速通过多媒体资源接收信息，相比之下，

我们更偏爱慢节奏、有控制地发布原本有限的资源；

2. 在处理文本之前处理图片、声音、颜色和视频，而

我们能更倾向于在提供图片、声音、颜色和视频之前

提供文本；3. 随机访问超链接多媒体信息，相比之下，

我们更倾向于通过线性的、逻辑的和顺序的方式提供

信息；4. 多人同时联网，而我们则希望学生在沟通和

互动之前能够独立完成工作；5. 对各种奖励都有即时

满足感，而我们的满足感和奖励通常是滞后的。

第三，建构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化体系的融合应

用生态。营造互联网时代学习者健康成长的环境。学

校责任是将技术延展至教育和教学的深度细节。要把

握技术时代深度学习体验创生的“精髓”，以学生为

中心、多样化的互动体验与交流、以数据为基础的学

习分析与评价。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VR/AR、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正越来越快地进入教育领域，技

术发展开始让在线学习成为“闭环”。

如何使互联网学习能够更好、更有质量的开展，

需要更加高可用的技术系统与应用环境，同时培养互

联网时代学习者正成为信息社会迈向智能化社会的必

然要求，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

主任李玉顺在“教育信息化论坛”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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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沈富可：

教育信息化 2.0，你准备好了吗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一定

的压力和挑战。

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有几个基本

原则：第一，坚持育人为本。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和初

心应该是为教育服务；第二，坚持融合创新。这也是

信息化的“痛点”，目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其根

本在于创新不足；第三，坚持系统推进。信息化绝不

仅仅是 IT 团队去做的事情，而是多主体责任；第四，

坚持引领发展。这需要我们共同思考，信息化如何起

到引领作用。

现状与分析

 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信息

化期待，在面向美好愿景的同时，更需要面对期待与

现实的差距，探索如何“落地”。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目前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 界

面使用不友好，用户体验差；2. 数据准确性差；3. 决

策支持不力；4. 信息化教学不够；5.IT 团队苦、累；6. 领

导师生不满意。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进行落差分析——研究

如何在高校中的“落地”方案。互联网企业是外部发

起革命，而学校是内部推动“革新”，不是“颠覆”。

智慧校园是物理空间中校园的拓展与延伸，两个

空间内主体角色一致。多主体进入智慧校园建设后，

要责任清晰，相互配合。智慧校园的愿景有三个层面，

如图 1 所示。第一层是网络基础层，IT 团队要继续把

它做好；第二层要搭建一个基础底座；第三层就是教务、

人事、财务系统，也需要 IT 团队支撑一起来做。   

顶层设计中底座的设计，无非就是身份管理、授

权、数据，这些基础架构要以 API 形式开放出来。在

身份管理上，由 IT 团队自行管理认证标准（CAS、

LDAP）；授权包括资源访问的授权以及应用开发的授

权；数据包括身份数据——用户的身份基本信息，资

源数据——共享的应用，资源以及运行数据——日志

等动态的运行数据。

对于高校管理架构，分为四个体系：一是行政体系；

二是党务体系，这两个体系既相互交叉又不完全一样；

三是高校特有的学术体系；四是工青妇体系。各个体

系下是基于角色授权的各个角色。如果角色不梳理，

基于角色的授权就是乱的。

因此，面对教育信息化 2.0，IT 部门要尽快搭建底

座并提供技术支撑。在管理体制上，提倡多主体建设

责任。提倡建立一把手的责任制、首席信息官（CIO）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

办公室主任

教务

图 1  智慧校园的愿景

人事 财务

Service  Support  Layer（基础底座）

认证、授权、数据……

Infrasrure   Layer

Network  Server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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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职能部门是建设主体，技术部门是

责任主体。

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需要有工匠精神，

那就是：具身实践、不断改进、开放共享、

精益求精。永远不要期待聚光灯下，要耐得

住寂寞。

具体实践

物理空间中的身份、权利、数据，在数

字空间中都有，而且必须要去面对这些问题，

并且要把它开放。数据共享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数据是一种资产，资产必须要经过梳

理；第二，开放不是无限，而是有限开放；

第三，所有的访问都是有核查记录的；第四，

业务的结果是有回写要求的。解决以上四个

问题，数据共享就可以进行。

华东师大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是由机关党

工委主体建设、信息办支持的，便捷化、个性

化、具备互动性的办事指南平台。它体现一站

式办事理念的研究生出国（境）办事流程。一

站式服务，促进组织机制优化、打破部门壁垒，

从师生的角度梳理形成的各种服务流程。

信息化集成探索践行“以学生为中心”。

汇聚学生个人信息，包括第一课堂数据（选

课情况、学业成绩）、第二课堂数据（勤工

助学、社会实践、担任学生干部情况）以及

第三课堂数据（社团、创业参加情况），通

过数据分析，对学生进行画像，支持学生个

性化发展，发现问题及时预警。

总之，信息化建设永远在路上，且行

且珍惜。在创新建设机制上，通过可持续

的信息化系统将学校转变为敏捷、可伸缩

和随需应变的教育场所，IT 部门（技术框

架、监管、激励），师生（应用及资源开

发），企业（参与服务），良性生态系统；

探索本身，机遇与挑战共存，就是一种创

新；要搭建信息化基础底座，支撑多主体

建设机制。

华中师范大学吴砥：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与探索

当前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是不能够适应

新形势的需要。工业时代的教育支撑体系不能为信息化时

代的人才培养要求提供有效支撑。必须推进信息技术支撑

下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重构，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

何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信息时代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改革举措

华中师大坚持将“信息化”作为学校发展战略，注重

顶层设计，从修订培养方案、营造教学文化、优化管理服务、

改革评价方式、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资源、提升教师能力、重构教学环境八

个维度对整个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

第一，修订培养方案，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2013 年，学校

正式发布实施新版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调整课程结构、压缩课内学时学分、提供

多种课堂形态、施行过程化评价等方式，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

方式上，全面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研究型教学，倡导讲授、研讨课时比“2:1”

教学组织形式。课内总学分从约 170 学分压缩到约 130 学分。通识教育课学分

55，专业主干课 50，个性发展方向课 25。建设数字化课程资源，实现所有必修

课网上开课。实践课程学分支持学生实践创新活动，并制定详细的学分转化标准。

强化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可占 50%~80%）。

第二，重构教学环境，实现三空间深度融合。通过改造物理空间、拓展资源

空间、构建社交空间，打造了线上线下打通、课内课外一体、实体虚拟结合的教

学创新环境。华中师大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智慧教室”研究和建设，先后

建成先进数字化教室 60 余间，实现了富媒体内容呈现、即时师生互动、学习情

境感知、自适应教学服务等功能。

第三，开展进阶培训，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通过开展分阶段针对性进

阶培训，提升教师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能力和创新意识，助力老师成为“学术 · 

技术 · 艺术”深度融合的信息化时代优秀教师，近五年累计培训教师 1500 人次。

第四，丰富教学资源，提供更加开放的教育。通过自建、引进、共享三种方

式汇聚优质资源，显著提升资源规模和质量，并依托自主研发的“云 + 端教学平

台”实现所有课程在校内开放共享，供全校师生使用。

第五，创新教学方法，推广混合课堂教学。以先进的教学环境和优质的教育

吴砥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

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沈富可在“教

育信息化论坛”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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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基础，学校大力推行讲授与研讨结合、线上与

线下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混合式翻转课堂占比超

20%，选课人次超 3 万次。

第六， 改革评价方式，开展基于数据的综合评价。

自建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采

集学生学习过程数据，为学情诊断、综合评价和学业

规划提供支撑，实现基于数据的过程性、发展性评价。

第七，优化管理服务，构建育人新生态。以信息

化为支撑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实现从学生录取到毕业

全过程服务；创新网络思政课程；形成以信息化为支

撑的“五位一体”育人生态。

第八，设立教学节，营造教学文化。通过首创“教

学节”品牌活动、设立教学创新奖、推进科教结合协

同育人等一系列措施，在全校范围内营造重视教学、

崇尚创新，善教、乐教的文化氛围。

系统推进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文化创新，其中教

育创新项目 500 个，信息化教学优秀案例 100 个，教

育创新奖 50 个。最后是最受欢迎品牌课程，如果一

门课程是最受欢迎的，那也是我们学校最拿得出手的

课程。

学校研究著作 16 部，研究论文 70 余篇。发表在

《教育研究》上的《论信息技术与当代教育的深度融合》

被引用 195 次，下载 1 万多次，被《新华文摘》2014

年 13 期全文转载 ；《教育信息化 2.0：新时代信息技

术变革教育的关键历史跃迁》下载 500 多次。研制标准、

规范 25 项，申报及获授权发明专利 16 项。

推广情况

从成果应用效果来看，首先，学生学习方式发生

深刻转变。学习方式全面转变，2017 年线上学习达 10 

万人次。学情满意度连续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主

动性、投入时间及满意度均连续五年提升。85% 的学

生经常进行网络学习，75% 的学生认为混合式课堂更

有助于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学生能力显著提升，

近五年学生在各级大赛中共获奖 1026 项，其中国家级

赛事获奖 349 项，增强了批判思考、合作、沟通、创

新能力和自主管理、自主学习、自主服务素养。

其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显著提高。教学资源

制作能力提高，2017 年，学校共有 2268 个课堂使用在

线资源、混合式翻转课堂约 746 个。教学资源分析与

利用能力提高，88% 的教师能够综合学生在线学习情

况和成果进行自我评价反思。教学能力竞赛成绩优秀，

近两届湖北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华中师大选派的 6 

位教师获 5 项一等奖、1 项二等奖，3 人获第一名，综

合成绩全省领先。

再次，教学资源配置效果全面优化。学校信息化

经费投入实现统一归口、统筹使用，2012 年至今累计

投入信息化建设及教学改革经费超过 2 亿元。

在成果推广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理论

成果服务国家政策制定；实践经验得到辐射；平台技

术实现推广；成果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在教育信息化推进上，我们也深有体会：第一，

教育信息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二，信息化的关键

在于“化”；第三，教育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推行

CIO 制度十分必要。高校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信

息化领导力的提升是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关

键；第四，教育信息化必须评估驱动；第五 ，教育信

息化必须在各个环节持续稳定投入经费。

总之，未来教育必将是构建在互联网上的新教育。

教育的目标也将是全纳、优质、公平和终身学习！

以先进的教学环境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基础，学校大力推行讲授与研讨结合、线上与线下一体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本文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吴

砥在“教育信息化论坛”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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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韩锡斌：

教师混合教学能力应分层次推进

混合课程的典型特征是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增

强教师的动态跟踪和过程性指导。混合教学概念从目

标、视角、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在目标上，从

传统学习方式和电子学习的优势相结合，向课程教学

新模式、人才培养新方式以及大学组织新形态拓展；

在视角上，从技术的引入和整合向课程与教学的整体

重构拓展；在内容上，更是从层面、维度、评价三个

方面进行了拓展。

因此，要将混合教育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就是要有愿景和规划，学校要做好这六件事情：

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学习支持，基础设施、设备、资源、

支持，政策与学校组织架构，伙伴关系以及研究与评估。 

在此过程中，存在阶段性划分的问题，我们需要

诊断某个学校在哪个阶段，然后再告诉他们该往哪个

方向发展。第一个阶段是有明确意识并制定计划，着

力点是提升学校各级领导的认识并付诸行动；第二个

阶段是有课程探索试用，着力点是提升教师的意识、

态度、信息化的教学能力；第三个阶段是有相当比例

的课程常态化应用，着力点是学生的学习效果与信息

化学习能力提升。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现状

2017 年 7~9 月，我们采用面向全国高校教师培训的

网络平台和问卷系统实施了网上调查，获得 1135 份有效

问卷。通过调查发现，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整体概况如下：

 第一，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有了普遍提升。高校教

师教学意识普遍提升——被调研教师对本学科专业持

有较大的热情、对本科教学有兴趣这 2 个题项上的得

分最高；不少高校教师致力于改进课堂教学方式——

约三分之一的教师在课堂上为学生设计了交互性更强

的学习活动，29.79% 采用过团队 / 小组学习，27.26%

采用过基于问题式学习。

第二，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高

校教师教学意识、课堂教学、信息化教学和教学学术等

四个方面能力均值在 2.83~2.97，偏低，综合教学能力提

升潜力有很大空间；大多数教师还是采用传统面授方式

开展教学互动，借助网络开展教学互动的比例不到五分

之一；高校教师缺乏教学研究能力，调查中教学学术能

力的得分最低 2.83，低于综合能力均值 2.90。

第三，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绝大多数

教师（85.7%）初步具备信息化教学的基本能力，但是

具备较高应用水平的教师比例偏低（14.3%）；教师借

助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的能力，以及信息化教学研

究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教师对于课程教学的研

究还停留在面授环境下的备课、反思等经验总结层面，

缺乏基于网上数据开展学习分析、教学优化和即时评

价反馈等方面的研究能力。

教师混合教学能力的持续提升

教师混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存在明显问题。我们

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针对 87 所高校 12000

余名教师进行了培训。2016~2017 年度，随机抽取 12

所院校，跟踪 262 名教师在 2017 年春季学期的混合教

学情况。结果显示，教师培训结束后，在两个环节出

现了放弃现象；一是课程建设任务的执行环节；一是

课程建设任务完成后的实践应用环节；总体来看，只

有不到一半的教师完成了课程建设任务；仅有五分之

一的教师完成实践应用。

混合教学能力提升模式的实施应该分层次、分阶

段逐步推进。在评价上也要多种手段、逐层评价。

 简单总结，就是学校在做这些事情时，要系统化、

持续推进；全面研究、评估、改进；注重“体验式、

交互式”；强化“做中学”、 “学为用”；全方位构

建“工作环境”；回归教学常态、原生态。

韩锡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韩锡斌在“教育信息化论坛”

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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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的场景以及内涵如何应用于学校的精

准管理与服务？“双十一”的背后，其实是掌握了大

量的用户数据，了解了客户心态，把客户吸引进来。

学校在服务和管理上，是否可以把这种理念利用起来。

大数据成为教育管理的利器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碎片化的数据汇聚、

加工、整合，形成精准管理与服务的依据。大数据将

成为教育管理的利器。比如在智慧教室，可以做人脸

识别，人人都是一个传感器，人人都是一个移动设备，

在不停地贡献数据。通过整合大数据，最核心的是复

原用户的真实行为，了解用户内容真实的世界，数据

可以让我们看得更真实一些。

业务系统中的哪些模块使用被关注频度高？这些

模块到底是为什么被使用？我们应该从管理和服务的

角度来看，关心它背后真实的情况。那么关注和使用

的是哪些群体？实际上从真实情况来看会发现，以财

务系统为例，真实使用的这些群体，并不是这个项目

的负责人，而是那些助管、研究生等。

另外就是关于教师个人主页的思考。每个教师都

有自己的主页，但是有多少人维护个人主页？有多少

人通过个人主页来寻找信息？这个主页到底应该怎么

用，怎么做？其实真正希望通过个人主页宣传自己的，

一定是有成就感的人。教师、团队的科研投入产出数据，

应该如何应对？这也是需要去思考的。

学校对于学生也进行了管理，比如 IT 部门就可以拿

到学生就餐的数据，可以看到学校每个人平均吃了多少

钱，每年消费了多少，这些数据实际上是一个统计，并

不能被称作分析。但是从中可以了解到早晨到底几点是

用餐高峰期，有多少人当时是打包带走的，如果是打包

走的那他一定是没有时间来食堂吃的，这是真实的场景。

学校不鼓励学生玩游戏，但实际上并不是不鼓励

学生就不玩了。这种事情不是你不想做，它就不存在。

大数据助力高校开展精准服务
北京科技大学杨德斌：

现代信息化的数据采集技术和手段有很多。现在

在教室里，到处都有无线网络，很多老师对此也都有

争议，教室做了无线网，学生更不学习了。但是，无

线网络一定是要有的，这是移动教学的需要。那么在

移动教学、网络教学中流量占比是多少？我们目前还

没有分析，但是将它提出来，精准的数据复现真实的

场景，通过大数据折射背后的原因。

在电子迎新后，我们对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包括

身体素质指数、特殊群体数据、教育相关数据、服务

保障数据。从中可以看到，超过 50% 地区均有家长陪

同报到；陪同比例最高地区分布前三名是江苏 92% 、

黑龙江 91%、辽宁 89%。陪同人数最多的地区分布前

三名是海南 1: 2.6，天津、河北 1: 1.9，江苏 1: 1.8。

信息化2.0时代的方向

在信息化 2.0 时代，重点是促进与教育教学、科

研创新的融合 + 变革 ; 支撑新兴教学模式下的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合作交流 ; 服务于学校的综合改革和双

一流建设，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

信息化 2.0 时代对信息化基础环境也提出了更多

的要求：一是泛在， 友好基础 IT 架构；二是易用、耐

用，移动应用可感知的应用系统；三是业务互联，数

据互通的服务网格；四是智慧的管理与决策体系。

管理、服务的信息化目标应该是提升师生的获得感：

首先，整合、优化、再造业务流程与平台；其次，基础

数据的有序、有效流通，过程数据详实可信，决策数据

科学有力；再次，实现信息源的统一、唯一；最后，服

务向线上办理、协同、移动办公模式转变，实现网上、

自助办理。

总之，在信息化 2.0 时代，大数据必将助力学校

的建设与发展！

杨德斌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

化建设与管理办公

室主任

（本文根据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主任杨德斌在“教

育信息化论坛”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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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方海光：

“处处皆课堂”是未来发展新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教育信息化从基础环境建

设到知识体系化建设，到学习服务的建设，会持续到 2030

年，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大数据的应用也会越来越深入。

人工智能使得教育场景逐渐具体化

教育大数据本身是人工智能中的一部分，随着人

工智能和教育大数据的推进，其实在学校这一端，应

用的场景会越来越具体化，会逐渐聚焦到一些场景的

应用。如果这个场景能够具体化，未来，这个场景就

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智慧城市建设和教育信息化建设共同受到互联网

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因素的重要影响，两方面建设

逐渐呈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

在智慧城市的环境下，围绕着学校教育，总共有

九个学习的场景，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梳理。最早期的

被称作数字化课堂，逐渐发展出翻转课堂，以学生为

中心，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随后，在翻转课堂基础上，发展出平板（PAD）课堂。

当前绝大部分的中小学，甚至高校都是在平板课堂的

层面。严格意义上讲，平板课堂是移动学习当中的一

种类型。只是采用了平板进行教学的方式，但是很难

说平板课堂就是智慧课堂。

到了 2018 年，所有的课堂逐渐聚焦到了智慧课堂。

智慧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能够在任何时间（Anytime）、

任何地点（Anyplace）、以任何方式（Anyway）和任何步

调（Anypace），进行轻松的（Easy Learning）、投入的（ 

Engaged Learning ） 和 有 效 的（Effective Learning）的学习。

智慧课堂三种典型课堂及大数据对比

当前中国的智慧课堂大概有以下三种典型类型：

第一种是以教为主的基础型智慧课堂，“秧苗式”

和“层叠 U 型”多媒体教室空间布局以及交互白板教

室空间布局；

第二种是智慧型智慧课堂，“队列式”和“多组

圆桌型”计算机机房空间布局；

第三种是空间型智慧课堂，3D/VR 创新空间设计

以及 STEAM 教育新环境。

对这三种典型的智慧课堂，我们也进行了大数据

分析，采用改进弗兰德斯（IFIAS）方法，把课堂行为

从传统的国外的 10 种分析方式演化为 14 种，对于课

堂的开放程度、学生自主学习程度以及应用技术程度

进行了深入细化。实际上如果这种行为过度细化的话，

对于整个课堂分析也是不利的，该方法更适合我们目

前的智慧课堂分析方法。

综合来看，电子白板：少技术、少互动；移动

终端：阶段性、多互动；3D 课堂：强互动、多技术。

不同的基础环境，特别是不同的智慧学习的环境中，

它所展现出来的课堂程度，其实是千差万别的。未

来发展新趋势就是“处处皆课堂”，其中有几个关

键的技术点：

第一，智能学习终端是智慧校园和智慧课堂应用的

关键。传统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平台、系统、资源、

空间、师生，各要素都具备，而能够将硬件、软件、人

的协同应用结合起来，则需要应用依靠智能学习终端！

第二，管控是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的红线。诸多反

对智能学习终端（如手机）进校园的主要问题是担心

学生分散精力和玩游戏，从软件底层系统进行管控是

关键，其优于学校管理措施。

第三，设备普及率和使用率决定深度应用程度。

学校智能治理和科学决策依靠自然数据的采集和大数

据分析，智能学习终端的普及率和常态使用是关键。

第四，个性化学习和学校科学治理是未来课堂和学

校深度建设的发展方向。数据驱动教学，数据驱动决策，

数据驱动治理是未来学校发展和建设的关键。

方海光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

技术系教授

（本文根据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授方海光在“教育信息化论坛”

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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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在线吴报华：

吴报华

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

信息技术在人才引进中的应用

如今，引才工作方式已悄然改变，人才需求增大，

人才争夺日趋激烈，引才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信息技术应用于引才的环境背景有两种，第一个

是等你来，第二个是请你来。实际上，目前我们人才

引进已经到了“追求”阶段，但是这些人才在哪，他

们关心什么也是值得考虑的。另外，我们需要明确目

标——要什么样的人才，要有目标人才。如果请了一

堆院士、长江学者，但是没有基础没有团队，这些人

才也发挥不了作用。这时可能学校更需要的是中青年

人才。利用信息技术，可以使目标更加明确。

传统引才方式：宣传只是基础，不能完全满足引

才需要。从数据来看，海归来源国家 40.7% 来源于美国，

其次是英国 27.4%；从年龄分布来看，30 岁以上的基

本是博士，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群体。

信息技术在引才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人才大数据、

精准检索技术、一对一猎头。 首先，数据抓取的来

源。在全球各大学官网、学术媒体、全球各学会网站、

Facebook、Twitter、ResearchGate 等抓取数据；其次，

数据智能比对与筛选。按照：性别、教职、学位、华人、

就职就学机构、研究领域、年龄等多因素类别分类，

形成可检索的数据库；最后，猎头服务激活人才库。

猎头工作将对人才基础数据不断使用、提炼、标记，

形成激活的人才库。看这些人才是否有回国意向，然

后跟学校需求进行匹配，这样一来，签约率会非常高。

两年时间里，我们已经成功举办国际青年学者论

坛 20 余场。根据学校要求，我们向海内外 8000 多人

进行定向寻访邀约，通过数据处理，发现有 630 位人

才高度匹配，然后对这些人才进行重点沟通，最终有

38 人参会，目前已知有 6 个人已经签约，再过几个月

数字还会增加。

另外，我们还把信息技术应用在视频招聘上。

2018 年 10 月 21 日全球网络视频招聘会上，全国 24 所

参会高校共面试 1435 人次，整个活动周期预报名并投

递简历人才 531 人，10 月 21 日当天参与面试全球学术

精英共计 303 人。

信息技术在学术评价中的具体实践

为什么践行小同行学术评价？简单来说，非小同

行无法准确评价，不同研究方向、领域之间存在巨大

差异。学术评价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数据量

足够的评审专家库，足量专家数据，是贯彻小同行、

关系回避的基础。

学术评审服务极大促进了引进、提拔真正优秀的

学者的效率，回避了矛盾。例如某大学的引进评审，

截至 2018 年 9 月，提请 26 次评审服务，总计 48 位被

评人需求，得到 246 份专家评审意见。校方不定期为

引进人才进行学术水平评价，信息技术使学术评审服

务实现周期短、效率高，高质量，为高校进一步开展

引才工作提供务实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较好地回避

了各种人为因素干扰，主动回避各种评审专家与被评

人的各种关系影响。

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评审服务，得到了以下提升：

第一，提升效率、质量；第二，公正、客观、安全；第三，

全国遴选专家，贯彻小同行；第四，提升学科影响力，

扩大朋友圈。

未来，如何实现引才的更加精准、高效？如何推

动评价服务的精细与关系有效回避？这也是值得大家

去思考的问题。

信息技术让人才引进更高效

（本文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吴报华在“教育信息化论坛”的发

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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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科 生 是 信 息 技 术 和 高 等 教 育 最 重 要 的 终 端 用 户，

EDUCAUSE 分析和研究中心（ECAR）已经为此开展了长达 15

年的研究。尽管这些报告的形式、内容和研究发现多年以来都

在不断演进，贯穿其中的共同主线则是要从学生的视角观察信

息技术对他们的学业体验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

促进获得学业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8 年的报告中涵

盖了那些有学习障碍和身体残疾的学生对于学校是如何回应他

们对信息技术、无障碍性和学业方面需要的看法。这些研究发

现是 EDUCAUSE 的“多元、公平、包容”（Diversity, Equity, 

Inclusiveness，缩写为 DEI）项目的一部分。尽管本报告的主要

读者是高等教育界的 IT 部门人士，我们同样认为这些研究发现

对教师、人事管理者和职员有好处，对各种类型的高校和各个学

科中的不同经验水平的教师有好处，对学生事务人员和学生自己

也有好处，并对此满怀信心。我们编写本报告的目的在于，让高

校中与此相关的各类人员都可以运用其中的研究发现和建议，从

而不仅为高校的 IT 目标和学术目标做出贡献，而且最重要的是，

为学生成就的实现做出贡献。

在本报告中，读者将可以获得下列领域的相关数据和分析：

设备的获取、使用以及对学业成就的重要性

校园 Wi-Fi 体验

教学管理系统（LMS）的使用情况和满意度

学生对教学环境的偏好

关于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态度体验

走读学生与互联网接入

学生的在线活动

高校对学生残疾和无障碍性的了解

学生对于学业成就工具的使用和评价

在 2018 年报告的形成过程中，来自美国 36 个州和其他 9 个

国家的 130 所高校中的 64526 名学生参与了调研。报告中的定量

成果来自于 114 所美国高校的 54285 份问卷回复。报告对大量问

卷调查反馈中的发现进行了一般性的陈述。不过高校要结合自身

实际来运用这些成果。这些研究发现，在特定学术情境中的含义

和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到各个高校发展重点、战略愿景、高校文

化的影响。因此，关于学生对校园信息技术的运用情况，不应将

本报告视为讨论的结束，而应当视为讨论的开始。

主要的研究发现

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可以用到那些对学业成就至关重要的信

息技术。美国学生的回应表现出了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

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是近乎普遍的，不同种族、性别、年龄和

编者按

EDUCAUSE 分析与研究中心（ECAR）近期发布了关于大学本科学生和信息技术关系的第 15 份年度研究报告，在此欣然呈

现给各位读者。这项研究的调查收到来自于美国和国际上的 130 所高校的超过 6.4 万名学生的反馈，2018 年报告中展示的

许多内容也给人带来了一些不同感觉，甚至令人耳目一新，说明了面向学生的信息技术研究正在迈上新台阶。

EDUCAUSE：

77% 的学生对信息技术的体验评价良好
——2018 年 EDUCAUSE 本科学生与信息技术关系研究报告（一）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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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的使用率并没有系统性的差别。然而，对于

更新颖且更昂贵的技术，如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AR/VR）头盔、

3D 打印机等，学生普遍反映可用程度较低。

尽管平板电脑、混合式电脑、台式电脑和智能手机对于学生

成就的重要性仍然被评价为“非常重要”到“极度重要”，然而

对于不同群体的学生，这些设备的重要性有着显著差别。一般而

言，学生中的女性、有色人种、残疾、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独立

生活者（无论是否有需要扶养的家人），以及经济社会背景较低

的学生，比其他学生认为这些设备对学业成就的重要性更高。和

非白人学生相比，白人学生明显不会认为台式电脑、平板电脑和

智能手机对学业成就有重要意义。

学生对信息技术体验的总体评价，与校园 Wi-Fi 可靠性和

登录的便捷性两个因素继续密切相关。学生对于校园中不同地点

的 Wi-Fi 评价在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稳定，不过在连接质量方面，

学生宿舍和住所与户外空间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差距，而且网络

登录的便捷性也是如此。

教学管理系统（LMS）在高校中保持普遍应用的状态，学生

的使用率和满意度也保持在高位水平。四分之三的学生对学校的

LMS 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表示

在绝大多数的课程中使用了 LMS。

大多数学生对教学环境表示出的偏好继续落在“混合式”范

围内（整个范围是从“完全面对面”到“完全在线”的连续体）。

尽管多数学生倾向于完全面对面的课堂环境，然而，那些上过一

些在线课程的学生则显著地更多倾向于混合式教学环境，且更少

倾向于纯粹的面对面课程。

尽管多数学生称教师应用了信息技术来改进教学方法、加强

沟通以及安排课程任务，但是仍然存在使用个人设备的限制。和

智能手机相比，教师们更鼓励使用笔记本电脑。不过有接近三分

之一的学生表示，教师劝阻在课堂上将个人设备作为学习工具使

用。这意味着在许多学生的课程中，教师在课堂上劝阻或者禁止

学生使用信息技术设备。

居住在校外的学生中，有接

近四分之三（72%）表示他们在家

或校外居所中的互联网连接情况

“好”或者“非常好”，只有 2%

表示在家时无法接入互联网。和

校内居住的学生相比，校外居住

的学生对于在线和混合式教学有

更高的偏好，可能反映出在线学

习对那些必须要兼顾工作或家庭

的学生是有好处的。

学生的典型情况是，会相当认

真地对待课业，每天有 1~4 个小时的在线时间用于做作业或进行

研究。和流行的看法不同，学生看起来并没有耗费大多数时间在

社交媒体、电视或游戏上。实际上，学生中的典型情况是在社交

媒体上耗费 1~2 个小时，在流媒体视频上耗费 1~2 个小时，超

过一半的学生回应称不玩游戏。

那些自我认定有身体残疾或学习障碍的学生有无障碍或适

应性技术的应用需求，而其中大多数对学校了解他们需求的程度

评价为“差”。根据学生的反馈，与小型和专科层次高校相比，

大型和博士层次的公立高校更可能不了解残疾学生的需求。除了

学校的局限性，学生对学校的了解程度评价为“差”可能受到了

学生自身恐惧的影响，害怕透露残疾情况或向残疾服务寻求帮助

会蒙受贬低或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

学生还是认为学生成就工具至少是“中等有用”的。在他们

看来，为学业中的事务性任务提供帮助的工具（如学分追踪、学

位计划、学位审议等）比在学术上进行帮助的工具（如预警系统、

学术资源、课程推荐、学业表现提升等）要略微有用一些。

可用和拥有的设备

EDUCAUSE 对于学习用途数字设备的拥有情况的追踪有近

10 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了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率的快速

上升，一直增长到接近普遍的水平，成为最流行的学生数字设备

组合，并且把笨重的台式电脑和冗余的平板电脑排挤出局。数字

设备的“拥有”情况尽管提供了和学生手头设备相关的大量信息，

却也在测量结果中引入了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社会经济偏差。

2018 年我们改进了问卷调查的流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

岛宣言》和 EDUCAUSE 的“多元、公平和包容（DEI）计划”

中提出的公平使用原则更加紧密地保持一致。首先，询问学生是

否可以“使用”一系列技术和设备，然后再转向学生以何种方式

来获得这些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机会的问题。

可用性是以可以使用某项技术的学生比例来衡量的，不同的

图 1  学生可用和拥有的设备

拥有设备的学生比例

借用朋友或家人设备的学生比例

使用学校提供设备的学生比例

学生可以使用设备的总比例

3D 打印
混合式电脑 智能手表 台式电脑 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

增强现实 / 虚

拟现实头盔

声控音箱 流媒体

设备

游戏设备
笔记本电脑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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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一个课堂上使用过

学生比例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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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间有着显著差别。位于名单顶部的是作为主力技术的智能

手机（95%）和笔记本电脑（91%），而位于底部的是更新颖且

更昂贵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AR/VR）头盔（4%），以及 3D

打印机（3%）（如图 1 所示）。而且在可用性方面，几乎每个

学生都可以使用至少一种他们认为对学业成就而言最重要的那些

技术。对于学生们认为对学生成就至为关键的笔记本电脑、台式

电脑、混合式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四种数字设备，只有 65 名受

访者（不到 1%）回答称无法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种。从这个意义上，

美国学生已经解决了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问题，其中涉

及联网设备和可靠 Wi-Fi 接入的可用性。对于数字鸿沟的典型相

关性分析，如种族、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并未揭

示出在对学生学业成就至关重要的那些设备的使用上存在不公平

的模式。

学生以何种方式来使用设备的情况则随着设备类型和使用

目的组合而变化。第一组设备由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混合式

电脑组成，是学生学业产出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学生拥有比例

最高的；第二组设备包括消费或娱乐用的个人设备，如平板电脑、

游戏设备、流媒体设备、声控音箱等，大多数都由学生自己拥有，

不过也经常是从家人和朋友处借用的，只有智能手表是个例外；

最后一组设备（AR/VR 头盔和 3D 打印机）的特点是，学生对于

它们的使用更加严重地依赖于学校提供，因为目前这些设备过于

笨重和昂贵而不适合个人拥有。大多数学生使用的台式电脑是自

己拥有的；然而，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使用的是学校的台式电脑，

通过计算机实验室等方式。类似的，相比个人学习和消费用途的

设备，有更高比例的学生通过学院或大学来使用 AR/VR 头盔和

3D 打印机等前沿技术。尽管 Google Cardboard 和其他廉价的立体

视觉产品作为 AR/VR 头盔的替代品可能会让更多人拥有这类设

备，然而绝大多数（96%）的学生仍然无法使用这些技术。

造 成 学 生 在 使 用 学 校 提 供 的 扩 展 现 实（XR，Extended 

Reality）技术中差异的影响因素中有一个是非常明确的，即学生

的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相关专业，如计算

机科学、工程、建筑，以及（较少程度上）制造、建设、维修、

交通等，比其他专业更倾向于让学生使用学校的 3D 打印机，这

也在预料之中。EDUCAUSE 预测，在今后几年中，XR 技术会更

多地在教学和研究中得到采纳，因此必须要变得更加可负担、用

户友好和轻便。

设备使用情况和重要性

2012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踪各种信息技术在学生们的课

程学习任务中的使用率，以及在学生们的认识中这些技术对学业

成功的重要性。毫无意外的是，技术的使用率以及重要性之间有

着明显和正面的相关性：在越多的课程中使用技术被学生们认

为对于学业成就越重要。如图 2 所示，笔记本电脑继续占据着最

高统治地位，98% 的学生回应称过去一年中至少在一门课程中

使用了笔记本电脑，而且 94% 的学生认为笔记本电脑“非常重

要”或“极度重要”。类似的是，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和重要性比

2017 年有了适度提高，连续三年保持上升趋势。出人意料的是，

台式电脑和平板电脑命运的反转，在重要性和使用率连续两年下

跌之后出现实质性的反弹，特别体现在用至少一门课中使用过的

学生比例来衡量的使用率上。对于许多更新颖或应用领域更窄的

技术，如 AR/VR 头盔、智能手表、游戏设备、流媒体设备、声

控音箱 / 助理等，相比之下回应有高水平使用率或重要性的学生

就比较少了。

学生们的重要性评价在不同设备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

对于设备的重要性评价在学生主要群体之间也会有不同。例如，

来自于低收入家庭、非白人、无家长支持的学生和更加富裕、白

人、有家长支持的学生相比，认为台式电脑对学业成就重要的可

能性明显较高。此外，女性和男性相比认为台式电脑重要的可能

性则明显较低。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女性明显可能更认

为笔记本电脑重要。对于非白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收入较低、

残疾的学生，智能手机则更加重要。尽管白人学生认为平板电脑

重要的可能性明显较低，独立谋生、第一代大学生、非白人和残

疾学生则明显更可能赋予平板电脑对学习任务更高的重要性。

2017 年的报告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学生说他们的教师禁止

或劝阻在课堂上使用平板电脑（40%）和智能手机（70%），

而说教师禁止或劝阻在课堂上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学生比例只有

图 2  学生设备使用率和重要性评价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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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面向教师们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禁止或劝阻学生在课堂上

使用笔记本电脑（20%）、平板电脑（24%）和智能手机（52%）

的比例存在类似的结构。在某些案例中，教师们禁止或劝阻课堂

上使用数字设备是基于强化对数字设备偏见的一些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指出数字设备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且学生使用设

备意味着不尊重或漫不关心，或者学生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做笔

记。然而，即便是无心之举，这种禁止和劝阻的做法也会造成

实际的伤害。

学生的信息技术体验

让我们乘时光机回到过去，在校园中体会一下拨号接入的互

联网。如今在 2018 年，这一场景对于熟稔技术的高等教育而言

是如此好玩（或糟糕），我们要承认，低劣的网络对于学生而言

就好像高校回到了拨号时代似的。高速和普遍的大学校园网络是

学生们的期望。无论属于哪个群体，2018 年有超过四分之三（总

数 77%）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总体体验评价为“好”或“极好”。

然而，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出现了差别。和其他类型的高校相

比，硕士层次私立高校和博士层次高校中有明显更多学生给出了

“差”或“一般”的评价。学生的总体体验评价与 Wi-Fi 连接体

验继续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如图 3 所示）特别是，学生登

录 Wi-Fi 的便捷性，以及对于宿舍或居所、大学图书馆、教室 /

教学空间中 Wi-Fi 连接的评价，都和学生对总体体验的评价相关。

户外空间中 Wi-Fi 接入的可靠性则是影响信息技术总体体验的一

个较弱的预测因素。

不出所料，尽管学生们对图书馆和教室等区域的 Wi-Fi 可

靠性一贯给出了“好”或“极好”的评价，宿舍或居所和户外空

间的 Wi-Fi 接入还存在改进空间。尽管对登录便捷性给予负面评

分的学生相对较少，但仍然是总体体验的一个相关因素。IT 部

门在应对关于 Wi-Fi 的一般性关切的同时，也要审视用户的登录

体验，力图实现网络的全校全时无缝登

录体验。

如果 IT 部门寻求提升学生对信息技

术的正面评价并解决“Wi-Fi 差”的笼

统抱怨，有一个可能是评估学生对登录

便捷性的评价，以及宿舍和户外空间的

连接质量。宿舍中的体验不好可能是由

于学生尝试使用物联网（IoT）设备登录

校园网造成的。绝大多数此类设备是来

自于消费品行业，制造时考虑的是家庭

无线网络，而不是学校拥有的一个复杂

网络。校园网络中实施的安全措施也许会要求额外登录步骤，而

且未必会与所有设备兼容，因此网络安全性的提升也会影响学生

对 Wi-Fi 连接或登录的评价。这表明在 Wi-Fi 的安全关注点与

开放便捷的登录之间要进行权衡，这对学校是一个挑战性的找平

衡行为。私立高校还应该知道，和其他类型的高校相比，他们的

学生对于信息技术总体体验的评价略微不那么正面。由于 Wi-Fi

体验与信息技术总体体验的相关性，这些高校需要将网络接入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

IT 部门应当在 Wi-Fi 连接上进行投资作为应对学生需要和

改善学生体验的一项全校性战略。要确保实现学生成就，除了教

室体验和学业完成率以外，学生在校的总体体验也是一项努力目

标。那么，网络质量或许会成为衡量高校在学生体验上投入的一

个尺度。没有高质量的网络，全校性的信息技术计划也会受到影

响。例如，学院如果要将课程资料从印刷版课本转向数字开放教

育资源（OER），学生们为了获得和使用资料就会带来不断增加

的流量需求，那么网络就需要升级。又如，有所高校最近刚刚进

行了一项探索，部署了简化学生体验的语音控制技术。这项技术

可以帮助学生（和教师）无需坐在电脑前就可以获得想要的信息，

而且可以从多个数据源中为学生提取最新信息。然而，如果宿舍

中没有强劲的网络，这些创新就无法启动或者让用户体验遭遇痛

点而陷入困境。

提供高质量、无困扰的网络是对学生作为信息技术消费者的

回应。和所有人一样，学生有相当多的时间用在了使用设备进行

互联——办理事务、访问学术资源、完成功课、联络家人和朋友、

收发流媒体内容、听音乐或者玩游戏。这些活动反映出人们和技

术的结合方式；学生也应当作为信息技术消费者群体中的关键成

员，而不是例外。而且，最重要的也许是，如果没有适当的网络

基础设施，更多运用信息技术的计划都会陷入停滞或者运转不良。

我们当然不希望学院和大学退回到拨号上网的年代，对于当代的

大学生而言，低劣的校园网络无疑是一种折磨。 （责编：杨洁）

（来源：EDUCAUSE 分析与研究中心；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图 3   学生的无线网络体验

“差”或者“一般” “好”或者“极好”

占采访回应者的比例

学校图书馆中 Wi-Fi 的连接可靠性

教室 / 教学空间中 Wi-Fi 的连接可靠性

学校 Wi-Fi 网络登录的便捷性

学生宿舍 / 住所的 Wi-Fi 连接可靠性

户外空间的 WiFi 连接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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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震 

程序补丁是用于修复程序漏洞的通用方法。然而，用程序

补丁来修复漏洞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缺陷——漏洞尚未修复窗口

（pre-patch window)，即从一个漏洞被发现到其相应的补丁发布

之间的时间窗。在漏洞尚未修复窗口，攻击者可以针对漏洞发起

攻击。漏洞尚未修复窗口的存在是因为程序员手工分析漏洞、编

制和测试程序补丁需要一定的时间。尽管有大量研究致力于程序

补丁的自动生成技术，目前此技术仍未被实际使用。文章作者通

过对 131 个最近公开的程序漏洞和相应的补丁进行分析，发现漏

洞尚未修复窗口平均长达 52 天。而且由于分析漏洞和编制程序

补丁有一定的复杂性，总体来说漏洞尚未修复窗口很难人工缩短。

即使软件开发商可以对其已知但尚未修复的程序漏洞进行保密，

来降低这些漏洞被恶意利用 (exploit) 的风险，呈出不穷的零日漏

洞仍然可以被攻击者使用 [1] [2]。

快速漏洞屏蔽方案SWRR

为了解决使用程序补丁来修复漏洞的这一个缺陷，软件用户

经常使用“程序漏洞临时解决方案”(configuration workaround) 来

暂时防止程序漏洞在修复前被恶意利用。程序漏洞临时解决方案

通过直接让用户修改与漏洞代码相关的程序配置参数来禁止执行

含有漏洞的代码。举例而言，具有严重危害的 Android Stagefright

漏洞在 2015 年被发现，有超过十亿的智能移动设备受到其影响。

虽然这个漏洞在当年 4 月就被发现，相应的补丁直到 8 月仍未发

布。幸运的是，通过修改 Android MMS 客户端的配置来禁止自动

下载短信图片，用户可以防止此漏洞被恶意短信攻击。使用程序

漏洞临时解决方案，用户可以牺牲少许的程序功能来换取对严重

漏洞的保护。所以一些知名软件开发商如 Microsoft 会在发布补

丁前公开程序漏洞临时解决方案 [3][4]，如果相应的漏洞有对应

的程序漏洞临时解决方案，以保护程序用户不受针对漏洞的攻击。

然而程序配置参数是设计用于让用户灵活调整程序的功能行为，

而非提供安全保护，所以绝大多数漏洞并无与之对应的程序漏洞

临时解决方案。

受到程序漏洞临时解决方案的启发，作者提出快速漏洞屏

蔽方案 SWRR（Security Workarounds for Rapid Response) 来缩小

或消除漏洞尚未修复窗口 [2]。SWRR 可以被自动生成为大部分

漏洞提供临时解决方案。设计 SWRR 的一个主要难题是怎样让

SWRR 适用于还未发现的漏洞。因为事先并不知道漏洞在何处，

SWRR 必须适用于任何潜在的漏洞。另外一个难题是漏洞可能和

任何类型的程序功能相关 ，出现在程序代码里的任何一个位置。

而每个 SWRR 应该确保程序在应用这个 SWRR 之后仍然能够继

续运行。因此，作者在设计 SWRR 时着重考虑简单性、通用性、

和非介入性（unobtrusiveness)，而不依赖于任何关于目标程序本

身和漏洞的假设。其中非介入性是指不影响目标程序的主要功能。

让 SWRR 通用性强和具有非介入性的关键点是利用目标程

序自身的出错处理代码（error-handling code），因为出错处理

代码的设计目的就是让程序在意外错误发生之后能恢复正常、

继续运行。基于此关键点，作者设计并开发了 Talos 解决方案 

[2]。Talos 使用静态程序分析来识别目标程序已有的出错处理代

码，自动生成 SWRR 并添加 SWRR 到目标程序。一旦某个漏洞

即将被利用，与此漏洞相应的 SWRR 就改变程序执行流程去调

用出错处理代码，来防止漏洞被利用，从而屏蔽这个漏洞。使

用 Talos，软件开发人员可以将 SWRR 在软件开发阶段直接植入

程序，或以补丁形式针对特定漏洞来发布。如图 1 所示，这种

植入式的 SWRR 可

以让用户修改配置

参数来动态启动或

关 闭 用 户 指 定 的

SWRR。

Talos启发式规则

Talos 使用创新的启发式规则 (heuristics)，通过静态程序分析

来识别出错处理代码。这些启发式规则有以下四个。

第一，错误记录函数（error-logging function)：当应用程序遭

遇错误时，经常会调用错误记录函数来记录与错误相关的信息。

通过识别程序对错误记录函数的调用（如图 1 所示），Talos 可

以发现出错处理代码。

第二， NULL 返回值：如果没能发现对出错记录函数的调用，

Talos 会查看目标函数的返回值类型是否是指针类型。通常一个返

回值为指针类型的函数会返回NULL来向其调用者指明有错误发生。

Talos: 用 SWRR 快速屏蔽程序漏洞

图 1  植入式 SWRR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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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错误传递：很多时候一个函数会使用其调用另一函数

的返回值作为自己的返回值，这就相当于是把错误沿着调用链 (call 

chain)向上传递。这种出错传递有三种方式：直接使用、转换后上传、

和转换后下传。Talos 可以识别所有这三种错误传递方式。

第四，间接保护：如果一个函数的所有调用者都可以被

SWRR 保护，Talos 可以通过植入在这些调用者里的 SWRR 来保

护这个函数。

Talos 是基于 LLVM [5] 开发的，可以自动识别用 C/C++ 编写

的目标程序中的出错处理代码，生成 SWRR，以及将 SWRR 植

入目标程序。作者团队评估了 SWRR 的安全性、有效覆盖率、

和性能开销。

第一，为了评估 SWRR 的安全性，作者测试了 SWRR 是否

能成功保护五个流行应用软件中的 11 个实际的程序漏洞。这

五个应用软件包括 web server，web cache/proxy，ftp server，和

database engine，平均含有 95176 行程序源代码和 1349 个函数。

通过详细分析这 11 个漏洞和 Talos 为它们生成和植入的 SWRR，

作者发现这些 SWRR 能够成功屏蔽这些漏洞，而且绝大多数

SWRR 具有非介入性。

第二，为了评估 SWRR 的有效覆盖率，作者测试 Talos 能在

这 5 个应用软件中的多少个函数里识别出错处理代码，和可以用

SWRR 来保护其中多少个函数。结果显示平均而言 Talos 生成的

SWRR 能为 75% 的函数提供保护。而在这些 SWRR 中，71% 具

有非介入性。总体而言，SWRR 能够比现有的程序漏洞临时解决

方案提供多达两倍的有效覆盖率。

第三，作者测试了植入的 SWRR 带来的性能开销。平均而言，

SWRR 增加了 1.3% 的运行开销。

在此项目中，作者提出了 SWRR 的概念来缩短或消除漏洞

尚未修复窗口 ，并设计实现了 Talos，一个可以自动生成和植入

SWRR 到应用软件源代码的工具。作者已经开源了 Talos 的代码 [6]。

Talos 使用新颖的启发式规则，通过静态程序分析来识别目标程

序中已有的错误处理代码，以用于生成 SWRR。作者将 Talos 应

用于 5 个流行应用软件，结果发现 SWRR 能够屏蔽 75% 的潜在

程序漏洞。这表明 SWRR 的有效覆盖率是用户常用的程序漏洞

临时解决方案的两倍。通过用这五个软件中的 11 个实际程序漏

洞来测试 SWRR，作者发现所有这些漏洞都能被 SWRR 成功屏蔽，

其中 8 个 SWRR 不影响除与漏洞直接相关的代码外的软件全部

功能或主要功能。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宾夕法利亚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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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出错处理代码调用出错记录函数

近日，西班牙 Tecnalia 研究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欧盟云计

算认证计划》研究报告，总结了其“云计算认证计划”研究项目

的相关发现与结论。

研究分析了云计算现有的安全认证计划，发现现有云安全认

证计划采用率十分低，主要原因包括存在不同的合格评定标准、

重新定义符合认证计划的安全控制过程的成本过高等。报告还对

阻碍云计算认证计划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缺乏信任、对适用

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服务提供者之间缺乏互操作性、市场渗透、

五种认证计划的差距分析、获得认证的成本和途径、公共部门和

私人部门采取的措施，以及是否与公众进行合作等。

该研究深入分析了 ISO 27002、ISO 27017、C5、CCM（CSA）、

西班牙智库发布《欧盟云计算认证计划》报告
NIST SP-800-53 和 CCSM（ENISA）等 6 种认证计划，比较了每

个计划关注的如采购管理、运营安全和安全完整性等关键领域，

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欧盟范围内的云计算认证计划所涵盖的程序和

政策、业务连续性、运营安全、资产管理、事件管理、安全性评

估等 19 个方面提出了最低要求。

最后，该研究调查了公共部门在创建认证计划中可能发挥作

用的情景，如从市场驱动到高水平的监管、创建欧盟范围的认证

计划和相互承认的国家计划等，并对这些情景进行了定量影响分

析。另外，该研究还将其研究结果融入了欧盟有关云计算和安全

认证的政策背景之下，例如数字单一市场、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

指令（NIS 指令）、网络安全法案和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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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发布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创新项目指南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近期

更新了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创新（CICI）

项目指南。

当前，通过共享网络基础设施（CI）

资源进行分散的国际化科研合作、与虚

拟机构进行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

而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部署与运

营，其环境的安全性与弹性至关重要。

CICI 项目旨在开发、部署、集成安全解

决方案，以确保端到端科学工作流的完

整性、弹性与可靠性。NSF 希望寻找一种能够保护科学仪器、资

源、网络基础设施与数据的安全的完整解决方案，而不仅仅为边

缘或单点解决方案。NSF 指出，科学工作流涵盖科学仪器、移动

和传统网络、处理软件、分析工具、计算和存储资源，以及信息

存储库和数据档案等。CICI 包括如下三大领域。

1. 安全的科学网络基础设施（SSC）

随着高校、研究机构与科学设施不断将私有云与商业云计

算资源、共享数据与计算基础设施、跨组织与国家的身份管理、

分布式共享计算、存储与网络资源等纳入现有网络基础设施，

科学 CI 日渐复杂，对端到端的科学环境的监管与控制也愈发难

以实现。对此，SSC 领域旨在鼓励新颖可靠的架构与设计方法、

模型与框架，以创建可覆盖整个科学 CI 生态系统的、全面集成

的安全环境。

NSF 感兴趣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①可以对科学 CI（包括

边缘资源与设备）的安全保护提供实质性改进的新方法；②可

以在研究和教育环境中提供新型关键、安全的网络连接基础设

施服务；③校园或设施边界安全的新设计方案；④可以提高科

学 CI 中异常行为的关联度及分析粒度、改良安全事件检测的技

术和工具。

2. 研究数据保护（RDP）

目前，科学研究已呈现高度跨学科特征，而对受不同来源资

助、遵守不同限制与政策的开放受保护的数据集进行自由访问与

使用则愈发重要。与此同时，一旦数据受到恶意或无意更改，就

会对科研造成重大影响。因此，科学数据必须真实可信赖。为促

进基于不同资助来源的数据集开展的科学分析、跨学科研究与跨

机构科研合作，RDP 项目旨在寻求并资助能够降低科研数据复杂

性的解决方案。

相关征集领域包括但不限于：①为确保科学数据的完整性与

真实来源，可以杜绝科学流中的数据遭到未经授权者的篡改的技

术概念验证；②可以将组织机构、设施、科研合作的安全政策与

资助方的管控要求相结合的框架，以及将上述二者相契合的具备可

操作性的 CI 工具；③为相关领域科学团体提供服务和帮助的方法。

3. 网络安全卓越中心（CCoE）

拥有 CI 的网站、中心、高校、组织机构需要在安全、隐私、

可用性之间寻求平衡，同时确保公开共享的数据环境。许多研究

机构缺乏专业技术与政策保障，需要一个独立的、共享安全资源

的机构——CCoE。CCoE 应当：

①带领 NSF 科研机构持续探索与分享可信赖的 CI 知识；②

基于对 CI 的了解、利用合作关系，提高对可信赖科学的认知，

促进最佳实践的应用推广；③从多个角度对项目进行安全审计与

安全框架设计审查；④每周向社区提供短期咨询服务；⑤确保

NSF 科研社区中最佳安全实践的应用采纳；⑥提供有可能对科研

仪器等科研与教育环境带来网络威胁的态势感知信息；⑦与 NSF

资助的联合安全应急中心（CSRC）相配合，改良现有的威胁模型，

以识别 NSF 资助的 CI 与相关科学数据中的漏洞，提供解决措施；

⑧与外部组织合作，建立可信赖的合作关系，寻求可用的技术服

务；⑨通过信息安全办公室和研究协调员等方式与高校开展合作；

⑨促进网络安全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⑩除理性会议、研讨会、

培训等活动外，负责组织年度大会，促进 NSF 科研社区、业界、

政府与学界的项目合作与交流。

此次征集的项目将以持续性资助、合作协议或标准资助的

方式进行，预计共有 6 至 12 项奖项，资助金额高达 1000 万至

1950 万美元。其中，SSC 与 RDP 各奖项最高资助金额为 100 万

美元，资助期限最长为三年；CCoE 各奖项最高资助金额为 1250

万美元，资助期限最长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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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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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胜  朱国胜   祁小云     雷龙飞            

吴善超  吴梦宇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网络

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络安全问题也变得

更加复杂。因此，有效准确地识别异常

流量对网络安全起到关键的作用。异常

检测的网络流量数据具有数据量大和随

机性强的特性，传统基于特征规则、统

计和阈值的异常检测系统检测效率低、

模型更新代价大、难以检测未知的异常，

不易建立检测模型，在复杂多变的网络

环境中难以满足安全检测的要求。而神

经网络对模拟人类神经系统的模型有很

强的认知能力，是进行高效率异常检测

分析的较好选择 [1]。

BP神经网络算法具有良好的自学习、

自演化和非线性映射能力，能够在不熟悉

网络环境和异常流量背景信息的情况下对

复杂多变的异常流量训练，并能快速地检

测未知的异常流量，是一种满足当今网络

异常检测的方法 [2]。但是纯粹的 BP 神经

网络模型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收敛速度慢

和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等问题。如果直接

将 BP 神经网络算法应用到异常流量检测

中会使系统出现较高的误报和漏报情况，

从而使检测的效率达不到保障网络安全的

要求。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很

多方式去优化 BP 神经网络算法，例如：

傅德胜 [3] 采用全局优化算法的粒子群优化

算法来优化 BP 神经网络检测模型。王龙 [4]

采用人工蜂群优化算法来提高 BP 神经网

络对网络异常检测的准确率，减少 BP 神

经网络算法的迭代次数，加快收敛速度。

可是这些使用全局优化算法进行一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模型会出现早熟收敛、到

后期会出现收敛速度变慢、精度误差达到

一定时难以继续优化等问题，使异常流量

检测的效率、准确性和适应性没有达到高

标准的要求。

本文提出一种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

的异常流量检测方法，使用人工蜂群算法

对 BP 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进行优化，

当雇佣蜂达到人工蜂群迭代次数后，再使

用粒子群算法在当前最优值和拓广的全局

范围中进行二次搜索优化。该方法能有效

解决 BP 神经网络收敛速度慢和易陷入局

部最优等问题，并能解决人工蜂群算法中

没有依据先验知识的角色转换性能不足的

问题 [5]，从而使异常流量检测的精准度更

高、误报和漏报率更低，提高异常检测系

统的效率和适应性。

算法模型

BP神经网络算法

BP 神经网络是神经网络中应用最为

广泛的多级网络，是一种按照误差反向

传播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BP 神经网络

是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三个部分

构成。其中输入层是输入特征向量，输

入向量不需要知道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

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类型，通过 BP 神经

网络的自学能力来发现它们的映射关系。

在隐含层上各个隐含节点之间是没有连

接关系的，它只与输入、输出层有连接

关系，可以看成是进行向前传播和向后

传播的中介层。输出层是看实际输出和

期望输出相差是否在误差范围内，如果

在误差范围内，则 BP 神经网络模型结束

迭代将实际输出。如果不在误差范围内，

则误差信号沿反向传播到输入层，同时

修改映射之间的权值和阈值，然后在重

新正向传播 [6]。

设输入层的输入向量 X=（x1,x2,x3,…

xn），wij、θij 分别为输入层到隐含层的

权值和阈值。因为神经元所使用的激活函

数必须处处可导，所以本文选用最常使用

的 S 型函数，隐含层的输出 yj 如下式：

1
nh w xij ij i ij     (1)

1( )
1 jj j hy f h

e
 


  (2)

在反向传输的过程中，先计算神经网

络的误差：
2

1

1 ( )
2

m
k kk

y d


    (3)
然后根据误差要求来调整隐含层到输

出层的权值和阈值：

(1 )( )pq q q q q py y d y y   V  (4)

( ) (1 )k k k k kd y y y   V  (5)
上面（4）和（5）式中的 ɑ 是指学

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异常流量检测

摘要：在异常流量检测中，为了克服 BP 神经网络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和精确度低等问题，通常采用全局优化算法一级优化 BP 神

经网络，但存在后期收敛速度慢、对局部信息考虑欠缺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工蜂群和粒子群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异

常检测方法，使用人工蜂群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阈值和权值，当达到迭代上限时，再使用粒子群去搜索优化侦查蜂，最后将新的食

物源代替旧的。在对数据预处理时，将网络流量中信息增益最高的 13 个特征来做神经网络的输入向量。实验分析表明，该算法的后

期收敛快，迭代次数变少，精度更高。

研究与发展 CERNE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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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速度。

由以上过程逐渐迭代训练，发现 BP

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自学习、自演化能力。

因此，将 BP 神经网络应用到异常流量检

测中是明智之举。但是，单纯的神经网络

算法会出现收敛速度慢、易陷入局部最优

解，在异常流量检测中会存在较高的误报

和漏报率、精度不足等情况，从而影响异

常流量检测的效果。为解决神经网络的不

足，本文提出了一种人工蜂群和粒子群多

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方法。

人工蜂群算法

人工蜂群优化算法（ABC）是模拟蜂

群中各个蜂种分工合作并将信息进行分享

的采蜜过程，从而找出问题的最优解。在

ABC 算法中由食物源、雇佣蜂和非雇佣蜂

三个部分组成，其中非雇佣蜂又可以分为

观察蜂和侦查蜂。整个算法的目的就是寻

找花蜜量最大的食物源 [7]。

假设在 N 维空间中有 S 个食物源，

第 i 个食物源的位子为 Xi（xi1,xi2,…,xin）。

每个蜜源的位置是一个解，每个蜜源的花

蜜量对应该解的适应度。先初始化 S 个食

物源，雇佣蜂根据食物源信息寻找新的食

物源，然后再跟观察蜂分享信息，从而来

更新食物源位置。如下式：

( 1,1)( )id id id kdy x rand x x     (6)

其 中 i=1,2,…,S，d=1,2,…,N，rand(-

1，1) 是取 [-1,1] 的随机数，i ≠ k。

观察蜂会估计每个雇佣蜂带来的食物

源信息，并根据适应度函数来选择概率高

的食物，由下式来计算概率：

1

i
i s

nn

fit
p

fit





   (7)

其中：fiti 是第 i 个解的适应度。当

某个食物源在规定的侦查次数内没有更新

时，为了防止出现局部最优解，侦察蜂会

根据下式来更新解

min max min( )j j j j
ix x r x x         r 是在 [0,1]

的随机数    (8)

通过以上的过程分析，人工蜂群算

法的正反馈机制使算法具有很强的全局搜

索能力和较快的收敛速度，但是在角色转

变时局部信息考虑不足使算法后期收敛速

度变慢，影响算法性能不足的同时使异常

流量检测模型的误报和漏报都较高，从而

该模型不能满足复杂的网络环境检测。因

此，本文结合粒子群算法一边考虑当前最

优解，一边结合全局搜索，再一次来优化

异常流量检测模型。

粒子群算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PSO）是源于对鸟

群捕食行为中个体协作和信息分享来寻找

最优解的过程。其中每个粒子都是 PSO 优

化问题的一个解，都有被目标函数优化决

定的适应值和它们向某个方向飞行的速度

和距离，然后粒子根据当前最优信息在拓

广的空间范围内搜索全局最优解 [8]。

PSO 初始化为一群随机的粒子，假

设第 i 个粒子在 N 维空间的位置向量和速

度向量分别为 Xi=(xi1,xi2,…,xin) 和 =(vi1,vi2,

…,vin)，该粒子在当前发现自己经历的最

好位置为 pbest，整个粒子群中经历最好的

位置为 gbest。粒子在每次迭代过程中会根

据 pbest 和 gbest 来更新自己。粒子会根据下

面的式子来更新其位置与速度：

( 1) ( ) ( 1)i i ix k x k v k      (9)

1 1 2 2( 1) ( ) ( ( )) ( ( ))i i best i best iv k wv k c r p x k c r g x k       

    (10)

在（9） 和（10） 式 中：k 代 表 的 迭

代的次数；w 是粒子的惯性因子，c1 是局

部学习因子，c2 为全局学习因子，r1 和

r2 在区间（0,1）范围内的随机参数。为

了防止粒子的速度太大，通常设置一个速

度范围 [-Vmax,Vmax]，当 Vi>Vmax 时，

Vi=Vmax，反之亦然。PSO 算法没有角色

转换，具有信息记忆功能、结构简单和收

敛速度快等优点，使用 PSO 算法优化人

工蜂群转换的角色，让异常检测模型进一

步提高检测正确率和检测效率，能实现高

要求检测的网络环境。

多级优化算法

ABC 和 PSO 算法是群智能的全局优

化算法。ABC 算法具有收敛速度快，检测

精度高的优点，但是在后期有寻优速度会

变慢、对局部信息考虑不全等缺点。PSO

有算法结构简单、收敛速度快和先验知识

的记忆能力等特性 [9-11]。因此，本文结合

两种算法的优点采用 PSO 算法的全局收

敛速度快的特点去优化 ABC 算法在后期

收敛速度慢和陷入局部极值的缺点，再用

得到的优化算法去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权

值和阈值，进而解决神经网络模型的精度

低和收敛速度慢等问题。

ABC 和 PSO 算法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

图 1  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流程

研究与发展CERNE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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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过程如图 1 所示。

算法具体过程如下：

1. 流量数据集预处理和特征选择，随

机选择训练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初始化生

成 BP 神经网络的输入层、隐含层与输出

层之间的权值和阈值，选择特定的流量特

征作为神经网络输入特征。通过公式（1）、

公式（2）计算输出的实际值。

2. 由公式（3）计算出 BP 神经网络的

误差。当误差满足设定的值时结束训练输

出权值和阈值，反之继续下一步。

3. 根据计算的误差通过公式（4）和（5）

调整输入层、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

和阈值。然后再执行步聚 1、2，如果误

差满足要求结束训练，否则继续。

4. 将流量特征经过 BP 神经网络计算

得到的特征权值和阈值作为 ABC 算法的

输入，设定神经网络的误差作为 ABC 算

法的适应度函数，初始化 ABC 算法。

5. 根据公式（6）、（7）对食物源的

信息进行更新。若满足设定的迭代次数，

输出最优的食物源信息执行步聚 7，否则

继续搜索。当某个解达到搜索的上限后，

雇佣蜂会转换成侦查蜂进行 PSO 优化，

执行步聚 6 得到最好的食物源解。

6. 根据当前解信息拓广粒子群的搜

素范围，设定迭代次数，初始化每个粒

子的速度和位置。按照粒子群搜索的方

式更新粒子的最优值，当满足最大迭代

次数时，用新食物源的位置更新原食物

源的位置同时进入下一步，反之继续迭

代搜索。

7. 将得到的食物源信息作为 BP 神经

网络的权值和阈值去重新训练，转到步聚

3。结束训练后，将得到的训练模型进行

测试。

实验部分

数据预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

验室入侵检测评估项目的数据集，此数

据集现今依然被广泛使用异常检测比赛

和异常检测系统评估。“KDD CUP 1999 

Data”数据集 [12] 中每个连接都有 42 项字

段，其中前 41 项是特征属性，最后一项

是类型的标记属性，标记的是一个正常

流量类型和 22 种具体攻击类型。异常类

别是与用户行为存在密切关系，数据集

的 41 特征属性中有许多特征是冗余特征，

这样会影响异常检测模型的准确率 [13]。

因此，为了提高检测的效率，本实验使

用信息增益特征选择方法 [14] 来选择区分

异常与正常流量中信息量最高的 13 个特

征属性，见表 1。

神经网络只能处理数值型数据，需

要将选择的特征中字符型的数据转变成

数 字 型， 然 后 将 离 散 型 数 据 采 用 max-

min 标 准 归 一 化 处 理， 归 一 化 公 式：

𝑥𝑥! =
𝑥𝑥 − 𝑥𝑥!"#

𝑥𝑥!"# − 𝑥𝑥!"#
 ，最后将处理过后的数据

作为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输入向量。

数据预处理完了之后，进行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根据本实验选

择的特征设定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参数：

输入层神经元和隐含层神经元都为13个，

输出层神经元为 1 个。ABC 算法模型的参

数：初始化蜂群为 60、迭代次数为 100。

PSO 算法模型的参数：粒子群大小为 40，

迭代次数为 50，惯性因子为 0.8，局部学

习因子与全局学习因子都为 2。然后对 BP

神经网络、ABC 优化 BP 神经网络和多级

优化 BP 神经网络做收敛效果和准确度的

评估对比实验。

收敛效果评估

收敛效果是评估模型的重要指标。

从处理过后的数据集中随机选择 2000 条

数据作为训练集进行训练误差的收敛对

比分析。经过实验仿真后的收敛结果如

图 2 所示。

图 2  算法误差收敛图

特征属性 描述 信息增益

dst_bytes 目标端到源端的数据大小 0.5009

logged_in 登录是否成功 0.3810

dst_host_srv_diff_host_rate
当前连接具有相同目标主机和服务的前 100 个连接中不同源

主机的连接所占百分比
0.2503

srv_diff_host_rate
当前连接在过去两秒内具有相同服务的连接中不同目标主机

的连接百分比
0.1535

serror_rate
当前连接在过去两秒内具有相同主机的连接中，“SYN”错

误连接的百分比
0.0537

diff_srv_rate
当前连接在过去两秒内具有相同主机的连接中，具有不同服

务的连接百分比
0.0531

duration 连接持续时间 0.0501

srv_serror_rate
当前连接在过去两秒内具有相同服务的连接中，“SYN”错

误连接的百分比
0.0484

src_bytes 源端到目标端的数据大小 0.0386

dst_host_serror_rate
当前连接具有相同目标主机的前 100 个连接中“SYN”错

误的连接所占的百分比
0.0285

dst_host_srv_serror_rate
当前连接具有相同目标主机与服务的前100个连接中“SYN”

错误连接所占的百分比
0.0252

dst_host_diff_srv_rate
当前连接具有相同主机的前 100 个连接中不同服务的接连所

占的百分比
0.0035

num_root root 用户访问次数 0.0025

表 1  特征属性说明与信息增益值

研究与发展 CERNE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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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知，如果设定训练误差为，

ABC 和 PSO 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模型

在迭代 500 多次的时候就满足了误差的要

求，其他两种算法在相同迭代次数下，均

未达到设定的误差要求，需要继续迭代。

因为 BP 神经网络初始化时权值和阈值是

在自定义的范围内随机产生，通过反向传

播调整时只能在随机数的附近调整，容易

陷入局部最优，缺乏全局最优的考虑。当

使用 ABC 算法一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时收

敛速度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在达到迭代要

求时，由于算法没有依据先验信息进行角

色转化和重新初始化食物源，缺乏对当前

最优解的考虑，导致模型后期迭代速度变

慢。但是使用 ABC 和 PSO 算法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时，PSO 算法既考虑局部最优，

又能快速全局搜索，进而减少了无效的迭

代次数。因此，证明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

络模型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使异常检测

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提升。

准确度评估

将处理过后的数据集随机分布后作为

训练集和测试集，然后选择 K 折交叉验

证方法来计算数据的正确率，其中 K 折

交叉验证的参数 K 取值为 10。在异常检

测中为解决数据不平衡带来指标评估的不

良影响，本文建立混淆矩阵来验证实验模

型 [15]。样本测试数据中的检测异常流量、

检测正常流量分别由矩阵中的 TP（True 

Positive）和 TN（True Negative）表示，

识别错误的异常流量和正常流量分别由

FN(False Negative)、FP（False Positive）表

示，具体见表 2。

对异常检测模型的结果评估主要包

括准确率（Precision Rate，PR）、误报率

（False Positive Rate，FPR）、漏报率（False 

Negative Rate，FNR）等评价指标。各指

标的定义如下公式所示。

1. 准确率 PR 的计算公式如式（11）

所示，

( )( )
TP TNPR

TP FP TN FN



    (11)                 

2. 误报率 FPR 的计算公式如式（12）

所示，
FPFPR

FP TN


    (12)
3. 漏报率 FNP 的计算公式如式（13）

所示，

FNFNR
FN TP

=
+

    (13)

通过混淆矩阵计算，各模型的准确率

比较情况见表 3。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ABC 和 PSO

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模型在异常流量检

测中的检测效率更高。传统 BP 神经网络

模型在满足误差要求时就会结束，最终得

到的参数可能不是全局最优，使异常流

量检测模型的效率不理想。但是 ABC 和

PSO 多级优化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经过快

速的全局搜索，使异常检测的正确率、误

报和漏报率都有更好的优化。

未来研究

使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对网络异常流量

的检测是网络安全方面研究的重点课题。

本文使用人工蜂群和粒子群结合算法来优

化 BP 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克服了 BP

神经网络易陷入局部最优、收敛速度慢等

问题。通过在异常流量检测中的应用发现

该算法降低异常检测时较高的误报和漏报

率并提升了检测准确率，从而证明该优化

算法的可行性。但是没有针对不同的数据

集进行测试并智能化的应用到实际中，因

此还有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以后研究可以

考虑多级优化 BP 神经网络有限的泛化能

力或者采用深度学习技术进行异常流量检

测分析。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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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矩阵
实际样本数

Positive Negative

检测样本数
Positive TP FP

Negative FN TN

表 2  混淆矩阵

算法 漏报率（%） 误报率（%） 准确率（%）

BP 6.41 9.93 86.92

ABC-BP 3.11 5.71 93.22

PSO-

ABC-BP
1.61 1.97 96.57

表 3  模型准确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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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2018 年 11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6B，其中获得最

多的是美国，9B；其次是德国，2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

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

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参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

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计 501B； 其次是巴西、突尼斯和摩洛哥，

均为 16B。

1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549 个，其中欧

洲 281 个，拉美 152，亚太 88 个，北美 19 个，非洲 9 个，分别

来自 70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117 个；其次是

俄罗斯，108 个。11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2 来自中国，一个

/24 来自美国，一个 /26 来自伊朗。11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3745*/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1038*/32；其次是俄

2018 年 11 月 IPv6 分配地址数量中国居首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近 12 个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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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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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0.09 0.44 7.23 2019-7-24

APNIC 52.48 0.26 0.24 52.98 2011-04-19

ARIN 99.67 0.34 0 100.01 2015-09-24

RIPENCC 48.65 0.05 0.38 49.08 2012-09-14

LACNIC 11.21 0.07 0.09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8.70 36.14 1.15 256 /

罗斯，850*/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

是中国，7427*/32；其次是俄罗斯，4798*/32。

11 月，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16 个，IPv6 地址申

请 34 个，EDU.CN 域名注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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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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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 201811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8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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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Total

US 78 39 3 5 6 8 139 36 21 151 6 9 501

DE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2

RU 1 1 0 1 1 1 1 1 1 1 2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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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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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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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0 0 0 0 0 0 0 0 0 8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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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 0 0 0 0 0 0 0 8 0 0 0 0 9

MA 0 0 0 0 0 0 0 8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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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Total

CN 2074 25 15 27 19 30 14 46 4111 15 13 1038 7427

RU 369 414 73 257 308 384 489 465 265 297 627 850 4798

US 20 289 21 44 46 56 41 14 16 16 20 290 873

DE 80 153 105 107 146 185 152 199 192 170 160 162 1811

NL 65 177 57 65 89 105 16 64 66 97 125 122 1048

GB 75 128 106 152 122 130 113 33 69 58 112 120 1218

BR 76 58 72 98 102 73 61 60 106 47 146 117 1016

FR 48 83 50 82 57 37 28 19 64 74 51 88 681

ES 72 136 57 147 66 72 89 56 56 58 64 42 915

SG 0 0 1 2 2 3 5 3 3 0 1035 1 1055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8.14 5946437 10228360

2 印度 52.49 249647006 475642226

3 美国 42.11 122497974 290930388

4 德国 41.35 30002918 72552125

5 希腊 37.24 2685143 7210469

6 瑞士 33.4 2505229 7501045

7 乌拉圭 32.36 731964 2262281

8 卢森堡 32.27 183170 567586

9 英国 26.72 16554731 61956273

10 日本 25.03 28945513 115635575

70 海地 0.67 9088 1358327

71 中国 0.67 4950275 74110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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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峰值 25G

文 / 郑志延

2018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线路平均可用率 99.55%。

11 月主干网流量较 10 月相比上升

明显，11 月入流量均值为 23.20Gbps，相

比 10 月减小了 2.35%，与 2017 年同期相

比减小了 15.73％；11 月 CNGI-CERNET2 出

流量均值为 14.98Gbps，相比 10 月减小了

52.93%，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减小了 53.54%。

11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较 10 月略有减小。11 月入流量峰值为

25.18Gbps；出流量峰值 15.63Gbps。

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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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

平均值为 4.80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3.64Gbps，占

15.69%；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10.69%。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年 11月

文 / 李锁刚

2018 年 11 月，CERNET 主 干 网 网 络 运 行 正 常。11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10 月略有增长，从主干网的流入、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加了 9.36 G，出流量增加

了 8.41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

加了 1.81 G，出流量增加了 3.79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图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加了 1.24 G，出流量增加了 0.37G。

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 10 大地区中心入方向

流量清华居首，华中地区次之，华东南地区和北邮并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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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入流量：345.78G               出流量：363.46G

图 1  2018 年 11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6.10G              出流量：129.97G    

图 2  2018 年 11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8 年 11 月

2018 年 11 月 CERNET 入流量较上月增加 9G

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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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29.56%；其

次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25.78%；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

北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2.02%。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8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8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出流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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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近期有人在暗网中叫卖大量 12306 网

站的用户账号及身份信息 , 通过公开的信

息查证这些被泄漏的信息均出自真实有效

的账号，随后 12306 官方声明这些账号信

息可能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第三方途径（如

各类抢票软件）泄漏的。用户隐私数据被

窃取贩卖的事件近年来频繁出现，事后分

析这些数据被泄漏的途径及原因也各不相

同，但基本离不开管理不善、安全意识缺

失这两大原因。同样的问题在高校的数据

安全管理中也一样存在，很多时候我们做

安全都是以业务系统为目标而忽略了数据

本身，这样可能会导致安全策略存在短板。

因为在信息化的大环境中，关键数据往往

需要在多个业务系统间流转、协同与共享，

在这些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纰漏，

都可能导致数据被非法窃取。因此建议学

校后期在安全工作中，可将数据本身作为

一种安全目标来制定安全策略，将安全管

理贯彻到数据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2018 年 12 月网站类的安全事件有增

加趋势。

近期没有新增特别需要关注的病毒和木马。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

1. 微软 12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共修补了

39 个安全漏洞，其中 9 个为严重等级，涉

及的产品包括：Windows 系统、IE 浏览器、

Office 办公软件、Windows 文本到语音转

换程序、VBscript 脚本引擎、Windows DNS

服务、Exchange Server、.NET 支持环境及

Chakra 脚本引擎。这些漏洞中有两个属于

0day 级别的漏洞，需要特别关注。分别是

Windows 内核权限提升漏洞（CVE-2018-

8611）和 .NET 框架拒绝服务漏洞（CVE-

2018-8517），前者是因为 Windows 内核未

能正确处理内存中的对象导致的，攻击者

如果使用普通权限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利用

该漏洞可获得管理员的权限，目前互联网

上已经监测到利用该漏洞进行的攻击行为。

后者则存在于 .NET 框架中，由于 .NET 在

处理网络数据包时存在缺陷，如果攻击者

通过网络向 .NET 服务发送特殊构造的网络

包就可能触发该漏洞导致 .NET 服务异常并

退出。目前该漏洞的细节已经在网络上被

公布，但是还未发现相应的攻击行为。本

次公告中其他严重等级的漏洞同样值得关

注，建议用户尽快使用系统的自动更新功

能进行安全更新。

2.Adobe 公司在 2018 年 12 月初发布了

一个安全公告（APSB18-042），用于修补

Flash player 中的两个高危安全漏洞，其中有

一个属于 0day 漏洞（CVE-2018-15982），

攻击者可以制作恶意的 Flash 文件引诱用户

点击，利用该漏洞攻击者可以在用户的系

统中执行任意命令。在

补丁发布之前，互联网

上已经监测到镶嵌了该

漏洞利用 Flash 的 Word

文档。目前厂商已经发

布了更新用于修补相关

漏洞，Windows 的用户

可以在 Windows 的自动

CCERT月报

更新中更新相关的程序，使用 Chrome 浏览

器的用户可以使用浏览器的自动更新功能

来获得相关 Flash player 插件的更新版本。

而其他系统的 Flash player 用户则可能需

要自己手动来完成相应版本的更新。公告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helpx.adobe.com/

security/products/flash-player/apsb18-42.html。

3.ThinkPHP 是一款免费开源的国产

轻量级 PHP 开发框架，国内有不少网站

是基于这个框架进行二次开发的。最近

ThinkPHP 官方发布了最新版本 5.0.23 及

5.1.31，用来修补在之前版本中存在的一

个安全漏洞。漏洞产生的原因是 ThinkPHP

在获取控制器名时未对用户提交的参数进

行严格的过滤，在没有开启强制路由的情

况下，攻击者可以通过输入‘\’字符的方

式调用任意方法，从而实现远程代码执行。

建议使用了 ThinkPHP 开发框架的管理员应

该尽快更新自己所使用的 ThinkPHP 版本

到最新。更新的更多信息可参见：https://

blog.thinkphp.cn/869075。 （责编：杨燕婷）

将数据纳入安全管理首要目标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要把数据作为安全的目标，首先要制

定出统一可行的分级数据保护安全策略，

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并对每级每类数据设

定最低防护要求（例如加密传输或加密存

储等）。有了统一策略后我们就可以对业

务系统内包含的数据（这个过程中可以引

入数据资产的概念）进行分类，并对这些

数据资产进行分级。之后严格按照策略的

要求对这些数据资产进行保护，不管它是

在存储过程还有流转过程，也不管它是在

哪个业务系统里，进而达到对数据全方位

的安全管理目标。

安全提示

2018 年 11~12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91%
1%

7%
1%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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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Pv6 的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
架构研究与设计 

IPv6 创新
专栏

文 / 聂国平  罗汉云 

为了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网络

环境，传统网络架构的优化和调整工作势

在必行。加之 IPv4 地址随着使用人数的

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少 [1]⋯⋯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一些新兴技术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

展壮大，像 NAT444、隧道技术以及 IPv4/

IPv6 双栈协议等等。目前，成熟且在投入

使用的技术是 NAT44 技术，作为 IPv6 过

渡技术的 IPv4/IPv6 双栈协议以及隧道技

术尚处于试运行阶段。为了推进 IPv6 技术

的发展，各高校都在为丰富 IPv6 的网络资

源而努力。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正是安庆

师范大学在 IPv4/IPv6 双栈模式的网络环

境下开发的。这篇文章主要分为 IPv6 技术

的现状、系统需求分析、系统研究对象和

方法、系统平台的设计和维护、系统中的

关键技术，系统升级与优化六大部分。

IPv6 技术的现状

国内现状

在中国，广泛应用于商业的是 IPv4 地

址资源，所投入使用的主要技术是 NAT44

技术。IPv4/IPv6 双栈协议和隧道技术等 [3]

IPv6 过渡技术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主要用于

一些科研机构。为了加快推进 IPv6 发展，

各高校已经开始在学校的网络基础设施中部

署IPv4/IPv6双栈协议和隧道技术；同时，《推

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

计划》也在加紧进行当中。

国外现状

美国和欧洲国家在 IPv6 部署方面处于

领先的状态。美国互联网用户的 IPv6 使用

率达到 22%，超过五家美国电信运营商的

IPv6 使用率平均超过 40%。印度的 IPv6 部

署率达到 17%，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

一。日本的三大运营商在 2017 年内开启

全面 IPv6 服务。美国、欧洲国家的网络向

IPv6 升级，是国家级战略部署，并得到坚决

执行。因此美国、欧洲国家的 IPv6 部署率

一直在快速增加，各家电信运营商、教育机

构、政府机构，ICP 服务商的网络都在积极

向 IPv4/IPv6 双栈、甚至向 IPv6-only 演进 [4]。

总而言之，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清醒认

识到：IPv6 不仅仅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趋

势，更是未来的必然选择。

系统需求分析

价值需求分析

作为师范类高校，安庆师范大学一直

关注着本科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着力研

究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方案。研究大学生

网络行为对自身学业的影响便是我们的重

要课题之一。众所周知，对于学生，网络

在使用过程中利弊共存 [5]，在提供相关网

络资源和不同于传统学习渠道的同时也会

干扰学生的正常学习、影响学业。那么，

学生网络行为到底与学业之间存在着怎样

的关联？如果能找到学生网络行为与学业

之间的某些细微的关联，就能够通过对学

生网络行为的观察及时进行相应预警，做

到防患于未然。此次的课题正是在 IPv4/

IPv6 双栈协议的网络环境，通过对数据挖

掘与分析技术的深入学习来研究学生的海

量网络行为数据并开发出大学生学业预警

系统的一个过程。

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的开发不仅仅是

为了丰富 IPv6 的网络资源，它还承载着教

育价值。基于该特性，系统设计过程中注

重教育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交互性。

即管理者线上获取学生日常网络行为数据，

线下制定相应策略对学生进行良性引导。

这种方式同样符合未来本科教育的要求。

功能需求分析

学业预警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网络

行为审计系统和认证计费系统的数据无法

直接使用的问题。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

利用研究对象的网络行为数据，管理员用

户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到处理分析过后的学

生网络行为数据，而且能够通过对学生网

络行为统计数据的观察进行教学方面的决

策，针对学生学业状况提出合理的建议；

甚至配合校学生管理处，对学生的学习、

生活等方面出台相关的规定和政策。该系

统的整体模型如图 1 所示。

系统研究对象和方法

对象

学校教务管理系统中获取到的 2015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用户越来越迫切需要一个优质、安全的网络环境，IPv6 技术无疑是未来网络结构调整

过程中的最佳选择。同时，随着教育体制机制不断改革，未来的本科教育必定更加偏向于个性化与交互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借此契机，

我们决定研究开发出一个基于 IPv6的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B/S架构的系统能够加快推进 IPv6的商用化、大众化，

也为即将进行的本科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一个有效依据。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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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界面中教师管理员用户可通过输入学生

对应的网络行为数据变量，点击检测按钮

后后台经过对算法的调度会计算出一个介

于 0~1 之间的值，该值会配合相应的饼状

图在界面呈现，此时教师管理员用户即可

根据页面的呈现情况对该学生网络行为进

行分析。此外，系统当中还有一个数据库

管理员用户，其主要负责对数据库的相关

数据进行维护操作。系统会为数据库管理

员用户提供不同于教师管理员用户的操作

接口。本系统的用户及其权限情况见表 1。

维护

对服务器软件环境和硬件环境的维

护。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评估，制定响

应时间 [6]。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定期检查

服务器周围的环境。

对数据库进行维护。有效地利用数据

是网站维护的重要内容，因此数据库的维护

要受到重视。对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主要包括

对数据规模的维护、进行数据备份等等。

年、2016 年，2017 年的学生补考名单和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的学生

名单真实可靠。

根据学生名单，利用接口工具从审计

系统和认证计费系统中导出的他们对应的

网络行为数据客观存在。

方法

为了使学生网络行为所反映的问题

更具有代表性，本文研究了获得奖学金学

生以及补考学生的上网行为。将学生拿奖

学金还是补考作为因变量，将学生各上网

行为数据作为自变量建立函数关系。由于

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所以本文建立二分

类 Logistic 回归函数。利用 2017 年的学

生网络行为样本数据建立函数模型，通过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学生网络行为和学业

情况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通过大量的学

生样本数据利用 SPSS 来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函数。结果如下：

ln
𝑝𝑝

1 − 𝑝𝑝
= 𝑎𝑎 𝑥𝑥! + 𝑏𝑏𝑥𝑥! + 𝑐𝑐𝑥𝑥! + ⋯+ 𝐶𝐶 	  

其中 p 表示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概率。

变量 x1、x2、x3  表示的是对学业有影响的

网络行为数据变量，C 表示影响因素。

利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补考学生

和获奖学生的网络行为数据对该公式进

行验证，通过获得奖学金概率 p 来进行

反馈，当获得奖学金概率介于 0~0.5 之

间时，说明学生学习状态较差；若获得

奖学金概率在 0.5~1 之间，说明学生学习

状态良好。p 值越大时意味着获得奖学金

概率越大，表明学生学习情况越好；p 值

越小时意味着学生挂科概率越大，表明

学生学习情况越差，最后将 p 值所反映情

况与原情况相对照。由于本文对研究对象

是否获取奖学金的情况是已知的，所以通

过两者对比就可以验证预警系统的准确性。

在模型建立高度精确的情况下，将学生上

网行为数据代入便可预测还未发生的情况。

如 2018 年，学期进行了一半，此时可以通

过对学生的网络行为数据的观察，利用预

警系统进行预警。其功能的简单层级数据

流如图 2、3 所示。

系统平台设计与维护

平台设计

以网站为媒介的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

界面简洁、美观。能够给管理员用户带来

一种视觉上的舒适感，方便其更好地了解

学生信息。网站的语言选择简体中文，整

体结构为垂直型网站结构。管理员用户通

过分配的账号和口令即可登录预警系统。

进入系统后可看见导航区域分布在整个界

面的上侧，通过点击上网时长、网上学习、

网上娱乐、学业预警等系统功能名称即可

跳转到相应界面，完成不同功能的操作。

本系统的流程如图 4 所示。

功能介绍

预警系统的界面主要分登录界面和主

功能界面。登录界面作为区分普通用户、

教师管理员用户和数据库管理员用户权限

的界面，只有管理员用户通过分配的账号

和口令才能够进入相关主功能界面。主功

能界面是供教师管理员用户操作的界面。

其中，除预警系统功能以外，其他功能提

供的是数据库相应数据的查询、插入服务，

而学业预警功能为主要服务，在该功能的

图 1  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平台模型

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

上
网
时
长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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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学
业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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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后台处理模块的数据流

图 2  为学业预警模块的数据流

上网时长 x1

上网时长 x2

网上娱乐 x3

学

号

A

查询

上网时长 x1

上网时长 x2

网上娱乐 x3

获得奖学金
概率 P

函
数
运
算

* 图 4  学业预警系统的逻辑流程

开始

退出

否

否

是

是

用户选择类型

教师管理员用户 数据管理员用户

用户选择服务

用户登录

选择退出

表 1  系统目标用户及相应操作权限

角色名称 操作权限

匿名用户 浏览系统主页及相关动态新闻

教师管理用户 操作主功能界面的功能

数据库管理用户 增加或删除数据库表

IPv6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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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页相关内容进行更新和调整，定

期更新首页的相关新闻动态信息等。

制定相关网站维护的规定，将网站维

护制度化、规范化。

与系统相关的技术

Eclipse Jee Oxygen

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平台使用 Eclipse 

Jee Oxygen 进行开发。通过 IDE（集成开

发环境）手动搭建 SSM 框架（Spring、

SpringMVC、MyBatis）。SSM 框架作为当

下主流的开发框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适用于这种基于数据库的网站系

统的开发。系统前台使用 JSP、HTML、

CSS、JavaScript 等技术实现管理员用户

与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之间的交互。过

程中注重 CSS 的各种样式、特效以及 div

布局与现在的主流浏览器的兼容情况，

利用 editplus 文本编辑器编辑相关的代

码，使用火狐浏览器进行调试。对于完成

html+css+js 相关代码的过程当中，利用具

有所见即所得特性的 Dreamweav 软件作为

美工和相关查询手册。确保系统平台能够

在面向专业的 Web 开发用户（开发人员

的浏览器多数为谷歌浏览器、火狐浏览器）

和普通用户（普通用户多数使用 IE 浏览

器、360 浏览器）时，都能够正常显示。

后台使用基于 Java 面向对象编程语言进

行业务逻辑的控制，Java 作为一种强类型

的面向对象语言，可以更好地防止 XSS（跨

站脚本攻击）和 SQL 注入等安全隐患 [7]。

MySQL

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使用 MySQL 数

据库管理系统来存储研究对象的网络行

为数据，使用视图化操作软件 Navicat for 

MySQL 对数据系统进行管理。

MySQL 作为时下比较流行的关系型

数据库管理系统，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型系

统平台的搭建。其开源灵活等特性不仅可

以快速开发出应用型系统，而且，当系统

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时，开发人员可快

速发现问题并迅速解决。

Tomcat 服务器软件

考虑到系统针对的用户是教师管理员

用户和数据库管理员用户，在投入使用的

过程当中并发用户并不会很多，所以系统

的开发选择了 Tomcat 服务器软件。

Tomcat 容器可以很好地支持和数据库

有大量交互的动态 Web 页面，符合学业

预警系统的特性。预警系统选择的服务器

软件的版本是 Tomcat-7.0.85 版本，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可以很好的防止 CSRF（跨

站点请求伪造）。

IPv4/IPv6 双栈协议

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除了课题本身

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之外，我校接入了作

为 IPv6 过渡技术之一的 IPv4/IPv6 双栈协

议是又一个有利条件。所谓双栈协议 [8]，

是指在一台服务器上同时启用 IPv4 协议

栈和 IPv6 协议栈 [9]。终端用户通过校园

网，启动 DHCP 可自动获取到 IPv4 协议

和 IPv6 协议的地址，从而通过 IPv4 地址

访问服务器上的 IPv4 资源，通过 IPv6 地

址访问服务器上的 IPv6 资源。

IPv6 的地址长度是 IPv4 地址长度的 4

倍 [8]。也就是说，一旦 IPv6 技术真正投入

使用，就可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解决 IPv4 的地址资源不足等问题，满足互

联网用户的各种需求。但是 IPv6 技术的现

状却是鲜有普通用户了解和使用过，原因

在于 IPv4 技术投入使用的时间过长，网络

上绝大多数资源都是 IPv4 资源。如果要使

用 IPv6 资源，就需要对网络上的 IPv4 资

源进行整改，这需要巨大的经费；而有些

IPv4 资源正运用于现代化建设当中，整改

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状况就会对现实生产

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IPv6 过渡技术是

不二选择。

隐私数据的界定和分析

国际国内环境及定义

近几年来，关于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

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比

我国的隐私数据保护的相关规范和欧盟的

GDPR，我们对隐私数据有了一个清晰的认

识和了解。个人隐私数据是指一旦被泄露、

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

极易导致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

歧视性待遇的个人敏感信息数据。本文中

涉及的个人隐私数据主要包括个人身份信

息 ( 学号、姓名、性别等 )，学习状况信息 ( 获

奖学金、挂科 ) 以及上网行为信息 ( 上网时

长、浏览网页的 URL、邮件收发、账号登录、

IP 地址、网页标题等信息 )。

隐私数据收集处理的依据

本文中的学生获奖信息是学校在每学

期都会在官网上发布的公开信息，互联网

用户具有下载和浏览的权限；对于学生挂

科信息，我们在经过学工处的授权后，由

教务系统的管理员从教务系统中所获得；

关于上网行为信息，我们则是从校网络行

为审计系统和认证计费系统中获得，该系

统是用于对内部用户连接到外部网络的行

为进行检查和审计的，是符合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要求的国产安全设备。我们出于学

术研究的目的对网络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分

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

稿）》、公安部 151 号令《公安机关互联

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等都可以找到相关

的依据和支持。

隐私数据脱敏性处理

本文对学生网络行为数据进行脱敏性

处理，对敏感的关键词进行剔除及合并，

且以较为宽泛的描述来呈现，并在网站系

统的呈现过程中删除了学生姓名和性别等

字段信息，对唯一标识学生信息的学号按

照特定规则进行重组，以保证在网站系统

的数据泄露时入侵者无法利用和识别网络

行为的实体及其敏感信息。

网络行为数据挖掘与分析

网络行为数据挖掘

从审计系统和认证计费系统中获取到

的网络行为数据量庞大且繁杂，每一个获

得励志奖学金的学生或者重修补考的学生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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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行为审计系统中导出他们为期半年

的网络行为数据；从认证计费系统中导出

他们为期一年的上网时长数据。由于认证

计费系统的数据类型较为规则，所以导出

过程相对顺利。对于审计系统，通过积累

的导出数据的经验，我们制定了比较符合

现状的导出数据方案，即根据学生网络行

为的网页标题、外发信息，邮件收发和账

号登录等选项，以星期为单位向外导出数

据。每个学生学期的总数据量为一万条到

十万条不等，借助脚本工具按照导出方案

完成数据导出工作。 

网络行为数据处理

对每一个研究对象的原始数据。我们

经过调查与研究之后人为的将其分成了三大

类，即上网时长、网上学习和网上娱乐。上

网时长又细分成学习日上网时长和休息日上

网时长；考虑全校学生的课表课程安排情况，

将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总上网时长作为学习日

上网时长，将星期六至星期日的总上网时长

作为双休日的上网时长。最后统计该学生在

这一年总的上网时长、总的学习日上网时长，

总的双休日上网时长，最后得出其年学习日

上网时长所占年总上网时长的比例情况和年

双休日上网时长所占年总上网时长的比例

情况。对于网上娱

乐，我们将其细分

成游戏、影视娱乐、

社交购物；对于网

上学习，将其细分

成文学、专业课和

IT。我们通过网页搜

索、网页标题、外

发信息和社交购物

中的相关信息来判

定该记录是属于游

戏、影视娱乐当中

的哪一个小的类别。

例如网页标题中的

关 键 词 为“ 首 页 -

优酷视频”，那么

我们将该记录归类

到影视娱乐的类别

下面。最后统计相关记录数的条数。

网络行为数据分析

通过相关变量的具体范围划分等级，

确定其定序变量。针对上网时长，根据

年学习日上网时长占年总上网时长的比例

情况划分范围，例如面对 700 个研究对象

的上网时长，年学习日上网时长占年总上

网时长的比例在 0%~80% 之间；将其划

分 成 三 个 范 围 即 0%~26%，26%~52%，

52%~80%。分别对应的等级数为 3、2、

1。其中 3 表示年学习日上网时长占年总

上网时长的比例在 0%~26% 之间；2 表示

年学习日上网时长占年总上网时长的比例

在 26%~52% 之间；1 表示年学习日上网

时长占年总上网时长的比例在 52%~80%

之间。同样根据网上学习和网络娱乐下的

相关分类也进行等级的划分最后得到其等

级值。根据相关数值化了的维度变量进行

二分类多元 Logistic 回归函数建立相关模

型以及对模型进行优化。

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我们将海

量网络行为的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得到了

建立数学模型相关数值型变量，最后通过

将数值型变量代入函数模型来检验函数模

型的精确性。

系统升级与优化

在后续工作过程中，我们会根据系统

的使用状况对系统的功能以及对用户的友

好程度进行进一步优化与升级。对于系统

功能，我们考虑在原有基础上再进行拓展，

包括对具体的学生用户进行展开，让他们

了解自己的网络行为习惯以便于更好地对

自己的上网行为进行调整。而关于具体的

界面，我们可能会增加更加快捷、简单的

操作方式，譬如在学业预警模块将用户输

入学生网络行为数据相关变量的过程整合

到后台算法当中。

本文将 IPv6 技术和数据挖掘与分析

技术并用到了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当中，

搭建了基于 IPv6 的大学生学业预警系统

平台。考虑到系统的预测准确性需要海量

的网络行为数据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过

程当中，课题组将继续收集新的学生网络

行为数据，扩充数据库当中的网络行为数

据量、更新算法，使我们的系统预测性更

加精确，进一步为本科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为未来 IPv6 技术的发展贡献出我们的力

量。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安庆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动态的网络监测与引导研究

（SK2015A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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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校园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校园网作为信息化建设的

根基存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师范大学现有的校园网建设

于 2009 年，设备性能、带宽承载能力等相比于学校“十三五”

期间的信息化要求显得有些滞后。为此，学校于 2018 年对学校

校园网进行了第三次升级改造工作。通过此次改造，更新了校园

网的基础设施、提高了校园网的传输带宽、优化了校园网的结构、

融合了校园网各业务系统，为后续高校信息化建设打好基础。

校园网建设背景

上海师范大学校园网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建设，规

模从单校区单核心到现在多校区多出口、同轴电缆退光缆进、

千兆到楼宇百兆到桌面等多方面一点一滴发展壮大。学校有两

个校区相邻 50 公里，校区间有 2 条不同路由光缆互联互备，有

2 个校园网 Internet 出口，接入点分别位于两个校区。校园网基

础建设已覆盖全校区，截至 2017 年统计光缆接入楼宇 224 幢楼

宇、光缆敷设累计 241km、在用信息点 4.07 万个、300 余台服务

器、1700 个 AP、1000 个高清安防摄像头等。校园网内除基本

Internet 访问业务外，还建设有一卡通专网、财务内网、医疗专

网等，以及门禁、安防、视频转播（组播）等各类业务系统。

改造前的校园网是 2009 年部署的，当时的校园网形成了两

个校区、三台核心路由交换机万兆互连的环形基础交换网，核心

交换网带宽容量提升到万兆交换能力，出口策略路由器及各个大

区域汇聚均采用双链路的方式连接到两台不同的核心设备，达到

链路与设备双冗余，以保证整个校园网络骨干层的网络健壮性。

校园网有 2 个 Internet 出口和 1 个城域网出口，通过策略路由器

依据已定义策略进行流量匹配和路由转发，如图 1 所示。

校园网从 2009 部署完成后，未有结构及设备方面比较大的

改动和升级，部分不足之处也渐渐显现。首先，网络设备老旧，

校园网面临性能、扩容、维保等各方面的限制；其次，新业务不

断涌现，带宽升级、安全隔离要求提高；第三，奉贤校区经电信

出口流量必须经过徐汇校区核心再返回奉贤，路径不合理，并且

“双平面”校园网设计与部署

一旦两校区主干光缆故障，奉贤校区流量无 Internet 访问权限。

鉴于以上原因及信息化发展等各方面考虑，学校于 2018 年对校

园网实施整体升级改造工作。

校园网设计与部署

校园网设计方案

学校“十三五”规划中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一网两库三平台，

其中的一网就是校园网，要求通过建设一张校园网，满足所有信

息化业务的需求，在同一张基础校园网上承载 2 个基础数据库和

3 个核心业务平台。因此，此次校园网改造项目不仅是对老旧设

备的更换，还有更高的要求。

1. 校园网需求分析

首先是升级硬件平台。内容包括：老旧设备需要更新，通过

更换新设备以提高校园网络基础设施硬件的稳定性及先进性；提

高校园网络安全管控能力，增补和提高校园网安全需求。

第二是优化网络架构。现网存在奉贤校区单核心、出口策略

单核心、Internet 访问数据流径不合理等缺陷，有必要优化设计

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新校园网络拓扑，提高校园网络的高可用性。

图 1  2009 年校园网拓扑图

上海师范大学

校园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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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加强校园网承载能力。学校目前存在十几项相互独立

的网络业务，如一卡通系统、门禁系统、财务系统、医疗系统、

安防系统、语音系统等等，有些采用物理专网方式、有些采用 vpn

方式、有些混用在校园网上。新的校园网需要有多业务的承载力，

在保证业务运营的独立性、安全性同时满足各业务运营的需求。

2. 校园网设计目标

主干更宽：校园网核心具备升级到百 G 的能力，楼栋之间

通过 10G 链路连接，千兆到桌面。

出口更快：校园网出口根据需要进行扩容，满足高速上网的

要求，对上网行为进行合理管理，有效保障教学科研 。

使用更便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能够方便的接

入校园网。 

管理更有效：可视化图形方式管控，云服务简化管理，引入

SDN 网络，通过控制器管理网络流量。 

安全更可控：专用安全设备部署，完善网络准入，加入大数

据分析，保障校园网络安全 。

运行更可靠：设备集群部署和多点灾备，单点故障时网络正

常可靠运行 。

3. 校园网设计方案

依据校园网设计目标和需求分析，结合校园网现有的物理资

源情况，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在现有校园网架构的基础上进行

调整和优化，将校园网设计成特有的由路由器和交换机组成的“物

理双平面”运营级校园网络，如图 2 所示。

校园网采用传统园区网三层拓扑架构——核心层、汇聚层和

接入层组成。核心层分布于两个校区，通过裸光纤实现万兆互联。

核心层由 3 台路由器和 4 台高性能交换机组成，采用上下两层物

理设备架构，搭建了路由器平面和交换机平面两个骨干平面，把

原有的学校校内业务和对外访问业务在硬件层面上做了资源预分

配：（1）校区内和两校区间业务流量走交换平面，所有去往外网

的流量从交换机直接上行至路由平面，校园多出口放在路由平面

上，可共享给两校区；（2）重要业务流

量如视频教学、视频会议等可使用 MPLS

隧道承载在路由器平面上，与其他承载

在交换机平面上的校内 MPLS 业务分走

不同物理平面；（3）各业务 MPLS 具备

在双平面上实现冗余，保证业务不中断；

（4）路由器平面可以利用 MPLS QOS 特

性实现在传统路由协议组成的路由网络

基础之上承载具有 MPLS TE 能力的、可

感知链路情况的业务隧道，保证业务的

连续不中断和快速倒换能力。

汇聚层基本满足双链路万兆连接核

心层不同的两台设备，以保证链路及设

备的冗余性。汇聚层和核心层之间仅使用 3 层路由协议进行网络

互通，减少二层网络排障难度、增强网络稳定性。校园网全网运

行 mpls 协议，通过 mpls 建立各类 VPN 实例，从而隔离不同的

专业业务，实现一网承载。

校园网数据中心按照区域及重要性目前分割成 3 个部分，徐

汇、奉贤各有一个普通 IDC，在徐汇另外特别建设了一个满足二

级等保要求的数据中心，所有重要业务部署在该区域。

学校有多出口，分别位于徐汇、奉贤两校区，通过路由平面

设备按用户类型进行流分类，将 Internet 网络流量合理分配到各个

ISP，如图3所示。各个校园网出口处部署防火墙以提高校园网安全。

校园网部署实施

校园网作为高校信息化的神经系统，任何节点一旦有中断都

会影响相关区域的信息化业务，给学校教学、科研、办公造成一

定的影响。此次校园网改造项目会更新出口设备、核心设备、汇

聚设备以及接入设备等，涉及校园网中断影响面大、更新的设备

数量多等方面。同时，考虑到利用寒假期间割接会碰到春节假期，

图 2  校园网拓扑设计

图 3  校园网流量策略设计

校园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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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的调配、工作的积极性都会有影

响，割接工作就需要分解到日常双休日及其

他节假日中，从而使得此次项目的实施周期

拉长。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此次校园网改造

的部署难度大，因此前期准备方案需要细致

周密。

鉴于项目实施割接的时间分散的特点，

部署过程中就需要化整为零，细分步骤，按

照割接一点恢复一点的原则，尽可能降低由

网络割接引起的校园网中断影响。除了接入

层设备外，汇聚层、核心层、出口层网络割接内容被分割成 13

个子单元，从 2017 年 12 月 30 日开始利用 11 个双休日及小长假

分步骤实施，项目持续至 2018 年 6 月 1 日止。

部署方案按照先边缘后中心的思路，分步骤将除核心层网

络外的汇聚层、出口层网络先行进行调整；然后将核心层设备上

线接管原有设备，应用新的策略机制；最后割接 IDC 机房网络。

每项割接工作完成后，除现场业务测试外，均试运行 1 至 2 周时

间后进行下一项割接工作，充分降低割接对网络的影响。例如项

目先割接其中 4 台汇聚层设备，割接内容是对相应位置的网络设

备进行 1 � 1 替换。对应的割接计划是将新设备按现有网络配置

进行预配置、上架、上电，做好新旧设备端口对应表，待割接时

按顺序拔插端口线路即可。通过前期细致、周密的准备，基本将

网络割接中断时间控制在 1 小时以内，既减少用户断网时间也提

高了割接工作的准确性，割接完成后基本没有网络故障报修。在

核心层网络设备割接时，需要将 4 台核心交换机、3 台策略路由

器同时上线，设备分布于 2 个校区，不仅需要调整端口线路还要

调整出口访问策略。为此，在割接前将设备上架、上电、预配置，

先将这批核心互联组成实际使用拓扑，按照规划的网络业务模型

进行单点测试。功能、业务流测试通过后，将该批设备做配置调

整后镶嵌在现有核心网的 ospf 骨干域中，相当于给现有核心网

加了件马夹，仅参与路由学习不影响现有业务。在割接当天，撤

下原有核心设备的同时切换物理线路、调整出口连接并增加其他

策略路由配置。设备一台一台更换，影响的范围也控制在相应区

域，基本未造成全校断网的情况，一个双休日就顺利完成割接。

另一方面为提高校园网运维能力，通过部署网络管理平台，

实现现有校园网设备日常监控、拓扑展示、故障报警、配置备份

等自动化运维手段，提高校园网运维效率。图 4 展示管理平台实

现对现网设备自动备份的结果。

此次重大网络改造工作过程中，安全生产非常重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员及设备安全。割接过程中，许多大型

设备需要拆箱、搬运、上架、新接电源，人员和设备的磕磕碰碰、

强电安全等方面都不容忽视。其次是割接安全，校园网不能因为

割接工作不当造成扩大范围的断网事故。此次割接工程中，割接

计划书必须提前一周提交，校方和施工方通过反复核对计划书内

容以保障割接步骤及方案合理、准确。而且割接前 2 天召开例会，

就物料准备、人员安排、割接程序等内容作细致安排。最后是网

络安全。割接计划书中重点有一块内容是业务校验测试，通过多

方位测试方式杜绝由校园网割接产生新业务等原因引起的安全漏

洞，利用防火墙、VPN、访问控制列表等手段保障业务安全可靠。

校园网实施效果

截至 2018 年 11 月前，除部分接入设备还在陆续更新外，汇

聚、核心、出口、IDC 等重要网络环节都已完成升级改造过程。

目前校园网运行稳定，整个项目实施周期内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及用户大范围中断反馈。

此次改造后，校园网在提高带宽承载能力、新业务开展、

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实现进步。校园网主干链路带宽总和达到

40Gbps，满足承载校内各类高带宽、高传输质量的需求；学生寝

室带宽升级，满足运营商 100M 带宽业务的运行能力。校园网全

面实施 IPv4/IPv6 双栈运行，以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全网贯彻 MPLS VPN 业务，实现业务隔离到端口，将网络安全管

控到底。同时通过优化管理模式，校园网为寝室网内的运营商用

户打通资源壁垒，寝室内申请运营商套餐的同学可以使用运营商

网络直接访问校内网络资源；新增代拨号功能，支持用户使用寝

室运营商账号直接连接校园网无线信号，实现校园内账号漫游。

新校园网拓扑结构层次清晰、稳定可靠，并且具备良好的可

扩展性；千兆接入、万兆汇聚、十万兆核心的无阻塞网络架构，

满足未来网络需要承载更多的业务，以及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的

需求，同时满足校园网未来 5~10 年持续发展需求；充分利用现

有的网络资源（比如已建光缆、已有网络出口），合理利用现有

的网络结构；一网多业务承载，包括但不限于语音、数据、图像

业务，既保证业务运营的独立性、安全性，同时网络满足业务运

营的需求。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

图 4  配置自动备份

校园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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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智慧教室环境的智能感知、远

程操控等功能的智慧教室控制系统成为了

研究的重点。本文面向智慧教室建设，针

对教学过程中使用各种设备控制器不便的

问题，以教室常用设备空调的智能控制方

法为研究对象，基于体感交互技术，设计

一套看闪拍手声控系统，为智慧教室的建

设和研究提供借鉴。

总体设计 

看闪拍手声控系统总体设计如图 1 所

示，其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同时与空调

设备相连，根据拍手声，自动控制空调，

其硬件部分由声响指示灯（1）、快拍指

示灯（2）、灵敏度调节旋钮（3）、嘀声

蜂鸣器（4）、声音传感器（5）、传感器

信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单片机等部件

构成。所述声音传感器（5）经传感器信

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输出后接单片机输

入端口，所述快拍指示灯（2）、嘀声蜂

鸣器（4）均接单片机输出端口；所述声

响指示灯（1）与传感器信号放大及整形

调理电路的输出端相连。

传感器信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中的

传感器信号放大增益控制电阻包括串联一

只可调电阻，以便灵活调节声响传感灵敏

度，安装结构可以是用起子旋转调节、也

可以是装在外壳上的灵敏度调节旋钮（3）。

嘀声蜂鸣器（4）可改为语音提示喇叭；

或与空调机上的嘀声蜂鸣器合为一个。快

拍指示灯（2）可与空调机上的电源指示

灯合为一个。

声响指示灯（1）、快拍指示灯（2）、

灵敏度调节旋钮（3）、嘀声蜂鸣器（4）、

声音传感器（5）、声音传感器信号放大及

整形调理电路、单片机等部件的安装电路

板、外表面板既可单独另设，也可与空调

机的控制主板、显示面板合为一体；单独

另设，既可是装在空调机上的，也可是单

独装在一个小盒中的、类似于遥控器放在

空调机外面的用发射红外光控制空调机，

这种方式，还包括红外遥控发射模块，若

干单片机输出端口接红外遥控发射模块，

模拟原空调机遥控器发射红外光控制信号；

对装在空调机上的结构，单片机控制空调

机主要方式有两种：用一个单片机输出端

口，接空调机控制主板上的遥控信号接收

输入端，即空调机红外光接收模块

输出端，或用若干单片机输出端口

接空调机的控制主板。

实施方法

要实现拍手声控命令的关键

是寻找同环境声音的区分方法。

本研究通过引入指示灯发信号与

人互动实现拍手声控命令，即看

闪拍手声控命令，并结合空调操作特点，

设计出适合的拍手声控命令及环境声响引

起误动作的无害处理。

具体实现方法如下：声音传感器（或

MIC 咪头）（5）接收环境声响，经传感

器信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输出后接单片

机输入端口，供单片机监控判别声音。这

里传感器信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常用

的 IC 型号有 BISS0001，但不仅限于此。

BISS0001 的 12 脚、13 脚接信号放大器的

增益控制电阻，该电阻可再串联一只可调

电阻，以便灵活调节声响传感灵敏度，安

装结构可以是用起子旋转调节、也可以装

在外壳上的灵敏度调节旋钮（3）。声音

传感灵敏度的高低由所设声响指示灯（1）

表现，因为声响指示灯（1）接传感器信

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输出端。对高灵敏

声音传感器（或 MIC 咪头）（5）可用一

个普通三极管放大来代替 BISS0001。灵敏

度低，抗环境声响误动作好，但拍手要响。

快拍指示灯（2）、嘀声蜂鸣器（4）

均接单片机输出端口。单片机常用的 IC

型号有宏晶 STC 系列，但不仅限于此。

单片机控制空调机主要方式有三种：

1 用若干单片机输出端口接红外遥控发射模

块，模拟原空调机遥控器发射红外光控制

空调机（这种方式原空调机不作任何改装。

红外遥控模块常用 HT62104、eV1527 等）；

2 用一个单片机输出端口，接空调机控制主

板上的遥控信号接收输入端（编码电平输

入端，为解码控制），即空调机红外光接

收模块（红外光解调编码）输出端；3 用若

干单片机输出端口接空调机的控制主板。

具体看闪拍手声控方法如下：

单片机监控声音传感器（5），当检

面向智慧教室的空调看闪拍手声控系统设计

声响指示灯 快拍指示灯
灵敏度调节旋钮

嘀声蜂鸣器

声音传感器

图 1  看闪拍手声控系统总体设计

1 2

3

4

5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2019.1 中国教育网络 61

测到约 1 秒无声（声音传感器（5）所连

接的传感器信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输

出低电平）时发出快拍指示灯（2）闪亮

一下，让人看到后立即拍手一下，此时

会检测到拍手的短促声，再等约 1 秒间

隙若无声，则确定为是一次有效拍手。

紧接着快拍指示灯（2）再闪亮一下，让

人看到后再立即拍手一下，再等约 1 秒

间隙若无声，则确定为是连续二次有效

拍手，认定不是环境随机声响，进入到

控制命令识别状态。此时快拍指示灯（2）

仍再闪亮一下，不拍手（即二次有效拍

手），表示调温省电方向，温度显示同

空调机遥控器操作，嘀声蜂鸣器（4）发

嘀声提示命令有效完成；若拍一下手，

即连续三次有效拍手，表示开机或关机、

或调温费电方向，温度显示同空调机遥控

器操作。进入控制命令状态后只要等不到 1

秒间隙快拍指示灯（2）就会闪亮一下，若

不拍手，嘀声蜂鸣器（4）响起提示命令完

成；若再拍一下手，即连续四次有效拍手，

表示进入延时或设置延时。

凡在快拍指示灯（2）闪亮前拍手或

出现了声音、或在快拍指示灯（2）闪亮

后不即时拍手、或拍手声不短促，都认为

是环境随机声响，命令无效，没有嘀声蜂

鸣器（4）回应确认；快拍指示灯（2）不

闪亮，重新开始再搜索无声状态，若搜索

到了约 1 秒无声，快拍指示灯（2）再次

闪亮，可再拍手发命令，如此不断地捕捉

有效拍手命令。

鉴于看快拍指示灯（2）闪拍手的关

键性，所以把指示灯（2）称为快拍指示灯，

常用红色 LED 指示。对于本声控板装在

空调机上的，可与空调机上的电源指示灯

合为一个。

拍手规则可简述为：红灯闪即拍手，

嘀声响命令完成。

两拍是调温省电方向，温度显示同空

调机遥控器操作。所谓调温省电方向，冬

天是降温，夏天是升温。两拍后（看到快

拍指示灯（2）闪不立即拍手），停到嘀

声蜂鸣器（4）响（或看到下一次快拍指

示灯（2）闪）后再不断拍手进入调温，

此时不管快拍指示灯（2），看温度显示

同空调机遥控器操作。

三拍是开机或关机，或调温费电方向，

温度显示同空调机遥控器操作。所谓调温

费电方向，冬天是升温，夏天是降温。三

拍后（看到快拍指示灯（2）闪不立即拍手），

停到嘀声蜂鸣器（4）响（或看到下一次

快拍指示灯（2）闪）再不断拍手进入调

温，此时不管快拍指示灯（2），看温度

显示同空调机遥控器操作。三拍后，嘀声

蜂鸣器（4）响不拍了，是开机（原来是关）

或关机（原来是开）。

四拍是进入延时或设置延时，嘀声响

不拍手为进入延时，延时到就自动关机，

一般就不再拍手控制，所以此时（无声响时）

快拍指示灯（2）闪亮间隔可加长到 3 秒（误

动作更少）；嘀声响后不断拍手进入设置

延时，此时不管快拍指示灯（2），只管拍

手，次数多就延时长，时间显示同空调机

遥控器操作。停顿后设置完成，命令结束。

这里的两拍是调温省电方向，实际上

是怕环境声响容易引起两拍误动作，调温

省电方向一般无害，感到空调效果不够了

可拍手加强。

关机前有连续嘀声提示，此时有效拍手

会取消关机，也是防环境声响突然误关机。

本研究看闪拍手声控命令并不限于以

上具体的执行功能，构成有效拍手命令的

规则为：

有效拍手的连续二到五次用来规定常

用有效拍手命令；

有效拍手命令可包括命令带参数，常

用来设置程度或数值（例如亮度、温度、

时间），具体规则是：对 N 次有效拍手命

令带参数，在第 N+1 次快拍指示灯 2 闪

后不拍手，停顿直到嘀声蜂鸣器（4）（或

看到第 N+2 次快拍指示灯 2 闪）后不断

拍手发命令参数（不必看快拍指示灯（2）

闪），此时快拍指示灯（2）可变频闪烁

表示参数在变，停顿后命令结束。

各 N 次拍手命令也可根据用户要求

制定。

同样，本系统的硬件在制作生产时，

会用与所述功能等效的集成电路 IC 制作

或生产、逻辑控制电路 PLC 制作或生产、

及其它分列件构成的功能等效电路来替代

所述的单片机及声音传感器信号放大及整

形调理电路等。

为更好地适应声响环境，设置了调节

灵敏度旋钮（3）。当环境有较大的噪杂声，

应将声音传感灵敏度调低，拍手加重，观

察声响指示灯 1 的反应。

声响指示灯（1）指示传感到的声音，

所以称为声响指示灯，常用白色或蓝色

LED 指示，让人了解对声响的敏感程度，

可借此练习拍手轻重。

可改嘀声蜂鸣器（4）为直接语音提

示喇叭，现在可录制的语音 IC 模块或定

制固定语句的语音 IC 模块已很便宜了。

对于本声控板装在空调机上的，可与空调

机上的嘀声蜂鸣器合为一个。

声响指示灯、快拍指示灯、灵敏度

调节旋钮、嘀声蜂鸣器、声音传感器、传

感器信号放大及整形调理电路、单片机等

部件的安装电路板、外表面板既可单独另

设、也可与空调机的控制主板、显示面板

合为一体。单独另设，既可是装在空调机

上的，也可是单独装在一个小盒中的、类

似于遥控器放在空调机外面的用发射红外

光控制空调机，红外光发射 LED 的安装

要注意能照到空调机显示面板上的红外光

接收头，这种方式原空调机不作任何改装，

集随地拍手遥控与红外遥控于一体，在个

别特殊需求领域犹显灵活方便。

本系统结合了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

术、通信技术，引入先进的体感交互技术

在教室空调控制中应用，告别了传统的控

制器，让人以更自然的方式与控制终端进

行交互；同理，本系统也可应用于教室灯

光、电源控制系统中。利用体感交互技术

控制教室灯光、空调等设备，使教室更加

智慧，可减少对教学过程的干扰，提高教

学效率，进一步提高系统操作的便利性。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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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本刊讯  2018 年 12 月 6~7 日，由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与浙江大学

共同举办的 2018 年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研讨

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的网络

信息安全专家、技术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相

关代表 300 余人齐聚一堂，以“高校安全治

理”为主题，共话高校网络安全未来发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的重要指示，

进一步推进高校网络一线安全人员的交流

互动，提升高校网络安全整体防控能力，

本次会议以专家报告、案例分享、技术培

训、互动交流等形式，面向高校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同行交流、

共谋发展、共同进步的平台。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副理事

长何海涛、浙江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总工程

师蔡林为大会致辞。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

心副主任郭晔主持了本次会议开幕式。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研讨会自 2015 年

开办至今已成功举行四届，分别在上海、

长春、厦门举办了三届研讨会、两届高校

网络信息安全的运维挑战赛。过去四年来

自全国高校网络安全的人才开展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不仅创新性地举办了运维

挑战赛，还从战略层面建设了高校网络安

全基础信息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成为国家

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库。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副

理事长何海涛在致辞中表示，在协会成员

高校的共同努力下，协会先后建立了微信

技术交流群，面向全国高校提供网络安全

的漏洞通知服务，开发了教育行业的漏洞

报告平台，以及举办系列在线网络培训工

作，为协会成员搭建了一个优质的学习共

享平台，对整个高校网络安全能力的提升

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协会中的每个人

都是利益的分享者和贡献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始

终秉持“交流、协作、联合、共享”的理念，

通过团结联合、协作共享，共同促进高校

经验交流技术、资源共享和成果推广。上

海交通大学顾一众教授在《2018 年度安全

工作总结报告》中总结和回顾了 2018 年

全国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进展情况。

他指出协会通过开展经验交流、技术协作、

情报共享、举办比赛等工作，汇集各个高

校网络安全的力量，提升了高校网络信息

安全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共同应对网络信

息安全的危险。

会中，来自教育部、公安部、高校、

产业界的相关专家分享了精彩的报告，内

容涵盖当前教育行业整体网络安全状况、

相关政策的实施与推进、重大活动时期的

网络安全保障、高校信息安全实践、网络

安全防护机制等热门话题。

会议同期举行了“2018 全国高校网络

信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颁奖仪式。高

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运维挑战赛是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和浙江大学联

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协办的针对高校网

络信息安全运维的全国性赛事。该赛事隶

属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8 年已是第三

届。本挑战赛分为理论考察和动手实践两

个部分，内容涵盖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

安全标准等 13 个模块和安全技术的密码

学、安全取证等 22 个模块，几乎囊括了网

络信息安全的各个方面。共有 237 支团队

参赛，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

西北和西南七大赛区。最终，共有 48 所高

校团队获奖，北京邮电大学获得全国一等

奖，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得全国二等奖，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全国三等奖，七大赛

区也都分别决出了一、二、三等奖。 （责

编：杨燕婷）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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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互联网与大学融为一体

 文 / 锁志海 董洋

智慧校园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外因——技术变革的时代特征

1. 智慧时代悄然来临，教育改革势在

必行。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技术正在改变着大众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人脸识别技术、购物喜好推荐、无人驾驶

等已经为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便利。与此

同时，高等教育需要深层变革，高等教育

的适应性需求也日益迫切。智慧校园建设

将收集海量的知识库挖掘探索有用资源，

使信息化成为老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助

手，成为学生个性化帮扶的帮手，从应用

融合发展向“以人为本”的创新应用发展

转变。

2. 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

系统工程，需要全球视野、开放思维和战

略眼光 [1]。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教育

信息化要从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转变。

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双一流”建

设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是实

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以

教育信息化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开启

了智慧教育的新征程。可见，推进“双一

流”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事关高等教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内因——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期

1. 创新港智慧学镇的需求定位

以往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多着眼于高校

内部各系统环节的优化、改良与革新，随

着整个高校的流程、模式和形态都发生重

大变化，从外部审视、破解和重塑传统校

园，使之与互联网实现有机融合，以实现

高等教育模式的革新成为智慧校园建设的

重要形式 [2]。根据西安交大创新港的设计

理念，要建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

将之打造成智慧学镇、经济强镇、美丽小

镇、和谐市镇，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的示

范点，打造一个互联网与大学校园融为一

体的天然平台，使学校和企业发挥各自优

势，协同打造具有理念先进、模式创新、

技术领先、绿色环保、体验超前等五大亮

点的创新港智慧校园服务。

2. 综合改革与“双一流”建设的有力

抓手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

摘要：智慧校园建设是进一步深化教育信息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推进高校智慧教育具有重要作

用。本文从建设智慧校园的必要性出发，紧紧围绕西部科技创新港建设的历史机遇期，融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的技术应用与高校教育未来发展态势，设计符合西安交大自身办学特色与创新港战略定位的

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蓝图，推进学校信息化建设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转变，助力学校综合

改革和“双一流”建设。

图 1  智慧学镇战略规划

为广泛交流和推动教育信息化融合应用，坚持“育人为本、融合创新、系统推进、引领发展”的基本原则，贯彻落实《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工作思路和举措，《中国教育网络》杂志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2018

华为杯智教·育能教育信息化应用征文活动。

经过 66 天征文，收获作品 300 余篇，投稿作品围绕信息技术对未来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影响、智慧校园与智慧教育建设实践

优秀案例及建设方案，从不同维度展示了教育信息化从业者对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探索实践与思考。

经过专家评议，我们评选出以下作品，供大家分享学习，获奖作品将陆续在《中国教育网络》杂志刊载，同时我们也将从

未获奖作品中遴选一批好文章分享给大家。

2018华为杯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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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
[3]，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时代，推进高

等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智慧校

园建设为契机推进“双一流”建设和综合

改革方案的落实，是持续推动学校教育信

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我校教育

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与担当。

智慧校园建设利于精准数据采集，实

现精准采集、精准评价、精准督导、精准

帮扶，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利于提升校园

系统运行效率和质量，对多校区管理有巨

大的保障作用；利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使教师从无穷的报表和审批中解脱出来。

因此，构建集高速通畅、便捷智慧、安全

可信、灵活适配、资源丰富为一体的智慧

校园体系是支撑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

设的重要抓手。

创新港智慧校园内涵建设

设计理念

创新港智慧学镇基于学校现阶段发展

特点，建成后将形成四校区（兴庆、雁塔、

曲江、创新港）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

的建设愿景。目前全国范围内鲜有高校真

正做到多校区集中融通、数据同步更新、

业务线上同步办理的“智慧”服务。创新

港智慧学镇将集成校园科研、教务、学生、

人事、财务、后勤的管理数据，实现信息

化环境的智慧管理，不断提高教育管理业

务系统的运行效率，同时提供基于大数据

的教育资源智能分配及科学决策能力。

总体框架

根据前期调研与业务理解，智慧学镇

最终确定了“1 网、1 中心、3 平台、5 应

用”的总体框架。

建设内容

基础设施，物联感知。提供物联感知

的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学镇的安全监控、

交通出行、基础设施管理、环境监测、资

源管理、能源供应、机电维护、资产管理

等物理基础设施与智慧平台联接。

综合网络，四网融合。统一设计学镇

的有线网络、无线网络、物联网络和通信

网络。通过光纤统一承载各类业务网络。

集成中心，三位一体。集成中心层提

供三位一体的技术基座服务，包括运营中

心、监控中心、数据中心。运营中心和监

控中心协同，统一进行运行管理和指挥调

度，构建学镇大脑。运营中心统一提供可

视化环境、指挥调度工具、联动控制工具。

数据中心基于创新港中心，结合多校区公

有云形成统一资源池、统一管理运维、统

一提供业务服务。

支撑平台，三维支撑。管理服务平台

构建智慧化运营支撑，综合运营管理和对

象服务，提供态势感知、运行监测、事件

预警、调度指挥、决策分析、业务优化、

业务展示和创新体验等综合功能。数据功

能平台构建数字化赋能支撑，聚合学镇动

态数据，面向业务主题，结合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提供数据采集、处理、建

模和分析工具。超算服务平台提供科技化

创新支撑，融合传统 HPC 科研需求和人

工智能模型训练需求，形成面向各学科和

各类用户的超算服务平台，资源池与数据

中心业务应用云计算资源池共享。

智慧应用，五线并行。各类应用服务

通过编排形成综合应用。包括以下五大应

用领域。平安学镇：实现人防、物防、技防、

智防相结合，保障人、设备、数据的多维

空间安全。绿色学镇：食堂、会议室、实

验室、学生公寓等生活环境全面实现物联

感知，从校区到镇区，智能化集约化进行

综合基础设施管理和服务。友好学镇：面

向学生、教师、居民等不同服务对象，通

过交大通 APP 等服务渠道提供综合服务，

实现智能推送、肖像画目标认知、身份化

个性标签等友好体验。创新学镇：以培养

创新人才为核心，结合实验室、众包平台、

众创空间等进行科研供给侧改革，供需匹

配，科研成果转化孵化。

运营模式

智慧学镇的持续有效运营需要强有力

的组织领导、健全的运行模式和服务体系。

依据“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

的办学定位，创新港智慧学镇不仅要服务

师生，而且要覆盖到创新港学区、镇区等

区域。单单依赖校内力量难以满足创新港

智慧学镇建设需要，预期组建专业信息化

公司进行长期运营发展。

后期运维

考虑到西安交大创新港智慧学镇的整

体架构，若采用传统的项目竖井式运维方

式将极大浪费资源，而且分散维护、支撑

链条长、响应不及时、考核不透明等弊端

凸显，建立统一化、集中化的运维模式成

为必须。经过前期走访调研，预期将建成

统一运营中心（IOC）、统一运维体系及

统一安全体系。

创新港智慧校园建设的进一步
思考

创新港智慧学镇建设旨在形成科技赋

能的学镇智慧生命体，工程建设和平台运

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快速迭代

和持续演进。未来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序

推进，确保取得切实成效。设计上，紧贴

各学院、各部门需求及发展态势，进行系

统的业务场景设计，推动项目群在业务上

的落地交付。数据使用上，探索智慧管理

和服务模式，即时增量收集数据进行数据

多维度分析、多视角利用。运营上，探索

智慧建设运营模式，筛选多层次全方位合

作伙伴，从合作内容角度共赢，创新交付

模式和对象服务。成效上：度量智慧化的

业务价值和社会成效，审视智慧化模式 +

成效、框架 + 路径、优化平台 + 生态、功

能 + 数据等，形成面向业务的成效评价标

准和衡量体系。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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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盈  周伟  谢忠新

随着“互联网 + 教育”、“大数据 +

新一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随着《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教育信息

化 2.0 行动计划》的相继颁布，我国开启

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

程。上海浦东新区作为第一个“国际级新

区”，经济发展一直是上海的排头兵。与

此同时，人才的大量引进使得浦东新区的

基础教育体量也成为上海之最。作为上海

的教育大区，为实现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创新的深度融合，近

年来浦东新区以“深化应用、统筹融合、

机制创新、强化治理”为指导思想，一直

致力于全面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环境的建

设和教育信息化应用的探索。

在此，笔者将按照整体建设架构、基

于泛在网络而开展的具体建设成果及应用

实践的思路，介绍浦东新区在教育智慧化

发展方面的一些努力。

基于泛在网络的区域教育智慧
化建设架构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信息化开始

向“智慧教育”时代迈进。祝智庭教授提

出，智慧教育是当代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

境界、新诉求 [1]。然而，智慧教育建设不

是“平地起高楼”，

而是利用先进技术

力量对现有教育信

息化基础的提升 [2]。

对于区域教育信息

化而言，这种“智慧”

要从教育环境的智

慧化、教育教学的

智慧化、教育研修

的智慧化、教育管

理的智慧化和教育

服务的智慧化五个方面来实现。

其中，教育环境的智慧化是实现智

慧教育的基础，应当以传递教育智慧作为

建设的核心宗旨 [3]；教育教学的智慧化，

关键在于有效利用教育环境中的软硬件设

备，实现个性化教与学；教育研修的智慧

化，关键在于推动线上与线下研修相结合

的混合研修，实现研修的全程记录和精准

适配；教育管理的智慧化，旨在在大数据

等技术的支持下，推进教育管理系统的互

联互通，实现教育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和智能化；教育服务的智慧化，关键在于

对服务对象个性化诉求的感知与反馈，实

现教育服务的人性化、智能化。

浦东新区根据区域的实际发展需求，

将泛在网络环境作为教育环境智慧化的基

础，提出了基于泛在网络的区域教育智慧

化建设架构（如图 1），提升信息化基础

设施与设备的支撑能力，完善统一认证平

台、云桌面应用、消息 / 通讯服务等应用

支撑服务平台的建设，在满足快速增长的

教育信息化应用需求的同时，努力向教育

的“智慧化”发展。

探索实践

1. 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基础——泛在网

络环境的建设 

泛在网络能够增强教育网络与多终端

的连通性，是区域教育智慧化探索的“智

慧底座”。浦东新区教育城域网构建了由

区级数据中心、网络链路以及区内各类教

育机构网络所构成的软硬件集成系统，以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职校等教育机构为

主要组网单位，实现了互联网访问、财务

管理、视频监控、电子巡考四个业务专网，

形成多业务承载的区域教育信息化支撑。

在区域教育城域网的大格局下，利用移动

探路泛在网络环境下的智慧教育
摘要：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教育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以

浦东新区在区域教育智慧化方面的实践为例，从泛在网络环境建设、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网络安全

管控、统一网络设备运维、教育云服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六个方面详细介绍浦东在

区域层面和学校层面开展的智慧化探索实践。

图 1  基于泛在网络的区域教育智慧化建设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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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对全区中小学

校园网络环境进行升级改造，推进校园网

络扩容提速，实现万兆主干、百兆到桌面、

万兆接入（幼儿园、各街道社区学校和成

人学校千兆接入）教育信息网的高速校园

网络，实现无线网络在教学、办公及主要

活动场所的全覆盖。

2. 全区统一认证，校内校际无缝接入

在中小学校园无线网络建设的过程

中，浦东新区将无线认证系统与已有的

AD 系统对接，采用 Portal 认证，并开启

MAC 优先认证功能，为拥有浦东教育无

线网络访问账号的师生提供“一次认证，

多次接入，全区漫游”的无感知认证用户

体验。师生使用自己的账号不仅可以在本

校校园内无缝上网，也可以在区内其他学

校跨校漫游上网，为教学、教研、管理、

服务模式的探索创新奠定了有效基础。

3. 全区统一管控，安全预警实时精准

为实现对全区教育网络与信息系统

安全的整体监测和管理，浦东新区建设实

施教育安全大数据分析预警平台，实时监

测、预警教育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

状态，进行安全大数据分析。通过对各教

育单位的网络流量、上网行为进行监测分

析，及时把脉各教育单位的网络安全运行

状况，统一管理上网行为、统一管控上网

流量，实现了对全区教育网络内 Web 应

用的安全防护，使教育网络与信息系统安

全的监控、防护和预警实时精准。

4. 全区统一网管，网络设备智简运维 

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增长、网络应用

的不断推广，网络设备的部署越来越多，

比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园网络建设项

目中就部署了 3 万多个 AP、5 千多个交

换机，如何对这些大量部署的网络设备进

行有效地管理运维是一大挑战。浦东新区

统一规划设计，在教育信息中心部署一套

上级网管，每所中小学各部署一套下级网

管，上下级协同管理，有效提升了网络运

维效率。为随时随地全局感知上网用户的

网络接入体验，做到网络故障的早识别、

准定位、快排障，浦东新区部署了无线智

能运维系统，通过多维度可视化呈现全区

的网络状态，实现基于大数据的智简运维。

5. 推行教育云服务，互通平台共享资源 

教育云平台作为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

产物，是推进教育管理系统互联互通，实

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教育业务协同配合

的重要桥梁 [4]。浦东新区依托教育云平台

提供教师研修、教学资源共享、文档协作、

邮件、LYNC 通讯、活动组、讨论大厅等

应用服务，实施实名统一身份认证。教师

只需要通过全区统一认证即可实现各应用

服务的单点登录，方便教师更便捷地进入

所需应用、更快速地找到和分享教育资源、

更自由地开展教学教研的校际合作，助力

教师获得突破时空限制的信息化服务。与

此同时，各应用服务

平台通过教育云平台

以教师为枢纽实现互

通，方便管理者和研

究者进行与教师相关

的大数据分析和决策。

6. 积极推进信息

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

的深度、常态融合

浦东新区为适应

教育信息化发展，顺应

教学变革需求，持续推

进基础教育学校信息化

基础环境建设，鼓励学

校积极开展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教研

的创新模式探索与实践。比如，依托高速、

稳定的网络环境，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和远

程直播系统以“远程 + 现场”相结合的形

式进行教学展示研讨（如图 2），以此打破

大浦东区域教研的空间限制，并逐渐推广。

又比如，相当一部分学校的教师在开展基于

智慧教室的教学模式探索中，深刻感受到了

智慧教室环境对教学创新的支持作用，从而

将基于智慧教室的课堂教学作为常态化应

用。除此之外，不少学校将微信公众号、小

程序等移动端软件与数字化校园管理平台有

机融合，实现了对学校有关教学、学习、校

务、教务、研修、研究、后勤等业务的一站

式管理和可视化监控，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

管理效能。浦东新区通过组织开展区级、校

级等交流展示活动，扎实推进信息技术与学

校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探索的总结分享和示范

引领，使 “星星之火”充分发挥“燎原之势”，

提高整个区域在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方面的整体水平。

结语

目前，尽管浦东新区已经在区域教育

的智慧化发展方向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和实

践，但距离智慧教育还有一定的差距。今

后，浦东新区将在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数

据管理的基础上，围绕《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从个性化教与学、精准化研修、

科学化管理三方面深入发展智慧教育，开

启迈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 （责编：

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教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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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的科研实践表明，高性能计算

在提高科研水平，加速科研成果产出方面

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高校作为重

要的科研力量，其在高性能计算系统的应

用和建设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其中以

校级计算系统最具有代表性，包括北京大

学的“未名一号”，上海交通大学的“π”[2]，

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超级计算中

心”[3] 等。山东大学从 2016 年开始组织

筹备新的高性能计算系统，实践了容器技

术在高性能计算环境中完成资源的管控，

改变了高性能计算环境的公共服务能力与

模式，并优化用户应用体验，取得了较满

意的应用效果。

平台背景

山东大学科学计算的应用需求具有多

样化碎片化的特点，其中既包括计算机、

数学、信息、生命、物理、化学、医学、

材料、机械等传统的科学计算相关专业，

也包括经济、管理、文学、新闻传播、电

气等有新兴的计算需求的专业。绝大多数

计算和存储能力的需求不高，但个性化需

求较多，工具软件繁杂，用户技术能力和

经验参差不齐。此外山东大学具有异地办

学的特点，校区众多、人员分散。新系统

作为山东大学“大型设备公共技术平台”

的一部分 [4]，从项目建设伊始就以“统管

共享”运行机制为基础，整合汇集全校的

科研计算需求，以简便用户应用获得和使

用为核心，而计算性能并不作为最关键

的考核指标。基于上述现状，结合近些

年 IT 技术的新进展和 IT 服务的新模式，

形成了具有山东大学特色，以服务山东大

学教学科研为目标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

的“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云平台”（文中

简称“平台”）。

服务模式

平台与传统的高性能计算系统的最主

要区别是用户服务模式的不同。首先，引

入云计算的服务模式，将绝大多数的用户

访问和工具软件安装部署等工作通过互联

网转移到平台端，减少用户在具体设备和

系统侧的工作量和技术难度；其次，通过

容器技术对计算资源进行抽象，并封装工

具软件和环境，实现工具软件安装部署工

作的可复制化，减少重复性工作量，实现

对资源的精细化管理调度。此外，实现计

算资源抽象后，传统高性能计算系统中的

资源独占、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就能够得

到较好的解决，资源需求并不极端的多个

用户可以同时共享计算资源；再次，引入

互联网应用中较为普及的社交功能，平台

用户可以通过专业领域和科研兴趣形成科

研团队，交换计算应用实例和数据，交流

平台使用经验，从而形成以科研和学习为

目的的协作促进机制，促进多学科的交叉

与融合式发展；最后，平台对于每个用户

都是独立的学习工作空间，平台的易用程

度远高于本地计算机，交互模式又近似于

本地计算机，软件资源和数据资源也是即

插即用式的，因此这样的环境对提高专业

背景不同的用户在学习工作中的“获得感”

和“满足感”，并促使其把更多的精力投

入到具体的学习科研工作中，提高科研的

产出率。因此这种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高

性能计算系统服务模式就能在实现简便易

用的同时，适配尽可能多的应用软件和应

用场景。

目标场景

根据山东大学现有与科研计算相关的

业务，平台确定服务如下的目标场景：

基于科研项目的中小规模的并行计算

需求；

基于容器技术的
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摘要：本文介绍了山东大学在新的高性能计算系统建设中，引入容器技术，实现对传统高性能应

用模式的改进，使高性能计算系统成为初步具备公共服务特性的云计算系统所作的实践探索。文中介

绍了“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云平台”的主要服务模式、总体解决方案、关键技术，以及基础硬件体系，

并在最后介绍了“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云平台”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图 1 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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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程序设计与测试运行；

教学实验课中的实践内容；

基于工作流的计算需求。

其中前两个场景可以直接替代传统

高性能计算系统应用场景。后两个场景由

于具有了流程化的特征，因此需要与具体

的用户需求相结合并融合部分高校业务系

统，同时进行较多的教学科研需求分析，

目前尚处于需求调研分析阶段。

总体解决方案

平台的系统体系基于传统的 x86 架构

处理器，以容器技术对资源进行抽象和调

度，同时容器实例对工具软件和环境进行

封装。平台与山东大学校园网连接，并利

用山东大学信息服务系统实现全校师生的

统一认证登录，在校园网提供具有统一服

务门户的计算服务。

用户应用方面，应用交互通过浏览器

实现。由于部分工具软件和环境已被封装

为容器应用模板，因此可以免去软件安装

部署和环境配置的工作，简便用户使用。

同时容器轻量化的特点，使其更容易实现

定制化和迭代的版本管理，并且应用模板

的管理也更灵活简便。模板既可以是所有

用户通用的，通过类似应用市场分发的应

用模板，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私有应用

模板。每个应用实例通过应用模板创建，

创建实例时，部分应用可以定制化的设置

资源使用量，包括实例个数、实例运行时

长、内核使用量、内存使用量、异构计算

资源的使用量等 [5]。平台中每个用户自助

创建的应用实例和数据都是私有独立的，

并可以实现数据持久化，既用于存储作业

完成后的结果数据，也用于作业运算期间

结果的存储和数据缓存。用户与应用实例

的交互可以通过命令行界面，也可以通过

图形界面，其操作的方式与本地计算机类

似，且用户本地的计算机无需安装任何软

件。目前应用实例还只能适配基于 Linux

环境的操作规则和应用环境 [6]。

关键技术

与传统的计算中心或数据中心不同，

“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云平台”当中的容

器实例不提供 Web 应用，而是模仿本地

计算机提供用户交互。因此平台在软件开

发期间对容器技术做了大量优化和扩充，

以使容器实例适应这种类型的工作模式。

这其中容器的网络与数据持久化是较为关

键的技术。

平台中容器实例的网络既是人机交

互的途径，也是实例与数据存储交互的途

径，也是创建私有的计算集群时集群节点

互联互通的途径。因此传统的以太网结构

容易出现不同用户的应用实例网络能够联

通，造成旁路数据泄露，并可能由于地

址配置的混乱影响应用正常运行。平台

借 鉴 虚 拟 网 络 设 备 的

组 网 方 式， 为 每 个 用

户 创 建 独 立 的 私 有 网

络（VPC）， 私 有 网

络 内 包 含 两 个 独 立 的

网络区域 Public Vxlan 

N e t w o r k 和 P r i v a t e 

Vxlan Network，并均

与 应 用 实 例 通 过 veth

虚拟网络设备连接 [7]，

具体如图 2。

其中 Public Vxlan 

Network 用于为应用实

例提供人机交互和数据存储交互等需要容

器与外部网络交互的服务（南北向网络），

Private Vxlan Network 用于为应用实例间

提供交互的能力（东西向网络），Public 

Vxlan Network 中设置一个网桥节点，以

实现与外部网络的连接。在虚拟网络中，

用 Vxlan 区分不同主机的网络接入，用

iptables 实现应用实例间的隔离。在物理

网络中，Public Vxlan Network 通过每台服

务器的 10Gbps 以太网实现连接，Private 

Vxlan Network 则通过服务器的 100Gbps 

Omni-Path 组成的网络承载的以太网实现

连接，此种组网方式也符合传统高性能计

算系统中光纤架构网络独立组网的配置应

用习惯。

由于容器的工作特性，必须重新调整

容器内的数据存储模式，才能够实现数据

存储的功能。平台中每个容器应用模板利

用 OverlayFS 重新组织了 RootFS8，实现了类

似镜像的模板功能。需要实现数据持久化

的存放在独立的外部存储设备上。在应用

安装配置时，指定由 Lustre 节点组成的用户

存储空间用于存放中间结果，由 NFS 组成

的用户存储空间用于存放结果数据。

此外平台还用 Cgroup 实现对不同用户

应用实例的资源分配和约束，并在未来结

合 Kubernetes 实现资源调度和应用融合。

硬件体系

平 台 的 硬 件 设 备 以 一 体 化 规 划 建

设和运维为原则，着力打造整体化的硬

件体系。其中全部设备设施集中在一套

FusionModule 微模块数据中心内（图 3），

包括高性能计算、通用计算、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胖节点、运维管理等各型服务

器约 160 余台，存储设备 2 套，全部服务

器和存储节点具备 10Gbps 以太网互联和

100Gbps Omni-Path 光纤架构互联（图 4）。

此外作为主要设备供应商的 Huawei 还提

供了其 eSight 统一运维管理系统，配合带

外的 IPMI 设备运维网络，从而实现整个

数据中心全部设备设施运维的集中化，绝图 2  平台用户界面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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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运维工作无需在数据中心现场完

成。最后平台的规划建设期间也重视网络

安全的保障能力，配置了专用的多功能防

火墙和运维审计设备（堡垒机），网络出

口采用了地址转换和端口映射，配合最小

化服务的白名单机制，缩小平台的网络暴

露范围。

应用现状

平台在 2017 年底开始试运行部分基础

性功能，并利用山东大学信息服务系统实现

全校师生的统一认证登录，面向全校师生进

行试用。经过近一年的测试，平台积累并发

布了 20 个应用模板，其中既包括 Gromacs、

MOCAT2 等开源软件应用，也包含 MATLAB

这样的大型商用软件。专业领域囊括了数学、

生命、材料、化学、计

算机、信息、控制、机械、

流体、电气、经济等诸

多专业，累计创建的应

用实例数千余个，累计

登陆用户超过 200 人。测

试期间整个平台 IT 设备

峰值功耗高达 48 千瓦，

服务器的 CPU 平均负载

接近 40%。

未来发展

近 一 年 的 测 试 证

明，山东大学高性能计

算云平台为教学和科研

提供公共计算服务的实

践是成功的，使广大师

生能够在相对低的技术

难度和成本付出的情况

下使用到高性能的计算

资源。未来平台规划在

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和扩展：

网络资源：在现有

网络条件下，借助国家

超算的网络传输优化相关课题的成果，对

平台网络的接入访问和数据传输性能进行

优化提升，增强服务能力和数据吞吐能力，

方便大数据量计算任务的承接能力。同时

增加 IPv6 的访问接入，使其成为具有山

东大学特色的 IPv6 网络服务，并吸引更

多的用户在教学科研中应用 IPv6 网络，

为 IPv6 网络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计算和应用资源：整合校内的资金

和需求，扩充平台的计算、网络、存储资

源，尤其在计算方面引入基于 Ascend 和

Dhyana 等自主可控计算设备。此外扩充

应用规模，加入更多的面向更多专业领域

的开源或商用软件，规划用户自定义应用

模板的相关功能，并丰富软件的不同版本。

计算模式：开放容器集群计算应用，

探索不同应用软件在容器集群环境下的优

化和应用模式。

服务场景：扩展服务场景。包括平台

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提供实训和动手实

践，进行新的应用组合，实践在原有环境

下不能实现的计算功能。此外还包括利用

容器轻量化功能化的特点，将有工作流性

质的科研活动在平台中构建并运行，实现

流程的可复制，从而促进科研活动的深层

次化，使平台成为不同学科领域交叉融合

的载体，促进科研活动中人与计算资源，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碰撞。

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云平台的建设

是一次用互联网思维对传统应用领域的优

化，使得人们传统上认为阳春白雪的高性

能计算，能够以一种更亲民的姿态呈现。

虽然与社交相关的功能在测试期间还没体

现出价值，但它却让每个应用有了自己的

个性。在目前互联网席卷并重塑各行各业

的大背景下，教育和科研，这两个在早期

就推动了计算机网络发展成熟的元素，也

需要融入新的思维，探索新的思路，以谋

求自身在互联网大潮下的自我变革和自我

发展。希望我们进行的这些实践对这一过

程能够提供一点益处。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1 为山东大学软件学院，2 为山东大学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3 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信息网

络中心）

图 3  平台数据中心设备分布

图 4  平台 Omni-Path 网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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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创新发展，传统

的教育系统逐渐演变成大数据背景下的电

子信息化模式，应用涉及到校园生活的各

个方面。随着校园网络硬件设备规模的逐

渐扩大，学校用户群体的增加，网络应用

的层出不穷，硬件设施设备老化等原因，

导致当前高校网络故障数量和类别不断增

多。[1] 目前高校网络的部署和运维大量依

赖人工来进行网络设备配置、数据采集分

析、业务系统管理的操作。因此在运维人员

数量及精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方法，

构建一个自动化网络运维模型，建立起高校

智慧网络运维平台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高校网络运维的现状

高校网络的建设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工

程的建设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高

校的教学、科研以及通讯办公等对高校网

络的依赖性也在日益增强。随着高校网络

用户的增长，以及各种网络应用系统的投

入使用，用户对高校网络的可用性、稳定

性、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愈发提高，高校

网络运维管理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 

流量调度的现状

流量调度通过对网络流量的路由进行

调度，以此来升级网络的承载能力并试图

让网络业务以当前的最优方式存在，是一

种比较关键的机制 [2]。目前高校网络流量

调度普遍存在以下局限性：

1. 依赖物理链路；

2. 依 赖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设置；

3. 依赖路由协议；

4. 不够灵活，需要人工操作。每次变

更时都会导致业务中断，无法满足快速和

自动化变更的需求。

网络运维的现状

目前高校网络的运维普遍存在以下局

限性：

1. 需要现场测试，依赖大量人力资源；

2. 故障定位步骤繁琐，需要经验积累；

3. 大量重复性工作。

究其原因，是由于网络的互通与控制

都同时实现于一张物理网络中，“通”和“控”

可能存在相互矛盾。校园网络的业务功能

和物理网络基础架构的紧耦合，使得网络

与应用紧密相关：（1）应用与 Port/VLAN/

IP 地址的耦合，意味着应用和位置的紧密

绑定，不具备移动性；（2）基于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的应用控制与

IP 地址的耦合，意味着无法实现灵活的策

略部署；（3）业务流量流向到网络转发路

径环环相扣；（4）业务的变更意味着基础

网络频繁的配置修改，反之亦然。

突破上述局限性的前提就是要实现应

用和网络的解耦合，在物理网络上层抽象

出一个业务层，把网络的基本转发功能（即

“通”）和对应用的复杂控制功能（即“控”）

完全分离，面向用户和应用进行灵活的业

务流量调度和业务逻辑控制，实现智慧网

络的智能运维。

面向用户和应用的智慧网络实现

SDN Overlay 方案简述

Overlay 技术与 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结合而成的

SDN Overlay 方案可以很好地实现应用与

网络架构的解耦合。Overlay 是一种网络

架构上叠加的虚拟化技术模式，它可以在

已有网络上建立一个虚拟网，并具有独

立的控制和转发平面，如图 1 所示。它的

优势在于物理网络设备的转发性能比较

高，可以支持非虚拟化的物理服务器之间

的组网互通。而 SDN 技术能实现对整个

Overlay 网络的管理和控制，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和可扩展性。SDN Overlay 方案能

支持智能化诊断、流量可视化以及自动化

运维 [3] [4]，相比传统方案具有明显优势。

面向用户和应用的智慧大脑

通过 SDN Overlay 方案将应用与底层

网络解耦合，网络的基本转发功能和对应

用的控制功能就实现了分离。应用的控

制功能不再单纯地依赖于基础网络元素的

面向用户和应用的高校智慧
网络运维模型

摘要：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深入，高校网络的智慧化成为未来信息化建设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随着高校网络运维管理工作量的增加，智慧网络的智能运维不容小觑。本文基于目前高校网络运维的现状，

面向用户和应用，提出了一个高校智慧网络的自动化网络运维模型，并讨论了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	

图 1  基于 Overlay 的叠加网络平面

2018华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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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VLAN/IP，而只与用户、业务属性相

关，实现面向用户和应用的感知、自动化

的流量调度和控制。通过人工辅助决断、

乃至今后人工智能的输入，可以实现业

务调度、业务控制、自动检测、动态响应、

业务保障、系统联动、主动防御、分析报

告等内容的输出，构建一个面向用户和应

用的智慧大脑。

基于智慧大脑的智慧网络运维

智慧网络运维主要分为数据收集分

析、事件关联处理分析、判断定位和自动

响应四个环节，以实现变手动为自动、变

被动为主动的高校智慧网络的智能运维，

如图 2 所示。

1. 数据收集分析

数据来源主要是应用系统监测数据，

第三方系统接口信息，事件触发主动检

测，AAA（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Accounting，验证、授权和记账）、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

态主机配置协议）、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Syslog 数据。经过

数据的预处理和海量数据的分析，平台开

始进行事件关联处理分析。

2. 事件关联处理分析

根据业务流程和应用场景的事件关

联、基于历史基线和预测趋势的处理分析，

可以进入到判断定位的环节。

3. 判断定位

经过数据收集分析和事件关联处理分

析两个环节，故障基本已经可以进行判断

定位了。此时若该场景的处理流程在模板

中能找到，则发起基于该模板的处理流程，

进入自动响应环节；若该场景需人工处理，

则等待手动干预，再

转至自动响应环节。

4. 自动响应

经过一系列的环

节，故障已经得到定

位。平台将根据不同

的场景进行相应的自

动响应。包括业务调

度业务控制、动态响

应自动修复、业务保障自动切换、安全事

件主动防御、主动检测系统联动等等。

经过上述四个环节，就实现了面向用

户和应用的智慧网络运维。该自动化网络

运维模型实现了流量按

需导引，灵活且具有可

扩展性，大大改进了目

前高校网络运维中存在

的局限性，实现了面向

用户和应用的智慧网络

智能运维。

高校智慧网络运维应用场景

智慧网络运维平台通过实现对应用

和转发的分离，以及对用户和应用信息的

采集分析和响应实现了智慧网络的智能运

维，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场景。其中在高

校网络运维中，最为典型和常用的就是端

到端业务检测与故障报告。

1. 网络的自检测：作为日常运维检测，

可以设置每天 8 点自动探测，以用户的身

份从末端向上探测，DNS、网络是否正常。

2. 网络报障的快速检测：用户报障后，

从末端到核心自动进行检测。

3. 应用的自检测：作为日常检测，可

以实现从内到外或从外到内的检测。

4. 应用报障的快速检测：用户报障后，

从内到外或从外到内地进行自动检测。

实现具体方式为：一台 VM（Virtual 

Machine，虚拟机），满足全网模拟测试

的需求，自动完成每个节点的端到端测试，

提供模拟用户全流程的测试报告。周期性

覆盖全网每个节点、AP（Access Point，

接入点）或者用户 VLAN 进行检测，如图

3 所示。

测试内容包括：（1）可以设定任意

区域任意用户 VLAN；（2）模拟 DHCP 

Client（DHCP 客户端服务）测试；（3）

模拟 WEB portal 认证测试；（4）模拟校内、

校外 DNS 解析测试；（5）模拟校内应用

访问测试；（6）模拟校外应用访问测试。

在用户群体增加、应用数量增多、设

备规模扩大的趋势下，传统的网络运维管

理方法已无法高效地满足高校信息化管理

的需求。尤其是在高校智慧网络建设的大

背景之下，更要求转变传统模式，面向用

户和应用，实现自动化的智能网络运维。

本文指出了目前高校网络运维的局限性，

提出了一个面向用户和应用的高校智慧网

络的自动化网络运维模型，并对其中的关

键技术和应用场景进行了讨论。目前，国

内关于高校网络智慧化的相关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可供借鉴的案例有限。如何全

方位地构建一个稳定、安全、易维护的高

校智慧网络已成为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中的

重要课题。 （责编：王左利）

( 作者单位为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

图 2  智慧网络运维流程

图 3  端到端业务检测与故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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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又民   秦斌        

“十二五”以来，教育信息化工作坚

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

心理念，坚持应用驱动、机制创新的基本

方针，加强顶层设计、多方协同推进，各

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教师和教育行

政管理者的信息化意识与能力显著增强。

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日益凸显。随着《“互联网 +”行动计划》、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教育信

息化“十三五”规划》等有关政策密集出

台，信息化已成为国家战略，教育信息化

正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高等院校要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必须在创新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和管理模式这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目标

上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信息化已成

为破解教育改革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利

器、逐渐逼近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领域，

为教育改革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与手段。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计算

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逐步普及，教育信

息化将全面深入应用，由点及面、由单项

工作扩展到教育教学与管理的全过程，使

教学和科研服务更加个性化、管理更加精

细化、决策更加科学化。

当前全国高校进入了建设智慧校园

的新高潮，各高校的起点不同，对智慧校

园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解决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时代紧跟时代步伐的决心是同样迫切的。  

传统数字校园的建设完成了部门级的管理

应用，智慧校园是从整个学校的管理和转

型的高度出发的顶层设计，是学校整体战

略目标的落地工具。表 1 对比了数字校园

和智慧校园的整体定位。

现状和问题

智慧校园建设需要站在一个高的定位

上，要支撑教学、实验、科学研究、校园

管理和生活娱乐，一所普通综合院校的网

络流量可能远远超过西部的一座县城。随

着 5G 的普及，VR、AR 和 MR 的应用爆

发即将来临。因此对校园基础设施的规划

和布局应该具有一定前瞻性。现有的基础

设施要实现互联互通，必须照顾到当下的

应用系统，更需要考虑未来的应用发展。

数字校园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已经形成

大大小小几十个应用系统， 主要应用由

校园网承载， 但仍有大量的业务专网存

在。由于国内高校管理模式普遍存在行政

化的特点，由各业务部门自行建设的业务

专网还将在部分高校内长期存在。比如目

前国内大学校园普遍存在的 8 套网络。

1. 校园网：有线网、无线网、统一身

份认证、无感知漫游，承载了校园工作、

生活、娱乐的大部分应用，如网站、邮件、

OA、IP 电话、网上电视和视频点播都是

校园网上的应用；

2. 教学类设备网：集中运维管理平台

连接多媒体教室和会议室的中控设备、显

示设备、音响设备；

3. 视频会议 + 互动教学专网：承载校

园内的视频会议和互动智慧教室业务；

4. 考试专网：承载考场视频语音监控

录像、考场防通信作弊系统、考试语音广

播系统；

5. 财务专网： 承载校园财务系统；

6. 一卡通金融专网：承载校园一卡通

支付系统；

7. 平安校园专网：承载安防视频监控、

破解多校区网络管理痛点
摘要：针对多校区大学信息化建设中的带宽需求增长快的痛点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利用波分复用

技术对信息基础设施升级的网络架构，适用于多个校区相距较远、有交叉学科建设需要、有人员流动

需求和计划建设统一智慧校园的高校。通过分析国内高校的校园网络现状，给出了满足当前应用和未

来发展的校园传输系统的规划案例和网络拓扑示意图。

整体定位
数字校园

（部门级业务的支撑）

智慧校园

（学校级战略布局的承载）

人与人

协同提升的层面

（管理应用层面）

部门级：数字校园在管理应用层面是部

门级的，是对部门业务的支撑。 

被动支撑：完全是人工流程的数字化实

现，是对传统流程的被动支撑。 

学校级：智慧校园是从整个学校的管理和转型的高度出发的

顶层设计，是学校整体战略目标落地工具。 

主动优化：通过系统的固化和优化，对现有流程进行提升，

使得流程设计更符合应用逻辑，更切合学校战略目标的要求，

更具国际化视野，是对现有流程的主动支撑。

人对物

使用提升的层面

（设施应用层面）

设施独立：各部门设施独立建设，相互

独立。 

智能化程度低：设施智能化程度低。 

设施互联：全校设施互联互通。 

设施智能：设施智能化程度高，自动感知，智能控制，高效

运维。 

表 1  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的定位比较

2018华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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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门禁、交通车辆管理；

8. 楼宇智能专网：承载楼宇电梯管理、

动环、消防，节能等系统。

其中考试专网、金融专网、楼宇智能专

网和平安校园专网是与校园网物理隔离的，

其它网络可能是校园网上的逻辑隔离专网。

多校区的管理存在很多痛点 , 在信息

交流不通畅的时代，多个校区的师生在校

区间的交流很少，跨校区选课的学生人数

几乎为零，学生转院系换宿舍手续异常繁

琐，多校区的管理机构大量冗余。未来大

学的竞争，不光是人才的竞争，更是精细

化管理的竞争，能够高效运行的学校才能

把更多的资源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

产出更多的成果。

存在多个校区的大学，需要解决人员

和物资在不同校区间的自由流动问题，如

无感知的无线上网、校园一卡通、移动支

付、车辆管控、宿舍及办公用房调配（包

括水电费结算）、图书借阅和设备使用等。

工作学习中的各类资源使用不能因地域变

化而受限，信息不通畅阻碍了各个分校区

间的交流，尤其是很多大学不能实现跨校

区自由选修课程，学科交叉因地域而弱化。

为支持跨校区自由选课，一些学校引入了

互动教室， 多方互动式智慧教室能够将

不同校区的教室融入同一个课堂，教师在

任何一间教室讲课，在远程课堂内的学生

能够身临其境和教师实时交流，这一系统

对传输带宽提出了很高要求，尤其是大量

使用后，对校园网的带宽压力很大。

解决办法

高校信息化建设首先需要解决大学

发展所需的统一高效的信息化基础平台问

题，统一管理和运维是提供高质量服务和

网络空间安全的保证。将主校区的校园网

和各个业务专网扩展到各个分校区，实现

各个分校区和主校区的完全一体化，使用

统一的智慧校园平台。多个校区间需要高

速的数据通道互联以保证多种信息服务的

高效运行，多数业务系统按照主管部门的

要求采用物理划分独立运行和

管理以满足数据的安全性和保

密性规定。这需要大量的光纤

资源，在光纤资源逐渐紧缺且

远期成本逐步增加、学校新的

业务和分支机构不断扩张发展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光波分

传输设备来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并实现多路多种速率（如

GB/10GB/40GB/100GB）高速网

络互连环境。 

2018 年深圳大学的三校区

互联光传输系统规划了 11 种

业务类型，其中校园网（IPV4/

IPV6 网融合）采用 100G 接口

速率互联，数据灾备和云计算

（融合）采用 40GE 速率互联，

政务网、广播系统、网络监管

系统采用 GE 速率互联，校园一卡通采用

2×GE 速率互联，监控系统、视频会议和

双向音视频教学（融合）采用 10GE 速率互

联。所有接口之间的业务均是物理隔离的。

在业务保护方面，光纤线路组成环网

或建不同路由的冗余备用线路，多路由的

光纤线路网防灾，冗余的底层光纤线路， 

在传输层实现自愈保护。所有业务均采用

OLP + ODUK SNCP 保护，具备抗三次断

纤的高可靠性，具备快速恢复的高可靠性。

图 1 给出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主校区网

络拓扑示意图，图 2 为分校区的网络拓扑

示意图，通过波分设备和光纤互联（需租

用或自建裸光纤），多个校区的各种网络

都成为校园内网。网络带宽由学校控制。

便于以后各种调整。

深圳大学通过建设三校互联的光传输

系统并引入云操作系统，实现了基础设施

的融合，将三校区的数据机房有机地融为

一体，使得数据中心的数据容灾、资源共

享和能耗管理成为现实。其承载的平安校

园统一大平台将消灭掉校园冗余的监控室

30 间，节约近百人的劳务开支。三个校

区保留了一个统一出口，一组统一运维人

员，统一身份认证、上网行为管理和云计

算都架构清晰简洁，节约了大量技术人员

和设备费用。

结论

由于当前处在一个世界格局大变革的

时代，政策调整频繁、社会需求和内外部

环境日新月异，高校信息化系统的显著特

点就是业务复杂、变化快，常常伴随的问

题有：应用需求不明确，经费不能一步到

位，IT 人才流失严重，系统建设周期长等

等。应遵循“应用驱动，以架构为核心，

迭代并且增量式建设”的发展道路。智慧

校园的演进在三个层次上进行：1. 基础设

施融合；2. 数据融合；3. 应用融合，实现

最终目标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永无

止点。 通过统一规划，实现 IT 基础设施

的统一管理是长征的第一步，走完这一步

就看到了希望。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深圳大学信息中心）

图 1  主校区网络拓扑示意

图 2  分校区网络拓扑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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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服务全程可视化

——专访新华三大数据产品部部长曹言

国家《促进大数据发展纲要》提出：

“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

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数据科学和

数据工程相关专业，重点培养专业化数

据工程师等大数据专业人才。仅 2018 年

1~6 月就有 474 所高等院校获批设立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但大数据人才

培养依然面临缺教材、缺老师、生态不

完善等问题。

此外 , 高校的信息化建设经过多年发

展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与数字校园的建

设任务，各业务模块积累了大量数据，

但数据孤岛问题严重，如何共享、交换

数据，通过数据发现规律，探索教育治

理新模式，成为各高校信息化建设面临

的新挑战。

本期《中国教育网络》采访了华三

集团大数据产品部部长曹言，针对新华

三教育大数据引擎对学校人才培养、科

研发展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的影响进行

了探讨。

大数据战略的核心价值

《中国教育网络》：2018 年新华三

集团在大数据方面有何新进展？针对教育

行业，大数据战略的核心价值以及优势是

什么？

曹言：新华三从大数据平台及数据

服务提供商转型成为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

商，2018 年新华三推出了人工智能引擎，

进一步强化企业基于大数据的自动化决策

能力，新华三将行业解决方案作为接下来

的主攻方向，发布了政务、教育、公安等

行业数据引擎。

从 2013 年起，国内教育领域掀起基

于大数据技术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相

关研究的热潮，大数据的教育应用研究迅

速发展。 教育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大

数据人才培养，支撑大数据技术产业发展：

2015 年本科专业特设新专业——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2016 年 3 月公布的《高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北京大

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南大学 3 所高

校首批获批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随后第二年又有 32 所高校获批“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发展教育大

数据已成为当前推进我国教育领域深化改

革与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随着教育信息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必将加快大数据与教

育领域的深度融合。

各个行业数据价值挖掘过程中普遍存

在的四个问题：不通畅、不可用、没架构、

没价值。教育行业也不例外，新华三将每

一个引擎模块的业务逻辑根据教育行业的

特性进行了梳理，有机的呈现了从数据采

曹言
新华三集团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产品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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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教融合方面，新华三以创新技术和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为智慧校园、

教学诊改、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四大高校数字化应用提供坚实支撑。



76 中国教育网络 2019.1

集 - 存储 - 计算 - 建模 - 分析 - 可视化 -

应用开发的全流程数据服务可视化，将以

往各个产品工具的力量贯穿起来，支撑行

业数据引擎端到端的服务，满足数据以最

受欢迎的可视服务形式去交付，实现更高

效的管理。

为高校数字化应用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教育网络》：新华三在大数据

人才培养方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

的思路以及具体措施是什么？取得了哪些

成果？

曹言：在大数据人才培养方面，新华

三大学提出了建设数字化大学的产教融合

解决方案，始终坚持与院校“共同规划、

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分享”的合作

原则，以数字化大学专业建设为核心，面

向院校提供专业课程建设、“双师”培养、

实训室建设、就业服务等四大类人才培养

服务。打造产、学、研、工、创一体化的

合作模式。

在产教融合方面，新华三以创新技术

和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为智慧校园、教

学诊改、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四大高校数

字化应用提供坚实支撑。

基于“行业场景”应用，对于高职与

本科两个不同的学生群体设计了不同的人

才培养方案，知识体系覆盖数字化技术所

有领域，服务体系贯穿招生、培养到就业

各阶段。通过专业课程建设、师资培养、

实训室建设与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

更加有效、精准地培养、输送数字化人才，

实现学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截至 2017 年底，新华三大学累计培

训 15 万名学生，为 10 万多人颁发了各

类认证证书，人才联盟成员遍布全国达

到 1 万余家，获得教育部“十大影响力

认证品牌”、“高校网络技术教育杰出

贡献奖”、“校企合作奖”等数项专业

奖项的肯定。

《中国教育网络》：新华三与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联合设立“云数融合	科教

创新”基金，请介绍该项目的目标、愿景、

社会意义？

曹言：新华三与教育

部 科 技 发 展 中 心 联 合 设

立“云数融合 科教创新”

基 金 的 目 标， 一 方 面 是

使 大 数 据 科 研 创 新 方 面

有 所 突 破， 搭 建 科 研 创

新 平 台； 另 一 方 面 是 建

设大数据人才培养基地，

为 大 数 据 科 研 创 新 持 续

输送人才。

基 金 践 行 国 家、 教

育 部 关 于 产 教 融 合、 科

教 融 合、 协 调 育 人 及 双

创 等 几 方 面 的 政 策， 助

力 国 家 科 技 兴 国 战 略 的

落 地， 创 新 产 业 发 展 思

路，构建 “政产学研用”

创新生态。

希望通过师资培训、教学实训平台

+ 科研平台、优秀毕业生实习 + 就业推

荐、大数据认证证书 + 云数融合课题等

方式，实现全方位大数据人才培养、科

研创新。

《中国教育网络》：最后请您介绍新

华三教育大数据发展愿景以及未来发展

计划？

曹言：新华三教育大数据的愿景是全

方位地培养大数据人才并鼓励科研创新。

我们计划未来 5 年内助力百所本科、百所

高职建设大数据相关专业，培养大数据人

才。提供地方行业大数据项目实习机会，

同时将为学校提供企业级软硬件实验设

施、项目仿真实训环境，提升学校大数据

整体科研创新软硬件水平、教师教学水平

和学生就业水平。

未来，新华三将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

的社会责任，以深度校企合作之道，解决

数字化人才短缺，尤其是“数字工匠”的

人才荒问题。 （责编：杨燕婷）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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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破解数据孤岛
——专访西北民族大学信息化建设与服务中心主任田富鹏

近几年来，大数据在我国迅速发展，各行

各业都高度重视数据挖掘和价值分析。大数据

时代背景下，高校信息化正从数字校园建设逐

步向智能化、数据挖掘方向发展。数据分析为

高校办学决策带来新机遇和价值。数据作为学

校核心资产，对提升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高校信息化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各

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基本完备，业务应用系

统逐步完善，随之而来产生的业务数据逐渐

累积，但在数据管理上，各高校面临的问题

一直存在，如数据不开放不共享、数据孤岛

依然严重，甚至在解决数据孤岛问题的同时

诞生新数据孤岛，本期《中国教育网络》采

访了西北民族大学信息化建设与服务中心田

富鹏主任，共同探讨高校信息化建设以及破

解信息孤岛的成功实践。

教育大数据探索

《中国教育网络》：请介绍西北民族大

学以及贵校当前信息建设状况？

田富鹏：西北民族大学隶属于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1950 年 8 月正式成立西北民族学院，

2003 年 4 月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学校地处兰

州市，建有两个校区，校园总面积 1776 亩，

其中西北新村校区 359 亩，榆中校区 1417 亩；

学校现设有 28 个教学单位、3 个独立建制的科

研机构。学校扎根西北大地办大学，始终坚持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始终坚持为国家战略和

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始终

坚持把为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

得下、靠得住、干得好”的专业人才作为使命，

已培养各类人才 16 万余人。

学校信息化建设从 2000 年开始起步，

2000 年建设学校的校园网，2005 年实施校园

网络二期建设，2006 年实施学校数字化校园

一期建设项目，2015 年完成无线网络建设，

2018年实施智慧校园和大数据应用建设项目。

《中国教育网络》：“十九大”后教育

信息化进入 2.0 阶段，对此，贵校的信息化建

设采取了哪些做法，又取得了哪些可供分享

的实践经验？

田富鹏：党的“十九大”后，学校顺应新

时代、新要求，积极响应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大

形势，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高度重视，加大了

学校信息化建设投资力度，特别是于 2017 年

明确提出了建设学校大数据应用的决策。

教育大数据应用系统建设对西北民族大

学来说是第一次，系统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学

习和探究过程。

我们的做法是：一方面走出去，广泛考

察和学习。

我们先后考察过海南师范大学的大数据

应用项目建设，深入了解复旦大学、上海大学、

同济大学、湖北农业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大

数据和智慧校园建设情况，认真听取兄弟学

校的建设内容、建设经验。

特别邀请复旦大学宓詠教授给全校副科

以上干部做报告，极大鼓舞了全校信息化相

关者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积极总结本校既往信息化

工作成功经验。

高校信息化建设不是一天建成，完善的

田富鹏

西北民族大学信息化建设与服务中心主任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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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基础设施、全面的教育管理信息化

数据为智慧校园建设以及大数据应用打下

基础。

本校信息化建设取得的实践经验，主

要包括以下 3 点：

1. 校园网络硬件基础建设先行

学校高度重视校园网建设，历经 17

年的不断发展，目前两校区一张网，校区

核心环网万兆互联，校区间采用 40G 波分

设备进行互联，全网双链路，万兆到楼宇，

千兆到桌面；网络已经实现两校区有线、

无线一体化全覆盖，校园网有线信息点近

3.8 万个，无线 AP 近 6000 个，注册用户

为 39931 个；峰值在线用户数近 2 万人，

峰值在线设备数近 2.5 万台 ；三个出口总

带宽 12.8G。 

2. 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做保障

围绕着“依托技术优势、规范管理制

度和健全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针，学校正

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信息化校园安

全保障体系，力争从网络环境、应用系统

和信息资源等多方面保障校园教学、科研

和管理信息化应用的正常运行。

在制度方面学校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

组长的“西北民族大学网络信息安全领导

小组”，制定了《西北民族大学校园网络

信息监管办法》党委发 [2016]42 号、《信

息系统安全管理办法》、《数据安全规范

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

案》、《密码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

范，保障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有章可

循，有据可查”。

在技术方面建设了基于全校统一身份

认证系统的网络 Web Portal 和 802.1X 实

名认证系统、购买了 WEB 应用防护系统

（WAF）、入侵检测设备 (IPS)、漏洞扫

描系统、流量控制系统（ACE）、虚拟专

用网系统（VPN）和综合运维监控管理平

台（RIIL）。

3. 学校教育管理全面实现信息化

目前，学校已经运行多年的管理系统

有：网络办公系统、教务管理系统、学生

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理

系统、财务管理查询系统、校园一卡通系

统等贯穿学生管理、教务管理、网络办公、

设备管理的 22 个应用系统，直接支撑着

学校的日常运行，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信

息化平台。

在对全国兄弟高校大数据和智慧校园

建设状况充分调研，总结本校多年信息化

建设成功经验，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2018 年经过公开招投标，学校最终

选择新华三公司的大数据引擎方案，推出

“智慧校园及大数据应用一期建设”。

“智慧校园及大数据应用一期建设”

围绕建设有特色、高水平民族大学奋斗目

标，以学校智慧校园建设与大数据应用为

契机，努力推进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和应

用水平。在现有数字化校园建设成就的基

础上，打通各业务系统间信息孤岛，建立

学校统一数据共享中心和数据标准，建立

统一身份认证管理平台，建立个性化信息

门户和移动门户平台，通过梳理和再造服

务流程，打造学校在线服务大厅，利用大

数据分析技术，建设学校大数据管理平台，

通过该平台对存储整理后的数据进行多维

关联分析及挖掘处理，开发有关学生预警、

校情分析、招生与就业分析、上网行为分

析、网络舆情分析等各类大数据分析系统，

为学校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数据依据，为学

校领导决策分析提供数据依据。

消除信息孤岛

《中国教育网络》：在高校信息化发

展历程中，众多高校信息化建设从业者一

直致力于能消除信息孤岛，最大化利用数

据价值，在这一方面贵校又是如何做的，

取得了哪些成就？

田富鹏：消除信息孤岛问题，是一个

企业、一个大学、一个社会面临的信息化

建设大问题，也是要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向

前迈进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消除信息孤岛方面，我们和其他所

有大学一样，处于逐步摸索过程中。

确立标准、打造平台、集成数据，用

制度保障来破解数据孤岛问题是我们总结

的破解方法。

在这次智慧校园和大数据项目建设

中，首先解决了信息标准问题，建立了西

北民族大学信息标准。其次建立了学校的

数据中心和数据交换共享平台。三是集成

了现在正在使用的十一个业务系统的数

据，将学校管理方面的人、财、物数据集

中到数据中心，及时同步和更新。四是正

在准备制定《西北民族大学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办法》，用制度来保障今后新建的系

统必须符合我校的信息标准、必须和学校

的数据中心实现数据交换、必须利用学校

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系统。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我们与学校信息

化相关部门，特别是各业务部门、新华三

公司、以及该公司的当地代理商以工匠精

神积极打造每一款应用，争取让每一个应

用功能完善、数据准确、使用便捷、界面

良好，切实解决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日常

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能够起到提高

效率的作用。

《中国教育网络》：贵校最近启动了

智慧校园及大数据应用分析培训工作，该

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培训会对学校各业务

部门带来哪些帮助？

田富鹏：经过 8 个月的紧张施工与建

设，学校智慧校园及大数据应用分析一期

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为让最终的使用者

体会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与好处。

信息化建设与服务中心邀请项目建设

方新华三集团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专家对

校属各单位综合办公室主任、信息员，马

克思主义学院等 13 个学院副处级及以上

干部进行了四场培训。

以干部请假在线审批为例详细讲解如

何使用在线审批功能模块，同时也演示了

移动校园 APP 的相关操作。

通过培训，校属各单位熟悉了智慧校

园及大数据应用分析的基本操作，随着项

目即将上线运行，必将提升各单位工作效

率，进一步保障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工

作顺利开展。 （责编：杨燕婷）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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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高校的进程中，教育大数

据如何发挥其在增进教学质量、提升科研效率、加强个性化人才

培养、提高一流学科建设科学决策能力、深化校园管理服务等方

面的关键价值，成为海南大学携手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以下简

称“新华三”）共同探索的前沿课题。

全面搭建教育大数据整体架构

由于教育大数据具有碎片化、连续性、多维性、复杂性的特

点，因而虽然海南大学数据信息基础比较完善，但却依然存在业

务数据分散、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管理责任不清晰、数据无法

有效整合等不足。

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新华三以成熟完善的教育大数

据解决方案，通过从数据的总集成到数据平台、上层应用建设，

首先对海南大学各业务系统数据进行整合和治理，打破数据孤岛，

解决了不通畅、不可用、无架构等现实问题，再凭借学生版块、

教师版块、科研版块、教学版块、就业版块等大数据应用等，从

而完成从数据采集、存储、计算、建模、分析、可视化到应用开

发的闭环流程。基于新华三的大数据方案，海南大学沉淀于多个

系统的历史数据以及不断产生的新数据，得以打通并统一标准，

同时经由数据清洗、数据建模与应用分析等完整程序，以数据智

慧滋养教育智慧，充分满足学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决策、

管理等方面的大数据业务需求。

教育大数据全面助力“双一流”

在新华三教育大数据方案的支持下，海南大学的师、生、教、

研等数据价值得到了全面升级与发掘，并继而对世界“双一流学

科”高校创建工作实现了数据的反哺。

作为学校的绝对主体，数千名在校学生于教育大数据的视

野下不再是面目模糊不清的“分母”，他们的个性特点、特殊

需求、学业状况、行为特点等等变得清晰可见，在与班级行为

画像、年级行为画像、院系行为画像等叠加后，可为教师的“因

材施教”、学生管理的“对症下药”、就业指导、心理辅导等

的“应需定制”提供可能。此外，基于学生消费数据、图书借

阅数据、上网数据和门禁数据，校方还可精确识别疑似不在校

学生并及时进行干预。

面对世界“一流学科”高校的建设目标，教学与科研的跨越

显然需要来自大数据的助力。通过分析教师教学情况、科研情况、

阅读习惯、社会活动等勾勒出的教师个人综合画像，可为校方开

展教师管理，实施绩效评价、进修学习选派、选拔任用等提供精

准的决策依据。与此同时，校方还可通过深入分析教学情况、开

课数量情况、课程情况、课程成绩情况等信息，尽早发现各学科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在科研活动中，科研大数据版块的作用不可或缺。该应用借

助对国家自然基金、SCI 等科研论文数据库进行数据爬取，令海

南大学相关学科科研实力在同级别高校、同类高校学科中的竞争

力，以及竞争力之进或退一目了然，因而能帮助学校进一步优化

对学科资源的配置调度，提高对校外科研人才的引进等。

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首批入选“双一流”名单的高校，海南

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任重道远。教育大数据的全面上线，

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多方受益，显然

将帮助学校进一步加快跨越步伐，早日实现学校历史与海南教育

史上的重大突破。蓝图已绘好，未来亦可见——海南大学，前路

可期。 （责编：杨燕婷）

教育大数据助海南大学创一流学科

海南大学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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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教育大数据 
引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蜕变”

始建于 1954 年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由重庆教师进修学院、

重庆教育学院蜕变而来。作为 2012 年完成专升本的普通高等院

校，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的首要目标直指教学科研质量与人才培养

质量的跃升——而教育大数据平台与应用，显然为学校尽快达成

目标提供了重要资源与捷径。

搭建大数据平台，迈向智慧校园建设第一步

作为教育信息化企业，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以下简称

“新华三”）与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在校园大数据应用方面开展

深度合作，为学校建设了教育大数据平台和数据仓库，实现了

Hadoop+MPP 平台的部署，同时先期完成了部分大数据应用的开

发，并为未来更多基于教育大数据的价值挖掘和分析应用构建了

基础架构与高效平台。

作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智慧校园 +ADE 科研平台”的第

一期项目，大数据平台已于 2018 年下半年正式投入使用。基于

学校历年沉淀的数据与不断涌现的新数据，大数据平台在 IT 大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学生上网行为分析、图书资源管理学

情分析与运动手环数据分析等领域提供的首批数据服务，已初

步满足学校对 IT 管理、学生管理、图书管理、教学管理等方面

的需求，显著提升了学校在相关领域的决策水平、管理能力与

治理效率，同时也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提供了崭新

思路。

以学生与管理为本，教育大数据先期应用收获实效

对于以“扎根重庆基础教育、服务教师专业发展”为办

学宗旨的师范院校而言，如何帮助在校学生 - 未来重庆基础

教育的生力军，提升学习效率与专业表现是重中之重。鉴于

重庆第二师范学校对学生学习与行为管理的重视，新华三为

学校先期开发的教育大数据应用便主要围绕学生而展开。其

中，上网行为分析功能可帮助校方通过分析学生上网行为数

据，对沉迷游戏的学生进行精准识别、预警和行为干预；而

手环数据分析，则通过开展学生运动量趋势分析、各专业运

动量与平均成绩关联对比分析、学校热门建筑物轨迹分析、

性别分析等，为学生、相关教师与学校提供多维数据分析结

果与建议，有助于学生改进学习态度与方法，亦便于教师针

对学生特点“因材施教”。

而在优化校园 IT 与网络安全管理上，大数据平台亦大有所为。

依托校园整网的网络流量数据，大数据平台一方面可通过绘制网

络拓扑图，显示每条链路状态，提供链路拥塞分析，方便管理者

实时查看与监控链路流量详细情况及设备运行状态，另一方面还

能全面监测全校网络整体状态，为校方提供网络趋势监测、网络

质量监测、网络容量规划以及网络异常情况监测等多种服务。此

外，由于大数据平台支持对日志全文的毫秒级采集、解析、检索

与可视化分析等功能，从而能通过将日志和网流数据关联分析后，

对安全事件进行统计分析。

大数据平台和数据仓库的建设，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面向智

慧校园与智慧科研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未来，

新华三集团将继续携手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开展智慧项目建设，助

力学校在“蜕变”之路上奋力前行，不断取得教学、科研与人才

培养的重大突破。 （责编：杨燕婷）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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