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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和勇气迎接挑战

不久前，ANPIC 发表《中国 IPv6 突然加速！》的文章。文章

发布了 2018 年中国在 IPv6 的重大部署，并指出，如果有人希望中

国成为未来几年推动互联网大规模 IPv6 迁移部署临界点的最后一

环，那么情况看起来非常令人鼓舞！确实，中国的 IPv6 规模部署

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从局部延伸

至各行业，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在金融领域、广电领域、航天领

域……大规模的 IPv6 部署行动正在掀起。

在 IPv6 规模部署行动中，教育领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2018 年底，教育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

划的通知》，对教育领域未来 IPv6 部署提出总体计划，在这样的

宏观背景下，高校的 IPv6 规模部署应如何推进？ 

首先，重视 IPv6 与高校发展目标的愿景结合。要构建高效、

泛在、全覆盖、智能化的下一代互联网，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推动

科研和学科的发展。除提供基础网络服务之外，我们要着眼于在

IPv6 为高校师生用户群体提供新价值视角下，把 IPv6 的部署融入

学校信息化顶层设计中，让 IPv6 成为高校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环境。

其次，积极应对 IPv6 环境下的挑战和机遇。升级到 IPv6，意

味着我们走出了舒适区。因为 IPv6 环境下的管理与 IPv4 环境下的

网络管理有诸多不同之处，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和适应。但我们更

要看到，升级到 IPv6，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可以创新的空间。对于

爱思考、爱琢磨的高校信息化人员来说，是一片令人激动的新天地。

目前市场上还缺乏丰富、可用的 IPv6 管理产品，这正是我们可以

发挥创新能力的领域。

最后，注重 IPv6 环境下的人才培养。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大

量的培训和学习，让网络管理者理解 IPv6，熟悉 IPv6 环境下的管理。

另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要吸引更多学生参与下一代互联网等相

关技术的研究，鼓励学生在 IPv6 环境下的创新创业，引导大学生

开展 IPv6 技术与应用的创新，进而培育互联网技术创新人才。

在推动 IPv6 的部署过程中，信息化部门肩负重要使命，要

建立有效的过渡机制，做好技术的培训工作，营造宽松的创新环

境，以巨大的责任感推动 IPv6 在高校的部署，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刊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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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百亿亿次浮点运算超级计算机

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了正在制造的最昂贵计算机之一的细节：

一台基于英特尔公司和克雷公司的技术、价值五亿美元的计算机。

该超级计算机预计 2021 年交付，将主要用于推进科研和新发现。

这台名为“极光”的超级计算机是对 2015 年首次宣布的一项

研发计划的更新，定于 2021 年交付给芝加哥附近的阿尔贡国家实

验室。该实验室预计，这将是美国第一台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浮

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它兼具处理传统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能

力，将赋予科研人员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工具来解决科学问题，这些

突破性的研究项目包括：极端尺度的宇宙模拟、为药物反应预测寻

找新途径、发现可用于制造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新材料等。

（来源：《纽约时报》网站）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斯坦福大学成立以人为本的 AI 研究院

据外媒报道，斯坦福大学近日成立了以人为本的 AI 研究院

（HAI），其目的是研究、指导和开发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技术

和应用，并通过人工智能推动人类实现更美好未来的目标。

斯坦福大学前教务长、哲学教授约翰·埃切门迪（John 

Etchemendy）和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前主任、计算机科学

教授李飞飞将成为以人为本 AI 研究院的院长。

该研究院由斯坦福大学 7 个学院的 200 名教员组成。在与相

关学校和院系的合作下，该研究院还计划招聘至少 20 名新教员，

其中包括 10 名初级研究员，他们来自人文、工程、医学、艺术

或基础科学等多个领域，尤其对跨学科工作人员感兴趣。

（来源：美国《华盛顿邮报》）

科学家首次通过量子计算机实
现时间“倒流”

据英国《独立报》近日报道，由

美国、瑞士和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一

个国际科研团队，在《科学报告》杂

志撰文称，他们首次借助一台量子计

算机，逆转了“时间之箭”的方向。

这一违背常识的突破性研究，可能会

改变我们对统辖宇宙的机制和过程的

理解，也有望促进量子计算机的发展。

研究人员称，热力学第二定律

告诉我们，时间是线性的，只能沿

一个方向运动；系统总是从有序到

无序，而非相反。但在最新实验中，

他们使用量子计算机，让时间“倒

退”，正如桌子上散落的台球重回

其最初的三角形排列的起点。

他们使用的是一台由电子“量

子比特”（Qubits）构成的量子计算机。

量子比特是量子计算机的基本信息

单 位， 由“1”、“0” 或 这 两 者 的

混合“叠加”来描述。

研究人员发现，当使用两个量

子比特时，“时间逆转”的成功率

为 85%；而当使用 3 个量子比特时，

成功率下跌到 50%。他们认为，随

着所用设备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

错误率有望下降。

他们同时表示，这项实验也有望

促进量子计算机的开发。勒斯维吉说：

“我们的算法可以更新，并用来测试

为量子计算机编写的程序，消除噪音

和错误。”

韩国加快开通 5G 移动通信服务  推动智能产业发展

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韩国政府将向国内三大通讯社提供 3

万亿韩元（约 26.6 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主要用于 5G 商用化基建，

未来将全面开放现有金融支付网，完善快捷支付、汇款等金融服务。

目前，韩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智能产业园区建设，计划到

2022 年建设 10 处智能产业园区，从而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目前

已选定昌原在内的两处智能产业园作为示范区，计划到 2022 年

将智能产业园区扩大到 10 处。

除此之外，政府还将加大对智能工厂、生物健康、金融科技、

未来汽车、智能城市、能源产业、无人机等八大新兴产业的财政

支持，今年预计向上述产业投入 3.9 万亿韩元（约 34 亿美元），

同比增加 78%。 （来源：韩国亚洲经济） （来源：英国《独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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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DC 报告预测，到 2025 年，全球数据

将增长 61%，突破 175 个 ZB。随着连接设

备的与日俱增，将生成越来越多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一旦泄露便会引发重大的安全

事件。

10.6 万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的《5G

产 业 经 济 贡 献 》 预 计，2020~2025 年 期

间，我国 5G 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

达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的经济增加值达

3.3 万亿元。

150万亿

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快速攀升，对

经济增长贡献日益增加。近日中国信通院透

露，经初步核算，2018 年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31 万亿元，预计 2035 年将达到 150 万亿元，

占 GDP 比重将突破 55%，达到发达国家平

均水平。

4330亿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 中国在线教育行

业白皮书》预测，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

规模将达 4330 亿元。

76.3%

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中

小学生网络游戏的认知、态度、行为研究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76.3% 的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触网络游戏，

父母对孩子玩游戏的监管大多以成绩作为

标准。

为了适应智慧社会的到来，教育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改变。培养下一代的好奇心、自控力和学习能力等数字化

生存能力。教师角色需转变为创新支持者、活动设计者、

沟通协调者、技术拥抱者。在学习环境中引入智能教学服

务，助力教师实现“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荣怀针对“利用智能技术改变人才培养

模式和教学方式”这一话题发表观点。

技术与应用开发之间，就好比修路和造车的关系——

移动通信技术基本以“十年一代”的周期更新迭代。每次

技术更新，等于修一条更宽的路。路通了，自然有更多车

沿着路跑起来，越跑越快，车的类型越来越多，路上也越

来越热闹。

对于“5G 技术与应用”这一两会热点话题，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如是说。

“互联网 + 教育”对推进教育公平能起到一定的积

极作用，不过发展“互联网 + 教育”还必须综合考虑“应

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这两方面的内容，从教育主管

部门到学校，互联网在教学中还只是一种手段；在学校

学习到的人际交往等其他方面的知识，是互联网不能代

替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近日在接受采访时

针对“互联网 + 教育”发表观点。

《声音 数字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合理而高效的处理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各

类算法能够应用于传统

行业，并发挥其优势的

关键。人工智能专业人

才的培养需要理论和工

程实践并重，在算法、

数据、算力三个方向上

同时发力，目前国内很

多高校人工智能相关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凤宝在两会时期针

对“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发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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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印发《2019 年教育信

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以下简称《工

作要点》），对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

络安全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主要包

括工作思路、核心目标、重点任务三方面

工作。

《工作要点》中指出，要以“育人为

本、融合创新、系统推进、引领发展”为

原则，深入落实《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实施好教育信息化“奋进之笔”，加快推

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积极推进“互联

网 + 教育”，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教育信

息化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

《工作要点》提出十个核心目标。

一是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领

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战略部署。二是推

动数字资源服务普及，不断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提升教育服务供给能力。三

是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不断深入，全国师生

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数量新增 1000 万个，

继续推选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地区 40

个和优秀学校 200 所。四是网络条件下的

精准扶智持续推进，继续开展面向“三区

三州”教育信息化“送培到家”活动。五

是典型案例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彰显，出

台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实施方案，统筹

教育信息化各类试点和培育计划的实施

等。六是教育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指导

意见。七是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加快推进，

印发《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开

展学校联网攻坚行动等，全面改善学校网

络接入和带宽条件。八是智慧教育创新发

展行动有序开展，指导宁夏“互联网 + 教

育”示范区和湖南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

建设。九是师生信息素养全面提升，完成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估模型设计。十是教育系统网络安全

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出台落实党委（党组）

网络安全责任制评价考核办法。

《工作要点》要求完成十一项重点任务。

一是加强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统筹部

署。做好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统筹部署与

协调。深入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规范教育信息化标准化管理，落实《教育部

关于完善教育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进

一步规范教育信息化标准化工作。

二是全面开展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深化

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持续推

进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资源建设。推进继续

教育资源建设。推进网络思想政治与法治教

育。推广中华语言文字和优秀文化。

三是持续深化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

动。拓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广度与深度，

深化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开展 2019

年度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

四是大力实施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

动。支持“三区三州”教育信息化发展，

深入推进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继续开

展面向“三区三州”教育信息化“送培到家”

活动。开展网络条件下的精准扶智，制定

出台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

五是深入推进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

动。加强教育管理信息化统筹管理，启动

建设国家教材管理信息平台。推进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加快电子政务建设与优

化“互联网 + 政务服务”。加强教育系统

密码应用与管理。全面规范校园 APP 的

管理和使用，开展校园 APP 专项调研，

摸清底数，研判形势。

六是启动实施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

动。遴选认定典型区域、标杆学校和典型

课例。实施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汇聚

优秀案例，推广典型经验。继续组织实施

“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

与学模式”实验区遴选工作。

七是扎实推进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

动。加快推进中小学“宽带网络校校通”。

引导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编制《高等学

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继续开展职业院

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项目，修订并推动

落实《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

八是有序开展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

动。推动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实施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设立 5 个以上“智

慧教育示范区”。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的深入普遍应用。

九是深入开展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

持续做好教师和管理干部教育信息化培训。

继续举办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

班。培养提升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

十是强化教育信息化支撑保障措施。

完善多元化教育信息化投入格局。开展全

国教育信息化专项督导。加强教育信息化

专家团队和研究基地建设。完成教育信息

化专家组换届。拓展教育信息化国际交流

与合作。做好教育信息化宣传报道。

十一是提升网络安全人才支撑和保障

能力。提升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

强化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开展网络空间国

际治理研究。加强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

究基地的指导，印发《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深入贯彻落实《网

络安全法》。加强教育系统数据安全防护

能力。推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障工作。

建立常态化的网络安全保障机制。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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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 中国教育网络 7

本刊讯  3 月 19 日下午，由教育部科技司组

织召开的“智能教育战略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智能教育战略研究”项目是为落实国务院《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

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由教育部和中国工程院于

2018 年 5 月共同设立的战略咨询项目，旨在探讨

智能教育基本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重要应

用示范等，提出智能教育发展建议，加快推进人

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登华出席

研讨会并讲话。他指出，目前高校人工智能的发

展态势良好，但在原始创新能力、高端芯片等领

域以及高水平人才数量及层次上，与美国等主要

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要高度重视智能教育发展。他建议，要把智能教

“智能教育战略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登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工程院常务
副院长、智能教育战略研究项目组组
长潘云鹤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信息学部主任郝跃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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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智能教育融入到
教育现代化建设大局中

3 月 19 日下午，由教育部科技司组织召开的“智能教育战略研究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登华出席研讨

会并讲话。

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及高校人工智能推进情况，钟登华副部长

分享了两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目前高校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良好。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

学习时就人工智能发展发表重要讲话。

教育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部署，并于 2018 年 4 月制

定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计划》已印发近一年时间，

钟登华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
育工作融入到教育现代化建设这个大

局之中，谋划智能教育更快发展；要

进一步明确智能教育具体任务，特别

要强化典型应用示范，从而提出智能

教育咨询建议，引导更多科研人员参

与智能教育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

常务副院长、智能教育战略研究项目

组组长潘云鹤院士发表讲话时表示，

人工智能与教育学都以认知心理学等

学科为基础，其发展可以相互促进。

教育部推进信息化建设一直走在前列，

当前教育处于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

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通过智能

教育战略研究，提出重大项目建议，

更好地推动智能教育发展。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主持会

议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具

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

点，人工智能的发展既需要各级各类

教育不断培养创新人才为其提供支撑，

也能为各级各类教育赋予新的发展动

能，甚至改变教育形态。

随后，中国工程院二局信息与电

子工程学部王成俊介绍了“智能教育

战略研究”项目进展，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主

任郝跃介绍了“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

基金项目申报情况。

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专题报告中

介绍了智能教育云方案的构想，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杨宗凯校长分享了关于

教育信息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陈

丽副校长分享了对教育信息科学与技

术中重大科学问题的见解。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北

京邮电大学副校长郭军等 30 多位领导、

专家参与本次研讨会，并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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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教育系统、社会乃至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

有效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

科建设。

一方面，教育部加大了对高校人工智能创新的支

持力度。在“新工科”建设上，2018 年教育部认定

了 612 个“新工科”建设项目，其中人工智能相关项

目有 57 个。在基础研究领域，教育部重点支持建设

了多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科学中心，例如浙江大学

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复旦大学脑科学前沿

科学中心。在产学研合作方面，2018 年教育部认定

了多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包

括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等。

另一方面，高校开展人工智能创新的积极性被充

分调动起来。在学院及研究院建设上，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高校建设人工智能学院 31 所，建设人工智能

研究院 24 所。在本科专业设置上，2018 年有 38 所高

校申请设置“人工智能”新专业，有 108 所高校申请

设置“机器人工程”专业，有 100 所高校申请设置“智

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学科设置上，约有 50 所高

校把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

自主设置了相关二级学科。

但是高校人工智能的发展仍有不足之处。一是我

国人工智能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差距；二是我国的高端芯片、关键部件、

高精度传感器等关键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

差距；三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数量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高校

要勇攀高峰，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围绕上述问题和不足，

开展有针对性的部署。

第二点体会是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对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技术

创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教育发

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要高度重视智能教育发展，加

快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利用智能技术支

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教育治理

能力的提升，构建智能化、网络化、个性化、终身化

的教育体系，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

动力和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三通两平台”为抓

手，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各方面

指标都实现了倍增。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

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脑科学等新理论、

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

融合、人机协同、自主操控的新特征。这将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将推动社会经济各

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也将为

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变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充分

研究、提前研判。

为更好地推动智能教育的发展，钟登华副部长提

出三点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推动智能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明确提出“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

育强国行列”的目标，并对建设智能化校园、创新教

育服务业态、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等进行部署。既

明确了目标和时间，又对加快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

提出要求。要把智能教育工作融入到教育现代化建

设这个大局之中，以支撑服务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为

目标，以 2035 年为关键时间节点，谋划智能教育更

快发展。

第二，要进一步明确智能教育的具体任务。智

能教育涉及发展战略、标准规范，以及人工智能技

术与教育环境、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

育管理、教育评价、教育科研的融合等诸多方面内容。

只有理清智能教育的理念和发展手段，才能更加明确

地落实具体任务。

第三，要进一步提出智能教育的咨询建议。希

望通过智能教育战略研究，把理论、技术与教育教

学实际需求相融合，明确智能教育基础科学、关键核

心技术和典型示范应用等问题，提出智能教育咨询建

议，推动相关部门予以支持，引导更多科研人员参与

智能教育研究，推动智能教育发展。

最后，钟登华副部长指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

教育。希望大家共同推动智能教育发展，使其在促

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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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9 是互联网吗？在哪里？
IPV9 从未申请过 IETF 国际标准，也从未参与过任何关于互联网协议的讨论。工信部从来没有正式审批

过 IPV9 协议和域名体系，所谓的 IPV9 网络到底在哪里？

文 / 沈阳

2019 年 1 月 2 日牟承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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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实胜于雄辩——因特网领域“两个中国”

辨析》一文开始在中文网络上传播，此文

是牟先生的三文之一，另二文分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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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

周内连发的三篇文章可以知道：2019 年

的“IPV9”舆论热点又要刮起来了。

事实上，IPV9 从未获得官方认定。

2012 年 10 月 22 日，在一个长达三年、历

经 3 个法院的案件中，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政策法规司回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关

于 IPV9 技术法院调查函答复》中这样写道：

这份 7 年前的公函，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IPV9（又称十进制网络）

是由上海通用化学研究所牵头研发的自主

新一代互联网协议和体系架构标准。它根

本就不是“IPv4 和 IPv6 协议”。

第二层意思：IPV9 尚未申请国际标

准，目前标准上尚无 IPV9 相关标准，这

个是 2012 年 10 月 22 日截止的结论。笔

者写此文时检索，全球互联网的标准文档

“RFC”还不见“中国 IPV9”，即不是互

联网（英文名称为：Internet）的协议。

第三层意思：IPV9.China 域名工业和

信息化部并未批准销售过。如果有人向你

出售这类域名，首先它是非法域名，其次

这个域名与 Internet 的域名不是同一个体

系，最后有责任心的公民应该及时向工业

和信息化部举报这种涉嫌欺诈的销售行为。

工信部电信管理局曾经在笔者咨询时

这样评价“IPV9”问题。其实，在 2007 年

12 月 12 日，笔者还在千龙网工作时，曾

经拿着《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新写的

《新一代互联网已经成熟？》报纸及新浪

Blog 上《北京 IPV9 数字域名注册费参考价

目》文章到当时还叫“信息产业部”找有

关部门领导咨询对“IPV9”问题的判断，

当时这位领导很认真地看了此文。这位领

导当时是这样回答了有关问题（因为这一

段采访信息在法庭上提交过，所以，这里

正式公开）：

沈阳：对 IPV9 问题可否作回答？

领导：不能当作公开采访回答，但是

可以朋友身份作说明，公开文章绝对不允

许提及我们。

沈阳：中国互联网域名管理是否仅仅 （本文作者系《中国域名经济》主编）

由信息产业部一家管理、依据《中国互联

网络域名管理办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信息产业部关于中国互联网络域名体系

的公告》两个部颁发的法规，由信息产业

部作为此部颁发法规、管理中国互联网域

名体系执行部门？

领导：是的，根据国家管理部门分工，

不会有第二个执行部门。

沈阳：据您了解“中国十进制网络安全

监督管理局”，这个“管理局”在工信部哪

个部门、同 CNNIC 什么关系可否告知？

领导：文中提到的在中央党校、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

进司、信息产业部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商务部信息化司等这

些人都不是原来信息产业部的人，是原来

电子工业部的人。他们给某一位领导人写

报告，说中国必须发展一个 IPV9，我们

信息产业部领导要求我们所在部门写一份

“讨论报告”向有关领导人汇报，我们报

告的观点是：“中国必须走互联互通、信

息一体化，符合全球标准，才能产业化”。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意见。

沈阳：为何不公开这些观点告知公众？

领导：我们一讲，对方更加高兴，说

明信息产业部也承认他们存在了。您个人

可以凭《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关于中国互

联网络域名体系的公告》，以学者身份公

开发表意见批评他们。

笔者把上面这份“秘密”保守了 12

年之久，还有中国有十几位互联网专家还

给国家有关部门写过一份意见。这些信息，

可以让大家明白：为何“中国 IPV9”在

中国可以如此存在的原因。

政策与焦点·观察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 IPV9 技术法院调查函收悉。经咨询我部相关

专业司局，现将取证内容答复如下：

一、IPV9 定性问题？

IPV9（又称十进制网络）是由上海通用化学研究所牵

头研发的自主新一代互联网协议和体系架构标准。2001 年

原信息产业部批准成立了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组织上

海通用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IPV9

协议中的 IPV9 报头及 IPV9 地址和基于 IPV9 协议的数字

域名等技术标准。2002 年，原信息产业部批准发布了 SJ/

T1127-2002《数字域名规范》电子行业标准。

二、IPV9 是否是互联网的国际标准？

据了解，IPV9 尚未申请国际标准，目前标准上尚无

IPV9 相关标准。

三、有无中国十进制网络安全监督管理局机构？ IPV9

是否由中国十进制网络安全监督管理局负责管理？

原信息产业部、现工业和信息化部均未成立过中国十

进制网络安全监督管理局。

四、中国现有的 IP 地址管理制度是否有权管辖 IPV9

的销售？

目前我部尚无相关管理制度对 IPV9 地址进行管理。

五、IPV9.China 域名是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批准销售的域名？

我部未批准销售过 IPV9.China 域名。

以上意见，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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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 IPV9：
愚人节的玩笑被民科捧为“黑科技”

IPv4 和 IPv6 有完整的协议版本体系，而 IPV9 之前不存在 IPV8，“9”从何而来？

也许是愚人节笑话的延续，亦或是虚构之意也未可知！

文 / 沈阳

笔者从 1999 年开始写域名内容稿件；

从 2001 年 1 月开始到北京新闻网站工作，

便开始系统地跟踪全球互联网的域名和

IP 地址等互联网基础技术的动态报道；

从 2004 年 12 月 20 日，开始跟踪“中国

IPV9”这个产品。它的很多说法让外行人

觉得“很创新”，而内行的专家对它“不

屑一顾”，由于写“中国 IPV9”产品有

15 年之久，已编辑过数十万字内容，大

家一见到“IPV9”舆论热点又要刮起来，

就希望笔者出来说几句。这次也不例外，

为了让大家对“中国 IPV9”产品有深刻

认识，笔者做了一个系统的回顾。

首先 “中国 IPV9”与全球互联网的

“IPv4 和 IPv6”写法不同、内涵不同。

到今天为止 , 绝大多数互联网上网用

户并不知道，其实也无需知道自己到底是

凭什么技术协议去上网。这同我们的电话

用户（不论是座机、即固话，或者是手机、

即移动用户）无需知道自己到底是用什么

技术去让你通话正常的道理是一样的。如

果你非要用“十万个为什么”的精神去拷问，

问出一堆技术数据表述，估计也只有那些

学技术出身的人，才能听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过，懂信息技术的人，常常会从技

术表达中看出门道来。譬如牟承晋先生《事

实胜于雄辩——因特网领域“两个中国”

辨析》一文，及之后的另外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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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个

专用词“IPV9”，它同我们大家正常上网

的“IPv4 和 IPv6”不仅仅是中间那个“V”

有大小之别，本质上就是两回事，或者说：

两者本来就不是一个体系。

一是历史上有过的互联网地址和传输

协议（TCP/IP）是按版本数“英文 v”而排序，

至今，在有文档（RFC）的记录中，有过

10 多个方案，即“IPv15”也有过。而其

中“IPV9”是一个愚人节（4 月 1 日）的

“提案”，目的是贪玩（Funny），因为

所有的互联网结构都由一个叫“IAB( 互联

网架构委员会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

下面的两个工程组“互联网工程工作团队

(IETF)”和“互联网研究工作团队 (IRTF)”

自由提交，由“提案”到形成标准文档

“RFC”需要全球工程师“自下而上”公

开讨论，经历过四个环节都“一致同意”

才能成为全球互联网的标准文档“RFC”。

其中“IETF”是互联网的工程工作组，它

有超过 5000 个“码农（程序员）”在为

这些标准文档“RFC”勤勉工作，不断完善，

IPv4 和 IPv6 不仅仅是互联网的 IP 地址强

制方案，更是网络层的头结构和处理方法。

这是全球互联网的“IPv4 和 IPv6”背景与

“中国 IPV9”的不同，“中国 IPV9”之

前没有“IPV8”，它是为了显示自已比“IPv4

和 IPv6”是“高版本”由“十进制（一个

GB）”改名而成。

二是“IPv4 和 IPv6”是互联网的 IP

地址强制方案，即互联网（英文名称为：

Internet）只有装了“IPv4 和 IPv6”软件协议，

我们的上网终端：不论是电脑、iPad、手

机才能与另一端交流、通讯，才能按 IP

地址找到存储信息的服务器，这有如我们

同讲另一种语言的人，大家互相之间只有

用“统一语言”对话，这个“统一语言”

就是“IPv4 和 IPv6 协议”。凡是在互联

网上跑的机器和软件，都必须默认“IPv4

和 IPv6 协议”为底层数据格式协议。相反，

“中国 IPV9”是用“插件”方式，借道“IPv4

和 IPv6 协议”去“互通”实现“安全”和“保

密”。笔者把它形容为“小区宽带协议”

或者专业名词“Intranet（局域网）协议”。

三是“IPv4 和 IPv6 协议”只限于软件

解决方案环节，即不会去在路由器这些硬

件层去处理问题。因此，它不用去找 ISO（国

际标准组织）批准，有点“河水不犯井水”

的味道。而“中国 IPV9”从来没有在“IETF”

即互联网的工程工作组中获得过标准文档

“RFC”，却跑去并不主要负责互联网通

信协议标准的 ISO（国际标准组织）去申

请标准，把“中国 IPV9”是什么的概念弄

出一个“不软不硬”的形象来。

因此，大家可以从这些技术的来龙去

脉中知道“中国 IPV9”与全球互联网的

“IPv4 和 IPv6”有本质上的不同。

（本文作者系《中国域名经济》主编）

政策与焦点·观察

“中国 IPV9”从来没有在“IETF”即互联

网的工程工作组中获得过标准文档“R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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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放弃 IPv6”是对互联网国际标准的无知
将 RFC8200 的正常升级更新，故意说成是 IPv6 被美国废止、淘汰，既是对国际标准的无知，也是刻意

的曲解，与 IPV9 把“.TN”和“.CN”说成是互联网存在“两个中国”的谎言一脉相承。互联网域名还有“.HK”

和“.MO”，在牟先生看来是不是四个中国？

文 / 沈阳

牟承晋关于 IPv6 的文章，在大标题下

两行小字：IPv6 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协议”

已被美国废止、淘汰。这种评论或结论，让

人哭笑不得。他的整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明，

1. 国外 IPv6 不发展了，2.IPv6 被废弃了，3. 因

特网的未来发展方式是推倒重来。

对第一点，以前就出现过一种“阴

谋论”，说国际上做 IPv6，就是要忽悠

缺少 IPv4 地址的中国，是为中国设的一

个坑，让中国大量浪费钱去搞。但实际

上，国外部署 IPv6 的强度远远超过中国。

美国曾出台规定，要求军方限期过渡到

IPv6。美国的各大互联网公司，多年前

已经宣布完成了对 IPv6 的全面支持，而

中国都还没有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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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速度有时更快，

有时稍慢一些，但都是在增长，而绝非

停止了甚至下降了或大家不做 IPv6 了。

中国 IPv6 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国外，还有

大量没有入网的人群需要地址。发展的

方向是不会变的。

对第二点，IPv6 被废弃了的说法。

由于大家一直使用的 RFC2460（IPv6 的

标 准 文 本） 被 宣 布 废 弃 了， 牟 承 晋 的

文 章 就 说 IPv6 被 美 国“ 废 止、 淘 汰”

了。且不说 IETF 这个组织是不是“美

国”，把废弃 RFC2460 说成是“废止、

淘汰”了 IPv6 协议，这是严重地不了解

RFC 标准的制订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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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发 布 的 IPv6 新 版 本

RFC8200，是对老版本 RFC2460 的更新。

当然要将 RFC2460 作废。绝不能理解为

将 IPv6 作废、以后不做 IPv6 了。对比一

下新老版本，修改的地方很少，主要有

两类，一类是一些实现时的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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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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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文从错误的立场来看待标准的更

新，只看到被作废（RFC2460）的一面，

故意不提新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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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地位的变化联系起来，给人以

IPv6 被“废止、淘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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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到大家认

可并一直在做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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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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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n slate design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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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公布过什么设计成果。

项目早就结束了，在 IETF 标准体系中，

没有出现过相关的标准。牟文强调这种推

倒重来的方法时，强调 ISO 成为主流。而

ISO 和 ITU-T 这两个标准化组织，基本上

没有参与互联网标准的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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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推倒重来呢？想想而已。

此外，牟文涉及互联网存在“两个中

国”的说法是对国际规则表达的恶意曲解。

下面是笔者采访几位专家的观点。

牟承晋有好几个论点根本有问

题！他硬是把 ccTLD 套为国家码！就

是一个外行人的错误认知！ ccTLD 基

本上是来自 ISO 3166，但不全然！

请 阅 读 ISO3166 所 有 二 字 码 及

三字码，有许多城市码或者地区码，

甚至英国等也不是使用 ISO3166 的

GB。

这是自以为是的“操弄敏感政治

议题”，对于国际或者地区讨论事情

毫无帮助！简直是“义和团”，相当

无聊又可恶。他对于 TWNIC 也有许

多误解！

吴国雄教授
（原 APNIC 执委、

曾任 ICANN 理事）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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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华林教授
（原 APNIC 执委、曾任 ICANN 理事）

看了这么多位一直在推动全球

互联网以及中国大中华地区域名升

级换代的权威专家回复 , 笔者作为

中国第一批上网用户、一直跟踪全

球互联网基础技术进步、一直自费

直接参加多次 ICANN 和 APNIC 等

国际会议的媒体人，认为全球互联

网一体化是多元世界技术政策原

则 , 这次这位牟承晋先生连发三文 ,

表述不符合互联网技术事实，概念

混淆视听，完全是愚民说词，值得

大家高度警惕！

牟承晋一文的观点是有点恶意破坏

CNNIC-TWNIC 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

努力与合作。过去无论在中文域名技术

研 发、 市 场 推 广、 或 IP 地 址 管 理 方 案

上 ,CNNIC 与 TWNIC 一直都是合作密

切的伙伴。也因为双方共同努力，让中

文域名的服务得以实现，域名市场得以

推动与发展。

在 ICANN 会议，CNNIC 与 TWNIC

参与 ccTLD 会议 , 共同争取对中文域名

的支持，以及争取对中文域名注册人的共

同权益。包含繁简注册等效，中文域名入

根的政策诉求都是 CNNIC-TWNIC 共同

合作推动。目前在 ICANN 的合作项目还

最好请牟承晋先生直接去找 ICANN

和 APNIC，问问他们是否有“两个中国”

的想法或意图？

关 于 .CN 与 .TW 同 时 出 现 在

ICANN、APNIC 和 CDNC 中，是否出现

两个中国的问题，是他们一计不成，再生

一计的做法，企图从政治上找茬，以达到

干扰国家部署IPv6的目的。他们还有文章，

攻击 IPv6，推销所谓的 IPV9。而要推销

IPV9，首先就必须阻止国家部署 IPv6，尽

最大的努力干扰 IPv6 的部署。他们举出

一些台湾人的说法，有说服力吗？你能禁

止台湾人说什么，规定他们怎么说吗？不

可能的！讲台湾政府怎么管 TWNIC 有意

义吗？就是“总统府”直接管，就表达了

两个中国吗？

关键是要看，把 .CN 与 .TW 并列在

一起，是否意味着两个中国？

ICANN 把 这 两 个 域 名 都 归 入

ccTLD，就表示两个都是“国家”吗？错！

第一，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在定义

黄胜雄教授
（原 APNIC 执委、现任 TWNIC 的 CEO）

ISO3166-1 的两字母标准的时候，标明

TW 的所指为：台湾，中国的一个省。

第二，ICANN 明确表明，ccTLD 代

表的是国家与地区顶级域名。并不都是

国家名称。不然，.HK 和 .MO 也都属于

ccTLD，请牟承晋先生解释，难道这表明

香港和澳门都是国家吗？

APNIC 设立的 NIR 也是同一个道理。

对属于 APNIC 成员单位的所有国家和地

区，都可以申请成为 NIR，至于是否得

到 APNIC 批准，要看分配地址的业务量。

所以他们是利用 cc 和 N 的字面意义在无

理挑刺而已。ICANN 和 APNIC 都把“地

区”或“经济体”包含在里面了，根本不

存在什么两个中国的问题。

CDNC 是使用中文的两岸四地共同

研讨并解决中文域名遇到的特殊问题，讨

论的都是技术问题，成员有大陆、台湾、

香港、澳门，还有新加坡。总不能把“两

岸四地”说成是“两岸四国”吧？荒谬不

荒谬？

牟承晋文中所述不是事实，在 2019

年 1 月 5 日的 APNIC 网站上 , 明确标明

TW 是 Economy（经济体），符合我国

相关政策，牟承晋一文用台湾地方政府

的文件说明存在“主权”问题是错用来源，

混淆视听。在 ICANN 网页也明确标明

中国代表是大陆人员，不存在文章所述

问题。连 CNNIC 都敢怼，真是胆大过分！

牟承晋的文章不理解对 NIR 的定义或故

意混淆概念。APNIC 网站明确标明 :NIR

是国家或地区 (Country or economy)。文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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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发布的大事记以

及 APNIC、ICANN 公布的官方文档中

都没有记载和披露”，牟承晋一文完全

是胡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上提出了“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的五点主张”，IPV9 完全违背这一世

界大势，与世界发展背道而驰。

马严教授
（原 APNIC 执委）

包含 Generation Panel for Chinese Script 

Root Zone Lebal Generation Rules 等。

在 APNIC 会议，CNNIC 与 TWNIC

也是共同合作伙伴，双方都共同支持所提

出的 IP 地址分配政策。使 APNIC 的 IP

地址政策更符合中国的想法。这样的成果

受益的仍是所有中国的网络用户。

CNNIC 或 TWNIC 都是技术机构，

我们在技术研究领域已经有多年合作共

识，对于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我们仍旧秉

持此精神，共同推动更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与市场而努力。双方合作永远是需要坚持

的方向，更为海峡两岸互信互助建立一个

良好的典范。 （本文作者系《中国域名经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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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9 到底想干什么？ 2 万亿的神话与忽悠
IPV9 宣称“十进制网络”是一个“2 万亿”的财富市场，这是典型的技术无知带来的利益狂热，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让缺乏行业知识的人产生投资冲动，然而像保健品传销一样的敛财伎俩既没有学术素养，也

没有学术道德。

文 / 沈阳

“中国 IPV9”是技术产品还是政治

产品？都不是！它更像是个一厢情愿、扭

曲的产品。

当一个产品 , 尤其是进入大众日常生活

的网络产品 , 想改变我们民众的消费习惯、

让公众乐意从腰包中掏钱购买 , 让我们由一

个软件应用系统切换到另一个软件应用系

统 , 涉及到数字时代信息经济原则，其中包

括：数据迁移成本、改变使用习惯适应过

程的成本、安全原则带来的成本增加等。

“ 中 国 IPV9” 自 从 1999 年 浮 出 水

面整整 20 年来，尤其是 2004 年 12 月开

始由“十进制网络”摇身一变为“中国

IPV9”之后 , 各种自我标榜的说辞 , 让人

闻之也心动。因此 , 吸引了不少大大小小

的投资者前赴后继为之着迷。

总结笔者收到的关于 IPV9 的问题及

回答 , 大约是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是公众网络监管原则问题。

“中国 IPV9”是由私人公司名义监管

公众网络，这是不可能有的事，如果说有，

那只是银行 ATM 机那样的内部网络 , 不可

能是互联网这样互联互通全球的公众网络。

当然，你可以相信“保健品”能治百病那样，

相信自己所见所闻并投身“中国IPV9”事业。

第二个层次是公众网络知识产权问题。

“中国 IPV9”是由个人专利控制“十

进制网络”的运营费用。其中 , 几年前发

生了“中国 IPV9”的专利所有人用其中一

个专利 , 包括在中国和美国向腾讯公司索

赔 20 亿元人民币的官司 , 曾经就被一些缺

乏专业背景的媒体当焦点事件炒作了一次。

笔者曾经就此事同腾讯公司的法务交流过 ,

他提供的案件原告（“中国 IPV9”发明人）

的诉由让笔者也大开眼界 : 原来 ,“中国

IPV9”或者“十进制网络”专利是“1,2,3....9,0”

这十个阿拉伯数字 , 他认为咱们的 QQ 号码

也是这十个阿拉伯数字组成。

如果你是懂专利授权和数字版权的

人 , 听到此 , 是不是觉得“中国 IPV9”很

彪悍？笔者作为中国版权协会（CSC）成

立时第一批 73 位个人会员（编号 001）,

对于“中国 IPV9”如此滥用专利授权和

数字版权的行为 , 除了不认同之外 , 曾经

强烈建议有关部门对此专利授权重新审

核、保护中国公众数字版权公共利益。

第三个层次是公众网络市场规则问题。

互联网地址和传输协议（TCP/IP）， 

不论是第四个版本（即 IPv4）还是第六个

版本（即 IPv6）的标准和代码都是公开、

免费共享的，这就是今天世界互联网发展

不可阻挡的“开放”、“分享”、“统一”

的基本原则。曾经有中国记者在采访发明

互联网地址和传输协议（TCP/IP）的其中一

位专家温顿·瑟夫 (Vint Cerf）时 , 问他是否

后悔因为放弃知识产权而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的机会 ? Vint Cerf 很平静地说 : 一点不后悔！

相反 ,“中国 IPV9”一方造谣说中国

一年向国际互联网管理机构（ICANN）上

交 IP 地址和域名费用高达六万亿元；据

2008 年 1 月《第一财经日报》的一份报

告推算说：中国每年向美国支付的使用现

有国际互联网的费用，包括域名注册费、

解析费和信道资源费及其设备、软件的费

用等，高达 5000 亿元以上，超过了当年

中国国防预算的数额。据悉，2017 年已

经涨到了 7800 亿 , 到了 2020 年最后一年

的租赁费将达到六万亿。

其实，中国一年向亚太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 (APNIC) 上交的 IP 地址费用仅占亚太

区的 20% 左右 , 而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APNIC) 的收费这些年一直维持在 230 万澳

元之内，即中国仅占 50 万澳元左右的 IP

地址费用 , 这包括 IPv4 和 IPv6 的地址费用

在内。严格地说 : 不是 IP 地址费用 , 因为

ICANN 从来不收取这个费用 , 而这个费用是

APNIC 用于机构维护的成本。而中国的所

有域名费用 , 也不会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上

交给国际互联网管理机构（ICANN）。这些

都是公开、接受国际会计制度审计的可查

报告及数字。对全球 IP 地址和域名行业有

所了解的人 , 是不会对此张口讲胡话的。

当然 , 更加可笑的是 , “中国 IPV9”在

2004 年就声称它的“十进制网络”专利授

权是一个 2 万亿元“财富”市场 , 显然，是

把一个仅仅不足 3 亿美元（按目前汇率不

到 21 亿元人民币）的互联网市场加上原本

就不存在“专利收费”的机会夸大到六万

亿元 , 目的是让缺乏行业知识的投资人望梅

止渴。如果再加上开放网络必须符合市场

规则 , 说成是为了中国网络安全、让中国人

不要使用 IPv4 或者 IPv6，而使用 IPV9，同

时 IPV9 又要走向世界，那么外国国民就不

会用同样的思路而不选择用 IPV9 吗？这样

的政治逻辑不仅不是商业机会 , 相反 , 完全

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网络。

（本文作者系《中国域名经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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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彤

二十世纪，人类公认的两大发明，一个是载人航天，另一个

是互联网。

被忽悠的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确实已经像电和水一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互联网泛滥到无处不在，但是那些每天出现的“iPhone、微

信、云计算、安全、Wi-Fi、交换机、区块链、物联网、智慧城市、

5G”, 是互联网吗？

还真不是。

以上这些有的是互联网的应用，有的是互联网的设备，有的

和互联网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互联网呢？

定义互联网

我们首先需要给互联网下一个定义，“互联网”译自英文

“Internet”，这是一个组合词，inter 是互联的意思，network 是

计算机网，合在一起就是“把所有的网络互联起来形成的一个网”。

所以互联网不是一个网，而是很多不同的网络组合而成的一个网

际网络。

不同的网络与网络彼此串连，实现信息交互，就像当年秦始

皇把不同国家修建的防御工事和要塞连起来，构成了今天的万里

长城一样，这些串接的网络基于一组通用的协议互相联接，彼此

通信，形成一个逻辑上覆盖全球的“大网”。

互联网的前身

互联网的创始应该追溯到 1969 年美国资助开发的一个名叫

“ARPAnet”的研究项目。美国政府认为，在不同网络之间通

过转换实现互联互通，效率是非常低的 ; 只有用一套系统连起

来的网络，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反应速度才是最快的，通讯也

是最畅通的。ARPA 是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的简称，其核心机构之一是 IPTO（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信息处理处），主要关注计算机图

形、网络通讯、超级计算机等研究课题。1962 年 10 月，J·C

·R·利克里德离开 MIT，加入 ARPA，全面主持“指令与控制

网络研究室”的工作，并在后来成为 IPTO 的首席执行官。他在

任期间将办公室名称从指令与控制研究（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改为 IPTO。同样在他的任期内，几乎整个美国计算机

科学领域研究的 70% 由 ARPA 赞助。结果 ARPA 不仅成为网络

诞生地，同样也是计算机图形、平行过程、计算机模拟飞行等

重要成果的诞生地。

1968 年，同样从 MIT 进入计划署的 Larry Roberts 提交了一

份报告，题目是《资源共享的电脑网络》，提出首先在美国西

海岸选择 4 个节点进行实验，这 4 个节点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斯坦福研究院、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犹他大学。该

计划使联入网络的电脑中心可以相互分享研究成果 , 这个网就是

ARPAnet。1969 年 10 月 29 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当天晚上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斯坦福研究院实现了对接，两个月后，具

有四个节点的 ARPAnet 搭建完毕并投入使用，一个崭新时代的

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最初的 ARPAnet 功能非常简单，由四台计算机连接，能够

传输简单的字符，但它的诞生标志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研究的正式

开始。计算机网络与此前的通讯网络最大的不同是网络中的节点

是计算机。计算机的特点第一是计算能力很强，第二是有存储能

力。因此两点之间的数据传输，就可以将应用层大的数据分成小

的数据包，而不必关注数据包之间的关联，只要知道它的去端地

“什么是互联网”之一

互联网的“硬核”常识

图 1  1969 年的 ARPAnet 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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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就可以将所有数据包进行传输，当数据到达去端地址后，数

据包独立寻找对应的路由。虽然路由寻址需要计算，但每个计算

机都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因此这点开销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做的

一个好处是数据传输不受线路约束。整个网络只要有一条线路是

与对方联通的，数据就一定能传输过去。另一个好处是允许网络

节点之间采用不同的通讯手段。无连接的数据传输和转换技术是

互联网在网络技术大战中最终胜出的关键所在。

解决了传输转换的方式问题，接下来的研究就是要把网络的

功能复杂化、性能进一步优化。1983 年，ARPAnet 和美国国防

部通信局研制成功了用于异构网络的 TCP/IP 协议，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把该协议作为其 BSD UNIX 的一部分，使得该协议得以

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从而诞生了最初的互联网。

从互联网到全球信息高速公路

1986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利用 TCP/IP 通讯协议，在 5 个科研教育服务超级电脑中心

的基础上建立了 NSFnet 广域网。由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鼓

励和资助，很多大学、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甚至私营的研究机构

纷纷把自己的局域网并入 NSFnet 中。1986~1991 年并入 NSFnet

的子网从 100 多个增加到 3000 个，各个子网负责自己的网络架

构和运营，同时子网通过 NSFnet 互联起来。

90 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战略。

互联网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用户数不断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家接入互联网，特别是欧洲七国全部联网后，全球信息高速公

路初具规模。互联网开始成为全球信息化的基础平台。

20 世纪 90 年代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互联网开

始商业化。NSFnet 于 1995 年 4 月正式停止运营，美国政府认为互

联网实验已经成功，应该逐步将其民营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因此开始大力推动商业机构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交互。1995 年

8 月，硅谷天才马克·安德森的网景公司股票上市；微软推出 IE

浏览器 1.0；如今已经是世界级电子商务巨头的 eBay 和亚马逊也

在这一年上线运行，互联网的商业化改造完成。同年 1 月，中国

电信开通了北京、上海两个接入 Internet 的节点。张朝阳、丁磊、

马云等人发现互联网的魅力，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创业历程。此

后 23 年间，中国互联网推出了近 40 家上市公司，其中 20 余家公

司的市值已经达到 10 亿美元以上。

2000 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是另一个互联网的“地标”。

基于商业的互联网经济开始重新以理性的眼光审视高科技创新的

价值基础。1995 年至 2001 年间，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引发的是膨

胀的投机泡沫，“.com”公司不断成立。公司可以简单地通过在

他们名字上添加“e-”前缀或是“.com”后缀来使其股票价格增

长，“前缀投资”在欧美、亚洲多个股票市场中，使互联网及信

息技术相关企业的股价高速上升，在 2000 年 3 月 10 日纳斯达克

指数触及 5408.60 的最高点时达到顶峰。投机者热衷于互联网板

块及相关领域的快速增长，股价飙升和买家炒作的结合，以及风

险投资的广泛利用，为这些企业摒弃标准的商业模式创造温床。

它们突破传统模式的底线，转而关注于如何增加市场份额。然而

互联网板块的发展是一个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很快泡沫破裂，大

部分 .com 公司最终都铩羽而归。

虽然科技股泡沫破裂，但它却为互联网经济预备了优秀的

企业基因。生存下来并证明了自己价值的公司，如亚马逊、谷歌、

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等续写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和创新的

传奇。

中美成为全球互联网经济体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2014 年，

全球 25 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和中国互联网公司所占席位比例是

14 ∶ 6（数据来自 KPCB）。而到了 2018 年底，据标普资本的数

据显示，全球互联网 10 强企业中，美国占 6 家，中国占 4 家。美

国的互联网公司如苹果、谷歌、亚马逊和 Facebook 仍然是领导者，

但中国互联网公司如腾讯、阿里巴巴等正在迎头赶上。

中国互联网元年

1987 年一封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Wall，we can reach 

everycorner in the world.(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的电子邮件成为

互联网上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图 3  全球互联网星球图（来源：internet-map.net，2014 年 8 月）

政策与焦点·观察

  图 2  NSFnet 广域网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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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由北京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联接美国

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高速计算机的 64Kbps 通讯专线开通，

运行 DECnet 协议，可与美国能源网 Esnet 的各大实验室连通。

IHEPNET 是中国互联网的先驱，迈出了中国和世界各地数

百万台电脑共享信息和软硬件的第一步，也让当时全国一千多名

科学家，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互联网使用者。同年，IHEP 设立

了国内第一个 WEB 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内容除介绍

我国高科技发展外，还有一个栏目叫“Tour in China”，包括新闻、

经济、文化、商贸等信息。

1994 年，是中国的互联网元

年。中国通过美国 Sprint 公司连

入 Internet 的 64K 国际专线开通，

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77 个

正式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

同年，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

回到中国，结束了顶级域名服务

器由国外代管的历史。

1997 年 5 月 30 日， 国 务 院

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

理 办 法》， 授 权 中 国 科 学 院 组

建和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授权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与 CNNIC 签约

并管理二级域名“.edu.cn”，中国从一个互联网的旁观者，真正

成为了互联网的参与者。

互联网最初是为科研服务的，其主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共享

大型主机的宝贵资源。随着接入主机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

把 Internet 作为通信和交流的工具。一些公司还陆续在 Internet 上

开展了商业活动。由此互联网一发不可收拾，将人类的生产和生

活从工业社会带入了信息社会。

图 4  第一封从中国发出的电子邮件，用了

将近一周的时间于北京时间 1987 年 9 月

20 日 20 时 55 分送达德国卡尔斯鲁厄 图 5  中美两国科学家 1991 年草拟

的 IHEP-SLAC 联网设计

图 6  高能所于 1994 年 4 月设立了

WWW 服务器（中国第一台），附

图是当年的网页

政策与焦点·观察

互联网在设计之初，目的之一是针对所有通讯手段实现普遍

兼容，因此互联网是没有自己独有的通讯手段的。互联网体系结

构中，重要的一个层级就是通讯系统，它本身不是计算机网络，

而是计算机网络的通讯手段，包括早期的电路通信、光纤、有线、

无线、3G、4G、5G 等，这些其实都不属于互联网的范畴。2G、

3G、4G 中的 G 是指移动通信系统的代际分割，包括：

1G

“1G”的准确说法是“第

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即“模

拟蜂窝移动通信”技术。这个

时 代 的 王 者 —— 摩 托 罗 拉 的

“大哥大”就是使用的 1G 通

信技术。 1G 采用电路交换，

类似于传统电话网，最早的 Modem（调制解调器）的技术可以

支持 9.6Kbps 的数据传输。Modem 的主要作用就是在计算机和网

络之间进行数字 / 模拟信号的转换。调制即电脑输出数据转换成

模拟信号的过程，解调即模拟信号转换成电脑可识别的数字信

号的过程。按照调制解调协议的不同，数据传输速度亦各不相

同。56Kbps 有 ITU V.90、Rockwell K56Flex 和 US Robotics X2 三

种协议；33.6Kbps 的协议是 ITU-TSS V.34+，14.4K bit/ 秒的协

议是 V.32bis；9.6Kbps 的协议是 V.32，更慢的协议还有 V.23、

V22bis、V.22 Bell 103/212A 和 V.21。移动性和蜂窝组网的特性

就是从第一代移动通信开始的，1G 主要有两种制式，分别是来

自美洲的 AMPS 和来自欧洲的 TACS，但是 1G 是模拟通信，抗

干扰性能差，同时简单的使用 FDMA 技术使得频率复用度和系

统容量都不高。

2G

1980 年代后期，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

微处理器与数字信号的应用更加成熟，当时

的移动运营商逐渐转向了数字通信技术，开

始了第二代移动通信的时代。2G 虽然仍然

是电路交换，但数字信道替代了传统的模拟信号，才有可能使苹

果推出 iPhone，成就一个颠覆旧时代的手机品牌。

2G 主要的制式也是两个，分别是来自欧洲 ETSI 组织的 GSM

（GPRS/EDGE）和来自美洲以高通公司为主力的 TIA 组织的

CDMA IS95/CDMA2000 1x。最早期的 GSM 提供的数据业务是通

那些“G”说的不是互联网

二战时期的“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第二代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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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CSD 的方式进行的，速率大约为 9.6Kbps；后来更为先进的

GPRS 代替了 CSD，GPRS 理论最高速率为 171Kbps; 再之后出

现了 GPRS 的强化版 EDGE，理论最高速率达到了 473Kbps，

几乎是 GPRS 的三倍。CDMA 是一种多路方式，多路信号只占

用一条信道，通道宽度名义上是 1.23MHz，数字和扩频技术的

结合应用使得单位带宽信号数量比模拟方式成倍增加，用于美

国蜂窝电话的 CMDAOne 标准提供单通道 14.4Kbps 和八通道

115Kbps 的传输速度，CDMA 网络最高的传输速度没有明确的

说明，但据 2008 年联通官方网站显示可以达到 153.6Kbps。

3G

其实前两代系统中，并没有一个国际

组织做出明确的定义说什么是 1G，什么

是 2G，而是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通信标准

化组织自己制定协议。但是到了 3G，ITU

（国际电信联盟）提出了 IMT-2000，要求

符合 IMT-2000 要求的才能被接纳为 3G 技

术。ITU 向全世界征集 IMT-2000 标准的时

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信标准化组织都

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比如欧洲的 ETSI 和

日本的 ARIB/TTC 提出了关键参数和技术大致相同的 WCDMA 技

术。随后成立 3GPP 组织，对 WCDMA 进行了标准化，所谓的标

准化就是技术 PK 和口水仗后，形成一份统一的协议，保证彼此

接口的兼容。中国当时提出了 TD-SCDMA，随后加入到 3GPP 组

织中，与来自 ETSI 的 UTRA TDD 进行了融合，完成了标准化。

所以 3G 主流的制式主要就是 WCDMA、CDMA2000 EVDO、TD-

SCDMA，后来 IEEE 组织的 Wimax 也获准加入 IMT-2000 家族，

也成了 3G 标准，由此，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体系正式确立。

WCDMA 支持 384Kbps 到 2Mbps 不等的数据传输速率。中国电信

提供的 CDMA2000 技术支持理论速度下行 3.1Mbps 上行 1.8Mbps

的数据传输。中国大唐电信公司的 TD-SCDMA 当时标称传输速

率是下行：2.8Mbps，上行：2.2Mbps，TD-SCDMA 的另一大亮点

是可实现不经过 2.5G 的中间环节，直接向 3G 过渡。

4G

第四代移动通信采用了分组交换技术，其核心网络已经

开始向全 IP 化演进，你可以理解 4G 是集 3G 与 WLAN 于一体

的通信技术，能够快速传输数据、高质量、音频、视频和图像

等。4G 标准的制定主要是两个组织，一个是 3GPP 组织，代

表了绝大多数传统的运营商、通信设备制造商等，LTE/LTE-

Advanced 出自其手。另一个就是代表着互联网“势力”的

IEEE 组织，推出了 Wimax 的

后续，也就是 WierlessMAN-

Advanced，这可以说是互联网

对通信界的一次“强渗透”。

目前 4G 中以 LTE 的应用

最广泛，LTE 相对于 3G 的改变，首先是网络架构的大变化，

LTE 抛弃了 2G、3G 一直沿用的“基站 - 基站控制器（2G）/

无线资源管理器（3G）- 核心网”这样的网络结构，而改成基

站直连核心网，整个网络更加扁平化，降低时延，提升用户感

受。LTE 核心网迈向全 IP 化，统一由 IMS 承载业务。空中接口

的关键技术也抛弃 3G 的 CDMA 而改成 OFDM，其在大带宽上

比 CDMA 更加具备可行性和适应性，大规模使用 MIMO 技术提

升了频率复用度，跨载波聚合能获得更大的频谱带宽从而提升

速率。4G 通信技术包括 TD-LTE 和 FDD-LTE 两种制式。FDD-

LTE 模式去掉必要的控制信道开销，在 20M 带宽情况下，大概

可支持 150Mbps 的传输速率。TD-LTE 理论峰值传输速率为下

行 100Mbps、上行 50Mbps。

5G

2019 年到 2020 年 , 全球营运商将陆续推出 5G 商业服务，

如果 4G 的 100Mbps 数据传输速度是一个单位，5G 可高达

10~20Gbps，是 4G 的 100~200 倍。容量与能耗方面，5G 将实

现对物联网 (IoT)、智慧家庭、VR/AR、工业 4.0 智慧工厂、车

联网、远程医疗等应用的支持，因此需要容纳更多设备连接、

同时维持低功耗的续航能力。

5G 是全 IP 化的网络，低时延和大规模物联网连接，意味

着网络能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可以提供高速海量设备的接入，

因此必将带来更高的地址需求，因此 5G 还将大幅带动 IPv6 的

规模部署和普遍应用。5G 的容量是 4G 的 1000 倍，峰值速率

10Gbps~20Gbps，并引入 Massive MIMO 等关键技术。IPv6 所

提供的大地址空间和更高的安全性能也将成为 5G 时代的必须。

国际电信联盟 IMT-2020 表示，5G 通用规范将支持每平方公

里 100 万个互联网设备、1 毫秒延迟以及数据包从一点到另一

个点的时间量、更高的能效和频谱效率，以及高达每秒 20G

的峰值数据下载速度。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车辆间能以 0.001

秒的速度交换数据。

有一个说法认为：“5G 既是商业模式的转型，也是一个

端到端的生态系统，它将打造一个全移动和全连接的社会，交

付始终如一的服务体验，通过现有的和新的用例，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商业模式，为客户和合作伙伴创造价值。”这究竟是一

种怎样的体验，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第三代移动通信

第四代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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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部署迈入新征程

本刊记者 / 付涵

3 月 17 日，《关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正式发布，再次指出要加快 IPv6 规模部署步伐。

 2018 年 8 月底，教育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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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系统的 IPv6 规模部署从系统升级和人才

培养方面提出了两大目标，从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

应用系统和服务升级、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以及 IPv6

技术的支撑保障四个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为加快推

进教育系统落实 IPv6 部署和升级提供了政策指导，促

进了下一代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创新。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处处长舒华指出，

在推进高校规模部署 IPv6 的具体工作过程中，有五个

方面的实施策略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加强统筹规划，

将 IPv6 融入学校信息化顶层设计。第二，强化技术创

新，科教结合培养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人才。第三，创

新特色应用，助力提升 IPv6 的覆盖范围和质量。第四，

提升防护能力，不断筑牢 IPv6 的网络安全屏障。第五，

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李星表示，在 IPv6 的升

级中，互联互通是基础，安全是保障，演进是生命。

IPv6 升级过程要尽量对用户无感知，不能影响用户的

上网体验。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马严认为，对于 IPv6 环境下的

网络管理，我们要有创新的眼界和勇气。他表示，IPv6

有着与 IPv4 不同的技术特性，IPv6 的路由、安全、认

证、性能、故障排查……都与 IPv4 不同。基于这些新

的技术特性，需要新的产品帮助我们管理 IPv6。他认

为，高校应积极地与企业互动，解决产品的问题。“产

品的问题解决了，不仅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有

利于广大同行的工作。”

综合来看，高校在 IPv6 迁移中，有几点是需要特

别关注的：一是 IPv6 建设需融入到学校的顶层设计中，

要为学校的科研教学提供支撑；二是要给予充分的技

术培训。IPv6 环境下的管理与 IPv4 差别很大，需要给

网络管理者提供充足的培训，让他们熟悉 IPv6 环境下

的网络管理；三是要发挥 IPv6 特点，注意在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推进与 IPv6 的融合创

新和示范应用。

在 IPv6 迁移中，高校要统筹规划，加强沟通与合作，

积极应对风险与挑战，将 IPv6 融入学校信息化顶层设

计中，注重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促进科研教学与下

一代互联网的融合，推动智慧校园建设和教育信息化

发展。

统筹规划、融合创新，IPv6 进入全面部署的新时代。



2019.4 中国教育网络 21

政策与焦点

深刻理解 IPv6 规模部署在教育领域的意义

随着 IPv4 地址的耗尽，互联网向 IPv6 过渡已是大

势所趋。2017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

计划》，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给我国互联网技术和

产业创新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该《行动计划》

从基础网络到应用，从市场到政府，均提出详细要求

与具体指标，责任明晰。在实施上，明确政府引导，

企业主导。在策略上，强调统筹规划，重点突破，着

力弥补 IPv6 应用短板，以应用拉动需求等。

教育部在 2018 年 8 月底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推

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教育领域推进 IPv6 规模部署的具体目标、重点任

务和配套措施。两个目标，即“系统升级”和“人才培养”。

四项重点任务为：第一，实施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改造；

第二，加快应用系统和服务升级；第三，优化网络安

全管理和防护；第四，加强 IPv6 技术的支撑保障。并

且，为保障目标及任务的完成，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包括：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加强技术指导

与支持、加强督查考核等。

《通知》要求，到 2018 年底，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以下简称教育网）完成升级改造，支持IPv6接入，

用户规模达到 1000 万人。到 2020 年底，教育系统的各

类网络、门户网站和重要应用系统完成升级改造，支持

IPv6 访问；基于 IPv6 的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下一代

互联网相关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创新工作显

著加强，教育系统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能力大幅提升。

教育领域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是贯彻落实国家在下一

代互联网建设上的战略部署，核心在于强调创新应用及

人才培养，为教育领域向 IPv6 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指导方

案。在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演进和部署过程中，教育领

域有其历史背景和重要使命，把握好两个背景有助于我

们扎实推进 IPv6 建设。

第一，教育领域在IPv6研究与部署上一直是先行者。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教育网就开始了对 IPv6 的研究

与部署，因此，正在全面展开的 IPv6 规模部署行动中，

教育领域应当依托多年来在 IPv6 的网络基础、用户基础、

研究基础等优势，承担起向 IPv6 过渡的示范重任。

第二，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人才。因而，

在 IPv6 的推进中，一方面是希望广大高校要重视 IPv6

的环境建设，要将其作为推动我国“双一流”建设和

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基础设施。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

联网可控可管、海量共享、实时交互、安全可信，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带来极大便利，注入

新的动能。另一方面，在发展 IPv6 网络基础设施的同

时，必须注重对下一代互联网人才培养的重视，发挥

高校的人才优势，加强对互联网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

2018年8月，教育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推进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通知》，围绕基础设施网络、应用系统和服务升级、

优化网络安全、加强 IPv6 技术支撑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那么，高校如何落实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处处长舒华从几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解

读，她提出：应当在信息化顶层设计中结合 IPv6 部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各种基于 IPv6 的应用创新；同时，发挥高

校的人才培养优势，培养更多国家急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技术创新人才。

舒华：IPv6 部署从信息化顶层设计做起
——解读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通知》

舒华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与

网络安全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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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培养更多急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高层次

创新人才。

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

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

展的各类人才。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

设置，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突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培养更多创新人才、高素质人才。更加重视、充分发

挥高校在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中的重要作用。”IPv6 是国际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

核心技术和创新平台，新时期我们面临新的形势和新

的任务，要准确把握全国教育大会的战略要求，加快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规模部署，推动高层次人才培养

和技术创新，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素质人才。

五个策略落实 IPv6 规模部署

在推进高校规模部署 IPv6 的具体工作过程中，有

五个方面的实施策略需要关注：

第一，加强统筹规划，将 IPv6 融入学校信息化顶

层设计。

当前，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的背景下，信

息化建设规划不仅要与教育信息化 2.0 所提出的愿景相

融合，同时，也要注意结合对 IPv6 规模部署的推进落实。

学校制定信息化顶层设计和新的信息化规划时，应当

考虑对 IPv6 的支持、考虑到未来 IPv6 从网络基础设施

到教育教学和科研应用等各个层面的整体规划。要加

快推进 IPv6 的部署，构建高效、泛在、全覆盖、智能

化的下一代互联网，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推动科研和学

科的发展，支撑和服务于高校的双一流建设。这意味

着我们必须站在未来的高度思考这些问题，将 IPv6 规

模部署反映在未来的信息化顶层设计中，让 IPv6 成为

高校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环境。

第二，强化技术创新，科教结合培养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人才。

支持鼓励高等学校聚焦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超前

布局新型网络体系结构、编址路由、网络虚拟化、网

络智能化、安全可信体系等前沿技术研究。围绕网络

过渡、网络安全、新型路由等关键技术，加强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形成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先发优势。鼓励

高等学校在相关学科专业中开设 IPv6 的理论和实践课

程。积极开展“新工科”建设，探索建设多层次、模块化、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对接 IPv6 产业发展

及企业需求，推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依托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 2.0，推进一流专业、一流本科、一流

人才建设，助力 IPv6 关键技术研发和前沿技术创新。

同时，鼓励充分利用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引导大学生

开展 IPv6 技术与应用的创新。

第三，创新特色应用，助力提升 IPv6 的覆盖范围

和质量。

IPv6 的主要特点是，地址无穷大，这正与我们当

前所提倡的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物联网等概念相符。

许多高校也基于自身的特色学科，结合 IPv6 网络做了

很多有意义的应用创新探索。如 IPv6 与智能交通结合，

让城市的交通管理更智能化；基于 IPv6 建立家庭网

络，实现远程控制家电；IPv6 与超算中心等重大基础

设施结合，实现大规模科学计算和协同服务等。高校

在 IPv6 推进应用创新方面，首先是推动对既有应用的

移植与部署，在此基础上，以典型应用改造和特色应

用创新为主攻方向。这些创新应用，将有助于 IPv6 在

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发展。我们鼓励高校加强与研

究机构、企业的合作，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领域推进基于 IPv6 的融合创新与示范应用。

第四，提升防护能力，不断筑牢 IPv6 的网络安全

屏障。

IPv6 的部署使得网络安全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安

全层面，整个安全防护策略、边界都需要重新定义。

应对挑战，要加强 IPv6 安全人才培训教育，使其尽快

掌握 IPv6 环境下的运维技能，增强对新环境下问题的

处置能力。提高 IPv6 环境下的安全意识，以网络安全

宣传周等为契机，面向广大师生宣传普及 IPv6 的基本

知识、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安全教育。同时，要积极

推进基于流量的安全监测工作，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

知能力，探索真实源地址验证技术的应用，从根源上

提高网络的安全防护能力。

第五，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创新。

深化与下一代互联网国际学术组织的合作，积极

参与下一代互联网相关标准制定，加强与国际互联网

工程任务组（IETF）、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标

准化组织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标准化进程。积极参

与全球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扩大话语权。

贯彻落实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需要各级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各学校、教育网共同努力，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抓住重点，制定策略，明确分工，协调推

进，分阶段逐步完成国家制定部署的目标和任务，争取

在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上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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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严：要有创新的眼界和勇气
升级到 IPv6，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但也蕴藏着很多创新空间。

迁移到 IPv6，对于高校来说，有几件重要的事需

要关注。 　　

培训

过渡到 IPv6 对信息化部门来说，是一个挑战：既

要管好 IPv4，也要管好 IPv6。同时，在 IPv4 和 IPv6

的过渡中，还会产生新的交叉问题。因此，充足的培

训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开展大量针对技术人员的培训，

让大家理解 IPv6，熟悉 IPv6 环境下的网络管理。此外，

应着眼于 IPv6 为高校师生用户群体提供创新价值的视

角，将 IPv6 建设融入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中，让 IPv6

服务于科研及学科发展。

产品

升级到 IPv6，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但也蕴藏

着很多创新空间。IPv6 的路由、安全、认证、性能、

故障排查……都与 IPv4 不同，基于这些新的技术特性，

需要新的产品帮助我们管理 IPv6。

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创新的眼界和勇气。真正

的好想法一定是在工作中发现和积累的，要从工作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产品的问题解决了，不仅有利

于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有利于广大同行的工作。所以

我希望大家能往前走一步，在实践的基础上，多思考，

形成产品，一点点实践和完善，最后形成能够服务于

社会的、有生命力的产品。    

同时，要积极与企业沟通碰撞，不要坐等产品，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全行业都有提供 IPv6 产品能

力的时候，行业就能兴旺发达，高校就有更多更好的

产品可以选择。 　　

地址

合理的 IPv6 地址规划和分配管理是保证网络顺

利运行和网络资源有效利用的关键。相比 IPv4，IPv6

的地址管理相对复杂而精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 IP

地址的海量增长，物联网终成现实。必须提前考虑到

IPv6 环境下对海量设备的管理。  　　

安全

IPv6 来临，会带来新的安全挑战。包括路由、认证、

过渡、入网、出网、安全都有了新的环境， IPv4 网中

现有的安全设备很多在 IPv6 网中不能直接使用，需要

升级改进。 　　

除此以外，一些安全问题被高校忽视。比如，有的

学校认为，没有开通 IPv6，就可以不用做 IPv6 的安全

管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许多系统现在都会自动启

动 IPv6，如果学校的防火墙只防护到 IPv4，那么就意味

着新的安全风险。此外，IPv6 的管理与 IPv4 的管理很不

一样，IPv4 用的一般是内网地址，而 IPv6 没有内网一说，

每一台机器如果不做好网络安全设备配置，就几乎全部

暴露在公网上。这些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数字化领域，有一句话很有名：数字化转型的

最大障碍是文化，而文化是由领导力驱动的。确保成

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整个组织的全面参与，通过与各

方的全面沟通实现转型的价值。这句话对于高校升级

到 IPv6，也同样适用。  

马严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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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IPv6 的部署主

要有几个难点：第一，主干网接入。

第二，接入网本身。主要反映在

IPv6 的认证存在挑战，如果不认

证，网络是有风险的，但如果采

用的是双重认证，则用户体验差，

使用起来麻烦。第三，IPv6 的安

全。在 IPv6 的升级部署中，互联互通是根本，安全是保证，

演进是生命。用户 IPv6 升级原则和网站 IPv6 升级原则建

议如下：

用户 IPv6 升级设计原则

不能影响用户的上网体验；

节省稀缺的 IPv4 公有地址资源；

支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用户上网管理计费和安全溯源

等功能；

可平稳演进到纯 IPv6 互联网；

支持物联网等新兴的网络模式和网络应用；

在用户串接市场上购买的不支持 IPv6 的第三方家庭网

关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访问 IPv6 资源；

IPv6 升级过程尽量对用户无感知；

IPv6 升级必须采用国际主流技术，符合 IETF国际标准；

并优选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IPv6 升级应尽量降低系统成本；

IPv6 升级应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性和可管理性。

网站 IPv6 升级原则

网站应用服务必须整体支持 IPv6 外网的访问；

网站系统必须支持已有的 IPv4 服务管理要求，如：“点

击率统计（PageView）”、“基于 IP 地址的访问控制”等；

升级的网站应用服务必须具有与 IPv4 服务一样的等保

级别和安全性；

IPv6 升级过程必须对于用户无感知；

IPv6 升级必须无缝支持 Web 技术发展未来趋势，如安

全网页传输协议 https 等；

IPv6 升级必须采用国际主流技术，符合 IETF国际标准；

并优选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IPv6 升级应尽量降低系统成本；

IPv6 升级应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性和可管理性。

为给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及学校落实两办《通

知》要求提供支持，由赛尔网络有限公司组织，来自中国教育和

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专家委员会及十余所高校的网络和信息

化专家相聚一起，集体对《通知》中提出的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涉及的工作指标和责任

分工进行了详细建议。

针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议实施好本

部门 IPv6 升级改造工作，包括应用基础设施、

门户网站、应用系统、用户终端以及网络安

全等；做好省域网、城域网升级；统筹所辖

区域 IPv6 规模部署行动。

针对各类学校，建议实施好本校 IPv6 升

级改造工作，包括校园网络设施、应用基础设施、门户网站、应

用系统、用户终端以及网络安全等，有明确的时间进度计划。

高等学校还应积极开展 IPv6 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

IPv6 技术保障支撑工作。

针对教育网网络中心，建议实施好教育网升级工作，开展教

育系统 IPv6 网络发展态势监测工作；各节点网络中心组织开展

区域性 IPv6 培训宣传活动及技术支持和咨询工作。

针对教育网运维分支机构，建议根据需要提供相应的升级改

造技术服务，配合开展区域性 IPv6 培训宣传活动。

在校园网 IPv6 升级中有两点需要特别

注意。

在网络管理理念方面。第一是以用户

为中心，接入方式丰富，满足各种用户需

要，使用方便快捷，尽量少设置障碍；第二

是开放的校园网络，使用标准协议，只要是

TCP/IP 系统，都可以接入；只要不违反法

律法规、不影响网络运行，都应该支持；第

三是支持技术研究，如支持 LUG（学生 Linnux 协会）开展 PXE

启动、开源软件镜像等技术探究。

在用户接入方面。在中国科技大学，用户 IPv6 在校内接入

是没有认证的，并且使用无状态地址分配方式，只要接入设备安

装 IPv6 协议就能分到地址，最大程度方便用户。

李星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张焕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副主任

付晓东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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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门应用为驱动力，促进校园网 IPv6 升级
李星：互联互通是根本，安全是保证 付晓东：对教育系统落实 IPv6 的建议

张焕杰：IPv6 升级要以用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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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门应用为驱动力，促进校园网 IPv6 升级
——专访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主任安杰

文 / 本刊记者  付涵

北京邮电大学是全国第一批部署 IPv6 的高校之一。

从 2005 年起，北邮开始在校园网大规模部署 IPv6，

2008 年已经实现全网双栈，所有校园网终端都可以使

用 IPv6 网络。目前校园网并发在线终端数量峰值为 6.13

万，其中获得 IPv6 地址的终端数量为 4.59 万。校园网

IPv6 出口带宽为 10G，接入 CNGI-CERNET2，峰值双

向流量达到 12G 左右。

北邮的 IPv6 建设中重点关注了对应用访问的迁移，

包括校主页在内的绝大部分 B/S 架构的信息系统都支

持通过 IPv6 访问，同时校内一些大流量应用如 IPTV

视频、P2P 下载等应用都会引导用户优先使用 IPv6 进

行流量分流。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信

息化技术中心主任安杰，他对校园网向 IPv6 升级提出

了建议。

全局规划，逐步实施

《中国教育网络》：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园网 IPv6

升级改造中，主要是以什么思路进行的？

安杰：北邮的校园网 IPv6 升级改造分两个方面。

网络上主要采用双栈方式进行改造，实现 IPv6 网络的

快速全面覆盖；对应用系统升级改造则采用逐步过渡

的方式，首先操作系统全部开启 IPv6 支持，优先保证

应用前端支持 IPv6 访问，鼓励发展原生 IPv6 应用，推

进应用向 IPv6 平稳过渡。

《中国教育网络》：在应用系统方面，您能否介

绍一下校园网是如何进行逐步迁移的？

安杰：首先升级学校的 DNS 域名系统，保证域

名系统能够支持对 IPv6 域名的解析，同时提供对北邮

IPv6 终端的域名解析服务，通过在上级 edu.cn 注册北

邮的 IPv6 DNS 记录，还可使其它 IPv6 终端用户通过

IPv6 网络解析到 bupt.edu.cn 的域名。

其次在大量应用系统对 IPv6 支持还不好的情况下，

对于主要的 B/S 架构的应用，采用反向代理的方式让

应用系统的前端访问支持 IPv6，通过使用反向代理发

布应用，除了保障原有安全设备可以继续使用外，还

保障了 IPv6 访问的安全审计。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在校园网进行 IPv6

升级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工作？

安杰：在校园网进行 IPv6 升级过程中，要做好网

络升级的全局规划，并逐步实施。首先要多与网络设

备商和有经验的学校沟通，了解全面开通 IPv6 对现网

的设备改造要求、网络设备对 IPv6 的支持能力和 IPv6

邻居表容量等重要指标；其次要规划好提供 IPv6 地址

的方式，充分了解 SLAAC 和 DHCPv6 对终端支持和管

理的优缺点，以及未来随着 IPv6 普及，如何做好 IPv6

网络的认证、溯源和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反向代理保障业务持续运行

《中国教育网络》：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园网 IPv6

升级改造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或问题？你们是如何

解决的？

安杰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

化技术中心主任



26 中国教育网络 2019.4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IPv6 规模部署最新进展
安杰：早期普及 IPv6 时，主要面临的困

难是用户终端对 IPv6 的支持，很多终端需要

单独设置，主要的办法是针对各种操作系统提

供详细的设置文档，帮助用户配置终端支持

IPv6，同时将校园网上部分用户感兴趣的应用

向 IPv6 网络倾斜，推动用户主动关注和使用

IPv6。

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 IPv6 的上网认证

以及安全和审计设备还很缺乏，IPv6 处于用

户使用量大但是难于管理的状态，目前我们采

用的方法是在网络架构上将用户上网区和数

据中心区进行分离，用户上网区对安全要求

相对较低，要保障用户可以方便使用 IPv6 而

不做太多安全限制，目前主要解决的是 IPv6

准入认证的问题，实现用户 IPv4 和 IPv6 一次

认证，保障安全的同时提升用户体验。而对

数据中心区域除了部署最新支持 IPv6 的下一

代防火墙外，还采用 HTTP/HTTPS 反向代理

等手段将部分 IPv6 流量转为 IPv4 流量进行安

全过滤和审计，保证原有的安全设备可以继

续提供服务。

以热门应用为驱动力

《中国教育网络》：从学校迁移到 IPv6

的角度看，你们希望获得什么帮助？

安杰：我们最关心的是用户使用的主要

应用是否有 IPv6 支持，尤其是国内主要互联

网内容商对 IPv6 的支持进展情况，这是校园

网用户使用 IPv6 的最大动力，我们希望能在

IPv6 资源建设上得到更多的支持。

《 中 国 教 育 网 络》：北京邮电大学在

IPv6 的升级改造中，您有什么经验分享？

安杰：认准趋势、优先发展、在基础网

络全面部署和稳定保障的基础上，以热门应

用为驱动力，提高用户对使用 IPv6 的兴趣。

《中国教育网络》：北京邮电大学在校

园网 IPv6 建设中的下一步规划是什么？

安杰：我们将继续推广 IPv6 的使用，鼓励

发展 IPv6 的原生应用，同时提高 IPv6 的安全管

理，通过准入认证实现对 IPv6 网络认证的管理，

提升对校园网 IPv6 管理的精度和力度。

骨干网 IPv6 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全国 30 省移动宽带接入

（LTE）网络均完成端到端 IPv6 改造，开启 IPv6 业

务承载功能；骨干网设备全部支持 IPv6，全国 13

个骨干直联点中有 5 个直联点开通 IPv6 互联互通；

截至 2018 年 11 月，基础电信企业分配 IPv6 地址

的 LTE 和固定宽带接入网络用户总数超 8.65 亿。

政府和央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重点关注互

联网应用的 IPv6 升级提速。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1 月，中国大陆 93 家省部级政府网站中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63 家，97 家中央企业网站中

已有 92 家；同时，互联网企业对于 IPv6 升级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进一步增强。

另外，支撑 IPv6 发展的产业环境正趋于成熟。从总体看，已初步形成了政企联动、高

效协同、多方参与，以及网络、应用和终端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中国广电建设“全国一网”战略目标
《中国广电 IPv6 地址管理办法》（草案）

制订了广电行业 IPv6 地址规划与分配的基

本原则、职责分工和申请流程。确认将实

行全网统一规划，各级网络分级管理的原

则。2019 年将在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

领导下，加快推进全国互联互通平台建设，

抓紧实施骨干网络五横五纵建设，扩大与

三大运营商的互联互通，重点推进广电行

业 IPv6 规模部署。

IPv6 部署进展较快，但普及率有待提升
《IPv6 业务用户体验监测报告》显示，

我国固定宽带 IPv6 普及率为 0.65%，IPv6

覆盖用户数为 240 万户，IPv6 活跃用户

数为 233 万户；网站的 IPv6 支持率为 7.59%，

中央及省级政府、中央媒体及中央企业支

持率为 8.33%，其中国内排名前 50 名的

网站支持率为 4%，国内排名前 50 名的移

动应用软件均不支持 IPv6。不难看出，尽

管我国部署 IPv6 进展较快，但与国家规

划部署的目标仍存较大差距，IPv6 普及

率有待提升。

互联网公司 BAT 全力推进 IPv6 改造
2019 年是开启服务提供商和终端用户

改造的一年。BAT 纷纷表态要推进 IPv6 战

略。腾讯旗下的腾讯网、腾讯游戏、腾讯

视频、QQ 浏览器等核心产品已全面支持

IPv6，QQ、微信、腾讯云也将在 2019 年内

完成 IPv6 的技术改造。阿里在 2018 年年底

宣布其集团内部的基础设施、云计算、应

用和生态等各方面已全面部署 IPv6，阿里

云宣布可以为企业提供全栈的IPv6解决方案，

阿里将在 3~5 年内完成 IPv6 生态建设。百

度云在 2018 年完成了一些负载均衡、弹性

IP 改造，在 2019 年将完成主要租户、网络

支持双栈协议，到 2020 年完成所有改造工作。金融行业带动全行业支持 IPv6 连接
1 月 9 日，央行发布了关于金融行业贯

彻《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

署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旨在加快推进基

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在金融行业规模部署。

意见提出到 2019 年底，金融服务机构门户

网站支持 IPv6 连接访问；到 2020 年底，金

融服务机构面向公众服务互联网应用系统支

持 IPv6 连接访问，并具备与 IPv6 改造前同

等的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紧接着其它服务

行业和企业陆续表态，将展开 IPv6 部署行动，

对外提供稳定的 IPv6 访问服务，接纳 IPv6

访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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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阶段向 IPv6 演进

IPv6 是互联网演进升级的必然趋势。自 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互联

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我国互

联网正式迎来了全面部署 IPv6 的新时代。一年多来，

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推动 IPv6 规模部署和快速发

展，IPv6 部署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2018 年中，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

<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

的通知》，对教育系统的 IPv6 规模部署从系统升级和

人才培养方面提出了两大目标，从基础网络设施升级

改造、应用系统和服务升级、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以

及 IPv6 技术的支撑保障四个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

本 文 将 重 点 介 绍 中 国 教 育 和 科 研 计 算 机 网

CERNET（以下简称“CERNET”）IPv6 的最新部署情况、

河南省教育系统 IPv6 部署的最新进展，以及在 IPv6 部

署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希望能为广大

教育用户在 IPv6 升级部署的实际工作中提供帮助。

我国 IPv6 最新部署和应用情况

“中国 IPv6 产业发展研讨会”上公布的信息显示，

我国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一年来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成效显著。

在网络设施 IPv6 改造方面，三大基础电信企业

全国 30 省移动宽带接入（LTE）网络均完成端到端

IPv6 改造，开启 IPv6 业务承载功能；骨干网设备全

部支持 IPv6，全国 13 个骨干直联点中有 5 个直联点

开通 IPv6 互联互通；截至 2018 年 11 月，基础电信

在一段时间内，终端网络将会处于纯 IPv4 网络、双栈网络和纯 IPv6 网络并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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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分配 IPv6 地址的 LTE 和固定宽带接入网络用户

总数超 8.65 亿。

在重点互联网应用的 IPv6 升级方面，截至 2018

年 11 月，中国大陆 93 家省部级政府网站中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63 家，97 家中央企业网站中已

有 92 家；同时，互联网企业对于 IPv6 升级改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也进一步增强。

教育网 IPv6 最新部署和应用情况

CERNET 在推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

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等方面，一直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

1. 从 网 络 建 设 情 况 来 看，2018 年 8 月，CNGI-

CERNET2 二 期 升 级 建 设 圆 满 完 成。 升 级 之 后 的

CNGI-CERNET2 覆盖我国 36 个城市，主干网总带宽

达 2950G，核心节点数量 41 个，主干线路带宽实现

10G~100G。

2. 从网络整体情况来看，CNGI-CERNET2 网络运

行稳定，流量相对平稳，核心节点可用率达 99% 以上，

主干线路故障率均值 0.33%。

3. 从 IPv6 用 户 规 模 来 看， 截 至 2019 年 1 月，

CERNET 已接入 IPv6 的高校用户达 1789 个，用户超

千万人（如图 1 所示）。

4. 在国内互联互通方面，截

至 2018 年底，CERNET 与三大运

营商及科技网开通 IPv6 网间带宽

共计 153.5G。

河 南省 教 育厅 于 2018 年 11

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教

育系统 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工作

的通知》，各级高校教育系统积

极 推 进 IPv6 的 规 模 部 署。 截 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 河 南 省 内 开

通 IPv6 的高校已达 105 所。17 个

省辖市基础教育城域网也依托 IVI

技术实现了 IPv4/IPv6 互通；省电

化教育馆作为省基础教育资源服

务中心节点，也接入了省网 IPv6

网络；26 所河南省高校门户网站

实现对 IPv6 的支持；各个高校也

正在积极建设支持 IPv6 的各类信

息资源和业务系统。

IPv6 部署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部署 IPv6 不能以舍弃原有的 IPv4 网络为代价，

IPv6 部署升级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从 IPv4 向

IPv6 演进的过程中，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如图 2 所示）:

第一阶段：纯 IPv4 阶段，即纯 IPv4 网络，IPv4 终

端和 IPv4 资源互访。

第二阶段：IPv4 向 IPv6 过渡阶段。终端和资源端

需要从 IPv4 阶段过渡到 IPv6 阶段，可通过双栈技术或

者外挂翻译设备来实现。如果使用翻译设备，可分为

两个子阶段：前期是 IPv4 网络，主要技术策略是 IPv4

加挂“IPv4 转 IPv6”翻译设备，支持 IPv6 的访问；后

期建立的是 IPv6 网络，对于少量 IPv4 的访问，可外挂

一台“IPv6 转 IPv4”翻译设备，支持 IPv4 的访问。

第三阶段：纯 IPv6 阶段。IPv6 终端和 IPv6 资源互访。

在一段时间内，终端网络将会处于纯 IPv4 网络、

双栈网络和纯 IPv6 网络并存的时期。其中，双栈网是

基于现有网络的升级，能直接为用户提供便捷的 IPv4/

IPv6 双栈网接入、认证和管理功能；新建的纯 IPv6 网

是基于现有网络的扩展升级，通过 IPv6 过渡技术能够

与 IPv4 网互通互联。

在实际的 IPv6 部署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典型

图 1 高校网站 IPv6 支持情况（来源：http://ipv6c.cn/mainPag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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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例如：

1. 设备的支持性

虽然 IPv6 在 CNGI-CERNET2 中已经测试运行多

年，但很多学校的现网设备仍然不支持 IPv6。对此，

CERNET 运营单位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

尔网络”）结合各地分公司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

情况，总结出 IPv6 支持度不高的设备列表。在部署的

前期，首先明确学校基础设备可用性，协助对不支持

IPv6 的设备进行最新固件升级，对于过于老旧的硬件

设备则提出更换设备的建议。

2. 认证、计费、审计问题

目前，大部分高校对于校园网的使用都有认证

和计费机制，且大多支持 IPv6。很多高校校园网使

用 BRAS 进行认证的大二层架构，偶尔会出现 IPv4 和

IPv6 认证冲突和重复认证的情况，在与厂商进行沟通

后，将 BRAS 升级到最新版本即可解决此类问题。

3.IPv6 地址规划及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地址溯源

问题

由于 IPv6 地址空间极大，很多高校在部署 IPv6 的

时候，地址空间划分的太碎片化，导致极难管理。因此，

建议在部署 IPv6 之前，首先要对 IPv6 的地址有一个良

好的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制定好分配标准

及原则。

地址空间过大同时带来了地址溯源的问题。IPv6

的地址分配分为两种：无状态的地址分配（stateless）

和有状态的地址分配（stateful）。

无状态的地址分配使用 ND（RFC2461）协议，通

过路由宣告的方式自动配置 IPv6 地址，这种地址分配

方式支持所有终端，配置简单，因此在部署前期，很

多高校采用的是无状态的方式来进行地址分配。但是，

该方式对于校园网管理来说比较困难，因为无状态随

机分配的地址变化频繁，很难进行管理和溯源。

而有状态的地址分配方式使用 DHCPv6 协议，虽

然可以解决溯源和管理的问题，但对于某些终端以及

设备的支持度不够。

因此，在地址分配方面，如果使用无状态的分配

方式，就需要有其他的采集交换机信息及 radius 记账

信息等方式来保证溯源。

关于 IPv6 安全措施

IPv6 因地址空间巨大，在应对部分安全攻击方面

具有天然优势，在可溯源性、反黑客嗅探能力、邻居

发现协议、安全邻居发现协议以及端到端的 IPSec 安全

传输能力等方面可提升网络安全性。

然而，IP 协议只是网络层的协议，其安全性设计

的再好，也只能保证本功能层的安全，其他功能层如应

用层的网页服务、邮件服务及文件传输等服务的安全，

仍难以保证。所以，在安全方面，IPv6 相对 IPv4 来说，

对当前网络的各种安全风险的防范并没有太大的提高。

此外，当高校网络升级 IPv6 之后，便会面临来自

IPv4 和 IPv6 网络的双重嗅探和攻击，既可能有网络层、

应用层的攻击，也可能出现其它不可预期的攻击形式。

因此，IPv6 升级工作也必须预先考虑安全防护问题。

一方面，要改进完善技术手段。

一是改进防火墙的策略，应对拒绝服务攻击。

IPv6 相对 IPv4 在数据报头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要求防

火墙必须解析整个数据包才能进行过滤操作，这对防

火墙的处理性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各

种技术手段，提高防火墙的性能，适应 IPv6 的需要。

二是完善入侵检测系统的配置，严格限制用户。

IPv6 引入了网络层的加密技术，未来网络数据通信的

保密性将会越来越强，要求入侵检测系统在任何网络

状况、任何服务器、任何客户端、任何应用环境都能

进行适当的自转换和自适应，以严格控制访问用户的

身份认证和权限验证等内容。

三是采用安全迁移设计，保障快速平稳过渡。目前，

IPv4 正在向 IPv6 过渡，与采用其他任何一种新的网络

协议一样，其安全措施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和测试，

避免产生新的技术漏洞。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防护机制。

尽管 IPv6 还不是当前网络通信的主流协议，但从

长远看，有必要开展超前研究，从健全安全防范制度

和建立防范体系两个方面，制定下一代互联网的系统

图 2  IPv4 向 IPv6 演进的三个阶段

纯 IPv4 阶段 IPv4 向 IPv6 过渡阶段 纯 IPv6 阶段

安全、管理

IPv4/IPv6 双栈
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纯 IPv4 网络 纯 IPv6 网络

纯 IPv6 网络

纯 IPv4 网络
IPv4 终端和 IPv4 资源互访

外挂翻译设备

支持 IPv4

外挂翻译设备

支持 IPv6
IPv6 终端和 IPv6 资源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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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机制和信息安全机制。

一是要健全安全防范制度，保障网络系统安全。

为加强网络系统安全，在管理上要建章立制来强化相

关人员的安全意识及规范其处置行为。例如，建立安

全检查制度，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来进行安全保密检

查，排查安全隐患，杜绝网络违规操作，减少人为纰漏；

建立网络值勤制度，不断强化网络值勤人员的保密意

识、责任意识及服务意识，明确人员的职责划分和操

作规程，建立完善的值勤登记统计，使网络值勤管理

精细化、正规化。

二是要建立具有主动性的网络安全防范体系，确

保网络信息安全。采取加密、认证、数字签名、访问控制、

安全代理、安全审计和监督控制等多种安全防护机制，

实现信息储存保密、传输保密和浏览保密，进行实体

认证、操作员认证和信息认证，从运行机制上保证网

络信息的安全。

CERNET IPv6 服务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教 育 用 户 的 IPv6 部 署 及 应 用，

CERNET 及赛尔网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有效举

措，以实现教育领域 IPv6 全覆盖为目标，优先发展

IPv6 用户，以全面领先的 IPv6 服务，促进 IPv6 在国内

教育科研领域的规模部署以及以 IPv6 为基础的教学和

科研发展，推动 IPv6 应用创新。具体如下：

1.IPv6 升级服务

基于清华大学的技术优势，以及丰富的网络规

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管理等经验，赛尔网络形成

了较为完备的网络建设整体解决方案，针对不同网络

的实际情况，配合接入用户部署和应用校园网内的

IPv6，量身打造校园网 IPv6 升级和网站 IPv6 升级方案。

特别是基于清华大学 IVI 技术自主研发的 IVI 翻译系统，

已在 100 多个校园网进行验证部署，并在河南、天津、

南京、云南、吉林等地实现商业部署，实现了 IPv4 与

IPv6 的无缝链接。

在部署和应用 IPv6 的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的部

署原则：

（1）尽量不改变现有网络拓扑；

（2）不影响用户的上网体验；

（3）可平稳演进到纯 IPv6 互联网；

（4）尽量对用户无感知；

（5）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性和可管理性。

2. 网络安全运维服务

赛尔网络拥有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体系，设立 31

个分公司，打造了一支稳定的网络安全技术队伍，形成

了“以总部为中心、以分公司为支撑”的网络安全应急

服务体系，可实现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及时响应和处置。

依托专业的安全技术服务团队，赛尔网络可为高校提供

全面的网络安全运维服务，为学校的重大活动提供网络

安保，为高校所属资产进行 7×24 小时的监测及预警，

对发现的安全问题进行跟进处理和及时修复等。

3. 下一代互联网产业服务

发挥 CERNET 创新平台的作用，搭建下一代互联

网重大应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网络空间安全创新中

心、创新孵化基地、专利服务平台、成果转化基金以

及产业资源中心六大业务平台。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

持，全力支持高校创新创业，鼓励并推动高校在网络

基础设施、IPv6 关键技术研发、网络安全等科研项目

的参与，为高校的创新创业提供实验平台和支撑保障

基础。

此外，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和下

一代互联网创新大赛面向 CERNET 会员高校开展，旨

在鼓励并扶持高校师生开展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

及应用研究，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

4. 其他服务

面向会员高校，CERNET 与赛尔网络还将根据实

际需求，不定期组织各类技术培训、论坛等活动，促

进校际学术交流与沟通，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咨询和

网络测试等全方位服务，帮助高校全面部署 IPv6 网络，

提升高校 IPv6 技术水平，真正实现校园网有线网络和

无线网络 IPv6 的全覆盖。

自互联网传入中国以来，CERNET 始终发挥着示

范先行和创新领先的作用，为我国互联网及下一代互

联网的发展，以及与国际接轨作出了重要贡献。教育

领域在 IPv6 技术的研发以及规模部署和创新应用等方

面，也一直是我国 IPv6 发展的先锋。

以政策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以创新为动力。

今后，CERNET 将继续服务广大教育用户，不忘初心，

为我国教育领域的 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教育信息化

的健康发展竭尽全力，为我国网络强国伟大战略的早

日实现保驾护航！        

（来源：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本文原文刊载于《河南教育

信息化》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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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IPv6 的部署规模一直在增加，让我们用这篇“IPv6

迁移问题 Top5”来深入探讨如何帮助网络运营团队进行 IPv6

迁移。

IPv6 迁移中的五大网络管理问题

首先是说服机构的管理层批准 IPv6 迁移项目。由于 IPv6 暂

时还无法完全取代 IPv4 网络，需要保持 IPv4 和 IPv6 并行运行，

所产生的运营成本会直接关系到财务。本问题中，我们提到的

是 CIO 或 CFO，也可以是项目批准程序中其他的决策者或利益

相关者。类似这种问题通常也会在其他项目中出现。不是每个

人都是技术专家，也不应该期望每个人都专业。作为IT专业人员，

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专业知识有效地表达出来，让决策者不是

基于恐惧、困惑或过去不成熟的经验，而是在了解足够信息的

问题 1 说服 CIO/CFO 批准迁移

情况下做出决策。

决策者必须深刻理解迁移过程中的利害关系及其对机构的

意义。这就需要从多个角度思考决策者可能想了解的相关事项，

并针对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和不确定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还应该

明确的是，有利的成果和不良的后果都必须作为迁移项目的一部

分进行说明。要适当利用沟通技巧。通过有效沟通，这种问题应

该更容易处理。

另一个建议是不要仅仅给决策者展示短期影响（可能获得

新的硬件，培训等），还要说明长期效果。如果顺利完成 IPv6

部署，会在不远的将来 IPv4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带来很大的优势。

接下来引出话题“纯 IPv4 网络对我们还有什么用 ?”成本不会

永远增加，这种协议的转变可能会有一个技术实现过程，导致

成本短期增长，之后会慢慢下降直至低于遗留成本，同时带

来更高的可扩展性和其他性能。这些是高管们喜欢的长期规

划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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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包括金融资产，也包括人员成本

和时间成本。对于 IPv6 迁移，以上三者

均包含在内，但更多的是人员和时间成本。

为了尽快完成项目，需要进行大量的规划，

确保最终能够完成所有工作，然后根据规

划执行相应的流程。任何包括新设备（路

由器，交换机）或服务器在内的金融成本，

都应予以考虑。但我们将重点关注其他两

项成本，因为他们后续可能会大幅增长。

项目中合理的人员配置有利于降低

成本。这些人员需要有高效完成任务的

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丰富的经验

和创意（可能除 IT 部门之外并不丰富，

但聊胜于无）。编写和推出规划的速度

越快，所需的时间和人员就越少，成本

也就越低。在这项规划中，建议与其他

项目同时进行。IPv6 迁移启动之后，就

可以与其他正在实施的项目同步执行，

如 PC 更换项目。如此一来，同时执行两

项任务，避免重新回溯到已完成的项目，

从而节省成本。为了降低成本，这些理

念很多已经被一些企业通过相似的方式

实践过了，你还可以向项目经理或其他

人员咨询更好的方案。

从金融成本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成

本将产生在具有 IPv6 功能或者是不兼容

IPv6 迁移将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

程，涉及机构中的所有部门，至少是所

有使用计算机的部门，以及任何一台能

联网的设备。考虑到迁移工作是长期进

行的，每一个人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

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果，平稳过渡，其中

的复杂性显而易见。还有其他问题，如

IPv6 的兼容性以及 IPv4 移除，我们将

在后面讨论。

现在，让我们忽略技术细节，聚焦复

杂性问题。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复

杂性问题，它们都离不开规划。为确保不

遗漏任何事项，我们必须制作一个规划，

详细地标明时间节点、要迁移的设备组、

优先级等信息。这样你就可以将复杂的问

题分解为更易处理的可控分片，也更易与

机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沟通，还可以借助

IPAM 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IPAM 可以生

成报告以便在规划过程中使用。

以上只是对潜在复杂性的简要说明。

网络上共存的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设备会使

情况变得复杂。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

是降低复杂性，可以按照分组、设备、时

间或最适合你的方式来规划迁移。重要的

是要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这样才能使迁移

工作获得成效，部门也会接受。还应确保

在整个迁移项目中，网络上的每一个组件，

都能够被追踪、检查和更新。

开始制定规划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

对环境进行审计。这可能需要库存设备

列表、网络扫描工具或者只需将所有电

子数据表格和系统与你需要的信息归结

到一起。取得基本的概览之后，就可以

深入了解环境状况并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在部署 IPv6 时，不太可能一下完成所有

操作，你可能需要先选择一些可以让你

在安全的网络环境 ( 如企业应用的模拟

环境 ) 中测试 IPv6 局限的试验项目。这

样你就可以在真实网络环境中优化一些

操作流程。

问题 2 成本 问题 3 复杂性

IPv6 的新设备上。但是，有一项需要考虑

到的特殊成本是 IPAM 解决方案，一个可

以索引、搜索和分析现有网络 IP 地址方

案的软件套件。这里特别提及 IPAM 是因

为它的功能性，也可以在某个组会或演示

中作为一个主题单独讨论。

涉及到成本问题，请注意它不仅仅指

金钱，而是代表可能会被使用到的任何资

源。时间和人员成本是应该在任何时候都

着重考虑的。咨询商界领袖如何节约成本

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同时让优秀的团队成

员参与项目，甚至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也

能帮助节约成本。至少，尽量做到不超出

成本。

软件可能是在 IPv6 部署中无法明确

计算成本的一个方面。可以细化到一些事，

比如：

你 5 年前购买的软件永久许可证维

保已到期，升级之后会支持 IPv6 吗？或

者你需要为这样的遗留应用程序维护一个

IPv4 网络孤岛吗 ?

监控通常是基于“终端或应用”，但

是某些监控系统可能会将添加 IPv6 视为

“一个终端”，而不是当前系统的扩展。

基于你的监控平台，部署 IPv6 可能意味

着成本要提升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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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是处理现有的 IPv4 库存。对于许多网络管理员来说，步骤包括购

买新设备、实施部署、临时挂上旧设备做备份，然后舍弃旧设备。库存不单指设备，

还应包括 DNS 和 DHCP 等服务，它们在 IPv6 中会有所调整或彻底被舍弃。IPv4 从网

络中移除是 IPv6 迁移的最后一步，然而在此之前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过渡，因此这

仍旧是一个问题。最好的做法仍然是丰富 IPv6 功能（如 IPv6 反向查找，AAAA 记录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划仍然是关键。对于本问题，重点不是规划本身，而是在于

如何执行。到这个阶段，应已经完全实现双栈运行，所有不兼容的设备已被换掉或上面

运行的功能已经迁移到兼容设备。然后可以关闭 IPv4 的 DHCP，所有配置静态地址的设

备已经移除 IPv4 地址。问题来了，如果此时一个设备丢失，它将立即失去与网络的所有

通信。算上具有同样问题的设备数量，涉及范围会变得更大。这意味着必须解决 DHCP

管理 / 控制问题，如果你还没有自动化配置，那么是时候了解一下了。

除了适当的规划和执行，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如果你的

目标是关闭 IPv4，可以通过组策略或配置分发程序等网络管理工具来完成。通过

IPAM 还可以看到是否仍有不兼容 IPv6 的设备，以及哪些设备尚未使用 IPv6 地址。

如果你的目标是双栈，那么你的规划会有更大的价值，因为你实际上是同时运行的

两个网络。测试 / 实验环境是必需的，并且一定要与制造商确认核实，以防从服务

器和防火墙这样的设备中删除 IPv4 通信方法，导致重启或出现奇怪的现象。当然，

必须要计划好停机时间，工作时间内，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执行这种操作。

然而，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基于规划做一些部署决策。如果同时运行 IPv4 和 IPv6，

可能会更容易确保网络按照预期正常运行，因为大多数系统都很智能，可以使用任一

种可用的协议栈。而关闭 IPv4 的情况下就会遇到挑战——“不兼容”的网络因素将会

显现（有好有坏）。在任何部署规划中，测试都是关键步骤。经过长期测试才能确保

双栈的部署顺利进行。现在只需把这一切做好，最后一步就是从网络中移除 IPv4。移

除之前，要反复检查备份和所有报告，确保它们准确无误，然后可以一键删除 IPv4。

IPv4 从网络中移除后，物理库存设备的移除就没有时间要求了，不能与 IPv4 地址通信，

这些设备将无法正常运行，也不会对网络连接构成威胁或带来安全风险。

遗留系统基本上可以定义为老旧系统。与当前技术相比它

们可能缺少一些通用功能，但因为它们对机构保持良好运转有

着关键或重要作用，因此没必要替换掉。随着 IPv6 的部署，值

得重视的是遗留应用程序周围的网络环境在发生变化。

当一个机构使用双栈技术部署 IPv6 时，网络中的设备需要

同时配有 IPv6 和现有的 IPv4 地址（称为双栈技术）。如果设备

无法使用 IPv6 地址，最终将因无法被寻址或正常通信（可以利

用隧道技术，它也会产生相应的管理开销）而导致一系列问题。

也可以强制只使用 IPv4 地址，但随着更多支持 IPv6 的系统在网

络中上线，遗留系统将更加成为一种负担。

处理遗留系统的最佳方式是从兼容性方面进行分析。鉴于设

备的数量，这项工作可能会占用大量人力资源。IPAM 可以协助分

析，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你需要登录服务器执行性能评估任务。

通过扫描和探索网络，IPAM 可以确定连接到网络的设备的兼容性，

并生成报告。重点强调一下，做了这些还不够，还要让它确保迁

移过程中的正确寻址。更重要的是，它会帮你了解硬件级和应用

程序级的兼容性。通过基本的扫描和操作系统级别的评估，能够

确保 IPv6 不会有任何基础架构上的问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应用程序方面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

网络审计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

设备的某个重要部件无法兼容是不可避免的。到那时，IPv6 的

部署计划将扩展到包括所有这些设备，需要单独为这些设备做规

划，并与 IPv6 迁移并行实施。确定所有设备的兼容性，越快越好，

因为将据此确定时间线，同时能更好地明确 IPv6 的部署范围。

以上只是关于 IPv6 迁移的五大

关键问题，特别是对网络管理员而言。

IPv6 的迁移项目还有许多其他挑战和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包括前面提到

的五个，都有些基本的策略能将它们

的影响最小化。

沟通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部门

内部的沟通。IPv6 迁移关系到每个

人，所以应该让他们也都参与其中。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参与项目的每个

阶段，但这样有助于建立团队氛围。

沟通有利于制定规划、相互理解，把

每个人都凝聚到迁移项目上。同时要

利用好部门内所有可用资源以及像

IPAM 这样的外部资源。

无论采用哪种方案，整个迁移都

需要时间、资源和规划。需要一个接

一个的会议，其间大量的信息汇集交

换，然后得到利用。通过整个部门的

集体协作，就能把这五大问题以及本

文未提及的其他问题对迁移项目的影

响降到最低，从而拥有更高的概率保

证顺利迁移。

（来源：www.6connect.com，翻译：范吉利）

问题 4 处理遗留系统问题

问题 5 清理当前的 IPv4 库存
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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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全面互联的时代，大学中的学生们都

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而且并非都出于明确的学术或教学目的。

最近的研究指出，接近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自己几乎是随

时在线的，而这个比例在年轻人（18~29 岁）中还更高。游戏系统、

流媒体设备、声控个人助理威胁着要榨取宝贵时间和带宽，而这

本来是可以更多用在学术或知识追求上的，然而数据表现却并非

如此。实际上，学生对于应有的学习任务还是相当认真的。

我们请学生们估计自己在一天中用于在线活动上的时间，

总体上，学生们表示用于在线作业和研究的时间要多于在社交

网络、视频、游戏或其他在线活动上的时间。如图 1 所示，学生

用在在线学习或研究的时间与其他在线活动是差不多的，接近一

半（40%）的学生回答称每天用 3~4 个小时在线从事学业；来自

不同类型高校、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别的学生的结果大致相似。典

型情况下，学生用在社交媒体（37% 的受访者）和流媒体（36%

的受访者）上的时间大约是学习或研究时间的一半，也就是 1~2

个小时。大约有三分之一（32%）的学生每天用在其他在线活动

上的时间不足 1 小时。大多数学生声称他们不玩在线游戏，不过

玩游戏的学生中男生占绝大多数。此外，女生则更可能更多地在

线做作业或进行研究。

这些结果凸显出网络连接在学生的学术工作和休闲兴趣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更加重要的是，研究发现表明，学生有大

量的在线时间用于和课程任务有关的活动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大

多数学生（69%）表示他们边上学边从事每周 10~29 小时的工作，

那么这个数据就更加突出了。因此，看起来男生女生们并没有太

多的空闲时间。要为半工半读的学生的学术发展提供支持，提供

可依赖的 Wi-Fi 连接是一项关键，特别是考虑到当这些学生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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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的报告能够促进学校各方展开重要的对话，讨论信息技术、多元、公平、包容以及无障碍。收集越多的证据来理解学生在信息

技术上的偏好和关系，就越有助于教师和 IT 部门做好准备，满足学生的当前需要和预测他们的未来需要。相信这份报告能够

为学校各方提供可操作的建议。

学校应提供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环境
——2018 年 EDUCAUSE 本科学生与信息技术关系研究报告（三）

图 1  学生在线活动占用时间的典型情况

作业或研究   

流视频       

社交媒体     

其他在线活动  

在线游戏       

1~4 小时

1~2 小时

1~2 小时

0~2 小时

0 小时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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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部分都偏好混合式教学环境的情况下。既然

学生没有花大把的时间没完没了地沉迷于视

频或玩游戏，那么可靠的 Wi-Fi 网络，特别

是在校内居所和公共空间中，能够为他们提

供机会来平衡学校要求和流行休闲活动，以

及联系其他社群。

无障碍性

经过了困难的新生第一学年，卢卡斯

（Lucas）意识到他需要帮助。高中时，他被

诊断出了影响精细动作技能的残疾，接受了

治疗和特别安排，这帮助他完成了学业。当

大学生活开始时，他决定不去残疾服务办公

室进行登记。不过大学的要求确实具有挑战

性，他为了能跟得上而努力奋斗着。长时间

的常规书写对他而言非常痛苦，写出的课堂

笔记也无法辨认，他最适合使用的是笔记本

电脑。2017 年以来有半数的教师不允许在课

堂上使用笔记本电脑。残疾服务办公室需要

最近三年内的残疾情况证明，因此卢卡斯去找医生进行了复查，

挣钱支付了检查费用（因为不涵盖在保险里），才能填写用于申

请残疾人特殊安排的必要表格。随后他进行了残疾登记，获得了

可以在课上使用笔记本电脑的特殊安排，并且在课程开始前提前

通知了所有教师。在经济学导论课程的第一堂课上，教授重申了

课堂纪律，其中就有禁止在课堂上使用个人 IT 设备。坐在他旁

边的学生在收起笔记本电脑时对他说：“你没听见么？我们在课

堂上不能用笔记本电脑。”尽管卢卡斯获得了特殊安排，然而他

并不想和陌生人讨论他的残疾。他合上了笔记本电脑，拿出了纸

和笔。

《1990 年美国残疾人法案》要求学院和大学对登记为残疾

的学生进行合理的特殊安排，提供或改造设备，实现设施无障碍，

并提供阅读者或翻译者。从那时起，学校应该提供无障碍网页内

容和技术就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而是一项法律义务。高

校如果没有为学生的需求提供特殊服务，就可能会面临诉讼、投

诉或和解。然而，学院和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可能是不了解

学生需求。2018 年，学生受访者中有 7% 自认为存在身体残疾或

学习障碍，在课程学习中需要无障碍或适应性的信息技术。值得

关注的是，其中有 27% 的学生将学校对他们需求的了解评价为

“差”。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学校对学生需求的了解给出差评

的学生比例在过去三年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令人欣慰的消息来

自于这些学生对获得信息技术辅助情况的评价。对所获支持评价

为“好”和“极好”的学生比例是最高的（占自认有残疾学生的

42%），而评价为“差”和“中性”的学生数量比之前也略有减少。

在学校对学生需求的了解方面，仅存在身体残疾的学生中给

出差评的比例（58%）要远远高于仅存在学习障碍的学生中的比

例（7%）和同时存在身体残疾和学习障碍的学生中的比例（8%）。

如图 2 所示，博士层次公立高校中，42% 的学生认为学校关于他

们需求的知识很薄弱，明显高于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中的其他任

何类型（最接近的是硕士层次公立高校的 10%）。专科层次高校

受到的评价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高校，对信息技术需求的了解和

支持被这些学校中的大多数学生评价为“好”或者“极好”。本

科层次高校在了解和支持方面的得分也不错，特别是在支持方面。

数据也对这个发现提供了支持，数据指出高校的规模也是一个影

响因素，如全日制学生规模超过 1.5 万人的高校在了解需求方面

被评为“差”的比例最高（41%），而且被评为“好”和“极好”

的比例最低（32%）。身体残疾的学生中进入博士层次的公立高

校的比例略高，而且其中有 93% 的学生是具有佩尔奖学金的资

助资格的。

总体而言，数据指出 IT 无障碍性对于许多存在身体残疾和学

习障碍的大学生是一大问题。根据这些学生的反映，高校还有很

大的改进空间。对于规模最大的那些博士层次的公立高校，面对

要服务的那么多的学生，做到了解他们的需求也许是特别大的挑

战，而且用于特殊安排的资源也是个问题。对于学生需求的了解

图 2  学校对学生在无障碍和适应性技术方面需求的了解程度

有身体残疾的学生

有学习障碍的学生

既有身体残疾又有学习障碍的学生

对学生需求的了解

无障碍或适应性技术支持

对学生需求了解

无障碍或者适应性技术支持

对学生需求了解

无障碍或者适应性技术支持

学校不了解 / 不提供 差 一般 中等 好 极好

学校对学生在课业所需的无障碍或者适应性技术方面的需求

学校对学生在课业所需的无障碍或者适应性技术方面的支持

学校不了解在无障碍或者适应性技术方面的需求 / 未向学生提供所需的无障碍或适应性技术支持

调查对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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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依赖于学生是否会向学校透露其残疾情况。实际上，研究指

出，学院和大学中学生透露自己残疾情况的比例是很低的。许多

学生并不会透露被诊断出的残疾，因为害怕被教师置于不利地位，

如果残疾不明显的话还害怕不被人相信。专科层次高校在应对这

些需求方面更加成功，因为社区学院比其他类型的高校接受的残

疾学生数量都要多。许多社区学院也开设提供学术支持的过渡项

目，帮助学生获得自我调适的技能，从而可以更加成功地进入四

年制大学或进入职场。然而，这些项目中有些是由其他类型的高

校提供的收费项目，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将部分学生拒之门外，

特别是考虑到大部分残疾学生有佩尔奖学金的资助资格，即表示

他们在社会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时，尤为如此。为了增进学校对

残疾学生需求的了解并提供更好的支持，我们提出下列建议：

成为实施辅助 / 无障碍技术和通用教学设计过程中的合作伙

伴。IT 部门可以积极主动作为，就残疾人服务和其他单位一起

确定残疾学生支持方面的缺口，并在弥补缺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通过无障碍工作坊、会议和培训等方式为 IT 人员进行职业

能力提升；结合校园 IT 产品的开发、采购和实施制定相应的无

障碍政策。鼓励全校所有相关各方培养“无障碍思维”来更好理

解残疾学生的需求。对面向这类人群的信息和课程资料进行复审，

通过聚焦于包容性和通用教学来强化无障碍性，从而帮助消除学

生学习障碍的污名化问题。课程大纲中的无障碍声明是学校和残

疾学生联系的关键点，可以以此鼓励他们透露那些影响他们学习

的个人信息，并开启与学校之间的有效对话。

向教师们提供关于实施《网页内容无障碍指南》（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和其他通用 / 包容性教学活动方

面的培训。针对课堂内禁止使用个人设备可能对残疾学生带来的

不公平影响和潜在的法律问题对教师们进行教育。同时，终止笔

记本电脑禁令。

无障碍性当然应该是全校性的决心和投入。然而，IT 部门

可以采取这些步骤成为学校层面上的战略合作伙伴，为残疾等有

教学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更加包容性和更加支持性的环境。

学生成就工具

在线的学生成就工具可以归为两大类：辅助学生取得学业成

就的工具，如早期预警系统；还有辅助学生处理学生事务的工具，

如追踪学分和注册状态的自服务系统。我们询问了学生，是否知

道学校提供了这些学生成就工具，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这些工具是

有用的。总体上，认为辅助处理学生事务的工具比辅助取得学业

成就的工具更有用的学生占多数。如图 3 所示，几乎所有学生对

那些帮助他们处理事务、进行学位审核、追踪学分或学分转移或

双学位注册情况、规划学位目标的工具的评价至少是“中等有用”。

尤其是学位审核工具，给出“非常有用”或“极其有用”评价的

学生比例比其他工具都高。在这组工具中，学生最少使用的是自

助服务推荐系统（self-service referral systems），如用于志愿者

或危机咨询服务的那些系统。

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对课程表现提出改进建议的工具

至少是“中等有用”的。然而，更多的学生表示，和学生事务工

具（如注册工具）相比，他们用学业成就工具更少。更值得关心

的是，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不用早

期预警系统，这也许可以用对这

类服务的消极态度来解释。如果

该系统被认为是一种“老大哥”

（Big Brother）机制，是惩戒性的、

妄下结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

看的机械战警一般的学业顾问，

或者是为了形成负罪感而不是提

供支持和鼓励的话，学生就不会

想要使用这个系统。辅助学生事

务的工具，如缴纳学费，不会要

求学生做什么：它们只是为学生

提供服务。学生也许会认为工具

安排的一次面谈是布置的额外工

作。学生不了解如何能利用这些

工具来取得学业成就也是可能存

在的。
图 3  学生对学生成就工具的评价情况 

辅助学业成就工具                        

关于未来可能会考虑要选修的课程指南

用于尽快捕获潜在学业问题的早期预警系统

为如何提升课程表现提出建议性的工具

指出新的或不同的学术资源的工具

辅助学生事务的工具

指出获得学位所需课程的学位计划或者规划工具

展示学位要求完成情况的学位审核工具

进行学生相关事务的自服务工具

追踪学分、学分转移和双学位注册的自服务工具

社会或社区资源的自服务推荐系统

没有用过这项服务 发现这项服务有用

在知道各个工具的学生中的比例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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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学生发现学生成就工具有用呢？总体上，和其他学生相

比，少数群体学生和有佩尔奖学金资助资格的学生对辅助学业成

就的工具的评价为“中等有用”以上的更多。尽管家庭第一代大

学生应该是学生成就计划针对的重点人群，但他们反而不太可能

认为这些工具有用。根据预测，今后若干年内低收入、少数群体

中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将会是大学新生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不

过，研究进一步指出在毕业率上存在着种族差异。学生成就规划

和咨询集成（Integrated Planning and Advising for Student Success，

第一代称为 IPAS，第二代称为 iPASS）项目是以提高毕业率为目

标的，这个项目获得了那些缺乏话语权的学生的积极评价，这也

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同时学校也应当注意到，即便学生知道

有这些学业成就的工具，但也还有 20% 左右的学生不用它们。

此前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早期预警系统等在线学生成就工具在提

高学生表现方面的益处，因此这一点值得关注。

显而易见，学生想要利用这些工具取得学生成就。高校应

当投入更多力量和学生沟通这些工具的好处，通过入学教育和

咨询面谈，或者通过在社交媒体和学校网站上进行推广，把信

息传达给包括教师和职员在内的广大受众。高校还应该努力增

加教师在使用这些工具方面的参与程度。2017 年，我们发现有

16%~28% 的教师无法使用这些服务，并且有 23%~34% 的教师

可以使用这些服务却显然选择不去使用它们。IT 和学生成就领

域的领导者们应当把教师对这些计划的接纳程度作为实施中最

关心的事。高校还应当确保早期预警系统的信息是以学生为中

心的——例如具有互动组件，可以根据每个学生在课程中确定

出来的特有难点而回应一些独特的需求。对这些方法进行个性

化，可以为学生使用这些工具提供辅助，从而提高实现学业成

就的机会。

建议

继续向学生提供那些对于学业成就最为重要的、基本的信

息技术。例如桌面计算机实验室的维护、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

脑租用计划、个人学习用设备的谈判折扣等方式可以让几乎所

有学生获得用于取得学业成就的信息技术条件。要避免形成新

的数字鸿沟。对于类似 AR/VR 头盔和 3D 打印机 / 扫描仪的前

沿技术，应该以在创客空间和图书馆等地点放置的形式面向全

体学生开放。

终结教室中的学生个人设备禁令对学生成就有着重要意义。

尽管有互联网连接的设备可能会在课堂上使学生分心，然而有许

多学生发现这些设备对他们学业成就的重要性要明显高于其他同

学，对于女性学生、有色人种学生、残疾学生、家庭中第一代大

学生、独立谋生的学生（无论是否有家人要扶养），以及来自于

社会经济劣势背景的学生来说尤为如此。学生对数字设备的依赖

程度不同，而教室中的学生个人设备禁令无差别地削弱了他们的

能力，这就对那些最依赖这些设备的学生形成了不必要（甚至可

能是非法）的障碍。

提升校园 Wi-Fi 网络的覆盖率和连接质量。学生应当能够

在学校的 Wi-Fi 网络中获得与公共 Wi-Fi 网络和家庭网络类似

的体验。在校园的全部区域都可以连接到 Wi-Fi，应当被认为是

高等院校的行业标准。如果不做这些改进的话，学校 IT 部门将

会不断听到学生对于网络连接的关注和抱怨，同时对学校中的信

息技术体验给出更差的评价。学校 IT 部门应当提升校园网络中

的物联网接入，并且要积极主动地与学生、教师和员工沟通，说

明网络安全措施的提升会怎样影响他们的登录体验。

提高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境的认识，了解其优势、期望和要

求。学生应当从学校多个信息渠道中获得一致和明确的信息，从

而在选择教学环境时能够获得全面的信息来做出最适合他们学习

和生活的决定。学生应该在大学生涯的早期就接触到混合式教学

环境，而那些缺乏混合式教学经验的教师也应该获得相应的职业

能力提升机会。

确保走读学生拥有必要的工具和信息来利用混合式和在线

教学的优势，以及利用学校的信息技术条件来满足他们的学业

需求。校外居住的学生也应该获得关于混合式和在线教学环境

的优势、期望和需求方面的信息。确保校园各处的高质量网络

连接对那些家里连接质量很差，甚至是没有互联网接入的学生

也有好处。高校也可以寻求拥有社区资源的合作伙伴，如在学

生社区里的公共图书馆，为走读学生接入可靠的 Wi-Fi 网络提

供条件。

建立全校范围内的合作关系，提高那些需要辅助性和适应性

信息技术的残疾学生的意识，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许多残疾

学生选择不公开他们的残疾情况，因为害怕会蒙受贬低。培养包

容心，以及在教育资源和课程材料中使用“无障碍”代替“残疾”

进行沟通，这都是与学生进行有对话的关键，可以使他们在请求

学业成功所需的服务时感到舒适。积极主动与残疾人服务部门合

作，并支持在全校的教学技术中采用适应残疾人的通用设计模式。

提高学生成就工具的使用率。学生成就工具可以对学生的学

业表现发挥积极作用。然而，与使用在线工具来辅助完成各项学

生事务相比，使用学生成就工具来辅助提高学业表现的学生还要

更少。这些工具的好处应当尽早告诉学生们，通过入学教育、咨

询面谈，或者通过社交网络和学校网站进行推广。特别是教师和

学校应当掌握、参与和使用这些工具，并且持续地把这些工具的

好处与学生进行沟通，从而提高这些工具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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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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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与结果

为了验证 LEMNA 的有效性，我们将其应用到两个基于安全

的深度学习上：恶意软件分类以及二进制代码逆向。在本文中，

只介绍 LEMNA 在二进制代码逆向工程中的应用。

1. 实验设计

二进制代码逆向将二进制代码逆向成汇编代码，对于恶意软

件检测、软件安全加强，以及安全补丁都是至关重要的。多年来，

二进制分析主要是通过有经验的安全分析员手工分析。最近，研

究人员发现 RNN 在逆向工程中，比如发现函数开始位置，有很

好的效果。考虑到检测函数开始位置的重要性，我们选择在此应

用上测试 LEMNA，按照 [1] 中的方法使用了 2200 个程序来训练

RNN 网络。

我们将这些程序在 O0、O1、O2 和 O3 这些优化级别下分别

编译成二进制代码。由此，得到了四个不同的数据集，并且对

每一个数据集训练了一个分类器，同时将这些数据集中的每一

个二进制代码都表示成二进制序列。如图 1 所示，我们首先将这

些二进制序列替换成数值序列，并且将每一个数值认为是一个

特征。在训练中，每一个特征都有一个为“a function start”或者 

“not function start”的标签。同样依据 [1] 将长序列切分成最大

长度为 200 的短序列，并且将最终生成的序列输入到 RNN 中。

用 Theano 作为后端，并且使用 Keras 来训练模型，利用 70% 的

样本用于训练剩下的 30% 用于测试。

将上面提到的 RNN 作为 LEMNA 的目标模型，给定一个输

入样本，LEMNA 模拟这个目标聚类器然后解释聚类结果。其中，

“解释”代表着一个输入样本中最重要的特征。对于“函数开始

位置”聚类器，我们在图 1 中展示了一个例子。给定一个样本数

值序列以及 RNN 标定的函数开始位置（即“83”），LEMNA 标

定序列中拥有最大贡献的字节集合。其中，“83”是函数开始字

节，而且 LEMNA 将函数开始位置前的“90”标记为 RNN 聚类

的最重要的原因。LEMNA 有三个可配置的超参数。首先为了拟

合局部决策边界，我们构建 N 个数据样本来做模型拟合。第二

个以及第三个参数分别是混合模块中的 K 以及 Fused Lasso 中的

阈值 S。在函数开始位置检测中，我们将这些参数分别设置为：

N=500, K=6, S=1e 。

LEMNA 的计算开销是相对比较低的。在函数开始位置检测

中，解释一个给定的输入样本的开销大概是 10 秒钟，这个开销

还可以通过并行进一步降低。

为 了 更 直 观 地 展 示 LEMNA 的 效 果， 我 们 选 择 了 两 个

baseline 来作对比。首先，用现在最先进的黑盒解释方法 LIME [2] 

作为比较的基础。为了公平的比较，在 LIME 中，同样将 500 设

定为拟合线性回归模型的样本基数。其次，用随机特征选择作为

比较的基础。给定一个输入，这个方法随机地选择特征作为解释

的结果。

2. 精度评估

为了评估解释的精度，我们设计了一个两步的实验。第一步，

直接检测对于决策边界的局部拟合 , 这极有可能会给出一个解释

精度的初步估计。第二步，对于解释精度进行端到端的评估。设

计了三种精度测试来展示 LEMNA 标定的特征确实是聚类结果的

主要原因。

（1）局部拟合精度 : 这个度量直接比较解释得到的决策边

界以及原始的决策边界。具体而言，衡量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                 －           , 其中，P1 代表着从目标聚类

器中得到的一个单一的预测，P1 表示我们的解释方法得到的拟

合决策，n 是测试数据样本的数量。从一个给定的聚类器和一个

测试数据样本出发对于每一个测试样本 x1 ，首先通过聚类获取

一个预测概率 P1。然后对于 x1，我们依据前文公式（6）来产生

一个回归模型，并由其得到一个估计的预测概率 P1。我们对所

有的 n 个样本进行如上步骤，并且获取一个预测向量 P（P1，P2，…，

Pn）以及对应的拟合向量 P（P1，P2，…，Pn） 。最终，我们基于

这两个向量计算 RMSE。一个较低的 RMSE 意味着拟合更接近真

利用 LEMNA 解释深度学习
在网络安全的应用（下）

图 1  进制序列替换成数值序列

RMSE ∑ i=1
n

（P1   Pn）n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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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边界，表明我们得到了一个更高的解释精度。

（2）端到端的精度测试：为了验证选取的特征的正确性，

我们设计了一些端对端的精度测试。为了方便理解，使用图片归

类作为一个例子。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同样适用于其他的聚

类器。如图 2 所示，这个图片聚类器将鞋子和毛衣区分。图 2a

中的输入图片被分类成毛衣。图 2b 中，解释工具用红色标定了

那些重要的像素（特征）。我们将这些标定的特征表示为 F x 。

为了度量这些解释的精度，我们有三个思路：

如果 F x 是被精确选择的，那么把 F x 从输入中删除，那么这

个图片将会被错误的分类 , 即分类为 “鞋子” ( 图 2c)。

如果 Fx 是被精确选择的，那么把 Fx 加到一个鞋子的图片中，

将导致聚类器犯错，即将图片归类为“毛衣”( 图 2d)。 

如果 F x 是精确选择的，我们生成只包含这些特征的图片，

而且这些生成的图片，应该大概率被归类成“毛衣”( 图 2e)。

根据这三个思路，我们构建了三个不同的精度测试来度量选

取的这些特征。形式化来说，给定一个输入样本 x 以及它的聚类

标签，LEMNA 标定一个小的重要特征集合 Fx 作为解释。然后，

根据三个步骤来产生三个测试样本t(x)1，t(x)2，…t(x)3 来做特征校准：

特征移除：将 x 中的 Fx 摘除得到 t(x)1；

特征加强：首先从相反的类别中选择一个随机样本。然后我

们通过将这个样本中的某些特征用 Fx 代替，来产生样本 t(x)2；

特征生成：我们通过保留样本中的 F x，然后将其他的特征

赋予随机值来生成样本 t(x)3。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解读性，将 F x 约束在一个小的集合内。

对于每一个分类器，我们将精度测试运行到所有的测试样本。给

定测试样本中的一个实例，我们产生三个样本，依次对应着我们

的三个精度度量方法。将这三个样本放进分类器中，然后观测

positive classification rate (PCR)。注意这里的“positive”的意味是

这个新样本的标签跟原样本一致。

3. 实验结果

实 验 表 明，

LEMNA 在 不 同 的

精 度 指 标 上 都 比

LIME 和随机方法要

好（见表 1）。LEMNA 有着比 LIME 小几个量级的 RMES，IME

给出的最好的结果是 0.1532，然后它依旧比 LEMNA 最差的结果

（0.0196）大了差不多十倍。 这个结果验证了混合拟合模型可以

构建一个精度更高的解释。

图 3a 展示了特征移除实验的结果。通过移除 LEMNA 标定

的最重要的 5 个特征，函数开始位置的 PCR 降低到了 25% 甚至

更低。考虑到这个聚类器极高的精度，这个剧烈的降低标志着这

个小的特征集合对于聚类结果是及其重要的。

图 3b 展示了特征加强的结果。这个结果跟之前的测试是一

致的：（1）通过加入一个小集合的特征，我们可以实现聚类结

果的反转；（2）我们的方法显著的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图 3c 展示了在特征生成实验中，LEMNA 有同样的优势。

利用 LEMNA 挑选的重要特征，这些生成的样本极有可能会被归

类成原始的标签。使用前五个最重要的特征，这些生成的样本有

85%~90% 的概率会被归类成原来的标签，标志着核心的特征已

经被标定。

解释结果的应用

下面介绍 LEMNA 解释结果的应用，我们通过 case study 来

展示如何用解释结果来帮助分类器建立可信度以及定位分类错误

的原因。

1. 理解模型行为

解释方法的主要应用是评估聚类器的可靠程度并且建立可

信度。我们认为聚类器的可靠度和可信度并不一定来自于高的聚

图 2  图片聚类器分鞋子和毛衣

表 1  LEMNA 与 LIME 对比

图 3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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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精度。相反的，可信度更可能通过理解

模型行为来建立，这里从两个关键的角度

来观测来评估聚类器的行为：一是抓取常

见的原则；二是发现新的知识。

一个可靠的聚类器应该可以抓取应用

场景中常见的原则。比如，在二进制代码

的逆向中，安全从业者已经积累了一系列

有效的原则来寻找函数开始位置，其中一

些已经被当成了既定原则。当 ABI 要求一

个函数（如果使用栈帧指针的话）在开始

的位置将父函数的栈帧指针放到栈上时，

这就导致了最常见的 prologue [push ebp; 

mov ebp, esp]。 通过分析解释结果，我们发现了机器学习分类器

成功地抓获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在表 2 中，我们展示了几个

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以 Case-1 为例。在这个例子中，这

个聚类器正确检测到了函数的开始位置“55”。LEMNA 认为那

些高亮的特征（即 55 附近的字节码）是聚类器做这个决策的原因。

这个结果跟上面提到的原则（即 [push ebp; mov ebp,esp]）是匹配的，

说明这个聚类器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做出了决策。

除了匹配常见的原则外，还检测了一个聚类器是否学习到

了新的知识。我们认为，在安全应用中，新的知识需要能被领

域内的专家理解。在二进制分析中，很多潜在的有效原则对于特

定函数是有效的，而且他们很难通过手工完全总结。比如，很多

链接器插入的辅助函数通常有特殊的开始片段，而且这些片段基

本不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比如，_start 函数通常从 [xor ebp, ebp; 

pop esi] 开始）。通过手工总结这些规则是不现实的。但是，这

些规则一旦被 LEMNA 发现，就可以给安全专家提供有效的知

识补充。如表 2 所示，我们分析 LEMNA 的解释结果，并且发现

这个聚类器的确学习到了新知识。以 Case-5 为例。在这个例子

中，“31”被检测为函数开始位置，因为后续的字节（ [ed 5e]. “ 

[31 ed 5e]）” 对应着 _start 函数的开始位置 ( 即 [xor ebp, ebp; pop 

esi])。这个展示了我们的解释方法可以帮助总结某些函数使用的

特殊的 prologues 。

2. 解决聚类错误

虽然深度神经网络高度精确，但是它们仍然可能产生错误。

这些错误不应该被忽略，因为它们通常意味着训练不足并且这些

不足可能在现实中会被放大。我们的解释方法是尝试寻找到错误

聚类的原因。希望通过找到这些原因，能够启发解决这些错误的

可行性方案。

对于二进制分析，这些聚类器不时会错过函数开始的位置。

如表 2 所示（R.F.N），给定一个漏掉的函数开始位置，我们解释“为

什么这些位置没有被标记为开始位置”。

具体而言，我们将对象（代码序列，真实函数开始位置）输

入 LEMNA，并且选择那些导致函数没有被识别的特征作为解释。

以 Case-10 为例，“[50 fd]” 对应着“[jmp 0xfffffd50]”，被标记

为主要的聚类错误原因。这条指令几乎都出现在函数中间位置，

导致聚类器认为后面的 31 不是函数开始位置。Case-10 是一个

异常样例，因为“[50 fd]”刚好出现在一个特殊区域 .plt 的末尾（后

面紧跟着 _start 函数）。

表 2 也展示了聚类器错误的选择函数开始的例子。我们将

对象（代码序列，错误的函数开始位置）输入到 LEMNA，并且

解释为什么这个错误的位置会被选择。比如说，在 Case-13 中，

LEMNA 标定“c3”（对应着“ret”指令）。通常来说，“ret”

位于函数的结尾使得函数退出，也就意味着后面的“83”将是一

个新函数的开始位置。但是，这个例子是特殊的，因为“ret”被

放到函数中间来实现优化。LEMNA 展示了这些错误大部分是由

于这些重要的特征在绝大部分例子中是标定函数开始位置的，因

此 LEMNA 会犯这样的错误。

结论

我们设计了 LEMNA—— 一种用于安全领域的深度学习模

型，有着高精度，适用于单样本聚类结果的解释方法。LEMNA

将目标聚类器视为一个黑盒子然后通过一个 Fused Lasso 加强的

混合回归模型来拟合聚类器的决策边界。通过对安全应用的评估，

展示了 LEMNA 有很高的解释精度。同时，还展示了机器学习开

发者以及安全专家如何从 LEMNA 的结果来理解模型行为以及定

位分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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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不同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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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就《网络安

全法案》达成政治协议，发布了《弹性、威慑与防御：在欧洲

建立强大的网络安全》文件。该文件对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

（ENISA）做出了突破性规定，并提出了新的协调机制，旨在为

全欧盟配备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威胁的适当工具、在欧盟

建立强大的网络安全环境。

加强网络攻击抵御能力

欧盟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加强欧盟对网络攻击的威慑、抵御

和应对能力。具体举措包括：①推动欧盟第一部网络安全法律《欧

盟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的有效实施；②欧盟各机构就加

强网络安全能力、推动欧盟层面合作、关键部门的风险预防、

加强欧盟网络安全机构职能、制定欧盟认证框架、发动联合相

应等措施达成共识。

根据此次达成的协议，ENISA 被永久委任为“欧盟网络安

全机构”，以更好地支持欧盟成员国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攻击。

汇聚网络安全技术资源和专业知识

全欧盟上下已有 660 多个网络安全能力中心。为了有效利

用其专业知识，欧盟委员会提议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包括建立

一个欧洲能力中心、一个国家协调中心网络以及一个能力共同

体，以研发和传播所需工具和技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威胁。

1. 欧洲能力中心

欧洲能力中心将：①根据“数字欧洲”和“欧洲地平线”计划，

在 2021~2027 年的欧盟长期预算中协调网络安全资金的使用；②

支持国家协调中心网络和能力共同体，推动网络安全研发和创新；

③组织欧盟、成员国和行业的联合投资。如根据“数字欧洲”计

划，将投资 20 亿欧元用于推动欧盟网络安全行业发展、购置最

新网络安全设备与基础设施，以维护欧盟的数字经济、社会和民

主发展。

2. 国家协调中心网络

各成员国将指定一个国家协调中心参与该网络的领导与管

理。该网络将致力于发展新的网络安全能力、促进更广泛的能力

建设，帮助确定和支持各成员国最紧要的网络安全项目。

3. 能力共同体

欧盟将建设一个庞大、开放和多样化的网络安全利益攸关方群

体，研究、私营和公共部门，包括民用和国防当局，都将被纳入其中。

欧洲开放科学云（EOSC）于去年 11 月正式启动，EOSC 门

户汇集了关于 EOSC 项目的最新信息，包括最佳做法治理与用例，

为用户提供数据、服务与资源访问。

实施路线图

2018 年 3 月通过的 EOSC 实施路线图描述了 6 条行动路线。

①架构：联合现有的碎片化、互操作性不足的科研数据基础设施；

②数据：采取通用数据语言，确保依据 FAIR 原则进行跨境 / 跨

学科的数据管理；③服务：提供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广泛服务；

④访问与接口：提供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开放数据和访问跨学

科科研数据；⑤规则：遵循现有法律和技术框架并提升法律确定

性和信任；⑥治理：建立新的治理框架，确保欧洲在数据驱动型

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项目

为支持 EOSC 的建设，欧委会通过“地平线 2020”计划资

助了 3 个项目。其中，EOSCpilot 是试点项目，属于 EOSC 第一

阶段，将通过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合作，提出治理框架与策略，

并在几个科学领域开发互操作性试点项目；EOSC-hub 项目将汇

集多家服务提供商来创建一个中心，为欧洲科研人员与创新者发

现、访问、使用和再利用广泛的资源开展先进数据驱动型研究提

供一个单一的联络点；eInfraCentral 项目是欧洲信息化基础设施

服务与资源标准化目录，便于用户更轻松地发现和访问相关服务

于资源，也便于服务提供商根据科研人员的期望提供服务。

治理框架

EOSC 的治理依赖于 3 个组成机构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执

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将在EOSC的实施进程中就战略、执行、

监控与汇报提供相关建议与支持，并针对 2020 年以后的 EOSC

治理模式（包括商业和财政模式）提供合适的机制与形式方面的

建议。EOSC 委员会（EOSC Board）负责召集成员国与欧委会，

以确保对 EOSC 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其职责还包括批准执行委

员会成员名单、确定 EOSC 的战略方向和年度工作计划、探讨新

的支撑行动等；利益相关方论坛（StakeholdersForum）具备情报

收集和咨询作用，并负责将科学 / 用户团体、科研机构、科研基

础设施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及特定的欧盟机构聚集到一起。 （责

编：杨洁）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科技战略情报团队编译）

欧盟就网络安全法案达成协议

欧洲开放科学云正式启动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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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技术的私有云可以节约运维成本、简化业务管理、

充分利用资源、产生更高的 IT 效率，成为云计算的基础，因此

正在被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在虚拟环境下，资源、数据、服务都

高度集中，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其影响范围也会无限放大，因此

虚拟化系统的安全威胁和防护要求也必须有新的应对办法 [1]。

现有基于虚拟化的私有云中传统的安全风险并没有完全规

避。尽管单个物理服务器可以划分成多个虚拟机，但是针对每个

虚拟机的业务承载及服务提供和原有的单台服务器基本相同，因

此传统模式下的服务器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规避，诸如

对业务系统访问的安全控制、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安全隔离、虚

拟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漏洞保护、业务系统的病毒防护等。

私有云中的服务器虚拟化，扩大了安全防护系统的对象范

围，如 IPS 入侵防御系统就需要考虑以 Hypervisor 和 vCenter 为

代表的特殊虚拟化软件，由于其本身所处的特殊位置和在整个系

统中的重要性，任何安全漏洞被利用，都将可能导致整个私有云

的虚拟化环境内的全部服务器的配置混乱或业务中断。

在传统的网络结构设计中，流量是以“客户端——服务器”

的“南北向”为主，传统的硬件防火墙能够对网络中的流量进行

安全防护及业务隔离。但在私有云的虚拟环境中，大量的数据都

存储在类型众多的服务器中，服务器内部众多的虚拟机（VM）

之间、特别是同一个 VLAN 的虚拟机之间存在直接的二层流量交

换（即“东西向”流量）[2]，而这种“东西向”流量并不需要经

过外置的物理交换机，因此这些流量只存在服务器内部，而不会

传送到服务器外部的硬件防火墙中，导致硬件防火墙无法对其进

行过滤及安全防护，管理员对该部分流量既不可控也不可见，难

以做到 VM 之间有效的隔离与防护。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基于 NFV、vSwitch 中的流量

重定向以及 SDN 等技术实现私有云内部 VM 之间的访问控制及

VM 的安全策略随迁模型。

虚拟化软件安全网关（VSG）

深入分析私有云中服务器虚拟化引起的各类安全问题，

结合分析当前主流的虚拟化安全防护解决思路，可以深入到

hypervisor 层增加安全控制手段，直接将安全网关虚拟化以软件

的形式安装在 hypervisor 层形成一个三层防御体系。从网络、系统、

管理三个层面对私有云中的虚拟化环境进行安全保护，重点解决

VM 之间网络访问控制和 hypervisor 层的安全防护，如图 1 所示。

通过虚拟化软件安全网关在私有云环境中的部署，能够有效

解决以上问题。目前，基于网络功能虚拟化（NFV）[3] 的建设思

路正好可以解决这些固有的局限性，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

服务器计算资源，避免了专业化硬件的安装维护，节约了成本；

另一方面基于统一的私有云管理平台，也可实现软件安全网关快

速的业务部署和策略调整。

使用虚拟化软件安全网关，能够提供完善的安全防护功能，

可以增强动态虚拟化环境的安全性。通过不同的部署方式，不论

基于虚拟化的私有云安全防护模型

摘要：针对基于虚拟化技术的私有云内部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分析了传统安全防护措施的缺陷，以 NFV、vSwitch 流

量重定向以及 SDN 等技术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以虚拟化软件安全网关（VSG）为核心的私有云安全防护模型。利用该安

全防护模型的特性又衍生出了 VM-VM 的安全防护基本模型和基于 SDN 架构的 VM-VM 的安全防护模型，而且解决了

VM 迁移后安全策略的随迁问题，实现了私有云环境中不同资源池之间、不同安全域之间，特别是同一安全域内的 VM

之间东西向流量的安全防护。 

图 1  虚拟化软件安全网关防御体系

研究与发展 CERNE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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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据中心内外部的“南北向”流量，还是数据中心内部 VM 之

间的“东西向”流量，虚拟化软件安全网关都能够提供可靠灵活

及全面的安全防护。如图 2 所示，虚拟软件安全网关（VSG）运

行在虚拟平台中，由虚拟机管理平台集中管理，可以部署在边界

位置，作为边界网关，实现“南北向”流量防护；也可部署在私

有云内部 VM 之间，做透明部署，实现“东西向”流量防护。

在私有云虚拟环境的实际应用中，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可以

有多种类型组网模型。

私有云中虚拟机的安全防护

安全防护服务模型

对基于虚拟化的私有云用户来说，既可以将 VFW/VLB 等安

全业务安装在业务服务器内，也可以部署独立的安全业务网关服

务器。信息管理部门也可以选择分布式 VFW/VLB 模型，建设高

性能的安全业务资源池，此时多个 VM 虚拟机或者独立的服务器

资源逻辑上被认为是单一管理节点，对外提供高性能的安全业务

（如图 3 所示）。在这种情况下，虚拟多业务安全网关可以独立

分配给不同用户。由于虚拟网关逻辑上相互独立，不会相互影响，

因此可以由用户自行负责虚拟网关的管理，自主实现

安全策略的配置管理，大大减轻信息管理部门的维护

工作量，满足用户完全独立管理的需求。 

VM-VM安全防护基本模型

前面在 VPC 模型中，虚拟化安全网关（VSG）

作为边界网关，对南北向流量进行防护，但对于东西

向流量并不需要经过网关。实际上，VSG 作为一个特

殊的虚拟机运行在虚拟平台中，正常情况下 VM 间访

问流量直接经过 vSwitch 互访，当需要对其进行安全

防护时，管理人员需要通过配置 vSwitch 中的引流策

略， vSwitch 根据流表内容对流量进行匹配，同时根

据引流策略配置将需要防护的流量引流到虚拟防火墙

（VFW）[4] 中，由 VFW 对虚拟机间流量进行防护处理，最后再

把 VFW 处理过的流量重新定向回 vSwitch 中进行正常的转发，

如图 4 所示。通过部署虚拟化安全网关，管理人员能够对服务器

内部 VM 之间的流量进行管控，

有效解决“东西向”流量安全

防护问题，包括：设置安全策

略控制对 VM 虚拟机之间的访

问，对 VM 之间的互访进行允

许或禁止；对 VM 之间的流量

互访进行攻击检测，及时发现

内部攻击行为。

基于 SDN架构的VM-VM安全防护

VM-VM 防护基本模型中，每台主机中需要安装虚拟化安全

网关（VSG），对主机内 VM-VM 流量进行防护。但随着 SDN 以

及 NFV 不断成熟，要求能够实现更大范围内的 VM-VM 间流量

安全防护，而不能局限于本地主机。因此基于上述 VM 间防护基

本模型，进一步发展出基于 SDN 架构的 VM-VM 安全防护，提

供更为完善的 VM 间防护，部署模型如图 5 所示，其防护详细流

程如下：

软件定义流量策略。首先将需要进行安全

防护的 VM 之间的流量进行精确定义，用户可

以通过 IP 地址 /MAC 地址或者是基于 VM 的名

字进行策略定义，并进行允许或拒绝等动作的

配置。

软件决定转发。虚拟交换机在接收到 VM

的 流 量 后， 自 动 将 该 流 量 首 包 上 送 到 SDN 

Controller，之后根据预先配置的安全策略，形

成 OpenFlow 的流表下发到本地 vSwitch[5]。后续

报文经过 vSwitch 时将检查转发表项，对符合规

则的报文转发到 VFW。

软件实现安全。初始化过程中，信息管理

图 2  虚拟化软件安全网关（VSG）防护模型

图 3  VPC 安全防护服务模型

图 4  VM-VM 安全防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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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将负责对虚拟机安全软件完成必要的安装和初始化配置，为

该虚拟机分配合理的硬件资源并对其安全业务能力进行设定，同

时根据用户的需求下发各种安全策略。在流量到达本虚拟机时，

该软件安全网关将完成各项安全检查，完成安全检查的流量将自

动转发到目的 VM 虚拟机。

软件实现业务编排。对于部分业务需要进行多安全业务处理

时，可以在服务器内部配置多个安全业务处理引擎，此时可以通

过管理层对这部分流量的转发路径进行定义，并生成具体的路由

配置策略，或者是通过隧道等方式，实现对报文在多业务之间路

径选择的智能化以及报文封装转发的自动化。

私有云中VM迁移后安全防护

在虚拟环境中，VM 的迁移非常常见，因此安全防护需要跟

随 VM 迁移实现自动防护；当虚拟机迁移，vSwitch 中对 VM 的

引流策略以及相关的安全策略要能够自动跟随 VM 迁移到新的主

机，确保 VM 安全防护不因迁移而发生变化。如图 6 所示，假设

VM1 由 Server1 迁移到 Server2 中，涉及引流策略及安全策略两

个部分的迁移。

重定向引流策略迁移：

VM1 为源域的多个策略全部迁移到新的接入位置；

VM1 为源对应的目地 VM 反向报文策略全部迁移到新上行

口；

VM1 为目地的策略配置如 VM5-VM1，如果 VM5/VM1 同在

一个服务器，则该引流策略从 VM1 的接入端口转移到本服务器

的上行口，如果不在同一服务器则该策略本身已经在上行口，可

不迁移。

安全策略迁移：

安全策略由私有云管理平台统一管理，各主机中 VFW 安全

策略由 VSG 集中下发，能够保持被管理安全策略的一致性，因

此不论 VM 迁移到哪个 Server，都能够受到相同的安全防护；

当 VM 迁移时，通知私有云管理平台由 VSG 过滤出与该 VM

有关的安全策略，自动下发到新 Server 所在的 VFW 中，保证该

VM 安全防护不变。

结束语

在基于虚拟化的私有云环境中，通过使用虚拟化软件安全网

关（VSG），能够灵活部署，按需扩展，无需改变现网结构即可

对 VM 提供保护；增强虚拟化环境的安全性，为 VM 之间的数据

流量提供全面的安全防护；安全策略自动跟随 VM 迁移，确保其

安全性；新增 VM 能够自主选择已有安全策略的保护，确保其避

免内外部安全威胁。

总之，目前越来越多的厂商推出虚拟化安全产品，虚拟化安

全网关是私有云环境中安全防护的有效解决方案，

能够有效监控和保护私有云环境的安全，以避免其

中的 VM 遭受内外部威胁的侵害。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西南民族大学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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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 SDN 的 VM-VM 安全防护模型

研究与发展 CERNE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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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2019 年 1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3B，其中获得最多

的是埃及，8B；其次是美国，3B。2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6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国，4B；其次是加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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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表 1。在过

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计 517B； 其次是摩

洛哥，16B。

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392 个，其中欧洲

184 个，拉美 93，亚太 87 个，北美 23 个，非洲 5 个，分别来自

66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66 个；其次是中国，

24 个。1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0 来自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1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5600*/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

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中国居首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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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3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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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 0.13 0.37 7.23 2019-9-26

APNIC 52.5 0.26 0.22 52.99 2011-04-19

ARIN 99.63 0.35 0 99.98 2015-09-24

RIPENCC 48.75 0.04 0.32 49.11 2012-09-14

LACNIC 11.23 0.07 0.08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8.84 36.18 0.98 256 /

的是中国，4119*/32；其次是立陶宛，160*/32。

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17 个，其中

欧洲 211 个，拉美 91，亚太 85 个，北美 19 个，非洲 11 个，

分别来自 72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68 个；

其次是俄罗斯，28 个。2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1 来自中

国，一个 /24 来自美国，一个 /25 来自意大利。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4199*/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

国，2059*/32；其次是美国，329*/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

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23785*/32；其次是俄罗斯，

4559*/32。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见表 2。

1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10 个，IPv6 地址申

请 10 个，EDU.CN 域名注册 8 个。2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4 个，IPv6 地址申请 4 个，EDU.CN 域名注册 6 个。

（责编：杨燕婷）

NIC2019 年 1~2 月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9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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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901 1902 Total

US 4 5 8 264 36 21 151 6 9 6 3 4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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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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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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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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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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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 4 0 0 0 0 8 0 0 0 0 0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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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0 0 0 0 8 0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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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901 1902 Total 

CN 26 19 30 14 46 4111 15 13 1038 12295 4119 2059 23785 

US 44 46 57 41 14 16 16 20 290 13 22 329 908 

IT 48 65 65 48 57 96 41 41 32 57 41 241 832 

RU 225 276 336 417 449 265 297 627 850 550 57 210 4559 

DE 107 146 185 152 222 184 170 160 162 194 81 170 1933 

NL 65 89 97 16 64 66 97 125 122 82 106 152 1081 

ES 147 66 72 89 56 56 58 64 42 8 120 105 883 

GB 152 122 130 113 33 69 58 112 120 66 106 81 1162 

BR 98 102 73 61 60 106 47 146 117 67 66 68 1011 

SG 2 2 3 5 3 3 0 1035 1 0 6 4 1064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87 5921701 10233063

2 印度 52.3 249117541 476320654

3 美国 42.7 124366673 291247402

4 德国 41.07 29794753 72546002

5 希腊 36.91 2660423 7208742

6 瑞士 32.96 2474393 7506401

7 乌拉圭 32.05 725331 2263401

8 卢森堡 31.86 181092 568336

9 英国 27 16743371 62004048

10 日本 26.02 30066978 115564672

65 中国 1.26 9374319 741272375

66 俄罗斯 1.22 1255068 102597527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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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同比增加 36%

文 / 郑志延

2019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30%。

因假期原因，1 月主干网流量呈下降趋势，1 月入流量均

值 为 25.06Gbps， 相 比 2018 年 12 月 减 少 了 9.17%， 与 2018 年

同期相比减小了 6.52％；1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30.72Gbps，相比 2018 年 12 月减少了 8.74%，与 2018 年同期相

比减少了 1.17%。

2 月 主 干 网 入 流 量 均 值 为 13.77Gbps， 相 比 1 月 减 少

了 45.08%， 与 2018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加 了 36.71 ％；2 月 CNGI-

CERNET2 出流量均值为 18.29Gbps，相比 1 月减少了 40.48%，

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9.15%, 如图 1、2 所示。

1 月入流量峰值为 29.18Gbps；出流量峰值 19.60Gbps。2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走势较 2018 年 12 月有明显变化 , 入流

量峰值为 30.40Gbps；出流量峰值 17.15Gbps。

从 2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3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北邮和

沈阳节点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位。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居于

首位，占到总入流量的 22.85%，平均值为 3.15Gbps；其次是北

邮节点，其均值为 1.77Gbps，占 12.89%；第三位是沈阳节点，

占到总入流量的 10.56%。

从 2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4 来看，北邮节点出流量为最高，其

流量为 2.51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3.75%；其次是北京（清华大学）

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3.07%；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节点，

其占总出流量的 10.78%。 （责编：杨燕婷）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9 年 1~2 月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3  2019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4  2019 年 2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图 1  2019 年 2 月主干网入 / 出流量汇总

图 2  2019 年 2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汇总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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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文 / 李锁刚

2019 年 1 月 CERNET 主 干 网 网 络 运 行 正 常。1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 2018 年 12 月有明显减少，从主干网

的流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 12 月入流量减少了 34.49 G，出

流量减少了 37.59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12

月入流量减少了 8.30 G，出流量减少了 4.88 G；从国际互联流

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 12 月入流量减少了 0.45G，出流量减

少了 1.81G。

2 月 C E R N E T 主干网流量相比于 1 月有所减少，主要

原因是高校寒假期间学生用网减少。从主干网的流入、流

出 流 量 来 看， 相 比 于 1 月 入 流 量 减 少 了 16.74 G， 出 流 量

减少了 9.58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 1 月入

流量增加了 1.5 G，出流量减少了 5.73 G；从国际互联流

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 1 月入流量增加了 0.32G，出流量

减少了 2.88G。

入流量：290.87G               出流量：314.43G

图 1  2019 年 2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28.53G              出流量：119.13G    

图 2  2019 年 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9 年 1~2 月

CERNET主干网入流量290G

入流量：34.62G               出流量：10.78G

图 3  2019 年 2 月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 10 大地区中心中入

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地区次之，北邮第三；出方向流量华中

地区第一，清华第二，华东南地区第三位。

图 1~5 表示 2019 年 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杨燕婷）

图 4  CERNET 主干网十个地区中心入流量占比

图 5  CERNET 主干网十个地区中心出流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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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3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

针对网站系统的攻击事件仍然是目前

安全事件中占比最多的。

近期需要关注的是勒索病毒 GandCrab

家族的最新变种 5.2 版本，该变种主要通

过电子邮件附件进行传播，攻击者会冒充

执法机关发送伪造的邮件到受害者邮箱中

来恐吓用户（ 内容如“必须在 3 月 11 日

下午 3 点到警察局报到” 等），并要求

用户点击运行带有病毒程序的附件，从而

感染用户的系统。感染后病毒会对系统上

三百多种格式的文件进行加密以此来向用

户索要赎金后进行解密。需要注意的是该

变种除了会加密系统上的文件外，还会尝

试加密网络共享文件夹中的文件。由于

GandCrab 勒索病毒家族加密数据使用的是

RSA+AES 加密算法，在没有获取解密私

钥的情况下几乎无法自行破解，因此针对

该病毒我们建议还是以防范预防为主。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 软 3 月 的 例 行 安 全 公 告 修 复

了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224 个安全漏洞。

受 影 响 的 产 品 包 括 Windows 10 1809 & 

WindowsServer 2019（33 个）、Windows 

10 1803 & WindowsSe rve r v1803（33

个）、Windows 10 1709 & WindowsServer 

v1709（28 个 ）、Windows RT 8.1（19

个 ）、Windows Server 2012（20 个 ）、

Windows 8.1 & Server 2012 R2（20 个）、

Windows Server 2008（21 个）、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R2（21 个）、

Microsoft Edge（14 个）、Internet Explorer

（12 个） 和 Office（3 个）。 其 中 需 要

关注的是 Windows ActiveX 远程代码执

行 漏 洞（CNNVD-201903-377、CVE-

2019-0784）、Internet Explorer 内 存 损

坏 漏 洞（CNNVD-201903-435、CVE-

2019-0763）、Chakra 脚本引擎内存损坏

漏洞（CNNVD-201903-421、CVE-2019-

0592）等漏洞，这些漏洞可能导致攻击者

远程执行任意代码，本地权限提升或拒绝

服务攻击等，建议用户尽快使用系统自动

更新功能进行补丁升级。

2. Zimbra 是一款开源的整套邮件系

统解决方案，可为用户提供包括 Web 界

面在内的各种邮件功能。最近 Zimbra 官

方在其发布的安全公告中公开披露了一个

会影响到 Zimbra Collaboration Server 8.8.11

以下所有版本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攻击

者可以通过系统任意文件读取、XXE(XML

外部实体注入 ) 等漏洞读取 localconfig.

xml 配 置 文 件， 获 取 zimbra admin ldap 

password， 并 通 过 7071 管 理 端 口 进 行

SOAP AuthRequest 认

证获得系统 admin 权

限后即可远程代码执

行任意代码。需要注

意的是即便管理员通

过网络控制手段关闭

了 7071 管理端口，攻

击者仍然可以通过通

CCERT月报

用服务的 443 端口来进行攻击。目前厂商

已经在新版本中修复了相关漏洞，建议用

户尽快更新 Zimbra 到最新版本。 （责编：

杨燕婷）

GandCrab 勒索病毒来袭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安全提示

要防范各种勒索病毒，建议用户做

到如下几点：

1. 及时安装系统及软件的补丁程序，

防止病毒利用漏洞进行传播；

2. 安装有效的防病毒软件并及时更

新病毒库，定期进行全盘扫描；

3. 关闭系统中 U 盘自动运行功能；

4. 不要在系统上随便点击来历不明

的程序，包括邮件附件、不可信渠道下

载的软件等；

5. 避免为系统账号设置弱口令；

6. 关闭系统不必要的服务和共享，

对于必须开放的服务，尽量不要使用默

认的服务端口，如远程桌面的 3389 端口；

7. 提高安全意识，保持良好的上网

习惯，不要访问非法的网站及网页；

8.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定期使用

其他介质备份重要数据文件。

对于那些已经被勒索病毒感染的用

户，我们不建议您向攻击者缴纳赎金来

进行数据解密。您可以先确认感染的勒

索病毒的名称及版本，然后到网络上查

询该版本勒索病毒的加密私钥是否已经

被公布，如果已被公布则可以自行解密。

如果还未被公布，建议将被加密的文件

进行备份封存，等待未来某个时候加密

私钥被公布。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和广大

安全工作者的努力，有很多勒索病毒所

使用的加密私钥最终都被公开出来了。

2019 年 2~3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75%

25%
94%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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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建设与应用

文 / 黄戈文  黄何列

随着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互联网业务爆炸

式的发展，IPv4 地址短缺、路由表极具膨胀、网络安全等问题

日益突出，IPv4 已经不能满足网络发展的需要 [1]。下一代 IPv6

协议具有地址资源充足、无路由问题、即插即用、安全可靠等

优势，因此，采用 IPv6 逐渐替代 IPv4 已成为计算机网络未来

发展的趋势 [2]。为加快教育系统推进 IPv6 基础网络设施规模部

署和应用系统升级，教育部、省教育厅均以国务院办公厅《推

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精神为指导，

提出 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具体要求，旨在促进下一代互联网与

教育的融合创新。目前大多数地方高校校园网仍是纯 IPv4网络，

为完成在地方高校中的 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的任务，对地方高

校校园网进行 IPv6 升级改造势在必行。

IPv6 部署行动与实践

嘉应学院

摘要：我国已经建成规模最大的纯 IPv6 教育科研网络 CNGI-CERNET2，但大多数地方高校校园网仍是纯

IPv4 网络，无法有效发挥 CNGI-CERNET2 的优势。为了推进教育系统 IPv6 基础网络设施规模部署和应用，促

进下一代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对地方高校校园网进行全面 IPv6 升级改造势在必行。本文以嘉应学院为例，

对地方高校 IPv6 规模化部署和应用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对地方高校校园网 IPv6 的建设思路进行了探讨，并给出

了地方高校 IPv6 规模化部署和应用的行动要点。

嘉应学院

校园网发展现状

校园网网络现状

本文以嘉应学院江北校区校园网为例，整个校园网网络主要

分为服务器区、运维区、生活区和教学行政区，通过华为核心交

换机实现互联互通，出口采用核心路由器和防火墙分别接入 ISP

和教科网。该校区用户数达到 2 万多人，主要采用 portal 认证

方式接入网络。目前，因 IPv4 地址短缺，学院校园网主要使用

IPv4 私有地址结合地址翻译的方式访问互联网和教科网，为用户

提供基于 IPv4 的网络服务。学院已向教科网申请了 IPv6 地址段，

下一步将在全校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规模部署。校园网

网络拓扑现状如图 1 所示。

校园网 IPv6 规模化部署和应用存在问题

为完成校园网 IPv6 规模化部署和应用工作目标，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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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协议栈技术就是同一设备上同时维护 IPv4 与 Ipv6 协议，

使之同时具有 IPv4 和 IPv6 地址，在收发数据时，自动决定使用

哪种协议通信。双协议栈技术能够保持原有的网络拓扑结构，具

有通用性好、配置原理简单的优点；但每台设备需要同时运行

IPv4 和 IPv6 两套协议，对设备的性能要求较高。图 2 是双栈结

构下的通信网络图。

2. 网络地址 / 协议转换技术

网络地址 / 协议（NAT-PT）转换技术主要思想是在 NAT 设

备中建立 IPv4 地址与 IPv6 地址的映射表，在 IPv4 节点与 IPv6

通信时，通过 NAT 设备进行地址和协议的转换。该技术的优点

是原理简单、实施成本低，不需要 IPv6 升级改造；不足之处是

网络地址、协议转换的开销较大。NAT-PT 技术通信网络如图 3

所示。

3. 隧道技术

隧道技术主要思想是使用 IPv4 协议做为承载协议，将 IPv6

报文封装到 IPv4 报文中，通过 IPv4 网络转发数据，从而实现不

同协议之间的通信。隧道技术通信网络如图 4 所示。

校园网 IPv6 规模化部署和应用技术方案

综合考虑现有设备的利用率和网络改造成本，以及 CNGI-

CERNET2、移动、联通和电信都能提供 IPv6 出口链路情况下，

双栈 +NAT-PT 方案是非常符合地方高校实际情况的过渡方案。

该方案能够充分利用原有的网络设备，通过升级方式或新购设备

来支持 IPv6 业务，使得校园网平台同时支持两种业务流的承载

以下问题：

1. 为了实现 IPv4 和 IPv6 的互联互通，需要制定符合学院

实际的 IPv4、IPv6 共存的详细建设方案，需要进行 IPv4/IPv6

双协议共存环境下的网络的规划和设计、网络和安全设备的更新、

网络配置和调试、域名和应用系统的更新，需要学校的统一领

导和人财物方面的保障。

2. 校园网用户量大，类别多，包含办公人员、教师、实验

室用户、家庭用户等，需要针对每种用户设计访问校内外 IPv6

资源的方案，对不支持 IPv6 的存量终端有条件的引导其逐步退

网，但仍然要为不支持 IPv6 的用户在短期内提供 IPv6 过渡方案。

3. 校内信息系统较多，建设时间不一，建设技术路线多种

多样，统一转换为 IPv6 方式访问的技术障碍多，需要一个统一

的解决方案。

4. 学院网络安全硬件大部分支持 IPv6 协议或升级后支持

IPv6，但有一些设备过于老旧，无法支持 IPv6，需要更新设备。

建设思路

IPv4 到 IPv6 过渡技术

在校园网 IPv6 改造中要考虑客户需求、设备利用和经济费

用等问题，IPv4 和 IPv6 网络将在一定时间内共存，过渡技术将

重点解决 IPv4 和 IPv6 网络的互联互通问题以及平滑过渡的问题。

目前，成熟的过渡技术包括双协议栈技术、网络地址 / 协议转

换技术和隧道技术 [3,4]。

1. 双协议栈技术

图 1  校园网网络拓扑

图 2  双协议栈结构下的通信网络

图 3  NAT-PT 实现 IPv4 和 IPv6 节点之间的通信网络

图 4  隧道技术通信网络

IPv6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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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通。校园网升级后的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5 所示。利用支持双

栈的三层华为交换机和万兆路由器作为校园网核心设备；校园

网与互联网边界采用支持双栈技术的防火墙实现校园网用户同时

可以访问 IPv6 网和 IPv4 网的外部资源：由于教工宿舍的路由器

不支持 IPv6，所以需要将教工宿舍单独划分成一个 IPv4 局域网，

教工生活区 IPv4 与 IPv6 业务互通问题，在教工生活区更换三层

汇聚交换机以支持 NAT-PT 协议，实现教工宿舍 IPv4 电脑无障

碍访问 IPv6 资源。

行动要点

校园网 IPv6 规模化部署和应用行动要点如下：

1. 对学校核心网络、接入网络、数据中心设备、基础软件平台、

业务系统、实验室局域网进行 IPv6 兼容性摸查，统计设备升级

更新需求；

2. 调查统计全校各栋楼的电脑数量和 IPv6 地址需求，进行

全校 IPv6 地址规划、路由规划、安全规划和运维管理规划。

3. 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对华为核心交换机、路

由器、出口防火墙等设备进行升级或替换，使之支持双栈技术；

教工生活区新增支持 NAT-PT 技术的三层华为交换机，实现地址

和协议转换；

4. 服务器区升级负载均衡设备，对开发时间较早，不能支持

IPv6 的业务系统采用基于 IPv6 协议的 L4/L7 负载均衡服务器进

行服务发布；

5. 升级校园网安全体系，包括：升级 Web 应用防护系统、

VPN 系统、入侵防御系统等系统，加强对 IPv6 用户的接入认证、

策略控制、边界攻击防范及 IPv6 终端用户的溯源；

图 5  校园网升级后的网络拓扑结构

6. 升级域名解析系统，采用 IPv6、国际化域名 IDNs 等新技术，

实现域名系统 IPv4 和 IPv6 双栈运行；

7. 升级认证计费系统，增强 IPv6 终端的认证和计费能力；

8. 做好全校 PC 和移动终端 IPv6 协议配置指导和 IPv6 地址

发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现有的 IPv4 网络已经严重

制约了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IPv6

的应用势在必行。为积极参与下一代互联网的技术创新，让

IPv6 成为高校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环境，对校园网进行 IPv6 规

模化部署和应用十分必要。为全面部署 IPv6，本文从学校网

络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客户需求、设备利用和经济费

用等问题，提出了校园网 IPv6 规模化部署和应用的建设思路

和相应的行动要点，为地方高校实施校园网 IPv6 规模化部署

和应用提供参考，推进我国 IPv6 规模化应用。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嘉应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若曦 . IPv6 过渡期物联网末端节点接入方案设计 [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2017.

[2] 李杰 . 基于 IPv6 校园网构建方案的研究与设计 [D]. 河北科技大学 , 2015.

[3] 葛敬国 , 弭伟 , 吴玉磊 . IPv6 过渡机制 : 研究综述、评价指标与部署考虑 [J]. 软

件学报 , 2014, 25(04):896-912.

[4] 申健 , 朱婧 . 校园网 IPv4 到 IPv6 过渡技术分析与应用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2014, 33(11):145-148.

本刊讯  近日，以“#3angfor# 立转型基石，享数字未来”为主题的

2019 年深信服春季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深信服发布了全新业务体系下的三大业务品牌：深信服智安全、深

信服云计算、深信服新 IT，分别聚焦于企业级安全、云计算、基础架

构三个业务领域，更专注、更具创新力地服务于广大用户，致力于成为

用户数字化转型的稳固基石。

据深信服副总裁陈彦彬介绍，至此，深信服安全业务已建立起完整

的布局，涵盖云网端的安全及安全服务；云计算业务主要聚焦于超融合

统一构建的私有云、托管云和混合云，以及构建数据中心资源池的超融

合一体机；基础架构业务则包括桌面云、SD-WAN、应用交付，和近日

正式发布的企业级分布式存储 EDS。

同时，深信服“智安全 + 云计算 + 新 IT”3 大业务板块还可相互促

进、形成优势：深信服的安全能力能够给云计算业务和基础架构带来优

势，云计算的业务又能为安全和基础架构提供平台，从而更好地践行“让

用户的 IT 更简单，更安全，更有价值”这一使命。

未来，深信服将继续聚焦用户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问题，三箭齐发，深

入布局安全、云计算与基础架构，以创新、实用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为用户的数字化转型构筑稳固基石。

深信服2019春季发布三大战略新品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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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互联网网站和服务采用 CDN 使

用户就近访问资源以提高访问速度。CDN

在各地区、各运营商部署的节点，大多通

过 DNS 进行流量调度。权威 DNS 服务器

的分离解析（Split DNS）技术根据不同来

源 IP 地址对同一域名返回不同的解析结

果，实现了差异化的流量调度。当用户使

用运营商提供的本地递归 DNS 服务器时，

该方法能较好地将用户引导到最优的 CDN

节点，因为权威 DNS 服务器看到的查询

源 IP 即递归服务器 IP 与用户处于同一地

区和运营商。

然而，随着公共 DNS 服务的流行（如

OpenDNS、Google Public DNS、114DNS 等），

递归服务器的 IP 地址已无法代表用户所在

的地区和运营商。即使公共 DNS 服务采用

了 Anycast 部署，其节点分布仍存在很大

局限性，尤其是国外的 OpenDNS 和 Google

公共 DNS 目前在中国大陆尚无节点。

为了给使用公共 DNS 服务的用户提

供更准确的 CDN 域名引导，EDNS Client 

Subnet（ECS）扩展允许递归 DNS 服务器

将用户 IP 子网信息包含在 DNS 查询请求

中，以帮助权威服务器识别用户位置和

运营商，返回最优的解析结果。ECS 的

工 作 机 制 在 RFC 7871 中 定 义， 目 前 被

Google、OpenDNS 和腾讯 DNSPod 等公共

DNS 服务所支持。

支持 ECS 的权威解析方案

ISC BIND 作为最流行的开源 DNS 服务

器软件，从 2016 年的 9.11

版本开始试验性地支持权

威服务器的 ECS 功能；

但由于 GeoIP 支持的局限

性使其实现难以符合 RFC

规范，且配置效率低下，

该 功 能 在 2018 年 9.13.1

版本中被移除。目前支持

ECS 的权威 DNS 服务器

软件有 gdnsd 和 PowerDNS。

上海交通大学的邮件系统、入校 VPN

和开源软件 FTP 镜像等访问量较大的服务

配置有多个运营商的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的选择过去采用 ISC BIND 的视图（View）

功能实现 DNS 分离解析，始终存在对公

共 DNS 用户的错误引导问题，尤其是将

众多使用 Google 等国外公共 DNS 的国内

用户，引导到邮件系统的海外镜像节点，

造成访问速度显著下降。为了解决该问题，

学校权威域名服务引入支持 ECS 的方案

来替代 ISC BIND 的视图功能。

新方案采用 gdnsd 软件，建立支持

ECS 的 CNAME 跳转专用子域 ecslb.sjtu.

edu.cn，对需要分离解析的如 vpn.sjtu.edu.

cn 域名，首先 CNAME 指向由 gdnsd 提供

服务 vpn.ecslb.sjtu.edu.

cn，再依据 ECS 或递归

IP 提 供 不 同 的 解 析 结

果，如图 1 所示。sjtu.

edu.cn 域 仍 由 原 先 的

ISC BIND 服务器解析，

且不再需要视图配置。

gdnsd 的 GeoIP 插

件用于支持 GSLB（全

局负载均衡），但利用默认的 MaxMind 

GeoIP 数据库不能实现国内几大运营商的

区分（gdnsd 尚不支持 GeoIP ASN 数据库），

因此我们使用 Clang.CN 提供的国内运营

商 IPv4 和 IPv6 地址段在 gdnsd 配置文件

中定义“nets”实现自定义的 IP 段到“数

据中心”的映射。

为了验证 ECS 权威解析的效果，从

202.120.2.x 的教育网地址发起对 vpn.sjtu.edu.

cn 的 DNS 请求，同时利用 gdnsd 的 Reflect

插件配置 whoami 子域名返回递归服务器

地址和 ECS 地址。对于不支持 ECS 的百

度公共 DNS（180.76.76.76），其递归地址

111.1.52.5（图 2-a）属于浙江省移动，因

此解析的“cm.vpn”移动地址（图 2-b），

对教育网用户不是最优。支持 ECS 的腾讯

高校基于 ECS 优化 DNS 权威解析
上海交通大学

图 1  权威解析 ECS 配置示意

(a) 百度 DNS 递归地址                  (b) 百度 DNS 解析结果

(c) 腾讯 DNSPod 递归地址              (d) 腾讯 DNSPod 解析结果

图 2  vpn.sjtu.edu.cn 解析结果对比

网络管理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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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Pod（119.29.29.29），尽管其递归来源

183.57.53.63（图 2-c）属于广东省电信，但

根据其提供的 ECS 地址 202.120.2.1 仍可将

用户引导到最优的教育网入口（图 2-d）。

ECS 优化效果分析

Jia ZHANG 等人 2017 年对 Alexa 排名

前 1 万的网站域名进行了探测，结果显示

在过去 5 年间 CDN 的使用率没有明显增

长，但权威服务器支持 ECS 的比例有了

显著提升，排名前 100 的网站有超过 50%

支持 ECS。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 CDN

或网站侧支持 ECS 的情况，而学校权威域

名服务启用 ECS 的效益取决于使用公共

DNS 服务的用户规模和公共 DNS 对 ECS

的支持情况。

通过对校园网 DNS 服务器和校园网

出口 DNS 流量持续一个月的分析，9.38

万个校园网用户中有 1.87 万使用校外公

共 DNS 服务（按独立 IP 统计），占比达

20%。各公共 DNS 的用户数统计见表 1，

Google 和腾讯 DNSPod 默认支持 ECS，

OpenDNS 申请后也对我校域名启用 ECS，

三者合并用户数 8922 个，由此计算学校

权威域名服务支持 ECS 后可使 9.5% 的校

园网内用户受益。

图 3 显示了两台 gdnsd 权威服务器一

个月内每小时的请求数，两台合计处理平

均每秒 204.5 个请求，其中支持 ECS 的请

求占 25.1%。

全月处理的 1.24 亿个 ECS 查询请求，

来自总共 2038 个 IP 地址，分属 51 个不

同的自治系统，统计如表 2。其中来自 结果显示，上海交通大学校园网内有 9.5%

的用户使用支持 ECS 的公共 DNS 服务，

该改进可使 8922 位校园网用户受益。与

此同时，gdnsd 权威服务器上线后，处理

的校外递归 DNS 服务器请求中，有 25.1%

的查询请求支持 ECS，因此该方案的部署

具有显著的意义。 （责编：王左利）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3  gdnsd 服务器请求量

# 服务商 典型 IP 地址 用户数 ECS

1 114DNS 114.114.114.114 10265

2 Google 8.8.8.8 7340 支持

3 腾讯 DNSPod 119.29.29.29 3080 支持

4 阿里 223.5.5.5 3037

5 百度 180.76.76.76 2468

6 360 101.198.199.200 2258

7 DNS 派 101.226.4.6 783

8 Cloudflare 1.1.1.1 631

9 OpenDNS 208.67.222.222 301 支持

10 CNNIC 1.2.4.8 116  

表 1  校园网用户 DNS 服务选择

# 自治系统 地址数 请求数 请求 %

1 AS15169 Google LLC 1266 91111120 73.50%

2 AS36692 OpenDNS, LLC 315 25027007 20.19%

3 AS30607 302 Direct Media LLC 63 1935296 1.56%

4 AS58466 CHINANET Guangdong ... 1 860683 0.69%

5 AS58540 China Telecom Zhuzhou 1 798845 0.64%

6 AS23650 CHINANET jiangsu province ... 3 787872 0.64%

7 AS23724 IDC,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 1 411167 0.33%

8 AS4837 CHINA UNICOM China169 ... 10 349251 0.28%

9 AS28299 IPV6 Internet Ltda 8 343330 0.28%

10 AS17638 TIANJIN Provincial Net of CT 7 332420 0.27%

表 2  ECS 请求源地址分布统计

Google 和 OpenDNS 的请求最多，分别占

总 ECS 请求数的 73.50% 和 20.19%。支持

ECS 的请求中，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仅占

5.31%。ECS 查询携带的用户地址信息，

99.41% 为 IPv4 地址，IPv6 仅占 0.59%。

使 用 支 持 ECS 的 权 威 服 务 器（ 如

gdnsd 等）替代传统的 ISC BIND 视图配

置，可有效解决校园网用户及国内用户使

用 Google、OpenDNS 等公共 DNS 服务时

的分区域、分运营商解析问题。流量分析
基金项目：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NGII20170118）

网络管理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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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DHCP 服务被曝存严重漏洞

3 月 12 日，微软发布修补程序 KB4489868 来解决

一个严重的漏洞。此漏洞是 Windows DHCP 服务中的

超 出 界 限（OOB）

写 入， 可 能 允 许 攻

击 者 通 过 发 出 恶 意

DHCP 流量在系统服

务 中 导 致 远 程 执 行

代码（RCE）。

 MouseJack 注入攻击使无线鼠标面临严重安全隐患

 3 月 19 日，安全研究

员 David Sopas 指出，近日曝

光的 MouseJack 按键注入攻

击，让以罗技 M185 为代表

的无线鼠标，正面临严重的

安全隐患。黑客可借助低成

本的无线电设备进行攻击，

且覆盖范围可达到 100 米远。

近期重要漏洞

Facebook Messenger 网络版仍存已修复漏洞

3 月 7 日，Imperva

的安全员 Ron Masas 发

现在 Facebook Messenger

网络版中仍然存在一

个已修复的漏洞，该

漏洞将允许任何网站

公开与用户通信的人。该漏洞受跨站点帧泄露（CSFL）攻

击，它利用 iframe 元素的跨源属性来确定易受攻击的应用

程序状态。

近期政策热点

挪威发布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1 月 30 日，挪威发布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旨在解决与

挪威社会快速而深远的数字化相关的挑战。与以往战略有所不同的

是，新版战略强调了加强公私合作、民用军事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作为战略一部分的措施清单包含预算约为 16 亿挪威克朗的措施。

美国防部公布 2020 年度预算 将向网络空间领域投入 96 亿美元

3 月 12 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 2020 年度预算，网络空间领域

的预算为 96 亿美元，包括：（1）支持网络空间进攻和防御战斗行

动（37 亿美元）；（2）通过建设更强的网络安全能力降低国防部网络、

系统和信息的风险（54 亿美元）；（3）建设现代化的国防部的多

重云 （multi-cloud) 环境 (6.19 亿美元）。为实现网络空间的战斗能力，

国防部计划建立和部署 133 个 CMF（Cyber Mission Force team) 团队

在网络空间执行任务，包括：（1） 13 个国家目标任务团队，保卫

美国及其利益国家免受重大的网络攻击；（2）68 个网络保护任务

团队，保护国防部网络和系统不受威胁影响；（3）27 个作战任务

团队，制定和执行网络空间作战计划和应急行动；（4）25 个支持团队，

为国家目标团队和作战团队提供分析和规划支持。 （责编：杨燕婷）

近期网络安全动态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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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思琦

高校为了给在校师生创造良好的科研

环境，投入大量资金购买电子资源，在校

师生可通过授权 IP/IP 地址段对电子资源

进行免费下载。然而当前高校恶意下载频

发，电子资源商基于授权 IP/IP 地址段无

法精确判断恶意下载用户身份，只能对违

规高校立即停止其使用权限，严重影响校

内其他师生对电子资源的正常使用。因此，

高校迫切需要有效的图书馆恶意下载检测

系统，能够早于电子资源商发现并制止恶

意下载行为，识别恶意下载肇事用户，及

时追责。

国内已有一些高校根据自身情况研究

并实现了高校图书馆恶意下载检测系统，

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访问管

理与控制系统”[1]，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的“高校电子资源访问控制管理系统”[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基于使用控制模型

的防恶意下载系统”[3]，以及北京邮电大

学的“基于 Snort 的高校图书馆恶意下载

检测系统” [4] 等。但上述系统都是进行基

于下载频率阈值或流量阈值的检测，误报

率较高，且无法分辨是由于个人的违规行

为还是多人同时下载导致的。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针对北京邮

电大学的图书馆资源访问环境，提出一

种利用主题相关性对用户下载行为进行

判定的思路。该思路通过联动反向代理

收集用户下载行为数据，通过用户下载

的所有图书馆资源间的主题相关性大小

进行恶意下载检测，并通过联动校园内

身份认证等系统，实现精确到人的恶意

下载结果处理。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资源访问环境；第

二部分介绍基于滑动事件窗口的图书馆

资源恶意下载检测思路，并详细阐释其

实现步骤；第三部分进行实验验证；第

四章对全文进行总结。

图书馆资源访问环境简介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为解决图书馆资

源访问管理以及用量统计分析等问题，部

署了反向代理，用户对图书馆资源访问的

环境如图 1 所示。

北京邮电大学校内用户在对图书馆

资源进行访问前需要通过认证系统进行验

证，登录网关并获取可用 IP。随后用户

通过反向代理对所需的图书馆资源进行访

问。在该过程中，认证系统中存有当前所

有在线用户账号及 IP 信息，反向代理可

获取用户所有图书馆资源访问请求及图书

馆资源返回的页面内容。

基于滑动事件窗口的图书馆资
源恶意下载检测思路

本文所提出的思路是在滑动事件窗口

内对用户下载的文献进行主题聚类，分析

其是否主题相关，进而进行恶意下载检测

判断。整个方法中数据处理的具体流程如

图 2 所示。

1. 通过反向代理收集 HTTP 报文及资

源页面内容，获得以 IP 为标识的用户请

求及资源主题数据。

2. 与 IP 对应的账号关联，生成以账

号为标识的用户行为数据。

3. 提取主题信息，对其中的摘要进行

主题句的提取，降低主题间的差异。

图书馆资源恶意下载检测思路

北京邮电大学

图 1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资源访问环境

摘要 :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资源恶意下载频发，一旦发现则停止整个高校的访问权限，严重影响正常用户的使用。目前，针对

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具有伪装能力的低速随机时间间隔爬虫效果欠佳。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滑动事件窗口的恶意

下载检测思路，把引入文本内容的主题相关性作为恶意下载检测依据。与传统的基于特征的检测方法相比较，我们的方法对低速的

随机时间间隔爬虫具有良好的识别效果。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电子资源 反向代理服务器

认证系统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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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用户账号构建滑动事件窗口。

5. 对构建完毕的滑动事件窗口进行文

献主题聚类。

6. 依据聚类结果进行恶意下载判定。

以下对方法中的各关键步骤进行详细

说明。

主题数据收集与用户账号映射

反向代理对接电子资源库，收集资源

访问请求及资源返回的结果，从中获取请

求 URL 相关主题信息，包括用户搜索结果、

论文标题、摘要等。 

电子资源库的搜索结果页以及详情页

的 URL 是静态明文，而下载链接 URL 则是

动态密文，且搜索结果页中的下载链接与

详情页中的下载链接分别加密。本文采用

通过下载链接获取相关主题信息。

1. 标题获取：搜索结果页中包括标题

及其对应的动态加密的下载链接。若用户

直接通过搜索结果页下载，则

直接获取标题作为主题。

2. 摘要获取：若用户通过

详情页中链接下载，则 HTTP 报

文中的referer直接指向详情页。

可通过详情页中特殊的 HTML

标签，获取摘要主题信息。

另外，认证系统实时推送

用户上线信息，更新 [IP →账号 ]

映射关系表，由此获取 IP 对应

账号，与主题信息关联整合。

摘要主题句提取

首先对主题进行统一处理，

提取摘要主题句，规范主题信

息，便于计算。

采用基于词向量语义相似

的 WMD 距离表示句子距离，利

用改进后的 Text Rank 算法提取

摘要主题句，包括以下步骤：

词向量表示与训练、句子相似

度计算、Text Rank 算法迭代计

算、依据文本结构特征优化结

果 [5]，如图 3 所示。

本 文 利 用 中 文 维 基 百 科 作 为 训 练

语料以及词向量模型 Word2Vec 开源工

具 包， 对 词 向 量 进 行 训 练。 利 用 已 获

得的词向量，计算句子间 WMD 距离，

	  ，如公
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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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d ， ' nd R  为 两 个 句 子 的

词频向量； 	  为词语间互相转换的
运输成本，运输成本最小化问题可通过

Hungarian 算法解决。

由此可得句子间相似度 	  计算

方法如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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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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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各句子间相似度后，通过 Text 

Rank 算法计算句子权重，选取权重最高

的句子作为主题句。

将 摘 要 V 视 为 由 其 n 个 句 子 Vi

（1 ≤ i ≤ n）组成的集合，以 Vi 为节点，

Vi 与 Vj（1 ≤ j ≤ n）间的相似关系作为边，

构建 Text Rank 网络图 G。通过公式（2）

可推出 n 个句子两两计算其句子相似度为

一个 n×n 的矩阵，令其为矩阵 Sn×n，可

得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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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络图 G 以及 Sn×n，可通过迭代

计算得出各节点的权重，如公式（4）：

 

( ) ( )

1
( ) * ( )

j i
k j

ij
i j

V In V jkV Out V

Sd
WS V d WS V

n S 


      （4）

其 中 WS（V i） 是 节 点 V i 的 权 重，

图 2  各步骤间的数据处理流程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开始

结束

图书馆资源主题数据收集

用户账号映射

摘要主题句提取

基于用户账号构建滑动事件窗口

对滑动事件窗口事件进行文献聚类

恶意下载判定

图 3  摘要主题句提取流程

中文维基百科数据 论文摘要

词向量 句子及其特征集

句子 WMD 距离矩阵

算法迭代至收敛

根据句子位置加权

按权重排序选择主题句

词向量训练 分句过滤、句子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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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 ) 表示指向的所有节点的集合，Out(Vi 

) 表示 V i 指向的所有节点的集合，d 为阻

尼系数，一般设置为 0.85。将各节点初始

权重设为 1/n，当相邻两次迭代计算后其

权重变化差别趋近于零时，停止迭代，获

得句子权重值。

最后，根据摘要的文本结构特性再次

进行权重调整。关于摘要的文本结构研究
[6-8] 统计表明，方法与结果在摘要中占据

重要地位，与大众对“学术论文就应该突

出科学方法及其可获得的结果”的普遍认

知一致。方法和结果更能表达学术论文的

主题，且排布顺序在摘要中居中偏后的位

置，因此我们将该位置的句子适当增加权

重，得到加权公式（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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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表示句子在摘要中的位置百分比，

从前往后表示为 0 到 1；e 为可调整的阈值，

本课题令 e=1。可得优化后的权重公式为：

( ( *i iWS V WS V p）:= ）
               

（6）
 

  

滑动事件窗口构建

之后对多个并行的用户进行基于用户

账号的滑动事件窗口构建。

由于低速的随机时间间隔爬虫与用户

正常的图书馆资源检索与下载行为均具有

时间随机性，因此基于时间特征的在定长

时间内的恶意下载检测机制失效。因此，

本文以滑动窗口 [9-10] 为理论基础，设计了

滑动事件窗口，将一次下载行为定义为一

个事件，在滑动窗口内进行恶意下载检测，

实现检测的时间随机性。

设滑动事件窗口默认长度为 w，实际

长度为 w’，滑动步长为 v（1 ≤ v ＜ w），

标记变量为 flag，时间限定为 t，一次文

献下载请求为一个事件，t 时间可获取的

事件数量为 n，则滑动事件窗口算法步骤

如下：

1. 初始化标记变量 flag，从 flag 处实

时获取到一个用户请求事件，成为滑动窗

口内的第一个事件；

2. 在继续实时获取到一个用户请求事

件时，判断该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否在窗口

内第一个事件的 t 时间内，若是，则将该

事件放入滑动窗口内，转到步骤 3）；若

该事件的发生时间已超过窗口内第一个事

件后的 t 时间，则转到步骤 4）；

3. 判断该滑动事件窗口大小是否已满

足默认长度，若是，则将滑动事件窗口发

送至聚类算法，并跳到步骤 5），否则转

到步骤 6）；

4. 判断当前窗口内的事件数量是否大

于 v，若是，则将滑动事件窗口发送至聚

类算法，并跳到步骤 5），否则直接跳到

步骤 6）；

5. 令 flag=flag+v，回到步骤 1）开始

重新构建滑动事件窗口；

6. 令 flag=n，回到步骤 1）开始重新

构建滑动事件窗口。

文献聚类

本文采用改进后的 AP 聚类算法对滑

动事件窗口内的主题信息进行聚类。

AP 聚类算法无需特殊结构的样本数

据，依据的也是 n 个样本数据点间的相似

度，可形成如公式（3）的由 n 个样本间

的相似度构成的 n×n 相似度矩阵 Sn×n。

AP 算法是对各个点的吸引值与归属

值不断更新的过程，直到当相邻两次迭代

计算后各信息值差别趋近于零时，停止迭

代，获得自动产生的若干个类中心，并将

其余的样本数据点分配到对应的类簇中，

具体步骤如下：

1. 计算初始相似度矩阵 Sn×n，可直接

套用摘要主题句提取中的句子相似度计算

方法。

2. 对偏好值（即矩阵对角线上的值）

赋初值，初始化矩阵 [r(i,k)]、[a(i,k)] 为 0。

3. 计算样本点间的吸引度矩阵：

( , ) ( , ) max[ ( , ) ( , )]
i k

r i k s i k s i j a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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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j) 表示除点 xk 以外的候选类

中心 xj 对于 xi 的归属度值。

4. 计算样本点间的归属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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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新吸引度与归属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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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λ 是收敛系数，用于调整算法的收

敛速度和迭代过程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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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迭代次数超过设定的最大值，或

当聚类中心在两次相邻迭代中不改变时，

停止迭代，获得最后的各类中心，否则返

回步骤 2）。

获得聚类中心后，需要归类剩余文献。

传统 AP 算法中将数据点归类至距离最小

的聚类中心所在的类簇中。这种强制归类

要求所有剩余的数据点必被归类至某一类

簇中，而针对科技文献，若是某一文献对

所有聚类中心的距离都非常大，则该文献

应当是离散的，不能被归类至任何类簇中。

因此本文对 AP 算法的归类限制进行

改进，在文献归类时增加文献到聚类中心

距离限制：

1. 若 到 任 意 聚 类 中 心 的 距 离 ＜

distance，则可将文献归类至符合要求的

聚类中心。

2. 若 到 所 有 聚 类 中 心 的 距 离 ＞

distance，则该文献离散，表现为单独成

为一个类簇。

其中distance用来调整归类的严格程度。

恶意下载判定

在获得滑动窗口内的聚类结果后，通

过分析最大主题簇对窗口的占比判断窗口

内用户请求是否主题相关。

对最大主题簇中所含文献的数量进行

统计，计算其相对于滑动窗口大小的比例：

1. 当 时，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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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用户在该滑动窗口内的文献下载请求

主题相关性较好，属于正常用户行为；

2. 反之，若

，则判定为恶意下载行为。

同样，P 值用来调整恶意下载判断的

严格程度。确定为恶意下载后可向反向代

理发送肇事用户账号、IP，反向代理可利

用该信息对其进行动态封禁，避免其影响

其他用户的正常使用。

实验

为验证本检测方法的实际效果，对不

同用户类型（包括开源爬虫以及正常用户）

的图书馆资源访问及下载请求进行了查准

率和误报率测试。实验在某高校校园网中

进行：

如 图 4 所 示， 通

过该高校中部署的反

向代理获取所有对知

网访问的用户请求信

息，该请求信息中包

括用户正常的访问请

求以及可能的恶意下

载请求。本文采用了

网络开源的爬虫对知

网图书馆资源下载的

行为数据作为恶意下

载样本，并且采集了

某高校近年 2 月 20 日

0：00~2 月 28 日 23:36:09 中知网的访问下

载数据作为正常用户行为数据。在获得的

数据集中一共包含 73965 个用户行为样本，

其中匹配到的文献下载请求为 565 条，通

过开源爬虫制造的恶意下载请求为 268 个，

该部分为确定的恶意下载样本。

经过调整算法中用到的三个参数进行

分析，包括滑动事件窗口大小 Windows、

聚类半径 Radius、以及最大主题簇相对于

滑动事件窗口的比例 rate，得到不同参数

的表现，其 ROC 曲线图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当误报率在 5% 时，

三个参数的检测率较为平均，而随着误报

率的上升，检测率的上升幅度较小。当误

报率在 20% 左右，可以明显看到 rate 对检

测率有明显的提升，将三个参数组合后，

本文采用 windows=20，Radius=0.1，rate=5

的组合方式，可对低速的

随机时间间隔爬虫保证较

好的检测性能，查准率可

达 89.92%， 而 误 报 率 可

稳定在 6%。

结论

针对图书馆资源恶

意下载屡禁不止且无法

定位恶意下载用户的问

题，本文针对北京邮电

大学的图书馆资源访问

环境，提出了一种基于主题相关性的恶

意下载检测思路。该思路通过滑动事件

窗口模拟用户请求发生的时间随机性，

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及窗口范围内集中分

析用户的文献下载请求是否呈现主题相

关，主题不相关则说明用户发生了恶意

下载。

真实环境下的实验显示，该思路对爬

虫检测准确率较高，误报率较低，且针对

低速随机时间间隔爬虫，也能很好的识别。

另外，基于用户账号的检测方法，可帮助

北京邮电大学方便地定位恶意下载用户真

实身份，从根源遏制恶意下载。

在恶意下载检测技术的基础上，高

校方便地融合用户管理手段。比如，高

校可对用户账号引入信用因子，根据检

测到的情况，酌情降低有恶意下载历史

的用户信用度，根据用户信用度高低对

其权限进行控制，使其付出代价，有意

识地培养用户正确的图书馆资源使用习

惯，预防恶意下载。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图 5  三个主题聚类相关参数下的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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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华为物联网平台架构

智慧家庭 交通运输 智能停车 智能抄表

物联网平台

2G/3G/4G/
NB-IoT/eLTE-IoT

家庭网关
企业智能网关

Huawei Liteos 操作系统 / 模块

华为物联网 1+2+1 架构介绍

文 / 楚朋志   陈江平   徐季旻  方波等

上海交通大学自 2016 年开展双创建设以来，积极推动产学

研合作，将有价值的企业引入学校，将最新的产业技术传播给学

生。学校同华为以课程为切入点，以技术为承载体，经历 1 年半

的实践论证和检验，取得了优异的教学成果，图 1 是学校同华为

的人才培养历程。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享和研讨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创

新中心与华为校企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思路及具体的执行措施。

课程主题选择

以物联网为切入点

如今，技术热点层出不穷，对于方向和内容的选择及其重要，

因为这决定了课程本身对学生的吸引力。学生创新中心结合交大

学生的特点，并且想让工科及非工科学生都来参与学习新技术，

因此从课程安排上，剔除对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的云计算和网络安

全等课程。首先，对于大数据课程，考虑到其展示性及实践操作

性没有物联网有优势；其次，大数据课程偏软件基础较多，而物

联网课程从物理硬件到云端数据收集可以打通为一条链路，对于

上海交大不同学院不同方向的学生来说，能够更好地将技术同本

专业方向相结合，产生有创意的想法和作品；最后，从新工科角

度来考虑，物联网更能做到真正的跨学科。基于上述因素，公开

课的主题聚焦于物联网方向。

华为物联网优势

从华为所提供的物联网内容角度考虑，课程也极具优势，具

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为的物联网课程体现了新工科的跨学科融合。对于

上海交大这样的综合性学校来看，不仅有机电等工科学院，还有

设计学院等。通过物联网课程的整合设计，可以最有效结合学生

的优势，做到资源整合。

第二，华为的物联网课程体现了新工科的“新”。整个课程

设计基于华为的“1+2+1”的 IOT 架构，从底层硬件到云端服务

器，完整呈现了“端管云”的物联网架构。引入了最新的 5G 技

术 NB-IOT，此部分技术主要体现在应用的芯片上，为华为自研

的 budica 系列芯片；引入了最精简的华为 lite-os 操作系统，去

新工科背景下校企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2017 年 1 月 11 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创新中心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华为深圳

坂田基地签署合作协议，成立创新人才中心，正式开启了人才联合培养的新模式。此次合作，

双方将共同开发基于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型课程，为后续的深入合作奠定

了基础。

图 1  学生创新中心同华为人才培养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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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继续深入创新。

截至课程结束，此次公开课共报名人数 60 人，最后参与作

品展示共计 45 人，共有 11 组作品。在这 11 组作品中，有三组

学生申请到了华为的“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进阶课提升

进阶课程需要学生有非常好的专业基础，结合电院卓工班的

企业培养方案，将华为的物联网课程引入到课程中。该课程共计

2 学分，由中心老师和华为讲师联合授课，并得到教育部计算机

教指委物研究组专家的现场指导。作为 IoT 课程的检验标准，所

有卓工班学生均需参加华为 HCDA-IoT 认证考试，考试成绩占学

生学科总成绩的 20%。进阶课结束后，学生课程大作业将作为

参加物联网大赛的基础原型。最后参与物联网竞赛的学生共有 6

组，其中“图书馆座位智能预约系统”和“基于 NB-IoT 的 AED

智能管理系统”拿到华东赛区特等奖并成功进入全国总决赛，并

取得全国一等奖的好成绩。

自 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同华为共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中心

至今，以教师为主体申报了一项教育部新工科建设项目和一项教

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以学生为主体申报三个创新创业联

合基金项目；50 人拿到物联网初级认证；两组学生获得全国大

学生物联网竞赛一等奖；一组学生获得华为人才创新奖等。具体

奖项及成果见表 2。

在接下来的发展建设中，将依照此模式将华为的人工智能

AI 课程继续推进。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

除冗杂功能，极大简

化了开发难度，降低

学生学习难度；华为

提供了 Ocean connect

平台，简称 OC 平台，

通过模块化的拖拽开发，对无编程基础的同学都可以做出可展示

的产品成果。图 2 是华为物联网平台的架构。

公开课体验

确定课程内容及主题后，就需要根据具体时间安排来组织公

开课，为保证学生数量及开设课程的质量，在公开课组织中，需

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宣传组织方式

为了让课程信息覆盖更多的学生人群，首先要在学生活动

集中的地方布置喷绘和海报。其次，积极发挥学生俱乐部的能动

性，俱乐部通过相关学院的研究生会、学生会等进一步扩大宣传

的范围。经过各方面的宣传和推广，最终此次公开课的报名人数

为 76 人，统计分布如图 3 所示。

授课时间安排

为了保证大部分学生可以参与课程，同时为了减轻企业工程

师的压力，通常选择的授课时间为周六或者周日，不建议采用周

末两天的方式。整个的课程周期也不建议超过 6 周，建议以 4~6

周为宜，时间跨度越长，学生流失率越大。表 1 是公开课内容安排。

公开课成果输出

对于公开课，如何让学生学以致用，做到真正的产学结

合，是我们做双创教育的关注重点。由于此次公开课的安排

恰 逢 华 为 设 立 第 二 批 产 学 合 作 协 同 育 人“ 创 新 创 业 联 合 基

金”，华为资助学生项目一万元，用于基于 NBIoT 物联网作

授课时间安排

第一周 周日（09:00-16:30）
上午：课程授课（3 小时）

下午：动手实践（3 小时）

第二周 周日（09:00-16:30）
上午：课程授课（3 小时）

下午：动手实践（3 小时）

第三周 周日（09:00-16:30）
上午：课程授课（3 小时）

下午：动手实践（3 小时）

第四周 周日（09:00-16:30）
课程授课（1 小时）

项目展示和评比（4 小时）

课程总时长 32 课时

课堂授课：10 小时

动手实践（虚拟实验室）：9 小

时

项目展示和评比：4 小时

表 1  公开课授课时间安排

奖项
教育部产学研老

师项目

教育部产学研学

生项目

信息技术新工科联

盟优秀讲师

全国大学生物

联网竞赛
华为特别创新奖 IOT 初级认证

华为 ICT 学院优

秀讲师

时间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数量 2 项 4 项 2 人 2 项 1 项 45 人 1 人

表 2  产学成果展示

图 3  NBiot 公开课报名数据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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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文 / 魏楚元    彭升辉    任彦龙    谢烈虎    孙绪华 

在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信息化建设

逐步向智能化、大数据挖掘方向发展。在

此情况下，智慧校园的概念被提出。智慧

校园区别于数字校园的关键在“智慧”上。

智慧校园建设，主要技术特征体现在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

等五个方面。智慧校园建设追随当前时代

技术的进步，这是区别于数字校园时代的

代表性技术。云计算作为先进分布式计算

技术为智慧校园信息平台运行计算提供了

更强大的环境；物联网将致力于解决校园

环境下物理设备的连接与感知；移动互联

将校园师生带入到移动终端连接的互联网

世界；智能化使得师生对智慧校园建设易用

性、体验感、先进性提升到更高的期望。而

大数据这热门的概念，从高校管理层到普通

师生，期望从数据中找到“黄金”。我们有

理由认为，数据价值挖掘与分析支撑办学决

策、服务师生，正是智慧校园建设最重要的

“黄金”，也是“智慧”的根本所在。

纵观高校信息化过去二十年的发展

历程，高校信息化建设从业者一直致力于

数据管理工作，期望能消除信息孤岛，最

大化利用数据价值。在数字校园建设时期

和如今智慧校园建设时期，对数据管理的

期望都是一致的。而在大数据时代，对数

据期望更高，更迫切。在数据管理上，高

校面临的问题一直存在，从体制机制上数

据不开放不共享、数据孤岛依然严重；从

数据管理层面，数据不完整、不一致、数

据更新不及时等数据质量问题依然突出；

数据来源众多且分散，缺少真正有效的整

合；数据从生产到使用，中间流程不清晰，

数据融合困难等。如此众多的问题长期未

得到有效解决，形成了“表面上喊数据重

要”而事实上“数据价值无从体现”的尴

尬局面。实际上，从业界到高校都未找到

破解难题的方法。今天大数据概念的火爆，

引发了高校管理层对大数据价值的更高期

望，师生对大数据的价值也充满期待。高

校信息化从业者急于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

方法，对数据管理依然迷茫。纷纷提出如

下疑问：学校数据管理的水平到底处在什

么层次？数据团队如何建设？数据管理应

该制定哪些制度？如何提升数据质量？如

何建设数据标准？面对这些问题和疑问，

数据治理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从分析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入手，分析高校在数据治理上的优势与问

题，提出一种高校数据治理的框架，为高

校大数据分析提供参考。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及其分析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GB/T 

36073-2018》给出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

估模型以及相应的成熟度等级，定义了数

据战略、数据治理、数据架构、数据应用、

数据安全、数据质量、数据标准和数据生

存周期等 8 个能力域，如图 1 所示。其中 8

个能力域又包括 29 个能力项，如表 1 所示。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划分为 5 个

等级：初始级、受管理级、稳健级、量化

管理级和优化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等级一：初始级。组织没有意识到

数据的重要性，数据需求的管理主要是在

项目级来体现，没有统一的数据管理流程，

存在大量的数据孤岛，经常由于数据的问

题导致低下的客户服务质量、繁重的人工

维护工作等。

2. 等级二：受管理级。组织已经意识

到数据是资产，根据管理策略的要求制定

了管理流程，指定了相关人员进行初步的

管理，并且识别了与数据管理、应用相关

的干系人。

3. 等级三：稳健级。数据已经被当作实

现组织绩效目标的重要资产，在组织层面制

 从数据中找到“黄金”
构建高校数据治理框架

摘要 :  近年来，大数据在我国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高度重视数据的挖掘和价值分析。大数据的

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数据的期望值大幅度提升。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分析为高校办学决策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价值。数据作为学校核心资产，对提升现代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此模型作为指导，分析高校在

数据治理水平上的优势与劣势。从技术架构、组织架构和治理制度，为研究和分析高校数据治理构建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治理框架，为高校数据治理提供一种可参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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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系列的标准化管理流程以促进数据管理

的规范化，数据的管理者可以快速地满足跨

多个业务系统，准确、一致的数据要求，有

详细的数据需求响应处理规范、流程。

4. 等级四：量化管理级。数据被认为

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组织认识到

数据在流程优化、工作效率提升等方面的

作用，针对数据管理方面的流程进行全面

的优化，针对数据管理的岗位进行关键绩

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的

考核，规范和加强数据相关的管理工作，

并且根据过程的监控和分析对整体的数据

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优化。

5. 等级五：优化级。数据被认为是组

织生存的基础，相关管理流程能够实时优

化，能够在行业内进行最佳实践的分享。

高校数据治理分析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给出了一

个组织数据管理、应用能力的评估框架，

通过数据能力成熟度模型，组织可以清

楚地定义数据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

未来努力的方向。该模型可以作为高校

数据治理的一把尺子和一面镜子。对照

该模型，能够很好地对大学的数据管理能

力成熟度进行评估，也能促进高校数据管

理能力的持续提升。结合该模型，我们对

高校数据治理的现状给予初步分析。

1. 数据战略。将数据上升为学校战略

层面，在国内高校比较少见。高校信息化

普遍领导机构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

导小组或者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具体数

据职能部门基本上为信息化办公室或网络

信息中心，承担信息化建设职能，鲜见有

专门的数据战略或数据职能机构。北京师

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极少数高校专门

成立校务数据中心，在数据战略建立和实

施上树立了标杆。数据作为全校的核心资

产，学校层面制定数据战略并进行全方位

推进极为重要。

2. 数据治理。数据治理作为一种重要

的理论和方法，为数据建设与管理提供了

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指导。近年来，数据治

理被赋予更多关注和重视，对厘清高校数

据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很

多高校处于数据管理层面而非形成数据治

理的组织架构和数据治理的制度。

3. 数据架构。高校普遍建设有共享数

据中心（主数据管理平台），各业务系统

数据以共享视图或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进

行共享，形成数据从分布到共享的架构。

但是，对元数据的管理，数据共享的深度

还不够，如学籍变异数据准确无误共享、

科研项目中的经费在财务系统与科研系统

完全打通等尚未很好实现。

4. 数据应用。数据应用的水平局限在业

务系统层面，未形成很好的合力，在综合决

策分析上发挥更好的效益。数据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共享，但是主数据管理平台中的数据

尚未能形成很好的数据开放共享服务。

5. 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建设上存在短板

和安全隐患，在数据收集、存储、传输和使

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使得大量敏

感信息、个人信息的安全性无法得到有效保

障。在技术层面上，缺乏深度的数据审计机

制，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数据库安全访问策

略等建设隐患较多，亟需加强。

6. 数据质量。数据质量是高校数据治

理面临最大的问题，数据质量是数据治理

的生命线。数据质量问题普遍存在，不解

决这些数据质量问题，高校信息化建设乃

至大数据分析将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7. 数据标准。虽然制定有数据标准，但

是数据标准的执行力度欠佳，数据标准的管

理、更新维护能力欠缺，数据标准在某种程

度上形同虚设；业务系统的更替，往往数据

标准要适应业务系统，而非业务系统建设时

以数据标准为主的现象依然普遍。

8. 数据生存周期。数据生存周期对数

据运维能力提出了重要挑战，对历史数据

的保存和管理，保持历史数据版本及其延

续性，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目前普遍缺

乏对数据生存周期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管理

手段。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高校数据管理

水平参差不齐，距离量化管理级和优化级

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数据管理能力成熟

度模型的指标和参考项，对高校数据治理

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参考意义。

高校数据治理框架

数据治理是近几年来逐步得到重视的

数据资产管控方法。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资

产管理和控制的活动集合，包括计划、监

控和执行等。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资产进行

管理的组织行为，涵盖数据采集、使用到

清理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和流程。数

据治理不同于数据管理，数据管理是一种

角色和职责，确保在数据治理的指导下提

供具有较高数据质量的可靠数据。数据治

理则更加全面和深入，强调的是通过治理

过程达到良好的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中的较高等级，并提升组织的资产回报率。

可以说，数据质量是数据管理中的重

能力域 能力项

数据战略 数据战略规划

数据职能框架

数据战略实施

数据任务效益评价

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组织

数据制度建设

数据治理沟通

数据架构 数据模型

数据分布

数据集成与共享

元数据管理

数据应用 数据分析

数据开放共享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策略

数据安全管理

数据安全审计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需求

数据质量检查

数据质量分析

数据质量提升

数据标准 业务术语

参考数据和主数据

数据元

指标数据

数据生存周期 数据需求

数据设计和开发

数据运维

数据退役

表 1  DCMM 能力域和能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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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之一。提升数据质量，除了通过技

术手段，对数据不一致、数据丢失等进行

监测和修复，更重要的是要全面通过数据

治理手段，切实加强一个组织的数据管理

能力建设，促进组织向着数据管理能力成

熟度更高级别，有序规范提升数据质量，

为数据提供办学决策发挥价值。

技术架构

借鉴行业解决方案，结合高校特点，我

们设计了高校数据治理技术框架，如图2所示。

以高校数据治理为例，主要阐述高校

数据治理的技术架构和方法。高校数据治

理主要包括以下四大模块：

1. 数据源发掘与资产盘点。高校的教

育、教学、管理活动构成了一个系统，在

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必须

对这些数据源进行全面挖掘，找出这些可

能存在的数据源的生产单位、管理单位、

使用单位、受益单位。有些数据具有一定

的隐蔽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如需要统计

出师生平均在校内体育活动的时间，可能

要对运动场、体育馆等多个体育运动场馆

的数据进行采集，有些单位没有采集数据

设备和手段，需要进行补充建设等。资产

盘点需要对各系统的数据库、日志、文件

等海量数据进行全面梳理。数据源的发掘、

建设，数据资产的全面盘点，是做好高校

大数据分析的重要前提。

2. 数据集成。数据集成主要是将盘点

发现的各个系统的数据进行采集、清洗、

交换至构建的中心共享数据库。结合高校

的实际情况，采用两套技术平台分别进行

处理。对于结构化数据，通常使用 ETL 构

建结构化共享数据中心，将教务、科研、

人事、财务、资产等多个重要业务系统的

数据交换到共享数据中心；对于非结构化

数据，如网络系统日志、视频图像、文本

等数据，采用 Hadoop/Mapreduce/MongoDB

等大数据平台进行接入。

3. 数据治理。数据治理是高校大数据

分析的关键措施。在学校整体数据战略的

指导下，需要建立数据治理组织机构和人

员队伍，明确数据生产单位、管理单位、

使用单位、收益单位的责任、权利和关系，

需要强化对数据质量的管理，对全量数据

进行血缘分析、影响分析；还有数据模型

建立、元数据管理、数据标准管理、数据

安全管理等重要的内容。

4. 数据应用。通过前面几个阶段的工

作，最终是促进数据的应用。数据应用主要

包括数据可用性服务和数据价值发掘分析。

数据可用性服务包括实现可配置的数据交换

规则、数据可用服务接口设计，使得数据共

享交换的过程简单、易操作，提升对数据分

析的可操作性；数据价值发掘分析，重点是

结合学校核心业务，设计好分业务主题模型

和学校综合校情指数等业务价值模型，通过

大数据分析展示价值，支持决策分析。

组织架构

数据治理的战略层面，关键在于一个

高校对数据的重视程度，是否将数据当作

核心资产，数据逐渐实现战略化、资产化；

并且大数据思维和应用已经开始逐渐渗透

到学校管理层和学校治理范畴内，并且致

力于发挥数据对学

校治理理念、治理

范式、治理内容、

治理手段等产生的

积极影响。高校数

据治理的关键在于

建立组织有力的管

理架构和人员队伍，

以实施、执行学校

的数据战略。

在学校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下，建立数据治

理工作组，其工作职责包括：全校范围数

据资源的统一规划；学校数据信息标准、

编码标准、技术规范、管理规范的制定和

完善；为学校数据整合、共享、深度分析

和综合应用提供服务保障；为学校各部门

的信息化数据管理工作提供指导与业务支

撑。数据之类工作组组织机构包括教务、

科技、人事、学生工作、研究生、财务、

资产等多个业务职能部门和学院，明确各个

项目数据主管，建立协作开放合作机制，推

动各个业务系统数据开放共享，推进各个业

务部门数据源头的数据采集与数据质量负责

制，真正推动数据从生产、交换、共享、使

用、价值分析全链条数据质量管控，高效完

成数据治理工作。

治理制度

数据治理制度以文件形式明确数据战

略实施下各个业务单位的责任担当。必须

加强信息化数据的统一规划与管控，建立

有效的数据共享、管理与保障体系，保证

信息化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和一致性，

明确信息化数据的管理和维护责任，保证

信息化数据质量，为学校教学、科研、管

理以及持续发展提供准确、权威、及时、

安全的数据与信息服务。

近年来 , 大数据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

者、产业界、各行各业研究的热点话题，

如何充分挖掘和实现大数据的价值，是高

等教育领域面临的新课题。本文主要以数

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作为参考，简

要分析了高校数据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找出了存在的差距和短板。在相关行业的

经验基础上，提出一个可借鉴的高校数据

治理框架，为高校数据治理提供参考。

（责编：杨洁）

( 作者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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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 +”时代，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

师生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需求日益强烈，众多高校已开展人脸

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建设高校人脸识别

服务平台是对智慧校园建设的进一步扩展和提升，是校园信息化

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高校人脸识别服务平台是集公共服务、校园管理、决策分

析为一体的智慧校园项目，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整合数据与

资源，实现人与空间的有机衔接。大连理工大学在人脸识别服

务平台的建设模式上进行了积极探索，深入研究人脸识别技术

与智慧校园应用领域的融合创新，已实现校级人脸识别服务平

台的建设，提供面向全校师生的以人脸作为身份标识的校园服

务，在通道门禁、考勤管理、会议签到、迎新注册、餐饮消费

等场景进行了应用探索，在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智能

化的服务方面取得了成效。

人脸识别技术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

种生物识别技术，用摄像镜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自

动提取人脸中的身份特征，采用相关识别算法将已检测到的待识

别人脸与数据库中存储的已知人脸进行搜索匹配，从而识别每个

人脸的身份。

目前学校人脸识别的应用模式包括 1:1、1:N、M:N 三种，通

过设定一个阈值，当相似度超过这一阈值时，输出匹配得到结果，

完成身份识别验证。

第一种：1:1 应用模式是通过对当前摄像头采集的单个人脸

数据与刷身份证等证件时获取的照片进行现场快速人脸比对，

并给出是否匹配的过程。学校在迎新注册、招聘会现场等场景

中采用人脸识别的 1:1 模式，通过人脸识别人证一体机完成了

对持卡人样貌与身份证信息匹配的过程，实现了人证核验的比

对识别工作。 

第二种：1:N 应用模式是通过对当前摄像头采集的单个人脸

数据与海量人像数据库中的人脸数据进行搜索比对，并给出是否

匹配的过程。学校在门禁管理、考勤管理、通道管理和食堂消费

等场景中采用人脸识别的 1:N 模式，实现了对单个人像的动态采

集与学校人脸库中照片的比对识别工作。

第三种：M:N 应用模式是通过对当前摄像头采集的多个人脸

数据与海量人像数据库中的人脸数据进行搜索比对，并给出是否

匹配的过程。学校在会议签到管理、安防管理等场景中采用人脸

识别的 M:N 模式，实现了对场景内所有人像的动态采集与学校

人脸库中照片的比对识别工作。

人脸识别服务平台的建设

总体设计

学校公共库已有师生的照片库资源，可以利用人脸识别技

术，开展校园人脸识别的广泛场景应用。人脸识别服务平台的核

心技术是搭建人脸库，其中人脸库是一套软硬件一体的管理系统，

人脸库的建设对整个校园业务体系产生多层次的业务关联。通过

与学校公共库进行照片同步，并对照片进行质量检测评分，人脸

库完成照片的初始化工作，其中不合格的照片，通知业务系统如

迎新系统、移动端自助采集等，重新进行人脸采集上传。

人脸识别服务平台管理和维护已经建好的人脸库，然后根据

学校各个部门业务的需要，将人脸信息同步给不同业务系统，将

人脸照片同步下发至人脸识别终端设备，与学校现有的会议签到

系统、门禁系统、考勤系统、迎新系统、通道系统、一卡通管理

系统等进行对接，从而实现为各个应用场景提供人脸识别服务，

人脸识别服务平台业务流程如图 1 所示。

人脸识别让校园服务更智能
摘要：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迅速发展，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得到高校广泛关注。本

文以大连理工大学人脸识别服务平台实践为例，从总体设计、建设应用、创新服务等方面，阐述了

高校人脸识别服务平台的应用特点。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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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慧校园基础平台的融合创新

人脸识别在基础人员数据方面，与学校公共数据库同步，获

取师生的基本信息，由公共库作为校园各子系统业务数据的清洗、

交换与共享中心；人脸识别服务器方面，采用云服务技术，实现

数据的集中管理、备份与维护；网络方面，依托校园网建设，划

分物联网专用网络，保证网络传输的安全；统一身份认证方面，

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进行对接，可以基于人员身份信息进行

认证，完成各个应用系统的单点登录，同时新增建立统一人脸身

份认证系统，完成人脸识别的认证服务。

提供的人脸识别服务

人脸识别服务平台将人脸数据库应用到学校的各个业务系

统，再将生产的各类业务数据汇总到公共库，实现业务数据的多

维展示，为学校管理提供辅助决策，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 人脸基础数据共享服务。人脸库定期跟公共库进行检测同

步，将人脸库中更新的照片数据推送给公共库，由其他业务系统

从公共库获取人脸照片数据，以保证照片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2. 人脸照片检测评分服务。对已有的人脸照片数据，进行检

测评分，对不符合人脸识别要求的照片可以通过移动端随时自助

更新，保证后期人脸识别需求。

3. 人脸识别比对认证服务。人脸库可以为业务系统提供人脸

1:1、1:N、M:N 的比对认证服务，以保证满足不同场景基于人脸

识别的身份认证需求。

4. 移动端人脸采集服务。与学校移动平台进行对接，根据人

脸采集标准，将人脸采集功能模块嵌入学校移动平台中，如图 2

所示。师生可以通过手机自助进行自拍或上传照片，系统会自

动检测照片是否符合人脸识别标准及是否与原照片的人像相符，

符合要求的照片自动上传到人脸库，从而满足师生随时随地更

换照片的需求。

人脸识别服务平台的应用

依托于学校智慧校园已建设的应用系统，人脸识别服务平

台提供的各项服务可以应用到学校的各个部门的业务层面，如

图 3 所示。例如，与迎新系统进行对接，一方面迎新系统通过

接口调取照片检测评分服务，对新生上传的照片进行评分，照

片不合格的新生可以重新上传，另一方面新生现场报到时，迎

新系统通过人证一体机设备，完成认证核验以及新生报到注册；

与宿管系统进行对接，自动下发进出宿舍人员的权限，将人脸

数据按照权限下发到不同宿舍的人脸识别设备，学生在进出时

通过刷脸识别权限对通道闸机进行出入控制；与会议签到系统

进行对接，参会人员进入会场时实时进行人脸自动抓拍识别，

可以同时进行多点抓拍，实现无感知多人同时识别，完成会议

签到；与考勤和门禁系统对接，通过一台人脸识别终端，可以

同时给考勤和门禁两个业务系统提供人脸识别比对服务，实现

刷脸开门进出和日常考勤管理。 

通过人脸识别服务平台来实现师生人像的自动识别和身份

管理，不仅简化了师生身份识别认证的操作，而且为学校大数

据分析提供了依据支持，同时使校园信息化服务变得更加智能

化、便捷化和安全化。因此，高校人脸识别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应用 ,

在为全校师生营造了更加便捷安心的学习生活环境的同时，也

达到了提高学校的科学管理水平、提升师生服务体验的目的，

引领了校园信息化服务应用的新变革。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

图 1  人脸识别服务平台业务流程

图 2  移动端人脸采集服务

图 3 人脸识别应用场景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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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磊磊 1    陈军 1   乔禹 2

随着“互联网 +”高体验时代的到来

和不断深化，微信、支付宝等以社交和生

活服务为服务路线的应用颠覆性地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大学生作为最乐于、

也最具有接纳创新应用基础的群体，最早、

最广泛地体验到新技术、新模式的便利。

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对其高校生活领域内

的信息化创新和体验要求水涨船高。作为

高校信息化部门，跳出原有思维范式，从

和先进互联网实践接轨乃至引领的角度，

构建一体化的具有极致体验属性的校园生

活服务平台，是满足师生不断提升体验需

求的最佳选择。

“水融式”概念内涵

作为校园生活服务平台的基本设计

原则，高体验源于信息化应用对师生需

求的极致适应，把对个性需求的适应作

为信息化应用的生命线，因此校园生活

服务平台要“如水般融入”师生的需求。

其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其一，学习“水

之柔”，“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校园

生活服务平台要实现对每一项需求的服

务性支撑，实现服务的柔性化、温情化；

其二，学习“水之变”，“水无定形，

随境而适合”，需求在变，服务应随时

快速应变，校园生活服务平台要不断演

进随适；其三，学习“水之融”，“水

之润下，无孔不入”，校园生活服务平

台的高体验信息化应用要融入到校园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实现全覆盖。

校园生活服务平台框架

以“水融式”为发展理念，全面建设

以校园卡系统为主核、统一聚合支付平台

为副核的校园生活服务平台，实现对校园

生活服务的高体验式全覆盖，为师生提供

极致便利的无感知、全融入、智能化服务。

在具体实践上，从纵向深挖和横向扩展两

个路线实现对校园生活服务平台的功能延

展和服务扩充，如图 1 所示。主要包含以

下七个方面：1.“介质 +”，实现校园卡、

虚拟卡、智能介质等多种校内认证和支付

介质；2.“流程 +”，打造全流程中心，

实现校园卡等所有校内生活服务业务的全

线上办理覆盖；3.“功能 +”，实现对现

有校内生活服务功能覆盖的扩充，如建设

智慧餐厅等；4.“终端 +”，建立标准化

体系，实现统一化终端对校园卡、聚合支

付、人脸识别等的支持，建立智能自助服

务终端；5.“渠道 +”，实现多种业务办

理渠道，实现和多银行支付渠道的打通，

实现和微信、支付宝等社交引流渠道的打

通；6.“场景 +”，扩充原有校园卡系统

不能覆盖的场景（如校内停车门禁收费

等），实现对校内生活服务场景的全覆盖；

7.“聚合 +”，建设高校统一

聚合支付平台，实现对同时

面向师生、校友和校外人员

等校园生活服务关联人群的

高体验服务。

建设和提升路线

需求产品设计。“水融式”

理念下的校园生活服务平台

的基础依托是需求挖掘和需

求创新。师生的需求存在原

始、偏感性、碎片化等问题，

且多涉及和现有业务服务的

紧耦合，而与之对应的是，

让服务如水般融入校园
摘要：本文从和先进互联网实践接轨乃至引领的角度，将校园生活服务信息化、高体验化，

实现校园生活服务的全覆盖，以校园卡系统为主核、以统一聚合支付平台为副核，构建适合于

高校实际的具有极致体验属性的校园生活服务平台，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双一流”大学建设。

图 1  校园生活服务平台延展架构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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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的产品经理和开发经理缺乏对原始

需求的析解能力，对每一个高校场景下

的业务服务更是知之甚少。这种需求和

需求匹配之间的矛盾带来的结果是校园

生活服务信息化功能的实现距离预期效

果相去甚远。针对此矛盾，我们提出了

一个以需求产品设计为纽带的服务产品

实现逻辑，如图 2 所示。教育信息化工

作人员可以扮演一个需求产品设计师的

角色，抽取解析用户的原始需求，结合

本地化业务服务产生需求产品，然后交

由厂商的产品经理和开发经理实现产品

设计和实现，同时需求产品设计师承担

产品的效用验证和产品的服务变现工作。

如此，教育信息化工作人员在整个校园

生活服务平台的服务实现过程中深度参

与、跟踪辅导，确保服务

的实现效果。

创新。从教育信息化

角度来说，创新不是技术

创新，是需求创新、应用

创新，换言之，创新不是

来自于厂商，而是来自于

高校。校园生活服务平台

的创新可通过以下四个途

径：其一，借鉴其他高校

在校园生活服务方面的创新实践，因地制

宜在所属高校进行改造实现；其二，参考

其他行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在社会生活服

务场景的应用模式，使其能够映射到校园

生活服务场景；其三，针对校园生活中某

些特殊需求，通过创设场景、创设应用，

打造新的需求产品，提供创新的服务；其

四，通过对校园生活的现有信息服务进行

智能化提升实现体验创新，如刷脸认证 ( 支

付 )、智能服务助理等。

引流和借路。在校园生活服务平台

规划建设中，“打通校园生活应用与社

交应用的引流通道，打通校园生活应用

与各大银行的支付通道”，是快速实现

校园生活服务覆盖扩充和体验提升的神

兵利器。首先，是引互联网应用之流量。

微信、支付宝等互联网社交和生活应用

积累了巨量的用户群，用户的活跃度也

较高，尤其是在青年学生这一群体。在

校园生活服务场景，自建应用的方式需

要培养师生用户群，普及过程较慢，且需

要用户进行下载、安装、学习使用，体验

感较差。而通过微信服务号（或小程序）、

支付宝生活号（或小程序）等具有广泛客

户群的应用进行引流并绑定校园生活应用

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其次，是借银行之

通道，作为高校的师生群体，其所持有银

行卡分属于不同的银行，通过建设统一聚

合支付平台实现多家银行卡在校园生活服

务场景的便捷支付，实现体验提升和渠道

覆盖，进而充分利用各家在先进体验和服

务方面的优势。

高校实践

基于上述架构，山东大学的信息化

团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实践，初步建

立了校园生活服务平台的雏形，有效提

升了校园生活服务的体验和便利度。表 1

为山东大学校园生活服务平台建设前后

的对比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山东大学校园生

活服务平台在功能、体验感、覆盖度方

面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在师生对校园生活服务日益增长的高

体验、高便利要求的背景下，本文构建规

划的“水融式”校园生活服务平台及其实

践，能够对同类高校整合规划校园生活信

息化服务，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但与此同时，因为尚处于建设的初中级阶

段，山东大学的统一标准化终端的覆盖度

尚需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体验提升方面的

纵深挖掘和场景覆盖方面的横向扩展也需

要进一步完善。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1 为山东大学网络信息与技术服务中心，

2 为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图 2  服务产品实现流程

序号 服务指标
原校园卡系统

(2011-2017)
校园生活服务平台（2018- 至今）

1 系统组成 校园卡系统 2.0 校园卡系统 3.0 统一聚合支付平台

2 介质 + M1 校园卡
M1(CPU) 校园卡

3 种虚拟校园卡

云闪付介质 ( 绑定 )

银行虚拟介质 ( 绑定 )

微信、支付宝介质 ( 不绑定 )

3 终端 + 刷卡 POS 机
统一标准化终端

刷脸高体验终端
统一标准化终端

4 流程 +
人工流程

自助流程

全线上流程

智能化自助流程
全线上流程

5 渠道 +
人工渠道

绑定银行卡渠道

微信、支付宝渠道

银联、银行渠道

银联渠道

银行渠道

6 功能 + 传统功能 个性化高体验功能 非原有校园卡场景功能

7 场景 + 经典师生场景 师生无感知场景 师生 + 校外人员无感知场景

8 聚合 + 无 无
微信、支付宝

云闪付、银行卡

表 1  山东大学校园生活服务平台建设前后对比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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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需求

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

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精准

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

亮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同时是

扶贫先扶志和教育帮扶的重要指导思想。

教育是惠普人民的最大民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指出，“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靠教育”。

被帮扶地区也提出希望充分利用信息化

手段，把优质的教育资源直接引入农牧

区贫困学生课堂，使农牧区贫困学生享

受的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得到

较大提升。

被帮扶地区基于自身教育实际情况与

需求提出了实时教学互动、远程视频会议

对接、教育信息化平台对接等业务。其中

实时教学互动和视频会议业务对网络质量

要求较高，必须避免网络延迟和抖动造成

的直播视频、互动教学视频卡断等现象。

传统互联网方案很难满足用户对网络传输

质量的高要求。同时出于对网络安全的考

虑，基于普通互联网对接也存在着教育信

息和数据泄露的风险。

基于上述需求，唯有通过信息技术手

段实现远程教育对接本地化，才能满足对

口帮扶地区的要求。

技术思路与实现

为更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和北京市“携手奔小康”行动部署及北

京市东城区教委与被帮扶地区签署的教

育对口帮扶框架协议，从被帮扶地区的

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出发，东城区教育

研究中心与东城区教育信息中心承担了

对边远帮扶地区信息化平台的对接工作，

并负责搭建“互联网 + 远程教育精准帮

扶平台”。

网络组建

借助国家一级网络运营商骨干传输网

组建 MPLS VPN 专网，将西藏当雄、内蒙

古阿尔山、河北崇礼的教育网络接入北京

市东城区教育城域网，满足双方教育业务

需求中教学互动实时性强的需求。

东城教育城域网采取 MPLS VPN 组

网技术，使用多协议标记交换 MPLS 方式，

并通过连续的 QoS 保障，将东城教育城

域网与多个地理上分散的边远地区按照

星型结构构建于网络运营商的骨干网络

之上，实现内部数据、语音、图像、视

频等多种数据的安全通讯服务，实现点

到点、点到多点及多点到多点的内部专

网传输。将接入东城教育城域网的远程

网络配置为内部子网，实现边远地区网

络本地化。

对口帮扶地区按需选择带宽，东城

教育城域网则采用对口帮扶地带宽总和的

1.3 倍为接入带宽，接入到运营商的 MPLS 

VPN 网中。

在接入地均采用双路由的 MSTP 保护

方式，连接到运营商的 PE 路由器。当发

生光缆路由或电路、接口和 CE 故障时，

本地电路可以在 50ms 内自动切换到另一

条光缆路由，以保障业务不中断。

1. 地址规划及路由规划

互联地址：因为需要使用运营商 CE

网管服务，所以用户端 CE 与运营商 PE

接口的互联地址由运营商分配。

CE 两地内网地址：使用东城区预先

规划好的网络地址，实现对口帮扶地区网

络本地化。

路由协议：根据组网规划，支持 PE

和 CE 之间通过静态路由方式和动态路由

协议 EBGP 方式接入。

2.QoS 

QoS 是 MPLS VPN 网络的一个重要个

性化服务，用以满足不同种类的数据包时

延和速率要求 , 见表 1。

互联网 + 远程教育实现精准帮扶
摘要：根据中央要求，依据北京市“携手奔小康”行动部署及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与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当雄县教育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教育局、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教育局签署

的教育对口帮扶框架协议，并从帮扶地区的实际教育需求出发，由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究中心负

责组建“互联网 + 远程教育精准帮扶平台”。本文基于东城区教育城域网、教育云平台、远程

教育业务的精准对接与帮扶等内容开展介绍，希望能够为国家的教育帮扶工作提供相关经验，以

尽绵薄之力。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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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常管理方案

东城区教育研究中心在 Zabbix 开源

方案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可实现分布式

系统监视以及网络监视等功能。主要包括

用户 CE 网管监测及 PE 流量监测的网管

服务。通过 MPLS VPN 用户网管，东城教

育研究中心运维人员和外省用户可以按照

不同权限，使用拓扑视图、业务告警、线

路或 CE 设备性能、报表、服务质量管理

等功能，满足对 MPLS VPN 业务运行、分

析、保障的需要，见表 2。对于网络的异

常和故障对接微信，向网络管理人员报警。

网络运营服务

提供 7×24 小时业务响应服务。被援

助地区的教育网络在接入东城教育城域网，

成为本地校园子网后，可实现统一管理。

主要成果与效益

教育成果与技术成果

被帮扶地区网络本地化后可以直接

与东城教育系统内的各类教育

单位建立教育业务，同时使用

东城教育云平台中的各种软、

硬件资源。

在教育教学上快速实现边

远地区远程教育教学、科研本

地化对接：基于东城教育云平

台及开源系统进行二次开发，

东城教育研究中心将移动端视

频直播、视频观看、视频会议

技术应用于对口帮扶单位的远程教育教

育教学及教育科研工作。主要解决了边

远地区网络信息化人才不足，迅速提升

对口帮扶地区的技术应用水平，同步教

育教学和科研的进度。

在技术上利用等本地化数据中心为

被 援 地 提 供 低 延 时 服 务： 根 据 被 帮 扶

地 用 户 对 应 用 服 务 的 访 问 情 况， 将 服

务 部 署 或 迁 移 到 物 理 上 距 离 用 户 最 近

的 虚 拟 化 服 务 器 节 点， 从 而 避 免 大 规

模 跨 域 网 络 访 问 带 来 的 流 量 压 力， 提

升 用 户 访 问 体 验； 被 帮 扶 地 数 据 通 过

M V 专线存储在东城教育云数据中心，

可 避 免 传 输 中 敏 感 数 据 外 流， 保 证 数

据安全性和隐私性。

通过东城云平台数据中心为被帮扶

地 提 供 云 计 算 服 务 和 资 源 调 配 应 对 服

务 负 载 高 峰： 解 决 被 帮 扶 地 计 算、 存

储 资 源 不 足 的 情 况。 往 往 会 根 据 负 载

高 峰 的 资 源 需 求 进 行 超 配， 而 在 平 峰

时 期 资 源 就 会 出 现 浪 费。 通 过 采 用 多

数 据 中 心 间 协 同

方 式， 每 个 数 据

中 心 都 不 必 配 备

满 载 所 需 的 资 源

规 模， 而 在 诸 如

选 课、 报 名 等 服

务负载高峰期间，

可 动 态 调 配 其 他

数 据 中 心 的 资 源

临 时 提 供 服 务，

降 低 总 体 的 建 设

和运营成本。

经济与社会效益

有效解决跨地域的教育资源和信息服

务共享问题，节省了被援地的财政资金：

优质教育资源和服务的推送是教育帮扶的

核心，教育云平台资源提供了海量可扩展

的资源空间和服务能力，通过云端发布的

教育资源和服务可供不同地区的教师和

学生随时随地访问，并且根据用户的资

源访问频度和访问量等情况，动态地将

教育资源（如音视频资料等）缓存到所

在地区的教育云节点，以提高访问质量。

此外，对口帮扶地区无需采购昂贵的视

频会议 MCU 服务器即可使用东城的软、

硬件设备实现教育教学交流。

快速提升了边远地区教育信息化水

平：边远地区往往由于缺少技术和人才，

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往往落后于北京等

发达地区，通过远程网络本地化实现统一

规划建设、统一 IP 地址规划，构成统一

资源视图、统一运维管理和统一服务推广，

能够将发达地区的信息化发展经验快速推

广到边远地区，提升帮扶对象的信息化水

平，从而产生深远的社会效益。

通过“互联网 + 远程教育精准帮扶

平台”的建设与实践，拉近了北京东城

与对口帮扶地区的距离，举东城教育系

统之力，通过远程专网对被帮扶地实现

精准教育帮扶。将东城教育云平台、教

育视频交互系统、远程学习平台、东城

教研、学校课堂实录及直播等教育信息

化资源按需开放给被帮扶地区，实现教

育教学交流互动。有效地促进了发达地区

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均衡，推动了区域教

育公平工作的开展。在产生长远社会效益

的同时，也节省了财政资金，并探索出一

条远程教育精准帮扶之路，为通过信息技

术实现精准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积累了经

验。 （责编：杨燕婷）

表 2  MPLS VPN 用户端网管功能

( 作者单位：1 为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究中心 ,2 为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3 为北京市东城区教育信息

中心 ,4 为北京市东城区基础教育大数据分析实验室）

位置 参数指标

同一城市内 ≤ 5ms

同一省份内两城市 ≤ 20ms

跨省城市间（1 类城市之间） ≤ 40ms

跨省城市间（1 类与 2 类、2 类城市之间） ≤ 70ms

跨省城市间（1 类与 3 类、2 类与 3 类、3 类

城市之间）
≤ 100ms

时延（CE-CE 之间）:

丢包率：≤ 0.1%  抖动：≤ 3ms

表 1  使用 QoS 时数据包时延和速率要求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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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宇

学 校 十 三 五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规 划

（2016-2020）中指出，以顶层设计与规

划为基本理念，在高性能硬件环境的基础

上，构建用户体验流畅的智慧校园环境，

通过在基础设施、教学、科研、校务、资

源和学校形象等多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到

十三五结束时，使学校能实现信息技术与

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深度融合，完成“互

联网 + 高等教育”的升级。普及型智慧教

室就是把当代新的信息技术成果和我校实

际结合起来，建设的具有我校特色的“智

慧教室”。

设计思路

普及型智慧教室整体的设计要体现模

块多元化、管理智能化的理念，充分体现

信息化、科技化、人性化，具有安全、稳

定、可靠，成本可控并适合大规模建设与

改造升级的设计思路。具体表现在：在物

理环境中，利用自动控制和物联网技术自

动调节教室的温度、湿度、灯光亮度等，

建立起一个舒适的物理环境；在资源环境

上，实现个性化推送和资源共享，可以实

现任意教室信号同步，根据课表自动录制

每节课程并自动上传平台；在交互上，实

现简单、自然、友好的人机交互，为学习

者提供高效的信息获取、交流学习空间；

在学习支持上，提供方便快捷的学习支持

服务，信息发布系统及时发布课表、动态

新闻消息，集控录播与学习

平台相结合，课堂与课下相

结合，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

供条件；在对接上，实现与

学校信息系统的无缝结合，

实现智能开关机、智能到勤

率、人脸识别等多样化的功

能；在升级改造上，采用模

块化的建设思路，为后期增

加各种应用功能提供便利。

特色功能

普及型智慧教室除满足

基本多媒体教学功能外，还

增加了多项特色功能，具体

如下：

1. 常态化集控录播

集控录播系统由管控服

务器、集控工作站、学习平

台服务器、录播服务器集群、

安装在教室的网络高清摄像

头及音频采集设备、中心存储组成（图 1）。

集控系统在与学校教务系统课表进行数据

对接之后，能根据课表自动对正在上课教

室的教师场景、学生场景、课件 PPT 等进

行全程录制，生成高清视频资源，并定时

将资源上传至中心存储，实现对课程资源

的回放、监看及长期保存功能。

目前，学校的 163 间普及型智慧教室

都具备常态化录播功能，集控系统配备简

单易用的操作后台（图 2），方便管理员

对所有教室的录播设备及录播服务器存储

状态进行实时监管监看。

2. 智慧班牌

智慧班牌也称为“信息发布系统”，

主要由管控服务器、多功能显示终端、以

太网组成（图 3）。通过与校园卡数据、

教务系统数据、学校网站数据对接之后，

可实现智能签到、课表显示、新闻动态发

布等多样化功能。尤其是课表显示功能在

实际应用中最受学生欢迎，学生可以在教

智慧教室为校园信息化建设添彩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优秀奖

2018华为杯

图 1  集控录播教室拓扑

图 2  集控录播后台管理系统

摘要：本文从合肥工业大学建设普及型智慧教室的背景出发，分析了普及型智慧教室的建设

思路，并从常态化集控录播、智慧班牌、巡课软件、学习平台四方面介绍了普及型智慧教室的特

色功能，最后设想了未来智慧教室的建设规划，提出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改进功能，建设不同

类型的智慧教室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从而推动校园信息化建设。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2019.4 中国教育网络 71

图 3  智慧班牌系统架构

新闻、通知 课表 巡课 考试 门禁 环境 报修

API

智慧班牌

教务系统 一卡通系统 监控系统

室门口的显示终端上查询此间教室实时、

今日、本周的借用情况，教室使用率得到

最大幅度提高，使学生能合理安排学习时

间和学习地点，个性化学习更加方便。

3. 巡课软件

相比传统的多媒体教室监控管理软件

只能看见教室的普通画质视频图像，无法

听到教室声音，普及型智慧教室为教学督

导提供了教室可视化的视音频资源，校领

导、教务管理人员、听课考核专家等只需

通过巡课软件登录平台，即可看到所有在

线的 163 间普及型智慧教室上课的实时画

面，可获得与教室现场听课一样的效果，

方便多校区多教学楼宇督导需求。目前，

我们配备了教室后摄像头和教师电脑双路

画面直播，未来还可扩充教室前置摄像头、

学情分析等其他扩展功能。巡课软件可通过

查询教师姓名、教室编号查到指定上课教室

情况，也能一键查询所有正在上课的教室情

况，并在每间教室图像上方显示教室名称、

授课教师姓名、学院、课程名称等基本信息。

4. 学习平台

教学督导、巡课是针对教室上课的实

时情况，与普及型智慧教室相配套的还有

线上的学习平台，这也是普及型智慧教室

的一大特色，将教室的课程资源通过集控

录播录制完成以后上传至中心存储，实现

资源的长时间保存利用。目前，我校的学

习平台用于点播教室录制的教学录像及课

堂现场直播功能，在与我校信息门户系统

对接之后，教师可以用自己的校园 ID 账号

登录自己的教师主页空间对自己教学的课

程进行编目、下载设置、是否发布选择，

学生可通过课程名称

检索选择和学习相应

的课程，回看教学录

像并在线上讨论区发

表讨论进行学习交流。

未来智慧教室建设规划   

1. 建设规模

预计十三五期间，我校将根据学校的

基本需求逐步实现教室的智慧化，使普及

型智慧教室总体数量达到 400 间左右，其

中普通的普及型智慧教室具备上述四种功

能的达到 80~90%，互动及精品录播智慧

教室达到 10~20%，探索型的高端智慧教

室达到 3~5%。

2. 功能改进

在常态化录播、智慧班牌等功能的基

础之上，增加人脸识别、学情分析、网络

视频交互等功能，并逐步完善智慧班牌、

学习平台软件、无线同屏功能。

3. 教室类型

我校十三五智慧校园建设规划中指出

要把当代新的信息技术成果和学校实际情

况结合起来，设计具有我校特色的“智慧

教室”。为此，从技术功能角度将我校未

来规划建设的智慧教室分为普及型智慧教

室、互动型智慧教室、研讨型智慧教室、

高清录播智慧教室四种类型。

（1）普及型智慧教室

概念：普及型智慧教室就是适合大规

模建设使用的，结合物联网技术、云计算

技术、智能感知技术等新兴技术的，促进

资源个性化呈现，利于师生、生生之间交

流、协作、共享的智慧学习空间。

功能：普及型智慧教室首先应具备在

物理环境中实现对教室温度、照明的智能

控制；利用人脸识别功能结合现代计算机

技术实现对学生智能考勤、课堂学情分析；

高清摄录一体机及音频采集设备实现课程

直播录播及不同课堂之间互动需求，录制

的课程能自动上传至网络学习平台供学生

学习使用；无线投屏功能满足教师不同课

程的教学互动需要；智慧班牌系统能显示

教室课表及功能状态，推送学校重要通知

公告和新闻报道。

（2）互动型智慧教室 

概念：互动型智慧教室就是在满足普

及型智慧教室功能的基础之上改变传统教

室的课桌椅布局，采用多小组分布式布局

并配备高性能计算机和多屏显示终端的智

慧教室。

功能：互动型智慧教室首先在学习工

具上为每位学生配备了高性能计算机以便

快速获取各类网络和学习平台资源；其次

在师生、生生交互上，增近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沟通，强化了学生团队之间的协作和

交流；再次具备屏幕广播功能，每个学生

都能成为课堂的主角；最后教师可以实现

远程监管监控每台学生电脑。

（3）研讨型智慧教室

概念：研讨型智慧教室就是采用玻璃

隔断的方式将普通教室划分成多个独立的

空间，并为每个独立空间单独配备显示终

端以及桌椅的智慧教室。

功能：研讨型智慧教室应具备相互隔

音功能，使不同小组之间能相互可视、彼

此促进，又不会互相打扰；多功能显示终

端能连接电脑或不同移动终端实现小组资

源可视共享。

（4）高清录播智慧教室

概念：高清录播智慧教室就是在原有

精品课程录播教室的基础之上，升级软硬

件设备，使其能完整录制高清课程并实现

远程网络互动功能的智慧教室。

功能：高清录播智慧教室首先要具备

多路高清全自动录播功能；其次具备课堂直

播功能；最后具备实现校际、国际网络远程

交互功能。

智慧教室的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要紧跟

信息时代的脚步，智慧教室的建设更应该

遵循“统筹规划、开放共享、分布实施、

安全可靠”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

推动智慧校园建设，推动校园信息化建设

的步伐。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合肥工业大学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中心）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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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宋贤霞  张红  蒙创德  杨惠国等

校园安防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的频频曝光，

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各个高校也纷纷出

台相应政策，投入大量资金在校园安全中，

希望能够为师生筑起一个“平安校园”，

但是随着高校师生数量的增多，校园面积

的不断扩大，校园越来越开放，高校师

生的安全防卫意识不强，这都对学校的安

防管理提出挑战。目前校园安防主要以人

防与物防为主，学校一方面加大安防人员

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另一方面将摄像头、

高清显示屏、交换机、存储等设备引入校

园安防中，通过人眼监控校园。然而人防

与物防的缺点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例如

学校没有那么多的安防人力资源与资金投

入；安防人员无法时时刻刻关注到每一个

人及每一个角落；校园安防系统的建设主

要依赖视频监控；出现问题只能通过视频

监控查找对应时间的录像回放等等，这些

都难以满足智慧化校园安防建设的需求。

校园安防的技防建设正处于萌芽阶段，将

视频分析技术引入到校园安防系统中，将

校园监控平台的值守人员从枯燥、繁杂、

效率低下的人眼监控中解放出来，让计算

机代替人进行监控和分析，通过对海量图

像、视频记录进行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实现校园环境全自动、全方位、全天候智

能安全防控，实时、快速、准确采集相关

防控数据信息，并以最优的方式触发相关

动作处理，实现事前有效预警、事中最优

处理、事后及时取证的智慧安防系统 [1]。

视频分析技术

这些年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与计算机

模式识别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视频

分析技术作为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的一个

分支，其智能分析算法也有了大大改进，

并得到广泛应用。视频分析技术在视频监

控数字化中也逐渐得到广泛应用，根据其

算法实现的方式的不同，视频分析技术可

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2]：

1. 识别分析类

此类视频分析技术研究主要对静态事

物及场景进行识别处理，使用图像模式识

别算法、图像增强算法、图像区域分割算

法、图像相似度比对算法等，对人、车辆

及其他物品的特征进行提取分析，最终达

到识别的目的，例如人脸识别技术、车辆

牌照识别技术等。

2. 行为分析类

此类视频分析技术研究主要对动态事

物及场景进行分析处理，利用帧间差分算

法、背景差分算法、深度学习算法等对运

动目标的变化进行监测，例如车辆违章停

靠监测、车辆逆行监测等。

3. 图像处理分析类

此类视频分析技术研究是对视频图像

的加强与优化，利用频域算法、空域算法

等对图像进行去燥、锐化及去模糊，把模

糊的图像变得清楚，将图像的重点细节进

行强调，达到改善图像视觉效果的目的。

基于视频分析技术的智慧安防
系统建设

总体框架

基于视频分析技术的智慧安防系统总

体设计以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

良好的可扩展性、可管理性为原则。具体

设计拓扑如图 1 所示。

1. 硬件设备系统

基于视频分析技术的智慧安防系统采

用核心与接入两层架构设计，核心层使用

双核心的集群虚拟化技术，将两台设备虚

拟化为一台设备，在增加网络的安全性及

可靠性的同时简化运维管理。接入摄像头与

交换机、存储与服务器之间通过千兆网线相

连后与核心交换机进行连接，通过多链路汇

聚的方式提高网络带宽与系统可靠性。

视频分析技术保障校园安防
摘要：本文从校园安防的现状与问题出发，解析视频分析技术，将视频分析技术应用于智慧校园

安防建设的技防领域，提出基于视频分析技术的智慧安防系统建设的总体框架，对框架的硬件系统进

行设计，并对软件系统的功能模块进行分析，实现校园环境的全自动、全方位的安全防控。

图 1 基于视频技术的智慧安防系统建设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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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摄像头及解码器采用全高清产

品，采购大容量存储设备搭建云存储平台，

确保从视频采集、视频存储、视频解码到

视频显示均为高清，可解决以往监控系统

的清晰度不足的问题，实时记录事件瞬间，

让调查取证更清晰。   

2. 云存储系统

视频云存储系统有集群化管理、虚拟

化管理及离散存储管理的功能。

集群化管理负责集群的创建和维护工

作，例如集群内各节点的添加、删除、修

改和运行状态监控，处理集群内的负载均

衡工作，动态调配集群处理资源等。虚拟化

管理负责将系统内存储节点内的数据块通过

虚拟化统一整合成为资源池，实现用户对资

源池的透明管理。离散存储管理负责对某路

或多路数据流进行切片后，按照内置离散算

法自动分散到不同存储设备的数据块中进行

存储，提供数据读取并发响应功能。

3. 智慧应用系统

部署基于视频分析技术的智慧安防应

用系统，通过将视频分析技术应用于视频

综合管理、车辆智慧管理、人员智慧管理

等多种应用中，并将这些功能模块集中整

合在应用系统中，打破传统安防系统仅是

对视频信息监控的功能，从多个维度对校

园安保工作进行管理。

主要功能

将视频分析技术引入到智慧安防的可

视化管理系统中，系统可通过多个应用模

块实现视频的综合管理、车辆出入管理、

校园车辆测速及校园人员出入管理及轨迹

查询等。

1. 视频综合管理模块

视频综合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以

下几点：

进行视频录像：按照用户制定的计划

保存前端设备采集的录像数据；具有补录

功能，即能在断网时，前端设备可进行视

频的本地保存，网络恢复后可将本地保存

的视频数据补录到云存储系统中；具有动

态修改录像类型的功能，即在采集视频数

据过程中可以按报警类型修改录像的类型

并即时保存到系统中。

进行视频回放：可进行指定时间段及

录像类型的视频回放及视频时间定位；可

进行快放、慢放、倒序回放、按帧回放和

手动停止回放。

进行视频标注：可进行录像、图片等

数据信息对应标签的打标、存储及备份等；

对录像、图片等数据信息的标签信息还可

进行查询、修改及删除等操作。

进行图片存储：可按照用户计划保存、

压缩前端设备采集的图片数据，图片下载

支持按时间段及浏览器下载。

进行周期覆盖：支持按周期、容量进

行视频及图像数据的周期式覆盖存储。

2. 车辆智慧管理模块

车辆智慧管理模块运用针对性的技防

手段，对车辆出入口管控、超速管理、停

车付费、违章处理起到“即时快速”的管

理效果，实现车辆出入记录、车辆超速提

醒、车辆便捷查找等功能。

车辆出入记录：通过对出入口的车辆

管控，更有效的对校园车辆进行辨识及管

理。通过将视频分析技术引入车辆出入管

理模块，管理系统可通过在出入口部署的

自动挡车器、车牌号码识别、防砸雷达、

LED 显示屏等设备的联动整合，通过触发

线圈触发拍照，使用图像识别技术对图片

的车牌进行识别，查询车牌的校园出入权

限，通过进入时间、离去时间计算车辆在

校园的停留时间，并可统计出校园车辆保

有量信息。

车俩超速提醒：校园测速微卡口可借

助高清微卡口抓拍摄像机、测速雷达和道

路信息发布屏及视频分析技术，完成校园

主干道进出车辆的车牌、车标、车身颜色

等结构化数据的抓拍、测速、车速信息显

示等功能。利用校园微卡口和雷达，结合

架设的双基色 LED 显示屏，将车辆过车

信息进行显示，如果车辆超速，可显示过

车信息，同时将报警信息传送到监控中心，

可通过弹图和声音提示，自动记录在案，

比对超速次数规则，若超过限定次数自动

将该车辆设为黑名单。当车辆信息为黑名

单时，车辆通过出入口将不会自动抬杆，

出入口岗亭会提示车辆为黑名单车辆，需

根据学校管理要求，进行相应手段限制。

车辆便捷查找：在监控界面实时显示

监控点位输出的实时视频、抓拍图像等，

通过车辆查询功能，进行车辆的轨迹检索，

对系统所涉及地域，在可记录的时间范围

内，查询经过各个点位的车辆信息，包括：

车型、车身颜色等。

3. 校园人员智慧管理模块

校园人员管理模块使用视频分析技术

的图像识别与人脸分析，对重点人员进行

人脸识别、布控、报警、定位、轨迹规划、

查询、快速破案等，降低安全隐患。

通过在校园道路、出入口等位置部署

人脸抓拍机，可实时抓拍通过人脸抓拍机

的人员照片，安保管理人员在系统上传黑

名单人员的人脸照片，当黑名单人员出现

在抓拍机下，可实时报警联动，对黑名单

人员进行布控。系统可通过导入人脸照片

搜索人员在校园内的行动轨迹，进行及时

布控。若发现学生长时间未归等异常情况，

可利用以图搜图功能，对学生进行轨迹检

索，回溯学生的运动轨迹，轨迹检索结果

按照时间排列，可支持地图定位。可通过

图像进行目标追踪，选择要追踪的对象，

可以是历史出现的片段，进行追踪，追踪

结果通过 GPS，在地图展示位置。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计算

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分析能力和自学习能

力被应用在视频分析领域，并广泛应用于

智慧校园安防建设的技防领域，为校园安

全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将成为未来

安防领域的发展趋势。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甘肃中医药大学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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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业大数据构成

文 / 田雪林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有其客观路径及规律，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世界上

许多国家已将智慧教育作为其未来教育发

展的重大战略，以培养学习者协作能力、

创新能力、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终身

学习的能力。从数字教育转向智慧教育已

是全球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学业大数据

在实施精准教学中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将

从教师、学生、家长、管理者等多角度论

述如何应用学业大数据实施智慧教学。

学业大数据概述

要精准掌握学生的学情，仅依靠作业

和考试数据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多个

维度数据、依据合理的算法进行大数据分

析，才能实施精准、高效的教学。本文理

解的学业大数据 ( 如图 1 所示 ) 是指教学

过程中一切与学习相关的数据集合，包括

作业数据、考试数据、课堂练习数据、课

堂互动数据、自主学习数据等。

一般来讲，形成学业大数据需要经历

采集、分析、应用这样几个阶段。数据采集

阶段生成学业大数据，要尽可能详尽地记录

学习过程中的所有数据，以满足不同需求的

数据分析需要。数据分析阶段依托功能强大

的教育平台、借助丰富的数据挖掘工具完成

数据分析，生成满足需要的报告。数据应用

阶段则是应用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指导教学过

程，使教和学更精准、更高效。

学业大数据教学应用

黄荣怀教授指出“智慧教育是一种由

学校、区域或国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

内容适配性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行为，它

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学生、教师和家长

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需服务，

能全面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的状态数据

和教育教学过程数据来促进公平、持续改

进绩效并孕育教育的卓越” [1]。目前，人

类已经进入了“互联网 +”时代，泛在网络、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快

速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够突

破时空限制、满足个性发展的数字生存环

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业大数据采

集、分析就变得更加容易，“为学生、教

师和家长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

需服务”也成为现实。

学业大数据使教学更智慧

1. 备课更精准

备课是教学的首要环节，不仅要备教

材还要备学生。驾驭教材是每一个教师的

基本能力，备学生主要就是要掌握学生的

学情。学业大数据能客观反映学生的学习

情况，教师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准确掌握

班级学情（如图 2 所示），充分了解学生

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备课更加精准。

学业大数据助力智慧教育
摘要 :当前，大数据已经成为社会热点，也必然会深刻影响学校教育教学。学业大数据能客观

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情，有助于教师精准高效地教，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地学，有助于管理者及时

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因此基于学业大数据的教学更智慧。

图 2  班级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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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大数据助力智慧教育

2. 讲评更高效

对于每次作业或考试，经过大数据分析，

哪些是高频错题，哪些是个性错题，甚至每

位学生错了哪些题，教师都一目了然。在课

堂上讲评时（如图3所示），教师可以先讲

解错误率高的题目，少数几个人做错的题目

就在课后个别辅导。这样一来，作业讲评既

高效又精准，课堂效率自然得到提高。

3. 辅导更个性

学业大数据不仅能反映班级、年级、

全校甚至区域的学情，也能呈现学生个体

差异化的学情，从而帮助教师因“才“施

教，比如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布置个性

化作业、个性化辅导等等。如果每个学生

的弱项和缺漏都得到了提升和弥补，那么

整体的教学质量自然就会得到提高。

学业大数据使学习更智慧

通过对教育大平台中学业大数据的

分析，学生个人也能

精准掌握自己的学情

（如图 4 所示），比

如：自己的强势科目、

弱势科目、知识短板，

以及自己的学习水平

与班级、年级乃至区

域平均水平的差距

等，均一目了然，这

有助于学生自我调节

学习策略，开展更高

质量的学习活动。

1. 知己知彼

在教育大平台中，学生可以生成自己

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报告，了解自己的进退

步情况、强势学科、弱势学科、进步空间

等，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勇往直前。

2. 提优补弱

教育大平台能自动形成每位学生的错题

本，他们可以在平台里导出错题重练，也可

以查看平台提供的参考解析，能利用平台推

送的练习巩固提高，还能查看平台推送的学

霸的作答（满分作答）原笔记，学习借鉴学

霸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平台的这些实用功能

都有助于学生消灭错题、巩固提升。

3. 个性学习

学业大数据系统提供了便捷的分析工

具，学生能清楚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一方

面学生可以在系统资源库中针对性地学习相

关内容，另一方面系统也自动推送相关资源

给学生，从而真正实现个性化学习。

学业大数据使家教更智慧

学生家长在教育大平台里注册帐号并

与自己孩子的绑定，就能查看孩子的学业

情况，包括每天的作业完成情况、考试情

况、进退步、错题情况等，有利于家长监

管和督促孩子的学习，使家校形成合力，

共同助推孩子进步。

学业大数据使管理更智慧

从管理者的角度，他们更关心的是整

个年级、整个学校、整个区域的教育教学

情况，更多地从宏观上分析教育教学存在

的问题与不足。学业大数据为管理者监管

教学、分析学情等提供了快速、精准、有

效的手段和方法。

1. 教学监管

在教育大平台里，学校管理者能全面

掌握各个年级、各个班级的作业数量、作

业批改情况、考试情况、教师阅卷任务等

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教学中的问题，

并及时予以纠正，让作业过多、部分批改

等问题都无处遁形。

2. 学情分析

教学管理者能从更广泛的范围内分析

学情，比如分析全年级、全校甚至整个区

域的学情。他们通过大数据分析，能从宏

观层面发现教学中的问题与不足，能精准

掌握班级之间、校际之间教学的差异等等，

从而及时采取纠正措施予以弥补。

3. 决策支持

借助教育大平台强大的统计分析功能，

管理者能详细掌握反映全校教学质量的大

数据，在做出教学决策时提供数据支撑。

总之，无论教师、学生、家长还是教

育管理者，学业大数据都能使教学更加智

慧，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多了一个智慧

的手段，教学质量也必然会得到提升。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图 3  课堂讲评

图 4  学生个体学情分析

参考文献：
[1] 黄荣怀；智慧教育的三重境界：从环境、模式到体

制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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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大通县园林小学教育信息化工

作以“分类实施、协同推进”为原则，以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全面深度融合为

目标，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

度融合”的途径与方法。2013 年开始，

学校以“创客教育”为着力点，开启了教

育信息化的新征程。

过去对信息化应用的理解只局限于和

计算机有关的内容。而智能机器人作为小

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另一种载体，不仅充实

了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也对信息化教育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智能机器人课程的引

入，使学校的信息化应用更全面的体现了

信息技术的内涵。

立足实际，有的放矢

“过去，我只在电影里、电视里见过

机器人，从来不会想到我自己也可以搭建

一个机器人，还可以设计程序来控制它，

真是太酷了！”。六 ( 一 ) 班的罗忠昊通

过学习机器人技术，已经让他成了一名编

程小达人。

“我以前从没接触过机器人，更别

说利用这些机器人知识来创造一件新作品

了，还真别说，掌握了机器人技术之后，

我和我的队友发明的这个自动找零机真不

错，还获得了青海省机器人大赛的冠军

呢！”园林小学的创意设计小能手铁万宇

这样说。

创客教育是一种融合信息技术，以“创

造中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以培养各类

创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新型教育模式。在做

中学、玩中学、项目教学法、体验教育是

创客教育背后的核心理念。

积极营造科普教育的大环境，使学

生真正体会到信息化就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乐趣。组织

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活动，定期开

展科普课程，抓好小发明、小制作竞赛

活动，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结合学校

开展的“科技活动周”、校园文化艺术

节等活动，让学生和机器人近距离接触，

通过互动交流，进一步激发师生投身创

新创造的热情。

活动室的小创客们积极参加青海省

或西宁市组织的各种科学竞赛活动。这

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加科技活动的

兴趣，还使学生真正体会到“处处是创

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

之人”的乐趣。  

丰富创客教育经验，提高训练效果

为做好创客教育，园林小学申请了县

级研究课题《在机器人教学中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的研究》，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经验

和方法：

创新教育理念

机器人课堂教学逐步形成了以研究性

创客教育乐享未来
摘要 : 过去对信息化应用的理解只局限于和计算机有关的内容。而智能机器人作为小学信息技

术教育的另一种载体，不仅充实了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也对信息化教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智能

机器人课程的开设，使学校的信息化应用更全面的体现了信息技术的内涵。青海省大通县园林小学

立足实际，有的放矢，近年来通过课题研究、开发校本教材、实施项目研究等手段，提高了学校信

息化应用在课程建设中的水平。

图 2  拼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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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罗忠昊同学正和队友一起设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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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形式开展教学活动，以竞赛形式提高

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此模式的主线是：

“抓两基，促应用，入赛场”。

“抓两基”是指抓好孩子们的基础搭

建和基础编程的练习。对于刚接触机器人

的孩子们来说，先要进行的是基础搭建的

训练 , 在这个基础上再让孩子们进行基础

编程训练。

“促应用”是指经历了前面的“两基”

之后，将各种技能综合在一起，应用所掌

握的技能去完成特定任务。

“入赛场”指的是参加比赛，通过比

赛，可以检验我们的真实水平，可以学习

最前沿的科学技术 , 帮助我们不断创新，

不断提高。 

学生创新能力得到提高

学生的创新思维得到了拓宽。在教学

过程中机器人操作轻巧、便捷，结构多样

化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对学生创新思维

的拓宽起着重要的作用，学生在任务的驱

动下用发散性思维思考难题，从而加强学

生在创新性思维方面的能力。

促进信息技术学科教学模式的转换

1. 课堂中使用了任务驱动式的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分为：主题设定——搭建与编

程——运行调试三个步骤。孩子们根据规

定的主题搭建一个机器人，然后在电脑上

进行编程，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机器上独

立运行，如果运行成功，任务结束，如果

没有成功，就回到第二步修改搭建 , 修改

程序，直到完成。整个过程孩子们乐此不

疲，在玩中学，学中玩。

2. 使用的评价方法

（1）小组积分制

（2）个人课后总结制

（3）撰写日志

（4）撰写项目实验报告

3. 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相结合

因为比赛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自主

学习与协作学习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密不

可分的学习形式。

结合教学实际，开发校本教材

 在机器人课程建设过程中，园林小学

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机器

人课程校本系列教材《快乐拼装》和《创

意设计》。

《快乐拼装》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认识机器人零件”，读者

可以结合本书认识乐高机器人设备中相关

的梁、框、销、轴、块、片等零件，为今

后进一步学习乐高机器人知识做好准备。

第二部分“基础结构拼装”，读者可

以通过亲自动手拼装手摇锯、道闸、橡皮

筋小车、坚固的梯子、起重机等最基础的

结构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第三部分“电动结构拼装”读者可以

拼装电动雨刷器，电动起重机，电动靠背

等结构，通过不同的拼装方式，构建出不

同功能的机械手臂，方便今后去完成不同

的任务需要，让你的机器人能在未来生活

中有更广泛的应用环节。

《创意设计》共有十二节，每节为一

个不同主题的创意结构设计，全书采用图

片为主的形式展示每个主题创意结构设计

的静态资料。通过引导读者经历：联系——

建构——反思——延续四个过程对相关机

器人结构设计进行展示，教材没有给出具

体拼装步骤，目的是让读者自行动手研究

完成，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系统化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期达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

获之目的。

项目研究，提高信息化应用实效

语音控制月球车

机器人活动室非常注重科普实验课题

的深入研究，其中的“语音控制月球车”

科普实验课题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他们

研发语音来控制太空机器人——“语兔一

号”月球车，可以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说

出“前进、后退、旋转、抓取、放下”等

命令，月球车就能按照语音命令行动了！

这个项目在参加青海省教育厅组织的“青

海省第四届中小学生机器人创意赛”中，

获得冠军。

根据研究成果，撰写的《语音控制月

球车的研究》一文成功发表在《数字化用

户》杂志上，深受师生的好评。

自动找零机 

园林小学的小创客们研制的智能找

零机利用 NXT 机器人自动扫描商品和顾

客付的钱数，利用马达来自动完成找零

钱的动作。整个过程操作简单，速度快，

圆满的完成了创客任务。这个项目参加

第六届青海省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并获

得冠军。

通过比赛，可以检验小创客们的真实

水平，学习最前沿的科学技术 , 帮助他们

不断创新，不断提高。2014 年至 2018 年

的省、市、县各级机器人大赛中，园林小

学代表队共获得了青海省冠军 2 次，青海

省一等奖 6 次，青海省二等奖 6 次的优异

的成绩。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青海省大通县园林小学信息中心）

图 3  小创客正在比赛 图 4  调试自动找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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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以来，各区（县）

在完成数字校园和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之后，再次启动了智慧

教育和智慧校园的规划建设行动。

作为区级教科研机构，对全区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信息

化方面的调研，下发了关于校园信息化和信息技术人员的两份网

络问卷，并调阅部分学校的智慧校园建设方案。

问卷结果显示，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不均衡，总体表

现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利用率低和管理能力低，教学工

作大多依赖于免费的互联网云应用。信息技术人员方面总体表现

为配备不健全，网络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对云计算、大数据、虚

拟化等新技术不够了解。

纵观学校智慧校园方案，主要集中在校园多网融合、智能安

防、创新型教室等物联网使用和硬件系统配备上，设计思路依然

是以功能为导向、系统简单堆叠的方式，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

如何构建智慧校园的应用软件体系、整合运用校园数据在众多方

案中鲜有提及。

学校个体势单力薄，受限于人员、技术和经费，独立建设

智慧校园很难有大的发展。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区、校两级

普遍认同的顶层设计思路，即建设区级智慧教育云平台（以下

简称“云平台”），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育应用软件，服

务于智慧校园，补充学校的短板，使得薄弱学校也可利用云平

台提供的空间和应用整合起自己的智慧平台。

智慧教育云平台方案

1. 智慧教育的技术路线

对于“智慧教育”内涵的理解，我们认为，从信息技术角度

来看，无论“智慧”还是“智能”，它的展现都需要利用数据去

训练、辨识、计算和分析。国内外的教育科研成果纷纷将“大数

据”和“智慧”联系在一起。教育大数据建设不仅要持续、动态

汇聚海量数据，更要实现数据基础上的教育“智慧”的创生 [1]。

教育大数据汇聚存储了教育领域的信息资产 , 是发展“智慧教育”

最重要的基础 , 而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是连接教育大数据与

智慧教育的桥梁 [2]。

故此，我们将大数据作为云平台建设的主要技术路线，开展

教育教学业务分析，为管理决策和教科研提供数据支撑。

2. 云平台建设原则与目标

区级智慧教育云平台服务于智慧校园，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密

不可分的系统工程，分担不同的建设、管理和使用任务。采用“肥

中心、瘦学校”的“云 + 端”架构模式 [3]。区级按照私有云模式

承建数据中心和云平台，达到国家三通两平台的基本要求，提供

教学、管理、教研、科研和培训等开放共享的应用系统，满足基

层学校的基本需求。学校智慧校园着力自身硬件建设及个性化发

展，使用区级应用系统开展教学和管理工作，向数据中心汇聚各

类应用数据，实现云平台与智慧校园的有机融合。

云平台需要一个具有高度整合、开放特性的系统框架，满足

应用整合和数据整合的要求，因而设定了四个基本目标。

（1）统一身份认证

云平台应提供统一的实名账户管理中心，一人一号覆盖全体

师生，利用接口向各应用软件提供用户身份验证和基础数据的受

限调用，保证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这是实现角色授权和应用数

据关联的基础。

（2）应用市场

云平台提供种类丰富的应用功能，以“应用市场”模式统一

区县智慧云平台：
以数据推动教育发展

摘要：区县智慧教育云平台服务于学校智慧校园，两者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工程，分担不

同的建设、管理和使用任务。文章概述了一个区级云平台从前期调研、方案规划、模型设计到建设

实施的整个过程。将大数据作为智慧展现的技术路线，设定了统一身份认证、应用市场、数据本地

化存储和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四个主要目标，依照大数据和数据仓库理论，构建了一种松耦合的大数

据云平台框架模型，阐释了应用层、接口层、业务层和存储层的设计功能。

智教·育能
教育信息化应用获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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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向用户展现，学校可按照智慧校园的规划自主选用，既满

足学校共性需要，又满足个性化发展需要。应用市场中使用统一

账户并支持应用软件单点登录，不受限于单一厂商，可扩充、升

级、撤销和更替，支持公有云和私有云的混合架构方式。

（3）数据本地化存储

教育信息分布在各种应用系统中，但是这些数据还无法共

享，不能直接汇聚计算。设计者要有数据价值意识，提前规划需

要的主题，从各应用系统中抽取数据本地化存储。这个模块的任

务有三个关键点，首先是统一的数据标准；其次是应用数据的抽

取机制；最后是存储模式设计。本地存储的数据非指资源类，而

是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以及各应用软件中的用户行为或日志数

据。

（4）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区县教育大数据应用主要是为教育决策服务，各类应用数据

的整合分析能充分展现教育各层面的精准特性。这需要先明确各

种主题需求，再为之提供单独的分析与挖掘算法，这是一个高度

定制化的任务模块，覆盖云平台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

大数据平台框架设计

为使各应用系统的教育数据可关联、可整合、可分析，运用

大数据和数据仓库技术，采取分层设计方法构建了一种松耦合的

大数据云平台框架（图 1）。

（1）应用层

我们把各种应用系统和信息化工具统一抽象成“应用层”，

不再区分应用的公有云、私有云及单机的部署差异。这一层作

为数据采集源头，从中抽取所需的数据子集，但并不直接运用

到大数据分析中，而是经过规范化处理后保存到本地数据库中。

（2）接口层

应用整合和数据抽取需要系统间调用机构信息、用户身份及

业务数据，出于安全的考虑，应用系统不允许外部直接操作底层

数据库，就需要单独提供一个数据传输的通道。设计独立的接口

层，屏蔽各应用系统的部署方式、开发语言和数据库的异构性，

采用基于 HTTP 协议的 Restful API 技术标准开发通讯接口，编程

调用返回 JSON 数据。接口由应用层各应用软件分别实现。

（3）业务层

业务层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完成数据的抓取、清洗、转换和

加载等调和数据的过程 [4]，“行业标准元数据接口”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行业标准”和应用系统特定的元数据构成，为调和

数据的功能模块所调用；二是完成数据计算和结果呈现，“数据

分析与挖掘模块”为主题提供算法，“报表和视图呈现模块”将

结果数据返回给前台用户。业务层功能模块由定制开发的软件实

现，本地化部署。

（4）存储层

存储层的目标是汇聚存储教育大数据，建立统一的区级数据

中心。对照应用层各平台所产生的数据类型和格式，分别设计主

题生成数据集市，逐步建设完成数据仓库。最终由传统的数据库

软件（如 MySQL）提供物理存储。

项目建设与实施

1. 虚拟化数据中心

虚拟化数据中心已建设完成，使用了华为全套设备和软件，

配备 11 台双路服务器，全万兆光纤数据通道，2 台独立存储设

备提供 120T 存储容量，安装 Fusion Compute 云操作系统进行虚

拟化运维，使用备份一体机按策略自动备份虚拟机和数据库。

2. 部署智慧教育云平台

引进了一套“教育云平台”软件，按照国家三通两平台的要

求开发，基础数据与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连通。重要的是

这套平台提供了一个框架，能实现“统一身份认证”和“应用市

场”两个设计目标。

云平台包含一个实名制用户中心，通过“开放平台”编程模

式向应用系统提供系列接口（图 2），供统一身份验证和基础数

据调用，能实现 Web 应用、Windows 客户端和手机 App 的对接。

应用市场的管理功能除管理本区部署的应用软件外，还可完成与

上级平台及应用的对接整合（图 3），用户界面直观易用，可单图 1  松耦合大数据云平台框架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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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登录（图 4）。

3. 区级教育应用体系

综合了区校两级的共性需要，首批

提供网络阅卷系统、一对一教学、数字

题库、视文资源库、网络教研中心、办

公 OA 和课题管理等区级应用系统，正

逐步完成与云平台的对接，整合到应用

市场，向学校开放共享。

4. 大数据应用开发

面对种类繁多的教育应用系统，建

设数据仓库 , 开展大数据分析 , 需要定

制开发，因此选定了“学业质量分析”

作为首个定制的主题，以积累经验。数

据主要来自于：学籍管理系统、网络阅

卷系统、成绩报表、中考数据报表和双向细目表等，开展诸如小

题、知识点和学科能力等方面指标分析。

经验与反思

大数据智慧云平台对应用整合和数据整合的要求很高，从规

划阶段开始就应高度重视使用国家教育行业标准和各种接口的完

备性与规范性，并贯彻始终。应用软件在整合到应用市场前，至

少提出三个技术要求：（1）按照云平台提供的接口进行整合；

（2）落实提取的数据内容，遵循现有的教育行业数据标准；（3）

提供抽取数据的 API 接口。

云平台虽然采用了松耦合的架构，对部署方式兼容性较好，

但教育数据中诸多信息涉及个人和机构的隐私，如学生学籍、用

户身份、组织架构和公文数据等，涉及此类信息的应用系统都应

部署在由教育主管机构所管理的数据中心，遵守国内隐私保护和

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禁止互联网云应用调用和存储，保密

隐私数据。

云平台服务于智慧校园，最终需要学校信息技术人员去部

署、培训和使用，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直接关乎平台的整合能力

和应用水平，培养和维系这样一支骨干团队应作为这个系统工程

的一个重要项目来对待。 （责编：付涵）

( 作者单位为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教师进修学校 )

图 3  应用市场管理界面

图 4  应用市场用户界面

图 2  开放平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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