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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走向共享共治
在美国高等教育协会 EDUCAUSE 发布的 2019 年十大 IT 议

题中，信息安全战略继续名列榜首。制定信息安全战略已成为高

等院校在 IT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学校要制定基于风险的安全战略，

从而有效地监测、响应和防范安全风险和挑战。同样，越来越多

的国内高校将信息安全工作放在所有信息化工作的首要位置，不

断健全和完善高校信息网络安全机制。

在过去的一年中，态势感知、漏洞发现、等级保护 许多新

的技术和理念正在被高校积极实践和探索着。随着网络规模和应

用的迅速扩大，网络安全威胁不断增加，单一利用某种技术，很

难解决所有问题。网络安全技术正在走向融合，有必要把安全态

势感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种技术结合在一起，从整体上动

态地反映出安全的各种状况，迅速响应和处置，提高整个校园的

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在技术之外，我们必须加大对网络安全工作信息共享和合作

的重视，以共享和合作提升教育领域整体网络安全的能力。网络

安全对于信息共享和多方合作的要求，可能是其他信息化工作所

不能比拟的。一所学校对抗黑客攻击的能力再强，也始终是弱势。

教育行业内各高校信息化建设趋势相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相

同，利害一致。如果各校自扫门前雪，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必须

走向共享共治。

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信息共享，需要我们做什么？

首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层面的合作，都要建立有序共享

的良性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在此过程中，需要实现信息交换、

标准数据结构统一、信息安全保护等，这些都是目前发展中的课题。

其次，对信息共享观念的传播。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明白，加

入网络安全信息共享这个生态系统可以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好处。

让大家明白，在这样的一种生态系统中，同行业的利益共同体之

间可以及时获取到专业的安全建议，并且可以共同分摊网络威胁

情报的收集成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网络安全的核心是“守土有责”和“合

作共赢”，所有高校网络安全相关利益者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通过彼此间的合作共享，共同推动整个高

校安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网络威胁信息共享的恐惧程度将逐

渐降低，而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最终会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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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斥资 4800 万英镑发展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

近日，英国科研与创新署（UKRI）发布了新的人工智能和数

据科学资助计划，拟通过战略重点基金斥资 4800 万英镑，从而改

变工程、城市规划和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发展。有如下主要项目：

与机器一起生活。UKRI 将投资 920 万英镑支持 Living with 

Machines 项目。该项目为期 5 年，通过汇集大规模的数字馆藏和

先进的数据科学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将设计新的研究方法，彻底

改变历史资源的分析方式等。

工程、健康及社会发展领域的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UKRI 将

提供 3930 万英镑的资助，旨在达成以下目标：在工程和城市规划

领域发展“数字双胞胎”技术；在健康领域，通过机器学习来协

助疾病的检测等。

（来源：英国科研与创新署）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AI 编出以假乱真新闻 

据 MIT Technology Review 近日报道，非营利性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开发了一种算法，仅需寥寥数个单词，算法就能据此生

成出一条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新闻来。该团队计划只向公众提供

软件的简化版。

OpenAI 公布了软件编写新闻的过程。研究人员给软件提供

如下信息：“一节装载受控核材料的火车车厢今天在 Cincinnati

被盗，下落不明。”以此作为基础，软件编写出由 7 个段落组成

的新闻，软件还引述政府官员的话语，只是这些信息全是假的。

幸运的是，这项技术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它所撰述的

故事要么是抄袭要么能明显看出异常，只是偶尔碰巧几乎与真实

新闻无异。

（来源 : MIT Technology Review）

GSMA 要求欧洲保障网络安全
和电信基础设施供应竞争力

近日，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协会）在其官网发布了呼吁欧洲

保障网络安全和电信基础设施供应

竞争力的声明。

GSMA 成立于 1987 年，是全球

移动通信领域的行业组织，目前其

成员已包括 220 个国家的近 800 家移

动运营商以及 230 多家更为广泛的移

动生态系统中的企业。

GSMA 认为，欧洲各国政策制定

者过去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妨碍

了诸多网络领域（接入、传输和核心）

的设备供应，增加了欧洲运营商、

企业和公民的成本。如果继续如此，

将导致欧洲 5G 部署延后数年，并且

可能会危及当前 4G 网络的运营，也

因此可能导致欧洲消费者和企业落

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在声明中强调说，“从本质

上说，5G 是 4G 标准的演进，在时

延、速度和安全方面拥有更强大的

特性。”声明还透露，欧洲移动运

营商已经准备好与政策制定者合作，

目前可就部分风险应对措施达成共

识，尤其是助力欧洲建立一个通用、

一致和基于共识的保障、测试和验

证机制。

（来源：GSMA 官网）

MIT 开发人脸辨识 AI  可自动减少种族差异影响

MIT 的 CSAIL（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目前正试图

打造一套方案，他们希望用新的算法来自动减少训练数据中的种

族影响，从而达到进一步提升人脸辨识 AI 适用范围的目的。据称，

该方案会先对数据进行扫描，在确定其倾向性后会再重新采样，

以确保数据能恰当覆盖到不同性别、肤色的人种。

虽然在现阶段这套方案还没法完全消除相关的影响，但其效

果似乎已经非常显著。经过 MIT 的测试，它在不影响识别准确率

的同时，可以减少 60% 的分类倾向。此外其效率也较一般方案更

高，在进行大型数据搜集等任务时尤其能节省时间。

（来源 : MI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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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日 前， 教 育 部 发 布 2018 年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基本情况“成绩单”。数据显示，全国共购置

数字教育资源 1428 万 GB，计算机 510 多万台，

90% 以 上 的 中 小 学 实 现 网 络 接 入， 不 少 农 村 孩

子也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着互联网教育带来的

红利。

34 万

日前，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发布了首

份《2019技术趋势——人工智能报告》。报告显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人工智能出现以来至 2016 年，科

研人员已提交超过 34 万份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

而这其中的专利超过半数是 2013 年以后公开的。其

中，在国别专利总申请量方面，美国、中国、日本

排在前三位。

801

近日，教育部发布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认定结果，北京大学“慕课问道”等 801 门课

程通过认定。按照要求，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的课程，自认定结果公布起应面向高校和

社会学习者开放，并提供不少于 5 年的教学服务。

201

全球移动设备供应商协会（GSA）的最新报告

显示，截至 2019 年 1 月中旬，全球 83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01 家运营商对 5G 移动网络和 5G 固定无

线接入（FWA）网络进行了投资，有 11 家运营商宣

布推出了有限的 5G 服务（含移动服务和 FWA 服务）。

14 亿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测，到 2025 年全球

5G 连接数量将达到 14 亿个。未来 15 年间，5G 将

为全球经济增加 2.2 万亿美元产值。

目前一些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芯片主要还是基于

GPU、CPU、FPGA、ASIC 等，面向图像、语音识别，以及神

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等专项弱人工智能。要提高计算机

系统的智商，应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同时发力，其中研发

更为通用的相似计算单元 SPU，是跨越逻辑思维与非逻辑

思维鸿沟的核心单元。

在近日举行的东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

院成立仪式暨人工智能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

平发表观点。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教育的根本性

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教育的组织体系、服务方式、人才培

养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如何用科学方法来解决教育领

域的基础性问题、如何用新方法认识教育规律，这些都是教

育界面临的时代命题。而推动高校、研究机构乃至整个教育

领域通过组建多学科研究团队，形成学科深度交叉，无疑有

利于形成多方合力，找准科学问题，破解时代难题。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副 校 长 陈 丽 在 近 日 召 开 的 科 学 基 金

F0701（代码）资助管理工作研讨会上如是表示。

各国通信产业界应共同努力，维护公平、公正、透明的

发展环境，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促进产业良性竞争，

共同营造全球移动通信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各国应秉

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构建全球化的 5G 产业链，

保障网络基础设施安全，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发展与应

用，不断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在近日召开的世界移动通

信大会上发表观点。

《声音 数字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教育的真谛，就是当

人忘记一切所学之后剩下

的东西。知识、理论可能

会忘记，但浸入心脑的科

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

精神却能长久留存。现在流行的 STEAM 教育的核心就不是强

调学科的分工，而是要培养跨学科的综合能力，是要教学生

具有结构知识和建构的能力。

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在接受采访时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给

教育带来的影响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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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共分为战略背景、总体思路、

战略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五个部分。

总体目标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

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

到 2020 年，全面实现“十三五”发

展目标，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

增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

增加，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在此基础

上，再经过 15 年努力，到 2035 年，总体

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

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

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

坚实基础。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是：建

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普

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

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

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

显提升，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战略任务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聚焦教育

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

十大战略任务：

一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二是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

优质教育。

三是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

及。以农村为重点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水平，

建立更为完善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园

体制和投入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园，加快

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四是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

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建立学校标准化建

设长效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

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完善

招生入学、弹性学习及继续教育制度，畅

通转换渠道。

六是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

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建立完

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引导高

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持续推动地

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

七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师德师风

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推动师德

建设长效化、制度化。

八是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

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

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

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

九是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

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

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

十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高教育法治化水平，构建完备的

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学校办学法律支

持体系等。

实施路径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实施路径：

一是总体规划，分区推进。在国家

教育现代化总体规划框架下，推动各地从

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教育现代化规划，

形成一地一案、分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生

动局面。二是细化目标，分步推进。科学

设计和进一步细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

划周期内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和重点任

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教育现代化。三

是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完善区域教育发

展协作机制和教育对口支援机制，深入实

施东西部协作，推动不同地区协同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四是改革先行，系统推进。

充分发挥基层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鼓励大胆探索、积极改革创

新，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

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保障措施

为确保教育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实现，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三个方

面的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各级党委要把教育改革发展纳入议事日程，

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教育现代化。

二是完善教育现代化投入支撑体制。

健全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

效机制，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

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4%。

三是完善落实机制。建立协同规划机制、

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建立教育发展监

测评价机制和督导问责机制，全方位协同推

进教育现代化，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主

动参与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发布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利用信息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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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日前，为期三天的教育部“三区三州”

中小学校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首期培训

班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启动。

本次培训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和云南

省教育厅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

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承办，中

国移动云南省分公司、云南省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教育局、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中心协办。

本次培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部署，宣传教育信息化方针

政策，提升中小学校长制定学校教育信息

化建设规划、实施新技术驱动教育改革、

推动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建设

数字校园和发展“互联网 + 教育”的能力。

来自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四个县的 117 名中

小学校长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培训，围绕九

大主题学习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政策和相关

知识，探索信息化促进学校发展的路径。

培训会上，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

李楠通过网络视频寄语首期学员。他表示，

校长是学校信息化发展的顶层设计者，是

学校信息化工作的带头人、组织者和践行

者。他指出，通过培训提升中小学校长信

息化领导力是促进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与

创新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部在今后五年

内将持续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

云南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处长雷韬表

示，本次培训以提升校长信息化素养和应

用能力为核心，抓住了当地教育信息化的

发展重点。他希望，未来能够引进更多有

针对性的、实用的优质教育资源，以推动

怒江州乃至云南省的教育

信息化发展。

此次培训聘请来自北

京、天津、浙江、云南等

地的高校、中小学、研究

机构、信息化系统等单位

的专家，围绕学校信息化

规划、数字校园建设与应

用、信息化教学模式、移

动学习、创客教育、智慧

教育、师生信息素养提升、

扩大优质资源覆盖、信息

化管理等领域的相关问题

为学员授课。

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

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长江学者”

黄荣怀教授与参训校长共同探讨了“信息

化如何有效促进学校发展”这一问题；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克抗通过网络连线与

学员们探讨如何运用信息化教育创新理

论大幅提升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清华大学《现

代教育技术》杂志副主编宋述强分享了“数

字校园”解决方案与应用案例；中央电教

馆付涛介绍了校本资源建设与国家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天津市和平区教育信息

化管理中心主任卢冬梅介绍了多个实用性

强、简单易学的教学应用；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跃良教授从大数据

在教学中的应用入手，介绍了智慧教育与

教师专业发展；云南师范大学民族教育重

点实验室教授赵波和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庄榕霞分别通过现场授课和网络直播分

析了信息化时代学生的学习特征与学习方

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崔光佐分享了中小

学创新能力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傅骞讲解了普适

型创客教育的理念与实施方法。

培训期间，校长们围绕“信息化如何

促进学校发展”这一问题，分组进行了深

入研讨，并通过小组协作学习、研讨会、

工作坊、直播、学习社区、现场观摩等多

种形式的交流，深化了对教育信息化的认

识，拓展了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思路，明确

了促进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工作目标。

据悉，本次“送培到家”活动是《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八大行动之一“网

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的重要落地项目。

未来，针对“三区三州”中小学校长教育

信息化的专题培训将持续推进。

（供稿：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

提升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教育部开启“送培到家”活动

教育部“三区三州”中小学校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在云南怒江州启动

学员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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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从生态环境看互联网治理

中 国 教 育 网 讯  近 日， 清

华大学网络科学和网络空间研

究院与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APNIC） 举 行 了 交 流 活 动。

APNIC 主席 Paul Wilson、APNIC

基金会总裁 Duncan Macintosh、

APNIC 注册服务经理潘广亮到访

清华大学。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

清华大学李星教授致辞，对 Paul Wilson 一行人员的到来表示欢迎。

Paul Wilson 以“从生态环境看互联网治理”为主题分享了

精彩的报告。北京邮电大学马严教授、清华大学网络科学和网

络空间研究院的众多师生聆听了本次报告，并与 Paul Wilson 进

行了互动交流。

Paul Wilson 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引，论及互联网生态系统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指出，自然环境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

人类生活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诸多改变和破坏；而互联网

环境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由许多网络构成的巨大网

络，就如同自然界的生态扩张一样。同时，互联网也是整个地

球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整个地球生态中如何让每一个

成员共同发展、互相制约并保持平衡，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

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环境，是人类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他提到，互联网目前拥有很多标准，任何人都可以实现

这些标准，也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互联网是面向大众开放

的。正如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AB）主席所说，互联网治理

是要保证互联网开放、协作、互联的任务。但是互联网同样

需要管理，政府与民间机构在其中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非常

重要。如何通过良好的手段、机制与方式实现互联网治理，

让互联网更好的发展，从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将是他们一

直关注的主题。

APNIC 作为全球五个地区性互联网注册机构（RIR）之一，

主要负责亚太地区互联网号码（IP 地址和 AS 号码）的分配管

理及相关政策制定，开展互联网相关技术和政策知识的教育

培训等，从而推动亚太地区互联网普及发展与社群参与。Paul 

Wilson 不仅是 APNIC 的常任管理人员，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担

任重要角色，他还在推动美国政府将互联网的管理权移交给互

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与互联网国际化方面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PNIC 主席 Paul Wilson 访问清华并发表演讲

APNIC 主席 Paul Wilson

日前，教育部发布《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提出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包括

加大投入力度夯实教育发展基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坚决破

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提

师道尊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等六大部分。

《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中指出，2019 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开局

之年，是教育系统深入实施“奋进之笔”，攻坚克难、狠抓落

实的重要一年。

教育工作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教育现代

化 2035 和五年实施方案，坚持发展抓公平、改革抓体制、安

全抓责任、整体抓质量、保证抓党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2019 年工作要点在鲜明位置提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同时提出目标任务，推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

提升师生信息素养。

具体工作措施为 :

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研究中国智能教育发展方

案。推进学校联网攻坚行动，力争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

达到 97% 以上、出口带宽达到 100Mbps( 兆 / 秒 ) 以上。完善

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深入开展“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有序推进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启动“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建立数字化资源进校园监管

机制推动“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建设。启动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召开中国慕课大会。出台《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办法》。推动更多高校课程在国

际著名课程平台上线。系统推进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建设工作。

教育部发布 2019 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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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署名为“南京华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牟承晋”的一组网文：《事

实胜于雄辩——因特网领域“两个中国”辨析》、《再谈事实胜于雄辩 ——IPV9创新与科技界打假》和《三谈事实胜于雄辩 ——

美、中 IPv6 部署和应用状态辨析》，为 IPV9 鼓与呼。

众所周知，当前全面推动下一代互联网 IPv6 大规模部署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IPV9”再一次发声，不过是其“蹭

热点”的惯用伎俩，不足为奇。但是牟文列举的所谓“事实”，严重断章取义、恶意混淆视听，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为

正视听，亦为彰显科学之严肃性，本刊刊出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撰文以供读者了解事实。

文 / 首席主笔  张彤

日前，一篇署名牟承晋的《事实胜

于雄辩——因特网领域“两个中国”辨析》

的文章在坊间流传，造成大范围读者的

误解和担忧，特别是对 CNNIC 的无端指

责，给我国互联网的管理秩序和我国在

世界互联网领域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

影响。

无端指责CNNIC制造“两个中国”

该文章称：作为中央网信办直属的

我国互联网主要管理机构，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 CNNIC，对因特网领域长期存

在的“两个中国”问题“从未公开提出过

异议，党和国家各主管部门也从未因此发

声”，致使“TWNIC 的因特网‘国家级

注册机构 NIR’的地位和身份一直没有改

变，TWNIC 迄今仍然是亚太网络信息中

心 7 个国家级注册机构 NIR 之一”。作者

甚至质问 CNNIC“是毫不知情、不了解情

况，还是有人故意瞒天过海”？言外之意

是 CNNIC 在有意制造互联网领域“两个

中国”？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简

称 CNNIC，于 1997 年 6 月 3 日组建，现

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属事业单位，

行使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职责。

作为中国信息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建

设者、运行者和管理者，CNNIC 负责国家

网络基础资源的运行管理和服务，承担国

家网络基础资源的技术研发并保障安全，

开展互联网发展研究并提供咨询，促进全

球互联网开放合作和技术交流，是中国和

世界互联网基础设施资源管理的重要权威

机构之一。

CNNIC 的上级领导单位是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而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是中国共产党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

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前身

是 2014 年成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当时的组长是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副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该小组成立时的 22 名成员中，包括了 12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余 10 名成员全部

为正部级官员。牟文说这样一个机构蓄意

制造“两个中国”，等于是指责中国的最

高领导层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指责国

家最高领导人间接支持了“台独”，这个

玩笑是不是开得有点过？

混淆“国家”与“经济体”，  
无知者真的无畏

牟文中对 CNNIC 的指责，一个关键

点是互联网 .tw 和 .cn 域名的同时存在。

CNNIC 是负责我国域名注册管理和域名

根服务器运行的机构，负责运行和管理国

家顶级域名 .cn、中文域名系统，以专业

技术为全球用户提供不间断的域名注册、

域名解析和 WHOIS 查询等服务。同时，

作为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APNIC）的

国家级 IP 地址注册机构成员（NIR），以

CNNIC 为召集单位的 IP 地址分配联盟，

负责为我国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和

网络用户提供 IP 地址和 AS 号码的分配管

理服务，积极推动我国向以 IPv6 为代表

的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过渡。

以 .tw 和 .cn 为由，攻击 CNNIC 制造

两个中国，打击 CNNIC 的同时，又对我

国当前全面推动 IPv6 规模部署战略造成

互联网存在“两个中国”？是无知还是抹黑？

政策与焦点·观察

混淆“国家”与“经济体”概念，若按这种错误说法，“.hk”岂不也不属于中国 ?

从生态环境看互联网治理
APNIC 主席 Paul Wilson 访问清华并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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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可谓一箭双雕。因此作者编造了我

国工信部 2009 年与 ICANN 就台湾问题达

成“共识”的说法。但作者又说，这个所

谓“共识”，“在 TWNIC 与 CNNIC 各自

发布的大事记以及 APNIC、ICANN 公布

的官方文档中都没有记载和披露；任何媒

体也从未有过任何报道。ICANN 的政府咨

询委员会 GAC 在 2009 年发布的墨西哥公

报和澳洲悉尼公报等，也都没有就此做出

任何解释和说明”，不知当时作者是否自

己参与其中，否则将这种没有任何来源的

消息作为论据，难免有无中生有又欲盖弥

彰之嫌。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马严认为：牟文

罔顾事实。文章不理解对 NIR 的定义，

APNIC 网站明确表明 NIR 包括国家或地

区（经济体）“Country or Economy”。但

在牟文中只强调了国家的概念，故意忽略

“Economy”，试图将技术问题政治化、

标 签 化。 关 于“ 我 国 工 信 部 2009 年 与

ICANN 就台湾问题达成‘共识’的说法，

在 TWNIC 与 CNNIC 各自发布的大事记及

APNIC、ICANN 公布的官方文档中都没有

记载和披露”的内容，是恶意传播虚假信

息，或者是故意混淆概念、混淆视听。

在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域名列表

里，.tw 域名后面明确标注了台湾是中国

的一个省。在 APNIC 官网明确标示 tw 为

Economy，同样符合我国相关政策。因此

根本不存在牟文中所说的“两个中国”

问题。

其实，在 ISO 和 APNIC 的国家域名

列表中，不仅有 .tw 还有 .hk（香港）和 .mo

（澳门）的顶级域名存在，按照牟文的逻

辑就不只是“两个中国”，而是“四个中

国”，实在骇人听闻。马严指出，按照国

际域名管理机构的现行规定，国家域名是

由两个英文字母所组成，比如：代表中国

大陆的是 .cn ，代表美国的是 .us ，代表

欧盟的是 .eu 等等。但按照严格意义来说，

国别域名现在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范畴，

根据 ICANN 已经开放的 249 个国别域名

后缀显示，除“国家”以外，现在的国别

域名包含了如下的几层意思：

1. 主权国家的域名后缀，例如 .cn( 中

国大陆 ) .us( 美国 ) .de( 德国 ) .uk( 英国 ) 

.fr( 法国 ) 等 ;

2. 国 家 共 同 体 的 域 名 后 缀， 例 如 

.eu( 欧盟 )；

3. 主权国家特别区域的域名后缀，例

如 .hk( 香港 ) .mo( 澳门 ) .tw( 台湾 ) .gi( 直

布罗陀 ) 等 ;

4. 主权国家的海外领土的域名后缀，

通常是一些偏远小岛，例如 .im( 英属人岛 ) 

.as( 美属萨摩亚 ) .gf( 法属圭亚那 ) 等 ;

5. 某些特定区域集合体的域名后缀，

例如 .io( 英国印度洋属地 ) .tf( 法国南半球

属地 ) .um( 美国偏远小岛 );

6. 其 他 区 域 地 的 域 名 后 缀， 例 如 

.aq( 南极洲 )。

歪曲历史和国际准则

马严指出，历史问题也是导致这一

问题被广泛误解、误传的原因之一。历史

上，中国大陆接入互联网是晚于台湾地区

的，大陆是 1994 年接入全球互联网（澳

门地区同年接入互联网），而台湾地区、

香港地区在 1990 年都已经接入互联网。

因此，“1994 年以前 .cn 域名并不在中国

大陆。此后，.cn 域名是钱天白教授从德

国带回中国，并交由中国科学院管理的”。

在 1994 年后，大陆已经是 ISO 国际标准

化组织的唯一中国官方代表，台湾地区只

是中国的一个省。质疑 .tw 就是在质疑国

际标准化组织，质疑国际准则。纠缠这个

问题，就好像“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主权国

家，所以中国人去美国需要签证，但是大

陆公民去香港特区需要港澳通行证，这难

道也是两个中国？”

作者显然是罔顾历史，歪曲事实，以

“爱国、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借

口，从“阴谋论”、“威胁论”的角度搬

弄是非、制造混乱、哗众取宠，挑动不明

真相的群众，煽动民粹主义和民族情绪，

再利用舆论，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敲

诈”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目的。

将“平等原则”硬说成“主权威胁”

牟文指责，“在 ICANN 内部 TWNIC 与

CNNIC 平起平坐，是‘两个中国’。这是一

种极易在民众认识上造成混乱的做法”。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

地区域 行业域

根

域名 域

cn

com edu ae net

21cn tsinghua ihep

www ibm330

cs eng eng

www

jp uk hk gov edu com mil

yale sun

uk

顶级域

二级域

三级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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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国别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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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集合了全球网络界商业、技术及学

术各领域专家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负责

互联网协议（IP）地址的空间分配、协议

标识符的指派、通用顶级域名（gTLD）以

及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ccTLD）系统的

管理、以及根服务器系统的管理。ICANN

负责协调管理 DNS 各技术要素以确保普

遍可解析性，使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能够

找到有效的地址。它是通过监督互联网运

作当中独特的技术标识符的分配以及顶级

域名（如“.com”“.info”等）的授权来

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联系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

的国际组织，ICANN 致力于维护互联网

运行的稳定性、促进竞争，广泛代表全球

互联网组织，通过自下而上和基于一致意

见的程序制定与其使命相一致的政策。在

ICANN 的框架中，政府和国际条约组织与

致力于建造维护互联网的企业、团体以及

专家保持着伙伴关系。ICANN 的成员通过

共同合作、平等协商来解决那些与 ICANN

技术协调使命直接相关的问题。本着尽最

大能力自我规范的原则，ICANN 也许是互

联网团体各要素通力协作的先驱典范。来

自于个人用户组织的咨询委员会和各技术

团体与支持组织合作，以制定适宜有效的

政策。

按照以上的描述，ICANN 实际上是

一个国际化的民间组织，采用纯民间国际

交流和协商机制，基于一致性原则解决互

联网相关的问题。ICANN 是一个单纯的互

联网地址资源管理机构，任何组织机构甚

至公司、个人只要从事相关的业务，都可

能成为 ICANN 中可以“平起平坐”的成员。

ICANN 的成员身份，没有政府职能和政治

意义，不行使任何政府主权，没有任何政

治的目的和操作。换句话说，在 ICANN

中代表中国的，全部是也只能是中国大陆

人员，他们代表 8 亿网民，与世界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网民，彼此接触、沟通、交流，

互相了解，促进互联网的问题得到让所有

人满意的解决，这其中根本不涉及“政治”

问题或者“主权”问题。

开放的互联网才是解决          
“两个中国”的关键

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加

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

势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

动权。”

牟文却说互联网领域“两个权利、

地位对等”的“国家级注册机构 NIR”

长期共存就是“两个中国”，并且强调

这种共处“模糊和冲击了互联网治理的

地缘政治，掩盖与混淆了界定网际监控

的逻辑边界、物理边界和感知边界，突

破了中国网络空间的主权原则和安全底

线，明显助长了‘台独’的气焰，为营

造与活跃网络空间‘台独’生态提供了

重要的网络基础资源和条件”，这是对

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严重歪曲和

公然挑衅，是对互联网领域国际原则和

议事规则的无知与亵渎。

互联网非但不是“两个中国”的策源

地，相反是两岸最重要的交流和合作平台。

在互联网国际规则中，努力接触和沟通才

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贡献越多才有更多

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借助互联网与台湾地

区经常对话加深了解与互信；努力对台湾

地区施加正向影响力，和平相处，共同发

展，最终必然促进两岸关系的共性与繁荣，

加速祖国的和平统一。

台湾地区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发展

空间是常见行为，本无可厚非，但牟承

晋以“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这样的官方身份，恶意错

用来源，一边批判 ICANN 和中国政府及

相关机构无视 TWNIC 的“国家地位”，

致使其大搞“网路外交”、“数位外交”、

“地缘政治”，又自己长篇引用台湾地方

政府文件、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互联网机

构负责人讲话、台湾地区网络域名管理机

构官方网站内容，文中甚至有“台湾官方

公布的《台湾网路大典》，明确将‘台湾

网路资讯中心’归类为‘台湾政府机构’”

的说法。不惜使用“台湾政府”、“台湾

官方”等台独字眼。大篇幅在媒体上公开

引用和传播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总统

新年讲话”，“台湾官方说法”等内容，

实际起到了为台独站台、混淆视听、推波

助澜的作用。

作者“强调国际对峙和冲突，忽视国

际合作共同发展”的典型“冷战思维”，

与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峰

会上提出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让铸剑为犁、

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

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严重背

道而驰。让这样的内容广泛流传网络，将

贻害国家，后患无穷。

ICANN 的成员通过共同合作、平等协

商来解决那些与 ICANN 技术协调使命

直接相关的问题。本着尽最大能力自我

规范的原则，ICANN 也许是互联网团

体各要素通力协作的先驱典范。

政策与焦点·观察



12 中国教育网络 2019.2-3

文 / 首席主笔  张彤

牟承晋的《再谈事实胜于雄辩——

IPV9 创新与科技界打假》讲了两件事：

一是着力鼓吹 IPV9 对未来互联网研究的

重要贡献，是我国网络产业、网络安全创

新发展的唯一出路。二是强调对 IPV9 的

“打假”，是中国整个科技界的无知、狭

隘、偏见，是不公允不正派的“本本主义”

和“不正之风”，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大

错”。真的是这样吗？

“十进制网络”无创新可言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 IPV9 到底有哪些

“贡献”。IPV9 对外发布的技术内容核

心是其获得的两项专利：联网计算机用十

进制算法分配计算机地址的总体分配方法

(CN02135182.6) 和采用数字码给上网计算

机分配地址方法 (CN98122785.6)。这两项

专利的核心技术是“十进制网络”。主要

知识产权在于使用“十进制”的地址编码

方式，即用 0~9 的阿拉伯数字作为 IP 地

址的唯一标识，并将十进制作为网络地址

文本的表示方法。

技术层面，现有的互联网体系采用的

是分层结构，其中 IP 地址作用在网络层

和传输层，域名地址作用在应用层，MAC

地址作用在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这些地

址所采用的格式都是标准和各种协议支持

的。其中除了域名地址以外，其他的都是

二进制数字，但是在表示时，我们可能见

到过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域名地址除了特

殊的根域名，其余的位置本身都可以采用

纯数字，如 163.com。其他的地址中出现

的字母是十六进制表示的方法。因此所谓

的“采用全数字编码为计算机分配地址”

本质是把现有 IP 地址对应字母的换一组

数字而已，根本无创新可言。

“数字域名”纯属多此一举

IPV9 另一个关键概念是“数字域名”，

其最核心的变化是域名地址的“十进制”

表达，所有网址都以一串绝对数字存在。

IPV9 用户通过输入类似于今天人们常用

的“电话号码”来登录和访问网站。数字

域名如“123456”取代 www.abc.com 类的

域名，实属多此一举，域名不过是 IP 地

址的代号，其本意是为了方便人们记忆。

在访问网络时，服务器将 IP 地址映射成

域名，用户输入域名，然后，服务器对域

名进行解析，再转换回 IP 地址。IPV9 把域

名换回数字，数字域名显然不便记忆，可

以想象，人们使用类似“电话号码”的数

字域名上网，先要像查字典一样，检索数

字域名地址“黄页”，然后再挨个输入一

长串数字，这将严重影响上网体验。

清华大学教授李星认为，在技术上，

IPV9 在协议层仍然使用的是 IPv4、IPv6

的底层技术，不同的只是域名的表达方式。

IPV9 的包头结构与 IPv6 几乎是一样的，

区别只是将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从 16 位

增加到 2048 位，其他的几乎全部是山寨

IPv6。另外，IPV9 在数据包传输上增加了

时间戳，以决定什么时间传输的数据包是

有效的，还加了一个鉴别码的设计，以解

决数据包加密的问题。这些所谓的技术创

新不过是常用的方式，既没有先进性，也

没有独创性，根本可有可无，无所谓创新，

更谈不上自主。因此，所谓的数字域名专

利，是申请人不懂互联网的体系结构，不

明白 IP 地址和 MAC 地址中字母的含义，

不明白域名产生的原因，所“研发”的一

种“实用新型”而已。

IPV9 的专利申请不禁让人联想起历

史上一项著名的奇怪专利“Impulsoria”。

Impulsoria 主要是由在跑步机上的马驱动

的，这种设备被认为比蒸汽机车便宜得多，

因此曾经真实投入生产，成车动力 2 到 4

奇怪的专利“Impulsoria”

政策与焦点·观察

打假 IPV9：“伪创新”背后充满谎言

“数字域名”不是互联网，而是多此一举，“断网保安全”也只是一厢情愿，这样的“伪创新”必须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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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最高以每小时 20 英里的速度行驶。

这一类的专利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并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一厢情愿的拿美国“专利”说事

互联网协议的代际分割只能从互联网

的传输格式进行划分，如果传输格式没有

变化，互联网的本质就没有改变。牟承晋

鼓吹的“革命性技术创新”的专利以及得

到美国联邦专利与商标局正式授权，并不

意味着这个专利会被推广使用，美国专利

局仅仅是承诺对一项专利给予保护，对于

其能否应用在实际的场景中并不关心，也

不意味着美国肯定和承认 IPV9。《采用

全数字编码为计算机分配地址》终究只能

像牟文中自己所说的，是一个技术构想而

已，完全不可能融入到现有的互联网体系

结构中去。至于作者认为美国已经支持了

IPV9，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IPV9 的“[”和“:”，是缺乏
基本常识的沾沾自喜

牟文宣称：“谢建平技术团队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起步研发 IPV9 后，很快就

发现中文和英文冒号的细微区别所产生的

影响，并认真剖析了这个问题。通过重新

编码、定义和编程，反复实验、探索，较

早选择和确定采用‘[’和‘]’为 IPV9 的

安全分隔符，并率先获得版权（著作权）”。

据此，牟承晋提出从公开采用和获得著作

权的时间顺序来看，IPv6 有盗版、剽窃

IPV9 知识产权的嫌疑。

首先，文中所谓的“中文冒号和英文

冒号的碰撞”，不知从何谈起？美国在研

发 IPv6 过程中，为什么要使用中文字库

和输入法？为什么一定要选用“中文”的

冒号作为分隔符？众所周知，IP 地址端口

号前面的冒号是 ASCII 码，中文冒号根本

无法识别。“碰撞”说显然是作者缺乏计

算机科学常识的表现。

“[”和“]”的引入，是因为 IPv6 的

IP 地址格式中的“:”，与端口号前面采

用的是同样的符号。为了避免端口号被

误认为是 IPv6 的 IP 地址的一部分，才使

用“[ ]”进行分隔。这是 RFC 在修订过

程中的一个必要过程，且 RFC2396 中方

括号的运用根本不是文中所提到的分隔

符。RFC2396 文档中明确定义“为了在一

个 URL 中使用一个文本 IPv6 地址，文本

地址应该用符号‘[’和‘]’来封闭。”

文档包括了一个对在 RFC2396[URL] 被定

义的统一资源标识符中的一般性语法的更

新。为了这个预定目标，该文档明确定义

了 IPv6 地址的语法规则并允许在统一资

源标识符中使用“[”和“]”符号。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李 星 在 认 真 研 究 了

IPV9 的有关资料后指出，中国 IPV9 与

IETF 对外公布的 RFC1606 中的 IPV9 以及

RFC1347 中的 TUBA 没有任何直接的技术

关联，更多是概念上的盗用。互联网倡导

的是开放的、以标准为主的发展思路。而

中国 IPV9 强调自成体系，以专利为主，

这明显有违于 IETF 的宗旨，所以目前的

中国 IPV9 不可能是国际认可的 IETF 的

IPv9。另外，中国 IPV9 既不承认 IETF 的

游戏规则，又要盗用 IETF 的协议编号，

冒充国际标准，有混淆视听的嫌疑。

伪创新与伪安全才真正该被打假

IPV9 到底有没有创新？ IPV9 公布的

技术细节包括：IPV9 采用 256 位地址；

IPV9 采用分层的地址结构，包括地址类

别、顶级聚合、下一级聚合、站点聚合和

主机标识等方案；IPV9 协议的安全性通

过支持 IPSec 系列协议实现；IPV9 支持

QoS；同时支持多路由协议。

描述一个网络协议最关键的问题是报

文格式、地址和路由结构。从以上描述的

IPV9 的技术细节可以看出，除了作者异

想天开地把地址长度从 IPv6 的 128 位延

长到 256 位，包头的信源和信宿地址相应

必须延长。IPV9 相比 IPv6 的 RFC 2460 以

及其他相关 RFC，没有任何创新。

但 是，IPv6 的 包 头 是 40 个 字 节，

其中的 32 字节都是用于放置信源和信宿

地址的，已经占用了 80% 的报头开销。

IPV9 采用 256 位地址，至少要有 64 字节

的信源信宿地址，加上其他的内容，IPV9

的开销相当大，这个协议如何工作？

数字游戏很容易，但科学研究是系统

工程，需要通过严谨的工程设计和测试，

更需要经得起大规模应用的检验，这是问

题的关键，也是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民间

发明”本质的区别。

斯诺登事件使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全世

界的焦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吴建平指出，互联网体系结构受制于人

是没有网络安全可言的。真正解决问题的

途径只能是深化对互联网体系结构的了解，

优化设计结构，通过对关键变量实现合理

控制，使网络安全体系得到本质的改善。

互联网体系结构非常复杂，RFC1958

规定了互联网的基本设计原则，包括 :

网络协议必须适应异种机之间的互联。

选择某一个方法（靠标准 )。

具有很好的扩展性。

性能、成本和所能实现的功能的平衡点。

保持简单性。

模块化。

不要等待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尽量避免选项和参数。

在发送时应严格，在接收时应宽容。

小心处理自己没有请求而收到的分组。

避免循环依赖性。

对象应该能够自我描述。必须使用由

IANA 授权所使用的编码。

任何协议都应使用统一术语、注释、

比特和字节顺序。

只有当几个能够运行的程序实现后，

Internet 的协议才能成为标准。

RFC1958 明确了互联网是一个不断演进

发展的网络，很难“一张蓝图绘到底”，因

此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就必须有发展的眼

光，以发展促和谐。吴建平指出，互联网安

全问题是由现有网络的体系结构设计缺陷造

成的，因此网络空间安全与互联网体系结构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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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生的关系，从互联网体系结构入手解决网

络安全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例如一直困扰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安全隐

患“IPv4 网络地址无法溯源”问题，从互

联网体系结构入手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IPv6 的真实源地址认证技术，可以有效实现

全网真实源地址验证与数据溯源，IETF 的

RFC5210 是我国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的“基于

真实 IPv6 源地址的网络寻址体系结构”，也

是在非中文相关的互联网核心技术领域，第

一个以我国学者为主体署名的互联网 RFC。

基于真实源地址验证体系可以直接解决伪造

源地址的 DDoS 攻击，比如 Reflection 攻击等；

可以实现针对互联网流量的追踪，使得安全

机制和网络管理更加容易；可以实现基于源

地址的计费、管理和测量；可以为安全服务

和安全应用的设计提供支持，从而大大提升

互联网的安全性。

IPV9 提出放弃 IPv4 和 IPv6，全面部署

IPV9，从而实现安全自建、自用、自主的网

络“安全可控”理念。针对这一策略的可行

性，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钱华林

研究员指出，IPV9 与全球应用的 IPv4/v6 网络

不能互通，等同于大规模的“局域网”，无

异于中国互联网“自主”断掉与外界的通信。

钱华林认为，设计一种具有全新报头结构的

互联网通讯协议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新协议

不能与现有网络兼容，“关起门的安全”是

没有实际意义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

有国家安全”。互联网体系结构是我国网络

核心技术的“命门”，也是最大的安全“命

门”。下一代互联网给网络空间安全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和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应该广泛参

与国际互联网体系的科技合作和研究。深入参

与互联网体系结构核心协议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和开发，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

将“网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落到实处。

执技术之牛耳，做创新之先锋，中国在

世界信息化发展的浪潮中才能真正脱颖而出。

只有成为互联网的贡献者，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才能让

中国从网络大国真正成为网络强国。

文 / 首席主笔  张彤

日前，牟承晋的《三谈事实胜于雄

辩——美、中 IPv6 部署和应用状态辨

析》博文在网上散布，此文引用 NIST

的“USGv6 状态统计”相关数据，强调

美国目前支持 IPv6 的域名应用和服务并

不活跃，发展比例严重失衡，实际用户

应用不积极的“现实”，煌煌万余言，

其主旨意在表明美国对 IPv6 的发展和应

用并非真的如其对外宣示的那样真实和

主动。

蓄意的“误解”

牟文引用 NIST 报告公布的“支持

IPv6 域名占比”说明 : 美国仅有极少量

（2%）IPv6 网站是在实际运营的，而占

绝大多数的网站在“过渡中”或“没进展”

（图 1）。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1. 美国不是真的在发展 IPv6，IPv6

是给中国设的陷阱；

2. IPv6 已经被废弃了；

3. 国际上已经不再发展 IPv6，因

特网的未来发展方式应该是推倒重来的

“Clean Slate”模式。

可能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作者没

有理解英文“progress”一词的含义。

progress 中文翻译为“进步、促进、发展、

增长”，图中使用“progress”，而不是“yes”

或“no”，说明 IPv6 在美国正在推进的

“过程中”。

从 IPv4 向 IPv6 演进，不是“一键

启动”那么简单，需要完成通信、设备、

网络、系统、内容服务等多个领域的规

划、升级、改造，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

过程。另外，在当前网络环境中，并不

是所有人的电脑都支持 IPv6 协议，所以

大多数运营商和网站，都会采用双协议

模式，既支持 IPv6，也会有 IPv4 地址，

美国废止 IPv6 ？
一个无知的“谣言”

图 1  美国 USGv6 状态统计——NIST

58%

40%
2%

75%

25%

运营中
过渡中
没进展 没进展

运营中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2 日）

支持 IPv6 的域名占比 支持 IPv6 的服务占比

政策与焦点·观察

将国际标准 RFC 的正常迭代和美国推动政府网站升级

恶意解读为 IPv6 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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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个支持 IPv6 的域名，本身也

可以支持 IPv4。在图 1（左）中，蓝色部

分的这些网站就是正在 IPv6 化的网站，

即占比 58% 的 In Progress，都是支持 IPv6

的。因此对 NIST 这张图的正确解读应该

是——美国产业界支持 IPv6 的域名已经

达到六成，远非文中所说的 2%。而在大

学中，支持 IPv6 的域名与产业界类似，

同样也达到了六成以上。作者所谓“美国

产业界、高校支持 IPv6 的域名应用和服

务显然不活跃、比例严重失衡”的结论根

本不成立。

政府才是美国IPv6的“第一客户”

对于“为什么美国政府的 IPv6 比例

这么高？这是美国政府的阴谋吗？”的疑

问，USGv6 项目的初衷就是在美国政府机

构中推广 IPv6，实际运作就是保证政府新

采购的器材能够支持 IPv6，并且有工程师

能够为其搭建支持 IPv6 的服务，所以政

府 IPv6 覆盖率高正是这个项目运作有效

的表现。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

员钱华林指出，文章说“IPv6 作为下一代

互联网协议已被美国废止、淘汰”。这种

结论，让人哭笑不得。他告诉记者，牟文

的这一观点，是典型的“阴谋论”，认为

国际互联网向 IPv6 发展，是以美国为代

表的“敌对势力”处心积虑专门针对中国

挖的一个“坑”，根本目的是要忽悠缺少

IPv4 地址的中国，让中国浪费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去搞别人废弃的研究。

其实，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凭借信息技术异军突起，领导了世界从

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实现了全球

一体化的新一代工业革命，也借此稳固了

美国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绝对的领导者地

位。当前全球普遍使用的互联网协议版本

4（IPv4）即是美国研究发明的，因此，

其最核心的技术和产品基本都由美国大公

司控制。IPv4 地址耗尽，为改变这一不合

理的垄断格局提供了机会。

IPv6 是 40 年来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

进步，富有前瞻性的运营商和企业因为

IPv4 地址分配完毕而开始全面部署 IPv6。

IPv6 的相关标准得到世界各国和全球产业

界的广泛参与，大大改变了 IPv4 相关标

准由几大厂家主导的情况，成为下一代互

联网商业部署的助燃剂。2009 年 3 月，谷

歌网站就已经全面支持 IPv6，而 Facebook

网站在 2010 年初开始支持 IPv6 地址协议，

NTT、Verizon、Comcast 等运营商全面推

动 IPv6 的商用。

政府是目前美国 IPv6 应用最主要的

用户之一，多次公开宣称 IPv6 对于美国

互联网经济继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并

且已经强制性实施 IPv6 升级。美国政府

很早就出台规定，要求军方限期过渡到

IPv6，并且规定了联邦政府各级机构全面

完成 IPv6 支持的“Died Line”。钱华林指出，

就这一点而言，目前中国还远没有做到同

样的普及程度。全球 IPv6 的发展（主要

表现为支持 IPv6 的设备比例以及网络中

IPv6 流量的比例），各国情况不同，虽然

速度有时更快，有时稍慢一些，但整体趋

势始终都是增长，绝非停止，也不会停止。

以偏概全的“事实”不是事实

本着“事实胜于雄辩”的原则，首先

有必要科普一下NIST与USGv6 Program（美

国政府 IPv6 项目）的关系。NIST 全称是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在美国政府

IPv6 项目 USGv6 中承担技术支持工作。

按照 USGv6 的官方说法，“美国国家标

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开发支持在美国

政府（USG）中广泛采用 IPv6 所必需的技

术基础设施（标准和测试）。”主要负责

制定和维护技术标准，进行设备合规测试、

编写 IPv6 部署指南、提供部署结果的测

量和测量工具。

换言之，NIST 本身就是为了支持和

指导美国政府的 IPv6 项目而设立的，其

存在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推动和加速美国

政府部门的 IPv6 应用和发展。该研究院

负责编写的系列技术标准文件，部署实施

方案等，均用于美国政府机构和相关产业

领域。同时 NIST 还需要根据 IETF 最新的

研究进展和 RFC 标准文本以及美国政府

IPv6 项目实践的变化情况，对 USGv6 项

目的技术标准文件进行持续更新。

上面所提到的 USGv6 配置文件，包

括由 Internet 工程任务组（IETF）发布的

前瞻性协议规范集，基本 IPv6 功能，以

及路由、安全性、多播、网络管理和服务

质量的特定要求和关键可选功能。还包含

NIST 为 IPv6 感知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

定义的要求。涉及范围之广范，规定内容

之全面细致，绝对不是一个国家将要缓置

某个科技项目所应采取的姿态。

NIST 除了向美国政府提供信息咨询

服务外，还负责与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和行

业合作，开发和维护必要的标准，提供标

准配置文件和产品测试计划，部署指南

以及测试和测量工具，以便为大规模采用

IPv6 提供技术基础。其中，USGv6 Profile

和 USGv6 测试计划特别强调了充分利用

和协调现有行业的产品测试和认证工作。

USGv6 Program 的官方网站宣称，该项目

一直蓬勃发展，使用配置文件和测试程序

来指导产品采购和与供应商社区合作的认

可测试实验室，以完成和记录新兴 IPv6

产品的标准化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以

可信赖地获取支持 IPv6 的网络信息技术

产品和服务，促进美国政府采用 IPv6 的

广泛举措。不知这一细节《三谈》的作者

是否留意。

钱华林指出，实际上国外部署 IPv6

的强度远远超过中国，尤其是美国。作为

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是信息科技最大的

受益国，全球互联网核心基础设施大多在

美国，各种核心技术的主要供应商是美国

企业，在核心芯片领域美国占据垄断地位，

Intel、AMD、高通都是美国企业。操作系统：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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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垄断地位更强，Windows、iOS、安

卓都是美国的。美国政府通过积极参与关

键组织，如 ICANN、互联网治理论坛、联

合国和国际电信联盟，在多边和国际论坛

上强化互联网开放、互操作的性质，促进

可互操作和可靠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持

和促进基于技术原则的、开放的、行业主

导的标准建设，进一步扩大全球互联网的

覆盖范围，维护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创

新能力和市场利益。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对 IPv6 推进工

作从来没有停滞或者减缓，反而是始终一

致性的处于加速落实的状态。相较而言，

中国 IPv6 的进展仍然远远落后，还有大

量没有入网的人群。这正是党中央国务院

在 2017 年开始积极推动 IPv6 规模部署的

原因所在。当前，全球 IPv6 的发展正在

不断提速，中国要么迎头赶上，要么落后

掉队，当此国家发展重大决策之际，《三

谈》作者罔顾事实，刻意以偏概全，并且

通过大众传媒平台混淆视听，将给我国互

联网科技发展造成混乱，为新时期国家经

济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恶意的“断章取义”

牟文援引 APNIC 的首席科学家杰夫·

休斯顿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指出：互联

网采用 IPv6 的速度缓慢回落，原因“无

法确定”（图 2）。

然 而， 真 实 的 情 况 却 是 APNIC 对

2018 年 IPv6 的 增 长 速 度 的 统 计 显 示，

IPv6 部署速度的确放缓但并没有回落，杰

夫·休斯顿在他的个人博客 www.potaroo.

net 中发表了一篇题为“What Drives IPv6 

Deployment?”的文章，文中他详细讨论了

驱动人们部署 IPv6 的原因：“从 2018 年

的 IPv6 部署情况中我们能观察到什么呢？

充足的资金不是必要的，但确实是有帮助

的。快速发展不是必要的，但快速发展为

部署 IPv6 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同理，缺

乏 IPv4 地址和竞争对手的压力也只是驱

动因素。当我们第一次设计 IPv6 协议时，

我们用与电话网络相同的术语——作为对

等网络。每个连接的设备都意味着能够启

动事务并响应事务请求。地址既是一个网

络定位器，也是一个持久的端点标识符。

当我们计划用光 IPv4 地址时，结果是网

络无法再容纳更多的端点。那时是这样，

而现在则不同，现在它是一个客户机——

服务器网络。客户机不需要持久的网络范

围标识，并且只需要与服务器通信时的地

址。服务器现在也不需要持久的标识，因

为服务器的标识是基于名称的区分符，而

不是基于地址的标识符。我们已经将 IP

地址定位在不同的角色中，不再需要将唯

一的公共 IP 地址与每个连接的端点相关

联。地址共享技术使我们能够将已连接设

备的池扩大到协议中唯一地址的数量之

外。依赖于 IPv6 的 C/S 模型能走多远？ 

在 IPv4 网络崩溃之前我们能往里面塞进

去多少设备呢？也许这是一个我们不应该

从经验中获取答案的问题。”

按照杰夫·休斯顿的理解，IPv6 增

速放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C/S 模型缓

解了地址空间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

减小了 IPv6 的急迫性。但是正如杰夫·

休斯顿所说，依赖于当前的 IPv4 网我们

能走多远，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经验来回

答的问题，地址空间不足的问题依然是

确定发生的，发展 IPv6 作为下一代互联

网依然必要，更不要说除了地址空间之

外，IPv6 对安全性、吞吐量、服务质量、

即插即用性的提升也适应了用户对网络

性能不断提升的需求。

杰夫·休斯顿本人如果知道自己一个

坚定支持 IPv6 的专业学者，被断章取义

拉来给牟承晋站台，不知会作何感想？

又一个“纯粹”的谎言

牟文还以另外一张发表在 Cloudflare

上的图，标题是 IPv6 in China（图 3），

指出 APNIC 说，“中国电信在 7 月中旬

退出了 IPv6 应用”。

从 更 清 楚 的 图 中 可 见（ 图 4）， 文

中所说的“在 6 月初和 7 月初快速启用

IPv6，但在 7 月中旬退出”的说法纯属无

稽之谈，这一次波峰发生在一周内，来源

仅仅是 8 日到 11 日的一次测试。杰夫·

休斯顿日前在 APNIC 官方网站撰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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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仅有图 2  牟承晋引文截图

图 3   Cloudflare 图（局部）

图 4   Cloudflare 图（局部放大）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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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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s.labs.apnic.net/ipv6 是

APNIC 测量的各国使用 IPv6 使用率数据，

在 2019 年 1 月 15 日， 中 国 的 使 用 率 是

7.12%，高于原文数据 10 倍，同时，从上

文提到的杰夫·休斯顿关于中国 IPv6 的

文章中，有一张 APNIC 测量的中国 IPv6

使用率随时间变化的图表（图 5）。

从图中可知，中国的 IPv6 使用率在

2018 年急剧增长，所谓

0.68% 的比例，大概是

在某个深夜测了一个波

谷吧。之后，原文为了

论 证 美 国 的 IPv6 也 日

渐式微，拿谷歌的数据

与 APNIC 的 数 据 对 比

（图 6 和图 7）。不知

道这样的对比有什么意

义，二者搜集的数据是不同的，测量的算

法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把这样两组测量

放在一起，我觉得能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 IPv6 确实是在好好发展的。

将“升级”说成“作废”

互联网是发展的网络，IPv6 协议也

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995 年 12

月，IETF 发布了 RFC1883，第一次定义

了 IPv6，这时人们对 IPv6 的需求并不明显，

对 IPv6 到底是什么也并没有彻底定义清

楚，因此也称其为下一代

互联网协议。

1998 年 12 月，IETF

发布了 RFC2460，由于技

术不断发展，RFC1883 中

对 IPv6 的定义已然不甚准

确，因此 RFC2460 综合多

个文件对 IPv6 的修正，替

代 RFC1883，成为了 IPv6

的标准文件，RFC1883 也

就此废止。

2017 年 7 月， 此 时

IPv6 已经商业化五年，从

1998 年 到 2017 年，IPv6

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

再是一项“未来”的技术，

而 是 一 套 完 整 而 具 体 的

标准。于是 IETF 发布了

RFC8200 文件，去掉了“IP 

Next Generation”的标签，

吸取了近二十年的完善成

果，取代了 RFC2460，正式完成标准化。

经过 20 多年，3 个大版本的迭代，

IPv6 才得以成为正式的标准化协议。在

标准迭代时，旧的标准是要被废止的，因

为如果不废止旧标准，就会有多套标准定

义同一件事物，而对旧标准的废止，也一

定是因为新标准的产生。而这样一个不知

道多少人付出艰辛努力，才终于实现的结

果，在牟文中，却变了味道。原文作者反

复强调 RFC8200 对 RFC2460 的废止，而

绝口不提 RFC8200 本身就是对 RFC2460

的迭代，给人造成 IPv6 就是 RFC2460，

RFC2460 被废止就是 IPv6 被废止的错觉，

把对协议的正规化、正式化、标准化，当

作是对协议本身的否定。

对于牟文中“IPv6 被废弃了”的说法，

钱华林认为是对国际规则的曲解。IETF

是一个国际组织，将 IETF 与美国政府划

等号，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把 IETF 终止

RFC2460 说成是“废止、淘汰”了 IPv6 协议，

这是严重不了解 RFC 标准的制订规则。

IETF 采用工作组制的作业流程，在制定

国际互联网标准的过程中，当一个更新的

标准制订完成并发布后，必须对老的版本

宣布作废。对比新老版本，修改的地方很

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一些实现的细节，

规定得更细致、更明确；另一类是文本中

较多出现的对其他标准文档的引用，已经

过时，不合适了（因为这些被引用的文档

也被新版本替换掉了，必须引用它们的新

版本了）。这种更新版本的出现，表明国

际网络界一直在关心 IPv6 的更好发展，

而不是让它自生自灭。新的标准淘汰旧的

版本，显然是 IPv6 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不断成熟的过程，怎么可能理解为将 IPv6

作废呢？ 

牟文刻意从错误的立场来认识标准的

更新，只看到被废止（RFC2460）的一面，

故意不提更新（RFC8200）的一面，然后

闭着眼睛说：IPv6 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协

议”已被美国废止、淘汰。甚至还在 IPng

这样一个名称上做文章，把名称的变化与

图 5   APNIC 测量的中国 IPv6 使用率随时间变化情况 

图 6  APNIC 测量结果

图 7  Google 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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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地位的变化联系起来，给人 IPv6 被“废

止、淘汰”的印象，是大错特错！ 

牟文的第三点错误：故意忽略互联网

的演进性或增量性改进，无视得到全世界

一致认可并共同努力不断发展的方法，只

强调 Clean slate design（即从一张白纸开

始，不考虑现有网络，从头设计的意思。

也就是“推倒重来”或“从头开始”的意

思）的方法。Clean slate design 是十多年前，

美国的一个项目团队提出的想法。但仅仅

是想法而已，并没有公布过任何设计成果。

且该项目早已结束，在 IETF 标准体系中，

没有出现过任何与 Clean slate design 相关

的标准。换句话说，被牟承晋等人极力吹

捧奉为圭臬的所谓“空杯模型”不过是“想

想而已”。

牟文强调这种推倒重来方法的同时，

还着力强调 ISO 成为“主流”的说法。而

事实上，ISO 和 ITU-T 这两个标准化组织，

基本上没有参与过互联网标准的制订，他

们如果想采用“推倒重来”的方法，不足

为奇。但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应用如此广

泛的现实下，推倒重来？谈何容易！

综上所述，钱华林指出，牟文所持观

点与他们在网上宣扬的 2020 年中国的互

联网全部关闭，全面启用 IPV9 的谎言一

脉相承。

政府先导是 IPv6 发展的关键

美国早期 IPv6 发展，延续了 IPv4 的

思路，以分配规模和技术演进为主，但效

果并不理想。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全

世界大部分的网络资源和核心技术都由美

国掌握。全世界 74% 的 IP 地址为美国所

拥有，在地址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上 , 美国

也拥有一套更为完善的制度，因此美国企

业和运营商很少感受到地址容量紧张的压

力，运营商和企业对 IPv6 升级并不积极。

为 此， 美 国 开 始 推 动 政 府 导 向 的

发展策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

和 信 息 管 理 局 (NTIA)， 早 在 2010 年 已

开 始 专 题 讨 论 部 署 IPv6 对 美 国 互 联 网

经济的重要性。参与研讨者包括谷歌、

Verizon、Comcast、VeriSign、ISOC、

Akamai、Afilias 等互联网通信行业巨头

的管理层。美国政府首席信息官发布指

令要求所有的美国政府机构在 2012 年底

之前把面向公众的网站和服务升级到支

持 IPv6。所有机构必须指派 IPv6 过渡经

理，并向美国政府 CIO 办公室提交名单、

头衔和联系方式等。此外，美国已经强

制要求政府各部门 IT 网络采购全面满足

USGv6 文件，采购设备需通过 IPv6 相关

测试。联邦政府发布了 IPv6 推进工作组

工作时间表明细，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 (OMB) 和 NIST 协作共同贯彻 USGv6

文件和测试条例。

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动向，中国从

一开始就采取了政府先导性的积极应对策

略，充分强调了政府的核心首发作用，以

政府为主导，从国家战略和政策层面为

IPv6 发展提供了绝对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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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规定了 IPv6 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用 5 到 10 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

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

大规模的 IPv6 商业应用网络”。以中央

文件形式，明确规定一个具体技术产业的

发展时间节点，在中国并不多见，这足以

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

视，对抢占 IPv6 技术制高点的紧迫感和

危机感。

2018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

员会主任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

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

供有力科技保障。

把握核心技术

发展 IPv6，中国不仅把握住了政府先

导的策略高点，更从一开始就准确地抓住

了核心技术这一“国之重器”。中国科技

界敏锐地察觉到，美国 IPv6 的演进从技

术层面入手，但由于互联网原有的架构并

不影响他们的发展战略和盈利空间，因此

美国运营商和企业用户均对 IPv6 演进并

不十分迫切，加之美国的市场化更加彻底，

运营商的规模优势在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

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

平指出，计算机的核心技术是 CPU，软

件核心技术是操作系统，而互联网的核心

技术是网络体系结构研究。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是网络体系架构的关键技术领域。详

细研读两办《行动计划》，同样可以发现，

整部文件中仅在 3 个方面提及“IPv4”：

“IPv4 资源耗尽”、“新增网络地址不再

使用私有 IPv4 地址”、“在 IPv4/IPv6 双

栈连接的情况下，（互联网应用）均需优

先采用 IPv6 连接访问”——国家已经完

成了对“v4/v6 过渡”早期路线的跨越，

进而开始实施“全面升级 IPv6”的战略

部署。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随着

IPv6 的部署，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将正

式启动，并逐渐提速。届时，我国的网络

基础设施水平有望大幅提升，并处于世界

领先。这不仅会大大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

展，还将为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

展奠定网络基础，进而推动全行业的快

速成长。

IPv6 规模部署 : 教育领域发挥引
领和示范作用

中国在制定下一代互联网发展战略和

升级路线图的过程中，充分强调了应用引

领的机制。《行动计划》确定了“三步走”

战略。首先，到 2018 年末，IPv6 活跃用

政策与焦点·观察



2019.2-3 中国教育网络 19

户数达到 2 亿，在互联网用户中的占比不

低于 20%，并在以下领域全面支持 IPv6：

国内用户量排名前 50 位的商业网站及应

用，省部级以上政府和中央企业外网网站

系统，中央和省级新闻及广播电视媒体网

站系统，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网络与

应用；域名托管服务企业、顶级域运营

机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的域名服务器，

超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排名

前 5 位的内容分发网络（CDN），排名

前 10 位云服务平台的 50% 云产品；互

联网骨干网、骨干网网间互联体系、城

域网和接入网、广电骨干网，LTE 网络

及业务，新增网络设备、固定网络终端、

移动终端。

第 二 步， 到 2020 年 末，IPv6 活 跃

用户数超过 5 亿，在互联网用户中的占

比超过 50%，新增网络地址不再使用私

有 IPv4 地 址， 并 在 以 下 领 域 全 面 支 持

IPv6：国内用户量排名前 100 位的商业网

站及应用，市地级以上政府外网网站系

统，市地级以上新闻及广播电视媒体网

站系统；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排名前

10 位的内容分发网络，排名前 10 位云服

务平台的全部云产品；广电网络，5G 网

络及业务，各类新增移动和固定终端，

国际出入口。

到 2025 年末，我国 IPv6 网络规模、

用户规模、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网

络、应用、终端全面支持 IPv6，全面完成

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滑演进升级，形成全

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体系。

教育行业是 IPv6 研究的源头，也是

IPv6 应用的“先锋”。2018 年 8 月，教

育部办公厅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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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

实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2018 年北京、上海、河北、江西、云南、

贵州等政府相继出台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

工作的指导文件，大力推进高校智慧校园

建设。以江西为例，省教育厅专门下发《关

于印发《江西省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评估标

准（试行）》的通知》（赣教规划字【2018】

57 号）文件。文件附件中提出：校园计

算机主干网建设先进，要求高速安全、稳

定可靠，支持 IPv6。从两办《行动计划》

到高校应用示范，中国发展 IPv6 充分强

调了政府先导和应用引领的价值。IPv6 规

模部署以应用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强化

基于 IPv6 的特色应用创新。各垂直领域

IPv6 规模部署任务节点清晰、路线明确。

应用支持、平滑迁移、成本可控、安全同

步、持续发展，实现了网络、业务、用户

三方面的实质性同步升级，从而确保 IPv6

发展的整体性、真实性、活跃性和平稳性

推进。

煌 煌 万 言 之 雄 辩， 何 如 煌 煌 眼 前

之“事实”更有说服力？与其辛苦翻译

NIST 的报告，不如看看两办《行动计划》

的细则，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构建未

来城市、安全生产、健康医疗、教育、

金融等领域都将采用 IPv6 进行建设。加

快惠民政策的落实，实现中国人民国计

民生的福祉，IPv6 已是不可替代的事实。

在此不妨化用当代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

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名言

回复《三谈》的作者——“真正繁荣的

现实，胜于貌似繁荣的雄辩”。

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构建未来城市、

安全生产、健康医疗、教育、金融等领

域都将采用 IPv6 进行建设，加快惠民政

策的落实，实现中国人民国计民生的福

祉，IPv6 已是不可替代的事实。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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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历来是一体两翼，网络安全也

是伴随信息化发展的永恒话题。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

展，高校网络安全工作已从最初的网站整合、漏洞处

置和应急响应，逐步向学校整体的安全治理体系阶段

迈进。

网络安全重心转型

在 EDUCAUSE 发布的 2019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中，

信息安全战略（Information Security Strategy）首当

其冲。在这十大议题中，从信息安全战略、隐私、

数据集成、数据赋能的院校和数据管理和治理五个

议题可以看出，当前高等院校都在采集、整合和应

用着与师生、学校业务以及 IT 系统有关的大量数据，

面临着安全和隐私方面的威胁和合规要求等问题。

而数据作为学校的核心资产，正成为网络攻击的主

要目标。

每个学校校情不同，所处阶段不同，但对于网络

安全工作都有着相同的困扰和短板。由众多学校反映

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可以看出，除了安全管理、意识

不到位，安全技术储备不足，安全人才缺乏等问题，

下阶段高校应以“数据安全管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为主要方向，全面提升网络安全综合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姜开达认为，

当下网络空间安全的重心有了明显变化，从网站内容

安全到学校核心数据安全，从苦于被动防御到多面出

击掌握主动安全态势，从混沌到有序，应建立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信息资产库，安全贯穿始终。当然，绝对

安全并不存在，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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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安全不能独善其身

在实际网络安全工作中，各校通过长期的实践与

摸索，形成了各自的经验与方法论。浙江大学以安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角度出发，建立了网络安全态势感

知体系，即浙大校园安全运营中心，以保护信息资产

为核心目标，通过安全事件的收集、业务流量分析、

重大事件等，建立安全事件及时发现、响应、决策、

处置等的全方位安全运营服务体系。

山东大学则借助建立网络安全等保建设的东风，

从顶层设计、安全制度、组织体系、技术措施四个层

面对学校网络安全工作进行了梳理与整改，以等保建

设与重大活动安全防护为抓手，加强了学校网络安全

的管理工作，推动学校网络安全大步前进。

除了高校各自的多种安全举措，加强各校间的合

作也成为今后网络安全工作的趋势，通过建立有序的

良性机制，实现优势互补。近年来，在众多高校的努

力下，教育部也搭建了漏洞分享平台，及时发现、反

馈漏洞信息，监督各校开展对漏洞的处理，有效提高

了学校的网安水平。

另外，安全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抗，高校天然具有

人才优质。一方面学校网络安全学院，培训了大批安全

人才，调动发挥师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学校网络安全

工作的建设；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的

技能与实践能力，为学校网络安全工作培养了生力军。

网络安全工作是个体系工程，网络安全的核心是“守

土有责”和“合作共赢”，所有高校网络安全相关利益

者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互相加强合作，

高校就会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的整体氛围和环境。高校

信息化部门要做好安全管理的技术保障，建立全生命周

期的网络安全管理，同时要普及提高全校各院系部门

的安全意识。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安全监管和

提供基础指导；教育软件厂商承担义务和相应责任；

安全厂商提供符合学校要求的专业化安全服务，多方

配合，促进我国高校网络安全迈向新阶段。

协作共享 网络安全新常态
网络安全不能独善其身，所有相关利益者都应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22 中国教育网络 2019.2-3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为教育信息化 2.0 安全护航

邵云龙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

中心网络安全处处长

国际国内网络安全形势分析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网络

安全实际已从虚拟世界真正影响到整个现实生活，它

已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需站在历史发展高度和政治

高度来考量。

教育行业一直以来都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一个重要

阵地。一是涉及人员多，教育机构 59 万个，专职教师

1800 万人，整体教育行业各级各类学生超过 3.5 亿；二

是系统数量多，教育系统网站超过 20 万个，edu.cn 的

系统网站 11 万个，涉及超过 100 万人数据的系统达 500

多个；三是掌握数据多，政务数据资源数量达 10624 条，

教师数据超过 4000 万，累计学生数据超过 5 亿条。

教育行业面临的主要威胁现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泄漏，数据泄漏造成了很

多安全事件；第二是业务瘫痪，主要发生在大规模的

考试招生等过程中，对社会影响非常大；第三是页面

篡改。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数据越来越集中，大量高

度敏感信息的泄露，舆论已经在倒逼学校整改，而安

全意识和安全管理应如何兼容值得深思。

实际上教育行业对网络安全投入不足，据 2017 年

底的数据显示，71% 的高校偏重网络安全工作的人员

投入不到两个，高校很少有独立的安全专员；13% 的

学校根本没有网络安全的投入；54% 的高校投入在 50

万元以下。从全国总体来看，安全投入普遍偏低；管

理不善，教育行业的灵活和自由度较大，尤其在基础

教育领域，很多域名的管理不规范，造成诸多事件的

处置存在困难。新技术带来的攻击手段呈现多元化，

包括 APT、物理攻击、定向攻击、网络钓鱼、社交攻

击等等。同时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

给网络安全带来了新挑战。

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体制机制

做好网络安全工作的关键，是主管部门有担当，

支撑单位有能力，分工有序，配合默契。

教育系统责任机制，主要是统筹指导，监督管理，

逐级落实工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做好网络安全工作的最重要

一环。针对高校来说，学校的书记、校长是主要责任人，

落实“一把手”责任制。

网络安全责任制要突出四个能力：制度建设、安

全保障、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形成对网络安全的整

体闭环。

制度保障方面，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

把网络安全作为保障措施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求执

行法律要求，落实等保制度为主。在《2018 年教育信

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提升网络安

全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提高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保障

能力。在《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2018 年工作要点》

中也明确规定，要完善教育管理信息化安全保障体系。

为了做好网络安全支撑工作，教育部教育管理信

息中心设立网络安全处，明确了工作职责：一是配合

科技司，开展网络安全技术保障；二是教育部网络安

全技术保障，开展部本级安全技术保障工作；三是提

供教育行业等保测评和安全服务，面向教育系统用户

提供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测评、教育软件安全检测、教

育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测评、安全风险评估、安全监

测等网络安全服务。

教育系统网络安全重点工作

1. 加强网络安全统筹领导。 教育部站在顶层设计

的角度，加强网络安全统筹领导，明确组织、规划、分工、

设计等。

2. 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建立网络安全工作考核

机制和问责机制。

3. 等级保护。教育部印发了《教育行业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南（试行） 》，推进落实、

定级、备案、测评、整改工作 ，但是很多学校和单位

邵云龙认为，学校网络安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看不起、管不着、舍不得、想不通”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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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落实好相关工作。

4. 监测通报。与教育网、信息化分会建立合作，

建立流量分析机制；上线教育系统资产管理系统，收

集系统超过 20 万。网络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通报

自动化，在漏洞检测发现验证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直

接通知到相关单位的具体联系人，能够最短时间通报

相关漏洞。同时不断优化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工作，

现在的信息资产系统并没有覆盖所有行业的所有系统

和重要设备，需要各个单位主动如实填报，以便把所

有重要资产纳入监测，提高效率、形成联盟、追溯上游。

5. 应急预案，应急演练。《网络安全法》明确落

实了相关内容，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应急预案，要求各

单位参照修订制定本单位的预案和具体信息系统的应

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应急预案分成四级，目前主

要的问题还是在二、三、四级。

6. 监督检查。一是综治考核，二是现场检查，三

是通报情况，四是监督问责，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逐步

落实。

7. 重要时期安全保障。（1）提高安全意识，加强统

筹部署，安全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关键时间

节点要有不同的措施，确保“万无一失”。（2）优化网

站访问策略，包括持续访问、工作时间访问、限制访问、

关停等。（3）“零报告”和 7×24 小时值守。（4）做

好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发现问题马上改，出现安全事

件马上报。

8. 其他任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宣传教育

开展相关工作，建设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和网络空间安

全一级学科，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

近期的工作要点：一是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障，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规划、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识别指南等。二是完善网络安全通报机制，

协同政府、学校、企业建立安全联盟。三是个人信息

保护（数据安全），开展数据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等。

四是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依托于服务商建立态势感知

平台，主要工作是漏洞通报展示等。

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工作建议

针对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工作的现状，以讲政治、讲

法制、讲担当、讲大局为主题，指导学校网络安全工作。

目前在学校网络安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看

不起、管不着、舍不得、想不通”四方面。看不起，会

导致专家思维，技术自信、轻视管理，认为厂商只是为

了挣钱；管不着，造成本位主义，而院系的技术能力又

不能支撑学校安全保障工作；舍不得，会产生小农经济，

自己搞、花钱少，不重视后续维保；想不通，导致信息

化部门地位尴尬，究竟是 CIO、CTO、CSO ？还是教辅、

后勤部门？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1. 加强制度建设，守住法律底线。按照教育部科技

司的要求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用户信息保护制

度、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机制，对法律有敬畏之心。

2. 加强统筹领导，加强集中建设。加强信息系统

统筹管理、数据统筹，探索网站群建设，减少网站的

少散乱问题。建设统一的数据中心，避免基础设施的

重复建设等。 

3. 推广云服务，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安全水平。

能上云就上云，减少运维成本和应用开发成本。慎上

外企公有云；涉及个人信息不上公有云；需要公众服

务的建议混合云；行政部门建议建立行业云。

4. 主动融入大局工作。网信工作统筹推进，主管

业务就要管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一谋划、统一

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融入稳定工作统筹部署。

主动参与育人工作协调，包括协同育人、培养队伍、

地区性帮扶。

5. 做好网络安全应急处置工作。教育部网络安全

应急办（部网信办）负责网络安全应急管理事务性工作， 

提出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应对措施，统筹组织网络

安全监测工作。

6. 正确认识等级保护工作的意义。网络安全不仅

是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等级保护不仅是合规问题，

更是合法问题，需要提高安全能力和规范性的基准。

日常在做测评和日常工作常见的典型问题：第一，

问题日志，安全日志未记录或未及时转储，无法及时

分析或事件回溯。《网络安全法》要求“留存相关的

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第二，访问控制策略不合理，

单位内部的应用系统层面差距很大，外部边界防护很

好，而内部有一些疏漏，给攻击者入侵带来便利。第三，

系统建设过程中未考虑安全功能，很多单位在各个院系

建立系统， 未按安全要求开展方案审计、功能评估，系

统上线时未进行应用安全测试，导致存在较多漏洞，造

成应用安全漏洞频发，运维阶段难以及时整改。第四，

安全运维管理制度无法有效落实，有制度没流程，有岗

位没人员。缺少监测和审计，被动应对网络攻击。未来

要针对这四点问题进行防护。

（本文根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网络安全处处长邵云龙在“2018 年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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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网络空间战略

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发展起步很早，从 1998 年克

林顿政府发布《PDD-63 总统令》，提出保护国家信息

关键基础设施，到距今 20 年的时间中，形成了很明显

的重心变化。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走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称为态势感知体系发展——基本组件

构建阶段（1998~2002），倡导建立基本防御体系。 

第二阶段，基本能力构建阶段（2005~2010），目

标是建立完备的数据获取、分析能力，建立国家级信

息安全运营中心等。

第三阶段，扩展能力构建阶段（2010~2015），掌

握全球形势，形成主动探测能力和快速响应、作战能

力，开始了三个重量级的计划——NSA- 藏宝图计划、

DHS-SHINE(SHODAN)、DAPRA-X 计划 , 针对全球互

联网形成探测。

第四阶段，溯源反制能力构建阶段（2011~2018），

倡导建立主动防御、溯源反制能力，并不断进行扩展，

从积极防御转变为攻击威慑。

美国网络空间态势感知体系的构成见图 1，分为联

邦政府网络和军事网络两个部分，由不同的部门主管，

建立各自的态势感知体系。

在系统建设方面，态势感知体系包含两大业务系

统，这两大系统之间会进行威胁情报交换。一是 DHS（美

国国土安全部）的爱因斯坦计划，能够实时监测联邦

政府网络，保证最快安全响应，促进国家关键部门（非

联邦网络，大型企业、关键基础设施等）网络安全。

二是 Tutelage 系统，用来实时监测军队网络、全球网

络基础设施数据获取，实现定点打击能力。为达成这

些目标，NSA（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展大量保密项目，

进行全球数据监听和全球定点打击能力的建设。

DHS和爱因斯坦计划

DHS 的目标是保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DHS 下设

4 个不同部门，其中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是第一个部

门 NPPD( 国家保护与计划司 ) 和第三个部门 US-CERT

（美国网络应急响应中心）, 这两个部门主要负责信息

安全基础设施。

爱因斯坦计划（Einstein Program）, 也称为国家

网络空间安全保护系统，最新的版本称为 EINSTEIN3 

Accerlerated，它的目标是保护联邦政府机构的网络，

由 NPPD 负责建设，US-CERT 负责运行和使用。它是

一个公开的网络，信息对外开放。

爱因斯坦计划分为三个建设阶段。最早的阶段从

2003 年开始部署，当时在所有政府的网络出口部署探

针 IDS，监控网络流量，基于数据流进行检测，对异常

事件报警并进行响应。第二阶段开始于 2009 年，部署

IDS，同时该阶段与 CNCI（国家网络空间安全计划）

合并更名为 NCPS, 将基于流的检测升级为 DPI 检测。

第三阶段开始于 2010 年，除了检测、防御，又加入了

自动对恶意流量阻断；2012 年开始 E3A，即爱因斯坦

计划第三阶段加速，引入了主要运营商（ISP）的 IPS

服务，把端点延伸到了运营商，将政府网络接入点的

保护放在运营商，由运营商代替政府完成流量过滤和

清洗等防御工作。 

爱因斯坦计划包含五大部分，核心设施、入侵检

测、入侵防御、数据分析和信息共享。核心设施，是

运行防御任务的基础软硬件设施，包括任务信息环境

MOE，E3A 任务运行环境 E3A-MOE，事件管理系统

从美国网空系统看中国高校安全

杨望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院长助理

图 1  美国网络空间态势感知体系构成

 美国境内网络

联邦政府网络 军事网络

威胁情报交换
整体态势分析

态势感知体系（威胁分析、态势感知）

国土安全部
国家网络通信整合中心

局部攻击分析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情报体系应急响应中心

国防部
国防网络犯罪中心

国土安全部
美国网络应急响应中心

联邦调查局
网络调查联合任务组

攻防研究体系（样本收集、分析）

国家安全局
威胁作战中心

Einstein
STIX

Tutelage

从高校自身与今后发展看，实际上目前学校的信息搜集能力已经具备，但是仍欠缺的是数据分析和

信息共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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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和开发运行环境 Dev/Test。入侵检测系统，包括爱

因斯坦一代、二代检测系统，还有被动域名服务报文

检测系统 pDNS，pDNS 主要用于收集、存储和分析联

邦机构网络中产生的所有 DNS 数据。数据分析系统，

包括报文分析系统 PCAP，安全信息与事件管理系统

SIEM，增强分析数据库 EADB，高级恶意软件分析中

心 AMAC，数据媒体分析环境 DMA。信息共享系统，

包括网络加密共享 CyberScope，网络应急响应组接口

US-CERT，增强分析数据库 CIR 与高级恶意软件分析

中心 CIAP。入侵防御系统，主要用于 Web 防御与过滤

（WAF）, 还有邮件的防御和过滤（附件扫描和过滤）。

爱因斯坦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网络安全

保护体系（NCPS），将入侵检测、分析、防御以及信

息共享的四种能力集成在一起，保护联邦政府的 IT 信

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免于遭受外部的网络侵袭。

NSA/CSS与藏宝图计划

藏宝图计划由 NSA 和 CSS( 中央安全局 ) 两个部门

共同负责，NSA 的局长一般会兼任 CSS 局长 , 共同合作

成立 NTOC（威胁作战中心），由 NSA 负责维护运行，

搜集全球互联网情报，用于建立态势感知能力。藏宝图

计划 TreasureMap, 实际是通过建立大规模互联网映射、

探测和分析引擎系统，建立一个近实时的交互式的全球

互联网地图，目的是能够描绘任何时间点互联网上的任

何地点的任何设备。它主要服务于网络空间安全的态势

感知（包含敌我双方），用于计算机攻击、漏洞利用环

境的准备，以及网络侦查、作战有效性的测量等。它的

面向范围包括 IPv4、IPv6（部分），关注网络层（路由

与自治域），包含物理层、链路层和应用层。

藏宝图的数据由美国主导，多方共建共享。 由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共同成立了五眼联盟，

情报数据在五个国家间互相共享。在美国内部，建立

了全球联合情报通信系统，由 16 个独立的情报部门共

享情报信息。

藏宝图的数据来源非常丰富，包括互联网的开源

情报，学术界工具和数据集，信号情报、商业购买与

信息保障梳理（针对自有资产）。数据类型（开源 / 商

业 / 学术）的来源也很丰富，包括 BGP、Traceroute、

Registries、DNS、OS Fingerprints 等。

NSA 的全球采集点，基于五眼联盟扩大到 30 多个

第三方国家情报组织之间共享数据源，还有 80 多个特

殊情报数据源，也就是不同国家的大使馆；50000 多个

木马设备，通过将一个植入木马的设备放到指定的地

点，成为自己的一个信息搜集点；20 多个互联网主干

光纤接入点，在全球比较大的海底光缆接入点，进行

流量镜像，还有 40 多个卫星通信拦截点。

数据采集完成后，有专门的系统提供给不同的情

报功能使用，用于浏览和检索数据，还提供了很多可

视化图或实践，从 AS 角度、地理位置角度浏览互联网，

需要进行攻击时，提供漏洞设备具体的信息，攻击路

径信息、可扩展视图，多种数据之间的关联视图查询。

藏宝图计划的目标是要识别互联网地图上的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设备。

中国高校安全参考

国内大部分高校目前完成了爱因斯坦计划和藏宝

图计划的初级阶段，比如 IDS/IPS 的部署、资产管理等。

国内高校正在做的工作也是美国政府在开展的业务。 

从高校自身角度与今后的发展看，实际上目前学

校的信息搜集能力已经具备，包括系统搭建、数据收

集等，但是学校欠缺的是数据分析和信息共享能力。

一方面数据系统可能比较缺乏，维护人员也存在

不足。另一方面，高校内部和高校之间还是各自为战，

存在不同的数据源，在学校内部进行共享和分析、不

同机构之间共享也存在不足。

在数据分析方面，需要有专业的数据存储和索引；

需要专业的数据支撑人员和数据分析员，但大多数高

校难以满足条件；同时还需要少数单位集中力量先行。

另外，建立国家威胁信息标准、高校间的威胁情报联

盟也是高校今后需要考虑的方向。通过多举措来共同

推动高校网络空间安全的进步发展。

（本文根据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助理杨望在“2018 年高校

网络信息安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整理：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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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感知精准预警网络安全

陈文智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

中心主任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现状

近年来，网络信息安全在高校信息化工作领域持

续升温。自 2016 年以来，网络信息安全相关问题持续

成为高校 CIO 最关注的议题。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为什么重要？实际上数据是一

种资产，资产即猎物，数据自然也就成为猎物之一。

特别在教育行业中，被攻击的目标主要是高校的各种

数据。

教育行业客观存在的困难和需求都有哪些？一是

安全意识薄弱，对安全不重视、安全培训少，资产底

数不清晰。二是在落实安全政策要求方面不足。三是

应急响应能力弱，在面对攻击和重大节日保障时不足。

四是技术储备不足，缺少专职的网络安全人员，很多

信息安全人员都是曾经从事网络的人员转型过去；安

全技术更新快，而数据恢复能力差。五是安全人才奇缺，

全球目前对网络信息安全的人才缺口大概为 300 万。

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大学希望建立一个人机共

生的办学体系——网上浙大，建立新式办学空间。在

实际建设过程中，浙江大学的信息资产非常复杂，首

先是基数大，校区跨地域、人员多，网络计划由过去

的 1 万个 AP 改造成 4 万个 AP，每日收发的邮件接近

200 万封，数据中心、云盘需要有几 P 的存储空间提供

给师生。其次，系统繁多，包括境外黑客攻击多、多

方监管通报多、孤站僵尸网站多，缺少专业维护，缺

少基础防护。面对这样的现状，具体要怎么做？

安全大数据和态势感知技术

从技术角度来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为综合分析判断安全态势提供了可能。高校在运维管

理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数据，包括安全类、管理类、

流量、基础数据等，数据来源多且结构复杂，而价值

密度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使海量数据的处理成

本降低到了可接受的程度，能通过大量低价值数据的

挖掘，获得有意义的信息。因此，需要通过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把数据价值挖掘出来。

以安全大数据关联分析为例，以全流量为线索，

可以解决以往分析难以发现整个攻击链的问题，做到

风险挖掘、联动防护，既能够提供决策支持，进行拦

截 + 阻断等，甚至能够对关联威胁的攻击者进行溯源

分析，查清攻击者的过去、团队、目标，同时可以对

自己的资产进行溯源，摸清资产的安全状态，包括各

种漏洞、脆弱性，为今后的防范起到保护作用。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态势感知（Situation Awareness）

指在特定时空下对动态环境中各元素或对象的觉察、理

解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它分成三个过程，态势感知察觉，

态势感知理解，态势感知应用。

第一阶段，网络安全态势察觉，它可从海量的安

全数据中，包括安全设备、日志、主动扫描、分布式

的各种资源收集、分辨出异常活动，发现攻击事件与

安全漏洞，为后续理解、评估异常做准备。

第二阶段，网络安全态势理解，根据识别的异常

活动，利用安全态势模型、大数据统计、机器学习和

数据挖掘等各种技术，推断攻击意图。

第三阶段，网络安全态势应用，评估已有攻击行

为的危害，预测可能要发生的攻击行为的潜在威胁。

随着网络规模和应用的迅速扩大，网络安全威胁不

断增加，单一利用某种技术，很难解决所有问题，所以

必须把态势感知技术，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种技术

结合在一起，从整体上动态地反映出安全的各种状况，

对网络安全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预警，然后迅速响应

和处置，从而提高整个校园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安全实践探索

构建浙江大学校园安全运营中心

建立浙江大学校园安全运营中心，以保护信息资

产为核心目标，通过安全事件的收集、业务流量分析、

重大事件、IT 基础设施数据的输入等，能够做到安全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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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感知精准预警网络安全
事件的监控服务、Web 应用防护、安全预警服务、安

全应急响应、风险合规管理等，做到发现、响应、决策、

处置、恢复，实现 7×24 小时安全运营服务。

1. 安全运营中心的体系框架。围绕运营中心的六

大核心职能，监测预警、安全防护、应急响应、态势感知、

运行监控和教育培训，基于大数据平台，建设安全态

势分析系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事件通报预警系统

和追溯系统。

2. 基于安全大数据的运行模式框架。通过主动发

现，监测资产、指纹、漏洞、入侵事件、攻击行为、

异常行为等，做到监测预警数据提供给云端防护，使

得云端防护能够更精确，从而实现主动防御。

3. 构建动态的安全运营保障能力。通过安全运维

标准、运维制度流程、技术操作流程等规范化支撑，

构建检测、响应、预测、防护四大能力。

4. 基于安全大数据的分析业务架构。从资产安

全状态的识别和系统漏洞识别分析，包括系统漏洞、

Oday 漏洞、已防护漏洞等；在分析的基础上对攻击事

件进行深度分析，包括异常访问行为深度分析、攻击

事件趋势分析，攻击事件、攻击者的态势分析等；最

终提供安全事件的各种处置方法。

5. 安全运营服务——通报预警与应急响应。态势

感知通报预警平台，主要包括：来自外部安全大数据

中心的感知数据，来自内部安全大数据中心的事件数

据与威胁数据，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监测集群，出口

流量探针，第三方安全数据等。通过对安全事件和威

胁进行分析预警，检测出相应的警报，通过终端监控，

以短信、邮件、APP 通知等方式发送预警，再把通知

处理的事件反馈回来，形成一个闭环。

让安全可视化，打造浙大安全云

浙大的安全云是基于阿里云的飞天底座，私有化

部署在浙大。基于安全的考虑，云安全总体框架实际

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云平台本身的安全，另一部

分是云租户安全。

浙江大学云安全运营体系，是要构建一个集交付、

交易、分析为一体的云安全管理平台。整个运维体系，

包括智云实验室和信息技术中心，实际上搭建了一个

生态，围绕着云安全运营，按照自主开通、统一管理

的模式，学校各下属学院、分校等都可以按照需求自

主开通云服务，然后自动交付、交易，最终统一管理。

通过把接口提供给各个厂商，包括云检测、云防御、

云审计、专家服务等，将各个厂商的产品服务应用在

其中。

理清安全责任边界，包括阿里云、云安全商、信

息技术中心、租户，每一个单位都有各自的职责和边界。

阿里云的安全职责是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云平台和

安全资源池，安全边界是保障云平台自身安全。信息

技术中心的安全职责是制定云安全标准，持续监督云

安全态势，安全边界是监督云平台和云租户的安全态

势，制定安全标准等。

统一应用入口，打造浙江大学APP

“浙江大学 APP”基于钉钉平台搭建，采用钉钉

专有云服务，也是钉钉专有云服务全球第一家落地的

客户。浙大使用自有机房和服务器，钉钉提供软件和

专有云的方式，解决了对于云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浙

江大学 APP 建立了全面的安全防护策略，提供企业级

的密钥，数据享受国秘级的保护。另外对敏感数据的

保护贯穿整个数据的生命周期，能达到银行级的数据

加密存储级别，使得浙大 APP 能够达到全面安全防护。

未来浙大还要在其他方面继续进行探索，比如

浙大与阿里云联合发起打造面向未来的智云实验室；

在 5G 移动环境下开展安全合作，2018 年 5 月同浙江

移动签订了战略协议，共同建设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的 5G/NB-IoT 试验网络，开展基于 5G 网络环境下的

WLAN、LTE、5G 新无线接入等多种接入条件下的安全

认证体系研究，推进浙江省 5G 产业联盟发展，共同打

造先进水平的实验网络、技术以及安全。

（本文根据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在“2018 年高校网络信

息安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整理：杨燕婷）图 1  基于安全大数据的运行模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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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教育系统开展网络安全工作存在很多困难，摊

子大、情况复杂、各地区经济和安全意识发展不平衡，

专业的安全人员和安全团队普遍缺位。目前，全国有

59 万 家 教 育 机 构， 高 校 2800 多 所， 网 站 20 多 万，

IPv4 地址 1300 多万，IPv6 也在大力发展，未来的地址

数量会更多。网络空间安全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

不断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漏洞报告全过程的梳理如图 1 所示。从漏洞发现

者来看，很多白帽黑客通过主动发现和报送，把漏洞

提交到各种漏洞报告平台，如 360 补天平台、国家信

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 CNVD 等，也有部分提交到行业

监管机构。对漏洞接收者来说，收到漏洞信息之后，

则会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按照惯例，部分漏洞报告

平台尤其是全国性的漏洞报告平台，会把漏洞信息上

报给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进行漏洞备案。

另一方面，如果漏洞关联到相应厂商，漏洞信息也会

直接反馈到厂商和涉及单位。当漏洞接收者收到漏洞

之后，会根据漏洞的归属和来源，最终落实到相应用户。

漏洞报告过程如果顺畅，很快就会得到反馈。但

很多时候路径并不顺畅，从漏洞发现到传达至相关系

统的开发管理人员，可能会经过漫长的周期。如果中

间有某一链条断裂，甚至会导致很长时间内，漏洞一

直留存并在互联网上扩散传播，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

安全问题。

实际工作中，因为安全漏洞的可见性高，可验证

统计并定级，很适合作为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教育部正在推行漏洞通报体系建设，漏洞是作

为安全量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对部属高校和各省市安

全工作考核排行，但我们需要客观去看待这些指标，

一方面不能仅仅依靠漏洞数量去评价一个单位安全工

作的好坏；另一方面，当得知漏洞之后，漏洞的解决

率以及它的平均解决时间，可以作为很好的考核指标。     

对学校来说做好安全工作，首先要进行信息资产

梳理，摸清学校资产现状，包括对 IP 地址、域名、信

息系统等进行全面梳理，通过校园信息资产自动发现、

指纹识别、漏扫联动掌握入网设备存量，周期扫描监测，

及时发现安全漏洞等安全隐患，关注师生隐私泄露，

主动发现有害、敏感信息，从而全面感知学校当前的

安全态势，进入全生命周期的资产安全管理。

在过去的两年中，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主动漏洞扫

描，有组织地人工渗透测试，以及从第三方渠道获取

的各种安全威胁信息，共获取 2398 个安全漏洞，目前

98% 都已经修复。在这 2000 多个漏洞中，来自外部通

报的不足 10%，对于大部分学校而言情况也都大同小

异。实际上大量的攻击都是从内部发起，因此更需要

学校积极主动地开展安全工作，把大量潜在的安全漏

洞、安全威胁最大化地发掘出来。

从管理层面上，校内漏洞管理要平台化，量化考

核；通过周期漏扫、人工测试、应急巡检、外部情报、

自动验证、漏洞定级、邮件通知、流程平台，使安全

工作的可见性得以提高。

从技术层面，很难找到一个万能的扫描器，既能

较好解决系统主机扫描，又能理想解决 Web 应用类扫

描，最终发现漏洞都需要一套组合拳，通过安全扫描器、

人工渗透测试、第三方情报等，包括一系列商业的扫

描引擎、开源的扫描引擎、黑盒测试、源代码的白盒

测试等，多渠道发现安全漏洞。针对很多不能通过自

动化扫描工具检测出的安全漏洞，要进行人工测试，

将安全漏洞作为重要工作抓手

图 1  漏洞报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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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自己的力量，包括教师、学生

团队，也可以购买一些安全服务，发现更多自动化扫

描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当接收的安全漏洞信息非常多

的情况下，需要进行验证，确定哪些信息是一直存在的，

还要对漏洞、安全威胁进行定级，确定高、中、低等级。

对于特别严重的漏洞，需要立即响应，比如在防

火墙上立即阻断外部访问；对一些低危漏洞，可以给

一个较长的响应周期，通知相应的用户进行升级修复。

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如自动化的邮件

通知，通过一站式流程平台把所有的信息传递到各个

部门。

从制度层面，在信息化项目立项时，需明确作为

学校的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评估各种项目的安全风险

并给出整改建议，在项目验收、系统上线之前，对项

目进行安全性测试。在应用上线之后，很多新的漏洞

也会不断曝出，项目版本的更新迭代，也可能会引入

新的安全漏洞，对这些系统的追踪、安全测试应是一

个长期持续和周期性的过程，也要明确学校的具体管

理部门来承担相关责任。 同时，制定安全漏洞和事件

管理规定，使得安全事件的处理有理有据。

流程平台承载安全事件流转（如图 2 所示），安

全工作要依靠流程而不是靠人来督促，责任落实到人，

权责明确。通过纳入学校的一站式服务流程平台，在

院系网站负责人、院系领导间进行层层流转，让所有

人都加入到安全工作中，让大家重视安全工作，最终

提高所有人员的安全意识。 

当前问题

通过对 2017~2018 两年的漏洞统计，根据国家互

联网应急中心、360 补天平台以及第三方漏洞报告平台

上报的教育系统安全漏洞数量可以看出，2017 年漏洞

报告的数量很大，但从 2018 年开始漏洞数量已经明显

下降，可以反映出，通过两年的努力，大多数学校的

安全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新漏洞的发现速度比老漏

洞的发现速度已经明显下降了很多。

从漏洞的类别来看，主要包括 SQL 注入、弱口令、

信息泄露以及一些其他漏洞。SQL 注入多年来一直排

在首位，对攻击者来说，可以通过很多自动化的工具，

去完成对数据的拖库以及一些数据的篡改。在弱口令

方面，不仅包含系统应用层、后台弱口令，还有很多

数据库管理账号也存在弱口令，这些都可能会引发数

据泄露事件。还有敏感信息泄露、源代码泄露、网站

打包文件等，很多逻辑漏洞很难通过自动化扫描器发

现，需要由人工发现。另外还有框架漏洞，使用 Java

开发框架的一般都是较重要的系统。这些问题都比较

隐蔽，而且很多并不是应用本身而是来自框架的漏洞，

需要及时关注。 

2017 年我们尝试建立了教育行业的漏洞报告平台

SRC，经过了 2017 年全年漏洞报告的洗礼，到 2018 年，

可以看到每月漏洞报告的数量已经趋于平稳，大概在

几十个到几百个量级，也说明大量的高校通过最近一

两年的努力，对学校比较明显可见的安全漏洞都进行

了有效抑制。

对漏洞要进行分级，分清哪些是高危、中危，然

后进行相应的处理，明确相应的处理周期。高危和严

重漏洞优先处理，低危漏洞给定处理时间。很多漏洞

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并不是有漏洞就一定会被利用，

可能需要和其他一些条件组合才能进行成功利用。 

漏洞发现的机制。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校，

大家对待漏洞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学校还停留在

不断被动接受上级或其他渠道报告过来的漏洞通告，

进行被动应急响应；有的可能主动组织学校力量（老

师和同学），进行各种扫描，主动开展漏洞挖掘；有

的采购相应的安全服务，帮助学校发现更多的安全隐

患。同时，我们在教育漏洞报告平台上提供奖励，包

括提供证书、纪念品等鼓励大家发现漏洞，也鼓励各

校为 SRC 提供各类纪念礼品。

授权管理机制的完善。首先，正面引导，学校和

监管机构对应授权。《网络安全法》颁布后，从未来

的发展看，需要对漏洞的挖掘进行正面的授权。一方

面，学校可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有限的机构进行授权；

另一方面，对于监管机构，比如教育行政监管机构，

可以组织对所在地区的学校进行相应的安全测试、检

图 2  流程平台承载安全事件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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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较密集的时间内获得学校的整体安全状况。其

次，安全测试全过程要有可追踪的安全审计。在整个

安全自动化测试时，包括人工测试阶段，需要有可追

踪的安全审计手段，把所有攻击、入侵、扫描都能够

完整记录下来。最后需要负责任的定向安全披露机制，

和教软厂商的对接。对漏洞管理者来说，应负责任定

向披露漏洞，比如某个漏洞归属某学校，该漏洞只能

向该学校披露，同时按照相应的监管机构要求向国家

的管理部门进行上报。

通过多年经验我们发现，很多安全问题具有全局

性，存在大量通用类型的漏洞，比如某个学校使用的

某学生管理系统出现了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往往同时

出现在全国其他地区成百上千的学校中，需要有通报

协商机制，把漏洞告知给开发软件的教育软件厂商，

通过管理层面进行大范围的通知和修复。但实际上，很

多教育软件厂商对这些软件安全重视程度不够，只是告

知后才被动进行修复，很多厂商掌握的漏洞并没有广泛通

知给所有用户，所以未来需要更多学校携手给这些教软厂

商更多的压力，让他们进行更加主动的开展安全工作。 

未来发展

积极主动筛查安全漏洞。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安全工作需要积极主动作为，安全漏洞始终并且持续

存在。发现、修复、验证，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全生

命周期漏洞管理过程，对发现的所有漏洞进行定期的

探测复查，满足全程可控管理。其次，通过相应的管

理机制，在信息化项目立项、验收以及日常运维时，

建立一整套安全保障机制。虽然安全漏洞永远抓不完，

但是工作持续开展并坚持下去，在一些重点保障时期，

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攻击者可能会利用的方式等都

已有掌握，进行普查时把潜在的风险尽可能消除，安

全就会大大提升一个等级。

最大化安全威胁情报共享。我们计划今年推进建

设教育行业安全威胁情报共享机制。对学校来说，海量、

分散的威胁和告警日志信息如果没有进行梳理，它的

价值非常有限，需要有一个能够汇聚所有数据并对数

据进行有效清洗、验证，最终把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可

订阅的方式定向传递给学校，这样安全威胁情报才会

有实际使用的价值。因此，希望更多的高校能够联合

起来，形成数据共享机制，把更多的安全风险、安全

情报定向、有效传递给学校；在共享机制形成中，要

获得也要付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校都可以做出贡献。

很多学校在加入过程需要共享一些信息，比如提供学

校的安全设备日志等，这样可以在更大范围分析数据，

最终还是回馈给学校。

走向云安全是趋势。很多学校都开始建设各自的

云计算平台，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应用上云，底层

基础设施统一安全管理运维，可以部分解决网络操作

系统层面的安全隐患，但是万能的云也不能全部解决

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

回顾整个安全工作，关注漏洞是安全工作的初级

阶段。如果一直停留在对漏洞的处置阶段，安全工作

将很难向前发展。现阶段，确实漏洞仍然是推动工作

的抓手，通过主动组织、第三方服务或其他渠道，投

入足够的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解决大部分漏洞

问题；很多学校通过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在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做了很多合规性的要求，但是这

些安全工作即便都完成，实际上对学校核心系统的安

全保护还是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思考更多，需要重构

整个学校的安全保障体系，可能要如企业安全一样，

更多考虑业务安全、数据安全、邮件安全以及各种系

统的安全，这是未来安全工作的下一步工作重心。学

校需要对安全工作进行梳理，未来应分期分批进行安

全建设，部分是学校可独立完成的，部分是可以和其

他学校、机构、厂商一起合作完成，一个学校很难孤

立把安全建设好，需要通过合作共享的方式，共同推

动整个高校安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 

( 本文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姜开达在“2018 年高校

网络信息安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整理 : 杨燕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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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山东大学的网络安全工作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在

2017 年 7 月以前，被发现安全漏洞多，曾经长期位列

教育部漏洞排行榜榜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网站多由个人或小团队开发，技术薄弱、安

全漏洞多，没有维护人员，处置不及时；

二是虚拟主机系统环境版本低，受部分网站无

维护人员限制不能升级，操作系统多是 Redhat9.0、

AS2.1、AS3.0、CentOS4.X 等；

三是校园网边界基本不做访问控制，校内上网设备使

用公网 IP，便于端到端攻击；

四是信息化人员不足，WAF 部署后没精力持续优

化策略，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五是二级单位网站安全意识弱、学院机房自管网

站几乎没有安全防护措施，主要表现在分管领导不重

视、不抓网络安全、出现问题处理慢，网站管理员只

负责发布新闻工作；

六是部分用户安全意识弱，弱密码严重，特别是

一些信息系统的管理员，密码采用非常常见的热密码，

很不安全；

七是自身安全问题重视不够；

八是安全管理力度弱，安全漏洞处置进度慢、时

间长。

网络安全管理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山东大学从顶层设计、组织体系、

制度建设、基础措施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在顶层设计方面，学校发文成立涵盖政治安全、公共

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生产、网络信息安全、反恐防

恐等职能的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学校（三

地八校区）政治稳定工作和各类安全工作的组织、谋划、

指导和监督实施。

学校安全实行总体规划、统筹协调、协同配合、

分级负责的机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

追责”，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

谁组织、谁负责”，逐级签订安全责任书。

在组织体系方面，学校成立了安全工作委员会，

下设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组，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负责牵头，协调各职能部门与各院系、中心所等单位

开展网络安全工作，同时每个二级单位都下设有兼职

网络安全员。

建立安全队伍，信息办人员都是安全员。在校内

二级单位设置网络信息安全负责人，由职能部门、院、

所、党、政一把手担任。根据各二级单位规模，设置

网络安全员，具体负责执行日常管理、监控、工作落

实等工作。同时建立安全工作群，成员有 141 名。

在制度建设方面，从学校层面制定了《关于加强

和改进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意见》，发布了网络安全

管理办法，督促各学院建立自己的网站系统管理办法

与应急响应预案。

在技术措施方面，首先，购买多家安全服务以解

决人手不足问题。第二，将网站全部迁入网站群，关

闭虚拟主机系统；采取宣传动员的做法，同时学校承

担迁移费用；针对不愿意迁移的网站，采取重要时期

有问题网站做访问控制，不允许校外访问，或者严重

的实施断网，倒逼存在问题的网站进行迁移。如此，

通过这两个措施，一是正向激励，一是反向督促，促

进各单位积极向网站群迁移。第三，在校园网边界设

置白名单，关闭端口，比如 Web 常用端口、远程桌面、

SSH 端口、常用数据库端口等。第四，师生从校外通

过 VPN 访问校内资源。第五，投入人力持续优化 WAF

策略。

在漏洞处理方面，通过 OA 系统，处理流程追踪

进展，还可以通过微信群直接通知相关领导与安全员。

在重要时期保障前进行网络安全检查（漏扫、渗透测

试），查出安全问题及时整改，并且重要时期还要进

行应急预案的演练。加强弱密码治理，消除弱密码（重

要信息系统提高密码强度，强制用户更改密码）。

做好备案工作。登记各单位信息系统（网站）基

本信息，建立校内信息系统（网站）数据库；治理双

借等保东风 助网安治理上新台阶
山东大学

陈军

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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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网站、僵尸网站；清理僵尸、失效主机名，通过整

理清单、网上公示、判定无效后进行清理。

重要时期加强管理，如上合峰会期间强化管理，

多轮扫描办公区 IP，排查、处理未登记 Web 服务器，

每天在校园网边界更新 IP 地址黑名单，每天调整 WAF

策略。在关键时间点临时封存风险 IP、疑似攻击 IP，

临时限制问题信息系统校外访问。

加强校园网敏感信息清理。购买 CA 证书，重要

信息系统，比如校园卡系统、OA 系统、邮件系统启用

HTTPS； 落实 6 个月日志存留（应用级、系统级），

购置微软软件提供学生使用，提高正版化率，减少个

人电脑肉机数量。同时加强兄弟学校之间协同协作。

在采取以上措施后，学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

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难点，表现在工作不受重视、

二级单位支持度低、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推进较慢。我

们的方向是加强工作力度，但加强工作力度不可避免

要得罪人，导致有些工作就此搁置。基于此问题，我

们采取借助三个“东风”的方式有效化解了以上问题。

在 2017 年 8~9 月，对于网络安全漏洞各单位不

重视、处理慢、时间长，也不重视信息办的漏洞处置

要求等问题，借助“东风”一：教育部在“十九大”

期间发布网络安全保障通知，要求除主要网站外，其

他网站都不允许校外访问，发现问题问责。学校采取

三大措施：经检查确定没问题的网站 / 信息系统允许

校外访问；有问题网站限制校外访问或断网；有问题

信息系统 8 小时外限制校外访问。通过“十九大”期

间持续近一个月的安全保障，提高了部分单位领导抓

网络安全的意识。

在 2018 年两会保障期间，部分单位仍然存在安

全意识薄弱、处理不及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借

助第二个“东风”，公安部门在青岛上合峰会期间要

求网络安全保障不出问题，同时学校安全风险管控力

度加大，成立安全工作委员会、签订安全责任书，问

责力度加大，领导责任意识增强。我们采取了 20 年

来山大最严格的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多轮全方位安全

检查，立查立改。收到成效是二级单位领导安全意识

普遍提高；各二级单位认识到信息办安全治理动真格

是新常态，安全管理工作开始顺畅。

但好景不长，2018 年 6 月，学校进行中层领导轮

岗调整，新提拔一批年轻干部，学院办公室主任全部

进行更换，部分新任网络安全分管领导安全意识弱，

单位安全管理放松、问题处理不受重视、不及时问题

抬头。于是借助第三个“东风”：教育部网络安全现

场检查，安全检查反馈结果后要立即整改。我们采取

了三轮漏洞自查及处理，督促二级单位建立网络安全

管理制度并落实责任人的措施。经过整改，新任领导

加强了网络安全意识，问题处理及时，网络安全管理

开始重新顺畅。总结分析，通过三个“东风”采取强

力措施是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将

会是一个持久东风，各高校可以借助等级保护东风加

强网络安全的管理工作。

工作中的认识

一是对教育部、公安部安全管理的认识。在日常

工作中面对教育部和公安部两个部门的检查，为了能

减少工作量同时提高效率，我们对这两部分的情况做

了梳理，如图 1 所示。我们认识到，等保是核心工作，

做好等保安全管理事半功倍。二是对《网络安全法》

和等级保护的认识。通过对国家网络安全法和等保制

度的深入学习，认识到不做等保后果很严重。三是变

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推进等保工作。

今后山东大学网络安全的主要工作也将会在推进

等保工作方面开展。继续推进向网站群迁移，特别是

二级单位机房自管网站。同时多部门协同，发挥职

能部门的作用，重点突破教学、科研实验室网络与

信息安全。

每年的常态化工作，包含每年两次网络安全大检

查，重要时期保障前开展网络安全检查，每年一次登记、

更新信息系统（网站）信息数据库，清除双非、僵尸网站。

学校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弱密码治理（信息系统侧异

常登录处理）； 加强运维审计管理；扩大 HTTPS 覆盖

率；加强生物识别信息管理以及 IPv6 环境下网络安全

管理等。

（本文根据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军在“2018 年高校网

络信息安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整理：杨燕婷）

图 1  教育部、公安部安全管理流程

文件、通知 检查

自查、远程查、
现场查

制度、措施、
漏洞→等保

问责、通报

教育部

网络安
全管理

制度
体制
队伍
措施

…

等级保护 安全法

物理网络主机应用数据 罚款、拘留

管理要求 技术要求

分级：1-5 级 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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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保障全生命周期管理

近年来，大连理工大学开始探索对信息系统进行全

生命周期内的网络安全管理，为此成立了网络安全部，

负责整个信息化建设当中的安全管理与监督。2018 年网

络安全部成立后 , 主要负责编写信息化项目网络安全建

设管理规范。管理规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依次是总则、

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网络安全建设和其他相关制度。

总则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信息系统全

生命周期进行了明确的定义。第二，对整个全生命周

期安全管理中的部门进行了责任分工，秉持“谁主管

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第三，

网络安全一票否决制。第四，厂商安全记录制。

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网络安全建设，内容如下。

第一，调研立项预算阶段。包括等保定级（项目

立项阶段确定安全水平）、Web 检测等安全预算、资

源及安全需求和网络安全建设相关时间进度。

第二，采购阶段。一是采购文件，包括对厂商安

全能力的要求和项目安全要求；二是合同，包括项目

交付前的安全监测和整个信息系统全生命周期范围内，

厂商必须对系统安全负责；三是保密协议，根据项目

具体情况决定，可能有对数据和安全要求较高的项目，

需要厂商签署保密协议。

第三，建设阶段。这一阶段有六个环节。

在需求分析环节，要求需求必须固定，不得随意

更改，如果有新的需求，可以分阶段、分期建设。在

设计环节，主要是两个检查，一是设计文档的审计，

检查逻辑的合理性，尽量避免逻辑上的安全问题；二

是对开发所使用的编程语言、开发框架等做了解和检

查，避免有安全问题的框架的使用。在开发环节，主

要是安全开发、版本管理和开源软件的二次开发。在

测试环节，首先要求厂商必须完成完整的测试，提交

明确的测试方案、用例和实施记录等；其次在使用测

试数据时，必须对真实数据做脱敏处理；最后是代码

审计，主要是对代码的规范性、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

冗余代码进行检查。在部署实施环节，首先要求生产

服务器不得用于开发、测试，同时进行最小化部署；

其次是在部署方案里要求厂商明确说明服务器、软件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密码等情况；再次是在交付文档中提供部署调整、

关键进程等参数，以供后期运维阶段作为参考；最后

是对堡垒机的使用和服务器操作要求及审计做出定义，

要求所有的厂商、第三方对于服务器的远程操作必须

经过堡垒机。在上线试运行环节，要求在系统试运行

之前，每个项目都要做第三方安全检测。

第四，验收阶段。一方面是文档的验收，主要有两个

文档，分别是第三方 Web 安全检测报告和校方安全检测

处理情况报告，规范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质和报告格式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标准，且报告在验收提交时均不得存

在高危漏洞；另一方面是系统的验收，要求对服务器进行

安全检查，看是否有冗余的软件代码、网络连接等。

第五，运维阶段。规范要求要对整个运维阶段进

行考核。首先是对运维方案的考核，包括分工、Bug 修

复等一系列的内容要求，以保障运维的正常进行；其

次是对运维操作的考核，包括堡垒机的操作、报告与

记录和最小化的运维操作；再次是对升级工作的考核，

包括操作系统升级、硬件升级、补丁升级和系统的重

大升级，在系统进行重大更新或升级时，必须提前由

项目组编制升级方案，审核通过后要严格按照升级方

案进行升级操作。

第六，结束阶段。规定给出了项目结束的条件，

包括不再使用、出现故障无法修复或遇到安全问题无

法解决、项目组人员不全致使系统失控失管和国家或

学校规定要求系统下线，这时项目就需尽快结束，避

免出现安全隐患。

其他相关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数

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对于个人信息，不得超范围

使用，使用到的数据要加密存储；对于数据，建议数

据本地保存，在进行删除操作时，项目组要经过讨论，

慎重使用。第二是正版软件的使用，要求在整个建设

过程中，不得使用来路不明的软件，特别是破解版的

软件，避免恶意代码随来路不明软件带入，尽量使用

正版软件或官方版本的开源软件。

（本文根据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先毅在

“2018 年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整理：付涵）

李先毅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

与信息化中心高级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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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作为智慧校园建设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保障高校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

确保高校信息化基础软硬件环境和应用信息系统安全、

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保证。推进高校智慧校园网络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也是整体上系统化提升高校网络安

全工作水平的重要切入点。

智慧校园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智慧校园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应依据国家和教

育行业网络安全保障要求，结合高校信息化工作的特

点和具体的安全需求，建设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和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要求、覆盖高校信息化建设各领域、

贯穿信息系统等信息资产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一体

化防护体系，支持高校信息化应用系统稳定运行，保

障高校网络环境可控、隐私信息保护、数据信息安全，

有力支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要求。

智慧校园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应遵循紧密协同、

同步建设、综合防范、动态调整、持续投入、合法合

规的原则，参考网络安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

范，基于信息系统生命周期从组织、管理和技术等方

面构建高校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要将规划立项、系统建设（开发采购、实施交付）、

运行维护和系统废弃四个阶段的信息系统生命周期贯

穿始终，同时需要从组织体系、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

全方位协调配合和推进。

等级保护助力保障体系建设推进

高校网络安全工作普遍存在以下共性问题和短板，

如何推进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如何找到网络安全工

作开展的立足点，是智慧校园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1. 信息化统筹管理和建设基础薄弱。信息化管理、

技术、业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合作共赢的关系有待

建立，业务系统建设和应用走在整体信息化环境建设

前面，不断涌现的师生信息化应用需求持续增加网络

安全风险。

2. 信息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滞后。网站和信息系

统梳理不足，缺乏校级管理制度和流程，域名、互联

网 IP 地址、信息服务等管控力度不足，跟不上信息化

发展和网络安全管控要求。

3. 网络安全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网络安全工作

侧重漏洞信息和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整改监督，事

前预警和管控、网站和信息系统上线检测和持续监控

都有待加强。

4. 网络安全主动性工作羁绊掣肘。学校网络安全

团队技术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团队支撑，技术部门责

任担当不够，配套整体统筹环境不清晰，管控推进力

度不足。

智慧校园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是解决高校网络

安全工作存在问题和短板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其内容

囊括组织、制度到技术领域，与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组织

多举措用好“等保指挥棒”

图 1  智慧校园系统层次逻辑

服
务
层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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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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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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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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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交互平台（各类终端）

智慧校园应用层
教学服务 科研服务 管理服务 生活服务 社会服务 文化服务

智慧应用支撑平台层
数据挖掘引擎 大数据分析处理平台 数据服务平台

智慧信息采集与数据管理平台层
传感数据采集平台 元数据管理 主体虚拟映像 大数据管理中心

计算与存储层
高性能计算 存储 虚拟化 laas

网络通信层
IPv4/IPv6 WiFi 3G/4G/5G

智能感知层
IP Camera WSN RFID Zigbee

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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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和管理模式密切相关，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需要找

到强有力的政策抓手来持续指导和推动体系建设。

国家明确要求高校推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建设，

切实做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正好可以成为推进

智慧校园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和指挥棒，

摆脱前期“合规为主”思想，通过等保定级、备案、

测评、整改等一系列闭环管理和技术要求，真实推

进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初始建立和优化提升。建议

方案路径包括：

1. 等保建设全局观确立。通过等保定级、备案、

测评、加固和整改等来建设网络安全管控体制。等保

测评整改是包括在定级备案的基础上开展的等保测评

服务、系统加固服务、整改设备采购与部署、管理制

度和流程建议、信息资产梳理等系列工作，是推进网

络安全治理体系建立的抓手，也将切实推进学校网络

安全保障体系从组织到管理、技术等各个环节的建立

和加强。

2. 前期准备工作

（1）网络安全管理和技术支撑部门整合或利益共

担机制确立，让管理和技术形成合力，高效率推进网

络安全相关工作。

（2）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提供指导，从顶层设计

上对组织协调、管理制度、人员配备等进行整体部署，

统一思想，明确方向。

（3）建立必要的项目制管理体制，配备项目管理

专职人员，以项目制方式推进等级保护测评整改工作。

（4）建立和完善技术部门内部、技术部门与业务

部门的沟通机制，降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沟通延迟风

险，遇到问题节点及时显现和上升解决层级，提高信

息反馈效率。

3. 测评整改推进阶段措施

（1）以“起而行之”替代“坐而论道”，用行动

去推动等保测评整改工作。

（2）对等保测评整改服务商、对信息化管理和技

术部门内部、对二级单位都采用项目制度管理，严格

管控节点和目标，及时处置影响项目推进的关键问题。

（3）校内沟通组织和协调要在界面、方式、文

档等方面规范有序。测评整改过程服务于学校整体安

全水平提升，也是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相关部门树立管理

和技术威信的过程，要充分体现合作意愿和技术专业。

（4）统筹管控的软硬件环境（站群、物理和虚

拟托管）要提供有效支撑，切实关注业务部门的实际

需求，通过疏堵结合策略进行信息资源梳理和整合，

从学校层级关注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基础环境建设。

（5）管理制度和规范流程要相配合，同步推出包

括《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办法》、《信息资产梳理和流程资源整合规范》、《虚

拟主机（私有云）管理办法》等系列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建设相关制度，将工作推进成果固化和可持续。

4. 测评整改推进后期，要对信息资产、管理制度、

操作流程、技术要求等进行全面的文档化和在线化，

形成信息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将等保工作成果

沉淀，形成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原点”的不断完

善和提升。

实践与展望

学校依托等保测评整改工作，有效助力智慧校园

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信息化管理和技术部门责任

担当形象初步确立，二级部门物理设备集中管控制度

确立，二级部门物理和虚拟托管环境初步建成，信息

技术部门资源利用率明显提升，校内信息资产摸底进

展顺利，信息化软硬件预算统筹管理逐步形成，软件

项目招标、采购、开发、实施、运维等明确要求包括

技术要求、定级要求、测评要求、域名管理、互联网

访问等网络安全相关内容形成，信息化建设人员积极

性、主动性、能动性明显提升。后续，学校将从提升

信息资产管理水平和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出发，完成整

改测评工作，建立、完善和出台完整的网络安全工作

制度和流程，并通过站群、流程平台、移动 APP 整合

精简网站和信息系统数量，减少信息系统入口，降低

网络安全风险。

（作者单位为东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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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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文章中我们列举了主要的研究发现

和设备的使用情况，本期将从教学管理系统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大多数学生更偏好混合式教学环境
——2018年 EDUCAUSE本科学生与信息技术关系研究报告（二）

教学管理系统及满意度

教学管理系统（LMS）是学生最广泛

使用的教育技术，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

间。无论我们把它打扮得多么“花枝招展”，

增加新的选项、新的色彩，或者声称使用

它可以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产出，都没什

么大不了，因为它是个可信赖的、老好人

般的 LMS，时刻准备为我们所用。在此意

义上，LMS 类似于高校校园中的基本公用

事业服务，如同水、电、气、暖一样实用

和普遍，而且大多数基本操作的使用率和

满意度都很高。当然，仅仅使用基本功能

就可以达到学术和教学目标也是我们的期

望。去年，正是交作业之类的基本功能受

到了学生们的满意反馈，而不是那些更复

杂的业务。鉴于 LMS 的可靠性、依赖性

和接近普遍性，2017 年以来学生对 LMS

就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评分。全体学生中有

四分之三对学校的 LMS 评价为“满意”

或“非常满意”，而且有超过四分之三的

学生表示大多数或全部课程都使用了 LMS

（如图 1 所示）。

我们发现，根据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

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在 LMS 的使用率和

满意度上还是存在显著的差别。在全部高

校中，私立本科层次高校的学生的 LMS

使用率最高，而公立高校（硕士、本科、

专科层次）有更多学生表示至少有一门课

程不使用 LMS。尽管提高 LMS 的可用率

和使用率有利于全体学生，但由于公立高

校拥有更多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拥有佩

尔奖学金资助资格的学生、要扶养家人的

学生、处于已婚或同居关系的学生、黑人

和西班牙裔学生，与私立高校相比有更多

学生每周要工作 30~40 个小时，因此仍然

要将提高 LMS 的可用率和使用率作为一

项目标。公立高校坚持广泛使用 LMS 和

确保随时可用是对学生有益的。研究发现，

即使是发布成绩等最基本的 LMS 功能都

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积极作用，因为能得

知分数就能实时监控课程进度，必要时在

课程进行过程中调整。而且，LMS 的便捷

性满足了校外居住学生的灵活需求，可以

用来联络老师和同学，获取课程内容，以

及参加测验。

LMS 的高使用率影响了学生对于教

学环境的偏好吗？可能并没有。对学校

的 LMS 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的

学生中有 69% 也表示，他们偏好完全或

大部分面对面的课程。这反映出学生有使

用 LMS 功能特性的诉求，也有对与教师

在课堂共处的诉求，这在 2017 年的开放

式问题的答案中就有所体现。LMS 的总体

使用率和满意度都很高，然而全体学生中

对于绝大部分或完全在线课程的偏好却很

低，或许还反映出学生对于在线课程的作

用和混合式学习的好处缺乏了解。不过，

这可能也是源自于学生此前在教学环境方

面的经历。正如本报告中指出的，学生对

于教学环境的偏好取决于他们之前对于教

学环境的体验。因此，那些倾向于面对面

（基于过去经历）的学生仍然会发现 LMS

功能对课程有用且重要，并且他们在面

对面为主的教学环境中也难以发现 LMS

的一些局限性。甚至面对面的课程也依

赖 LMS 来分发资源或进行沟通，学生对

LMS 为面对面课程提供的便利也感到相

当满意。以 2017 年为例，大多数的学生

对 LMS 功能方面的满意度比较高，如提图 1 按照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的学生使用 LMS 的情况 

对 LMS
表示满意

在大多数或所有
课程中使用 LMS

其他美国高校

专科

本科公立

本科私立

硕士公立

硕士私立

博士公立

博士私立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受访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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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作业、获得课程内容、查看进度等，而

对诸如讨论版等要求更多参与的任务的满

意度则比较低。

对 LMS 的 满 意 和 对 面 对 面 课 程 的

偏好也会源自教师们使用 LMS 的方式。

2014 年以来大多数教师就反映，他们主

要使用 LMS 基本的课程管理功能，例如

分发传递课程大纲、任务和作业等。学

生也表示 LMS 的功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

学业成绩。由于学生在 LMS 的运作中观

察到的多数情况都是功能方面的，因此对

LMS 更加先进的能力方面的认识有限，对

在线教学或混合式教学中的能力认识尤其

薄弱。这都反映出了教师在 LMS 使用方

式中的共同模式。

未来将前往何方？ LMS 也许确实要

全面大修，不过应当采取一种睿智而创新

的方式，不局限于便利地管理、打包和分

享内容的用途，而是要走得更远。我们并

不需要打破 LMS，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

它能做的（以及什么是它做不到的），

并且将它的最佳特性都纳入数字教学的

新模式，即下一代数字教学环境（Next-

Generatio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NGDLE）之中。NGDLE 不是一个单一的、

私有的 LMS 应用，而是通过开放标准把

教学应用、工具和资源编织在一起构成的

联合体，可以被高校利用来满足自身的数

字教学环境需求。NGDLE 包括了个性化、

互操作性、协作性、无障碍和通用设计、

以及分析 - 咨询 - 教学评价等。NGDLE

可以将 LMS 作为其中一个组件纳入，也

可以不纳入；LMS 也可以单独作为那些开

放标准数字应用、工具和资源的补充。将

LMS 纳入到更大的数字教学情境中，这也

许是满足学生们简单的数字成绩册或课程

文件网盘需求的一个办法。NGDLE 的开

发和实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把 LMS

这辆教育技术的“二手货车”变成用于学

生成就的“全新高性能车辆”。

教学环境偏好

偏好“没有在线环节”课程的学生和

偏好“完全面对面”课程的学生之间有多

大的差别？ 2018 年，我们修改了学生教

学环境偏好方面的问题，结果得到的答案

和过去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近几年，我们

观察到偏好“没有在线环节”课程的学生

比例出现了稳定的下降趋势，然而 2018

年的结果却展现出偏好“完全面对面”课

程学生的激增，达到了 38%。相比之下，

2017 年选择偏好“没有在线环节”课程

的学生比例为 9%。尽管问题精确度的提

高给出了更准确却相当意外的结果，不过

前几年研究发现中的要点仍然保持稳定，

即多数学生（55%）偏好某种形式的混合

式教学环境，比纯面对面课程或纯在线课

程都要高（如图 2 所示）。

那么学生偏好形成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呢？这看起来和影响人类其他方面偏好的

因素是类似的：曝光和经验。长期研究证

实，对于食品、声音和面孔等各种事物，

“更多曝光”都会形成熟悉感，从而形成

偏好。过去几年的数据表明，学生偏好的

是最近体验过的教学环境，而且这个的相

关性同样出现在 2018 年。在控制了一系

列因素后，对教学环境偏好影响最显著的

因素就是最近（过去 12 月中）的教学体验。

此外，学生的偏好还出现了两极分化：从

来没有上过纯在线课程的学生明显更可能

偏好纯面对面的课程，反之亦然。然而，

只要学生上过至少一门在线课程，就会明

显更可能偏好混合式教学环境。

考虑到曝光效应的存在，这个结果就

合乎逻辑了。学生偏好那些近期内有（良

好）体验的教学环境，因为这是他们最熟

悉的环境，这一点看起来很合理。同样

地，要一头扎入大量数字化方式的教学环

境时，那些刚开始大学生涯、从未上过在

线课程的学生也许会犹豫不前，尤其是他

们正在从高中或者工作岗位跨入大学的时

候，他们缺乏自信，或者对自己在在线课

程中成绩会怎样（或过去曾经怎样）的忧

虑，都会影响偏好。如果要学生更加适应

图 2  学生对教学环境的偏好

其他美
国高校

专科 本科
公立

本科
私立

硕士
公立

硕士
私立

博士
公立

博士
私立

完全面对面

大部分但并非完全面对面

大部分但并非完全在线

完全在线

约一半在线和一半面对面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学生比例



38 中国教育网络 2019.2-3

混合式教学环境，那么就要让他们在大

学生涯的早期更多地接触到有在线环节

的课程。在这些环境中的经历能帮助他

们适应 21 世纪的用人需求，其中职场

中的混合型或基于通信的工作环境已经

有了成倍增长。

就不同教学环境的优势、预期和需

求对学生进行教育，对于他们判断最适

合自己的教学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IT

部门可以和其他校内单位合作，通过多

种渠道与学生接触，对面对面、混合式、

在线课程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持续沟通

和提供资源。无论是在新生入学教育、

咨询和注册、学术支持中心，还是在教

学院系、教学中心、残疾服务处等地，

都有这样的合作机会。那些缺乏混合式

教学或在线课程经验的教师也应该更多

获得相关的职业能力提升、培训机会和

校园 IT 资源，并与课程设计师和教学中

心进行更多接触。

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态度

为了准备驾照考试，奥利弗（Oliver）

学习了驾驶教材，记会了交通标志，并

且进行了政府规定的实习驾驶培训。他

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然而当他要借家里

的车进行第一次独立驾驶时，爸爸妈妈

对他说：“不行”。他们表示奥利弗还

是个缺乏经验的驾驶员，如果奥利弗要

单独驾驶，那他们就没办法纠正他的动

作，避免出现潜在的严重错误。尽管奥

利弗听从了爸爸妈妈的话，但他还是怀

疑：如果得不到单独驾驶的机会，怎么

才能继续学习呢？正如关心的父母一样，

教师们在课上使用信息技术时就像是在

方向盘后驾驶，然而在将信息技术的钥

匙交给教室中的学生时却倍感焦虑。

当我们就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信息技

术的不同方式向学生询问时，大多数学

生表示教师会使用信息技术让他们参与

教学过程，而且使用额外资料强化他们

的学习。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表示，教师

们鼓励他们在创造性任务或批判性思维任

务中运用信息技术。如图 3 所示，结果表

明，在整合信息技术来改进教学方法、加

强沟通、推动教学任务等方面，教师们通

常都是比较顺手的。与此相对的是，学生

使用自己设备的行为会要求教师放弃部分

控制权，更加以学生为中心，而且可以促

进更主动的学习方法的形成。然而，当学

生被问及在课堂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是

否会受到鼓励时，同样的事情在数据中就

出现了断层。尽管 38% 的学生表示他们

的老师促使他们使用自己的设备来加深学

习，32% 的学生对此表示不同意。也就是

说，对于接近三分之一学生，他们的老师

是不要求、不鼓励或不允许他们在课堂上

使用自己的设备作为学习工具的。接近一

半的学生表示教师鼓励他们使用自己的笔

记本电脑提升课堂学习效果，不过只有四

分之一的学生称教师鼓励他们使用智能手

机。而在学生可用的信息技术设备中，智

能手机是最广泛使用和拥有的设备之一。

学生们并未被问到教师是否禁止在课

堂中使用个人设备；尽管如此，我们获得

的数据和许多质性问题的回应（正如以下

例子中的）暗示出学生在课堂上使用个人

设备方面继续受到了严格的政策限制。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大约一半课上

的教授不允许在教室里使用笔记本电脑记

笔记，这对我一点都没有帮助。”

“我想让教授们鼓励在课堂上使用笔记

本电脑等设备记笔记，而不是对此大加训斥。”

“因为我有残疾，所以可以使用智能

笔和我的智能手机上通过蓝牙连接。”

劝阻和禁止学生使用以笔记本电脑为

代表的数字设备，是对学生认为实现学业

成就所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的剥夺；这给

那些缺乏话语权的人群带来问题（见“可

用和拥有的设备”一节），特别是对身患

残疾的学生尤为如此。只允许那些登记了

残疾情况的学生使用数字设备将会让他们

不情愿地受到来自同伴的关注，而且打

下有特殊教学需求的明显标识，这本来是

可以保持在隐私状态的。而那些有未公开

的残疾或学习障碍的学生同样会在无差别

的技术禁令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高等教

育中学生公开自身残疾的比例很低。允许

学生使用自有设备是一种包容和公平的做

法，维护的是更多我们至今尚未得知其情

况的学生。然而，要让这一点得到广泛接

受，就要进行教学技术的职业能力提升，

特别是在那些还没有将教学方法培训作为

教师必需要求的高校。尽管信任学生并且

把信息技术的钥匙交给学生总是令人感觉

不那么放心，甚至有点吓人，但教师们还

是应该这样做来试验推动更多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策略，学习把学生们在学业任务

中使用的更多技术工具纳入到教学中来。

如果不能利用学生自有设备的潜力，那么

图 3 学生对教师和信息技术关系的体验

在课堂上运用信息技术来利用额外材料加强学习

鼓励我使用在线协作工具

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和我接触互动

鼓励我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人物中使用信息技术

在课堂上让我使用笔记本电脑作为学习工具

在课堂上鼓励我自己的信息技术设备来加深学习

在课堂上让我使用我的混合式 / 二合一电脑作为学习工具

在课堂上让我使用我的平板电脑作为学习工具

在课堂上让我使用我的智能手机作为学习工具

典型情况下我的老师们 强烈反对 反对 同意 强烈同意

受访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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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丧失了利用学生们已熟练使用的技术来

加强他们学习效果的机会。

家中互联网的连接

我们在走读学生中发现，他们同时

工作、上学和照顾家庭的能力，反映出工

作、休闲和学业等各领域之间界限在不断

模糊，因此，家庭中的网络连接就变得至

关重要。由于走读学生表示他们每天在线

进行研究或做作业的时间和他们在校内居

住的同学差不多，那么对这个学生群体而

言，可靠的家庭网络连接是促进无缝获取

学术资源和完成学生事务（如注册等）的

必要条件。而无论学生身在何处，评估这

些学生的家庭互联网连接情况，可以对这

些学生在校外使用网络的质量情况形成深

入认识。

接近四分之三（72%）的走读学生对

他们在家里或校外住所中的互联网连接质

量评价为“好”或“极好”；只有 2% 的

学生在家中没有互联网接入。那么，对家

庭的网络连接情况给出正面评价的这些学

生，他们的教学环境偏好是怎样的呢？不

出所料，走读学生中偏好在线或混合式教

学环境的比校内居住的学生略多一点。同

样，走读学生中偏好大部分的或完全的面对

面教学课程的比校内居住学生要少。然而，

走读学生中偏好完全的或大部分的面对面教

学环境的比例仍然很高（如图 4 所示）。

若干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仍有大量

的走读学生认为课堂体验很有价值。面

对面教学环境对于走读学生可能特别重

要，因为他们之中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

的比例更高，他们也许想要更多在教室

中和教师互动。此外，走读学生在信息

技术设备使用上经常受限或者需要共享，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多数人声称他们

偏好面对面的教学环境。这些学生要使

用与家人共享的计算机来完成线上作业，

而以面对面教学为主要方式的教学环境

也许可以让他们绕过在家里使用信息技

术的某些困难。

另一方面，和校内住宿学生相比，

走读学生对在线或混合式教学环境的偏

好程度略高，反映出在线学习对于那些

需要安排工作日程和家庭责任的学生有

某些方面的好处。29% 要扶养家人的学

生和 24% 已婚或同居的学生，他们偏好

大部分或全部在线的教学环境。在校外

居住且每周要工作 20 小时以上的学生中，

13% 称他们偏好那些完全在线的课程。

这些发现表明，走读学生在他们的学业

中经常有额外的灵活性和便捷性需求。

综合考虑这些研究发现可以看出，

走读学生对于课堂体验的渴望和承担学

业以外责任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着张力。

理想世界中，校外居住学生也许会选择

和同学们一起坐在课堂里，而在现实世

界中这也许并不具有可行性。那么，走

读学生就需要有持续和强健的校外网络。

关于走读学生（如果不是全体学生

的话）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期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一项决定。

这项决定允许网络运营商将互联网站点

的连接置于“慢车道”，而为了特定站

点的高速访问服务向用户收费。关于网

络中立的这场斗争在法律层面上还在持

续进行战斗。FCC 的决定已经受到了高

等教育界和图书馆界的质疑。他们认为

推翻网络中立破坏了互联网的开放性，

而这是当前的学院、大学和图书馆履行

使命的关键。如果 FCC 的决定付诸实施，

将会进一步 影 响 学 生 参 与 在 线 和 混 合

式 学 习 以 及 开 展 研 究 的 能 力， 特 别 是

对 那 些 肩 负 多 项 责 任、 在 经 济 上 处 于

不 利 地 位， 而 且 对 于 在 家 进 行 在 线 学

习 和 研 究 的 灵 活 性 和 便 捷 性 有 需 要 的

学生尤为如此。

如果网络中立原则被完全推翻，那么

高校能做些什么来减轻某些潜在的衍生问

题的影响呢？我们建议 IT 部门做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确保校园网络的顺畅和普遍可用。

对于那些没有网络或者网络质量很差、

承担着工作和家庭责任的走读学生，校

园网络也许是他们获得高质量网络接入

的唯一选择。只有高质量网络才能让他

们充分利用混合式教学环境的方便和灵

活优势。

增加对校外居住学生的学习环境偏好

的了解。这些偏好的表面价值并非都是符

合直觉的，如偏好面对面课堂的走读学生

仍然占大多数。

重点与校外居住学生沟通在线或混合式

学习的好处。不仅要说明这在学生成就方面

的产出，而且要说明在线和混合式学习如何

能让学生兼顾家庭生活、工作和通勤。

帮助校外居住的学生根据他们的学习

偏好和学业需要来决定最佳教学环境，从

而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来决定如何、何

时、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在线或混

合式学习。

与走读学生沟通告诉他们使用当地公

共图书馆 Wi-Fi 的便利性，以应对他们

无法来到校园但仍然需要接入可靠网络的

不时之需。

走读学生需要了解在线或混合式教

学提供的灵活性和学业好处，包括在线课

程的实质期望和课程负担。如果走读学生

对在线或混合式教学的需求和期望缺乏了

解，或者不知道这对于他们的学业成就有

何作用的话，他们也许就把宝贵的时间浪

费在了通勤而不是完成学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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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按照学生居住条件分类的教学环境偏好

完全面对面

大部分但并非完全面对面

大部分但并非完全在线

完全在线

约一半在线和一半面对面

校外 校内

学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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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深度神经网络在网络安全应用上展现出强大的潜

力。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深度神经网络在恶意软件聚类、逆

向工程以及网络入侵检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如此，由于

神经网络的不透明特性，安全从业人员对其使用依旧十分慎重。

具体而言，深度神经网络可能是由大量的数据集训练而成并且存

在上百万个神经元。 这种高度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理解神经

网络的某些决策，从而导致了诸如无法信任神经网络以及无法有

效判断神经网络的错误等问题。

为了增强神经网络的透明性，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探索新

的方法来解读神经网络的分类结果。然而，这些方法难以用于

解释在安全领域的深度学习。一方面，已有的方法主要是用于

解释深度学习在图像分析领域的应用，被解释的模型通常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但在安全应用方面，比如

逆向工程和恶意软件分析领域，通常我们使用具有更高扩展性

及更强特征关联性的模型，比如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 

或者 Multilayer Perceptron Model (MLP)。到目前为止，没有解

释模型可以被用于 RNN；另一方面，现有的方法通常有较低

的解释精度。对于拥有模糊边界的应用而言，比如图像识别，

相对较低的解释精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安全应用，比

如二进制分析，一个字节的解释偏差也会导致严重的误解或

者错误。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尝试构建一种新型的、具有高解释

精度的模型用于安全应用。此方法属于黑盒方法，并且通过特

殊的设计来解决以上难题。给定一个输入样本 x 以及一个分类

器（如 RNN），我们尝试去发现那些对于归类 x 起重要作用

的关键特征。从技术上而言，对于 x 附近区域的决策边界生成

局部拟合。为了提高拟合的精确度，该方法不假设分类器的决

策边界是线性的，也不假设不同的特征之间是独立的。相反，

我们借用混合回归模型来近似非线性的局部决策边界，同时通

过 fused lasso 来加强解释精度。这样的设计一方面提供了足够

的灵活性来优化对于非线性决策边界的拟合，另一方面 fused 

lasso 可以很好地抓住不同特征之间的依赖性。为了更加方便的

阐述，我们将这个方法称为 LEMNA (Local Explanation Method 

using Nonlinear Approximation) 。 

为了验证解释模型的有效性，我们利用 LEMNA 来解释深

度学习在安全方向的两个应用：PDF malware 的聚类以及在二进

制代码中寻找函数边界。在这两个应用中，聚类器分别是通过

10000 个 PDF 文件以及 2200 个二进制程序来训练的。它们都达

到了 98.6% 以上的精度。我们将 LEMNA 用来解释聚类结果并且

开发了一系列的指标来验证解释的正确性。这些指标表明在这些

分类器以及应用中，LEMNA 显著的优于已有的解释方法。在准

确度评估之外，我们还展示了安全分析员和机器学习开发者将如

何从解释结果中受益。

这项工作主要带来以下几个贡献 :

1. 设计并且开发了 LEMNA, 它是一种专门用于解释安全应

用中的深度学习的方法。该方法结合混合回归模型以及 fused 

lasso，提供高精度的解释结果。

2. 在两个不同的安全应用上评测了 LEMNA，包括 PDF 恶意

软件聚类，以及二进制代码的函数边界确定。我们提出了一系列

的指标来评估我们解释结果的精确度。实验显示 LEMNA 显著优

于现有的解释方法。

利用 LEMNA 解释深度学习
在网络安全的应用（上）

图 1  机器学习解释示例

学术专栏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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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证了解释模型的实际应用。

不论是二进制代码分析，还是恶意软

件检测，LEMNA 都阐释了为什么聚类

器会做出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决定。同

时还开发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自动将

我们得到的启发变成修正模型错误的

可行方案。

相关背景

在具体介绍技术细节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知

识。首先，对可解释机器学习给出一个定义，并且讨论相关的

解释技术。然后，对利用深度学习的关键安全应用进行简介。

最后，详细描述为什么已有的解释技术不适用于这些安全应

用。

问题定义 

可解释机器学习尝试对于分类的结果给出可理解的解释。具

体而言，给定一个输入 x 以及一个分类器 C，这个分类器在测试

时会给 x 一个标签 y，解释技术的目标是阐释为什么 x 被分类成 y，

通常的做法是标定使得分类器给出决策的关键性特征。如果这些

被选择的特征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些特征给出了一

个解释。图 1 展示了基于图像分类以及情感分析的例子。我们可

以通过选择特征来解释这些分类器的决策（比如，突出关键像素

和关键字）。在这个工作中，主要聚焦于解释安全应用中的深度

学习。从技术上而言，我们的工作可以归类为黑盒解释方法。

黑盒解释方法不需要理解诸如网络结构和参数等分类器的

内部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将分类器视为黑盒子然后通过对

于输入输出的观察来进行分析（即模型推断方法）。这个类别里

面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 LIME 。给定一个输入 x ( 比如一个图片 )， 

LIME 系统性的扰动 x 来从 x 的邻近特征区域里面获取一系列新

的人工样本 （比如图 2 中的 x ' 和 x '' ）。我们将这些人工样本

放到目标分类器 f(x) 里面去获取相应的样本， 然后用线性回归模

型 g(x) 来拟合这些数据。这个 g(x) 试图去模拟 f(x) 在特征空间中

位于输入样本附近区域的决策。LIME 假设在输入样本附近的局

部决策区间是线性的，因此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局部代表 f(x) 的决

策是合理的。由于线性回归是可自解释的，因此 LIME 可以基于

回归系数来标定重要的特征。

解释安全应用

虽然深度学习在安全应用上已经展现了巨大的潜能，但是却

极度缺乏对应的解释模型。其结果是，透明度的缺乏降低了可信

度。首先，安全从业者如果不知道关键的决策是怎么做出的可能

不能信任深度学习模型。其次，如果安全从业者不能诊断分类器

的错误（比如，由于畸形的数据引入的错误），那么这些错误可

能在后面的实用中被放大了。接下来，我们介绍两个成功使用深

度学习的关键性安全应用，然后讨论为什么已有的解释方法在这

些安全应用中不适用。

在此工作中，我们关注两类安全应用：二进制代码逆向和恶

意软件聚类。二进制代码分析中的深度学习应用包括寻找函数边

界，确定函数类型，以及相似代码定位。比如说，Shin 他们用一

个双向的 RNN 来改进函数边界寻找，实现了几乎完美的结果。

对于恶意软件分类，现有的工作主要通过使用 MLP 模型来进行

大规模恶意样本聚类。

利用现有的解释方法来解释以上的深度学习应用有极大的

挑战。在表 1 中，我们总结了一个可行方法的必要特征，以及为

什么现有的解释技术不适用： 

1. 大部分的解释方法是为用于图片聚类的 CNN 而设计的。

但是，我们关注的安全应用主要使用的是 RNN 或者 MLP。由于

模型上的不匹配，现有的解释方法是不适用的。诸如 LIME 的黑

盒模型不能很好地支持 RNN。

2. 像 LIME 这类的黑盒方法假设不同的特征是不相关的，但

是 RNN 跟这个假设是冲突的，因为 RNN 会明确地捕捉序列数据

中的特征依赖。

3. 大部分的解释方法（比如 LIME）假设决策边界是有局图 2  黑盒解释方法原理说明

表 1  可行方法的必要特征

研究与发展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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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线性特征的。但是，当这些局部决策边界不是线性的（对于

大部分复杂网络而言），这些解释方法将导致严重的错误。图

3 左边中展示了一个相应的例子。这个例子中，x 附近的决策边

界是高度非线性的。换言之，线性的部分极度地约束于一个非

常小的区域内部。我们通常用的取样方法非常容易就会采样到

超越线性区域的样本点，从而使得一个线性模型很难拟合 x 附

近的决策边界。在实验中发现这样简单的线性拟合会高度降低

解释精度。

4. 黑盒解释方法对于安全应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

很少使用提供具体网络结构、参数和训练数据的模型。虽然有些

白盒解释方法可以强行在黑盒环境下使用，但是他们无可避免的

会导致精度的下降。 

在此工作中，我们尝试着提供专用于安全应用中的解释

方法。我们的方法是一种黑盒方法，同时可以有效支持诸如 

RNN， MLP 和 CNN 的深度学习模型。更重要的是，该方法实现

了一个更高的精度来支持安全应用。

解释模型设计

解释模型 LEMNA

为了实现以上的目标，我们设计并且开发了 L E M N A。

总体而言，将目标聚类器当成一个黑盒子，通过模型拟合来

推导解释。为了提供高精度的解释，L E M N A 需要一种全新

的设计。首先，引入 Fused Lasso 来处理特征间的依赖关系。

然后，将 Fused Lasso 融入到一个混合线性模型中，以此来

拟合局部非线形的决策边界，从 而 支 持 复 杂 的 安 全 应 用。

接 下 来， 讨 论 设 计 背 后 的 原 理， 将 讲 述 如 果 将 这 些 设 计 整

合 成 一 个 单 独 的 模 型， 以 此 来 同 时 处 理 特 征 依 赖 以 及 局 部

非线性。最后，介绍如何利用 L E M N A 来得到高精度的解

释。

Fused Lasso 是一种通常用来获取特征依赖的惩罚项，能

有效处理像 RNN 一类深度学习中的特征依赖。总体而言，

Fused Lasso 迫使 LEMNA 将相关 / 相邻的特征组合起来产生有

意义的解释。接下来介绍具体的细节。

为 了 从 一 个 集 合 的 数 据 样 本 中 学 习 一

个 模 型， 机 器 学 习 算 法 需 要 最 小 化 一 个 loss 

f unc t i on L ( f ( x ) , y )。 这 个 函 数 定 义 了 预 测 结

果 和 真 实 结 果 的 不 相 似 程 度。 比 如 说， 为 了

从 N 个样本中学习到一个线性回归模型 f ( x ) 

= βx + ϵ，一个学习算法需要使用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来最小化如下的

方程式：

其中， Xi 是一个训练样本，被表示成一个多维的特征向量 

（x1, x2, …, xM）T。Xi 的标签表示为 yi。向量 β=（β1，β2, …, 

βM ）包含了这个线性模型的系数，而 ‖ ·‖ 是 L2 范式，来度

量模型预测和真实结果中间的不相似程度。Fused Lasso 是可以

作为惩罚项引入学习算法中的任何损失函数。以线性回归为例，

Fused Lasso 表示为对于系数施加的约束：

当一个学习算法最小化损失函数的时候，Fused Lasso 强制

使得相邻特征间的系数之间的差距在一个 S 范围内。因此，这

个惩罚项驱使一个学习算法对于相邻的特征赋予相同的权重。

这可以被认为是驱使一个学习算法聚合一组特征，然后根据特

征群组来解释模型。安全应用，比如时间序列分析和代码序列

分析，通常需要使用 RNN 来对特征之间的依赖性进行建模，由

此得到的聚类器依据特征的共存来做出分类决策。如果我们用

一个标准的线性回归模型（比如 LIME）来得到一个解释，将

无法正确的拟合一个局部决策边界。这是因为一个线性回归模

型将特征独立对待，无法捕捉到特征依赖。通过在拟合局部决

策边界的过程中引入 Fused Lasso, 我们期待得到的线性模型有

如下形式：

在 上 面 的 形 式 中， 特 征 被 群 组 起 来。 因 此， 重 要 的 特

征 有 可 能 被 选 取 成 一 个 或 多 个 群 组。 具 象 的 对 这 个 过 程 进

行建模的 L E M N A 可以推导出精确的解释，尤其是 R N N 所

做 出 的 决 策。 我 们 通 过 图 1 中 的 情 感 分 析 的 例 子 来 解 释 这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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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思路。通过引入 Fused Lasso ,  以及一个回归模型考虑相

邻 的 特 征（ 比 如， 一 个 句 子 中 的 相 邻 单 词）， 当 我 们 推 导

解释时，模型不再简单地抓住单词 “n o t”， 同时我们还

能精确的抓住短语“not worth  the pr ice”来作为情感分析

的解释结果。

Mixture Regression Model 使得我们可以精确的拟合局部非线

形决策边界。如图 3 右边所示，一个混合回归模型是多个线性模

型的组合。它使得拟合更加有效：

在上面的公式中，K 是一个超参数，代表着混合模型中线性

部件的总个数。πk 表示的是对应的部件的权重。

给定足够的数据，不论一个聚类器有着线性的还是非线性

的决策边界，该混合模型都可以近乎完美地拟合这个决策边界

（使用一个有限集合的线性模型）。因此，在深度学习解释的

问题中，这个混合回归模型避免了前面提到的非线性问题，从

而得到了更精确的解释。为了更好的阐释这个思路，我们使用

图 3 中的例子。如该图所示，一个标准的线性拟合无法保证输

入 x 附近的样本仍然在线性局部空间内。这可能轻易导致一个

不精确的拟合以及低精度的解释。如图 3 右边所示，用一个多

边的边界来拟合局部决策边界（每一条蓝色的直线代表了一个

独立的线性回归模型）。其中最好的拟合是穿过数据点 x 的红线。

我们的拟合过程可以产生一个最好的线性回归模型来定位重要

的特征。

模型构建

我们把 Fused Lasso 作为正则项加到 mixture regression model

中，为了估计模型的参数，需要求解如下的优化方程：

其中 f 是 regression mixture model，β 是参数。为了求解这个

优化方程，我们需要使用期望最大算法（E-M）。为了使用 EM

算法，可以把模型等价改写为如下形式：

其中 π，β，σ2 是需要估计的参数。首先我们随机初始化

参数，然后重复进行 EM 算法的 E 步和 M 步直到算法收敛。下

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具体算法。

从 公 式 中 可 以 看 出，y 服 从 一 个 由 K 个 Gaussian 

distribution 组成的 distribution。每个 Gaussian 有自己的 mean

（β）和 variance （σ2）。在每一次迭代中首先进行 E 步，我

们把每个样本点分配到一个 Gaussian。这里使用的分配方法就

是标准的 EM 算法的 E 步。完成 E 步后，根据新的数据分配结

果，我们使用每一个 Gaussian 自己的数据来更新它的 mean 和

variance。更新 variance 的方法和标准 EM 相同，但是因为加了

Fused Lasso 的正则项在 mean 上，所以更新 mean 相当于求解如

下优化方程：

重复 E 步和 M 步直到模型收敛，进而输出模型参数。

如 何 使 用 本 文 提 出 的 模 型 解 释 神 经 网 络 的 结 果？ 具 体

而 言 解 释 过 程 分 为 以 下 两 步： 近 似 局 部 的 决 策 边 际 和 生 成

解释。

给定一个输入样本，生成解释的关键是近似深度学习模型

的局部决策边际，从而获知聚类该样本的重要特征。为了实现

这个目的，我们首先生成一组人工样本，然后使用这些数据来

模拟目标模型的局部决策边际。有两个可能的方法来实现模拟：

第一种是使用一个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多类分类；第二种是对每

一个类使用一个混合回归模型。考虑到计算复杂度，我们使用

第二种方法。

如前所述，对于一个给定的样本点，我们的解释是抓取目

标模型聚类该样本时依据的重要特征。首先通过上述方法得到

一个混合线性回归模型（mixture component）。这个线性回归

的参数可以被视为特征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我们把拥有大系

数的特征作为重要的特征，同时选择最重要的一小组特征作为

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 LEMNA 是为了非线性模型和特征相关

性设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LEMNA 不能解释其他的深度学习模

型（MLP 和 CNN）。事实上，LEMNA 是可以根据所解释的深度

学习模型调整的。比如，通过增加 fused lasso 的超参数 S，我们

可以放松这个正则项，进而使 LEMNA 适用于假设特征独立的深

度学习模型。 （责编：杨洁）

（ 作者单位：1 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 为斯蒂文斯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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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距离，AB 距离，则可分别由 ΔD1、

ΔD2 在图上划出两条双曲线，交点 P 即

为被测点的位置。

TDOA 应用在 WLAN 定位 (IEEE802.11x

标准 ) 的情况下是已知传播速度的，所以

无线电波传播的距离与它传播的时间成正

比。但这种测量方法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 无线电波在非视距 NLOS 环境中的传播

特性；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增加测量次数，

求出统计意义上的测量值。2. 时钟精度问

题；采用经典的异常数据（outlier）统计工

具，过滤出带有 NLOS 误差的到达时间测量

结果，提高其精度。3. 时钟同步问题 [7]；系

统中参与同一个定位过程的参考点之间必

须保证时钟的同步。

同时，TDOA 对信号到达时间记录精

确度具有很高的要求，工业实现难度大，

需要借助于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实

现。特别是基于 WLAN 的高精度到达时

间差定位，不仅需要无线接入点 (AP) 之

基于 TDOA 和 PTP 的高精度
WLAN 定位系统设计和实现

文 / 周俊杰  沈亮杰

引言

随着“物联网”时代的临近，无线定

位技术作为其中一项关键性技术，已经引

起了工业界广泛的关注和国内外的研究热

潮。无线定位技术在军事国防、车辆管理、

抢险救灾、危险环境、自动化车间、物流管

理等许多领域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1]。

无线定位技术以其定位精度的高低和

定位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定位系统的性

能 [2]。由于无线局域网 (WLAN) 的普及， 

基于 WLAN(IEEE802.11X) 的无线定位技

术是最常见的，也是成本最低的定位方

式。但现有的 WLAN 定位系统并不能满

足这些新兴的分米级甚至厘米级的高精密

定位应用要求。现有的 WLAN 定位技术

主要通过信号强度 (RSSI) 进行定位。这类

技术受信号传播环境的影响很大，普遍精

度不高，误差通常大于 10 米，大大超出

了许多高精度定位的实际应用的需要 [2]。

在无线精确定位领域，目前国内公司普遍

采用的都是这种最简单的RSSI定位方式。

在技术研发上，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芬

兰的 Ekahau 公司通过获取信号指纹的方

式，获得了业界领先的 WLAN 定位精度，

但也只是在理想情况下将定位精度提高到

了 3 米左右 [3]。英国的 Ubisense 和德国的 

Nanotron 能够提供分米甚至厘米级别的高

精度无线定位解决方案 [4]。但这两家公司

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基于常见的 WLAN 信

号，而是基于工业用无线通信技术，比如

UWB( 超宽频 ) 和 Chirp Spread Spectrum （线

性调频扩频）， 这就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

产品不能和普通的无线终端一起使用。另

一方面，目前的商用 WLAN 设备或芯片并

不支持高精度的信号到达时间记录。

TDOA和PTP相关技术的应用研究

到达时差 (TDOA) 定位技术

到达时差 (TDOA) 定位又称为双曲线

定位 , 是通过处理三个或更多个测量站采

集到的信号到达时间测量数据对辐射源进

行定位 [5]。在二维平面内 , 辐射源信号到

达两测量站的时间差规定了一对以两站为

焦点的双曲线。如果利用三或四个站形成

两条曲线 , 则得到两对双曲线的两个交点 , 

再利用其他辅助信息去除定位模糊 , 从而

可以确定辐射源的位置 [6]。在三维空间中 , 

至少需要形成三对双曲面来产生交点。形

成双曲线的几何原理是：到两个固定点距

离差为常数的动点的轨迹，是以这两个固

定点为焦点的双曲线，平面上两条双曲线

相交可确定一点。

图 1 中 P 点为被测点的位置，A( 主

站 台 )、B（ 副 台）、C（ 副 台） 为 3 个

参考站台。若测得 BP 和 AP 的距离差为

ΔD1，CP 与 AP 的距离差为 ΔD2, 以及

摘要：针对室内 WLAN 定位目前难以达到分米甚至厘米级的高精度问题，以 IEEE1588v2（PTP）精确网络时钟同步技术和到

达时差原理 (TDOA) 为基础，结合非视距 (NLOS) 测距误差消除等技术，研究和设计出一套基于现有 WLAN(IEEE802.11x 系列标准 )

设备的高精度实时定位解决方案。实验表明，该系统实现到达时间测量和定位精度等参数优于 UWB、CSS 无线定位方案。本方案可

广泛应用于移动互联网、物流管理、矿业勘探、医疗健康等需要精准位置服务 (LBS) 的行业领域。

图 1  TDOA 到达时差 ( 双曲线 ) 定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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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该 协 议 栈 实 现 了 完 整 的

IEEE1588v2 的 功 能， 包 括 IEEE1588-

2008 协议引擎，最佳主时钟竞争（BMC）

算法，软件或硬件时间戳，标准定义的各

种时钟状态和模式以及网络通信及报文管

理机制 [10]。该协议栈既可作主时钟，亦

可作从时钟，取决于 BMC 算法竞争结果

或用户设置。在有外部时钟参考源时，

PTPStack-1000 能够以优于 +/-50ns（硬件

时间戳）或 +/-10us（软件时间戳）的精

度锁定该参考源 [11]。

高精度WLAN定位系统的架构设计

为了解决室内 WLAN 定位目前难以达

到分米甚至厘米级的高精度问题，综合以

上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出以到达时

差原理 (TDOA) 和 IEEE1588v2（PTP）精确

网络时钟同步技术为基础，结合非视距测

距误差消除等技术，集成设计出一套基于

现有 WLAN(IEEE802.11x 系列标准 ) 设备的

高精度（分米级）实时定位解决方案。

定位系统的框架

基于 TDOA 和 PTP 的高精度 WLAN

定位系统，其逻辑框架如图 3 所示，主要

由位置感知层、网络传输层和定位应用层

三部分组成。

首先在位置感知层，基于 SDR 等嵌

入式技术开发设计出支持 IPv6 协议的定

位 AP，实现物理层无线信号到达时间的

精确测量和信号到达时间差 (TDOA) 的定

位计算，并将 PTP 数据报文交付网络传输

层设备。

其次是网络传输层，用于位置感知层

和定位应用层的联通，基于 IPv6 网络将

位置感知层获得 PTP 报文信息传送至定位

应用层。同时接入 IEEE1588v2（PTP）国

际标准主时钟，通过双栈（IPv4/6）路由

交换机多跳时延补偿和非对称补偿算法的

综合应用，保障 WLAN 接入点 (AP) 间纳

秒级别的时间同步精度 (1 纳秒的时间同

步误差相当于 10 ~ 30 厘米的定位误差 )，

将无线测距的时域误差控制在 5ns 以下。

最后是定位应用层，设计开发定位

引擎和定位应用平台。基于非视距误差的

时变稳定性原理，定位引擎在服务器上通

过 NLOS 误差过滤和定位前数据预处理，

最大程度的消除 NLOS 误差的影响。再基

于 TDOA 定位算法对数据进行解算，实现

分米级别或更高精度的位置估计。定位应

用平台根据定位引擎解算出的实时位置信

息，并结合 GIS 等系统，可展示位置区域

和相关应用，实现人机交互。

整套系统组成中包括了 IEEE1588v2

主时钟、TDOA WLAN 接入站 (TDOA-AP)、

定位服务器以及被定位终端设备等，各个

设备在统一时钟步调下协同工作，实现各

自的功能。

1.IEEE1588v2 主时钟：采用铷钟进行

时间保持 (GPS 可选 )，通过 IEEE1588v2

协议栈与各 TDOA WLAN 接入点 (TDOA-

AP) 进 行 交 互， 实 现 各 AP 间 的 时 间 同

步。主时钟采用 PTPGrand-2100 设备作为

WLAN 网络授时的时间信号源，以及采用

PTPWatch 网络时钟监测仪作为精确时钟

同步监测工具。

2.TDOA-AP：是系统的重点部件，采

用嵌入式设计与开发。除了支持 IPv6 的

协议栈，采用 Wi-Fi transceiver 模块之外 , 

还将新增一个可编程模块 (FPGA)。FPGA

模块中实现了专有的高精度 1588v2 模块

支持上行（主时钟方向）方向的 PTP 时钟

同步 , 进行本地时钟校准，并针对来自主

时钟方向的 1588 报文打上硬件时间戳，

以及记录来自移动终端方向的定位信号到

达时间戳等功能。图 2  纳秒级主时钟设备 PTPGrand-2100 与同步软件 IEEE1588v2 协议栈

间实现纳秒级别的时间同步精度 (1 纳秒

的时间同步误差相当于 10 ~ 30 厘米的定

位误差 )，还需要信号到达时间的记录误

差也控制在几个纳秒之内。但目前市场上

比较可行的 AP 之间的时间同步精度仅能

达到微秒或毫秒级 , 并没有比较成熟的可

以利用 TDOA 高精度定位方法的 WLAN

定位方案。GPS 或北斗授时模块可以提供

纳秒级的同步精度，但无线 AP 通常安装

在室内，属于卫星信号盲点的位置上，因

而这种时钟同步方式并不能满足于大多数

的 WLAN 定位系统的要求。

IEEE1588v2（PTP）精确网络时钟同步

技术

IEEE1588v2[8], 也称为 PTP (Precision 

Time Protocol), 是参照国际标准“IEEE 

Standard for a Precision Clock Synchronization 

Protocol for Networked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s，IEEE Std 1588TM-2008，

March 2008”的新一代 (2008 年完成协议

标准化）的时钟同步技术。其主要特点是

适用于多种授时拓扑 , 能将一个 IP 或以

太网络范围内的所有节点（比如 WLAN 

AP） 同 步 到 一 个 公 共 基 准 时 钟 源（ 如

GPS/ 北斗）并达到亚微秒 (us) 同步精度。

PTP 时钟同步占用网络带宽小，可重用现

有连接 AP 的 WLAN 网络。

正是基于此原因，我们选择校企合

作 单 位 的 IEEE1588v2 高 精 度 时 钟 设 备

PTPGrand-2100[9]，作为 WLAN 网络授时

的时间信号源；以及其 PTPWatch 网络

时钟监测仪，作为 WLAN 网络中定位服

务器与各 TDOA-AP 接入站及定位终端

之间交互时的精确时钟同步监测工具。

IEEE1588v2 主时钟设备 PTPGrand-2100

如图 2 所示。

PTPGrand-2100 内嵌 IEEE1588v2 的

高 精 度 网 络 时 钟 协 议 栈 软 件（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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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Pv4/IPv6 双栈交换机：选用市场

上支持 IPv4/IPv6 双栈协议的交换机，进

行必要的 802.1q Trunk 链路、透传模式和

IPv6 地址 DHCP 策略等配置，以使所连接

的 TDOA-AP 完成 IPv6 协议下封装的 PTP

报文的快速转发。

4. 定位终端 : 每个被定位的移动终端

在移植的软件程序控制下，定时向 AP 发

送定位信号。定位终端程序的开发主要

需要解决低功耗，集成度高体积小等工

程挑战。

5. 定位服务器：定位服务器上运载定

位引擎和定位应用平台，其主要功能是采

集 WLAN 中一个或多个无线定位站所提

供的定位信号到达时间，并进行信号到达

时间差 (TDOA) 的定位计算，可实现终端

LBS 分析、定位数据管理、位置报告、轨

迹显示、系统复位等功能。

关键技术分析及实现方案

基于 TDOA 和 PTP 的高精度 WLAN

定位系统设计中，其关键技术创新点和难

点主要体现在对 WLAN 定位系统中的高

精度物理层无线信号到达时间的测量、基

于 IEEE1588v2 标准的 AP 间精确时钟同

步、非视距误差（NLOS）消除及定位前

的数据预处理等三方面的内容。具体

的解决和实现方案如下。

1. 高精度物理层信号到达时间测量

为了尽可能降低信号到达时间记录

的误差，提高 TDOA 定位精度，如图 4

所示，我们拟通过一个软件无线电架构，

将一个 WLAN AP 系统中的 802.11MAC、

基带、中频 / 射频转换、射频以及功率放

大芯片等模块整合在一起。信号到达时

间的打戳点（Time-Stamping Point）为

在 802.11 MAC 与基带处理模块连接的

数据通路上。基于具有高速可编程逻

辑门阵列 (FPGA) 和多核 DSP 处理器的开

发板，通过专有的无线信号识别算法，实

现在开发板数据总线上探测到 Wi-Fi 信号，

打上时间戳，从而将定位信号的到达时间

记录精确到纳秒级，避免了系统在 MAC 层

及以上的协议栈中的处理误差。

2. 基于 IEEE1588v2 的 AP 间精确时

钟同步

为了解决系统的精确时钟同步问题，

我们基于 IEEE1588v2（PTP）协议，通过

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包括网络流量预测、

多跳时延补偿和非对称补偿等算法，实现

80ns 以下的单跳时钟同步精度。这意味着

AP 间用一个交换机连接时 , AP 间的时间

记录误差可控制在单次测量 80ns 以下。

通过多次测量之后，我们还将进行误差分

布的建模（获取其概率分布，均值，方差

等），将最终误差控制在 5ns 以下，从而

将 TDOA 定位的误差可控制在 1 米以下。

3. 非视距误差消除技术

在定位 AP 和被定位信号源之间存在

非视距（NLOS）信号传输的情况下，基于

TDOA 的测距或定位精度也会受到影响。

通过理论研究，采用信号指纹和 TDOA 混

合定位，并基于非视距 (NLOS) 误差的时

变稳定性的原理，通过 NLOS 误差过滤和

定位前数据预处理，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

消除 NLOS 误差的影响，实现分米以下的

TODA 定位精度。图 5 展示了居于非视距

误差时变稳定性的原理，通过几何分析过

滤 NLOS 测距误差的方法示意图 [12]。

除 此 之 外， 高 精 度 的 WLAN 定 位

系统还涉及对定位 AP 原型开发设计，

IEEE1588v2 的 TDOA-AP 间纳米级时钟同

步算法、非视距误差过滤算法、省电算法

的设计与实现，以及嵌入式硬软件的系统

集成、调试和优化设计部分，如图 6 所示。

4 . 实验验证与关键指标测试

图 3  基于 TDOA 和 PTP 的高精度 WLAN 定位系统架构

图 4  基于软件无线电的物理层对定位信号到达时间的测量

图 5  NLOS 测距误差几何分析过滤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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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TP 和 TDOA 的高精度 WLAN

定位方案，应用于本校合作的某企业工业

生产环境中进行实验测试。该定位系统实

验方案按照表 1 中的 TDOA+PTP 系统设

备进行配置，拟实现对工厂的人、车、物

10 厘米级的精度定位。通过在工厂测试

区域内布设有限数量 DOA-AP，工人手持

已装 SDR-S 终端程序的 Phone，将测试车、

物贴上微标签，其位置信息在几纳秒内几

乎零延时传送到控制中心的定位服务器上

进行精确定位，实现工厂的精确管控以精

益生产。

该实验测试了工业生产中人、车、

物等对象的混合定位和分类管理，真正做

到工厂物联网建设中精确、高效、实时的

定位。TDOA+PTP 系统搭建后，经过多次

反复测试，获得其定位参数指标如表 2 所

示。实验验证表明，本方案的定位技术指

标明显优于 UWB 或 CSS 技术方案，且基

于 IEEE 802.11X 通用 WLAN 信号，民用

成本价格整体降低 40% 左右，具有极大

的推广应用价值。

点对点作用距离30~300m(设备不同，

作用距离不同。

结语

随着物联网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各

行业领域中关于无线定位的业务需求越来

越多，特别是需要高精度 WLAN 室内定位

的 LBS 位置服务 [13]。本文以 IEEE1588v2

（PTP）精确网络时钟同步技术和到达时

差原理 (TDOA) 为基础，结合非视距 (NLOS)

测距误差消除等技术，研究和设计出一套

基于现有 WLAN(IEEE802.11x 系列标准 )

设备的高精度实时定位解决方案，可广泛

应用于移动互联网、物流管理、矿业勘探、

医疗健康等方面。

基 于 TDOA 和 PTP 的 高 精 度

WLAN 定位系统，搭建在软件无线

电网络通信平台上，完成 Wi-Fi 无

线信号到达时间的精确测量，基于

TDOA 原理实现到达时间差的测距定

位计算；并创新提出基于 IEEE1588v2

（PTP）标准，保障 WLAN 接入点 (AP)

间纳秒级别的时间同步精度；最后，

系统通过 NLOS 误差过滤和定位前数

据预处理，消除 NLOS 误差的影响，

将无线测距的时域误差控制在 5ns 以

下，从而实现分米或更高精度的位置

估计。

系统后期将融入多跳时延补偿、

非对称补偿等算法的综合应用，优化

高速定位解算引擎，开放 GIS 等定位

引擎 API 接口 [14]，逐步提高系统定

位精度，满足系统集成商和终端用户

多维的定位业务需求。 （责编：杨

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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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 IEEE1588v2 的纳秒级时间同步技术示意

名称 UWB 系统 TDOA+PTP 系统 备注

定位基站 U-BASE230 TDOA-AP

按 8 个

定位点

计算

定位终端 / 标签 U-TAG220 Phone1、 T-TAG1

无线 AP TP-Link TP-Link

交换机 华为 POE 交换机 IPv4/6 双栈交换机

定位服务器 ULocMFR01 64 位 PC 服务器

定位引擎 Loc-Engine PTPGrand-2100 与

SDR-SSS1.0定位应用系统 Loc-platform

单套市场估价 ￥200000.00 元 ￥120000.00 元

表 1  定位系统实验设备配置

测试项目 基于 TDOA+PTP( 本案 ) UWB 或 CSS 技术方案

定位信号 IEEE 802.11X（通用） UWB、CSS（工业专用）

定位精度
10~12cm（LOS）、

20~45cm（NLOS）

10~20cm（LOS）、

>50cm（NLOS）

频率范围
2.4GHz~5.2GHz ( 中心

频率可调 )
3.1GHz~7.0GHz

带宽 500MHz、1GHz ( 可调 ) 500MHz、1GHz 

比特率
2Mbps、11Mbps、

54Mbps

110Kbps、850Kbps、

6.81Mbps

AP 间到达时

间记录误差

单次测量 12~50ns，

多次测量的平均值为

26.5ns

/

ID 唯一性
每个定位终端或标签可基

于 IPv6 全球唯一编码
电子编码

定位终端容

量

单个定位系统可同时追踪

2000+ 个信号
与定位标签刷新速率有关

刷新速率 支持 0.1~50Hz 刷新速率 支持 0.1~50Hz 刷新速率

作用距离 点对点作用距离 30~300m( 设备不同，作用距离不同 )

表 2 系统定位参数测试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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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2018 年 12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7B，其中获得最

多的是美国，6B；其次是俄罗斯，1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

美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

段。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

获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计 551B；其次是突尼斯和摩洛哥，均为

16B。

1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91 个，其中

欧洲 221 个，拉美 87 个，亚太 71 个，北美 6 个，非洲 6 个，分

别来自 67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俄罗斯，74 个；其次

是巴西 67 个。12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19+/20 来自中国电信，

与原有的 /20, 聚类为 240e::/18。1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4094*/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12295*/32；其次是

中国 IPv6 用户数普及率上升至 65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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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1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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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 0.12 0.4 7.23 2019-8-15

APNIC 52.48 0.26 0.23 52.98 2011-04-19

ARIN 99.63 0.36 0 99.98 2015-09-24

RIPENCC 48.71 0.05 0.36 49.11 2012-09-14

LACNIC 11.22 0.07 0.09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8.74 36.18 1.08 256 /

俄罗斯，550*/32。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

多的是中国，17647*/32；其次是俄罗斯，46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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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14 个，EDU.CN 域名注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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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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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1 201812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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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Total

US 38 3 4 5 8 264 36 21 151 6 9 6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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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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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2 0 1 0 1 2 1 0 1 0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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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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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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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0 0 0 0 0 8 0 0 0 0 0 0 8

MA 0 0 0 0 0 0 8 0 8 0 0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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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Total

CN 25 15 26 19 30 14 46 4111 15 13 1038 12295 17647

RU 310 73 225 276 336 417 449 265 297 627 850 550 4675

DE 145 105 107 146 185 152 222 184 170 160 162 194 1932

FR 75 50 82 57 37 28 19 64 74 51 88 97 722

NL 153 49 65 89 97 16 64 66 97 125 122 82 1025

BR 58 72 98 102 73 61 60 106 47 146 117 67 1007

GB 128 106 152 122 130 113 33 69 58 112 120 66 1209

US 289 21 44 46 57 41 14 16 16 20 290 13 867

ES 136 57 147 66 72 89 56 56 58 64 42 8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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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96 5931351 10233063

2 印度 52.73 251155703 476320654

3 美国 42.37 123404347 291247402

4 德国 41.11 29823366 72546002

5 希腊 37.02 2668317 7208742

6 瑞士 33.16 2489489 7506401

7 乌拉圭 32.21 729033 2263401

8 卢森堡 32.01 181908 568336

9 英国 26.88 16667521 62004048

10 日本 25.14 29051615 115564672

65 中国 1.26 9374319 741272375

66 俄罗斯 1.22 1255068 102597527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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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文 / 郑志延

2018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线路平均可用率为 99.69%。

12 月主干网流量较 11 月相比上升明

显，12 月入流量均值为 27.59Gbps，相比

11 月增加了 18.94%，与 2017 年同期相

比减小了 2.25％；12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33.66Gbps，相比 11 月增

加了 14.98%，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23%。

12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较

11 月有明显增加。12 月入流量峰值为

28.07Gbps；出流量峰值 19.67Gbps。

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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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入流量的 20.68%，平均值为 5.71Gbps；其次是北

邮节点，其均值为 4.66Gbps，占 16.87%；第三位是北大节点，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 年 12月

文 / 李锁刚

2018 年 12 月 CERNET 主 干 网 网 络 运 行 正 常。12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 11 月略有减少，从主干网的流入、流

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减少了 3.68 G，出流量减少了

1.86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 11 月入流量减少了

0.77 G，出流量减少了 0.23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

相比 11 月入流量减少了 0.06 G，出流量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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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南地区第三；出方向流量华中地区第一，

清华第二，东北地区第三。

图 1~2 表示 2018 年 1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入流量：342.10G               出流量：361.60G

图 1  2018 年 11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5.33G              出流量：129.74G    

图 2  2018 年 1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8 年 12 月

2018 年12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42G

占总入流量的 10.98%。

从 12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

流量最高，其流量为 4.96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4.74%；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4.19%；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

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2.00%。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8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8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28G入流量峰值2018 年 CNGI-CERN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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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2019 年 1~2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

现影响严重的安全事件。

寒假期间网站类的安全事件数量仍然

在高位运行。

近期没有新增特别需要关注的病毒和

木马，值得关注的仍然是敲诈类的病毒，

随着年后比特币价格的反弹，这类病毒有

可能会呈增加趋势。因此，做好系统安全

防护的同时也要尽量增加数据备份的数量。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1~2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中共修

补 404 个安全漏洞。受影响的产品包括：

Windows 10 1809 和 Windows Server2019（54

个）、Windows 10 1803 和 WindowsServer 

v1803（56 个 ）、Windows 10 1709 & 

WindowsServer v1709（55 个）、Windows 

RT 8.1（24 个）、Windows Server 2012（25

个）等。建议用户尽快使用 Windows 自动

更新功能进行补丁更新。

2. ThinkPHP 是一个免费开源、快速

简单的面向对象的轻量级 PHP 开发框架。

该框架常被用来进行二次开发，国内应用

非常广泛。1 月初 ThinkPHP 发布了版本

更新用于修补该系统中的一个远程漏洞，

该漏洞存在于 ThinkPHP 框架对关键类

Request 的处理过程中，程序通过变量覆

盖实现对该类任意函数的调用，构造相应

请求可对 Request 类属性值进行覆盖，导

致任意代码执行。攻击者利用该漏洞，可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目标网站进行远

程命令执行攻击。建议使用了 ThinkPHP

搭建网站的管理员尽快进行版本更新，以

避免漏洞被远程利用。

3. 安全公司 Qualys 在 1 月披露了三

个 Linux 系统 systemd 服务的安全漏洞，

包括堆栈缓冲区溢出 CVE-2018-16864、

无限制内存分配漏洞 CVE-2018-16865 以

及 越 界 错 误 CVE-2018-16866。Systemd

被默认安装在大部分的 Linux 发行版本中，

因此这三个漏洞影响大部分的 Linux 版本。

目前漏洞细节还没有被公布，从 Qualys 公

司披露的信息显示这些漏洞已经存在 3~5

年 时 间， 并 且 CVE-2018-16866 漏 洞 在

2018 年系统其他更新过程中被无意中修

复了，利用这些漏洞可以获取 Linux 系统

的 root 权限，目前厂商已经发布了安全补

丁，用户应该尽快进行版本更新。一个缓

解因素是 systemd 没有对外提供网络服务

接口，因此目前该漏洞只能在本地利用，

后续的利用情况还需要继续关注。

4. Oracle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的安

全更新修复了其多款产品中存在的 284

个 安 全 漏 洞， 其 中 133 个 属 于 高 危 漏

洞，238 个 可 以 远 程 利 用。 受 影 响 的 产

品包括：Oracle Database 

Server 数据库（3 个）、

Oracle Health Sciences 

Applications（6 个 ）、

OracleCommunicat ions 

Applications（33 个 ）、

Oracle Construction and 

CCERT月报

Engineering Suite（4 个 ）、 电 子 商 务

套 装 软 件 OracleE-Business Suite（16

个） 等。 使 用 了 Oracle 公 司 产 品 的 用

户应该尽快进行补丁更新。https://www.

oracle.com/technetwork/security-advisory/

cpujan2019-5072801.html。

5. 一个在 WinRAR 软件中存在了 19

年的高危漏洞于 2 月下旬被披露出来，

漏洞存在于 WinRAR 的 UNACEV2.dll 代

码库中，这个代码库自 2005 年后就基本

属于无用状态，但一直存在于软件中，

攻击者只需在 WinRAR 中打开“booby-

trapped”( 诡雷代码 ) 文件就能够将恶意文

件解压到 Windows 系统的启动文件夹中，

当系统重启后恶意程序就会被执行。目前

该漏洞的攻击代码已经被公布，WinRAR

的官方已经在新的版本中修复了该漏洞和

其他几个类似的漏洞，如果还在使用老的

WinRAR 版本，请尽快升级到最新版本，

如果暂时无法升级，可以通过删除系统中

的 UNACEV2.dll 库文件来防止漏洞被利

用。 （责编：杨燕婷）

WinRAR 压缩软件曝高危漏洞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WinRAR 是一款常用的解压软件，使

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内部办公网

络中也被大量使用。WinRAR 软件的漏洞

可能给内网带来巨大的风险，攻击者可以

将包含恶意程序的压缩包以摆渡（例如 U

盘）的形式传进内部网络中，而一般的防

毒软件很难检测到压缩包里的恶意程序。

因此建议内网的管理员尽快排查内部系统

中 WinRAR 软件的使用情况，并采取相

应的风险缓解措施。

安全提示

2018 年 12~2019 年 2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89％
11％

2％
1％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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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IPv4 地址分配

2018 年 全 球 IPv4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772B。获得 IPv4 地址数量列前三位的国

家 / 地区，美国第一，551B；突尼斯和摩

洛哥并列第二，16B。

截至 2018 年底，全球 IPv4 地址分配

总数为 3669774840，地址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见表 1。

IPv4 地址转让

2018 年亚太地区有 498 条 IPv4 地址

转让记录，其中跨地区的转让交易有 142

条记录，356 条是在亚太地区内部转让，

其中国家 / 地区内部转让的有 251 条，比

如日本 55 条，香港地区 37 条，印度 34 条，

中国境内 32 条，澳大利亚 31 条等等。有

21 条从境外转让到中国境内的，见表 2。

IPv6 地址分配

2018 年 全 球 IPv6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39269*/32， 获 得 IPv6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列 前 三 位 的 国 家 / 地 区， 分 别 为 中

国 17647*/32， 俄 罗 斯 4675*/32, 德 国 

1932*/32。近年来 IPv6 地址分配见表 3。

截至 2018 年底，全球 IPv6 地址申

请 (/32 以 上） 总 计 32798 个， 分 配 地

址总数为 264579*/32, 地址数总计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上的国家 /

地区见表 4。 

IPv6 使用状况

根据 APNIC Labs 提供的

全 球 IPv6 用 户 数 ( 估 计 ) 及

IPv6 用户普及率的报告 (https://

l a b s . a p n i c . n e t / d i s t s / v6d c c .

html)，截至 2018 年底，全球

IPv6 用户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印度、美国、

巴西、德国、日本、英国、法

国、中国、加拿大、比利时等，

中国 IPv6 用户数列在第 8 位。

而全球 IPv6 用户普及率排在前

十位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比

利时、印度、美国、德国、希腊、

瑞士、乌拉圭、卢森堡、英国、

日本等，中国 IPv6 用户普及率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总数 ( 个 )

1 美国（US） 1603744256

2 中国（CN） 340390400

3 日本（JP） 204092672

4 英国（GB） 121867288

5 德国（DE） 121578880

6 韩国（KR） 112457216

7 巴西（BR） 85102080

8 法国（FR） 82317104

9 加拿大（CA） 70218752

10 意大利（IT） 54833216

表 1  IPv4 地址分配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数（/32） 申请数（个）

1 美国 (US) 45492 5910

2 中国 (CN) 41059 1653

3 德国 (DE) 19969 2190

4 英国 (GB) 18924 1765

5 法国 (FR) 12879 1047

6 日本 (JP) 9961 567

7 俄罗斯 (RU) 9797 2059

8 澳大利亚 (AU) 9027 1326

9 意大利 (IT) 8232 754

10 荷兰 (NL) 6958 1380

11 巴西 (BR) 5569 5934

12 韩国 (KR) 5244 154

13 阿根廷 (AR) 5063 785

14 西班牙 (ES) 4815 780

15 南非 (ZA) 4702 253

16 波兰 (PL) 4694 714

17 欧盟 (EU) 4357 69

18 埃及 (EG) 4106 12

表 4  IPv6 地址分配数总计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上

的国家 / 地区

表 3  近年 IPv6 地址分配情况对比 (/32)

年份 2016 2017 2018

国家地区 \ 
分配数量

25293 19979 39269

1 GB  9587 CN 2245 CN 17647

2 DE  1511 US 1481 RU  4675

3 NL  1305 RU 1359 DE  1932

4 US  1135 DE 1357 GB  1209

5 RU  1005 NL 1321 SG  1055

6 FR   926 ES 1170 NL  1025

7 BR   732 IN 1087 BR  1007

8 ES   702 GB 1080 US  867

9 IT   687 BR 1049 ES  851

10 CN   597 FR  722 FR  722

NIC2018 年报

2018 年中国 IPv6 用户数列第 8 位

表 2  境外转让到中国境内部分记录

IPv4 地址空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日期

129.211.0.0/16 ARIN/OLIVET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80102

152.136.0.0/16 ARIN/CSC-11-Z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80103

129.204.0.0/16
ARIN/

GENERA-10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80103

162.14.0.0/16 ARIN/CONTIN-2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80116

52.130.0.0/15
Microsoft 

Singapore Pte. Ltd.

CNNIC/

BLUECLOUD
20180209

159.75.0.0/16 ARIN/LCA-1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80220

129.226.0.0/16 ARIN/UNISYS-2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80326

81.68.0.0/14
RIPENCC/ORG-

WNB1-RIPE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80416

排在第 65 位。

CERNIC 地址分配注册

2018 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

请 86 个，IPv6 地 址 申 请 218 个，EDU.

CN 域名新注册 187 个。截至 2018 年底，

IPv4 地址分配记录总计 4852 条，分配地

址总数 14562164 个；IPv6 地址分配记录

总计 2218 条（包括 12*/32, 2206*/48）；

EDU.CN 域名注册总数 6257 个。 （责编：

杨燕婷）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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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锁刚

2018 年 CERNET 主干网络运行情况良好，在 CERNET 国

家网络中心和各节点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主干网网络平均可用

率 99.993%，延时合格率 100%，丢包合格率 100%。2018 年随着

国内互联点的陆续开通，国内骨干网总入流量比 2017 年增加了

16.33G，总出流量减少了 12.66G；国内互联总入流量较 2017 年增

加了 19.39G，总出流量增加 32.24G，线路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国

际互联总入流量比 2017 年增加了 5.26G，总出流量减少了 4.06G，

教育网服务质量显著改善，能够更好地为教育网用户提供服务。

2018 年全年主干网流量情况如图 1~3 所示。

由图 4、5 可知 2018 年全年十大地区入流量以清华居首，华

中地区次之，第三是华东南地区；出流量第一是华中地区，第二

是清华，第三是东北地区。

2018 年，CERNOC 完成了 CERNET 主干网络的保障工作。

完成“高招”保障、“两会”信息安全保障、教育部视频会议、

ETS 托福考试、国际学术数据库访问等重要保障以及中外合作

办学的网络保障工作。通过 CERNET 主干线路的扩容工作 , 增

加了沿线节点的环路保护能力。完成 CERNET 国内互联互通线

路的运维工作 , 网络质量明显改善。

CERNOC 进一步完成了教育网 38 主节点接入设备的升级改

造和带宽的扩容，完成了 CERNET 主干网用户体验测量工作，

从而分析出 CERNET 用户网络访问故障点以及故障发生的原因，

进一步解决问题，提升了 CERNET 主干网用户的网络访问体验。

2018 年 CERNOC 更加关注教育网重点用户的网络访问质量，对

重点用户的网络访问进行了优化和保障，提升了 CERNET 重点

用户端到端的访问质量，保证 CERNET 主干网无重大网络安全

事件。 （责编：杨燕婷）

2018 年 CERNET 网络质量显著提升

NOC2018 年报

入流量：325.37G             出流量：361.59G

图 1  2018 年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3.03G              出流量：119.26G

图 2  2018 年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入流量：33.59G               出流量：14.81G

图 3  2018 年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图 5  CERNET 主干网 2018 年全年十大地区中心出流量占比

图 4  CERNET 主干网 2018 年全年十大地区中心入流量占比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2019.2-3 中国教育网络 53

CNGI-CERNET2 网络升级，大力推动网络接入，新接入主干网络

的单位相比 2017 年数量增加了 49%。

由图 2 的 CNGI-CERNET2 主干网流量曲线中可明显地分辨出

主干网在寒暑假期间与平时的流量变化。从整体趋势上看，2018

年流量相对平稳。2018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达

到了 57.00Gbps，同比 2017 年增加了 7.5%；出流量峰值达到了

66.82Gbps，同比 2017 年增加 19.8%。

2018 年随着 CNGI-CERNET2 出口的扩容，网间入出流量相比

2017 年增长较大。入流量峰值达到了 30.92Gbps，网间出流量达到

了 20.34Gbps，如图 3 所示。

CNGI-CERNET2 的持续稳定是各高校开展学术和科研工作的基础，

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评价网络运行稳定的重要标准。

从图 4 可以看到，2018 年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故障率平

均为 0.41%。最高故障率 1.67%。

从图 5 可以看到，所有节点核心设备的可用率在 99% 以上。

从图 6 可以看到，北京、北邮、北大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位。

其中北京节点居于首位，其年平均入流量为 4739.07Mbps，约占总

入流量的 21%；北邮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3597.31Mbps，约占总入

流量的 16%；北大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2541.56Mbps，约占总入流

量的 11 %。在图 7 中，2018 年出流量居于前三位的为北京、北邮、

北大三个节点，分别占年总出流量的 14%、14% 和 13%。

2018 年是 CNGI-CERNET2 稳定发展且重大革新的一年。随

着大规模在线教育及科研大数据在国内的兴起与迅猛发展，CNGI-

CERNET2 也将为中国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发挥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支

撑作用。 （责编：杨燕婷）

2018 年 CNGI-CERNET2 新接入
单位同比增长 49%

文 / 郑志延

2018 年是全球 IPv6 网络高速发展的一年，对于 CNGI-

CERNET2 更是壮大的一年，革新的一年。

由图 1 可以看到，IPv6 BGP 前缀数量由 2018 年年初的 5

万条增长到年底的 6.6 万条，同比增长了 32%。由于 2018 年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图 1  IPv6 前缀数量统计

图 2  2018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入流量

图 3  2018 年网间流量情况

   图 4  2018 年主干网线路故障率

6NOC2018 年报

图 5  2018 年核心节点可用率

图 6 2018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7 2018 年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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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子彤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

的联网设备接入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更快

捷的访问。然而，在这海量连接入网设备

所构成的全球互联网中，越来越多的安全

问题被暴露出来。由于制造商安全观念缺

乏、管理者安全意识不足，大量联网设备

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安全漏洞，威胁着整个

互联网的安全。IPv6 协议所带来的巨大地

址空间将使下一代互联网的规模更大，接

入网络的终端种类和数量更多，网络应用

更广泛。而原本发展已经非常迅速的物联

网，在下一代互联网的推动下，也会迎来

更加迅猛的发展。与之相伴的则是海量联

网设备的特征数据，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

远程访问信息，尚待挖掘。

本文提出一套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联网设备基础数据服务平

台的设计方案，可做到通过对所有接入互

联网的设备进行深度扫描，大规模收集网

络基准数据，包括多种网络应用相关信息、

网站内容等，并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感

知整个互联网的网络安全态势，提供从宏

观到微观的全方位数据支持。

基本概念

IPv6 技术

IPv6（ 全 称 为“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是最新版 IP 协议，作用于网

络层。其目的是取代 IPv4 以解决 IPv4 存

在的地址匮乏问题，并对 IPv4 其他方面

存在的不足进行改进。

具体而言，和 IPv4 相比，IPv6 的改

进包括报头处理更加简化、扩展更加灵活、

地址结构更加层次化、支持无状态自动配

置、支持综合 Qos 服务、安全性更佳以及

实现 IP 的移动性等等。

随着 IPv6 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广，

对 IPv6 网络中安全问题的发现和安全技

术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面向 IPv6

的网络安全评估技术和面向 IPv6 的入侵

检测技术等方面，都已有一系列研究。此

外在 IPv6 网络中，快速扫描和探测海量

网络节点的基本信息以及可能存在的安全

问题，也同样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端口扫描技术

端口扫描技术是一种利用互联网协议

的特性，探测主机的特定端口是否开放和

运行网络服务的技术，通常是检测系统漏

洞时必须进行的第一步工作。而根据扫描

方法的不同，该技术可分为全开式扫描、

半开式扫描、隐密扫描等类别。

其中半开式扫描是目前最常用的扫

描方法，主流的端口扫描工具如 Nmap、

Zmap等默认的扫描方式都是半开式扫描。

这里“半开式”是指客户端在 TCP 三次

握手还未完成时就发送 RST 包中止连接。

这种扫描往往不会被服务器记录，隐蔽性

较好，而且无需保存服务器状态，扫描速

度较快。但是该扫描方式可能被特意针对

本方法进行防御的入侵检测系统所拦截。

设计方案

端口扫描与初步应用识别

对于端口扫描，目前已有的开源工

具 zmap 通过半开式 TCP 端口扫描可快速

完成全网特定端口的开放性扫描。由于

zmap 对一个 IP 只发送一个包进行探测，

能够以超过 nmap 近千倍的速度扫描全网

络 IPv4 地址。它在千兆网卡状态下完成

全网 IPv4 地址扫描仅需 45 分钟。因此对

IPv4 地址的端口扫描通过引入 zmap 并对

其进行封装和输出的自动化解析而完成。

zmap 对 IPv6 的端口扫描需参考相关扫描

原理手动实现，通过尝试连接 IPv6 节点

的指定端口判断其是否开放。

在确认一个端口处于开放状态后，

还需要确认该端口关联的网络服务类别，

zmap 关注的是扫描速度，并不具备识别

复杂服务类型的功能。而这可由开源工具

nmap 完成。nmap 经多年发展维护，拥有

成熟且丰富的服务识别指纹库，可对多种

网络服务进行较为准确的版本识别，功能

极为强大。并且 nmap 支持 IPv6，故初步

服务识别可完全由 nmap 完成。

端口扫描与初步服务识别作为后续

所有工作的基础，必须做到高效完成。而

为提升开发效率和避免重复工作，可根据

zmap 和 nmap 二者各自的特点各尽其长，

结合使用，完成扫描任务。

深度指纹探测

由于各类网络服务根据其功能的差

异，皆具备不同的指纹特征，因此为了能

够充分满足对各类服务特定特征的探测需

求，并考虑功能的可扩展性，我们对所要

扫描的各类服务逐一编写定制化探测脚

本，根据需求确定需扫描的特征。探测脚本

需结合已知协议细节、技术知识和交互流量

数据对所针对的网络服务的应用指纹特征进

行分析，以获得具有丰富价值的数据。

在各类服务中，HTTP 服务尤其需要

重点分析，如利用爬虫抓取网页内容，运

用正则表达式匹配等手段寻找标志性关键

词，从而分析其所用到的 Web 组件和网

站运营信息等等。因为 Web 服务在互联

下一代互联网联网设备探测和
应用识别研究

IPv6 创新
专栏

IPv6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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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各类服务中所占比例极大，且使用极为

频繁，也最容易因存在漏洞而遭受攻击；

所以收集其特征意义重大，如识别各网站

所使用的 Web 组件类型和版本有利于了

解其是否存在漏洞，进而更好地把握整个

互联网的安全形势。此外，从网站主页内

容等数据中也可挖掘出与互联网发展动态

和趋势等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故需通过

较为完备的 Web 组件指纹库对 Web 服务

进行分析，尽可能多地获取其特征信息。

分布式架构

由于数据搜集和处理量大，扫描和

探测过程采用分布式架构完成。对于十亿

量级 IP 节点的扫描和探测等任务，若采

用传统集中式系统，那么中心主机资源紧

张和响应瓶颈的缺陷将会显著降低工作效

率；而利用分布式使得数据和程序不位于

一台服务器上，而是分散到多个节点服务

器上来完成任务，把不同的进程放在最适

合的服务器上完成。具体而言，这里的分

布式架构包括一个 master 服务器和多个

worker 服务器。master 服务器根据探测对

象 IP 和端口的不同，快速生成端口扫描、

初步应用识别、深度指纹探测等多个任务

并放入数据库中，等待 worker 领取和完成。

worker 服务器通过与 master 通信从数据库

中获取任务，并在本地完成任务后将收集

到的数据返回给 master，存入其数据库中。

由于每个扫描任务需要的时间皆较长，因

此单个 master 服务器不会成为系统瓶颈。

通过分布式计算在多台服务器上平衡

负载，有利于任务的分配和优化，提高工

作效率。通过合理的架构设置和调度逻辑，

在时间和空间上保证对各计算节点的充分

利用，高效完成任务；且为便于管理分布

式架构的工作状况，还实现了 Web 界面

用于查看各工作节点的扫描日志。

数据存储

在扫描和探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

IP 节点所提供的网络服务类型差异，所

得到的数据类型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而

常用的关系型数据库是在表中存储相关

联的数据，因此扩展性也较差，对于处

理非结构化数据显得力不从心。测试在

利用分表分库缓解读写压力和数据增长

的扩展问题上，也表现得不尽人意，故

不适用于本应用场景。

非关系型数据库将相关联的数据以

类似 JSON 格式的“key-value”格式存

储。数据之间无关系使它易于扩展，简

单的数据结构使它即使在大数据量下读

写性能依然很高，并且灵活的数据模型

使得对海量数据的维护变得简单易行。

而服务平台中所要处理的海量数据来源

极为广泛，对于不同类型的服务其基本

信息千差万别，一个网站可以提供从 Web

组件到运营信息等丰富的数据，而从一个

SSH 服务上可获得的信息则极为有限，它

们难以统一整理为结构化数据。因此本平

台选择使用更适合处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

的非关系型数据库。

 测试结果

测试环境

测 试 中 平 台 运 行 所 需 的 Web 服 务

器、扫描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均运行

于 Ubuntu 16.04 系统中，依赖的应用软

件包括 zmap、nmap、python、MongoDB

和 rabbitmq-server 等。硬件环境包括四核

Intel 处理器、8GB 内存等。

运行情况

如 前 所 述，

本 平 台 中 数 据 均

以 非 关 系 型 数 据

格式存储，如图 1

所 示， 为 数 据 库

中 SSH 服 务 深 度

探测所得的部分结果。

在开发的 Web 页面中可便捷查询到

探测结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个对联网设备基础数据

进行扫描探测与整合管理，且支持 IPv6

地址扫描的数据服务平台的设计方案。该

数据服务平台基于扩展性良好的分布式框

架，具备对十亿量级地址空间进行快速探

索的能力；可深度探测不低于十种常见网

络服务的指纹特征；具备探测百万量级网

站的能力，且具有可扩展性；提供 XML

和 json 格式的数据接口供第三方调用。

本平台有待改进的地方主要在于支持

深度探测的网络服务种类还不够全面，分

布式架构的运行效率有待提升，可供用户

检索的 Web 界面的可视化方面有待完善。

未来可展开的下一步工作包括可增加深度

指纹探测脚本以求覆盖更多的常见网络服

务；根据各项扫描任务相互间依赖关系对

分布式架构中的任务调度进行队列优化，

以提升其效率；在 Web 界面中，当用户

一次性检索大量数据时，用图表等可视化

形式更加直观地展现检索结果，以期有助

于对入网设备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等

等。 （责编：付涵）

图 1  ssh 服务深度探测结果

图 2  搜索界面

图 3  数据展示界面

基金项目：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NGII20150120）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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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凯   刘丽清   林南晖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与核心工

作。作为华南地区的教师教育龙头，华南

师范大学须责无旁贷承担起教学信息化探

索试验与实践引领的重要使命。2018 年 2

月，广东省出台《广东“新师范”建设实

施方案》，提出新时期师范教育的新内涵。

作为践行“新师范”新内涵的排头兵，学

校努力从传统封闭师范教育向新型开放教

师教育转变、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服务

转变，为广东省打造南方教育高地提供支

撑，为振兴全国教师教育积累经验、提供

示范。在此背景下，华南师范大学展开了

新一轮教学信息化支撑环境建设。

总体规划

华南师范大学教学信息化工作的总体

规划布局、层次结构和逻辑联系如图 1 所

示。教学信息化支撑环境建设是学校实施

“互联网 + 创新人才培养”行动计划的基

础，包括“砺儒”系列线上教学平台群建

设和“砺儒”新师范（线下）创新学习空

间建设两大部分，以实现线上线下教学功

能的相互融合促进。宏观视野上，教学信

息化环境还应包括政策保障与服务支撑等

软环境。政策保障由教学处、研究生处等

教学管理部门负责，科学制定教学信息化

的发展指标、鼓励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的

相关政策；服务支撑体系包括由网络中心

下属的软件开发与运营中心负责的教学平

台功能开发与技术服务，由教师发展中心

负责的教师信息化教学技能培训。在此基

础上，学校正在筹建教学信息化支持服务中

心，打造全校一体化多功能的教学信息化服

务支持空间。在信息化教学环境支撑下，学

校大力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活动的开展

和教学应用模式的创新，包括混合多元式教

学模式、新型师范生教育模式、教学质量

的综合评价和促进高校间教学协作，逐步

实现信息化教学的规模化与常态化。

线上教学平台群建设

学校在实施“互联网 + 创新人才培养”

行动计划初期，还没有建成校级在线教学

平台。前期建设的在线课程分散在各学院

自建学习平台和精品课程网站上，缺乏统

一标准、质量良莠不齐，在线课程资源不

能有效积累和形成规模，难以支撑“互联

网 +”时代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因此，建

设全校统一的在线教学平台迫在眉睫。

基于 Moodle 的线上教学平台建设

建设前期，学校对当时国内外高校

主流的在线学习平台做了全面调研与分析

比较。从部署方式看，在线学习平台主要

分为两种：一是互联网公有云部署，包括

MOOC 课程平台（慕课网、中国大学慕课

等）、国内校企开发的在线学习平台（网

易云课堂、学堂在线、爱课程等）和以提

供学习资源为特色的各类网站；二是本地

化私有云部署，主要有国外商业化教学平

台（如 BlackBoard）、国外开源教学平台

（如 Moodle、Sakai 等）。从教学信息化

的可靠支撑和长远发展等角度考察，我们

认为 , 基于本地化私有云部署的开源教学

平台更有利于加强对教与学过程的管理及

过程性数据的积累和分析，能持续开发升

级，对教学需求的响应更加迅速、灵活，

符合高校教学信息化持续发展需求，并决

定在开源平台 Moodle 基础上自主开发、

建设校级统一在线教学平台。

Moodle 是一个全球性的开发项目，

用以支持社会建构主义的教育框架。它不

仅是一个在线教学平台，还是一个学习管

理系统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具备先进教育

理论支撑、符合高校教学规律。Moodle 有

超过 15 年的发展历史，具备强大稳定的

技术架构，支持近百种语言，具有人数

庞大的开发社区和近

1300 种支撑各类教学

活动的功能插件。稳

定技术架构的核心平

台 + 灵活强大的功能

插件的软件部署模式

使得 Moodle 能够快速

响应师生线上教与学

活动的需求。另外，

Moodle 还具备模块化

的课程管理、丰富多

以“新师范”为理念，打造教学支撑环境

图 1  华南师范大学教学信息化顶层设计与工作布局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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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学习活动、完整的教学过程与数据、

形式多样的教学互动等明显优势。

2016 年 9 月， 学 校 正 式 上 线 基 于

Moodle 自主开发的统一在线教学平台“砺

儒云课堂”。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完善和发

展积累，“砺儒云课堂”完成与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企业邮箱、微信企业号、教

务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平台的对接，无缝融

入学校智慧校园整体环境。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砺儒云课堂”在线课程 610

门，在线授课教师 452 人，在线学习学生

20372 人，生均选课 2.3 门。依托“砺儒云

课堂”，学校常态化教学在线上得到扩展

和延伸，有效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变革进程。

基于 SPOC 的在线教学模式创新

在推动高校在线教学的真正落地和

常态化应用前，必须厘清两种主流在线

教学模式 MOOC（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和 SPOC（小

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的本质区别和应用场景。

MOOC 具有大规模、开放性的特点，

追求的是知识传播的广泛性，注重的是课

程资源质量，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松散且

缺乏实质性的交互协作，无法对学习过程

进行有效记录和管理。因此，MOOC 更适

用于大众教育和终身教育，不适合高校以

固定学生群体为单位的、与高校传统教学

互为辅助、互相同步的教学活动。SPOC

具有小规模和私有性的特点，课程人数相

对固定，一般在几十人到数百人之间，小

规模的学生人数有助于提升学习参与度、

互动性及完课率。SPOC 注重对课程进行

精心灵活的教学设计，将 MOOC 等精品

教学资源或自制资源、有针对性的在线学

习过程管理、学习行为数据分析与传统线

下面授教学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对传

统课堂教学的有效翻转和线上线下教学应

用的有机融合。与 MOOC 相比，SPOC 更

符合高校人才培养和常态化教学的要求，

更容易在大学校园落地开花，是高校应用

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现实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学校大力推动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并将其作

为在线教学平台“砺儒云课堂”主要支持

的教学模式。

初步形成“砺儒”线上教学平台群

在对主流在线教学平台调研分析和在

线教学模式思考分析的基础上，经过两年

多建设，学校初步形成“砺儒”线上教学

平台群，包括砺儒云课堂、砺儒小课堂、

砺儒云直播、教学视频服务平台、砺儒教

育实习工作坊、在线教与学数据分析系统

等，围绕学校传统教学基于在线教学的扩

展延伸与改革创新，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全

方位虚拟学习环境。

“砺儒云课堂”是校级统一在线课程

教学平台，与线下课程设置紧密对应，统

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平台提供课程教与

学资源、活动和过程的“一站式”管理服

务。“砺儒小课堂”是微信移动端课堂小

程序，提供扫码签到、课堂问答、现场测

试、作业提交等互动工具，是“砺儒云课

堂”在手机移动端和对线下课堂传统教学

的功能延伸。“砺儒云直播”满足直播课

堂、学术讲座、公开课等远程观看和点播

等各类大规模教学场景应用需求。教学视

频服务平台是全校教学视频生产、存放与

服务的仓库，它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对接，

为学校师生提供一个视频上传、存储、检

索、编辑与发布的私人工作目录。“砺儒

教育实习工作坊”为师范生教育实习提供

远程指导，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和学

生信息化学习能力。在线教与学数据分析

系统分析教师在线教学和学生在线学习行

为数据，实现对教与学过程的跟踪反馈和

监督评价。

线下创新学习空间建设

近几年，国内一些具有前瞻性视野的

高校开始逐步改造线下教学空间，建设智

慧课室，以教学环境改造推动教育教学模

式的改革创新，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有四川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公办大学更注重 IT

设施建设以及教学管理功能的实现，相对

忽视教学环境的人文性、协调性和舒适度；

而与西方合办的大学（如上海纽约大学）

则更加关注绿色和谐的人文学习环境，IT

设备功能类型简单而功能聚焦。

在汲取先行高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新师范”建设目标要求，学校于 2018

年启动“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建设，

首期对石牌校区第一课室大楼南楼五层的

10 间教室及公共空间实施全面改造，面

积约 2000 平米，目标是将传统呆板的课

室环境改造为融合创新性、灵活性、开放

性、文化性和实用性等特征为一体的新型

现代智慧课室，并与线上教学环境实现对

接，遥相呼应。

建设优质泛在网络接入环境

优化学习空间的第一步是建设优质泛

在网络接入环境。目前，学校网络出口总

带宽达 17.4G，并实现对校园网极简网络

架构的扁平化改造，构建了校园网有线无

线统一认证和校园无缝漫游体系，共计部

署 17000 多个热点，实现无线网络的全面

覆盖，满足教学信息化对优质泛在网络接

入环境的要求。

物理空间的设计与改造

空间环境对人的心理情绪和行为模式

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持续发生的。美

国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成果表明不同的学

习方式、学习者获得的学习效果完全不同，

这就是著名的“学习金字塔”（图 3）。

学校应该引导促进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图 2  MOOC 和 SPOC 在线教学模式特征比较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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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行为向主动学习形态转变，这也是

课室空间设计与改造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认为，适应主动学习的课室空间

至少需要遵循四个原理：第一、建筑学原

理，包括了解学生就座、起立时桌椅的必

要活动面积，确定教室的平面布局、空间

尺寸等；第二、心理学原理，包括考虑教

学空间尺度和环境色彩对人的行为和情绪

的影响，不同学科对环境特有的审美要求

等；第三、人体工学原理，包括选择适合

大多数人的尺度要素，运用人体工学理论

选择课桌、椅子、讲台等物品；第四、教

育学原理，包括采用灵活多样的布局方式，

合理引入和使用教学 IT 设备，允许信息

和资源的随时交流共享等。

为此，学校聘请专业空间设计师对课

室物理空间进行整体设计，把公共空间和

大楼梯融合利用起来，通过简化而有效的

装修打造绿色、和谐、舒适的学习环境，

改造后的课室如图 4 所示。

教学功能与 IT 设施建设

“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包括创

新创业课室、抠像微课录播课室、跨校区

互动课室、通识课课室等，IT 设备主要围

绕课室教学功能进行相应配置，满足教学

过程中展示、书写、投屏、交互、分享和

过程录制、痕迹留存等多方面需求，强调

实用性、易用性以及设备之间的功能对接

组合，更加贴合主动学习、互动学习需要。

图 5 展示了学校线下教学 IT 设备与线

上教学平台融合的一个过程。图中左侧是

智慧课室的多媒体教学环境，师生上课时

可进行课堂自主录制，录制的

视频既可在课室录播系统本地

保存，也可上传到教学视频服

务平台的师生个人目录，并且

将视频以链接形式发布到在线

课程上。此外，师生还可通过

课室录播系统或者手机录像，

在砺儒云直播平台上进行现场

直播。在此过程中，教学视频

服务平台是融合线上线下一体

化智慧教学环境的关键节点和

连接桥梁，为师生提供视频编

辑、管理、存储、检索、发布

等服务。

课室环境设备的智能管控

智慧课室环境与设备的智能管控主要

实现环境与设备自动数据采集、智能管控

和协同工作，包括基础设施（如校园网、

云平台）和“砺儒”线上教学平台群的智

能化运维管控。目前，主要通过物联网对

课室环境设备（灯光、窗帘、空调、投影仪、

幕布、交互式大屏）等进行智能控制，通

过物联感知获取和分析设备的分布情况和

运行情况，对损坏的设备进行及时维修等。

教育信息化软环境建设

制定合理的政策是推进学校教学信

息化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几年来，学校出

台了“互联网 + 创新人才培养”行动计划

和“两高两化”发展战略，主要目标是促

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

本科教育教学和师范生培养质量。此外，

学校还印发了《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化发展

战略——全面深化智慧校园

建设推进方案及实施要点

（2018-2020 年）》， 明 确

到 2020 年的信息化规划发

展指标，如表 1 所示，教学

信息化占有很大分量，并分

为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和教

学活动进行要求。

除此之外，学校还组织

网络中心、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等部门，

为教学信息化的顺利发展提供运维、培训、

学术研讨等支撑服务。

提供专业、本地化的技术团队和服务团队

为了让信息化教学及管理永葆可持

续发展的生命力，学校于 2015 年成立软

件开发与运营中心，承担校园信息化应

用基础支撑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开发

与运营工作。软件开发与运营中心由技

术团队和服务团队组成，技术团队主要

负责系统优化与系统维护，即实现统一

身份的对接、用户界面优化、性能调优等；

服务团队招募了很多教育技术学的研究

生和本科师范生，全天在线上提供课程制

作服务，开展线上线下的培训与客服活动，

不断活跃学校在线教学氛围，有效支撑在

线教学及管理活动的开展。专业、本地化

的技术团队和服务团队的建立，不仅为我

校信息化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坚强后盾，还

为教师和学生信息化教学技能的提升提供

了良好的支撑环境。

图 4  华南师范大学“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实景

图 5  砺儒·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教学环境

图 3  学习金字塔：学习方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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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相关培

训活动

自“砺儒云课堂”上线后，许多教师

对“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热情一直

都十分高涨，但却由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限制，教师经常力不从心，导致最终教

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此，学校组织开展

了“‘互联网 +’混合式课堂教学”系列

工作坊活动，着重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提升“互联网 + 资源”建设的质量，

加快本科课程“互联网 + 教学”应用的推

广。目前，“‘互联网 +’混合式课堂教学”

系列工作坊活动已经开展了 13 期，每期

活动都精心准备培训内容，聘请相关专家

进行讲解和指导，有效保证了每期培训活

动的质量，确保教师能高效率、高质量地

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

成立教学信息化支持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推动教学信息化发展，目前

学校各校区正着手成立教学信息化支持服

务中心，打造教师教学信息化技术培训、

课程制作服务、教学学术研讨、教学文化

培育和师范生信息技能培养为一体的多功

能空间，确保教师信息化教学需求能及时

得到解决。

线上线下教学应用的融合实践

开展混合、多元的新型教学模式

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

是推动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加快教育改

革发展步伐的重要途径。高校学生个体差

异较大，不适合“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整齐划一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因此混合多

元成为高校信息化教学普遍探索与追求的

一种教学方式。

近年来，学校展开对混合、多元的新

型教学模式的探索，通过“砺儒”线上教

学平台，将线上线下教学进行有机整合。

线上，具备在线辅导和指导课程、在线练

习和测验、信息管理和传播工具、学习社

区等；线下，采用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作

业及考试等。在多元化教学理论支撑下，

利用在线教学平台的资源传播能力、活动

组织能力、交互协作能力等，开展线上线

下、翻转课堂等混合多元式教学活动，既

体现教学的主导作用，又形成以学生为中

心的协作环境。这种混合式教学能减少线

下学时数，增加教室空间和教师空闲资源，

增加可开设课程的数量，解决高校完全学

分制改革面临的可选课程不足、教师不足

等实际问题。

开展新型师范生教育实习、专业实习网

络模式

学校积极响应《广东“新师范”建设

实施方案》，高度重视师范生培养工作，

积极探索新型师范生教育实习、专业实习

模式。在传统实习模式中，由于学生实习

地点分散、距离较远，导致教师无法真实

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也无法在实习过程

中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为加强对师范

生教育实习的指导和管理，学校建立了“砺

儒教育实习工作坊”，加强远程观摩、远

程指导等教学活动的开展。通过“砺儒教

育实习工作坊”，教师可以组织

师范生远程观看优秀教师的公开

课、直播课堂、教育讲座等，为

学生创造更多亲身体验教学的机

会；也可远程对师范生的教育实

习过程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并对其总体质量水平进行评价，

提高其教学技能。

开展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教学质量评价

评价是衡量教学质量的一

把标尺。近几年来，学校积累了

一定数量的教学数据，在数据挖

掘和分析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经

验，因此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

下，开始尝试对传统教学质量评价方式进

行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课堂

教学的全录播数据采集与课堂教学质量分

析与评价。通过录播的视频、音频，分析

课堂教学质量；第二，在线教学平台的教

学过程分析与评价。通过在线教学平台的

行为日志数据，对师生在线教学情况进行

分析和评价；第三，教学管理系统结构化

数据的分析与评价。通过课表、选课记录、

课程成绩等数据，考察课程对学生的吸引

力、学生成绩的影响因素、课程安排合理

度等指标。

形成高校教学协作联盟

华南师范大学致力于为广东打造南方教

育高地提供支撑，在开展校内信息化教学工

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包

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等学校）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形成高校

教学协作联盟。参与联盟的学校不仅需要经

常就教学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

还必须面向联盟成员开放内部教

学资源，包括数字化资源（例如

精品课程、MOOCs 等）、图书、

文献资料等。十所高校资源共享、

长短互补，有效实现了资源利用

的最大化，并推动联盟成员更好

更快发展。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

序号 指标领域 指标描述 2020 年发展目标

8

信息化
教学环境

课堂教学视频直录播课室覆盖率 50%

9 跨校区教学视频交互课室覆盖率 20%

10 未来教学空间改造课室覆盖率 10%

11 小班分组协同讨论课室覆盖率 10%

12 高密度无线课室覆盖率 100%

13

信息化
教学资源

在线课程占总课程比率 60%

14 线下课堂总课时减少率 20%

15 建设 MOOCs 等精品课程 不少于 30 门

16 在线视频资源总量 3 不少于 30TB

17 线上教与学行为数据收集 90%

18

信息化
教学活动

教师信息化教学覆盖率 60%

19 学生信息化学习覆盖率 100%

20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训练 不少于 20 学时

21 师范生参与信息化教学辅助覆盖率 40%

表 1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化规划教学信息化发展部分指标

图 6 “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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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科研的发展离不开图书馆

的支撑。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图

书馆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借还书的地方，

更是一个基于信息技术的资源中心。从入

馆身份识别到图书的借还流通、再到数字

文献资源的发现获取，无不依赖信息技

术。图书馆数据中心作为承载信息的基础

设施，支撑图书馆正常运行、稳定运行已

成为必然要求。然而，在特定条件下如数

据中心扩建、楼宇修缮等，数据中心不得

不迁移至其他空间。如何确保数据中心迁

移期间图书馆各项业务和文献服务正常开

展，是数据中心运行维护人员不得不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东

楼修缮期间数据中心的迁移实践为例进行

分析，鉴于数据中心迁移的复杂性和操作

难度，其经验分享弥足珍贵。

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

馆）东馆建成 20 余年，馆内基础设施、

馆舍布局已无法满足当前读者服务的需

求。为此，北大图书馆于 2017 年正式启

动东馆大修。位于图书馆东馆的数据中心

( 以下称为旧数据中心 ) 必须在正式启动

前迁移至西馆过渡数据中心。

为确保数据中心迁移顺利进行，尽量

降低对图书馆正常服务的影响，北京大学

图书馆从 2016 年开始着手准备数据中心

迁移的前期工作，讨论制定了迁移三步走

战略。首先梳理了当前数据中心的现状，

并基于梳理结果制定迁移方案及准备过渡

数据中心环境，一切就绪后实施数据中心

迁移，确保服务不间断。

数据中心现状梳理

数据中心不仅仅是服务器合集，还包

括一整套复杂的设施。根据各类设施的作

用不同，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1. 环境控制设备

环境控制设备用于满足数据中心对

温湿度、电力、监控设施等的需求。包

括机房精密空调、不间断电源（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温湿度报

警设备、自动灭火设施等。北大图书馆已

有的 2 台 UPS、3 组机房精密空调中，有

1 台 UPS、2 组空调已在线运行超过 10 年，

稳定性已大幅降低，特别是机房精密空调，

夏季高温时频发停机故障。这部分设备已

不适合继续用于数据中心。

2. 网络设备

网络设备用于提供数据中心网络接入

和网络安全防护，包括各级网络交换机、

光纤交换机及防火墙。其中核心交换机用于

将图书馆网络接入校园网，如果直接停机迁

移，将会中断图书馆内所有网络服务。

3. 服务器

服务器提供所有网络服务所需的计算资

源，既包括运行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小

型机，也包括独立提供服务的物理服务器以

及虚拟化服务器。北大图书馆共有各类物理

服务器 100 余台，虚拟服务器 160 余台。

4. 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提供数据集中存储与管理功

能。北大图书馆使用的存储系统共 3 套，

其中 2 套已在线运行接近或超过 10 年，

在性能、稳定性及容量上均已无法满足馆

内数据日益增长的需求。

制定迁移方案

为确保迁移有序平稳且对外服务稳

定，首先需确保过渡数据中心与旧数据中

心并行运行，同时满足数据中心环境需求

及网络需求。本着“绿色发展”的理念，

过渡数据中心还应充分复用已有环境控制

设备和存储设备。结合已有设备的使用寿

命，北大图书馆制定了环境迁移、网络迁移、

存储系统与服务器迁移的顺序迁移方案。

1. 环境迁移方案

购置 2 套精密空调及 1 套 UPS，先行

部署于过渡数据中心，用于满足基本的温

湿度及电力需求，也用于替换老化的旧设

备。大部分设备迁移至过渡数据中心后，

再将可继续使用的精密空调和 UPS 迁移

至过渡数据中心，并机运行。尚未迁移的

数据中心设备暂时由待淘汰的精密空调和

UPS 保障，直至迁移全部完成。

2. 网络迁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数据中

心及图书馆而言，网络的重要性堪比“粮

草”。新购一台交换机部署于过渡数据中

心，升级为核心交换机，原核心交换机降

级为汇聚交换机，完成网络平滑迁移。

3. 存储系统与服务器迁移

服务器和存储系统密不可分，共同构

成了数据中心对外服务的主体。新购高性

能和大容量存储系统各一套，部署于过渡

数据中心，用于替换 2 套超期服役的旧存

储系统，满足未来对存储系统的性能和容

量要求。整理所有服务器连接存储系统的

链路方式，分类迁移：

独立运行、不连接存储系统的服务

数据中心迁移中的虚拟化力量
北京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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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夜间在逐台迁移；虚拟化服务器工作

时间在线迁移；其他服务器与存储系统

周末集中打包迁移。确保将中断服务的

时间降到最小。

迁移实践

1. 环境迁移实践

环境迁移过程中，精密空调和 UPS

的迁移时间点都可通过计算得出。随着迁

移工作的不断进行，根据剩余设备的耗电

量计算所需的制冷量，再根据待淘汰精密

空调的功率计算出其能提供的制冷量，简

单对比即可确定迁移时机。通过对比两路

UPS 的总负载与待淘汰 UPS 的输出功率，

即可确定 UPS 迁移时机。由于数据中心内

所有设备都使用冗余电源，分别使用两路

UPS 供电，迁移前还需将所有电源接入到

待淘汰 UPS。

2. 网络迁移实践

过渡数据中心内的新购交换机配置相

应路由策略，上联至校园网核心交换机节

点，作为独立的核心交换机运行。连接过

渡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与旧数据中心核心

交换机但保持端口关闭状态。在线关闭旧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原有上联链路，打开

新旧数据中心互联链路。旧数据中心核心

交换机作为过渡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的下

联交换机（也就是逻辑上的汇聚交换机）

继续提供网络接入功能，完成网络的在线

迁移。整个过程仅有短暂的链路调整和路

由调整时的网络中断，基本不影响数据中

心对外提供的各类服务的网络访问。

3. 存储系统与服务器迁移实践

根据迁移方案，分类别迁移不同类别

的服务器及存储系统。

虚拟化服务器迁移

虚拟化平台的 VMotion 功能非常适合

用于数据迁移。过渡数据中心部署虚拟化

计算节点服务器并加入已有集群，通过光

纤直连新存储系统。旧数据中心虚拟化节

点通过 iSCSI 协议连接新存储系统，实现

数据存储共享。利用 Storage VMotion 功能

将所有虚拟机迁移至新存

储系统，再利用 VMotion

功能将计算资源迁移至过

渡数据中心计算节点，即

可完成所有虚拟服务器的

平滑在线迁移。整个迁移

过程用户无感知，服务无

中断。

独立服务器迁移

独立运行、不连接存

储系统的服务器利用夜间

逐台迁移，迁移一台上线

一台，尽量减少停机时间。

从旧数据中心关机下架，迁移至过渡数据

中心上架开机，全程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

尽最大努力减小停机时间，降低对读者服

务的影响。

存储服务器迁移

存储系统及使用存储系统的服务器作

为有机整体，分开迁移的意义不大，利用

周末时间整体停机迁移。备份所有服务器

及数据，用以应对关机迁移后可能出现的

硬件故障。关闭所有服务器并进行下架迁

移，同步进行关闭存储系统及迁移过程。

存储系统迁移至过渡数据中心后，开机进

行软硬件检查，确保一切正常后，根据各

服务器的优先顺序逐台开机恢复服务。

思考与展望

得益于前期周密的规划及迁移过程谨

慎、细致、密切的配合，整个数据中心迁

移过程进展顺利、成果显著。所有设备顺

利迁移至过渡数据中心，同时完成了新旧

设备更替，既保证了东馆大修工程的按期

推进，又为未来几年图书馆对数据中心的

设备需求奠定了基础，还为不远的将来，

数据中心迁回东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储备。

数据中心顺利迁移的背后，也暴露出

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了迁移

的进度及迁移时的读者服务，也为后续提

供稳定的读者服务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1. 网络拓扑不合理，存在单点故障。

当前的网络拓扑存在单点故障，一旦

图书馆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故障或者核心

交换机到校园网的链路故障，都将导致图

书馆网络中断，影响图书馆的各类网络服

务。东馆改造完成后，新建数据中心应着

重提高网络拓扑的健壮性，构建双核心、

双上联的网状网络拓扑（如图 1 所示）。

从结构上避免单点故障，确保网络满足未

来服务的需求。

2. 虚拟化技术优势明显，服务器传统

使用模式弊端显著

在数据中心迁移过程中，虚拟化技

术优势表现得非常明显，迁移过程服务无

中断、用户无感知。服务器独立运行提供

服务的传统使用模式则不得不面临停机停

服务的局面。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努力，北

大图书馆已将半数服务器迁移至虚拟化环

境，但仍有大量网络服务运行于独立的服

务器上。这也为不远的将来，东馆数据中

心启用及数据中心迁移带来挑战。

北大图书馆通过将数据中心迁移至西

馆过渡数据中心，不但保障了东馆大修期

间图书馆各项网络服务的稳定，也发现了

已有数据中心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未来的

建设方向。北大图书馆将继续完善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建设、调整数据中心架构，不

断提高信息服务保障能力，为北京大学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更加有力的文献资源

保障。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

图 1  网状网络拓扑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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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应用 [1]，无线校园网络已

成为提升教学环境品质、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增加教育灵活

性的重要方式 [2]。方便、快捷的移动学习（M-learning）已成

为获取教育信息、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的一种新型学习形式 [3]。

相比于传统教育，移动学习打破了时间、地点的局限性，极大

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然而建设无线网络，不但要

解决与现有有线网络的认证、计费和管理方式的对接，而且需

要考虑无线网络的安全问题。本文以第四军医大学无线网络部

署为例，从需求分析、网络部署到安全管理，建成了一套高性

能、易运维、安全可靠的网络系统，与现有有线网络实现了一

体化管理。

医学院校无线网络建设需求分析

与传统有线网络对比，无线网络具有搭建快速、布线灵活等

特点 [4]。建设无线网络系统不仅需要考虑当前校园用户需求，还

要考虑学校长远发展需求 [5]。无线网络应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访问

网络的需求，更好地为学校教学、医疗和科研服务。

医学学校移动设备增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随身携带手机、笔记本等移动终端 [6]。

在各大医学院校里，手机更是师生必备的日常工具之一。无线网

络可以使得用户持有移动设备在教室、办公室、图书馆等场所自

由移动并与网络保持持续连接，满足随时随地上网的需求。

满足医学院校移动学习

随着翻转课堂、MOOC 等教学新模式的出现，使用移动终端

进行学习已经成为各医学院校学生提升个人能力的重要途径 [7]。

出于安全需要，学校严禁任何人通过无线路由器、私设代理等方

式架设无线局域网，这极大限制了新兴教育模式的推广。无线网

络建成后，学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实现无处不在的泛在学习 [8]；

教师也可及时了解国际国内最新的教学模式方法，提升课堂教学

质量。

弥补有线网络的不足

由于有线网络灵活性不足，在前期规划无线网络时要预设大

量利用率较低的接入点，造成资源浪费。作为有线网络的补充，

无线网络不但架设简单、管理方便，而且可以提升网络的覆盖面，

满足不同人员上网需要。

面向移动学习的医学院校无线校园网设计

摘要：建设校园无线网络，打造泛在教学环境是当前智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第四军医大学为例，深入分析

校园无线网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教育监管能力和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的需求。在调查网络结构和 WLAN 部署方式的基础上，结合需

求提出了教室、图书馆、宿舍三大代表性区域的无线 AP 部署方案，从经济性角度提出了无线网络从 802.1X 改造为 IPoE 认证，并

且从 SAM 迁移到第三方认证的接入认证机制，设计了包括空口、用户和终端三个方面的无线网络安全管理方案。按照方案完成了第

四军医大学高性能、安全可靠的网络系统改造，实现了学校校园有线无线网络一体化运维管理。

图 1  学校网络拓扑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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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本结构与安装部署方案

经过几年的建设，学校已建成一套覆盖全校的有线校园网

络，通过网络扁平化改造解决了用户私接路由器的问题，提高了

学校整体信息安全管控能力，但这也导致用户接入网络的渠道较

为单一。本章从学校现网结构开始，详细介绍了无线网络建设的

过程。

学校现网结构

学校校园网络分为办公区、家属区和学生区 3 个主要区

域，如图 1 所示。其中办公区使用 IPoE 方式认证，家属区使用

PPPOE 认证方式，两个区域的网关均为华为 ME60。学生区使

用 802.1X 认证。

校园 WLAN 部署

无线 AP（接入点）通常分为胖 AP 和瘦 AP。胖 AP 自带完

整的操作系统，除了拥有无线接入功能外，还同时具备 WAN、

LAN 端口，可独立工作；瘦 AP 仅提供一个有线、无线信号转换

和信号接收、发射的功能，配合 AC（无线控制器）才能成为一

个完整的系统。

学校无线网络建设采用“瘦 AP+AC”的部署模式。为了减

少对现有网络的改动，将 AC 旁挂于汇聚交换机上，并部署 2 台

做冗余备份。采用本地转发模式，用户数据报文直接通过 AP 进

行处理，无需经过 AC。AP 放置在目标覆盖位置，通过接入交换

机 POE 供电。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分别部署面板式 AP、室内

放装型 AP，如图 2 所示。

无线 AP 部署

无线网络设计的主要指标是网络的覆盖面积和系统容量 [9]，

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 AP 数目。学校无线建

设区域主要有教室、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三类，对无线网络的需求

各不相同。下面对这三类场景下 AP 的部署进行说明。

1. 教室

教室内的无线覆盖主要是满足学生和教师的上网需求，并发

率较低，带宽需求小于 2M，属于半开放式的室内环境，每间教

室可容纳 100 人左右。其覆盖需求为：

满足学生单用户的下行容量 2M，上行容量 1M；

满足教师单用户的下行容量 2M，上行容量 1M；

整体环境要求普遍覆盖，用户密度低。

教室的无线终端主要为笔记本，WiFi 模式主要为 11g/n/

ac。终端多支持 5.8G，在该场景下选用放装型、11ac 设备。如

图 3 所示，在每间教室天花板上安装 5 个 AP（前后各 2 个，中

间 1 个）。

2. 图书馆

图书馆无线覆盖主要是为了满足校内师生在图书馆内登录

学校网站的需求，带宽需求小于 2M，属于半开放式的室内环境，

嵌套多个子空间环境，包含高密度室内场景（阅览室）和流动性

室内场景（图书馆大厅）。其覆盖需求为：

提供稳定、流畅的网络速率，保证师生通过个人终端能正常

登录学校网站；

图书馆大厅流动性较强，主要上网需求为查询书籍信息，阅

读公告等；

图书馆每间阅览室设置 50~60 个固定座位，上网并发率

80%。图 2  校园 WLAN 部署

图 3  教室 AP 部署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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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终端主要为笔记本、PAD，WiFi 网卡模式主要为

11g/n/ac。在该高密度场景下选用放装型、11ac 设备。如图 4 所示，

在每间阅览室天花板上均匀安装 5 个 AP，阅览室之间的大厅天

花板安装 1 个 AP。

3. 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的无线覆盖主要满足学生日常上网学习需求，上网

高峰期相对集中，并发率较高，宿舍间紧密相临，每间宿舍可容

纳 6 至 8 人，每人带宽约 2M 左右。其覆盖需求为：

满足 60% 学生同时上网需求，学生的上网业务主要有：浏

览网页、观看视频、下载资料等；

信号覆盖 95% 以上的区域，接收信号电平≥ -75dBm。

学生使用的多为笔记本电脑、PAD、手机等上网设备，WiFi

模式主要是 11n 模式，少量 11ac 模式。在该场景下选用面板型、

11ac 设备。如图 5 所示，每个 AP 负责所在宿舍、左右两间宿舍

及过道内的无线信号覆盖。 

无线认证系统部署

与有线网络一样，需要对无线上网用户进行接入认证。

传统的 802.1X 认证需要在终端安装客户

端 软 件， 会 产 生 各 种 兼 容 性 问 题， 后 续

维护工作量极大。通过对比两种认证方

式（ 如 表 1）， 将 学 生 接 入 区 从 802.1X

改 造 为 IPoE 认 证， 并 且 从 SAM 迁 移 到

第三方认证。

在 学 生 区 认 证 方 式 改 造 之 前 ， 首

先 需 要 将 认 证 网 关 从 原 有 的 交 换 机 迁

移 到 华 为 M E 6 0 上 ， 实 现 全 校 认 证 管

理 的 统 一 。

图 2 中，AC 旁挂于汇聚交换机上，在

网络内的作用主要为管理 AP，不对用户业

务报文进行处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利用

AC 的性能，认证和转发在 ME60 上处理。

具体如下：

AP 与 AC 确保三层路由可达，AP 和

AC 建立 Capwap（无线接入点的控制和配置

协议）隧道，实现 AC 对 AP 的管理。

AP 选择本地转发模式，对于无线终端上行报文进行 SSID 到

VLAN 的变换，每个 SSID 对应一个 VLAN。在汇聚交换机上添

加外层 VLAN。

ME60 作为网关，终结 QinQ 两层 VLAN。无线认证通过后

给用户分配 IP 地址，Portal 认证通过后才能访问外网业务。 

无线用户在 AP 和接入 PoE 交换机上均实现二层隔离，互访

流量经过 ME60。

用户如果移动到无线网络覆盖盲区会导致连接中断，在

重新回到覆盖区后将重新连接，在认证的基础上实现无感知

认证。

有线认证方式改造

为实现有线、无线网络的统一管理，需要将两套网络的认证

管理进行统一。为此，将网络的认证网关迁移到 ME60 上，实现

一体化的 IPoE 认证。具体如下：

接入交换机配置用户 VLAN，全校所有接入交换机 VLAN

统一配置。汇聚交换机根据接入端口添加外层 VLAN，并透

传到 ME60，由 ME60 终结 QinQ 报文。实现用户终端的安全

图 4  图书馆 AP 部署

图 5  学生宿舍 AP 部署

表 1  两种认证方式对比

认证方式 安全协议 安全性 封装开销 地址分配 客户端软件 应用场景

IPoE 认证 WEP/WPA/WPA2+PSK 中 小 认证前分配 不需要 大中型校园网络

802.1X 认证 WEP/WPA/WPA2 中 小 认证后分配 需要 中小型校园网络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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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 

ME60 作为用户网关，IPoE 用户上线到 ME60 转 DHCP 服务

器给用户分配双栈 IP 地址，用户的第一个 HTTP 报文重定向到

Portal 服务器，实现 WEB 认证。 

有线用户基于楼宇交换机 VLAN，楼宇互访通过楼栋交换机

同 VLAN 互访，跨楼宇和区域互访经过 ME60 转发。

校园无线网络安全管理

无线网的信号是在开放空间中传送的，接入也更加灵活 [10]。

在部署 WLAN 保证用户体验的同时，要重点考虑可能存在的安

全问题 [11]。无线网络安全问题分为空口安全、用户安全和终端

安全。

空口安全

空口即终端和基站之间的接口，主要包含 Rouge 设备、恶意

攻击和空口窃听三个方面。

1.Rogue 设备及应对措施

高 校 中 可 能 出 现 的 Rogue 设 备 包 括 Rogue AP，Rogue 

Client，Ad-hoc 等设备，对这些非法设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包括：

AP 设置在混合模式，通过监听报文搜集无线设备，并把这些信

息上报给 AC，AC 根据一定的规则检测到 Rogue 设备后，AP 从

AC 下载攻击列表，使用 Rogue 设备的 MAC 地址发送假的广播解

除认证帧来对 Rogue AP 设备进行反制。

2. 恶意攻击及应对措施

当某个恶意用户发送大量的“连接请求报文”时，AP 会将

这些报文转发到 AC 上，AC 通知 AP 将来自该用户的报文丢弃；

如果用户发来的报文使用了 WEP 加密算法，启动 IV 检测，AC

根据 IV 的安全性策略判断是否存在 Weak IV 攻击；如果攻击者

以其他设备的名义发送攻击报文，AC 接收到这种报文时将认定

是欺骗攻击，并阻止该攻击者。

3. 空口窃听及应对措施

空口窃听往往是学校中一些充满好奇心的学生们经常尝试

破解的点，需要对 AP 传输的数据加密。常用的空口加密方式有

WEP、WPA/WPA2、WAPI 等，在实际网络部署中，空口加密和

用户认证一起考虑。

用户安全

用户安全分为合法用户非法访问其范围以外的资源和非法

用户接入网络两部分内容。

1. 非法访问及应对措施

学校为不同用户群划分不同的 SSID，授予不同访问权限。

用户访问授权采用远端授权的方式，WLAN 用户认证成功后，

Radius 服务器下发用户分组，通过用户分组和 ACL 规则的关联，

对每类用户进行 ACL 授权信息控制；访客用户采用集中转发方

式，内部用户采用本地转发方式。

2. 非法用户及应对措施

WLAN 支持多种接入认证技术，其中比较典型的有 MAC 认

证、Portal 认证、802.1x 认证和 IPoE 认证。通过对接入用户的身

份进行认证，有效防止非法用户接入。

终端安全

实现终端安全接入互联网，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终端用户身份确认，第二是终端用户安全使用终端的

控制。为了保证这两个方面安全，首先必须保证注册用户信

息真实可靠，其次对于终端安全接入网络必须强制使用客户

端软件。

总结

本文通过对面向移动学习的医学院校无线网络方案进行设

计研究，结合第四军医大学的特殊性，详细介绍了在无线网络

建设中的需求分析、网络部署和安全管理等问题。在医学院校

组建无线网络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学校的实

际情况，充分考虑有线无线网络一体化运维，确保校园无线网

络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促进校园的信息化建设。 （责编：

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第四军医大学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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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背景

随着各校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初见成效，网络保障条件日趋成

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等各类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的逐渐完

善，决策主体的数据意识得到了一定提升。

随着技术的普及 , 大数据已逐渐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1],

近年来，各校均建设了大量的教育教学信息管理系统，如学籍系

统、就业系统、资产系统、报道系统、培养系统、招生系统、教

师系统等，累积了大量的数据资源。但是因为设计维度和管理角

度均不统一，各业务系统基本都是各自独立运行、数据不互通，

所以无法整合数据，无法为上层校领导提供统一化整体化的直观

学校信息。而大数据技术作为信息技术对于教育变革的推动力，

为教育决策科学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2]。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是提升教育决策科学性的优质驱动力 , 但数据汇聚与综合应用

仍是促进科学决策的一大门槛 [3] 。教育决策的制定往往会参考

一定的数据资源 , 但数据大都源于决策者的直观经验、印象 , 并

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事实 , 使决策的科学性受人质疑 [4]。为

了更好的为决策者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特建立可视化大数据

管理系统。

系统简介

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系统通过对高等院校教育基础数据持续、

动态、标准化的采集、清洗、转化，实现高等院校教育数据纵向

贯通和互联，为准确掌握全校教育基本情况（包括学生、师资、

学科、课程、学位、就业等），为科学制定高等院校教育政策、

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化，提供全方位、实时、精准的重要决策数据

支撑。在此基础上，面向校领导及科研院所提供本校学生、教师、

课程、学科的基本数据查询、统计报表和各类排行服务，并将可

公开数据向社会发布，允许公众通过统计数据了解本校教育基本

情况，传播高等院校教育理念和成果。

系统特点

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系统利用云计算基础设施，整合高等院校

各类教育基础数据，建立起全校教育信息通用分类标准和基础数

据中心，通过基础数据融合和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全面掌握全校

教育基本状况，全面支持高等院校教育质量评估、教育决策，实

现智慧教育管理，促进全校教育资源共享。

系统架构

1. 数据层，系统使用数据库集群存储数据。在数据库中，主

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的逻辑数据，另一部分是可视化大

数据管理系统所需要的业务数据。而业务数据只用作可视化展示，

所以为了避免误操作，此部分数据设置为只读权限。

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摘要：决策主体结构简单、仅凭直观经验等是传统教育决策的不足之处。促进决策科学化是提升教育水平的重要方向。本文建

立了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系统的架构设计和模型，提出了基于用户需求的建设目标，为建设大数据决策系统提供设计思路，以进一步

提升教育决策科学化信息化。

图 1  系统架构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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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器层，本系统展示的报表和图表较多，根据此需求特

点，将服务器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运行的服务器，另一

部分是提供报表服务的报表服务器。

3. 业务层，系统本身业务主要包括访问管理、统计访问次数、

系统设置、日志记录、用户权限管理等业务功能。系统根据用户

的角色展示相应的数据报表。

4. 展示层，系统中展示的报表都由报表服务器生成，并将

生产的报表嵌入到系统的展示页面中。本系统的展示部分，均由

HTML5 技术实现，PC 和移动终端都可以正常访问。

系统功能

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系统功能包括三大方面：数据采集；数据

管理；统计分析。

1. 数据采集

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系统涵盖各分校的各类教育基础数据。其

从各分校相关教育业务系统中自动抽取数据，或者由各分校按约

定的数据模板及时上传数据，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一步清洗、转化。

应用层系统获取这些经过预处理的基础数据，基于可视化技术，

实现教育指标的综合分析、评价和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初期，主

要采取人工上传方式采集各分校的教育基础数据，在后期推广应

用阶段，逐步实现自动方式（开放 API，平台定时抽取）采集数据。

2. 数据管理

（1）数据处理。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系统作为底层服务平台，

严格遵守一数一源，按照预先定义好的数据模型，将数据加载到

数据库中，实现整个智慧教育数据的规范化、系统化、一体化管

理，提供数据导入导出、数据备份、元数据管理、数据交换等后

台功能，对教育基础数据进行计算、处理，为上层应用提供更加

便利的数据服务，包括 ETL（数据抽取、转换、装载与清洗），

MapReduce 以及计算等方式。

数据导入导出：把相关的教学数据采用合适的模式 / 标准对

数据进行统一储存，方便利用智能算法进行分析和操作，将经过

系统分析处理后的数据导出，方便浏览查询或者打印。

数据备份：只要产生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以及数据交换，

就有产生数据故障的可能性。本系统采取定时进行数据备份、提

供数据恢复等手段，防止数据的丢失，避免造成损失。

元数据管理：包括各个业务表的发展，数据元素和实体的定

义，表格规则和算法以及数据的特征。最基础的管理是管理业务

元数据的收集、组织和维持。对技术型元数据的应用以及主数据

管理和数据治理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5]。

数据清洗：数据来源各不相同，数据形式多元化，使得数据

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不正确或者不一致的数据可能会严重影响

数据的分析效果。本系统使用如统计分析、预定义规则等相关技

术将“脏数据”转换为满足数据质量要求的数据。

数据集成：整合来自多个数据存储的数据，为数据分析、处

理、挖掘提供完整的数据源。

数据交换: 将数据变换或统一成适合于数据分析挖掘的形式。

数据校验：在数据交互中，由于各种硬件、软件、网络等问

题可能会导致数据的丢失、异常等不一样的情况，为了解决这种

情况，系统内建立相关校验机制和处理功能，以便对异常情况做

图 2  统计分析 图 3  按需查询与数据导出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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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处理。

（2）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接口。通过规范 API 标准帮助应

用开发者能够更好地使用智慧教育平台的各类资源，支持各系统

之间的数据共享，保证数据的实时性、整齐性和一致性。

3. 统计分析

（1）支持基本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展现（图 2）。全院

教育基础数据统计采用横向（从学生、教师、课程、学科角度对比

单位情况）与纵向（从单位深入查看学生、教师、课程、学科情况）

相结合的方式。院校领导、院校机关（主管业务部门）可以了解各

分校的学生、师资、课程、学科的总体情况及各校对比情况。也可

查看每个培养单位（院系 / 研究所）的学生、师资、课程、学科数据。

分校领导、研究所领导可以查看本校（含对口培养单位）或本单位

总体情况以及面向全院校公开的各校对比情况。

（2）支持按需查询与数据导出（图 3）。院校领导、院校

机关（主管业务部门）可以以自定义的方式查询感兴趣的数据，

并可导出相应的基础数据。

（3）支持向社会公众发布统计数据（图 4）。院校机关（主

管业务部门）有权限将统计数据（图表）对外发布，可设置院校

内发布和向公众发布。设置为院校内发布，则可跨校、跨单位查

看相应的统计信息；公众可通过院校机关发布的面向公众的统计

数据了解本院教育基本情况。

系统应用场景

关注教师数量变化，提升学校在岗教师数量和质量

通过查看各级单位历年新增教师数量，可以及时发现教师数

量变化的异常，再通过数据钻取，查看各研究所教师数量，查看

各年龄段教师数量等，可以发现异常的根源。比如：某所教师数

量逐年下降是因为退休教师数量增加、导致在岗教师数量下降，

就可以及时补充新教师，在未来三五年内，重点引进年轻教师，

从而避免教师资源短缺（图 5）。

分析各研究所博导硕导的数量和性别比

用户需要分析所有单位的博导硕导数量性别差异。通过分析

菜单内选择教师分析，选取导师类型和性别等字段，从而完成整

个统计过程，得到数据结果（图 6）。

制定未来财务支出计划，有效配置教育资源

用户通过查看教育经费概况，教育经费收支情况，可以观察

历年各项收入支出变化，计算收支增长百分比，合理预测下一年

的收支情况，制定财务计划。

 教育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利用

大数据的统筹与应用可以推进教育决策科学化。可视化大数据管

理系统将进一步为教育决策大数据系统的架构设计、系统研发和

多面应用提供基础和方法。 （责编：付涵）

(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

参考文献
[1] 摘自：新华社 . 国务院 : 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EB/OL].[2015-09-06].

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5-09/06/c_134593461.htm

[2] [3] 摘自：钱冬明 , 罗安妮 , 顾云峰 . 大数据背景下省级教育科学决策服务支持系

统设计研究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38(05):68-74

[4]Knapp, Michael S.|Swinnerton, Juli A.|Copland, Michael A.|Monpas-Huber, Jack.Data-

Informed Leadership in Education.[J].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aching&Policy,2006:56

[5] 摘自：邹丹 . 铁路大数据治理体系研究 [A].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 第十二届中国智

能交通年会大会论文集 [C].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2017:5.

图 4  向社会公众发布统计数据

图 5  关注教师数量变化

图 6  分析各研究所博导硕导的数量和性别比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2019.2-3 中国教育网络 69

文 / 葛万龙 王国华

当今社会，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

成为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指出，深化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依托于网络，

建立跨国合作办学机制、建设跨国教学管

理实践平台、开发网络课程体系，逐步缩

小区域差距。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

“文化浙江”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

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运用移动

互联、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

跟踪 5 Ｇ传输、全息投影、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新应用新业态。按

照新要求，结合新形势，积极推进“互联

网 + 音乐教育”，坚持信息技术与音乐教

育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提升数字音乐教

育资源开发与服务能力，探索音乐教育信

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构建音乐特色的

智能感知教学实践环境，提高师生信息化

教学实践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学院信息化

整体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后，在省长专项基金的支持下，浙

江音乐学院将跨国互联、虚拟仿真、同步

传输等技术引入到音乐的高等教育中，搭

建跨国远程同步钢琴教学管理平台，进行

钢琴专业教学的跨国实践。希望通过音乐

教育与科技融合的一次崭新尝试，为音乐

类院校建设国际远程沉浸式教学环境，加

强教育信息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国

际视野提供参照与借鉴。 

国际远程沉浸式教学环境模式
构建

建设思路

围绕音乐教育的特点，坚持“育人为

本、技术创新、整体推进、合作共赢”的

思路，进行广泛的调研和征询意见，出台

远程音乐教学环境的建设方案。方案中拟

定利用国际链路，营造沉浸式的音乐教育

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音乐教学现场，

从而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钢琴是音乐教育的基础设施，是首选

研究建设的方向。为此，通过远程音乐教

学环境的建设，目标要达到协助师生在教

学练习演奏曲目时，通过平台智能评测演

奏者弹琴的音准、节奏、速度、力度、表

现力、难度等各个维度进行检测分析，并

将检测的细节、结果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形

显示，让师生直观地看到整个教学过程，

实时给予老师学生弹琴时的评测数据，实

现因材施教；同时让学生收获全方位的分

析指导。通过实时反馈、精准评测等功能，

能够真正实现钢琴教学过程“教、学、练、

测”的闭环。同时通过采集行业大数据，

来实现个性化音乐教育，加快音乐教育发

展。远程音乐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平台自动

收录每个弹琴者的评测数据，形成个人学

习成长数据档案，清晰了解钢琴教学科研

状况，并通过数字化的量化分析，帮助系

部制定最优学习路径。同时汇聚学院所有

学生的练琴数据，挖掘出最具潜力的钢琴

表演人才。 

远程音乐教学环境的打造，将充分

应用教科网资源优势和技术补充，赋予钢

琴教学模式从传统向智能化学习转变的可

能，大力推进钢琴教学科研的步伐，加速

钢琴教育领域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实施方法

远程音乐教学环境的建设主要有三

个技术难题需要突破：一是智能终端的选

型，二是平台的建设，三是网络链路的选

择。三者为平台的并联环节，缺一不可。

要在异地实时实现高质量无延时的音视频

传播，在虚拟仿真、互联网技术、智能物

联等方面需要目前最前沿的技术支撑。

1. 智能钢琴选型

在国内外智能钢琴的选型上，我们做

了充分大量的调查研究，雅马哈 Disklavie

系列自动演奏钢琴是一款跨界钢琴。不

仅能作为传统原声钢琴弹奏，还通过搭载

雅马哈特有的数字制御系统，实现精确还

原键盘及踏板动作的自动演奏机能。弦槌

传感系统能够敏锐捕捉弦槌的运动动作、

键盘动作，能够对细微连击震音动作高

精度还原。我们在市场规模、产品技术参

让远程音乐交流“声”临其境
 摘要：音乐类教学环境多因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不利于跨区域教学；而音乐类国际远程沉

浸式教学环境建设，将充分应用教科网资源优势和技术补充，赋予钢琴教学模式从传统向智能

化学习转变的可能。本文主要在平台的选型建设、网络链路的选择、环境建设成效等三方面展

开讨论，希望为音乐类国际远程沉浸式教学环境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三等奖

2018华为杯 浙江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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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生产公司的综合比较中，选择了

Disklavie 系列自动演奏钢琴。

2. 平台的建设

这种采用“1+X”的模块化结构，既

方便平台功能不断增强，又可方便分步实

施。“1”表示一个核心平台：该平台有

远程数字钢琴、IPAD 或电脑集控管理系

统等组织部分；“X”表示为各辅助系统，

如高清摄像机、云台摄像头等视频采集系

统、大屏显示、字幕提示等图像显示系统，

高灵敏度指向性话筒和调音台、音箱等组

成的音频通话系统，以及软件辅助系统和

数据采集存储系统。各子系统可通过学校

内部计算机网络访问中心主机并存储数据

信息。考虑各个系统模块的应用整合和校

园数据中心的对接工作，最终实现与校园

数据中心的数据共享。

3. 链路的测试选择

音乐类远程教学环境建设中遇到最大

的困难就是网络链路的测试，整个环境的

建设简单的分成音视频互联与钢琴互联，

只要通互联网就能实现，两台钢琴理论上

链路通畅就能运行。实际测试中发现，普

通网络链路从运营商机房通过学校中心机

房的负载均衡设备和一系列防火墙、行为

管理、交换机等设备后，音视频能够互联

对话，而钢琴则无法正常互联运行，一直

无规律断连。

而通过省略防火墙、行为管理等设备

中间环节，直接连接中心机房的负载均衡

设备到交换机，再连接到钢琴，还是无法

正常互联运行，也一直无规律断连。如采

用从运营商机房通过交换机直接连接到钢

琴，钢琴运行正常，较少断连。经过多次

反复比较，CERNET 的教育科研专用国际

通道，可为国际间的实时教学授课、在线

视频传输、远程视频 / 电话会议、课程资

源分享以及数据在线互传等提供保障全球

开放的网络环境、超前领先的网络技术以

及优质可靠的网络服务等优势，成为备选

链路之一。

本文采用教科网 20M 国际宽带链路

不仅能够保证钢琴的正常运行和从不断

连，音视频清晰流畅从不卡顿；目前已经

通过这条线路打通了国内各音乐院校之间

的链路，与中央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以及上海、日本等地成功进

行了教学科研互动。网络架构建成后，可

为研究跨国同步教学网络提供可靠的样

本，同时可用于开拓与其他国家的跨国网

络合作教学项目。

环境实现

基于以上考虑，音乐类国际远程教学

环境建设采用雅马哈 Disklavier 系列三角

钢琴和教科网国际宽带链路，以及触摸式

大屏和摄像机等设备组成。采用原声钢琴

可以实现对某一地点正在弹奏钢琴的演奏

信息进行完美采集，并通过 Internet 将所

有信息传送到世界另一端的另一台联网的

钢琴上。在现场真实的表演过程中，运用

远程教育系统，演奏者所有的触键与脚踏

运动，每个细节都会被完全精确无误的实

时远程再现在世界另一端的钢琴上，让那

里的听众有参加现场表演、身临其境的神

奇体验。

1. 实现钢琴教学功能一

钢琴内初始设置了类型丰富的钢琴自

动演奏曲目，共计 pops 流行、jazz 爵士、

classic 古典等 10 种风格的曲目以供自由

选择。IPAD 或 IPHONE 和钢琴连接至同

一网络内，使用 APP 可以选择其中内藏

的曲目进行播放，钢琴自动演奏。

2. 实现钢琴教学功能二

授课教师课前可将教学重点通过钢琴

演奏，同时摄像机拍摄存储，在课堂教学

时可以利用摄像机重复播放，学生通过大

屏观看细节部位和钢琴高精度还原，学

生能够反复揣摩体会，从而提高教学效

果。国外著名大学的大师课等资源可以

通过钢琴演奏视频录制成文件，通过网

络传输，在国内与钢琴连接的电脑播放，

现场钢琴还原；音乐会的还原，钢琴的演

奏通过钢琴来还原，其他乐器的演奏通过

音箱来还原。

3. 实现远程自动演奏功能

通过与国外知名音乐类高等院校合

作，利用跨国网络链路、自动钢琴演奏

系统，实现异地同步授课：当钢琴大师

在大洋彼岸弹奏钢琴时，位于本地的钢

琴会同时自动演奏，学生可以现场感受

大师弹奏的指法和音准，利用视频通讯，

大师也可以实时对学生的演奏进行指导。

利用网络、自动化设备营造实地教学的

模拟情境，可以带动师生的情感和感染

力，有助于加强学生在大师课上的有效

学习。通过新颖的网络合作教学，学校可

以充分借鉴国外知名院校的办学特色、教

学特点，从而转化为加强本地高校的教学

能力的动力。

图 1  音量 / 音质变化情况

图 2  远程教育硬件连接方案一 

图 3  远程教育硬件连接方案二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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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效

创建音乐远程教学新范式

在跨国远程同步钢琴教学管理系统

建成后，浙江音乐学院积极探索国际远

程教学环境在音乐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利用教科网国际宽带链路实现全程高质

量音视频流的稳定传输，智能钢琴的高

保真还原演奏和高清的视频画面，极大

提升了音乐远程教学质量，为音乐教育

拓宽了地域和时间的边界；利用国际远

程教学环境进行音乐的异地远程教学授

课的可能性得到充分肯定，是音乐教育

与 科 技 融 合 发 展 的 良 好 示 范。2018 年

1 月，学院青年教师丁阳为上海培训中

心进行演示教学，实现远程互动教学。

2018 年 4 月，于星海音乐学院进修互联

教学。2018 年 5 月，学院加入“高校远

程艺术教育联盟”，与

国内音乐艺术院校开展

音乐远程教育合作，共

享校际优质资源，开展

联盟院校间的远程大师

课、师资培训及音乐会

等教学科研活动。2018

年 6 月，学院朱楣教授

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

研究生进行专业授课指

导，同时绵阳师范学院

师生作为观摩院校在线

参加大师班，实现了 1 对 2 的三地同步

教学。2018 年 6 月，举办全国高校远程

艺术教育联盟产品技术培训会，培训艺

术教育系统的技术内容及应用方法。

搭建教学资源共享新平台

国际远程教学环境的建成，促进了学

院音乐教学资源建设，丰富了建设载体和

渠道。通过远程直播、录播等多种形式，

实施研究式、案例式、在线开放式、虚拟

课堂教学，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建立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跨国异地实

时教学的教学运行机制。目前已建成《音

乐欣赏的方法与途径》、《中国传统音乐

揽胜》2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以及《浪漫

主义时期西方音乐导读》、《MIDI 音乐

与数字音频》 2 门省级精品课程。建成学

院自有慕课平台，首期开放课程 16 门，

充分发挥国际知名大师、学院师资的示范、

辐射和指导作用。学院利用

文化部与浙江省共建的资源

优势，打造音乐类展演活动、

赛事互动的线上线下一体化

优质音乐资源展示平台。先

后承接了文化部“第六届全

国青少年民族乐器教育教学

成果展示活动”、“第三届

全国‘梨花杯’青少年戏曲

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全

国性音乐专业展演活动的线

上报名与视频初审，极大地

节省了人力物力。同时扩大了活动的影响

力，报名院校与人数较往年增长显著。效

果的实现依托在教育领域常年耕耘的教

科网，为学校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国

际互联网服务，协助建设校园网国际专

线，提供国际出口访问能力测试，为国

际远程教学环境的建设及国际访问提供

网络技术、网络安全、网络运维、优化

调整等特殊保障服务。 

创新优秀文化输出新途径

国际远程教学环境的建设，为中国传

统的优秀文化 “走出去”提供了通道。通

过跨国链路和音视效资源平台，学院的国

乐大师可以为国外的合作院校进行二胡、

古筝、琵琶、扬琴等民族乐器的教学，开

展跨国示范课、大师课、学术论坛等多种

层次的深入合作，进行教师互访、学生交

流、网络结对的跨国互动，为国外音乐院

校展示高水准的中华传统音乐教育模式。

作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学院多名

师生都要前往多个国家进行“欢乐春节”

活动的任务演出。国际远程教学环境的建

设可为浙江音乐学院的国乐演出提供更多

输出的机会，中国传统音乐演出可以通过

音乐厅内的实时录制设备进行跨国直播。

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子足不出户就

可领略中华传统音乐的魅力，可以体验国

内大师的亲身教学。

在亚洲，浙江音乐学院与日本雅马哈

株式会社在远程教育中进行了深度战略合

作。2018 年 8 月，浙江音乐学院实现了

与日本的跨国远程教学互动。

浙江音乐学院通过国际远程沉浸式教

学环境的建设，深入开展校际合作，开展

国际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实践研究，逐步实

现中国与美国、与欧洲的互联互动。以项

目合作、远程教学互动等形式引入和共享

国外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加大音乐教育

对外交流与合作，将给音乐类院校国际远

程沉浸式教学环境建设带来更深远的引领

意义。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浙江音乐学院）图 5 青年教师丁阳为上海培训中心进行演示教学   

图 4  远程教育硬件连接方案三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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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智慧校园建设如火如荼，各类学

校几乎都参与其中，很多学校有自己的智

慧校园建设规划，众多企业也提出了他们

的解决方案。不同类型的学校的智慧校园

建设的重点也不同。高职院校智慧校园根

本目的是什么、建设重点难点以及建设路

径有哪些？想清楚这些问题对高职院校智

慧校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

合重庆市高职院校智慧校园建设实践对这

些问题进行探讨。

高职智慧校园建设的目的

智慧校园是教育信息化的一种具体

形态和呈现。因此，智慧校园建设的目

的与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一致的。“没

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我们可以说，

没 有 教 育 信 息 化 就 没 有 教 育 现 代 化。

当 前 学 校 推 进 教 育 信 息 化 的 一 个 具 体

抓 手 就 是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通 过 智 慧 校

园建设解决信息时代教育手段和方法问

题、改变教育观念理念问题、丰富和变

革教育内容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

办学水平。

建设的困境

1. 建设标准与参照系

教 育 信 息 化 领 域 认 为 智 慧 校 园 是

数字校园的提升和演进阶段。在数字校

园建设阶段和智慧校园建设阶段，多个

省市都出台了建设标准，比如重庆市于

2016 年 12 月发布了《重庆市智慧校园建

设基本指南》，对各类学校智慧校园建

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是高职院校

办学经费往往少于本科院校，信息化水

平也普遍低于本科院校，因此很多高职

院校在数字校园建设中都存在“欠账”、

信息化基础建设投入不足等问题。据重

庆市教委发布的《重庆市高等教育信息

化进展报告（2016-2017 年）》显示，全

市 40 所高职院校校均无线网信息点仅为

468.4 个，而本科院校平均为 2697.8 个。

可见，有标准和参照总是好的，但是高

职院校的智慧校园建设除了弥补欠账还

要体现高职教育特色。

2. 教学信息化与智慧教学相距甚远

高职院校智慧教学是短板。一方面，

智能学习分析技术或学习分析系统应用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三等奖

2018华为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探索“大平台 + 轻应用”的
高职智慧校园

摘要：智慧校园是教育信息化的具体形态和呈现，但是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在进行智慧校

园建设中却面临很多问题。本文以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智慧校园建设为例，从建设标准与

参考系、教育信息化与智慧教学的差距、建设模式与思路和保障力度四个方面分析了高职院校

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困境，同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和建议，提出大平台 + 轻应用的建设方案，

为高职院校的智慧校园建设提供了参考，有利于学校数据共享，促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

度融合，提高高职院校的智慧校园建设水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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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之又少。高职学生的特征之一是学习

习惯和学习能力低于本科生。如果有良

好的信息化学习平台，较强的学习分析

功能，或许能帮助高职学生改善和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收到良好的学

习效果。另一方面，加重资源建设特别是

重撑门面的课程资源建设，而轻资源应用，

体现高职教育特色和教学需要的虚拟仿真

教学资源较为缺乏。

3. 建设模式和思路依赖校外企业

多数高职院校以购买校外企业现成

产品短期项目式的建设为主，而非以购

买服务长期合作式的建设为主，特别是

软件系统，与学校自身切合度不强，定制、

集成和升级较不容易。基础网络建设中，

多数高职院校因资金不足而依赖于通信运

营商或第三方企业，虽然一时解决了学校

的资金投入问题，但学校也失去网络管理

主权和用户数据采集权。

4. 保障力度不够

组织保障和人员保障无法与智慧校

园建设预期及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定位

相匹配。负责统筹智慧校园建设的机构

多数为弱势部门并且技术人员严重不足。

一部分高职院校没有独立的信息化建设

和管理部门，导致信息化和智慧校园建

设职能分散于学校多个部门，信息化行

政职能弱，智慧校园建设统筹力度和推

进力明显不足。此外，除经费投入不足，

学校还缺乏技术人员，特别是既懂技术

又懂管理的人员。

高职智慧校园建设路径的建议

1. 指导思想与原则：以人为本

数字校园建设阶段重点解决业务流

程的数字化。智慧校园建设阶段需要转

变观念，变管理为服务，体现以人为本，

以广大师生为本，为广大师生的教学、

科研、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便利的信

息化服务。

2. 技术路径：大平台 + 轻应用

重中之重是建立全校的数据通路，

建设好学校的数据中心，才能有效解决

信息孤岛的问题。智慧校园大平台是建

立在学校数据中心之上的基础平台，是

各类应用生长的土壤。要将学校各类结

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全面采集、智

能采集并按学校数据标准进行清洗入库，

建立学校数据仓库、主题库等，才能建

立各类数据分析、数据预警、数据展示

等功能，并为学校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持，

促进学校数据的共享，变数据为资产，体

现信息化的“智慧”。需要改变建大业务

系统的思路，系统主要是给业务部门工作

人员，而应用才是给广大师生使用的。比

如，为了查一个课表，教师和学生需要登

录教务系统在很多个菜单和子菜单中去寻

找“课表查询”，这是数字校园下业务系

统的特征；而智慧校园的一站式服务大厅

里可能就直接有 “课表查询”应用，点

击就可以打开个人课表和需要查询的课

表。建立一站式服务门户网上服务大厅，

打通跨部门的应用流程，让程序流程去

跑路而不让师生用户多跑路。

3. 资源建设：通识教育资源 + 虚拟仿

真专业资源

这两类资源是高职教学最需要的资

源，要制定鼓励学生开展在线学习成绩

与学分认定和鼓励教师开展混合教学工

作量认定的相关制度，要建好资源，更

要用好资源。

4. 建设模式：购买服务或自主开发

转变以买产品来建设智慧校园的观

念，尽可能以购买服务和自主开发的模式

来建设智慧校园。找到有实力的企业建立

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 支持与保障：支持有力，保障健全

（1）体制机制保障。建立学校教育

信息化治理架构，实施 CIO 制度，建议

由学校主要领导担任 CIO。健全机构，

独立设置信息化管理部门，强化其行政

管理职能，预算统筹、项目统筹、各部

门信息化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建立较为

完备的智慧校园管理制度、合理赋权，

集中力量办大事，切勿职能条块分散、

职责不清。

（2）人员保障。人是智慧校园建设

中的关键因素，没有一定的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智慧校园建设很难推进。这

是高职院校信息化和智慧校园建设与本

科院校的一个巨大差距。据重庆市教委

发布的《重庆市高等教育信息化进展报

告（2016-2017 年）》显示，重庆本科院

校信息化部门人数最多的学校为 49 人，

高职校园最多 28 人，暂未考虑学校规模。

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目前在校生为

7000 多人，信息中心工作人员有 30 多人。

此外，人员不但要有数量保障，还应该有

待遇保障，做信息化和智慧校园的技术人

员多为 IT 人士，应保障其工资待遇，在

职称评审上也应有政策支持，否则其很难

安心从事信息化和智慧校园工作。

（3）其他保障。经费保障是必不可

少的，政策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思考

教育信息化和深层次智慧校园建设体

现学校的管理问题，因此首先学校的办学

理念、管理思想、管理体制机制、管理与

服务流程特别是跨部门跨业务的流程的梳

理、优化、再造是需要学校领导层牵头推

动的；其次，学校管理层的智慧校园意识

要提高，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支持，如何

调动各部门参与信息化的积极性，主动参

与到智慧校园建设，信息技术如何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达到智慧教学应用水平等

问题还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和高职院校广

大教育工作者去实践和思考。 （责编：

付涵）

（作者单位为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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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移动安全现状

随着移动计算时代的到来，我们都经

历着从有线到无线的变化 [1]。异地办公、

远程审批、在线服务、移动学习等高效便

捷灵活的移动办公形式，引发了高校科研、

管理和服务方式的变革，极大地提升了高

校的服务效率和管理能力。目前，高校有

多种业务移动化场景，涉及到多种办公设

备和平台，面向不同用户群体 [2]，包括面

向领导的管理类应用（审批等）、面向办

公室人员的通用办公类应用（邮件、OA

办公等）、以及面向科研人员的私密数据

（科研结果等）等。这些应用场景极大提

高了校内师生和领导的工作效率，促进了

业务创新，为教师和学生的校园生活提供

了便利 [3] [4]。在快捷方便的同时，移动办

公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安全隐患，如何

实现安全可靠的校园移动办公变得尤为重

要 [5]。相比传统办公，移动办公面临着更

加复杂的安全问题，信息数据和计算终端

走出高校的安全边界、脱离内部管控、多

样的设备类型和复杂的数据运行环境，大

大增加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6]。

校园移动场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随着高校信息化快速发展，学校内存

在繁多的校园应用，复杂的移动设备系统

和类型。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共享，

面向不同的职能岗位、对象、移动应用的

差异化模式管理，权限、对象的复杂化，

不同设备数据联通等问题，为高校移动安

全管理带来极大挑战 [7]。同时，移动化本

身涉及到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架构，与传统

的 IT 环境存在很大差异。

校园安全管理与个人隐私的平衡

当前师生使用的移动设备上既有个人

常用的应用软件，也有工作中需要用到的

工作应用。存在个人应用软件可以随意访

问、存取工作数据的风险，甚至很容易通

过个人应用软件将工作数据非法上传、共

享和外泄，工作应用同样也会触及到个人

数据。为了解决这种新趋势带来的安全问

题，需要同一个智能手机、平板上运行两

套相互隔离操作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时满

足个人日常使用及移动办公的需求 [8]。

校园业务数据泄露风险高

智能移动设备的接入，给信息安全管

理带来极大挑战。移动设备具有使用方便、

处理高效、信息及时等优点，然而移动设

备易丢失、常更换，可以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任何网络、任何环境下使用。相

比 PC 端，移动系统自身具备的便捷操作

性，使得每一个移动用户都能够快捷地将

工作信息分享、外泄出去，承载了越来越

多业务流程及数据的移动设备成为信息泄

露的重要风险点。

基于虚拟安全域技术的移动办
公解决方案

为了有效解决移动办公带来的安全隐

患，旨在打造安全防护性高、用户体验好、

可扩展性强的移动安全平台。哈尔滨工业

大学（深圳）建设了一个基于虚拟安全域

技术的移动办公平台。该平台具备强大的

安全防护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移动环境

能够快速迭代、及时适应。同时，也要让

师生愿意用、乐意用。

虚拟安全域

建设轻量化、用户体验好、安全策

略灵活的移动安全平台，最首要的技术

就是虚拟安全域（Virtual Security Area, 

VSA），这是一种通过在系统底层实现提

供移动应用安全保护能力的技术，在无需

获取应用源代码，也不需要 Root 权限；

在代码零改造的基础上对应用形成的一个

虚拟安全域。在该安全域中可实现各种移

动业务安全运行的通用性需求：数据防泄

露、应用功能安全调用、运行安全保护和

隐私类保护等，也可以快速地适配实现其

他个性化的网络安全保护和内容审计等需

求。用户将机密数据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区

虚拟安全域守护移动应用
摘要：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接入，校园移动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如何避免个人

信息泄露，如何确保手机、平板等终端的系统安全，以及如何管理众多移动应用已经成为高校

信息化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移动信息化建设实践，分析了

高校移动信息化安全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介绍了基于虚拟安全域技术的移动信息化安全解

决方案。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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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能够了解用户的上网行为模式和进行

行为监控，在学校开展移动业务的同时能

够保证业务的安全运行。

虚拟安全域技术的原理是通过 VSA

实现建立一个单独的、安全的虚拟系统，

构建在应用和系统之间的桥梁，从系统底

层对应权限和用户使用行为等进行全方位

的管理和保护。应用发起的请求先经过该

安全虚拟系统中进行安全判断和审计，阻

断不安全请求，防止将应用中的机密信息

外泄等情况，使学校应用运行在一个安全

可靠的环境中。可参照图 1。

构建内部移动应用商店

建立一个学校内部应用商店，实现对

所有移动软件统一管理。可根据业务特性、

安全要求，无需通过 App Store 等外部应

用商店的复杂流程，自行管理发布移动业

务应用，大大缩短应用更新发布迭代周期，

避免繁琐的应用上架外部审核过程，保护

学校内部应用资产。

学校的内部应用商店相当于创建一

个虚拟安全域。这是一种沙

箱技术，将通过学校内部应用

商店下载的应用和 App Store

下载的应用分离，有效实现

用户个人数据与政企业务数

据的安全隔离，既保障了政

企数据的安全性，同时极大

提升了移动办公的用户体验。

实现了一个设备兼备“个人”

和“ 工 作” 两 套“ 区 域”，

兼顾工作数据安全及个人生

活隐私。校内其他业务部门

或者师生自己研发的 APP 应用可以在虚

拟安全域上二次打包，既保证了校园移

动应用的统一入口，又保证了校园移动

应用的安全。这种统一管控的模式让校园

应用运行在虚拟安全域中作为工作区域，

其他个人应用正常运行在系统上，就像形

成两个独立的空间一样。具体的模式如图

2“个人”和“工作”模式。师生在使用

的过程中，只要下载一个“校园内部商店

APP”就可以看到虚拟安全域内所有的校

内应用，用户根据需要下载删除各类 APP

应用。实现了校内移动 APP 的统一安全

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升级。

防护模块

虚拟安全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也还需要集成相关安全防护模块。包括的

模块有网络安全访问、上网内容审计、功

能安全调用、隐私保护等，可根据不同业

务场景配置不同的安全策略。

在保证应用正常的情况下阻断应用的

不安全请求，防止机密信息外泄的同时，

也防止外部方式对该类信息的截取，包括

对应用文件进行加密处理，禁止将内部数

据粘贴到外部，添加水印对内容的拍摄之

后形成溯源等各种保护方式。详细见图 3

安全防护模块。

总结

高校在大力发展业务移动化的同时，

应加强移动安全建设，打造移动应用安全

服务平台，将学校的 APP 有效管理起来，

个人应用和工作应用分离，个人数据和工

作数据分离。同时，提供从终端数据保护、

应用级隔离、多级安全等一站式整合的移

动安全服务。在充分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

上，保障业务移动化安全，实现简化有效

的管理。

同时，个人使用习惯也至关重要。要

加强对移动设备的安全防护，减少因病毒

导致数据的泄露，在公共场合不连接不安

全的 Wi-Fi，对非常重要和保密的数据，

要有自我保护意识，积极学习保密相关条

例，定期备份重要数据，申请相关的保密

存储设备等。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网络与计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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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和必由之路！当前，全球大国都从国家层

面发力教育信息化，无论是美国的“国家

教育技术计划（NETP）”、英国的“下

一代学习运动”，还是韩国的“教育信息

化基础建设工程”，都在大力推行教育信

息化。我国从上世纪末以来由政府投资先

后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三通两

平台工程、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

并将教育信息化列入教育均衡县达标的基

本要求，同时纳入对各地政府的考核，凸

显了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但由

于教育信息化投入巨大，一个中等规模的

县域要达到规定的生机比、师机比、多媒

体课堂全覆盖及城乡互动教学，投资需逾

亿元，仅依靠县域财政一次性完成建设相

对困难。但逐年分散建设，又造成无法

统筹建设，由于建设周期过长，不少地

区出现“边建边废”的恶性循环。同时

信息化设备三、五年又进入更新期，追

加投入压力巨大，这种分阶段投入、缺

乏长效机制的建设方式难以发挥整体应

用效益成为影响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的

重要问题之一；再加上缺乏专业人员，

日常维护尚可，但没有能力支撑区域教

育信息化的整体建设运维与推动信息化

的深入应用。

叶县概况

叶县位于河南省中部，面积 1387 平

方千米，人口 88 万，是河南省级贫困县。

全县共有中小学校、幼儿园 600 余所，

学生 13 万人、教职工近万人，是典型的

河南省中等规模县域。近年来，叶县始

终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

托底工程，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全力推

动教育复兴。叶县政府把教育信息化建

设工作作为复兴叶县教育的一项重要内

容和举措，作为破解叶县教育资源不均

衡问题、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素质的重要

抓手，强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然而，在一个经济

欠发达的县域如何全面有效实施，是摆

在叶县人面前的难题。近几年，通过“改

薄”和“薄改”等项目以及学校自筹资金，

学校上了一些信息化设备，但由于分散

采购，设备之间存在的差异导致无法整

体规划，无法很好推动城乡互动和资源

共享；另外老师对设备使用多以展示功

能为主，设备功能无法全效使用，无法

有效支撑新教学模式的实施，对教育质

量的提升并不显性。

为推动叶县教育现代化进程，提升教

育质量、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2016

年 10 月，叶县成立县域教育信息化推进

小组，决定全面启动教育信息化工程。

主要做法

1. 顶层规划保先进

首先，叶县吸取以前信息化建设的教

训，充分意识到县域教育信息化要发挥效

应，就必须通盘考虑、顶层设计，才能打

通城乡，真正实现教育均衡，推动创新。

为此，叶县聘请了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及河南教育信息化资深专家等，

共同为叶县教育信息化把脉会诊、进行顶

层设计。

2016 年秋，在专家的指导和带领下，

叶县历时 3 个月，对全县教育信息化现状

进行了起底式全方位实地调研、对全县每

所学校和幼儿园进行走访、和师生及部分

家长进行面对面访谈，掌握了从学校管

理者到应用者对教育信息化的一手需求数

据，全面摸清了叶县城乡中小学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真实现状。通过调研，比较突出

的问题在于农村学校、教学点优质的教育

教学资源严重匮乏，存在着农村教师“招

不来、留不住、派不出、教不好”，一批

薄弱学校无法“开齐课、开足课、开好课”

等诸多因素严重影响了叶县教育发展。如

何通过教育信息化破解诸多难题，对教育

信息化提出了新的需求。

在认真细致调研基础上，叶县召开了

专家研究会、校长座谈会、老师座谈会，

公私合营实现全县“教育一朵云”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三等奖

2018华为杯

摘要：近年来，国家推进PPP模式，国务院、发改委及财政部门、教育部门也大力提倡校企合作、

引入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信息化建设与运营，为教育信息化的持续投资和运营提供了良好政策支

持。但由于 PPP 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该如何采用 PPP 模式进行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和运营，

保障教育信息化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尚无成熟案例。本文结合叶县教育信息化 PPP 项目，

对此模式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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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教育信息化由建设、应用融合的新趋

势，初步编制了全县教育信息化整体解决

方案， 按照“建设保先进、应用保效果、

运营保长效”三个原则来统筹规划，结合以

前的经验教训，不再把“建”放在首位，而

是把应用与运营提升到与建设同等的地位。

在建设方案上，叶县遵循教育信息化

发展规律，采取“云 + 管 + 端”的架构实

现“教育一朵云”建设。

首先，设计了强大的县级“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和数据中心。为防范产生新

的信息孤岛，叶县按照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一个大平台”思路，把教育机构、

学校、师生、家校的所有应用系统和资源、

人人通空间，全部架设在县级教育数据中

心，对外提供统一门户服务，确保应用在“一

朵云”上。同时，在数据中心部署大数据

指挥中心、全县教育评测系统、全县教育

信息化设备监管系统、直播中心、巡课中

心等，实现了对全县教育的全局性管理。

其次，依托华为的教育城域网方案，

设计了全县“一张网”全网可视化管理。

采取全光纤连接的方式，把全县 400 余所

中小学连接起来，建立了双路万兆到乡镇、

千兆到校、千兆入班、无线全覆盖的高速

教育网，保障了城乡互动教学、一校带多

校、直播课堂等重型资源的应用效果。

没有终端，就无法支撑应用。一次

性规划了数千台多媒体设备和万台师生终

端，实现了班级多媒体全覆盖，提升了师

生用机比。在考虑满足广泛应用的需要，

又考虑个性化发展需求，部分引入 VR、

STEAM、创客等系统。

顶层方案的设计，为县域教育信息化

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让叶县不走弯路、

少走弯路。

2.PPP 模式保长效

方案有了，如何实施？叶县是河南省

级贫困县，财力有限，钱从哪里来？同时，

教育信息化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整体由地

方自建，能否支撑和运营下去？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公共事业的

PPP 模式。PPP 即“公私合营”，是指将

原本由政府投资管理的公共事业，向社会

资本开发，由社会资本和政府共同合作，

开展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运营，通过

社会资金缓解政府投入不足和解决政府专

业性不强、效率不高的问题。从 2014 年

以来，全国在财政部、发改委备案的 PPP

项目已达到 20 万亿元，已经成为支撑地

方事业发展的重要模式。教育部《教育信

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等文件指出：要坚

持政府引导，鼓励社会资本、企业参与投

入教育信息化建设，发挥多方优势。

经过反复论证，叶县各级各部门领导

决策，选择了采取 PPP 模式来实施叶县的

教育信息化工程。各级各部门领导一致认

为，PPP 模式是提升县域教育信息化整体建

设与运营质量的最有效办法。

首先，PPP 模式能够确保“顶层设

计”的实现。由于 PPP 项目投入资金体量

大，可以对全县教育信息化工程进行整体

建设，实现了“云管端”一体化，实现了

“城乡互动和资源共建共享”。教育信息

化在很多地区采取各县区自行进行建设的

方式。但在这种模式下，如果分层次、分

部实施，由于采购原因会造成县域内各区

域使用不同的产品，其引入的网络运营商

和采用的软件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无

法实现区域间教育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不

利于充分发挥地区性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效

能。其次，叶县采取 PPP 模式进行全县范

围内教育信息化建设，为各区域之间校园

网络的互通和资源共享提供保障，对教学

过程和教研以及学校间师生沟通交流、精

品课程推送等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建设的成本，最终提

高了区域内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效能。

PPP 模式通过对社会投资人的成本管理和

其提供的资源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从多

方面节约政府支出，提升项目产品质量。

2017年，叶县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

完成了全部 PPP 评审和采购程序，选定了

社会资本方。由社会资本方投资 1.51 亿元，

建设叶县全域教育信息化工程，并建立运

营团队，承担 10 年的运营服务，每年进

行一次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支付费用。

整体方案

叶县县级数据中心的建设是实现区域

教育信息化“云管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承载区域教育“教学、学习、管理、

考试、评价、资源”等业务的综合平台。

目前区域教育信息化的主要应用包括

学校综合管理平台、师生成长评价系统、

学校云门户网、财务查询系统、信息标准、

统一信息门户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数据中心平台、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网络

教学平台、智能考试平台等基本涵盖所有

涉及学校教研、教学以及学校管理的所有

应用系统，以上系统采用虚拟化的方式进

行部署，采用刀片服务器为以上应用系统

提供计算资源，通过虚拟化软件，完成计

算资源的池化，可根据业务的计算需求分

配计算资源。

目前叶县辖区内的学校个人电脑和学

生电脑不能满足当前教育均衡的需求，且

电脑主要是传统 PC，日常的维护工作量较

大，一旦出现系统问题，就需要重新安装

操作系统，耗时较长，而且硬件比较统一，

没有办法根据使用场景进行资源的优化使

用。因此，本次数据中心的建设使用云桌

面的形式来代替传统 PC，同时结合协同办

公系统、云桌面教学系统，提高办公和教

学的效率，从而实现“全县‘一朵云’满

足教学及办公各种场景，教师机、学生机

全云化部署，同时按需快速发放桌面，缩

短新应用上线时间，新知识随时可得，统

一教学模板管理，换课效率提升 50%”。

根据对叶县县域教育城域网承载业务

需求分析，本次叶县教育城域网承载网采

用分层架构设计，实现了教育城域网架构

稳定，网络层次清晰，关键链路备份，易

扩展，网络集中管控，支持长期平滑演进，

满足业务长远发展需求。

要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和教育集中管

理，稳定可靠的教育城域网是不可或缺的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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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础设施，叶县教育城域网构建了高

带宽传输的区域网络核心骨干平台。从而

实现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的建设目标，

支撑教育共享平台和教学管理平台的各种

任务，承载教务办公自动化、学籍管理系统、

互动课堂、在线点播、 在线交流、在线考

试评测等教学管理应用。叶县城域网核心

交换机通过 CSS2 集群技术虚拟成一台交

换机，从而简化管理，提升叶县教育城域

网的可靠性。同时核心交换机集成无线 AC

功能，全网采用一种协议，实现接入交换

机即插即用，降低信息中心老师日常工作

中的管理复杂度并实现全区域范围的无线

覆盖。建立教育城域网统一身份管理平台，

为确保整体接入的可靠性及实用性，考虑

到实际用户的维护能力和维护成本，降低

用户接入风险，确保实际使用效果，本次

整体采用集中式认证，实现全网各校入网

人员的统一管控，实现基于用户身份的实

名认证及差异化安全策略管控，满足《网

络安全法》及公安部令第 82 号的核查需求。

建立城域网出口安全平台，实现出口安全

防控、入侵防御、应用流量控制等安全功

能，与认证系统联动，实现基于用户实名

的一体化综合安全管控策略，基于用户实

名的权限管控，规范用户网络行为。本次

出口安全建设需要考虑到防火墙、负载均

衡、入侵防御、恶意代码防护，高级持续

威胁 (APT) 检测等能力，通过下一代防火

墙杜绝游戏、炒股、非法网站、P2P 上传

下载的管控及阻断、流量分配及控制等行

为。为检测出利用 0-Day 漏洞、高级逃逸

技术等多种技术组合的 APT 攻击，保护教

育城域网出口免遭破坏，避免内部重要信

息遭到窃取。本次城域网建设部署 APT 高

级持续威胁检测设备，通过信誉扫描、实

时行为分析、大数据关联等技术，分析和

收集软件的静态及动态行为，实现对诸如

勒索病毒软件等各种未知恶意文件的检测，

有效避免未知威胁攻击的迅速扩散和学校

核心信息资产损失。部署上网行为审计设

备，实现对互联网访问行为的全面管理。

在 P2P 流量管理、防止内网泄密、防范法

规风险、互联网访问行为记录、上网安全

等多个方面提供效方案。

基于开放架构，实现对城域网 IT 资

源（网络、无线、安全、服务器、虚拟化

计算、存储、应用软件、机房设施）的统

一管理。建设统一运维管理系统，提供多

种应用，包括对多厂商的设备管理、资源

统一管理、可视化的统一视图、全方位的

故障监控。通过该系统，区域将建设一个

整体的安全防护体系和管理体系，对全网

设备统一监控和管理，能够直观地看到设

备之间的连接关系、设备的状态及告警，

全网设备信息和状态一目了然；最大程度

简化信息中心老师的日常运维工作、配置

和管理工作，实现接入设备和无线 AP 即

插即用，同时降低多协议应用下的网络配

置、运行复杂度，提升网络可靠性。

几点经验

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采取 PPP 模

式是新生事物，叶县使用 PPP 模式开展教

育信息化工程，是一次崭新的尝试。

1. 教育信息化 PPP 模式必须严格遵

循程序

PPP 模式投入大、周期长、专业性强，

一定要严格程序，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政策

和规程实施，防范法律瑕疵。一个标准 PPP

项目，必须通过《项目可行研究报告》、《物

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评价》、《PPP

实施方案》的评审，并纳入各省财政厅或

财政部PPP项目库，才能确保项目合法合规。

2. 要强化“资源为本，应用为王”的

建设运营思想

在 PPP 工程中，作为政府，希望提

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教育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切忌重硬轻软、造成“空载运

行”。叶县在项目中，要求 PPP 项目公司

建立一个运维中心，在十年运营期中，长

期提供教育城域网运维服务、校园网设备

维护服务、应用系统管理与维护、资源开

发服务、师资培训服务、教学研究服务等

公共服务，只有运营公司参与了教育核心

业务，才能保障运营的专业性，才能真正

推动教育信息化的生产力。

3. 方案的完整可行

方案可分为两部分完成：一是资本招

标方案。此部分一定要根据本区域财政情

况量力而行，不可“贪大”，不能成为当

地财政的负担。但体量也不能盲目“减重”，

否则就失去项目的意义；二是建设方案，

建设方案更要切实可行，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必须有相关专家团进行论证，实施方

案一定基于应用驱动这一方针下，既要考

虑先进性又要考量本地区的应用环境，同

时又要兼顾其完整性，要囊括所有涉教领

域，使整个区域的教育信息化能够整体推

进，不留死角、空挡。

4. 合作者的选择

（1）由于PPP项目有比较长的运维期，

因此一定要选择具有“开放、包容、共享”

这样核心企业文化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企

业的规模和融资能力只要足够支撑项目运营

就好，更重要的是专业性和合作。双方的结

合一定是如虎添翼，切不可成为羁绊。

（2）合作企业或者运维团队必须熟悉

基础教育领域，基础教育信息化项目的运

维不仅是信息化技术层面支持，更是诸多

应用的运维，例如 ; 资源库建设、智慧课堂、

教师成长档案建立等等，这些应用软件要

适合教育行业的习惯，不是“给什么用什么”

而是“用什么给什么”，必须能够为教学

一线师生的教与学提供支持，能够为教研

支撑，能够为学校管理提供帮助。

推进县域教育信息化是国策民生的要

求，通过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

的一体化发展，让每个城乡的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任重道远。区域

教育信息化采取 PPP 模式，是一种有益尝

试，必将对实现城乡教育均衡、提高教育

质量、提升教育管理水平、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河南省叶县教育体育局电化教育馆）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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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祥容

香港中文大学 ( 深圳 ) 是一所经国家

教育部批准，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

传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

的大学。以创建一所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

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

型高层次人才。大学前期开设理科、工科、

经济管理类和人文社科类专业。长远办学

规模为国内外学生 11000 人，其中本科生 

7500 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 3500 人。 

自 2014 年建校来，在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书院网络、无线网络、视频会议、

大学数据中心、统一身份认证、校园内网

门户、一卡通等多种信息管理系统方面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信息化建

设取得了快速发展。建校短短几年，一个

完善的基础网络设施已经建设完成，相关

的核心业务系统也随之建设完毕。随着学

校的发展，“敏捷网络”、“全光网络”、

“模块化数据中心”以及“软定义网络”

等方面技术也加速推进校园网的高速、智

能化、虚拟化，为实现整个校区万兆骨干、

千兆汇聚，构建先进安全的、有线无线一

体化的校园网。

智慧校园概念

智慧校园可理解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

的智慧化的校园工作、学习和生活一体化

环境，这个一体化环境以各种应用服务系

统为载体，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

活进行充分融合。

然而，不同的高校和不同的厂商针对

智慧校园这个定义却是不同的。甚至不同

时期，同一个高校或者厂商在不同的时期

对该定义也在改变。

此外，智慧校园与数字校园的区别是

什么？大部分人认为，“智慧校园”是数

字校园升级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是数字校

园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由此可见“智慧

校园”的基石是前期数字校园的建设与发

展。这也就意味着，“智慧校园”首先要

有一个统一的基础设施平台，统一的数据

共享平台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智慧校园建设主要内容

作为新成立大学，信息系统建设虽然

没有历史包袱，但建设起点高、标准新、

建设周期短，同时没有经验可以参考，面

临挑战同样不少。

正如前文所述，智慧校园的前提是建

设一个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其中包括一

个完善的校园基础设施平台。大学的核心

业务系统，例如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财务

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科研管理系统、

学生事务管理系统和内网门户平台等，都

离不开一个完善且稳定的基础设施平台。

在建设过程，大学制定了先硬件后软

件和先核心后边缘的建设思路，快速且很

好地完成了建设任务。截至目前，硬件设

施建设已经全部完成，目前剩余少量非核

心应用系统正在实施中，部分核心应用系

统二期甚至三期计划也在安排之中。

实际上，智慧校园的内涵远不止包含

基础设施和业务系统。目前，包括平安校

园、绿色校园以及基于物联网全互联校园

等概念也日渐被提及，并可能成为日后智

慧校园建设的方向之一。

园区网建设规划

网络主拓扑

学校一期网络拓扑如图 1 所示。从网

络的层次维度，网络可以划分为核心层、

汇聚层和接入层三级结构。

从功能层次维度，本次园区网络可以

划分为 DMZ 区、对外网络出口区、数据

中心区和办公区，其中办公区根据不同的

部门划分为 2 个园区子网络（上园书院区

和下园教学办公区）。校园里教学楼、办

公区、宿舍有线上网支持千兆接入。无线

网络覆盖依据不同场景部署，如：宿舍采

用敏分 AP，保证每个房间的信号强度以

及零漫游；室外采用 IP67 防护等级无线

AP，保障室外场景的无线覆盖等。不同

类型的终端用户可以通过有线，无线方式

接入网络。 

构建先进安全的一体化校园网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摘要：香港中文大学 ( 深圳 ) 自 2014 年建校来，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书院网络、无线网络、

视频会议、大学数据中心、统一身份认证、校园内网门户、一卡通等多种信息管理系统等方面投

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建校短短几年，一个完善的基础网络

设施已经建设完成，相关的核心业务系统也随之建设完毕。本文从智慧校园建设入手，阐述了学

校构建一体化校园网的思路和过程。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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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网络具备如下特点：

1. 采用高性能的汇聚核心设备，背板

支持平滑升级到 100G 线卡，打造一个大

容量的校园网络以满足学校长远办学规模

对网络的需求。 

2. 通过堆叠 iStack，集群 CSS2 等虚

拟化技术，以及链路捆绑 Eth-trunk，双

机热备等技术实现网络的主备冗余，打造

一个可靠健壮的校园网络。 

3. 通过部署校园出口安全、校园接入

安全、数据中心安全、高级威胁防御等手

段 , 打造一个多维度的安全校园网络。 

4. 使用全可编程 ENP 芯片的敏捷随

板 AC 及 ACU2 无线插卡等方式实现对 

AP 的管理，无线业务的下发，使用支持

802.11ac 协议的 AP，单 AP 整机速率达到

1.9Gbps；AP 采用矩阵式智能天线，波束

成型技术，覆盖无死角；打造一个全场景 

Wi-Fi 覆盖，无缝漫游，访问不中断的校

园无线网络。 

5. 使用 eSight 管理平台，能对有线无

线统一管理，大大降低了管理运维工作量，

打造一个精细化运营的校园网络。 

6. 使用数据中心系列 CE 交换机，以

及 VXLAN，防火墙虚拟化等技术，打造

一个高度虚拟化，能提供多业务、多租户

的大型数据中心网络。 

7. 部署 AntiDDOS 设备防御 DDOS 攻

击。沙箱 FireHunter

与 防 火 墙 联 动 署，

在 防 火 墙 抵 御 已 知

安全威胁的基础上，

同 时 具 备 防 御 恶 意

文 件 和 网 站 等 未 知

威胁的能力。

8. 教职工宿舍采

用全光网络，打造高

可靠网络以满足国内

外教职工的信息服务

需求。

9. 采用模块化数

据中心机房，标准设

计和安装，实现分期

快速部署的目的。机房预留后续扩容空间，

满足大学快速建设的需求。

方案主要创新

全场景 Wi-Fi 覆盖，无缝漫游，访问

不中断。

当无线客户端移动时，如从图书馆内

A 区移动到 B 区，甚至移动到学生宿舍 C

区，若要保持视频、语音等实时性强的业

务不中断，就要求 Wi-Fi 产品能够支持漫

游。例如 AC 集中转发方案可以实现不同

VLAN 下无缝漫游 50ms 切换，数据业务

不中断。

作为国内第一批加入 Eduroam 的高

校，能够满足无线账号跨地区漫游的需求；

同时，学校也是少数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

网络的机构之一。

1. 精细化运营校园

大二层网络设计，有线无线融合加

CSS2 堆叠，保障有线及无线网络的可靠

性，简化网络管理。

敏捷随板 AC，全可编程 ENP 芯片，

通过用户组实现矩阵式策略管控。

有线无线融合大大降低了管理运维工

作量。

2. 业务自动化部署

网络管理员通过在 Agile Controller 上

拖拽逻辑模型的方式完成租户逻辑网络模

型定义。

一键式部署，Agile Controller 根据逻

辑定义，自动翻译网络配置命令行，并下

发到设备上。

SDN 网络由网络部门通过 SDN 控制

器 Agile Controller 下发。

3. 全光网络

为向广大教职工提供便利的生活设

施，教职工宿舍网络由大学免费提供。相

对于传统的双绞线或者同轴电缆方案，我

们选择 GPON 方案作为建网技术方案，可

同时为用户提供提供 Wi-Fi、有线、语音

接入方式。

采用 PON 技术构建网络，其中一些

关键技术，例如多重安全机制、动态带宽

分配（DBA）以及服务质量（QoS）等都

为校园网络提供更高的安全保障和更精细

化的管理手段。

此外，全光网络在整体架构中间段设

施属于无源设备这一结构特点，也大大降

低了网络故障率，减少网络维护质量。

4. 模块化数据中心

大学新建数据中心，占地 800 平方，

可放置 192 个标准机柜。和传统数据中

心相比，模块化设计可以实现分期快速

部署、扩容方便；能源层内部协同，进

一步提升能效；结构可靠，IT 主设备、

制冷和信号传输无单点故障。此外，由

于模块化机房都是预组装、预测试，工

期大大缩短。

5. 大数据应用

无线设备可向第三方设施提供标准接

口，在用户许可的情况下，以采集相关的

接入或者轨迹信息。目前已经完成相关应

用，例如场地热度查询，空闲设施查询等。

方案实施

大学智慧校园一期项目建设于 2017 年

7 月启动，同年 8 月底完成全部主体建设

工作，截至 2018 年 3 月硬件部分全部验收

完毕。

从前期的建设经验来看，项目的实施

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图 1  学校一期信息系统网络拓扑结构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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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案规划与设计

作为最终的用户方，需要学习各方的

建设经验，以自身需求为出发点，适当参

考相关厂家的解决方案，规划适合的智慧

校园解决方案。为使项目规划更具有前瞻

性，大学在规划智慧校园建设方案的同时，

还邀请了国际第三方咨询顾问团队，为大

学完成智慧校园顶层规划设计，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2. 工程协调与管理

智慧校园项目建设规模大，涉及的上

下游环节很多。例如学校的基建部门、政

府项目承建单位、第三方规划设计单位、

项目监理等众多部门。信息系统作为基础

设施建设的末端环节，一定要在基础设施

建设阶段甚至更早期的阶段接入，以免影

响后续的工作安排。例如综合布线需求、

机房建设规格、无线接入点安装以及弱点

井空间等，都需要在最早期时候提出需求

并落实。

此外，项目一般会由不同的集成商负

责完成。学校作为甲方或者最终用户，一

定要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协调好进度、预

算和质量的关系，以尽可能地协调处理或

者推动解决建设过程的各项问题。

3. 工程质量管理

质量是项目建设的基石。在赶工的情

况下，普遍存在质量问题。为避免此类问

文／单康康  王佶  张华

背景需求

浙江大学目前有紫金港、玉泉、西溪、

华家池、之江、舟山、海宁等 7 个校区，

师生 6 万多名，校园网同时在线日均 3

万余用户，在线终端数日均 4 万余部，

校内 DNS 解析请求平均达到 1 万 QPS。

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以及智能终端

的广泛使用，在线域名请求并发量急剧

上升，对校园网络基础设施 DNS 设备压

力逐年增加，构建一套安全稳定且支撑

大规模流量的 DNS 系统成为校园网安全

稳定运行的迫切需求。

浙江大学早期使用单台实体服务器作

为主 DNS，后来采用主辅两台 DNS 服务

器， 浙江大学 DNS 历史架构如图 1 所示。

由于主服务器存在单点故障，后续对主服

务器利用 LVS+KeepAlived 负载均衡架构

进行提升，达到双机负载均衡，较大提高

整体可用性，但上述几种 DNS 架构仍存

在以下不足：

1.缺少对各服务器的集中式Web管控；

2. 软件负载均衡架构容易受服务器自

身性能局限；

3. 无法对递归线路进行智能检测与

切换。

智能 DNS 集群建设

建设思路

浙江大学新一代智能 DNS 集群架构

的设计思路和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智能 DNS 集群建设与应用
摘要：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做为互联网核心基建设施之一，在物联网

与移动互联网时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国内高校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高校在网用

户逐年增长、联网设备几何级增加，对校内 DNS 服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通过分析基于

四层架构的新一代 DNS 技术框架，介绍浙江大学基于统一管控的智能 DNS 集群建设，实现了

DNS 服务的可管、可控、可查。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图 1  浙江大学 DNS 历史架构

题，可加强现场工作管理，例如制定施工

规范，操作规范，建立验收标准和样板站

点等方法，加强现场施工质量管理。

校园网络从投入使用至今，很少发现

因前期质量问题导致的网络故障。说明前

期的质量管理工作是到位的。

智慧校园建设除了上述基础设施建设

之外，还包括众多的其他建设模块，例如

各核心业务部门管理系统，数据服务总线

ESB，业务流程管理 BPM，统一支付平台

以及统一内容管理平台等建设内容。此外，

还包括一卡通平台，视频监控系统，能效

管理平台等建设内容。 （责编：杨洁）

( 作者单位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浙江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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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源软件架构：要求除了前端负

载均衡采用硬件产品，DNS 集群其他所

有功能与软件平台都采用开源软件构建，

以满足可管、可控、可自定义扩展以及

成本控制等。

2. 流量负载均衡：前端采用硬件负

载均衡设备，同时实现双机在线冗余，

将接收的域名请求根据策略分摊至下联

权威 DNS 服务器集群，硬件负载均衡设

备可根据策略将校内用户流量导向各权

威实体 DNS 服务器，同时对服务器进行

服务实时监测和故障服务器剔除和流量

切换功能。

3. 准电信级高可用性：单集群中的

一台或多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无法提供

业务，自动将用户流量转移至其他正常

服务器，业务达到 99.999% 可用率，全

年业务中断时间不超过 5 分钟，一年故

障率不超过 1 次（见表 1）。

4.Web 界面统一管控：提供用户友好

的 UI 界面，对所有 DNS 实体服务器进行

集中管控，主要实现域名更新、修改等操

作同步下发、域名变更实时生效、实时监

控服务器压力负载、域名解析状态、服务

器日志统一存储与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等。

5. 递 归 链 路 故

障 智 能 转 移： 递 归

DNS 集 群 策 略 对 递

归链路进行实时健康

监测，当某个校区递

归链路出现故障，自

动将导向故障区域的

DNS 流量转移到其他校区正常出口链路，

当故障校区链路恢复正常，自动将用户请

求流量迁回，要求故障智能处理时长不超

过 6 秒。

技术架构

浙江大学新一代智能 DNS 集群采用 4

层架构，如图 2 所示。

1. 负载均衡层：采用 2 台国际主流

硬件负载均衡硬件设备，实现双机实时

冗余，可扩展架构，学校 DNS 地址绑定

到负载均衡设备做为 VIP，负责接收学校

所有域名请求包，转发分摊请求包至权

威服务器层。

2. 权威服务层：采用 3 台以上实体服

务器，利用 BIND 开源软件建设权威服务

器群，权威服务器之间域名数据实现同步

更新，负责均衡层接收域名解析包，解析

学校权威域名，将缓存中的权威与递归域

名解析结果返回用户，将缓存中

没有的递归域名转发到递归服务

层。

3. 递归服务层：在学校各校

区各自独立建设至少 1 台递归服务

器，利用 UNBOUND 开源软件，

负责接收处理权威服务层转发的

递归解析请求，在多校区建设在线

冗余链路出口，以实现异地灾备。

4. 统一管控层：利用 Apache/

图 2  总体技术架构

图 3  管控平台核心功能模块

表 1  可用性量化

PHP 等组件搭建统一管控平台，对所有权

威服务器进行统一管控与配置同步，主要

实现域名编辑、统一下发、大数据统计、

实时性能监控等功能。

应用成效

浙江大学新一代基于统一管控的智能

DNS 集群自建成运行以来，实现了每年零

业务中断次数、零业务中断时间。集群目

前可支撑 10 万 QPS，且能根据需求在线扩

容，可实现在线域名管理与实时生效、域

名访问统计、用户流量分析、QPS 实时监测、

DNS 解析成功率实时监控、恶意域名监测

等基本功能和大数据分析模块，如图3所示。

浙江大学基于统一管控的高可用智能

DNS 集群根据可管、可控、可查整体设计思

路，深入用户需求与安全挑战，建设了一套

基于集中式统一管控的分布式、可扩展、智

能链路切换、流量负载均衡、Web 界面统一

管控、大数据用户行为分析、网络安全监

测等的准电信级智能 DNS 服务云平台，能

较好应对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快速发展中

面临的安全问题与核心设施压力，较大提

升网络核心运维应用设施稳定安全，加快

推进浙江大学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助力

学校“双一流”跨越发展。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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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信息化工作怎么做？
摘要：新时代高校信息化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师生日益增长的优质安全的信息服务需要与信息

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新时代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同时也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信息

化工作的目标是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做好信息化支持，提高管理服务服务水平、提供科学决策支

持和促进学科发展。高校的信息化管理和建设部门应该着力构建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命运共同体，

为全校各单位做好信息化的后台支持和服务工作，努力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信息化服务。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文 / 于俊清 王士贤 吴驰 李战春

面临的机遇

国家高度重视信息化

十八大报告将信息化列为“新四化”，

并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

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相继提

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和促进大数据发

展的行动纲要，信息化在国家层面被提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推进教育信

息化进程独立成章；《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1-2020 年）》正式颁布。在

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及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会议上对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做重要讲话。

信息技术日益成熟

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大数据、

物联网、虚拟化、云计算、移动互联、万

物互联、泛在接入等技术不断革新，日益

成熟，有力推动着信息化发展，为高校实

现高水平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技术上的可

行性。

学校及师生对信息化需求强烈

国家“双一流”大学大多已确立到本

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信息化一流的大学，

对信息化支撑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学校各单位对学校信息化基础平台的

服务能力提出了明确需求；师生已具有较

高的信息化素养，希望学校提供更加优质

的信息化服务 , 对高水平的信息化应用需

求强烈。

面对的挑战

信息技术人才竞争激烈

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社会上对互联

网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竞争激烈，学校难

以吸引到高水平信息技术人才，存在“引

不进、留不住”的困境，信息化发展的可

持续性和高水平建设面临巨大困难。

教育信息化产品成熟度不高、国产化不够

大量高水平信息技术人才和信息技术

公司聚集到互联网行业，面向教育行业的

软件公司水平普遍不高、服务能力弱、产

品成熟度不高。国外高水平软件与国内高

校实际需求存在差异，国产化、定制化不

够。建设符合学校实际的高水平信息化应

用存在严重问题。

网络与信息安全形势严峻

学校重要信息系统存储着学校重要信

息及大量教职工敏感个人信息，确保学校

网络信息安全是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网络攻击、网站篡改、信息窃取等仍然不

断威胁着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安全

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形势十分严峻。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产品更新换代频繁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一方面为信息化

建设不断提供新的技术，另一方面，信息

技术更新换代过快，信息化产品的开发成

本高，可持续性难以保障。

建设原则

统一规划，分步推进

高校应做好信息化发展规划和顶层设

计，按部门和年度对任务进行分解，围绕

学校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全

面有序推进信息化工作。

统筹建设，协作融合

加强信息化统筹工作，校园信息网络、

数据中心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实行统一集中

建设。激发业务部门信息化建设积极性，

打造信息化管理部门、技术支撑部门、职

能部门和院系共同参与的信息化建设共同

体，形成相互支持、团结协作、融合创新

的良好局面。

业务主导，开放共享

坚持以满足业务部门信息化及师生

需求为导向，重要业务应用系统及其数

据库建设以部门要求为主，并由业务部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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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学校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下主导建

设，推动“一切流程信息化，一切业务

数据化”。建设全新的信息化生态系统，

各重要业务信息系统遵循开放共享的原

则，与学校综合信息系统进行深度集成，

与其他各业务信息系统之间进行全面贯

通，完成跨部门和跨系统的业务流程重

组和优化。

技术引领，绿色可靠

在建设过程中，突出学校的科技优势，

鼓励创新，敢于尝试，在加强专家论证的

前提下尽量采用有前景的新技术、新方法、

新平台以及绿色信息技术设备。坚持信息

安全是信息化建设第一要务，加强信息安

全体系建设和信息化项目质量管理，提高

系统和软件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用户为先，注重体验

在各类信息化项目建设和服务时，突

出“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充分考虑不

同类别人群的需求，符合移动互联网发展

潮流，强化用户体验，提高系统和软件的

可用性和易用性。广泛征求师生意见，激

发师生参与热情，凝聚“信息化建设为了

师生，依靠师生，建设成果由师生共享”

的共识。

探索与实践

理顺体制机制、强化队伍建设

完善的体制机制是华中科技大学信息

化工作的首要抓手。学校成立了由党委书

记和校长共同担任组长的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领导小组，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中的

重大决策和总体推进。由两个“一把手”

任组长，充分显示了学校对信息化工作

的重视。

学校还成立了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

（简称“网信办”），负责统筹管理推进

学校信息化工作。网信办负责组织编制网

络与信息化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管理制度

和标准体系，负责学校网络与信息化建设

管理工作，网络与信息技术安全管理、网

络与信息化预算、经费和项目管理，确保

信息化建设“全校一盘棋”，避免重复建

设或建成信息孤岛；网络与计算中心负责

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集成、综合性信息

化平台建设，挂靠网信办；校内其他二级

单位负责其业务信息化。

在流程方面，网信办对信息化项目只

管不建，这种体制的设计既保证了管建一

致性，防止出现管建“两张皮”的问题，

又保证了“管建分离”，做到“管钱的不

用钱，用钱的受监管”，职责清晰，相互

制约。

推进信息化工作既要有体制机制上的

保障，又要有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的保障。

近几年，华中大通过编制的调整与转换，

给了网信办用人方面特殊的政策，灵活的

机制帮助解决了近年来困扰信息化发展的

人才问题，正在打造一支“技术过硬、沉

得下去、反应迅速、忠实可靠”的高水平

技术队伍。

制定信息化发展规划，强化顶层设计

2016 年 发 布 的《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信息

化建设以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总

目标为依归，全面支持学校培养英才、提

升科研效能和提高治理能力，助力学校综

合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为学校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提供坚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为了确保信息化发展规划落到实处，

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化规划的举措十分明

确，即通过“十个一”工程建设，最终建

成全国一流的“智慧校园”。“十个一”

是指，在技术上实现“全校一张网，基础

一平台，网站一个群，数据一个库，集成

一总线”，在为师生服务上实现“上网一

个号，信息一个站，消息一通道，校园一

张卡，办事一张表”。“十个一”工程

中既有技术方面的建设，又强调用户感

知与体验，让师生充分享受到信息化带

来的成果。

重视用户体验

按照“一站服务，网上优先，营造环

境，优化流程”的思路，学校统筹全校公

共服务资源，建设线下师生服务中心，建

立线上网上办事大厅，再造流程、联审联

办，将包括审批、报销等在内的服务事项

集中办理，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协同推进，

可集中提供约 320 项服务。其中，师生服

务中心有 18 个单位设立了 28 个服务窗口，

9 个单位提供 17 台自助服务设备，可办

理事项 189 项；网上办事大厅有 25 个单

位提供 131 项线上服务，实现“让信息多

跑路，让师生少跑腿”。通过创新服务，

缩短办理时限，提高一次办结率，有效破

解反映强烈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针对“流程长”的问题，以工作流程

设计与再造竞赛为抓手，通过项目申报、

中期汇报、网上评比等，先后梳理、设计、

优化、再造面向师生管理服务的各类流程

近百项，深受广大师生好评。

针对“审批繁”的问题，通过网上审

批，减少师生办事“来回跑”。经校长办

公室、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国际交流处

等部门共同努力，出国（境）审批事项在

网上率先实现联审联办。

针对“报销难”的问题，通过更新和

完善财务系统，开展网上预约报账、开设

网银专线、设立投递箱等，实现了零等待、

24 小时服务，紧急需要付款的单据当天

就可以审核支付，一般报销 2~3 天即可

完成。

针对“表格多”的问题，试点“一张

表工程”，全校 34 个职能部门、直属单

位和院系强化协同，实现信息共享，着力

解决师生反应强烈的数据分散、不准确、

不一致、反复填表等突出问题。 （责编：

杨洁）

（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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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性能计算应用场景众多，每种

应用需要不同的配套软件环境和大量的系

统依赖，如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库、编

译器等。如何在同一个平台满足各种不同

的应用，而且应用之间互不干扰，是有效

管理高性能计算平台，提高计算资源利用

效率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传统的虚拟化

技术可以解决部署和维护的问题，但是由

于在计算上增加了额外的虚拟化负载，无

法最大化利用机器的物理资源使其有效计

算，所以不适合 HPC 应用。

容器技术简介

容器是一种能够在隔离环境执行应用

程序的软件组件，它建立在宿主机操作系

统之上并利用了宿主机的内核，通过命名

空间和 Cgroup 进行资源的隔离和控制，

是一种轻量级的虚拟机 [1]。容器具有可移

植性、可重复性、灵活性并快速启动，相

对于其他虚拟化技术，物理性能损耗低，

在资源隔离、弹性调度、额外的虚拟化负

载等方面具有明显技术优势。容器通过将

运行目标软件所需的计算环境的关键元素

打包到轻量级虚拟框架中降低复杂性，同

时不改变运行所需的资源，让软件更容易

使用，结果更容易复制 [2]。利用容器技术

可以让 HPC 不同应用进行有效的隔离，

解决传统 HPC 应用程序安装、升级以及

安装包之间的依赖性等问题，让系统的部

署和运维变得更加有效。不仅如此，容器

还保存了计算环境、数据和代码，提高了

实验的重复性。因此它可以在高性能计算

场景广泛使用和推广。

Docker 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容器技术，

它提供了一种分层的应用镜像管理机制，

将复杂的软件环境打包，易于维护和管

理，广泛应用在很多云计算领域。但是

由于 HPC 应用需要“裸金属”物理机性

能，快速的网络连接，可控制的资源调

度和作业管理，可扩展的并行文件系统，

集中化的软件栈；而 Docker 存在一些缺

陷，如调度管理器的资源限制无法施加

到容器中，非 root 用户使用授权问题，

MPI 的应用程序在 Docker 上性能不高，

网络栈对 Docker 私有导致对 Infiniband

不支持，这些都使得它在 HPC 领域应用

有诸多不便 [3]。

Singularity 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

开发的容器技术。它弥补了 Docker 容器

的缺点如非 root 用户使用权限、可以挂

载本地的文件系统、OPA、Infiniband 和

OpenMPI 的友好支持以及方便的镜像文件

迁移，而且用户在容器外和容器内的权限

都是一样 [4]。由于出现的时间较短，它的

社区以及镜像市场没有 Docker 成熟和丰

富，目前 Singularity 在国外计算中心使用

较多，如德克萨斯计算中心、弗罗里达大

学、圣地亚哥超级计算中心、劳伦伯克利

实验室、普渡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

亚利桑那大学、佐治亚州大学、德国亥姆

霍兹中心等。

CRCT 轻量级虚拟化是联科公司专为

高性能计算环境设计和开发的容器技术，

融合业界前沿的容器概念、前端展示技

术、高性能计算技术。可兼容高性能计

算环境中常见的各种专用硬件设备，如

Infiniband/OPA 等，全面兼容 Docker 所

采用的镜像格式，可以在完全不改变用

户使用习惯的情况下，支持超大规模的

并行计算。它通过 init 为入口运行完整的

操作系统，支持多节点分布式集群的创

建，容器内虚拟集群的作业调度。不仅

为科研计算用户提供传统计算中心提供

的强大计算力，还提供根据实际应用程

序所需的、用户可自定义的、动态切换

的计算环境，以及从算例、算法到数据

的全方位服务。

应用及测试

我们选取 CRCT 容器方案，并在华为

公有云上部署由一台登录节点和五台计

算节点组成的高性能计算集群上进行五

组应用的测试。每个节点提供 2 颗 Intel 

Xeon Gold SkyLake 6100 系列 CPU，每颗

CPU 提 供 3.0GHz 主 频，18Core 的 高 性

能 CPU，192GB DDR4 2666MHz 内存，1

容器技术让 HPC 应用更高效
摘要：复杂的高性能计算环境让运维管理面临巨大的挑战。一种基于容器的虚拟化技术利用

对资源的隔离和控制 , 同时还拥有“裸金属”的计算性能，让它在 HPC 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本文采用在公有云计算资源上部署轻量级容器方案并应用到五种 HPC 场景，结果表明容器不仅

物理损耗较低，而且易于管理和使用，给高性能计算应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容器解决方案。

智教·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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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数 为 1684507 个， 每 一 时 间 步 采 用

循 环 迭 代 的 方 式 求 解 热 传 导 - 电 场 耦

合方程，根据收敛精度，自动的、动态

调整时间步长，其最大允许时间步长为

0.01sec，初始时间步长为 1×10-4sec，

总计求解的时间长度为 1.0 sec。测试结

果见表 5。

基于上述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五种软件在基于容器的集群和物理机集

群上的运算时间相差无几，容器的物理

性能损耗在 1% 以内。另外容器内部环境

优化后系统开销较少，所以出现容器集

群的运行时间还略低于物理集群。同时，

用户的空间在容器内和容器外一致，只

需要不同的地址就可以在物理机和容器

间进行切换，利用了容器技术的优势，

良好地解决了传统 HPC 应用程序升级和

管理问题，给高性能计算应用提供了更

有效的容器解决方案。

高性能计算已经历了两次“可移植性”

革命：统一使用 Unix 和 MPI 的引入。容

器技术将引领高性能计算“可移植性”的

第三次革命，它已经彻底改变了大规模云

计算，也将掀起 HPC 的新世界。 （责编：

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兰州大学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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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 1.6TB NVMe SSD 硬盘，计算网络采用

100Gb/s 的 EDR 网络接口。

五种应用分别是高性能计算领域常

用的 Matlab、VASP、WRVF、PISM 和

COMOSOL。我们分别在 CRCT 容器环

境和“裸金属”物理环境部署上述五种

软件，通过具体算例的运行时间（秒）

来观察两种环境下五种并行软件的计算

性 能 及 容 器 的 性 能 损 耗。 其 中 WRF、

VASP 和 PISM 三种软件可以实现多节点

并行计算，Matlab、Comosol 实现单节点

多核并行。

1. Matlab

Matlab 是一款商业数学软件，用于算

法开发、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以及数值

计算的高级技术计算语言和交互式环境。

本次计算 Kuromoto-Sivashinsky 方程的李

指数及其对应的李雅普诺夫熵，测试结果

见表 1。

2. WRF 应用

WRF 全 称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是一个天气研究与预报

模型，以作为全球模式进行天气预报，也

可以作为区域模式进行天气现象的数值

模拟。本次测试采 WRF- Chem 模式测试

2010 年 8 月 1 日到 30 日发生在青藏高原

地区的一次深对流过程，通过对臭氧、水

汽、CO 等物质的传输特征进行分析，研

究亚洲夏季风期 UTLS 区域的 STE 特征，

测试结果见表 2。

3. PISM

PISM 为冰川计算模型，本次测试模

拟格林兰岛过去和现在的冰盖演化情况，

根据气候记录给出合适的约束条件 ( 底部

状况、 表面温度、积累率等约束参数 ) 可

以得到冰盖演化过程中一系列动态参数 

( 冰内各处温度、冰流速度、压力、等时

冰层深度变化、触地线进退等变化信息 )。

测试结果见表 3。

4. VASP 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包

VASP 是维也纳大学 Hafner 小组开

发的进行电子结构计算和量子力学 - 分

子动力学模拟软件包。它是目前材料模

拟和计算物质科学研究中最流行的商用

软件之一，本次采用用 VASP 软件计算

C28 3D-C 材 料 的 弹 性 系 数， 方 法 采 用

GGA-PBE 函数高精度模拟，从而对得到

的弹性模量、杨氏模量、泊松比等进行

计算分析，研究该材料的机械性质。测

试结果见表 4。

5.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

COMSOL Multiphysics 是一款功能

强大的多物理场仿真软件，用于仿真模

拟 工 程、 制 造 和 科 研 等 各 个 领 域 的 设

计、设备及过程。本次测试超导线圈的

失超传播问题是一个强非线性的热传导

- 电场耦合问题。该问题的 COMSOL 模

型所用网格总数为 184860 个，每一时

间步长需要求解的温度场、电场自由度

操作系统 Centos7.3

MPI Intel MPI 

软件版本 WRFV3.9

物理集群运行时间 3739.961s

容器集群运行时间 3716.136s

表 2

操作系统 Centos7.3

MPI Intel MPI 

软件版本 PISM V1.0

物理集群运行时间 451.491s

容器集群运行时间 453.349s

表 3

操作系统 Centos7.3

MPI Intel MPI 

软件版本 VASP5.4.1

物理集群运行时间 31951.662s

容器集群运行时间 31998.186s

表 4

操作系统 Centos7.3

MPI Intel MPI 

软件版本 Comosol

物理集群运行时间 65646s

容器集群运行时间 61577s

表 5

操作系统 Centos7.3

MPI Intel MPI 

软件版本 Matlab2018a

传统集群运行时间 48840s

容器集群运行时间 49200s

表 1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2019.2-3 中国教育网络 87

在校园网站集中服务的应用
摘要：Nginx 反向代理用于校园网站集中服务，可以提供 IPv6/IPv4 协议 / 多入口支持，提供

HTTPS 安全传输等，解决常见的 Web 站点应用需求。本文介绍了相关需求和 Nginx 应用情况，最

后分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使用案例。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文 / 张焕杰  陈蕾  夏玉良

无 论 是 单 纯 发 布 信 息 的 网 页 或 是

WWW 页面访问的应用，呈现给最终用户

的形式都是 Web 网站。用户通过校园网

或 Internet 网络访问这些网站时，希望能

提供 IPv6/IPv4 多协议支持，提供多家运

营商线路入口的就近访问，提供 HTTPS

安全传输支持。网站运维方为了安全的考

虑，希望将访问流量引导经过 Web 应用

防火墙（WAF）设备过滤处理，提供对网

站灵活可控的边界防护手段，具备日志记

录功能以满足法规要求。

Nginx 是一个异步框架的 Web 服务器，

也可用作反向代理、负载均衡和 HTTP 缓

存服务器。中国人章亦春把 LuaJIT VM（Lua

语言是巴西教授发明的简单脚本语言）嵌

入 Nginx 中，实现高性能服务端解决方案

OpenResty。

Nginx 使用高效率的操作系统内核 epoll

接口处理 TCP 并发连接，因此可以轻松支

持几十万甚至更多并发连接。

Nginx 运 行 在 Unix 类 操 作 系 统 或

Windows 操 作 系 统， 本 文 以 最 常 见 的

Linux 操作系统为运行环境。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

如图 1 所示，设立一台 Nginx 服务器，

将网站的域名解析到该 Nginx 服务器。用

户访问网站时，Nginx 服务器首先接收来

自用户的访问请求，并将请求转发到源

网站，获取到

应答后再转发

给用户。这样

工 作 的 Nginx

服务器被称为

反向代理服务

器。设立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集中处理用户对网站访

问服务，在不修改源服务器的情况下，以

几乎零成本满足引言中描述的最终用户和

网站运维方的多种需求。

多入口与 IPv6/IPv4 协议支持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上设置多个运

营商网络 IP 地址，并使用 DNS 的视图功

能，将不同运营商的用户对域名的查询请

求解析到恰当的 IP，这样用户的访问就可

以就近进行。Nginx 服务器要把从某个运

营商入口进来的请求对应的应答数据包，

还要从该出口返回，确保用户访问服务器

的任何 IP 都能正常进行。

Linux操作系统支持策略路由的设置。

管理员使用 ip rule 命令让不同 IP 发出的

数据包查找不同的路由表，从而实现源地

址策略路由。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中给

出了设置策略路由的配置命令。设置完成

后，使用 https://www.17ce.com/ 可从国内

外若干网络对网站的访问可达性、传输延

迟和速度进行测试。

Linux 操作系统与 Nginx 软件提供完

整的 IPv6 协议功能，简单设置，不需要

修改源站的设置，即可对外提供 IPv6/IPv4

协议服务，是将现有网站升级支持 IPv6

协议最简单和便捷的方式。

HTTPS 协议支持

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 HTTPS 提供对

网站服务器的身份认证，保护交换数据的

隐私与完整性。为了避免中间人的流量嗅

探或流量劫持，越来越多的 Web 站点开

始使用 HTTPS 协议。HTTP/2 是一种二进

制协议，带来推送、数据流复用和帧控制

等功能，目前主要用于减少 HTTPS 协议

握手时延迟对访问体验的负面影响，已经

被主流的浏览器支持。

只要具有公认的 CA 机构发出的服

务器证书，Nginx 就可以方便地对外提供

HTTPS 协议访问。为了简化管理，我们仅

仅在用户和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间启用

HTTPS 协议，在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与

源服务器间仍使用 HTTP 协议。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转发请求时，

向 源 服 务 器 发 送 Host、X-REAL-IP 和

X-Forwarded-Proto 三个 HTTP 头，内容分

别是请求的主机名、客户端 IP 地址、客

户访问时的协议（HTTP/HTTPS），以方

便源服务器使用。

启 用 HTTPS 协 议 后， 建 议 使 用

https://www.ssllabs.com 评估 HTTPS 协议的

安全性，必要时调整部分参数，禁用不安

全的加密算法，以达到更高的安全性。

提供 HTTPS 服务后，可以将用户的

图 1  Nginx 反向代理工作示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g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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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访问重定向到 HTTPS 访问，并设置

HSTS 头，强制将来一直使用 HTTPS 访问，

彻底杜绝中间人的流量嗅探或流量劫持。

WAF 设备引流

只要让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访问源

服务器的 HTTP 流量经过 Web 应用防火

墙（WAF）设备，就完成了引流工作。

WAF 设备上看到请求均是由 Nginx 服务器

发起，因此需要调整 WAF 设置，让 WAF

设备从 HTTP 请求的 X-REAL-IP 头获取

客户端 IP 信息。

为减少攻击者对 Nginx 的影响，可以

收集并分析 WAF 日志，获取到攻击者的

IP 地址，直接使用 Nginx 服务器上的包过

滤防火墙将这些 IP 地址封禁，彻底切断

攻击者的通信。

边界防护

校园内网站数量庞大，不同的网站在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边界防护需求。如在

重要时期网络保障阶段，需要将可能存在

潜在漏洞的信息化应用网站限制在校内，

并将部分必须校外访问的网站增加一个认

证阶段，避免这些网站直接暴露到校外的

潜在安全风险。

使用反向代理对外服务的网站，源服

务器不需要对外暴露，能让反向代理服务

器访问即可，源服务器更加安全。

设置 Nginx 中的 Acl 访问控制策略，

仅允许自己校内的 IPv4/IPv6 地址访问，

即可将网站限制在校内访问。

使用 lua 对反向代理做权限控制给出

的方案，在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上运行

一段 lua 脚本程序，不需对源网站做任何

修改，能对校外访问网站增加一次认证阶

段，实现灵活的边界防护策略，并可随时

在 Nginx 代理服务器上切换。权限控制部

分是运行在 Nginx 内的 lua 程序，开发简单、

执行效率高、对性能影响小。权限控制部

分通过检查校外用户请求中的 nginx_auth_

uid、nginx_auth_expire 和 nginx_auth_hash

三个参数，结合与认证部分共享的密钥，

判断访问者是否已通过认证，允许通过认

证的用户访问。如果是未通过认证的用户，

重定向到独立的认证部分。认证部分对接

学校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平时使用简单

的用户名和密码认证，在重要时期网络保

障阶段，可增加更加安全的双因子认证。

通过认证后会设置对应的 nginx_auth_uid、

nginx_auth_expire 和 nginx_auth_hash 三个

cookie，后续的访问会被权限控制部分允许。

日志记录

Nginx 反向代理可以集中记录 Web 网

站的访问日志，不依赖源站点即可满足法

规对日志的记录要求。

依据这些集中记录的日志，可以统

计网站的 IPv4/IPv6/HTTPS/HTTP/2 访问情

况，还可以分析异常扫描和攻击，找出潜

在的威胁。

性能优化

默认安装的操作系统不能充分发挥

Nginx 的性能。step-by-step install Nginx 反

向代理服务器给出对操作系统的优化建议。

conntrack 优 化： 对 于 Nginx 服 务

器，因为有大量的短连接，最好不启用

conntrack 连接跟踪功能。如果因设置需

要启用连接跟踪功能，需要在加载 nf_

conntrack 内 核 模 块 时 增 加 一 个 较 大 的

hashsize 参数，该参数 *8 即是内核可以

记录的最多连接数，建议 hashsize 设置为

50000。启用连接跟踪功能时，还应调整

连接跟踪的超时时间，让异常状态的连接

及早超时删除，减少需要跟踪的连接数量。

单进程和系统打开的最多文件数，建

议增加到 655360。

应用案例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从 2011 年 开 始

使用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目前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运行在一个 2G 内存 /4 个

CPU 的虚拟机中，集中对 650 个网站提

供 IPv4/IPv6、HTTPS 服务。该虚拟机有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科技网、

中 国 电 信、 中 国 联 通 和 中 国 移 动 五 个

IPv4 入口，并有 CNGI-CERNET2 IPv6 入

口。DNS 服务器上设置若干 DNS view，

将用户的解析分配到对应的 IP 地址，引

导用户的就近访问。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使 用 Let’s 

Encrypt免费提供的自动签发服务器证书。

由于 Let’s Encrypt 有每 7 天 50 个证书签

发速率限制，对于其中 563 个形如 *.ustc.

edu.cn 域名，在 DNS 服务器上使用 DNS

验证方式申请 *.ustc.edu.cn 证书，利用 git

传递到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上；而其他

87 个独立域名，则在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

器上使用 HTTP 验证方式分批申请证书。

有了这些证书，Nginx 中增加 https 配置，

即可对外提供 HTTPS 及 HTTP/2 服务。

Let’s Encrypt 签发的证书有效期为 90 天，

服务器上每天凌晨运行一个脚本，申请更

新 60 天前签发的证书，更新成功后重启

Nginx 进程以使用新证书，实现证书的自

动更新。

对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上的日志文

件统计可以掌握用户的访问情况。

图 2 是学校主页 http://www.ustc.edu.cn

的访问统计，约 80% 使用 HTTPS 方式，

约 60% 使用 HTTP/2 协议，约 10% 使用

IPv6 协议。网站的访问统计对比可以说明

高校用户在 IPv6 协议使用率和新版本浏

览器（更好支持 HTTPS 及 HTTP/2）普及

率方面比普通网民要高。（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2  学校主页访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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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袁先珍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具有 85 年的职业教

育历史。学校是首批教育部教育信息化试

点单位，中央电教馆第二批“职业院校数

字校园实验校”建设单位。学校共有 70

多个专业，建成国家示范性专业 4 个，全

日制在校学生 2.1 万多人。

通过云桌面改善公共教学基础设施

是学校实施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

程”规划的项目之一。项目基于总体设计

分三期实施，于 2014 年初启动一期工程， 

2017 年完成建设后 , 通过云计算技术为语

音室、多媒体教室、公共计算机机房、电

子阅览室和移动教学办公等 5 个场景提供

超过 1100 个云桌面，实现了相应 IT 资源

的集中弹性管理，降低了运维成本，有效

改善了学校教学基础设施环境。同时，与

现有的网上服务大厅、轻工教育学习平台、

电子资源平台和协同办公系统有机结合，

为师生打造了安全便捷、绿色节能的教学

与办公信息化环境。

面临的主要问题

信息化推动教学管理变革，教学形式

日益多样化，移动学习和办公的需求也凸

显出来，学校教学办公用计算机 8600 多

台，传统的运维模式和固定系统已经不能

很好的满足教学办公需求。

1. 软件差异化需求问题。不同课程、

不同教师使用的软件类型或版本各有不

同，教学不同阶段教学环境也有所不同，

而传统计算机只安装一个固定环境，不能

快速满足差异化需求。

2. 病毒及数据安全问题。使用传统计

算机，教师使用 U 盘较多，U 盘病毒的交

叉感染比较严重。另外，教学办公电脑很

少进行安全备份，当发生硬件故障，容易

导致个人数据丢失。

3. 运维管理问题。学校计算机数量多、

区域分散、设备型号不统一，难于统一管

理；质保期过后硬件故障率高，而高职院

校普遍维护人员严重不足，课室利用率很

高，因而导致问题处理不够及时。

具体措施

部署虚拟化桌面平台

围绕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主要场景

需求进行梳理 , 提出跨校区统一部署桌

面虚拟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前端采用免

维护的瘦终端 , 数据中心提供后端资源支

撑，基于 SDN 构建高效的自动化虚拟化

网 络，8 台 华 为 RH228H 服 务 器 和 2 台

Oceanstor5600 存储通过虚拟化技术共享

CPU、内存和存储等底层物理硬件资源 , 

允许多个用户桌面以虚拟机的形式独立运

行，这种架构将虚拟机彼此隔离开来，同

时可以实现精确的资源分配，也能保护用

户免受由其他用户活动所造成的应用程序

崩溃和操作系统故障所带来的影响。校园

网用户通过连接服务器连接到数据中心的

桌面 , 外网用户通过防火墙映射的安全服

务器与安全服务器专用的连接服务器建立

外网用户访问的接口。用户只需要在安装

有桌面客户端的设备上登录即可获取相同

的桌面 , 实现统一的桌面交付。

基于云桌面提升多媒体课室

将所有多媒体课室的传统计算机全部

更换为瘦终端盒子，分配相应的云桌面计

算资源，安装常用的教学软件，每个课室

通过不同的账号自动登录获取固定桌面。

老师每次上课的数据会留存在桌面中，如

果有需要定制安装的软件由管理员快速升

级模板提供，老师也可退出自动桌面登录

个人专属桌面进行教学。基于云桌面，结

合课室监控管理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实

现了多媒体教室集中监控和多媒体设备的

管理和控制。管理者可了解多媒体课室实

时上课情况及历史视频画面，并实时收听

现场声音，为学校督导和同行跨校区听课

提供了便捷性和开放性。多媒体课室云桌

面与学校轻工教育在线平台相结合，配套

学习通移动端功能，打造高效互动课堂，

推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开展，多媒

体课室的教学支撑能力整体得到较大提升。

构建随需而变的云实训室

建设 2 间云语音室和 8 间公共云实训

云桌面支撑教学管理服务升级
摘要 : 本文针对传统计算机在管理和教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提出跨校区云桌面的整体解

决方案，分别在语音室、多媒体教室、公共计算机机房、电子阅览室和移动教学办公等 5 个场

景提供 1100 多个云桌面，实现了资源的集中弹性管理，降低了运维成本，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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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配备 640 个性能较高的瘦终端盒子，

云桌面的计算资源根据实际需求分配。每

间实训室配置多套模板，在教学不同阶段，

根据环境需求发布不同的模板或快照，管

理员可以快速响应，轻松完成教学周、实

训周、考试日不同的环境要求，甚至可以

远程操作，不需要在现场按传统方式逐台

解锁安装软件，再批量拷贝，每台测试。

因为云实训室终端数量多，上课集中开机

存在 IO 风暴问题，可通过提前分批开机

来避免。另外，云语音室安装配套的语音

软件使用，经过不断调试优化，实现了较

好的听读训练和语音交互效果。

打造自主学习云桌面电子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和自主学习空间配备了

180 个瘦终端，该场景下每个在校学生都

可使用个人账号进入云桌面，但受云桌面

授权数限制，学生使用浮动桌面，桌面系

统配置统一，配有个人网盘用于存放学习

资源。为了读者公平使用，云桌面设置了

2 个小时的使用时长，到时间桌面会自动

退出当日无法再登录。图书馆云桌面配合

智能灯光、座位预约、读报机、朗读亭和

丰富的电子资源营造了绿色、便捷的自主

学习阅读空间。

提供移动教学办公的专属桌面

教师根据个人需要可申请使用专属桌

面，且不强制要求使用瘦终端盒子。云桌

面支持多种终端设备的接入，能方便教师

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使用办公电脑、笔记

本或者移动设备登录个人桌面，打破了传

统的固定地点、固定时间的

工作模式。初始化云桌面环

境已能满足基本办公和教学

需求，个性化的软件需求可

以自行安装，有复杂需求的

可以申请多个桌面，安装不

同的操作系统或软件。个人

专属桌面很好地满足了专职

教师不同的教学环境要求。

对于行政办公人员来说，有

效解决了跨校区办公、出差

办公的问题，结合学校网上服务大厅、协

同办公与移动 OA 等系统，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

成效与经验

通过云桌面建设改善公共教学环境的

项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 该项目同步推进

了数据中心和核心网络的升级改造 , 提高

了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 , 带动了学

校信息化的整体发展。云桌面相关的智慧

校园建设成果被收集为 2018 年广东省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信息化案例之

一。云桌面的建设成效与经验分享如下：

运维模式简化 , 差异需求快速响应

云桌面环境下 , 代替传统计算机的瘦

客户终端免维护，无需开机箱检查或更换

零部件 , 终端运维工作大大简化。针对差

异化的软件环境需求 , 管理员通过授权的

公共资源云平台，利用模板和快照技术，

根据不同场景需求快速部

署新的用户桌面进行发布，

整个过程通过网络即可完

成，操作的步骤也非常简

单。教师的个人专属桌面

则与传统计算机一样 , 自

行安装软件 , 有需要可请

求管理员技术支持。

节能效果明显 , 安全可靠

性提高

云桌面大批量应用凸

显出了能耗方面的优势，传统 PC 的平均

功耗在 200~300W 左右，瘦客户机的平均

功耗不超过 30W，加上服务器不间断运行

产生的能耗，使用云桌面后减少能耗 60%

左右，为学校节约的电费也非常可观，很

好地响应了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在安全

性方面，为桌面应用提供备份与灾难恢复

保护，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性，平台同时

采用虚拟化安全技术，搭建云安全防护系

统，无需每个桌面安装杀毒软件，就可为

每个桌面提供安全服务。在可用性方面，

通过 HA 群集技术消除因服务器维护或故

障产生的业务中断，并充分考虑高并发问

题，根据桌面数量增加连接器，并采用硬

件负载均衡设备，减轻大批量连接造成的

连接服务器的压力。

资源集中弹性管理 ,TCO 降低

通过云桌面平台实现了对虚拟桌面资

源的集中式管理和统一控制，实时监控资

源利用，动态分配回收，实现了资源的合

理分配和使用，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平台 CPU 使用率约 50%，内存使用率超

过 60%。有效解决了学校传统计算机采购

配置高而资源利用率不够，资源分散不易

管理等问题。通过云桌面平台有效整合 IT

资源，提供弹性和自动化的基础设施，并

按需提供服务，实现了资源最大程度的共

享。集中管理和简便的操作使得管理人员

运维时间节省超过 70%，降低了 IT 总体

拥有成本。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建设中心）图 1  基于云桌面的多媒体课室

图 2  云语音室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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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宇辰   陈伟 

近年，“校园贷”问题的出现凸显

出高校大学生对消费金融产品的强大需求

以及信用教育缺失的问题。各大网贷平台

五花八门，缺乏统一的监管体系。各个贷

款机构为了抢夺市场，随意调整大学生借

贷政策，降低门槛等以吸引更多学生来借

款，且一些不良机构利用学生的知识盲

点，编写高额利息和高额违约金的合同，

使学生陷入校园贷的陷阱中。银监会、教

育部等部门多次下发了一系列通知，规范、

整治校园贷业务，“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

展校园贷业务”。

以阿里、腾讯为首的互联网金融机

构依托其自有数据基础纷纷切入学生信贷

领域，推出“芝麻信用”、“花呗”等产

品，一定程度缓解此问题，但存在覆盖面

不够、利息较高等缺点。其他持牌正规金

融机构，因为数据缺失问题无法有效评估

学生征信，其优质的消费金融产品无法服

务于广大学生群体。

此次研究在学校多维度、高精准的特

殊数据环境下，探索了结合大数据、机器

学习技术建立起适合大学生的信用评价体

系——“油菜花信用”，从而辅助金融机

构向大学生提供定制化、规范化的金融服

务，控制风险、获取利润。同时，在校内

利用信用模型的展现、运营帮助大学生培

养正确的信用意识、风险意识和防范意

识，疏堵结合，有效推进“校园贷”问

题解决，同时为构建信用社会奠定基础。

问题分析

高校和互联网金融机构建立模型都基

于大数据基础，机构的模型经过市场检验

更加成熟。相较于互联网金融机构，依托

于高校大数据环境建立学生征信模型拥有

诸多优势。

数据维度的差异

在校大学生移动支付占比近 92%，信

用卡持卡人数少，缺少历史信用记录。一

般金融机构只能从移动支付和互联网社交

方面收集大学生的信息。

而高校作为学生最主要的生活场所，

拥有完整且多方面的学生信息，例如学生

基本信息、成绩记录、校园卡消费记录、

图书借阅记录、上网记录等等。涉及维度

广泛且健全，对建立信用评估模型十分有

利，而这方面的数据往往是金融机构易忽

视且难以获取的。

数据准确性的差异

高校比金融机构更了解大学生，数

据基础更好。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信息是客

观地被记录，个人无法修改也无法作伪。

而金融机构所采用的大学生数据真实性

需要经过鉴别。在数据准确性上，高校

的征信模型比金融机构自建征信模型具

有更大优势。

服务方式的差异

金融机构自建征信模型主要用于自身

业务场景需要，为其业务提供风险评估和

信用分析。

高校建立征信模型是第三方独立征信

体系，为学生个人建立信用档案，依法采

集、客观记录其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

供信用信息服务。作为专业化的信用信息

服务平台，不仅仅服务于金融机构，还可

服务于其他任何有需要的社会机构，如招

聘单位、共享经济类互联网企业等等，前

景广阔。

设计实现

“油菜花信用”是一个基于东北财经

大学学生大数据环境下的信用评分模型。

数据来自于学校数据中心整合的学生基本

信息数据、教务成绩数据、一卡通消费数

据、图书借还数据和奖惩助贷数据等多维

度数据资源，以身份、成绩、消费、履约

和奖惩五个维度作为衡量标准，通过使用

专家打分法、逻辑回归两种方式建立模型，

对学生在校行为进行打分评价，分数范围

从 350 分至 950 分。

数据环境

信用评分模型的训练数据和预测数

据分别来自学校学工、教务、一卡通及

图书馆等平台。具体包括学生的基本信

息、成绩信息、消费信息、借还书信息

及奖惩信息。数据在学校数据中心进行

集成，经过数据清洗整合，选取部分信

息完整度较高的大四学生（供 158 名）

数据进行建模。

模型构建

1. 多维评分体系

FICO 评分是 Fair Isaac 公司开发的信

利用大数据构建学生征信体系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东北财经大学

摘要 : 本文探讨了在学校多维度、高精准的特殊数据环境下，结合大数据、机器学习技术

建立起适合大学生的信用评价体系——“油菜花信用”，从而辅助金融机构向大学生提供定制化、

规范化的金融服务，控制风险、获取利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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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由逻辑回归算法结果得到的 ROC 曲线

用评分系统，也是目前美国应用得最广泛

的一种，FICO 分数已是被公认的衡量消

费者信用等级的指标。FICO 评分系统得

出的信用分数范围在 300~850 分之间，分

数越高，说明客户的信用风险越小，它采

集客户多维度信息，通过逻辑回归模型计

算客户的还款能力，预测客户在未来一年

违约的概率。

参考 FICO 评级模型，参考信用风险

领域的要素分析法等理论体系，设计多维

度的指标体系，经过多次迭代测算，确定

各指标权重，计算用户信用得分。

目前指标体系包括学校财富 a、履约

情况 b、经济情况 c、消费情况 d、其他 e，

设定不同指标权重后，计算公式如下：

以横轴为信用分数，纵轴为人数百分

比绘制评分图，由多维评分分布图得知，

615~700 得分的分布人数最多，这部分人

群信用一般；550~615 得分区间分布着大

约 12% 的人群，信用较差；5% 以下的人

群得分小于 550，信用极差；700~750 得

分的人群信用较好，占大约 10%；750 分

以上信用极好，人群比例大约 5% 比。从

目前的分析结果看，信用结果分布良好，

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2. 机器学习——逻辑回归算法

机器学习采用经典的逻辑回归，选取

158 名学生的绩点、图书逾期时间、一卡

通余额平均值、总消费、获奖等级及平均

逾期率作为特征向量，将学生是否有过逾

期行为作为是否违约的分类依据，有过违

约行为为 1，从未有过违约行为为 0。按

照 3:1 的比例对数据集进行随机划分，训

练数据占比 75%（共 118 条数据），测试

数据占比 25%（共 40 条数据）。得到测

试数据的 40 名学生的违约概率 p，然后

对概率值 p 进行线性计算（350 + 600* (1-

p)），得到最终的信用分数。在参数选择

上，选用 L2 正则化方法，训练采用网格

法进行超参数搜索，最终得到最优的超参

数 C=10。由于特征向量量纲维度不同，

在做分析之前统一对数据集进行样本归一

化处理。处理后数据使用 python 语言进行

编程测试。得到结果如下：

逻辑回归评分分布仍符合正态分布，

结果完全达到可用目标。

为了评估模型，用该预测结果计算了

TPR 与 FPR 值，绘制了 ROC 曲线并计算

了 AUC 值。计算结果如下：

TPR 值为：

图 1  TPR 值表

FPR 值：

图 2   FPR 值表

AUC 值为 0.942。测试集的精准率为

87.5%，召回率为 78.6%，f1 值为 81.5%。

采用 ROC 曲线是因为：人群的违约情

况中经常会出现类不平衡现象，而 ROC 有

个很好的特性，测试集中的正负样本的分

布变化的时候，ROC 曲线能够保持不变，

能够准确反应模型优劣，如图 3 所示。

AUC 的值就是 ROC 曲线下面的面积，越大

模型越准确。

服务方式

本项目面向大学生群体和企业机构分

别采用两种不同服务模式。

数据服务

学生端：平台主要对学生提供信用评

分查询、征信报告分析、信用管理服务、

信用成长建议。学生可通过移动客户端充

分了解自己的信用信息，根据信用建议调

整自己的行为，增强信用意识。

企业端：向企业机构提供数据服务。

信用报告形式，金融机构可直接根据本平

台的分析结果对学生进行评级划分；数据

接口形式，企业机构可利用数据接口获得

相关信用数据辅助业务开展。

应用服务

以合作共赢的前提下，依托高校学

生征信模型，融合企业方具体场景业务

需要，协助企业构建生产环境的信用服

务模型。

改进提升

模型迭代

根据已有数据结合提取的特征属性，

使用专家评分法卡、机器学习、逻辑回归、

深度学习方法进行初步的模型设计，通过

调整模型参数和模型融合得到效果相对较

好的模型。

更多的数据

引入更多的学生数据进行测试，检

验模型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地调整优

化模型。

利用更多合作机构的数据，如信用卡

数据、房屋租赁、工作等多方面的数据，

进一步完善和迭代模型，使准确性更高。

进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后，高校

沉淀的海量数据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

能发挥哪些作用，这些疑问需要网络信息

部门不断探索求证。不同角度看待高校信

息部门做征信研究（金融类服务）是否恰

当，一定会得到不同结论。参考阿里蚂蚁

金服提出 Techfin，对比金融机构 Fintech

的例子，网络信息中心作为高校 IT 技术的

领先者和数据的集成管理者，未来的在角

色定位应该是 TechX，利用新兴技术（Tech）

赋能其他部门（X），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

在教育教学、教育管理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促进信息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学校

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服务。 （责编：

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东北财经大学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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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院校数字校园建设现状分析

2000 年前后，伴随着军事训练综合网的建设，各军事院校

陆续建成了校园网，但随着自建和配发信息系统越来越多，形成

烟囱林立的信息孤岛状态。2008 年前后，部分军事院校紧跟地

方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发展，开始进行数字化校园的建设，以

“一库三平台 + 若干应用”为主体架构，建成了以数据资源共享化、

信息服务个性化、业务管理自动化为特点的数字化校园。

新一轮军事院校改革前，大部分院校是单校区办学模式，数

字校园平台（包括身份认证平台、信息门户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

只是用于解决单校区内身份认证、登录等。随着军事院校改革落

地，部分军事院校面临“一校多校区、且多校区分布于多省市”

的新办学格局。如果校本部和校区之间的军训网网络中断，校本

部主机房故障宕机或者存储层面损坏等，都将导致各校区无法使

用部署在校本部的教务系统、学生管理系统、营区管理系统等众

多应用系统，也无法和校本部之间传输军事数据，会给军事院校

正常学习及工作的有序开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大数据服务中心作

为解决这个难题的一种有效方案，将列入军事院校智慧校园建设

的发展规划。

建设内容

大数据服务中心的建设目标旨在保证校本部众多应用系统

在各校区使用的连续性、稳定性及数据中心的安全性。本文融合

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化等先进的技术，构建一个具有军事院校

特色的智慧校园大数据服务中心建设方案，确保跨省市各校区间

实现数据共享，流程联动以及业务应用系统统一、不间断运行，

为军事院校办学的转型提供信息化支撑保障。

解决方案

建设策略

大数据服务中心是智慧校园建设的基础，也是实现智慧校园

预期效果的重要载体。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大数据服务中

心总体建设的策略：以云服务、大数据为核心，利用“双活”、

VPN 技术，通过建设机房、服务器、交换机、防火墙等网络基

础设施及“双活”数据服务系统，提供海量的数据存储及处理能

力和安全、稳定的传输能力，为智慧校园提供高效、灵活、可靠

运行环境以及为跨校区信息服务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大数据服

务中心整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大数据服务中心推进多校区联动
摘要：在军校一校多校区办学的情况下，本文研究了一个大数据云服务中心的建设方案。通

过对大数据服务中心建设的研究，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大数据服务系统和 VPN 技术等，实现了一

校多校区办学的格局下，各校区可以共享校本部应用系统及数据，确保各应用系统不间断运行，

提高了数据中心和应用系统的连续可用性和安全性。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大数据服务中心的建设目标旨在保证校本部众多应用系统在各校区使用的
连续性、稳定性及数据中心的安全性。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海军航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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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件设施建设

为实现网络高带宽、高可靠、低耗减排、易维易管的目的，

建设敏捷校园网络，需在校本部及各校区建设全新的网络机房。

在众多的整体机房解决方案中，华为模块化机房具有高集成、易

部署、易扩容、低能耗等特点。根据其特点，建议在建设网络机

房时，预留足够空间，先期上线华为 Fusion Module2000 系列整

体模块机柜、模块化 UPS、服务器、S12700 系列敏捷交换机、

USG9500 系列 T 级下一代防火墙、精密空调、防雷接地等硬件

设施及配套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等应用系统。其采用封

闭通道设计，有效隔离冷热气流，全年 PUE 值最低能达到 1.2，

平均能达到 1.2~1.6。后续根据建设步骤及各阶段信息系统建设

规模，逐年按计划增加服务器、存储、信息安全等设备。可实现

将机柜、供配电、制冷、布线和管理等所有子系统集于一体，达

到一站式灵活部署，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的目的，符合新一代网

络整体机房部署快、工期短、易扩容的要求。

2.“双活”数据服务系统建设

“双活”数据服务系统包括“双活”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系统。

“双活”数据中心的最大特点：一是充分利用资源，通过资

源的整合，双活数据中心的服务能力是双倍的。二是缩短了数据

的恢复时间，降低了用户的感知度。对多校区数据中心实现异地

“双活”容灾，能够充分发挥多个校区网络机房的存储能力，降

低各种因素导致的数据丢失风险。

利 用 华 为 教 育 云 数 据 中 心 解 决 方 案， 在 其 领 先 的

FusionServer 2288H V5 机架服务器、存储设备基础上，以华为

OceanStor VIS6600T 系列虚拟化网关为基础构建“双

活”数据中心，在此基础上，通过云服务架构，构

建云服务系统，将校本部各应用系统分布式部署到

各校区，将校本部主数据中心数据同时备份到各校

区数据中心，可以实现多校区应用系统数据的同步

和共享，保证了各校区业务系统数据的一致性，而

且还能使服务器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通过云服务框架，利用数据交换工具将各校区

数据中心数据汇总至校本部主数据中心，可以保证

在断网情况下，各应用系统仍能正常使用，所生成

的数据首先汇总至本校区数据中心私有云，在恢复

网络联通情况后，私有云会自动同步断网期间所收

集的数据至校本部主数据中心。

华为“双活”数据中心支持现有服务器、存储

设备的资源整合，实现异构接管，并具有无限的弹

性扩展能力，提升系统可靠性和数据安全性，降低

系统运行维护难度，节约硬件资源经费开支。

3.VPN 安全通道建设

各校区需要通过安全的网络通道每天将校区学生学习、训练

等日常运转数据汇总至大学校本部，因此需要建设一个安全的网

络体系。

基于多个校区之间已经存在的军事训练综合网，可以通过

VPN（虚拟专用网）技术将多个校区建立连接，确保跨校区间网

络通信的安全、稳定。

VPN 被定义为通过一个公用网络建立一个安全的连接，是

一条穿过混乱公用网络的安全、稳定隧道。通过这条隧道可以对

数据进行加密，达到安全使用公共网络的目的。VPN 主要采用

隧道技术、加解密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和使用者与设备身份认证

技术等。

VPN 功能只需要在华为 USG9500 系列 T 级下一代防火墙设

备上进行适当的配置，就可以完成，既能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

稳定，又能保证部署实施的简单。

随着各军事院校智慧校园建设步伐的加快，大数据服务中心

的建设成为智慧校园乃至整个信息化建设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通过融合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化和 VPN 等先进的技术，

构建了一个具有军事院校特色的智慧校园大数据服务中心，包括

智能微模块化机房、多校区“双活”大数据中心、VPN 安全通道等。

该建设方案既能实现新一代网络整体机房的标准要求，又能确保

跨省市各校区间实现数据共享，流程联动以及业务应用系统统一、

连续、稳定、不间断运行，为军事院校智慧校园的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数据基础。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海军航空大学）

图 1  军事院校智慧校园大数据服务中心整体框架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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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防护实现学校网络安全大跨步

网络安全宛如没有硝烟的战役，本质是攻防双方的对抗，

攻防之战，速度为王。2016 年 4 月 19 日，习总书记在与网络

安全业界人士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

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此时态势感知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而随着《网络安全法》和《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相继出台，

态势感知被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那么，2018年，高校对于它的了解和应用程度如何呢？对此，

深信服教育事业部安全产品总监张恺表示，仅以深信服的高校

客户来看，高校用户对态势感知的接受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高校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

张恺表示，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和智慧校园建设的不断推

进，高校的业务系统大量上线，“安全边界变得不完整”成为

新的威胁。内部横向攻击规避了原有的安全边界，只针对外部

用户防护的方式已经无法有效抵御发现攻击行为。整合最新的

威胁情报，重整安全边界，是现在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然而，一些高校业务系统变多，运维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导致

此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深信服接触的用户来看，在业务系统方面，高校大量业

务由教师和学生自行搭建，仅仅考虑了功能性，却缺乏对安全的

认知，导致系统存在大量安全漏洞，成为整个安全建设体系的短板。

而在运维管理方面，过去很多学校通过外包安全服务来解

决安全问题。但是往往会面临人员管理、人员惰性、人员本身

能力受限等问题的困扰。

立体防护体系正逐渐取代过往安全架构

2018 年，态势感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态势感知在威胁发现方面的能力让网络安全实现了大跨步

的前进，从原有的静态防护快速走入了动态防护的新时代。态

势感知通过对全网流量分析统计，判断异常网络行为的检测模

式，让网络管理者破开了网络攻击的迷雾。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形势，让态势感知具

备更强的防护能力，云端的威胁情报支撑逐渐走入了我们的视

野。作为威胁情报的主要来源，来自云端的支持远远不止于此，

7×24 小时不间断的业务监控及在线专家的支持，让网络管理者彻

底摆脱了运维能力受限的窘境。

通过态势感知、云端支持、边界防护及终端检测，形成了立

体防护的安全方案，对比过往有限的边界防护能力，网络安全真

正实现了大跨步的前进。

高校对此的认知如何呢？张恺表示，从深信服接触的高校来

看，过去，高校客户还不太能接受全新的安全理念，但是通过一

段时间的了解，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实际应用案例，产品及方案的

大量应用直接证实了其远超过往的安全防护能力。

但是，态势感知技术，不同厂家的都一样吗？其实，不同厂

家的是不同的。以深信服为例，它与大多数厂商相比，主要存在

的差别是，深信服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再由平台

进行综合性判定；区别于其他通过每个数据采集末梢进行结果判

定后再通过平台进行整合统计的技术，这一小小的差别也就带来

了威胁发现能力的大变化。

张恺表示，因这些原因，从早期的校园网出口场景，到数据

中心安全防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再到结合态势感知平台进行整体

的数据分析，深信服能更清晰、更快速准确的发现攻击源头，做

到每一个位置都能应对安全威胁。

在校园网出口、图书馆及攻防实训室等方面，深信服同样提

供了各种类型的解决方案，目前深信服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大量应

用于高校、职教及普教用户。 （责编：付涵）

深信服智安全立体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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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位 作者

大连理工大学：高校信息化建设从集成至融合的转变 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郭晓明

上海教育城域网：一种层次化 DNS 系统部署方案 同济大学海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 陆海  柯立新

智慧校园数据质量治理的关键问题 河海大学 张国宝  卞艺杰

2018 年度“高校智慧校园创新实践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系统安全准入策略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辛毅

支持多样化信息服务的网站管理和安全机制研究与实践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赖清楠  陈萍  付中南  马皓  张蓓 
蔡颖荣

厦门大学：备案系统记录高校网站安全信用 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郑海山  江晓莲  许卓斌  萧德洪

2018 年度“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创新实践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高密度接入环境下的 Wi-Fi 性能优化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周曜  谢锐  周立聘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图书漂流应用探索 南京农业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查贵庭 
郑逸  张经  郑然

浙江大学向全面移动的 OA 系统迁移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张建霞  方伟杰  李磊  楼建晴

2018 年度“高校无线与移动应用创新实践奖”

2018高校信息化
优秀创新实践方案

获奖名单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网络》杂志
评审周期：2018年 12月 1日—2019年 2月 22日
评审规则：专家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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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位 作者

华南理工大学：高校云餐厅 实现订餐外卖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余骏华  祁琳青

开放云解决实验教学管理难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胡腾  李燕红  宋凤英

云桌面：将教师从设备操作中解放 闽南师范大学 董征

2018 年度“高校云平台建设创新实践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基于大数据的学生画像系统设计 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潘晶晶  姚郑  关婕

基于学习者情绪的成绩预测研究 北京大学 李德淇  黄南雄  张凯悦  翟佳鹤 
黄钰琪  朱郑州

哈尔滨工程大学：基于 BPM 的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研究与设计 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化处 曲英涛

2018 年度“高校大数据应用创新实践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区网络精细化管理经验分享 西安交通大学网信中心 刘宸  张哲

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一站式服务覆盖在校全周期 南京林业大学 董薇  景路路

高校学生信用评分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理学院

段光强  杨春明
张晖

2018 年度“高校信息化服务创新实践奖”

标题 单位 作者

IPv6 过渡阶段基于双栈反向代理技术的应用研究 南昌大学网络中心
南昌大学软件学院

邓庚盛  邹伟平  鲁喆
鄢志辉

基于 SDN 的 IPv4 与 IPv6 互联技术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研究中心 胡力卫  单冉冉  唐勇  汪文勇

基于 ICMPv6 协议的 IPv6 网络带宽测量算法研究和实现 华东政法大学 储赟  朱尚明

2018 年度“高校 IPv6 应用创新实践奖”

获奖名单

标题 单位 作者

产教融合，破解数字经济下人才短缺困境 新华三大学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新华三大学执行校长 
李涛

2018 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实践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