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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信息素养成为一种习惯

本刊总编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钟登华副部长作《深

入推进教育信息化 2.0，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的主题

报告，钟登华副部长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抓好“人”这个关键

因素，把全面提升信息素养作为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

核心基础，大力开展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校长和管理者培训，扩

大培训规模、创新培训模式、增强培训实效。

信息素养与教育信息化 2.0 相辅相成。一方面，提升信息素

养是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信息素养

的提升将促进教育信息化 2.0 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信息素养需

要我们树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心态，有计划地规划、实施、

投入。既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统筹规划，又需要每一位教育管理者、

校长、教师、学生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

提升信息化素养，要多管齐下。一方面，要提升教育从业者

的信息素养。即要提升教育系统的管理者、校长、教师对信息化

的认识，为此，教育部一直推动举办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

培训及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培训。不久之前发布的实施全国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就属于非常重要的推

动教师信息素养的行动。另一方面，要从娃娃抓起。把信息素养

的培育渗透到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体系中，融入学

生各个阶段的学习中，培养孩子们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应用信息

技术的能力，让他们从小掌握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相关的基本

知识和技能，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

理和社会问题，为我国培养新时代的创新人才打下基础。

信息素养的培育，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从过去传统的、

应试的教育思想中走出来，这是很大的挑战。要求每一位教育从

业者要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摆脱过去传统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束

缚，从思想和观念上深刻认识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本质，当认识到

了，实践才能到。正如教育部科技司雷朝滋司长所提到的，要把

信息化素养内化为师生的内在素质，变成信息时代的一种思维习

惯、行为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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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宣布启动数据科学研究计划

新西兰政府宣布正式启动“数据科学研究计划”，未来 7 年

将通过战略性科学投资基金投入 4900 万新元（约 2.2 亿人民币），

在数据科学的战略性研究领域发力，提升新西兰数据科学能力，

以应对环境、社会和经济重大挑战。

新西兰科技主管部门——商业、创新和就业部表示，4 月起，

该计划将面向新西兰所有科研机构征集跨学科的团队合作，开展

现实需求 / 用例驱动的研究项目，对于获批项目每年将提供资助

100~300 万新元（约 456 万 ~1370 万人民币）。政府对于数据科学本

身重点关注的是机器学习、统计学习、数据挖掘、图像处理、语言处

理、可视化、透明和度量，以及毛利知识与数据科学的关系等内容。

（来源：新西兰计算机世界网站）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日本政府计划每年培养 25 万人工智能领域人才

近日，日本政府制定的《AI 战略》内容曝光，该战略提出人

才培养目标，计划每年培养 25 万能够熟练使用人工智能的人才，

要求大学不分文理科，对所有大学生实施 AI 初级教育，同时设

置面向社会人士的专业课程。

关键举措是将 AI 教育纳入高等教育，对每年约 50 万大学生和

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实施初级 AI 教育，使其掌握最基础的编程和 AI 理

论，并根据水平向学生颁发结业证，为学生找工作提供便利。在这

50万人中，政府将25万人作为专门的AI人才进行培养，除了初级知识，

还将从体系上掌握“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的算法。同时，还将打破

文理科界限，开设“AI 与经济学”、“数据科学和心理学”等课程。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

网络犯罪：破解互联网密
码就像 123456 一样简单

网 络 犯 罪 分 子 正 在 使 用 越

来越狡猾的骗局来让互联网用户

透露宝贵的在线信息。然而，数

以百万计的人们通过选择一个新

的在线安全热门名单上的简单密

码，为欺诈者节省了欺骗和诱惑

的麻烦。

例如，其中一个就是“密码”。

根据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全面审

查，只需输入这个词就可以让欺

诈者获得全球 360 万账户的惊人

访问权。

但是，它远非最常见的密码。

大约 2320 万人使用“123456”作

为他们的密码，却没发现他们的

密码被轻松破解了。另有 380 万

人使用“qwerty”标准键盘左上

角的前六个字母。

网络安全中令人担忧的情况

出现在由 NCSC（GCHQ 情报机

构的一部分）执行的在线欺诈者

解锁的前 10 万个密码的审查中。

使用喜欢的名字、足球队、乐队

和虚构角色也使数百万人遭受黑

客入侵。该中心的建议很简单，

使用三个随机字母作为密码可以

保证您的信息安全。

（来源：英国《卫报》）

科学家用人体组织 3D 打印出一颗心脏

来 自 以 色 列 特 拉 维 夫 大 学 的 科 学 家 近 日 在《Advanced 

Science》上刊文宣布，他们已成功基于人体细胞和生物组织，利

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了一颗微型心脏。在其内部，血管、细胞、

心室还有心房都一应俱全，对比过去只能简单印制组织而无法做

出血管的方案，技术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据介绍，这颗心脏所用到的脂肪组织是来自一位参与研究的

病患。组织中的细胞物质被拿来当作 3D 打印的原材料，研究者

也因此可以制出包括心脏补片在内的复杂组织模型，并且最终做

出了整颗心脏。不过以现阶段的技术，3D 打印品的尺寸还只能

做到兔子心脏的大小。

（来源： Tel Aviv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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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9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以“三通两

平台”为核心的教育信息化建设，顺利完成“教

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全国中小学互

联网接入率从 25% 上升到 96%；多媒体教室比例

从不到 40% 增加到 92%；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体系已接入上线平台 73 个，其中省级平台 19 个、

市级平台 28 个、区县级平台 26 个。

11.7 亿

截至去年底，我国光缆总长度达 4358 万公里，

4G 用户总数达到 11.7 亿户，全年净增 1.69 亿户，

5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取得突破。

2 亿

从中国慕课大会上获悉，我国已有 1291 门课

程被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2500 门慕

课上线，超过 2 亿人次在校大学生和社会学习者

学习慕课，6500 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我

国慕课的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

82%

根据 IDC（国际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在未

来 5 年内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多个行业将极大提

高其行业的运转效率，具体在教育行业提升的效

率 为 82%， 零 售 业 71%， 制 造 业 64%， 金 融 业

58%。

35

教育部日前公布 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通知。通知显示，人工智能

专业被列入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名单，共有 35 所中

国高校获得首批建设资格，既有浙江大学、南京

大学、吉林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有武汉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理工科院校。

未来开源芯片很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主流 CPU 之一，从而与

因特尔、ARM 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现在开源软件已大幅应用

于生活产业中，实现开源芯片的方案，能够促进中国芯片产业

的繁荣，更好地支持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建设网络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在博鳌亚洲论坛思客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给出这

样的论断。

维护校园网络安全的关键在于明确网络安全边界、健全安

全防护机制、形成高素质安全队伍、增强师生安全意识。具体

来说，可以根据服务系统内容安全、信息服务系统安全、网络

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类别，明确不同的责任主体和技术主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执行院长李晖对于

如何健全维护校园网络安全的长效机制发表看法。

数字经济时代带给职业教育的是加法而不是减法，是重生

而不是颠覆，只是传统职业教育的模式、功能和内容等将发生

变革。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 + 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即 1+X 证书 ) 制度试点，鼓励学生在利用数字化

技术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这是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针对数字经济带给职业教育

的变革如此表示。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与美国相比还是远远落后的，

无论在高校研究者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上，都有较大的差距。

对此，应该加强人文社科和 AI 领域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合作；加

强校企合作；加强校内不同专业人才的联合培养；建设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学习分享平台，合作进行相关项目和数据库建设等。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 AI 创新者论坛”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何晓斌针对人工智能设立本科专业发表观点。

《声音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2019 年是教育系统深入实施“奋进

之笔”、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的重要一年。

围绕 2019 年教育信息化的任务目标，大

家要齐心协力、脚踏实地、勇于担当，落

实落实再落实。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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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教育部科学技术

司和四川省教育厅主办、北京

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

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承办的

教育部“三区三州”中小学校

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第二期

培训班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首府西昌市举行。来自北京、

天津、上海、吉林、四川等地

的教育信息化专家和一线实践

者，围绕学校信息化规划、网

络空间建设 / 教学支持工具、

师生信息素养、数字校园和未

来教育新形态等 5 大主题为学

员授课。凉山州 17 个县的 119 名中小学校长通过多种方式的交流

和体验，学习了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政策、理论和知识，分享了实

践经验，共同探索信息化促进学校发展的路径。本次培训是《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的重要落地

项目之一，也是继 2018 年云南怒江州班后，又一次“送培到家”

活动。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李楠在开班仪式上通过网络视频致

辞。他指出，通过培训提升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是促进学校

教育信息化发展与创新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部在今后 5 年内将持

续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

凉山彝族自治州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环境限制，部

分学校的教师对于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理解和定位存在

偏差，对于应用信息技术变革教学方式意识存在不足。针对上述

情况，本次培训邀请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企业

界人士、校长和一线教师围绕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为

学员授课。

参训校长针对本校信息化发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痛点和难点，

通过现场讲座、远程授课、小组协作、论坛与工作坊、观摩体验、

网络社区互动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和交流，深化了对教育信息化的认

识，拓展了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思路，明确了促进技术与教学深度融

合的工作目标。培训课程结束后，参训校长分组汇报了研究成果。

他们应用 SWOT 模型分析本校信息化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

战，形成了学校信息化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优秀小组获得了荣誉

证书。

提升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探索学校发展新路径

教育部“三区三州”中小学校长教育信息化专题

培训第二期培训班在四川凉山举行

4 月 9 日，以“识变、应变、求变”为主题的中国慕

课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

导，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在大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就中国慕课的

更快建设、更好使用、更有效学习、更有序管理代表大会

发表《中国慕课行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以五

大愿景绘就了未来中国慕课发展蓝图。

《宣言》指出，六年来，中国慕课在实践中探索，在

探索中创新，积累了六点重要经验。一是质量为王。中国

慕课坚持集中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团队、最好的教师的建

设原则。让中国慕课成为质量最有保证的中国金课。二是

公平为要。中国慕课坚持有质量的公平和有公平的质量的

教育原则。开展跨地和跨校的慕课协同教学，创新应用模

式，为教师提高专业能力服务，为解决区域与校际之间教

育教学水平差异服务。三是学生中心。中国慕课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如何让学生“学得更好”，

激发学习兴趣和潜能，突出结果导向和持续改进。四是教

师主体。中国慕课坚持教师为主体的慕课建设和使用目标。

努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激励优秀教师建设慕课，动员广

大教师使用慕课。五是开放共享。中国慕课坚持开放共享

的建、用、学、管方式。建立跨区跨校慕课联盟，打造提

高质量利益共同体，增强慕课应用活力。六是合作共赢中

国慕课坚持高校主体、社会参与、政府支持的合作共赢机制。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为高等教育确立了发展蓝

图和目标。《宣言》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共同致力于实

现中国慕课发展五大愿景。一是建设公平之路。发展慕课

是实现更高质量公平的关键一招；二是建设共享之路。共

享是慕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三是建设服务之路。随时随

地提供全方位快捷服务是慕课发展的竞争力所在；四是建

设创新之路。不断创新是慕课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五是建

设合作之路。紧密合作是慕课发展的影响力所在。未来中

国慕课要加强教师之间、高校之间、慕课平台之间、中国

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

中国慕课大会在京举行

凉山州班参训校长聆听专家授课

学员讨论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方案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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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21 日，第十四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在合肥召开。

大会以“智联网与未来”为主题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技术研

讨和成果转化、展览展示等系列活动。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合肥市委副书记、

市长凌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陆建华，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工业

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出席会议并致辞。大会主席由中国

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院士担任，中国

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

任郝跃院士担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刘明院士担任大会学术

委员会副主席。

本届大会，来自电子信息领域的近 30 位院士、百余位专家

和青年学者，聚焦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智联网、智慧芯片、

人工智能、区块链、天地一体化等前沿科技展开了研讨。会议重

磅发布了《中国电子学会会士观点（2019）》。大会学术报告阶

段，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吴建平教授作了“下

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发展趋势”的主题报告。

本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由 1 个主论坛和 19 个专题论坛

组成，从学术交流、应用研讨、成果分享等方面对网络及电子信

息产业现状与趋势进行全景扫描。来自全国电子信息领域的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专家学者、青年科技工作者，安徽省政

府相关机构、合肥市相关委办局，以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等县区的代表共计 2000 余人出席了大会。

大会开幕式后，举行了 2018 年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

第六届中国电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和 2019 中国电子信息领域

优秀科技论文的表彰颁奖仪式。共奖励 87 个优秀获奖项目，表

彰了 100 位优秀科技工作者及多位优秀论文作者。

第十四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在合肥召开

4 月 16 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与中国移

动内蒙古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了内蒙古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省网建设。

内蒙古教育厅副厅长张亚民，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处长

朱广元，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高光来，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付晓东、总经理助理吴焕乐，内蒙古分公司总经理田军海，

内蒙古移动公司总经理杨跃辉等领导出席本次启动仪式并进行

了发言。为了提升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实

现高校网络的高速度、高可靠、高稳定运行，逐步建设高质量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部署，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和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建设内蒙古教育

和科研计算机省网，这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也标志着自治区高校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又多了一个平台，多

了一次发展的机遇。

据了解，内蒙古高校实现 IPv6 规模部署的第一大困难就是

缺乏高带宽、高传输、高可靠、高稳定的内蒙古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专用网络。原来的链路无法部署纯 IPv6 网络。部分盟市的高

校因传输路由较远，未能实现联网。以上原因导致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升级及推广存在较大的问题。2018 年 8 月开始，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为内蒙

古高校建设了一条专用网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可靠性联网和测

试，具备了组建教育和科研专用网络的条件，部分高校已经通过

中国移动的专用线路接入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是由国家投资建设，

教育部负责管理，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承担建设和管理运行的

全国性学术计算机互联网络。中国移动一直积极推动 5G 发展，

长期以来，内蒙古移动跟众多学校进行了智慧校园建设的深度

合作。两家大型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了内蒙古教

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省网建设，逐步建设一个优质的内蒙古教育

科研网，为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

尽快实现 IPv6 的规模化部署。

内蒙古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省网建设启动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8 中国教育网络 2019.5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9    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

11  钟登华：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13  周荣：夯实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

      王江华：创新机制 破解信息化难题

14  邢孔政：推进“两个统筹” 

                    破解教育信息化应用后顾之忧

      王创：构建广东基础教育新生态

15  王建平：打造“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

      应若平：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纵深发展

16  马嘉宾：将信息技术引入基教全过程 

17  谢俐：落实职教 20 条  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18  宋毅：推进信息技术与智能教育深度融合 

19  黄伟：开展教师能力提升工程 2.0 

20  让“人人用空间”成为常态

22  信息化评估，“人”的指标将强化

24  云南教育信息化的跃升之路



2019.5 中国教育网络 9

政策与焦点

中国教育网讯  4 月 11~12 日，2019 年全国教育信

息化工作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

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主持

开幕式。

钟登华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教育信息化各项发展指标普遍实现翻倍增长，教育信

息化应用模式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教育系统实现网

络安全与信息化统筹协调发展。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

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教育的各个方面，正在有

力地推动教育发生革命性改变。

钟登华强调，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

历史的必然。教育信息化工作要放眼全局、着眼未来，

要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充分认识

到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

长远规划、长期实践、长久研究，切实做好面向智能

时代教育的顶层设计、探索应用和理论支撑，落实好《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

的战略任务。

钟登华要求，2019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紧密围绕

助力教育扶贫和网络扶贫、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三个方面

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
围绕 2019 年教育信息化的任务目标，钟登华要求，切实做到靶心不散、重心不移、力度不减，落实落实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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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切实做到靶心不散、重心不移、力度不减，

齐心协力、脚踏实地、勇于担当，落实落实再落实，

以实干的精神争创优异的成绩。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苏永忠出席会议并致辞。

他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加快推

进数字云南建设，推动基础设施优化升级，统筹经费

实施网络建设，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校（含教学

点）的宽带网络实现“万兆主干、千兆进校”光纤接入，

所有教学班实现光纤网络“百兆到班”，全省 80% 以

上班级按标准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初步建成云南省

教育公共资源服务平台。本次会议对加快推进教育信

息化融合创新发展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将为推动建设

“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添加更多新路径、新内容和

新动能。

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党

组书记周荣在交流发言时谈到，云南山地高原面积占

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94%，义务教育学校校点布局分散，

因此，云南着力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破解城乡义

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强化省级统筹，

实现义务教育学校高速网络光纤全覆盖，截至 2018 年

底，云南省 1.6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学点的 14.09 万

个教学班，全部实现高速光纤网络进校到班，有效解

决了边远贫困地区 3000 多所学校和教学点不通网络的

问题。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李建聪、教育部科

技司副司长李楠、中央电化教育馆副书记李萍等有关

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行政部门教育信息化分管领导

和相关责任处室负责同志、三大运营商政企部门负责

同志和有关专家出席了会议，云南省还组织各市州教

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学习。

会议就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进行了

交流研讨。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厅

长、党组书记周荣，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江华，海

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邢孔政，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创，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王建平，湖南省教育厅

副厅长应若平等 6 省教育厅发言人分别分享了各自在

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经

验和探索创新，介绍了下一步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融

合创新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教育部基教司副司长马嘉宾、职成司副司长谢俐、

高教司一级巡视员宋毅、教师司副司长黄伟 4 个司局的

负责同志对 2019 年教育信息化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与会专家还对若干重要政策报告进行了分析解读。

在 4 月 12 日进行的“云南教育信息化成果展示”

观摩展示阶段，来自云南省教育厅以及临沧、大理、

楚雄等州、县的发言人就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信息化建

设工作取得的经验成果与应用案例进行了汇报展示，

他们通过借助教学点资源全覆盖项目、“一网一中心

一平台”建设等，由点到面推进了云南省网络基础设

施优化升级，促进云南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

展，全面提升了云南教育信息化水平。

会议同期还举办了全国电教馆长会议与全国教育

信息中心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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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在 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副

部长钟登华以《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 2.0，发展更加公

平更有质量的教育》为题作了重要讲话。

在报告中，钟登华用回头看、统筹看、长远看、

聚焦看“四个看”，对如何推进教育信息化 2.0，发展

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回头看：                                                          
回首来时路，从自身发展轨迹中汲取经验

钟登华指出，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与改革开放同

时起步，走过了 40 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教育信息化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转段升级，

对教育改革发展的“革命性影响”初现端倪。

他用三个“齐”总结了教育信息化 1.0 阶段取得的

成绩。

量质齐升，教育信息化各项发展指标普遍实现翻倍

增长。一是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二是信息化

教学与管理应用渐成常态。三是教育资源供给服务能力

快速提升。四是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显著增强。五是

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身教育信息化积极性日益高涨。

百花齐放，教育信息化应用模式创新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一是构建“互联网 +”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

式。二是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三

是探索信息时代的教育治理新模式。

两翼齐飞，教育系统实现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统筹

协调发展。一是网信工作责任体系基本建立并日趋完

善。二是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能力持续增强。

三是网络思政和宣传教育主阵地建设成效显著。四是

教育系统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水平不断提升。

钟登华指出，自去年 4 月教育部启动实施《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一年多以来，各地迅速行动积极

响应，在“三全两高一大”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八大

行动稳步推进，阶段性成果不断涌现，2.0 开局良好，

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统筹看：                                                         
统揽四周路，从所处发展环境中认清形势

钟登华强调，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

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

遇，从事业发展、时代需求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认

清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因事而化：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

本内涵和显著特征。信息化已经逐步成为变革教育体

系、提升教育品质的内生变量。全面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结构重组、流程再造、文化

重构，构建人本、开放、平等、可持续的教育新生态，

建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

钟登华：

钟登华  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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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是新时代我

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二，因时而进：新时代和信息社会对创新人才培

养提出了新要求。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

人才竞争。新时代正处在与信息社会的历史交汇期，对

人才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具

有引领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是在规

模化教育的前提下实现教育多样性、个性化的最重要、

最有效的手段，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创

新创业人才支撑保障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第三，因势而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教育信息

化发展提出新挑战。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传统教学方

法已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各种新的教育模式应运而

生，并逐渐在世界各国得以推广和应用。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纷纷为人才培养提前谋划部署，力图通过教育评价改

革促进本国人才选拔与发展，抢占未来教育竞争制高点。

长远看：                                                          
展望未来路，在新的征程起点上辨明方向

钟登华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必将加速引发未来教育的深刻变革。我们要从

长远规划、长期实践和长久研究三个方面，切实做好

面向智能时代教育的顶层设计、探索应用和理论支撑。

他表示，从长远规划来看，要谋划智能时代中国

教育发展的新征程。一是构建满足智能时代人才培养

要求的新型教育体系。二是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智

能教育可持续发展方案。三是要积极发展和完善我国

智能教育的系统推进路径。

从长期实践看，要扎实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

合创新。一是要建立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普

及人工智能教育。二是要大力建设智能教育基础设施，

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全流程应用。三是要以人工

智能助推教师专业发展，全面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四

是要以智能技术创新教育评价体系，实现教育教学决

策的科学化、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管理的精细化。

从长久研究看，以教育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支撑发

展。首先，要建立长效投入机制，汇聚优质学科资源和

研究力量，跟踪国外最新进展情况，挖掘国内现实发展

需求，明确我国智能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

目标任务和行动计划等。其次，要研究人工智能对教育

的深刻影响，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学环境、教学

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管理等要

素深度融合的具体路径和操作方法，以加快推进人工智

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再次，要加强智能教

育关键技术研发，推进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深

度学习、模式识别、知识图谱等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聚焦看：                                                         
凝视脚下路，在当前重点任务上精准发力

钟登华强调，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教育系统深入

实施“奋进之笔”、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的重要一年。

围绕 2019 年教育信息化的任务目标，大家要齐心协力、

脚踏实地、勇于担当，落实落实再落实，以优异的成

绩向新中国 70 周年生日献礼。

钟登华对 2019 年教育信息化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他强调，要凝视脚下路，在当前重点任务上精准

发力。切实做到靶心不散，全力抓好教育扶贫和网络扶

贫的结合点。一是开展“学校联网攻坚行动”，推动学

校网络接入和提速降费。二是实施“宽带卫星联校行动”，

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三是开展“网络扶智工程

攻坚行动”，提升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四是推进“三

个课堂”的建设与应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重心不移，坚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一是高质量建设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高效

推动网络学习空间的普及应用。二是开展“智慧教育示

范区”建设与实践探索，推动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

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三是推进“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

动”，探索积累可推广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先

进经验和优秀案例。四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

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力度不减，加快推动教育信息化 2.0 实现跨越式

发展。一是要加强统筹部署，创新推进机制。二是要

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信息素养。三是要落实主体责任，

增强防护能力。

钟登华最后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希望大家继

续齐心协力、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打铁还需自身硬”，

要切实加强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站位；高效做好

重点工作，在服务大局上想办法、出主意、下功夫；

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眼界、开拓思路、发挥优势、

协同攻坚、创新作为，以实干成就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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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山地高原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94%，义务教育

学校校点布局分散，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点多面广、难度大。

近年来，云南省立足省情教情实际，着力通过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破解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一是强化省级统筹，实现义务教育学校高速网络光纤

全覆盖。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的工作，对全省义

务教育学校网络建设情况进行摸底调研，制定全省义务教育

学校网络建设方案，采取统筹规划、统筹资金、统一标准、

统一建设的方式，推进全省义务教育学校的网络建设。截至

2018 年底，云南省 1.6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学点的 14.09

万个教学班，全部实现高速光纤网络进校到班，有效解决了

边远贫困地区 3000 多所学校和教学点不通网络的问题。大幅

度地降低了购买成本，提高了进校到班的网络宽带。

二是强化分级管理，确保学校高速光纤网络保持畅通。

省教育厅成立了义务教育网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为确保光

纤网络建设内完成和质量要求达标，建立了定期联系制度、

工作通报机制，同时还建立了学校、县、州市、省四级的验

收体系，保证了从施工到技术指标的层层验收、逐级把关。

网络建成后，建立了四级管理和维护机制，通过省级监管平

台对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班级的网络流量和使用情况进行

监测，根据网络使用情况进行全省的排名通报，对排名靠后

的启动约谈问责机制。

三是强化应用普及，加快教育数字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教育数字资源平台建设推动教育信息化从试点向区域性推

广，从单一项目向协作互助发展，从个体应用向共同体合作转变。

四是强化课堂互动，促进城乡师生共同学习成长。乡村

学校学科教师紧缺，无法开出英语、音乐、美术、信息技术课程。

高速光纤网络开通后，通过同步课堂、双师课堂和网络协同

课堂的形式推动一批乡村学校开齐国家规定课程。

下一步云南省将坚持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在提

高现代教育治理能力等方面下功夫，推动云南教育信息化再上

新台阶。

近年来江西省积极落实《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精准

扶贫融合发展，助推教育脱贫攻坚，抓重点补短板，有力促

进了贫困地区教师的发展。

第一，聚焦共建共享，扩大贫困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一是创新“专递课堂”建设模式。制定下发《江西省“专递课堂”

建设指南（试行）》，以购买云服务的方式推进专递课堂建设，

大幅度降低建设和使用成本； 二是推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应

用。利用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名校、名师的课程资

源精准推送到农村学校，普及城乡义务教育；三是抓好远程

录播教室建设。

第二，聚焦教师培训，提升教师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

一是探索“互联网 + 教员”培训模式，利用省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将优质课通过网络直播方式进行推送，解决了农

村学校教师缺少经费、没有机会参与高水平教学交流活动的

难题。半年来已经开展各类活动、视频直播服务 224 次，在

线观摩学习教师累计 300 万人次；二是加强教育信息化培训

的针对性。集中培训农村中小学教师共计 20510 人，累计 30

万名中小学教师通过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接受网络培训。

第三，聚焦精准扶智，提升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水平。一

是实施贫困大学生云计算能力培养计划，通过与阿里云合作，

每年为 100 名贫困家庭在校大学生提供免费的云计算技能在

线培训认证。目前，有 1402 名贫困大学生通过测试进入学习

阶段，其中 469 人已获得 ACA 证书。二是探索智慧作业在课

后辅导中的应用，建设江西省中小学班班通智慧作业系统，

推动中小学校通过对学生纸质作业数据的采集，对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实现微课精准辅导。

第四，聚焦精准资助，确保贫困家庭子女就学资助全覆

盖。一是精准确定教育扶贫对象，确保资助落实到位，建立

江西省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电子档案信息系统，从基础教育到

高等教育，从入学到就业的全过程精准管理；二是精准推送

就业创业服务，确保就业帮扶到位。

周荣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云南省教

育厅厅长、党组书记

夯实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

王江华  

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创新机制 破解信息化难题

（本文根据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周荣在

“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洁）

（本文根据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江华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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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信息化教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小学校的光纤接

入率从 2013 年的 47% 上升到 2018 年的 98%，普通教室多媒体配备率从

2013 年的 44% 上升到 2018 年的 99%。信息化教学应用面临中小学宽带网

络资费偏高，出口带宽较小，以及技术人员紧缺、设备维护不及时等问题。

海南省以问题为导向，提前谋划试点，做好中小学信息化教学环境的不断

完善，为信息化体制应用保驾护航。

第一，提前谋划，下好“两个统筹”的“先手棋”。一是意识树立早，

从 2014 年全面改薄工程实施开始，就意识到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网络资费及设备运维迟早将成为制约学校开展信息化教学应用的难题。二

是调查研究早，意识到问题后，及时到市县及学校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

际情况，摸排存在困难。三是顶层设计早，借助 2014 年 9 月教育部批复

同意海南开展教育信息化省级试点契机，把“两个统筹”列入六大机制试

点任务，并纳入海南教育体制改革重要内容，明确研究方向和路径，并组

织专家把脉指导。

第二，试点探路， 敢做“两个统筹”的“先行者”。在网络资费统

筹方面，通过裸光纤方式打造教育城域网，根据各通信运营商网络连接学

校数量，统一支付网络资费，并根据学校并发量自动调配网络带宽，节省

30% 左右的费用。在设备运维统筹方面，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让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公开招标专业的设备运维服务商，根据所需技术队伍的人

力成本统一支付运维费用，对全市中小学校的信息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

深度保养、应急响应和回访服务，节省约 35% 的费用。

第三，总结推广，力争“两个统筹”的“全覆盖”。一是委托专家团

队开展课题研究，对各种模式进行分析比较；二是通过多种途径宣传推广；

三是全面总结。明确到 2019 年底网络资费统筹覆盖率达到 90%，设备运

维统筹覆盖率达到 65%，力争 2020 年实现全覆盖。

第四，成效明显，趟出“两个统筹”的“一条路”。一是以市县为主

的网络资费区域统筹有效解决了学校网络带宽不够用、费用掏不起的难题，

提高了信息化教学的体验度。二是以市县为主的设备运维区域统筹有效解

决了原来运维工作中的不及时、效率低下、服务质量无法保障、被动救火等

问题，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分散进行的运维状况，减轻了学校的运维压力，

提高了设备使用率。三是保障了学校信息化教学的可持续开展，从体制机制上

强化了市县层面对信息化教学的服务水平，让学校从宽带网络和设备维修维护

等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便于学校把更多精力花在信息化教学应用上。

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广东省以“用好改

革关键一招”为根本途径，以教育信息化为引领，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狠抓基础教育和信息化创新发

展的顶层设计、制度设计和路径设计，系统、整体

推进广东新时代新教育生态建设，力争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基础教育品质，并从三方面总结了广东省以

教育信息化为引领，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做法

和经验。

第一，把握新时代教育主题，强化顶层设计，

构建基础教育新生态。新时代的教育主题是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是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广东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学生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从“新学校、新课程、新课堂、

新教师、新学生、新家长、新评价、新治理”等

八个方面着手，积极探索构建“广东新时代新教育”

体系。

第二，聚焦关键环节，优化制度设计，推进基

础教育综合改革。构建“广东新时代新教育”体系，

必须进行教育理念、结构、内容、流程、模式的系

统重构，需要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服务模式和教育

治理模式的整体创新。广东省起草了《关于深化基

础教育综合改革，构建广东基础教育新生态的指导

意见》，主要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深化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深化教育

治理体系改革”等四方面，以教育信息化为引领，

系统推进综合改革。

第三，坚持“四轮驱动”，深化路径设计，

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一是制度驱动，

强化政策标准研究，促进科学发展。二是应用驱动，

部署“两提质”项目，推进“课堂革命”。三是

目标驱动，实施“两标杆”项目，打造新教育生

态示范。四是双向驱动，推进机制创新，强化智

力支撑。

邢孔政

海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推进“两个统筹” 破解教育信息化应用后顾之忧

王创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构建广东基础教育新生态

（本文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邢孔政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洁）

（本文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创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

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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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教育信息化 2.0 的试点区域。湖南希望

以教育信息化 2.0 的实施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

质量，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难题，适应互联网技术

变化的要求。

湖南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推进教育信息

化 2.0。

第一，实施高位推动，确立教育信息化为“一

把手”工程。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信息

化工作，特别是《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颁布

以后，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湖南省教育领域的重点

工作。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构建全方位教育信息化

工作推进体系。首先在推进目标上，坚持注重公平

与提高质量相结合。要以促进公平为目标，构建以

信息技术为基础、扩大优秀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

机制，让农村学生享受个性化的教育资源。同时，

进一步加强各级各类教育资源融合，提高教育质量。

其次在推进主体上，坚持强化统筹与分工负责相结

合。在省级层面，紧紧依托省政府的领导，主动发

挥省教育厅的统筹功能，各职能厅按照行动计划进

行职责分工。在对内层面，继续强化网信办的统筹

功能，主要做好四个统筹：规划和标准，项目和资金，

评估和评价，衔接和协调。最后在推进方式上，坚

持过程推动与数据整合相结合。一方面，按照项目

实施方案强化过程管理，确保各个项目和任务有序

推进；另一方面，调整教育信息化的工作方式和重点。

第三，依托项目引领，推动教育信息化 2.0 试

点纵深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湖南省在《行动计

划》中明确了 34 个重点项目和工作任务，2019 年

拟重点实施五个项目，其中的“湘教云”和“千群

万课”项目，将推动网络扶贫攻坚行动顺利完成，

解决农村学校课程开设不齐、师资不够、教师能力

缺乏等问题，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2018 年 7 月，教育部批复宁夏建设“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在国家

的支持下，宁夏打造了“互联网 +” 教育资源共享、创新素养教育、教师队

伍建设、学校党建思政和现代教育治理五大示范区。

宁夏在“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建设工作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是“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建设顺利推进。宁夏先后发布《宁夏回族

自治区“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建设规划（2018 年 ~2022 年）》和《宁夏

回族自治区“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为宁夏“互联网 + 教

育”示范区建设提供政策指导和方向指引。

二是学校网络条件明显改善。实施学校联网攻坚行动，将学校互联网接

入率和带宽纳入政府督导评估体系，与电信运营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面

推进“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基础网络建设。

三是教育云服务效果显现。建设宁夏教育云平台，整合资源和管理系统，

对接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安人口信息系统，实现统一身份认证，

形成统一规划建设、统一数据标准、统一认证服务、统一管理运营、统一应

用服务、统一免费使用的“六统一”服务体系。

四是网络精准扶智取得实效。依托宁夏教育云构建省级在线互动课堂平台，

推动名师名校资源共享，助力城乡中小学教学名师与农村教师共同发展。发布《宁

夏回族自治区“互联网 + 教育”在线课堂建设及应用管理办法》，规范在线课

堂项目建设，推动教师广泛参与在线互动教学。同时，通过在线教学、互动教研、

双师辅导等形式，提升教学能力、共享优质资源，助力全区教育质量提升。

五是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初见端倪。从 2013 年起自治区政府设立了教育

信息化专项资金，用于推进教育信息化应用示范引领工作。建设 81 所“互

联网 + 教育”应用示范学校，通过先行先试鼓励学校充分利用“互联网 + 教

育”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优化教学流程，打造高效课堂，增强教学效果，不

断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

六是校长和教师信息素养明显提升。举办高峰论坛、专题讲座和专题培

训班，不断更新校长和教师的“互联网 + 教育”理念，提高示范区建设的思

想认识，为全区推进示范区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下一步，宁夏将按照“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规划和方案，构建

“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建设教育大数据，汇聚教育大资源，推进教育治

理能力优化，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和创新能

力，开展教育教学创新改革实践，推动区内、区外学校结对帮扶，深化教育

网络精准扶智，点亮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梦。

王建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应若平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打造“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 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纵深发展

（本文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王建平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付涵）

（本文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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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将发挥信息化对基础教育的支

撑和引领作用，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应

用工作，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教育部基教司将按照以下三个思路推

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工作。

第一，坚持正确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创新教育理念、内容、形式、

方法和手段，面向中小学生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打好青少年成长进步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二，注重统筹规划，将信息技术引入到基础教育

教学全过程。牢固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遵循

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鼓励支持广大教师

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信息化条件下教育教学模式，构建

更加适宜学生成长发展、更加关注个性差异的学习环境，

推动素质教育深入实施。要统筹课程、教材、教学、考

试、招生、评价、管理等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有机融

合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全面提升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信

息素养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利用率。

第三，勇于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体制机制。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立

足当前，面向未来，因地制宜，大胆实践，建立健全教

学应用、平台开发、资源供给、建设运维、经费投入等

方面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各级政府和电教、

教研、信息、中小学、高校、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着

力构建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格局。

为落实《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今年基教司将重点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大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将以“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示范培育推广计划”为抓手，进一

步遴选和培育区域和学校典型案例，充分反映各地推

进基础教育信息化融合运用方面取得的进

展，为各地和学校提供可资学习借鉴、具

有示范意义的鲜活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

例。加大对典型案例的宣传推广力度，充

分利用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展示网

站、典型案例集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进

一步发挥典型经验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是广泛汇聚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将规

划建设全国中小学生网络学习平台，整合社

会多方优质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创新服务供

给方式，打造与学生学习和成长需求相适应的学习平台。

将会同中央电教馆继续组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

名师”活动，遴选部级优课一万堂。同时，将进一步加

强优课的应用推广，通过对活动海量应用数据的深入挖

掘，开展优课应用分析，改进活动服务，不断提升活动

效益。将会同有关部门面向三区三州、农村中小学提供

国家规定课程资源服务，助力贫困地区提升教学质量。

三是切实规范校园 APP 和校外线上培训活动。去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

园的通知》，对清理规范进入中小学的学习类 APP 工

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全面排查、审查备案、日常监

管等方面的要求。今年，我们还将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的部署，规范

面向中小学生的线上校外培训活动，减轻中小学生过

重的课外负担，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四是全面强化中小学学籍系统应用。在教育部信

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学籍系统二期工程已经完

成。要进一步利用好学籍系统，为地方和广大学生及

其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使学籍信息更加精确、跨省

转学更加迅速、学籍查询更加便捷、监管功能更加丰富。

要加强学籍管理员的培训，做好系统相关服务器、数

据库、共享存储等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检，保证系统远

程运维连接各类服务器的网络畅通；强化系统安全防

护，规范数据合理使用，加强学籍信息安全管理。

马嘉宾：将信息技术引入基教全过程

（本文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马嘉宾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

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付涵）

马嘉宾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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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

领会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教育部统一

部署，把信息技术发展作为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改善办学条件的新的重要契机，推

进职业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提高

教育质量，推动教育改革，并在武装思想、

网络安全、资源建设、学校试点和平台建

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2019 年 1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 20 条），明

确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大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

并从三方面提出了信息化工作的具体要求。

一要创新工作机制。继续探索形成“政府政策支持、

企业参与建设、学校持续使用”的共建共享机制。发

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功能，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

加大财政对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支持力度。

调动行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创新、方法

创新、路径创新等多种途径，让更多行业企业参与到

职业教育中来，在推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服务好产业行业转型升级和职业教育发展。

二要服务重大战略。职业教育信息化工作既要围

绕职业教育需求来推进，更要紧跟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的实施来布局。特别是要围绕服务制造强国建设，推

动信息化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以信息化引领现代化，为职业教

育和继续教育精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支撑和保障。

三要强化应用驱动。应用是信息技术与教学、管

理的结合点，也是教育信息化的生命力。要通过培训、

评价等方式促进应用效能，鼓励和支持管理者带头应

用，提升应用水平，营造良好的信息化发展环境。

2019 年，职成司将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发挥信息化

创新引领作用，努力探索符合产业变革发展趋势的高

质量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并从五个

方面对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信息化工作进

行重点部署。

一是加强对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规

划和引导。推动各地贯彻落实《关于进一

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落实《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推

进智慧校园建设。继续指导中央电教馆做

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建设工作，落

实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组织编

写并发布 2019 年《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发展报告》。

二是深入开展校园网络安全教育。指导各地各校

把网络文明、网络安全教育纳入学校德育工作内容，

落小、落细、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工作要求。进一步完

善现有中职德育课课程设置，在课程中进一步强化网

络安全意识教育内容，继续加强职业教育有关网络信

息安全课程的教材建设，依法运用高科技手段，实现

校园内使用的 APP 无毒、无黄、无黑等。

三是加强网络安全专业和标准建设。重点围绕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实际需要，引导鼓励有条件的职

业院校开设网络安全类专业，继续扩大网络安全相关

人才培养规模，开展相关技术技能培训。同时将继续

完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

四是持续推进职业教育资源建设。持续推进职业

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和运用，按要求做好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相关工作。建设是基础，应用是关键，

加快推进继续教育课程资源建设，积极发挥高等学校

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开放与在线教育联盟的作用，

推进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

五是继续加强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启动中职学生

系统优化升级，建立学生实习监管服务平台和学历信

息查询服务平台，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服务管

理平台。加强数据管理工作，继续开展中职学生系统

的数据质量提升工作，确保业务数据准确可靠。

谢俐：落实职教 20 条  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谢俐 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

（本文根据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谢俐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

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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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中国慕课在行动

2019 年，高教司开展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之一，实施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

遴选出万堂示范课例，推出 3000 门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7000 门国家级

线上线下精品课和 1 万门省级线上线下精

品课，充分发挥了示范课例的辐射效能。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之二，开展智慧

教育创新发展行动，加快面向下一代网络

的高校智能学习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在线智能教室、

智能实验室、虚拟工厂（医院）等智能学习空间；推

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打

造教育发展国际竞争新增长极。

经过一代一代的发展，中国慕课取得了积极的进

展。上线慕课数由 2007 年的 3200 门，到今年 1 月达

到了 12500 门，增长了 3.9 倍。慕课学分人次，由 600

万提高到 6500 万，增长了 10.8 倍。国家精品慕课由

490 门提高到 1291 门。

除了推进慕课建设以外，高教司还积极推进智能 +

教育。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建设工作，以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为基础，以高校开展实验教

学的基本单元为建设内容，解决了大学生动手能力不足的

短板问题，实现了网上做实验、虚拟做实验。目前有 1000

个项目已经上线，其中 403 项被认定为“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并且这些项目得到了学生的广泛应用。

通过慕课的发展，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一是坚

持质量为本。中国慕课坚持集中最好的大学、最好的

团队、最好的教师的建设原则。

二是坚持公平为要。开展跨地和跨校的慕课协同

教学，创新应用模式，为教师提高专业能力服务，为

解决区域与校际之间教育教学水平差异服务。

三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致力于如何让学

生“学得更好”，激发学习兴趣和潜能， 突出结果导

向和持续改进。课程设计和学习支持服务充分考虑新

一代大学生“网络原住民”的认知学习和接受特点，

注重课程育人，注重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促进个性化学习。

四是坚持教师为主体的慕课建设和使用

目标。努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激励优秀教

师建设慕课，动员广大教师使用慕课。创新

教师团队组建模式，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

模式。

五是坚持开放共享的建、用、学方式。建

立跨区跨校慕课联盟，打造提高质量利益共同

体，增强慕课应用活力。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

慕课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际著名慕课平台

上线了一批优秀中国慕课供全世界学习者分享。

六是中国慕课坚持高校主体、社会参与、政府支持

的合作共赢机制。数量井喷式发展、质量飞跃式提高的

中国慕课建、用、学 、管井然有序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

2019 年主要工作

2019 年高教司重点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4 月 9 日召开的中国慕课大会突出“识变、应变、

求变”的主题，进一步动员了战线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大

势，唱响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主旋律，对大力推动慕课

建用学管进行了工作部署，必将促进中国慕课新的发展。

启动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印发“实施本科一流课程

双万计划指导意见”；认定 800 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认定 300 个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

1600 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改革课程及线下课程。

制订慕课发展规划和在线开放课程标准。开展慕

课理论与实践研究，研究制订中国慕课发展规划，研

究制订“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标准和“国家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标准。

发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体系。发挥“虚拟仿真创

新联盟”作用，推进项目研究和建设应用；加强“实验空间”

平台建设，做好升级改版、功能完善工作，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逐步发布主要专业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整

体目录、具体内容等，指导项目建设，防止重复建设。

（本文根据教育部高教司一级巡视员宋毅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

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燕婷）

宋毅：推进信息技术与智能教育深度融合

宋毅 教育部高教司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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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力

支撑，教师信息素养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

重要保证。2019 年，教师司将围绕提高教

师信息素养，推进信息化教育教学，着力

开展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组织实施

教师能力提升工程 2.0。今年 3 月，教育部

印发了《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意见》。工程 2.0

是在总结第一期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工程的基础上，对标教育信息化 2.0“三全两高一大”

的高阶目标，提出：到 2022 年，构建以校为本、基于课堂、

应用驱动、注重创新、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

机制，突出以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引领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关注不同地区、不同教师群体需

求，实行分类指导，通过示范项目带动各地开展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基本实现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教

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团队信息化指导能力“三提升”，

以及全面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的实施

目标。

围绕实施目标，工程 2.0 提出了四大任务、九项主

要措施。一是整校推进，开展学校管理团队信息化领导

力培训、围绕学校信息化教学创新推动教师研训等 2 项

措施。二是对口资源，实施创新培训平台“三区三州”

对口帮扶项目、推进中西部地区“双师教学”模式培训

改革等 2 项措施。三是融合创新，促进教师跨学科教学

能力提升、加强智能化教育领航名校长名师培养等 2 项

措施。四是支撑体系建设，包括提升培训团队信息技术

应用指导能力、创新信息素养培训资源建设机制、构建

成果导向全程监测评价体系等 3 项措施。

下一步教育部教师司实施工程 2.0，希望各地配合

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要制定实施规划，落实工程 2.0 实施任务。工

程 2.0 以整校推进的形式推动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培

训，根据各地各校教育信息化现状及发展目标和需求，

可采取不同措施，试点先行，逐步推进，并通过结果

黄伟：开展教师能力提升工程 2.0

导向的测评检验教师培训成果。

二要加快组织引导，扎实开展教师信

息化培训。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省（区、

市）工程 2.0 的统筹规划与管理，确定专门

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明确地市、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在工程实施中

的责任，加强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实施精

细化管理，制定学分管理细则，建立推动

学校与教师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相关制度，

稳步开展教师培训工作。

三要强化保障条件，切实保证工程 2.0 落地见效。

中央财政通过“国培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等项目，支持开展国家级示范培训，提升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

第二，“国培计划”加大力度，建强信息技术培

训队伍。2019 年，“国培计划”重点支持培训者队伍。

示范项目设置了信息技术培训者团队研修，旨在建强

省、市级培训管理者与骨干培训者团队，助力各省（区、

市）统筹规划并指导地市、县区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培训。中西部项目设置了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培训

者研修项目，包括信息化管理团队研修、示范校骨干

教师研修和未来教育引领团队研修三个子项目。各地

要根据项目定位准确遴选参训对象，精心组织项目实

施，用好“国培计划”的支持，为新时代教师信息素

养提升工作育好“种子”，打好“模子”。

第三，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改革试点。去

年 8 月，教育部在宁夏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人工智

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引进一批人工智能企

业参与，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探索模式、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今年，教师司将继续推进试点工作，也鼓励各地

结合实际、发挥优势，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助推教师管

理优化、助推教师教育改革等新路径，为加强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新动力。

（本文根据教育部教师司副司长黄伟在“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

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付涵）

黄伟 教育部教师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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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人用空间”成为常态

《教育部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

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是为落实《国家教育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

化“十三五”规划》战略部署而提出

的政策文件。尤其是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出网络学

习空间覆盖行动，明确指出要使网络

学习空间成为广大师生利用信息技术

开展教育学习的主阵地，形成“人人

用空间”的态势。

面对以上目标，在指导意见中形

成了一个愿景，即到 2022 年，网络

学习空间能够成为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的基本环

境，作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共享服务的渠道，

作为先进文化建设和家校共育、校企共建的有效载体，

贯穿于学校教学、管理与学习评价等各个环节，使它

能够成为运用信息技术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主要

载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基于这样的愿景，回顾过去六年来网络学习空间

的建设与应用，取得了很多的经验和成果，当然也存

在一些问题。在指导意见开始编制之初，我们也对目

前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现状做了大量的调研，以

下通过抽取部分数据结果来分析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

应用现状。

网络学习空间使用率情况

网络学习空间的开通率逐年提高，但是使用率仍有

很大提升空间。在空间的功能需求方面，去年发布了“学

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规范”，完善了空间的功能和需求，

但是在使用空间中还有很多老师有特别的需求，目前还

不能提供相应支持功能。针对校长、教师、学生、家长

的使用，可以看出主要的应用是利用

检索工具进行资源检索、课堂内容展

示与课堂测验的检测与反馈等，距利

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

改革、重塑评价方式、提升治理水平

等还有一定差距。

网络空间学习应用影响因素

目前阻碍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应用

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空间的建设与运维

存在的问题。主要核心问题体现在顶

层设计不到位，信息孤岛、数据孤岛的现状比较严重，

缺少良好的用户体验，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尚未形成。

围绕这样的问题，在指导意见中我们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措施。首先，统筹规划、系统推进，更好地构

建一人一空间。结合各级各类教育的不同特点，通过

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企业、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

构建共建、共用、共享、共赢的良好生态。

其次，统一数据标准。在空间建设过程中集成了

各种应用服务，所有的应用需要多个企业共同参与建

设，就需要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服务规范。因此在指

导意见中也提出，为了更好地汇聚、共享空间数据，

需要遵循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服务规范，采用自主研发、

委托开发、购买服务等形式进行空间建设，提供高质

量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经费保障。目前空间的经费主要分为建设、

运维、培训三部分。今后要不断优化经费支出结构，

同时建立空间网络安全保障机制。前期更多的经费将

聚焦在建设中，后期可能会逐渐调整分配比例，集中

在运维和培训、提升能力应用水平等方面。

第二个层面，资源共享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存在

四点问题。一是很多师生对资源的认识，还停留在静

郭炯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

解读《教育部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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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素材类等数据资源；二是空间的功能可以提供多样

化的资源供给服务模式，但是应用形式还是相对较为

单一；三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推送也尚

未很好发挥作用；四是资源的筛选和评价机制还有待

健全。

针对资源共建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在指导意见中

分别对三类资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第一，针对

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通过一系

列的推进工作，能够将最优质的数字资源进行共享。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老师因考虑到对个人原

创资源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未提供最好的资源，因此

需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资源建设机制目

前采取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方式，因此在企

业筛选和评价机制的建立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对于智力资源共享，比如目前的同步课堂、

专递课堂都是非常好的智力资源共享方式，都能为广

大师生提供智力服务。因此，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打

破学校、区域间的智力资源服务壁垒，建立互联网 +

环境下的教育管理制度，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能够参

与到智力资源服务中。

第三，网络学习空间可以伴随性地收集教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的数据，所以对于诊断和个性化资源的推

送，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目前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要做好后期精准资源的推送，首先要改善现有的

资源标注方式、汇聚方式等，同时可以基于知识图谱、

能力图谱汇聚相应的资源。在汇聚的基础上，根据学

生教与学的特征形成用户画像，基于用户画像进行资

源的推送。

第三个层面，空间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空间

的开通率很高，但活跃度较低；二是空间的使用在支

持教学教研、学校文化建设、家校互动方面，都已经

积累了大量优秀经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尤其在教学

应用过程中，主要还是以下载资源、内容展示等应用

为主，在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转变教学方式方面还做的

不够。三是数据采集与应用已初见端倪，但是支持学

习诊断和个性化推送仍有待提升。四是数据的汇聚与

分析，对教育治理的支持上还主要体现在对管理层面

的应用。

在指导意见中对于空间的主要应用者——管理者、

教师、学生、家长这四类核心角色，应该如何推进应

用做了要求。对于管理者，提出率先应用，促进教育

治理的现代化。对于学校管理者，主要利用学习空间

开展家校、教育教学、综合实践等，基于数据开展教

育教学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一步去实现个性化教

学和精准化施策。

针对教师的应用提出要组织教师创新应用，实

现教学应用的常态化。要求教师不但要在备课等教

研过程中使用网络学习空间，还要开展线上线下、

课内课外以及虚实结合的教学方式去转变现有的教

学模式，推进启发式、参与式、合作式的教学组织

方式。

针对学生的应用，引导学生主动应用，实现学习

应用的常态化。调研中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后期推进

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空间参与研学活动、课内课外教

学活动，并且借助网络学习空间中提供的大量优质资

源，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

针对家长的应用，鼓励家长积极应用，实现家校

互动的常态化。通过多种途径，使家长意识到空间不

仅是学生学习、获取公共教育资源服务的重要途径，

也是家校互动的开放环境。家长可以通过空间了解孩

子在学校中学习的情况，教师通过空间了解孩子在家

庭中德育生活习惯和各方面的表现，更好地做到家校

共育和家校互动。

除了推动四个角色的应用，还需要借助大量的活

动、评估助推空间的使用。在后期还有三个层面内容

需要加强。

首先，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空间应用和支持服务

水平。主要包括使用空间的校长、教师、学生等对空

间的认识与应用管理水平，建立常态研究机制，持续

提升他们的空间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借助网络学习

空间进行网络研修，同时整合社会力量提供技术和教

学服务。

第二，加强典型区域和学校培育，促进空间应用

推广普及。主要通过经验总结进行宣传推广，在推广

过程中注重教学模式的创新，将一些典型应用进行组

织宣传推广。

第三，将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和应用，纳入到教

育督导评估。后续对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的评估，

可能将转换到内涵建设中，关注交互水平、服务效果

和应用成效，有效运用数据分析服务功能优化督导评

估过程，创新督导评估办法，实现评估的科学性、精

准性。

（本文根据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郭炯在“2019 年全国教

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燕婷）



22 中国教育网络 2019.5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当前推进教育变革，必须要准确

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状况，了解

教育信息化规划落实情况。以往教育

信息化规划制订之后，由于没有进行

跟踪监测，导致各项指标落实情况不

准确。因此，基于上述因素，我们开

展了全国教育信息化调查研究工作。

内外需求分析

从内部来看，我们关注的是教育

信息化重大政策，从《教育信息化十

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到《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再到《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国家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件，对教育信息化各项发

展的进程、具体目标和任务，甚至具体指标都有非常

明确的规定。

以《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为例，该行动计

划指出：通过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所谓“三全”

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

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由此，在整个教

育评价指标体系中，重点围绕“三全”设定三个评

价指标。

此外，我们还要学会向外看，了解国际上各国是

如何进行教育信息化指标评估。实际上教育信息化的

监测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美国、英国、新加坡、韩

国等国家都进行了持续性的监测。通过对比他们的监

测办法，可以看出大家关注的重点大部分是相似的。

从纬度分析上看，有的指标非常全面，有的比较

片面。我们应该如何来考虑呢？首先应对当前教育信

息化发展有一个总体明确的定位，目前我国教育信息

化处在怎样的阶段。从总体上看，我们正从全面应用

向深入融合转型，从教育信息化 1.0 向 2.0 转变，从量

解读《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变到质变，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我国

已不再是教育信息化的初期阶段，大

量基础设施类型的指标权重需要相应

下降，而反映应用和融合的指标权重

就要相应地提升。

设计指标体系

评估体系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

段：一是针对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评估，

也称为投入型评估。重点是设计一些

我们看得见的变相指标，例如网络情

况、资源情况、空间情况、管理情况等；二是产出型

的评估，是指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育功底和

教育质量；三是绩效型评估。从目前我国所处的阶段

来看，大部分的指标是落在了第一层，即水平评估。

如何划分指标的纬度？关于一级指标的纬度，

每个国家都一样，一旦确定，就不会做大的调整。

五个纬度的指标是根据《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

要求制订，包括基础设施、教育资源、教育应用、管

理信息化和保障体系。

第一，在基础设施领域中，重点要参考教育部发

布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文件，比如“学校联网

攻坚行动”中要求学校带宽达到 100M。因此，带宽在

100M 以上的学校占多大比例，是我们要考察的一个指

标。这种指标必然要向有关的政策规定和规划目标要

求进行靠拢。

第二，教育资源指标要根据国家最新的政策要求

和相应趋势来进行规定。比如根据国家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这就意味着各地和国家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连接情况，必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考核指标。

第三，教学应用的纬度。我国教育信息化现在所

信息化评估，“人”的指标将强化

吴砥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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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发展阶段导致应用的指标权重必然要上升，这意

味着学校老师能否实现常态化的信息化教学，比如是

否能用空间进行教育教学，每周大概利用信息化多长

时间，有没有形成常态化，这都是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第四，管理信息化。“三全”中提到数字校园建

设覆盖全体学校，而数字校园建设中有一个最基本的

标准，就是要有一站式登录的一卡通系统，不能再是

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因此，有没有实现统一身份

认证，就必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除此之外，

管理信息系统是否实现常态化等，这些都是管理信息

化考核的重点指标。

第五，保障机制。主要涵盖学校信息化工作保障

机制方面的指标，如各级各类培训参培率的情况等，

都是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编制发布报告

数据从哪里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

是工作进展系统，指标覆盖率达到了 33.3%；第二个是

全国数据调研，每年 11 月由教育部科技司组织。目前

而言，调研数据的比重也是非常高的；第三个是专题

专项类数据，占比 12.8%，包括各地培训的参培情况等。

随后完成数据采集和分析，每年 12 月 31 日这个

时间点，会采集一个断面数据，从各个系统里采集数

据，根据指标作为“切片”。当天数据是什么就采集

什么，过后可能有增长，但也不会纳入地方的统计范

畴。此外，还有为期 2~3 个月的全国调研，覆盖率非

常高，高校覆盖率达到 40% 左右，职业院校达 30%

左右，中小学校达到 50% 左右，中小学教师就拥有高

达 34 万的数据量。尽管它不是一个全样的调查，但

是实际上覆盖率已经非常高。

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后，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并

进行反复核对后形成整体报告。

总结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典型特征：第一是技术条

件全面改善，装备升级已经开始。现在有的学校已经

不满足只有多媒体教室，还要有智慧教室，装备升级

是当前学校信息化发展的趋势；第二是国家公共服务

体系有序推进，各级平台连接上国家体系的越来越多；

第三是网络学习空间逐渐普及应用。从去年开始，大

量老师利用网络空间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已经逐步开

始成为一个常态；第四是教育管理公共平台全面应用，

管理数据的汇聚情况，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情况

在逐步提升；第五是全民机制开始建立，队伍支撑体

系的结构开始建立起来。

未来趋势发展将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应用类

指标重要性进一步突出，“物”的指标弱化，“人”

的指标强化；二是覆盖率进一步提升，从“抽样”逐

步发展到“全覆盖”；三是数据来源进一步多元化，

专项数据、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

务平台数据进一步突出。

总之，信息化评估的价值转换会逐渐从投入水

平的评估，转向产出水平的评估，最后转向绩效水

平的评估，这样水平评估过程就会达到很高的一个

水准。

（本文根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砥在“2019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整理：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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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杨燕婷

4 月 11~12 日，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

在云南召开，这是继 2017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信息化

工作会议”召开后的第三次大会。

这次会议为何选在了云南？

就在去年 7 月，云南教育光网项目正式启动，切切

实实为云南的基础网络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这一全省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网络建设工程，投资约 5 亿元，为云南

全省 104 个县的 1.7 万所学校、14 万个班级提供“万兆

骨干、千兆进校、百兆到班”的高速网络。此次工程将

解决云南全省 3600 多个偏远地区教学点的网络覆盖难

题，可以说是解决了制约云南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瓶颈问

题，为各类教育信息化应用夯实了网络基础。

除了基础网络的突破进展，云南省近年来在信息

化应用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探索出了一些颇具亮点的

创新成果，从教育数字资源平台建设、课堂教学模式

改革、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等方面，不断探索信息技术

与教育深度融合之路，推动云南教育信息化发展转段

升级。

云南教育信息化的跃升之路

数说云南教育

在云南，一块块荧幕，一条条网线，拼接出一幅幅

正在被信息化改变的教育图景。

针对云南地处边疆、山区多，学校布局分散、交通

不便的特殊环境，云南省近年来不断整合资源，大力推

进教育领域信息化的建设和应用。通过四项重要工作，

破解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

云南教育信息化再上新台阶。

首先，通过强化省级统筹，实现了义务教育学校高

速网络光纤的全覆盖；其次，强化分级管理，确保学校

高速光纤网络的畅通；第三，强化应用的普及，加快教

育数字资源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教育数字资源平

台建设推动教育信息化从试点向区域性的推广，从单一

项目向协助互助发展，从个体应用向共同体合作改变；

第四，强化课堂互动，通过同步课堂、双师课堂和网络

协同课堂的形式推动一批乡村学校开齐国家规定课程，

促进城乡师生共同学习成长。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信息化给云南教育带来的新面貌：

5 年共统筹 5.6 亿元，优先用于高速光纤网络建设；

1.6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学点的 14.09 万的教学

班全部实现了高速光纤网络进校到班；

11 万个多媒体教室建成，为部分学校配置 6000 台

3D 打印设备；

教学点配置数字教育资源教学设备实现了 100% 覆盖；

通过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在 16 个州市、129

个县、市、区和 1.14 万所基础教育学校部署升级平台，

提供资源 122 万个，组织晒课 130 多万件；

初步建成包含全省 3 万所学校、1300 万名在校学生、

60 万名教师数据的云南省教育数据中心体系。

“电视老师”让乡村小学开齐四门课

早在 2013 年，教育部“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项目就落实到了云南，随着教学点学校设备配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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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和教学应用的“三到位”，云南边陲各县、乡的

教学点教学面貌终于焕新颜，乡村娃娃从此有了“电

视老师”，上齐了国家规定的四门课。

在 2015 年，记者跟随教育部组织的探访云南勐海

县“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行动时，见证

了乡村小学的新变化。电子白板、电视电脑一体机等

多媒体设备的使用，实现了山里孩子与城镇学生同上

一堂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正是“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有效解

决了教学点师资短缺和水平不高的实际困难，既改善了

教学质量，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教学点这一

我国基础教育最为薄弱的环节，不拖教育改革后腿。

信息化为芒市教育做“乘法”

2015 年，云南芒市深入实施了“发展教育脱贫”

工程，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建设了教育城域网、校

园网络集成、大屏一体机、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

智慧课堂等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

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6 年初芒市开始在

试点院校搭建校园宽带，推进“无线班级”建设；到

2017 年 4 月，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全市所有学校实现

了宽带连通。

在信息化应用方面，芒市引入了因地制宜的合作

模式——和企业合作，借助社会力量建立了 4 个信息

化课堂教学实验基地，通过捐赠建成了滇西首个“无

线 +iPAD”课堂，以及配套数据资源库和教学设备。

这些举措推动芒市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

将信息化引入教育中后，芒市的教学效果发生了

变化。芒市的学生成绩在德宏州 16 个市中的排名提升，

老师的教学水平也得以大幅提升，信息化为芒市的教

育做了“乘法”。

基于芒市的经验，长期深入云南贫困学校一线的

信息化专家们，也探索出了对于深度贫困地区教育信

息化发展可应用的方案：设以县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

以村校为末梢的城乡一体化数字学校，通过“同步课

堂”、“专递课堂”、“在线备课”、“基于多媒体

的教学”等多种形式，解决乡村教师“派不出、留不住、

教不好”的困境，整体提升农村教学点的教育质量，

实现农村薄弱学校“开齐课、开足课、开好课”的城

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目标。

 “送培到家”提升教师专业信息素养

有了信息化教学设备与数字资源，怎么用好才是

关键。

针对云南省教育信息化跃升的必要性，教育部多

次组织针对教育厅、局领导与中小学校长的教育信息

化专题培训班。

通过专题报告、案例剖析、经验交流、现场观摩、

分组研讨、汇报展示等方式开展的教育信息化“送培

到家”活动，为云南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中小

学校长、一线教师带来了多形式、多样化的信息技术

能力提升培训。

去年年底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启动的“中

小学校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中，来自北京、天津、

浙江、云南等地的高校、中小学、信息化系统的专家

和一线实践者，围绕学校信息化规划、数字校园建设

与应用、信息化教学模式、智慧教育、师生信息化素养、

信息化管理等主题，为全州四个县中小学的 117 名校

长带来了线上 + 线下的多样化培训。

通过多种方式的交流和体验，不仅提升了当地政

府领导、学校校长及一线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和信息

素养，同时也让他们学习了解到当前最先进的教育理

念与教育模式，让他们意识到了信息化对于教育改变

的重要性。

网络高速公路是所有信息化的基础，而教育信息

化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

时代的到来，教育信息化在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

公平、变革课堂教学以及教育管理等方面呈现着前所

未有的活力和生机。

云南省正得益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努

力书写云南教育“奋进之笔”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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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     
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发展全局中的战略

地位得以确立。如今，信息化已被提升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关系到现代

化的成败。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

点内容，也是重要支撑，我们推进的教育

现代化是信息时代的教育现代化，不是工

业时代的教育现代化，更不是农耕时代的

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教育现

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加快推进

教育信息化发展既是事关教育全局的战

略选择，也是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

紧迫任务。

“互联网 + 教育”是

指通过推进互联网及其衍

生的相关技术与教育深度

融合，实现对教育的变革，

创造教育新业态。教育信

息化 1.0 阶段，我们已经

完成起步和普及应用。

2018 年 4 月，教育部正式

发布并启动实施了《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7

月，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

建设“互联网 + 教育”示

范区；9 月，又批准了湖

南省建设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可以说，推进“互联网 + 教育”，

既有总体实施计划，也有试点示范引领，

目的就是为了全面深化应用，推动融合创

新，实现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转段升级。在 1.0

阶段“三通两平台”的基础上，实施好“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三全两高一大”

的目标争取都能实现。

  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          
激发教育改革发展新动力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开启了加快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如

何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内涵，是教

育战线每一名同志的必修课，也是所有教

育相关从业者的入门课。

1. 推动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

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新时代就意

味着我们进入了“强起来”的时代，国家

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迫切需要

为支撑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大批优秀

的人才。这就要求人才培养要与新时代和

信息时代同频共振，既要保障教育的规模；

又要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兼具创

新能力、协作精神、国际视野，堪当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重任的多样化人才。

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是在规模化教育的前提

下实现教育多样性、个性化的最重要、最

有效的手段，对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目标提供创新创业人才支撑保障具

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过去，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主要扮演跟

随者和模仿者的角色；进入新时代，我们

要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能再去跟

踪模仿，而是需要创新引领，主动走到前

面，成为“无人区”的探索者和引路人。

“互联网 + 教育”在推进的过程中，首先

强调要充分发挥其对教育理念转变的推动

作用，促进教育理念的升华，使教育战线

特别是广大的校长和教师解放思想，摆脱

应试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束缚，适应新时代

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2.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时代的需

雷朝滋：
发展“互联网 + 教育”

4月 2~3日，2019互联网岳麓峰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出席了“互联网+教育”专场论坛并发表主题为《积

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报告。他表示，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要更加适应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召唤、

时代的要求。同样，人才培养也要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雷朝滋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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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内在动力，观念和理念的提升是前提，

“互联网 + 教育”为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提

供了关键的手段和方法支撑。过去，我们

传统模式的课堂教学主要是教师、黑板加

粉笔，每一次授课就是一场舞台剧。进入

信息化时代以后，每一次教学都应该变成

一场 3D 大片，在新一代网络技术的支撑

下，让更多声、光、电的技术进入课堂，

让每一个学习场景都更加生动活泼，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和知识互动，让每一份知识

都伴随着思维的跳动。

“互联网 + 教育”要在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方面做出重要支撑，把课堂教学

从过去简单的舞台剧变成大片，帮助学

生提高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

性。通过信息化教学，还可以提高教学

效率，节省课堂时间，这样就可以把学

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他

们有更多的课外活动时间。

3. 推动实现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同区域

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凸显，教育公平面临很大挑战。通过

发展“互联网 + 教育”，特别是利用互联

网传输便捷、经济性高的特点，可以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努力消除城乡差距、

校际差距。优质教育资源不仅包括学习资

源，还包括教师资源。现在，很多地区已

经进入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但是在“三

区三州”等边远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学校

因师资短缺等原因游离在互联网时代之

外，甚至面临开不齐课的窘境。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广“三个课堂”

模式的建设与应用，经过几年的实践，已

在全国逐步普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

经有 2.4 万所学校开设了网校，占全国中

小学总数的 7.68%。我们不仅仅简单地强

调均衡，更重要的是还要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让更多贫困地区

的学校能够开展美术课、音乐课，让薄弱

学校的教师能够学习发达地区的教师怎样

备课、教研、上课。如果能够通过教育信

息化，提升当地老师的教学水平，那就能

够从根本上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

题，真正实现高质量的教育公平。

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       
创造智能时代教育创新发展新活力

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人工智能的

发展将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

政治经济格局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教育也不例外。对此，我们一定要

做好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我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从以下三

个方面推动教育的创新和变革。

1.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将改变现

有的人才培养目标

今后，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些业态

会发生变化，有一些职业可能会消失，

新的行业需求对人的创新能力可能会大

大提高，而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恰恰是

培养出来的人才创新能力太弱，弱到根

本 不 足 以 支 撑 中 国 成 为 现 代 化 强 国。

2016 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 2020 年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 年跻身创新

型国家前列、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

新强国“三步走”目标。衡量是否是创

新型国家，能否持续获得诺贝尔奖是一

个重要的标志。现在我们从 0 到 1（原创

性）的工作很少，1 到 N 的工作很多，

到 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到 2035 年

实现教育现代化，没有原始创新是说不

过去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再不

改变现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将很

难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2.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将改变现行

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6 年，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授使

用 AI 助手回答在线课堂上 400 多个学生

的近万个问题，在持续 3 个多月的时间中

学生竟没有察觉对方不是人类。由此可以

看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有可能全面改变

现有的教学环境，线上线下一体、课上课

下衔接的高度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环境

将全面普及，不仅可以提供更具智能、更

具个性的教学内容和辅助学习工具，实现

更加精准、更具耐心的智能导学，而且可

能会提供更加多样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

式，实现由知识传授到知识建构的重大转

变，并为泛在学习提供良好支持。同时，

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和智能化的学习过程跟

踪服务将为每一位学习者特定的学习需求

生成个性化、定制化学习方案。

3.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将对现有

的教师角色带来挑战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可能发

生重大转变，教师的工作任务将由简单的

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要、更具创造性和人文

关怀的“育人”转变，教师将更加注重对

学生能力的培养、素质的养成、人格和价

值观塑造等。

智能时代的到来将伴随着大量数据和

算法的产生，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进一

步模糊人类社会与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

界限，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

律及安全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

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进一步明

确智能教育的理念和规范，注重社会价值

引导，加强前瞻预防和约束，保障数据安

全和算法公平，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

可控发展。

未来的教育，必然是基于网络环境的

教育，而且是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和信息化

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更加开放的教育；是

更加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性，更加适

合的教育；是让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

教育资源，更加平等的教育；是强调学习

能力的养成和终身教育，更加可持续的教

育。要实现这样的教育，必须深刻认识信

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所以要求我

们要更新教育理念，顺应信息化社会和新

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调整发展定位，从

全局角度谋划信息化发展问题；把握发展

重点，继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提高能力素养，充分考虑信息化过程中人

的核心作用；加强制度保障，确保信息化

各项要素得到持续加强。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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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了解了互联网的定义和其

早期的发展历史，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互

联网的关键技术。

构成互联网的要素，第一是计算单元，

也就是连接的对象，或者称为通信主体，

即网络中大量存在的具有独立功能的计算

机，两台或两台以上的计算机才能构成网

络。第二就是连接计算单元的计算机网，

包括通信设备和通信协议。通信设备负责

在网络间传输数据包信息，包括交换机、

网桥、网关、路由器等设备。而两台计算

机要相互通信，就象两个人要相互交流，

必须使用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

互联网协议。目前全球互联网主要应用的

是 TCP/IP 协议。

TCP/IP：互联网的第一基因

互联网是个不断发展的网络，但始终

不变的就是 TCP/IP 协议。可以说对于互

联网，TCP/IP 就像基因一样，甚至可以这

样认为：只有采用 TCP/IP 协议的网络才

叫互联网，其他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

联网。

TCP/IP 是一个协议族，主要包括两个

部分，即 TCP 协议和 IP 协议，这两个协

议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主要完成以下功能：

1. 首先由 TCP 协议把数据分成若干

数据包，给每个数据包写上序号，以便接

收端把数据还原成原来的格式。

2.IP 协议给每个数据包写上发送主机

和接收主机的地址，一旦写上源地址和目

的地址，数据包就可以在物理网上传送数

据了。IP 协议还具有利用路由算法进行路

由选择的功能。就像寄信一样，不但有清

楚准确的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邮递员还

会智慧地选择最快的路径，将信送到收信

人手中。

3. 数据包可以通过不同的传输途径

( 路由 ) 进行传输，由于路径不同，加上

其它的原因，可能出现顺序颠倒、数据

丢失、数据失真甚至重复的现象。这些

“什么是互联网”之二

互联网的“硬核”技术

图 1  TCP/IP 协议工作原理，绘图者 Vint Cerf 是 TCP/IP 协议发明人之一

问题都由 TCP 协议来处理，它具有检查

和处理错误的功能，必要时还可以请求

发送端重发。简言之，IP 协议负责数据

的 传 输， 而 TCP 协 议 负 责 数 据 的 可 靠

传输。

分层 OSI：互联网的“逻辑”哲学

TCP/IP 是互联网开放性的通信系统互

连参考模型（OSI）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OSI 则是构建整个互联网大厦的基础模型。

互联网结构设计师借鉴了建筑学的“结构”

理念，将 OSI 划分为 7 层结构，从上到下

分别是：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传输

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每一

层发挥不同的作用：

物理层很直观，与数据处理没有直接

关系 , 只负责连接计算机与设备或者计算

机与计算机，比如网卡与通讯电路的连接；

数据链路层负责保障数据在通信介质

上以“帧”的形式传输，并且通过使用物

理层地址 ( 如 MAC 地址 ) 来确认这些数据

被发送至何处；

网络层定义了两个终端之间的连接，

并为分组数据包选择优化的传输路径；

传输层，为了实现可靠性的通信，该

层负责建立、维持释放虚电路 , 检测并纠

正通信链路 , 提供流量控制服务以防止通

信对方数据溢出，传输层隐藏通信实现的

细节 , 向上层提供数据通信服务；

会话层规定了通信开始和结束时发送

的数据形式等内容，“会话”是指两个通

信系统之间进行逻辑通信，应用数据在该

层内建立逻辑上的从传输开始到结束的过

政策与焦点·观察



2019.5 中国教育网络 29

政策与焦点

程通信链路；

表示层负责定义传输数据所用的压缩

方式以及数据的表现形式等；

最后是应用层，我们日常所用的电子

邮件 SMTP、文件传输 FTP、使用 Web 浏

览器浏览网页 HTTP 等，都是在这一层完

成特定目的应用的软件规格定义。

分层结构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人们可以很容易的讨论和学习协议的规范

细节；其次，层间的标准接口方便了工程

模块化；第三，分层的模式为数据传输创

建了一个更好的互连环境，降低了复杂度，

使程序更容易修改，产品开发的速度更快；

最后，每层利用紧邻的下层提供服务。

窄腰：“神”一样的结构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互联”，“窄腰

结构”功不可没。窄腰结构是基于 TCP/

IP 协议和互联网层级模型实现的独特的

互联网体系结构特征。TCP/IP 使得互联

网能够向下兼容所有通讯手段，向上支持

任何应用（如图 2）。互联网体系结构的

发明人、图灵奖获得者温登·瑟夫指出，

互联网在设计之初，就定义了原型必须满

足五个条件：第一，互联网不是为任何特

殊应用而设计的网络，这是互联网的普适

性：像传送明信片一样，语音、视频、IP

电话……任何应用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

支撑。第二，可以运行在任何通信技术之

图 2  互联网窄腰结构示意

上，包括电子电路、微波、光纤、无线、

3G/4G/5G……。第三，允许在网络边缘创

新，不需要为增加任何新的应用和服务而

改变网络结构，这就是窄腰结构的优势，

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应用可以无限扩展。

第四，可扩展。互联网需要支持用户规模

的持续扩大，现在互联网上连接的用户已

经近 40 亿，IPv4 的地址空间不足，因此

发展 IPv6 势在必行。第五，互联网向任

何新协议、新技术和新应用开放。

互联网上的应用千变万化，今天互联

网领域热议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以及应用互联网解

决行业需求的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

金融互联网等，中国“互联网 +”发展战

略定义的 13 个产业领域互联网，都以互

联网为基础支撑平台。互联网在不停的变

化、演进、升级、扩展，但互联网的体系

结构始终保持稳定，这就体现出了“窄腰”

的价值和优势。窄腰的技术结构非常简单，

但其厉害之处也恰恰就在于简单，它使人

能够在这个“窄”平台上进行任何的创新。

你不需要知道数据包走的是哪一条链路，

不需要了解路由器的工作状态，也不需要

为复杂的处理和传输的过程担忧，就像姚

明传球，不需要关心下一个接球的潘长江

够不够得着一样。

窄腰结构为互联网打开了创造的阀

门。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有创新的应用来满

足你，只要有应用就一定有更高速、更便

捷的通信方式支持。互联网之父可能想不

出微信、微博、APP 这些“古怪”东西，

但有了互联网，任何人的智慧都被激发

和汇集在一起，构建了今天庞大的互联

网生态系统，开放、共享、竞争、创新、

迭代，最后沉淀下来的必然都是闪闪发

光的“真金”。

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发明人、图灵奖获得者

温登·瑟夫

TCP/IP 是互联网开放性的通信系统互连

参考模型（OSI）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OSI 则是构建整个互联网大厦的基础模

型。互联网结构设计师借鉴了建筑学的“结

构”理念，将 OSI 划分为 7 层结构，从上

到下分别是：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

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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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前，人类发明了互联网，25 年前，

互联网正式接入中国。今天，依托飞速发

展的各种通讯技术，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

空间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

体系最基础的承载平台。互联网体系结构

是互联网的关键核心技术，主要研究互联

网的各部分功能组成及其相互关系。在这

个体系结构中，网络层承上启下，保证全

网通达，是体系结构的核心。网络层向下

兼容当前各种通信系统，包括高速光纤通

信系统、卫星通讯系统，以及当前最热的

3G、4G、5G 等现代移动通信系统。各种

各样的通信系统，使互联网自身的传输速

度和带宽不断优化和发展。另外，在网络

层之上，由于信息技术的创新，新的应用

层出不穷，从而使互联网成为推动整个社

会进步的重要支撑力量。

体系结构是互联网核心技术

互联网是连接计算机的网络。目前

吴建平：IPv6 是网络强国的重要契机

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特别是信息社会

发展中所依赖的最基础的关键核心技

术，包括 CPU 的芯片技术以及软件的

操作系统等方面，我们都没能牢牢地

掌握在自己手里，对这两个核心技术

的贡献非常有限。互联网诞生后，给

我国的信息网络核心技术研究提供了

机会。互联网体系结构包含三个基本

要素，第一是全网统一的传输格式，

IPv4 是现有互联网传输格式的协议，

IPv6 定义了未来新的传输格式，通过

IPv6 的格式定义，网络层过渡到了新

的一代，传输格式是网络层的最基本要素，

从互联网发明到今天已经 50 年，传输格式

的迭代只有 IPv4 和 IPv6 两个阶段。第二

是转换方式，在统一的传输格式基础上，

互联网要解决如何将数据和信息从网络的

一个端点传送到另一个端点的传输模式。

对于互联网的转换方式历史上曾经出现有

连接、无连接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经过

长时间的比较竞争，互联网无连接分组交

换技术成为主流，它保证了互联网的传输

以最高效的方式得以实现。第三是路由控

制，在传输格式和转换方式相对稳定的基

础上，路由控制必须不断地满足不同应用

和不同通讯手段、通讯方式变化的需求，

以达到全网最优。

IPv4向 IPv6迭代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发明人、图灵奖获

得者温登·瑟夫指出，互联网在设计之初，

就定义了原型必须满足五个条件：第一，

互联网必须具有面向任何应用的普适性，

即互联网不是为任何特殊应用而设计的网

络：像传送明信片一样，语音、视频、IP

电话⋯⋯任何应用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

支撑。第二，互联网的信息传输可以针对

任何通信技术实现兼容，包括电子电路、

微波、光纤、无线、3G/4G/5G⋯等。第三，

允许在网络边缘创新，不需要为增加任何

新的应用和服务而改变网络结构，这就是

窄腰结构的优势，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应

用可以无限扩展。第四，可扩展。互联网

需要支持用户规模的持续扩大，现在互联

网上连接的用户已经近 40 亿，IPv4 的地

址空间不足，因此发展 IPv6 势在必行。

第五，互联网向任何新协议、新技术和新

应用开放。互联网的兼容、开放、可扩展

特征，决定了它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延

伸，不断成长的网络，路由控制是互联网

创新的最主要领域。随着人工智能、万物

互联的技术趋势，互联网上承载的应用将

会日益繁多，从 IPv4 向 IPv6 迭代已经是

大势所趋。

推 动 互 联 网 技 术 发 展 的 国 际 组 织

是 IETF（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 的最高领导层为 IAB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即互联网体系结构工

作组，其使命是保证互联网平稳的发展。

IAB 已经在全球确立了互联网从 IPv4 向

IPv6 演进的必然趋势。但其演进过程还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IETF 组织的主

要宗旨就是发现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解

决问题，将其确定为国际标准。截至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IETF 已完成 8439 项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为解决互联网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途径，需要我们去发明、去创造，

IPv6 是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最重要的创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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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C（Request For Comments），其中由中

国牵头的有 101 项。可见中国在整个互联

网体系结构和互联网关键技术领域还是初

学者，发言权非常有限。

IPv6是网络强国的重要契机

IPv6 是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发展

的重要契机。2017 年，两办通知从国家

战略的层面确立了推动下一代互联网规模

部署的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下一

代互联网的必要性、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和保障措施。为落实习总书记关于“美欧

等主要国家正在加紧布局下一代互联网，

我们要加快实施步伐，争取在下一轮竞争

中迎头赶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文件确定

了五项重点任务，要求“从互联网应用、

网络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网络安

全、关键前沿技术等五大领域深化 IPv6

发展。”其中特别强调了要强化网络安全，

维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保障，突破关键

前沿技术，构建自主创新的下一代互联

网技术产业形态。

当前，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仍然

面临着三个巨大的挑战，包括可扩展性、

安全性和实时性。每一个技术挑战背后

都有着很复杂的科学问题，例如可扩展

性，实际上是超大空间的高效路由寻址

问题；安全性，是开放性网络跨域可信

的访问问题；实时性，是在资源竞争状

态下实时传输控制问题。这些重大科技

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从基础研究、科

技攻关到大规模应用等方面不断深化互

联网体系结构的科研和创新。下一代互

联网体系结构为解决互联网的问题提供

了新的平台和新的途径，需要我们去发

明、去创造，IPv6 是未来互联网体系结

构最重要的创新领域。只有牢牢把握住

这个核心，才能将网络强国的国家战略

落到实处。 （责编：项阳）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

于开展 2019 年 IPv6 网络就绪专项行动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了工

业和信息化部 2019 年的重点工作任务、

主要目标和保障措施。

《通知》部署了六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网络基础设施 IPv6 能力就绪。骨

干网、城域网、接入网全面完成 IPv6 改造，

并开通 IPv6 业务承载功能；到 2019 年末，

武汉、西安、沈阳、南京、重庆、杭州、贵

阳·贵安、福州 8 个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完成

IPv6升级改造，支持互联网网间IPv6流量交换。

二、应用基础设施提升 IPv6 业务承

载能力。基础电信企业数据中心全面完成

IPv6 改造，为用户提供基于 IPv6 的互联

网数据中心服务；到 2019 年末，世纪互

联、鹏博士等数据中心运营企业完成大型

以上数据中心内部网络和出口设备的 IPv6

改造。网宿科技、阿里云、腾讯云、中国

移动等完成内容分发网络（CDN）IPv6 改

造。阿里云、天翼云、腾讯云等云服务企

业完成云平台的双栈改造。

三、终端设备增强 IPv6 支持能力。

华为、苹果、三星、中兴等品牌新申请

进网的相关移动终端出厂默认配置支持

IPv4/IPv6 双栈；终端生产企业应加快系统

软件升级，推动存量移动终端支持 IPv6。

新部署的家庭网关设备应全部支持

IPv6；到 2019 年末，完成 70% 存量智

能家庭网关的 IPv6 升级。

四、网站及互联网应用生态加快向

IPv6 升级。部属各单位、各高校、各省

（区、市）通信管理局及其直属事业单

位完成门户网站 IPv6 改造，新建网站及

外部系统应全面支持 IPv6 访问。

应用宝、360 手机助手、豌豆荚、

等上架的 APP 按照统一的方法及检测工

具开展 IPv6 支持度检测与标识工作。

五、IPv6 网络及服务性能持续提升。

到 2019 年 9 月末，IPv6 网络基础设施、

工信部部署开展2019年 IPv6网络就绪专项行动

应用基础设施为用户提供与 IPv4 趋同质

量的服务，平均丢包率、时延等指标与

IPv4 性能相比劣化不超过 10%。

六、IPv6 网络安全保障进一步加强。

各企业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体

系，涵盖 IPv6 安全防护和管理相关要求。

《通知》规定，2019年末要达到

以下主要目标：

一、获得 IPv6 地址的 LTE 终端比

例达到 90%，获得 IPv6 地址的固定宽带

终端比例达到 40%。

二、LTE 网络 IPv6 活跃连接数达到

8 亿。其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国连通要分别达到 1.6 亿、4.8 亿、1.6 亿。

三、完成全部 13 个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 IPv6 改造。

《通知》要求，要落实好以下五项

保障措施：

一、严格落实责任。各企业要建立

本年度 IPv6 改造任务清单及台帐，并于

2019 年 6 月、12 月底向工业和信息化部

（信息通信发展司）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二、完善监测平台。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要加强 IPv6 发展监测平台建设，

完善监测平台功能和性能，开展 IPv6 网

络性能、APP 及网站 IPv6 支持程度等在

线监测工作，定期发布IPv6发展监测报告。

三、加强对接协调。工信部将建立

基础电信企业、CDN 企业、云服务平

台企业以及互联网应用企业对接协调机

制，聚焦各企业实施 IPv6 改造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问题，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应

用基础设施、互联网应用高效协同和无

缝对接。

四、开展抽查抽测。各通信管理局

要加强对属地相关企业推进 IPv6 相关工

作进度与质量的日常监督。

五、优化保障措施。完善互联网信息

服务备案管理制度，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备

案时明确要求提供支持 IPv6 的相关信息。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本文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吴建平在“第十四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的报告

整理，整理：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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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2019 年年度十大 IT 议题聚焦于数据的组织、标准化和安全保护，旨在利用数

据来面对高等学校最迫切的重点事项：学生成就。2019 年 EDUCAUSE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中，几乎每个议题都涉及高等学校

面临的数据挑战。正如在科学中那样，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更加宏伟的目标，关键在于理解那些“最小的部分”。

美国高等院校面临严峻的数据挑战
——EDUCAUSE2019年度十大 IT议题（一）

上世纪 90 年代，基因组计划面临的重大挑战都是基

础性的，当前高等教育和信息技术面临的挑战也同样如

此。经过了近十年的关注和努力，发现我们仍然处于整

个数据征程的起点：要可靠和准确地应用数据，实际上

还要对数据进行“测序”。2019 年，我们集中关注数

据的组织、标准化和安全保护，旨在利用数据来应对

最迫切的重点事项：学生成就（Student Success）。因此，

2019 年十大 IT 议题的副标题被命名为“学生基因组

计划”。

2019 年 度 十 大 IT 议 题 包 括： 信 息 安 全 战 略

（Information Security Strategy）、 学生成就（Student 

Success）、 隐 私（Privacy）、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院 校

（Student-centered Institution）、 数 据 集 成、 数 据 赋

能的院校（Data-enabled Institution）、持续的经费投

入（Sustainable Funding）、 数 据 管 理 和 治 理（Data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综合性的首席信息官

（Integrative CIO）、 高等教育的经济承受力（Higher 

Education Affordability）。这十项议题被分为以下三类主题。

更加自主的学生（Empowered Students）：在推

动提升学生产出成果的过程中，学校领导者们越来越关

注个体学生，关注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整个教学过程。领

导者们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分析和信息技术来在学生持续、

持续和其他成果方面取得进步。

受到信任的数据（Trusted Data）：这是学生基因

组计划的基础工作，即对数据进行“测序”。学校领导者

文 /Susan Grajek & the 2018-2019 EDUCAUSE IT Issues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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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收集、获取、集成、组织、标准化和保护数据，并准备好认真

地和符合伦理地利用数据。

21 世纪的业务战略（21-centry Business Strategy）：学校

领导者们面临财政挑战，同时也准备参与到竞争更激烈的未来行

业生态之中。信息技术已经嵌入到了教学、研究和业务运转之中，

也必须要嵌入到学校的整体战略和业务模型中。

十大 IT 议题中的每个议题单独来看都是由一些挑战和相应

战术组成。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该从哪里入手？通过“学生

基因组计划”，高等教育就能够赋予学生自主权；能够充分地

理解数据，从而对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利用取得最佳效果；并且

能够采纳那些在 21 世纪实现事业成功所必需的业务战略。

	 	 	议题一：	信息安全战略

制定基于风险的安全战略，从而有效地检测、响应和防范安

全风险和挑战。

确保学校数据和系统的安全是极度重要的事情。威胁在不断

增强，我们需要加速努力，将安全保障全面集成到 IT 战略和措

施的各个方面。有效的信息安全战略会运用以风险为焦点的多层

次战略来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这需要举全校之力，每个人都要

参与其中，而不仅是 IT 部门或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的工作。

如果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部分工作，我们就可以在学校的安全

保障中取得更大进步。

信息安全的关键词是风险，重大的信息安全破坏会严重损害

学校的声誉和财务健康。

IT 部门之外最关心此事的应该是谁？

校长、法律顾问、董事会、首席财务官（CFO）和公众视野

中可见的其他人。当成为媒体焦点时，学校的负责人都会关心。

他们有必要的资金，可以用于在坏事发生前降低风险。

数据管理者。他们要对教职工和学生的个人信息的收集、维

护和报告负责；要关心他们收集到的信息所面临的任何风险；要

采取具体措施和信息安全团队共同维护数据和保护数据安全。

认识误区

技术方案足以应对信息安全风险和威胁。学校如果仅靠技术

方案来应对风险和威胁，就低估了人员和业务流程的关键地位。

任何个人都可能会引发重大破坏，这就意味着信息安全是每个人

的事情。

对 IT 人员而言，安全是正式工作之外的附加事务，安全需

要嵌入到当前运行的 IT 计划和操作中。

只有破坏事件发生时，安全才会消耗经费和时间。在安全上

投入的任何经费和时间都是以影响其他领域中的进步为代价的。

通过日常开支投入安全经费依然是当前的最佳选择，因为处理破

坏事件比采纳最佳实践的成本要高很多。

常见的陷阱

学校领导对信息安全项目的支持不够积极，拖慢了争取全校

关注的努力。作为学校内的关键影响者，校长、教务长、副校长

和院长必须有对信息安全项目的投入、标准、要求和指南提供支

持的意愿。

由于近年来没有问题发生，学校认为自己的信息安全状态是

足够良好的。然而，未发生重大事件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停止、

减缓甚至退出对信息安全项目的投入。实际上，有些破坏情况可

能存在若干年却未能发现，因此，学校应当增加和强化在信息安

全项目上的投入。

蕴含的机遇

成功地维持基于风险的有效信息安全战略，学校就可以避

免遭受财务、资金和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也更加值得信任。这

种信任将会有利于学校与校友、捐赠者、家长、学生和资助机

构之间的关系。当争取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经费时，或者当争

取那些因数据本身性质而极度注重安全的研究经费时，学校将

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学校的资源不必用于处理破坏事件而可

以有更好的用途。

建议

起步

加入高等教育的信息安全实践社区，在美国值得注意的

有科研教育网络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REN-

ISAC），以及由高等教育信息安全理事会（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Security Council，HEISC）领导的 EDUCAUSE 网络安

全项目。各类高等教育信息技术联盟中也有规模略小但更加聚焦

的实践社区。高等教育正在做斗争的安全问题和其他行业类似，

不过高等教育的从业者更乐于分享信息，包括那些最敏感事件的

细节情况，因此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将信息安全的责任明确落实到个人，哪怕是工作岗位的一部

分。如果由你来承担这份责任，那么你就要和其他学校或者和首

席信息安全官（CISO）合作，学习和利用有效的最佳实践。与

那些能在你艰难处理问题时提供帮助和建议的人形成紧密合作，

这要比全部靠自己来解决问题要有效的多，因为这些问题往往真

的很大而且来的很快。

进阶

与信息安全领域以外的人以及 IT 部门以外的关键人物、相

关者和决策者建立合作关系。学校必须在整体上认识到信息安全

的重要性。因而相关信息的对外传播也是 IT 安全项目进展的一

部分。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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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状不断评估是否有更好的或更有效的做法或系统。利

用诸如 HEISC 提供的资源，来评估进度和判断差距所在，从而

在适当的领域中集中精力，为推进信息安全建设而制定基于风险

的全面方案。

采纳对各种信息安全要求加以概要描述的业界框架和最佳

实践，从而符合各项法律和制度要求。

优化

每年进行至少一次第三方审计或评估，以评价控制措施并帮

助决定是否存在差距。如果可行，考虑进行同行评议。

利用现有的关系网。不要局限自己、只关注高等教育界 , 可

以从企业界和其他行业中也可以学到很多。

回馈社区。讲出自己的故事，并且要经常讲。

行业生态中的机会

高等教育界中致力于改进信息安全战略的联盟的作用是

无价的，要不断拓展和演进以支持不断变化的场景。HEISC、

REN-ISAC、OmniSOC 以及其他团体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为大

家提供了最优秀的思想和最先进的实践。当我们重视风险并首

先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时，这些团体大有裨益。毕竟，高等教育

界体量太大、过于多样，而且要解决所有安全风险实在是太复

杂了。

高等教育界正在投入云技术，这需要厂商和学校技术人员

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合作，同时也需要对现有控制措施加以评估来

保护数据安全。HEISC 开发的高等教育云供应商评估工具对此很

有帮助。另外一个好的举措是召集行业联盟和安全组织来构建专

业知识，为安全地启用和管理在微软 Azure、谷歌、亚马逊 AWS

和其他云服务商部署的资源制定指南。

																										议题二：学生成就

IT 部门要作为其他校内单位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和完成

学生成就计划。

学生成就主题在过去几年中变得尤为突出，这是一系列议题

结合的结果：（1）州立法机关根据学生表现而拨款；（2）校董

会和家长关注程度提高；（3）出现了全国性的学生成就计划和

项目，包括由基金会等团体设立的；（4）学校意识到提高学生

的持续率和毕业率是当务之急，而且为此开始集中力量。帮助学

生取得成就的流程是在信息技术促进下形成的。因此，IT 部门

必须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到学校推动学生进步的解决方案中。

高等教育以学生成就为本。我们从事高等教育正是为了教育

学生，让他们做好准备走向世界取得成就。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

看待这个问题，经费、技术或者外部力量，最终的核心使命都是

为了学生能做好准备。

IT 部门之外最关心此事的应该是谁？

教务长、校长或董事会。这是因为：（1）为了在合理的时

间内取得效果，应当由他们集中人们的注意力并团结大家共同努

力；（2）各州之内学校之间的相互区别也在于是否受到了这些

高层领导的重视。

关心和致力于学生生活或学生成就的各个职能部门。这些部

门的成员当然会照料学生，不过如果他们仅仅分别负责单项事务

的话，这项努力就不太可能会成功。学生成就项目通常都需要教

师、辅导员、学生、课程设计师、招生官员等各个领域的人员团

结行动和协同前进。

教师。因为他们身处教学一线，而且处于知晓学生需要支持

的时机以及向学业困难学生伸出援手的最佳位置。

认识误区

学生成就计划在启动后不久就可以完成。这些计划是可能会

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的社会实验。其中的挑战是复杂和嵌套的：

来自哪些源头的哪些数据会被哪些人用来在哪些时间限制下做出

哪些决定并造成哪些后果？

学生成就是单个领域或部门的责任。这些问题的复杂性需要

各类人员的共同投入和努力，才能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向同

一方向前进。没有这些投入和努力的话，学校就不可能取得预期

的收获。对于汇集各方力量的需求也是 IT 部门成为校园整合者

的机会。

学生成就是学生自己的问题。当生活或者学校本身成为学生

取得成就的阻碍时，学校要推动学生取得成就，通过采取面向个

人的方法为个体学生提供直接帮助，如为忘记填写经济资助申请

或忘记选课的学生提供帮助等。

常见的陷阱

劣质的数据催生低劣的决策，这可不是一个你想做出低劣

决策的领域 , 数据也需要解锁。某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将

数据据为己有不允许他人染指，这往往成为计划进度的阻碍。

学校领导者要将思考和关注转向个性化、预测性的方法，消

除学生面临的风险。他们必须策划如何系统地消除失误。

我们不能允许学生成就项目将所有事物都变成数字，认为

数字为推动采取行动提供了充足的指导，这是个很诱人的想法。

不过如果我们忘记了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的话，这就非常危

险了。

隐私和伦理会面临威胁。当教师和辅导员看到某些数据将一

个学生认定为高风险时，他们会加倍努力来帮助他，还是认为他

注定要失败？在采集哪些数据、如何使用数据、哪些人可以看到

数据以及如何处理数据等方面，学校必须要非常谨慎，而且要保

持一定程度的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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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进行个别接触，特别是

更关注定性数据的学校，而

不是那些仅关注传统量化数

据的学校。

接 受 这 样 的 一 个 概 念，

即学生成就计划是长达一代

人 的， 而 且 永 远 不 会 达 到

100%。 达 到 60% 就 要 瞄 准

70%，达到 85% 则要向着 90%

而奋斗。学生成就和毕业率的

目标越高，更上一层楼的难度

也就更大。

优化

关注计划的可持续性，

做到即使若干关键人物离开学

校，项目的势头也不会削弱。退后一步来确定长期可持续性；对

部门内部的人员进行投入，从而使得即便人事变动发生的时候学

校还可以继续保持增长。

持续地与和你处于同样状态的人们沟通，学习了解他们下一

步的想法和突破点，做好长期准备。要让学校达到应有的水平可

不是几年之间的事情，而经常是几十年甚至更久。

行业生态中的机会

学生成就领域中存在多层行业生态。在全国层面有资助机

构、研究基金、高校项目，以及开展行动或者共享信息的产业

联盟。有些联盟想要高校参加，有些邀请高校参加，还有些对

共享信息的高校提供收益。对于有些解决方案供应商建立的

产业联盟，不少高校认为是十分宝贵的。新出现的纵向联盟

很有发展前景。例如，中佛罗里达教育生态数据库（Central 

Florida Education Ecosystem Database，CFEED）就是由两个

主要的 K-12 学校系统、巴伦西亚学院（Valencia Col lege）

和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组成的。

他们构建了一个基于云的数据“湖”和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

其目标是理解如何能促使学生在这些教育系统中无缝衔接地

取得学位。

																											议题三：	隐私

保护院校成员的隐私权利，并持续落实各类受限数据的保护

责任。

隐私与适当地处理学校手机、创建、存储、共享、使用和销

毁个人身份信息有关，隐私关系到每个人。离开敏感的个人信息，

蕴含的机遇

预计未来 10 年内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将会下降，对于学院和

大学的未来而言，学生的持续性至关重要，那些成功使学生顺利

毕业的学校才能生存下来。

精通于变革管理的学校正在为了其他可能而转型。这些学

校从成功中提取经验，用以应对其他挑战。而且，达到精通程度

的这些学校做了最好的准备，从损失 / 收益的角度对投资回报率

（ROI）进行了深入分析。

最后，这些精通于学生成就的学校也可以为学生成就的理论

和应用研究做出贡献，也许会形成新的研究分支或者领域。

建议

起步

找到学生成就方面的一个流程并为此集中力量。最为常见的

情况是，学校或各个单位试图寻求“万能灵药”或者终极软件来

解决学校中的所有毛病。然而，有时候用一张简单的工作表从范

围有限的一组议题或问题开始入手是最好的。

牢记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学生成就实际上并不是同

一件事：帮助一个学生取得成就的事物未必能在另一个学生那

里奏效。许多公司出售的平台吸收了学校数据后提供仪表盘来

帮助确定下一步措施。不过，学校为了学生成就而真正采取案

例管理方法的话，就会超越数据去尝试理解每一位学生的问

题：没有保姆、没有停车位、没有工作、无法在课堂时间出勤等。

擅长于学生成就的学校对学生采取了整体视角，不仅局限于数

据或学业因素，而且围绕“做任何可做之事”的策略加以组织。

进阶

大量的极其诱人的项目正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小型、

大型学校乃至社区学院中开展。与创新开展了学生成就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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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无法注册学生、聘用人员、开展研究和达成组织使命。要辨

别学校在信息保护中的角色，关键在于掌握数据收集的范围、使

用的场所和方式。

IT 部门之外最关心此事的应该是谁？

法律总顾问。他们需要从法律角度对隐私问题提出建议，

确保学校成员遵守隐私规定，特别是当新的法律和规章实施的

时候。

数据管理者。他们必须不可或缺地参与到所控制的数据和信

息的隐私管理之中。

利用敏感的个人数据来完成工作的部门和个人。如研究者、

注册官员、财务部门、医疗部门、国际事务和人事部门等，因为

他们必须正确地处理信息。

图书馆。图书馆应当对他们的顾客的隐私有特别的关注和敏

感性，尤其是那些有时为了敏感主题或个人需要而利用图书馆资

源的内部和外部人员。

认识误区

提及隐私，人们的想法首先都围绕着保护和安全，他们认为

隐私就是要对某些东西进行加密。然而，隐私要比安全的内涵更

广，隐私包括在使用个人数据时尊重他们的意愿，例如在个人通

讯之中是否采用“选择进入”和“选择退出”策略。在尽可能的

情况下，学校成员应当可以选择他们想收到哪些通讯信息。人们

为了某项用途而提供个人邮件地址，并不代表他们同意用于其他

用途。

关心隐私是为了遵守法律规定。遵守法律当然是重要的，不

过学校对待其成员隐私的方式也会影响其声誉。如果人们认为学

校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体现了对自己的尊重，他们会更倾向于和

学校交流并信任学校使用自己的个人数据。

常见的陷阱

着手启动工作时范围太宽泛和太局限都有风险。试图一次性

地在多个方面都取得进步的学校，会因不堪重负而无法推进。另

一方面，仅专注于一件事情也会导致忽视学校中的其他隐私风险。

其中最坏的风险在于，对存放学校大部分敏感数据的主要中心系

统的破坏（如 ERP 系统）。

学生和教师在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使用的“免费”服

务，以及关于个人爱好和普遍兴趣的网站，可能会成为学校数

据隐私的重大风险。免费服务并不是免费的，其中也会产生收

入，而且往往是来源于对用户提供的自身信息的有意和无意的

利用。

如果对人们在互联网、网页工具和社交网站上行为的研究数

据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那么可能会对研究人员在此领域中的持

续研究造成障碍。这是当前学校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通常应当小心，并且能够做到的地方。

蕴含的机遇

如果学校决定将信息视为资产而加以管理，正如当前对设备

管理的那样，那么就更可能会擅长面对隐私问题。信息是谁的、

有哪些、在哪里？学校回答好这些问题，就可以运作得更加有效

和安全。

擅长于此的学校会教育学生和赋予他们能力来做出隐私相

关的决定，关于他们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和利用的。这是相当好

的成果，因为我们正在为世界、政府和社群培养知道如何管理他

们的数据和隐私的公民。

建议

起步

在从事隐私工作的岗位上安排人员，让他们有时间致力于隐

私保护。在理想情况下，隐私专员（“首席隐私官”的头衔可有

可无）不应该是承担持续业务运行和应急职责的人员，因为这样

的话隐私将会是他们事项列表中的最末一项。

为综合性的项目打下基础，而不是逐个处理遵守每一部法律

的要求。建立通用的资源和渠道来帮助学校社群理解和解决隐私

问题，制定满足绝大部分法律和制度要求的隐私策略。

进阶

借助自评工具或外部专家力量，列出现状清单。对于每

个活动领域，评估当前项目的成熟度。与全校范围内的利益

相关者合作，发现差距并排出优先级，然后消除最大的风险。

当前差距通常要参考最近出台的 GDPR 和 CCPA 等数据保护

法律。

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个人隐私问题来推动全校参与。将学

校的隐私要求和教职员工希望自己的个人数据的处理方式结合起

来。可以在每年 1 月 28 日庆祝“数据隐私节”，开展加密技术

普及运动（Cryptoparty）。

优化

将隐私责任提升到学校领导层面并扩大到全校范围。建

立学校隐私保护委员会或理事会，纳入隐私保护方面的主要

行动者。

在符合法律和制度要求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如果学校内的各

方相关者能参与隐私保护，他们就会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并且可

以发现学术研究、社群参与、人力资源和学生数据之中凸显学校

隐私管理的机会。

行业生态中的机会

EDUCAUSE 正在采取措施来支持隐私保护社区。隐私保护

社区小组（Privacy Community Group）正式开展讨论、合作和学

习的有用论坛。EDUCAUSE 安全专业人员大会现在也有了专门

的隐私业务线。 （责编：杨洁）

（来源：EDUCAUSE Review，翻译：陈强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2019.5 中国教育网络 37

文 / 殷丙山 1    郑勤华 2

根据 DOCEBO 公司发布的白皮书 1，移动学习是让学习者获

得参与学习和习得知识的更好途径。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是世界

大势，它们已经接管了人们消费内容的方式，在培训新员工以及

共享知识的过程中都是必需的。根据思科公司的材料显示，“从

2014 年到 2019 年，全球移动数据流量的增长速度将是台式机的

三倍”。而皮尤研究发现，如今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是“只使

用智能手机”的互联网用户，他们拥有智能手机，但没有传统的

家庭宽带服务。这意味着，如果学习依赖于桌面，那么学习者可

能无法在家继续学习。

十年前，512MB 内存是一种奢侈品。如今，智能手机设备

甚至有 10GB 内存，以支持各种各样的多任务和操作。今天的移

动设备正在快速升级硬件功能，以支持多任务处理，并使设备能

够顺利运行。在移动学习空间，一定会看到更流畅的学习体验，

用户可以进行多任务选择，移动学习应用程序可以享受更多的发

挥空间和更好的内存分配等。

2019 移动学习十大发展趋势

实际上，移动学习在过去八年左右的时间里持续发展，已

经从一种可选择的学习方式成为必不可少的学习方式。移动学

习的好处对于各类组织而言都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它能够提

高知识保持率和增加员工敬业度。全球近 47％的组织正在使用

移动学习，并在迅速增加，已经成为学习的未来趋势。

当考虑到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处于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时，

这些因素就更加重要了，婴儿潮一代和 X 世代将退休或步入职

场后半程，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泛指 95 后和 00 后 , 即 1996 年

到 2010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正式进入职场，而他们具备“移动

优先”的典型特点。事实上，千禧一代对移动学习的需求是明

确的，Z 世代将最终让所有组织都采用移动学习的方式。

移动学习仍在不断发展，移动学习有哪些趋势呢？通过对

Docebo 等发布的移动学习趋势的报告，Brian Westfall 在培训技

术上发表的《2019 年 3 个最大的移动学习趋势》2，以及 Arjun 

Sanal3，Kelly Creighton4，Samantha McClintock5，等人对 2019

年移动学习趋势的预测，综合来看，移动学习呈现出以下十大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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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快速兴起，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移动
学习方式开展培训

根据研究报告，智能手机用户总数预计将从 2016 年的

21 亿增加到 2019 年的 25 亿，而移动应用程序的数量在 2018

年第三季度将迅速增长，有 210 万个安卓应用程序和 200 万

个基于 iOS 的应用程序。

分析师预测，2018~2022 年间，全球教育应用市场的复

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27.46%。除了个别的移动学习应用程序外，

市场上还有流行的学习管理系统（LMS）推出的以移动学习

为目的的应用程序。随着应用程序开发的改进，移动应用程

序能够在流畅、整洁的导航，增强的视觉吸引力，响应式设

计等方面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移动应用发展的另外一个趋势是转向云端。随着每天生

成大量数据，组织越来越多地将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移动到

云上。学习应用程序越来越多地托管在云服务器上，消除了

学习者移动设备上可用空间的限制。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

能等方面的不断提高，每次生成的数据量肯定会增加，移动

学习应用程序向云基础设施转移的趋势将持续下去。

移动应用的快速增加使得通过移动设备提供正式学习成

为可能。虽然我们通常将正式的传统学习想象成长达一小时

的课堂教学模式，但移动学习能够让学习模块化从而提高学

习的灵活性，尤其是在旅途中的碎片化学习必须使用移动学

习的方式。具有内容标记功能的强大学习平台使其可以更快

地搜索学习内容，移动学习平台还有助于产生个人学习路径，

让学习更加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需求。

								移动优先设计在学习内容开发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移动优先设计的方式在 Web 开发领域是众所周知的，

特别是涉及响应式设计的网站。无论是在桌面设备还是移

动设备上查看，这些网站都会呈现相同的效果。由于近

80% 的人拥有并经常使用智能手机，而且大多数组织开始

实施或已经实施了 BYOD 政策，因此为移动设备设计的课

程和学习内容不应该是事后想的，而是必须首先考虑的。

所有课程和学习内容的设计都应假定它们将主要在移动设

备上访问和消费，而不是在台式机或更大的计算机设备上。

在移动学习时代，移动优先设计将在内容交付中发挥

重要作用，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学习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消

费内容。考虑到我们今天阅读新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手

机 APP、微信、微博以移动设备的方式获取新闻内容。在

电子学习领域也必须如此。技术在移动学习支撑方面已经

没有任何障碍，学习者期望移动友好型产品为他们带来灵

活性，从而摆脱 PC 时代地理位置对他们的限制。

								自带设备

随着移动设备在学习领域的激增，学习者希望使用自

己的设备进行学习，从而保障学习的灵活性、一致性和持

续性。虽然一些组织一直犹豫允许员工使用个人设备会带

来相关风险，但许多组织正在设备自由与控制工作和学习

之间的平衡。

自带设备（BYOD）能够为组织发展和员工学习带来很

多好处。首先是营造积极的工作环境。通过允许员工使用

他们自己的设备进行工作和培训，会创造一种与社交网络

一样的愉快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他们可以自由地消费和

分享他们选择的任何内容，这很好地促进了学习的参与度，

从而提高了知识保持率并改善了整体表现，同时满足了学

习者对在职发展机会的期望；其次是提高工作效率。自带

设备消除了在不熟悉设备上学习所需要的适应过程，使学

习者能够立即将所有重点放在针对特定工作的培训上，并

全天候访问支持材料，使他们能够灵活地选择何时完成学

习；第三是降低成本。通过 BYOD 策略，组织可以降低开

销和信息技术设施成本。此外，随着员工比任何组织更频

繁地升级到最新设备，自带设备将为学习者提供一种方式

来享受最新和最好技术支持下的学习内容，这也让组织更

灵活地应对技术的变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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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学习成为在线学习的一部分

移动学习是学习者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活动，而

离线学习则是随时随地提供真正学习的关键。学习

者希望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学习，即使在没有互联网

连接的情况下。一个学习平台可以让他们离线学习，

然后在回到在线状态后自动同步他们的进度，这是

目前为止让学习继续下去的最好方法，并确保不会

有一秒钟的学习数据被学习平台所遗漏。

										基于位置的技术、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带来更好的个性化体验

毫无疑问，个性化和情境相关的体验更能吸引

用户，位置是支持个性化并使用户体验更相关的关

键因素之一。随着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上 GPS 功

能的增强，基于位置的技术将能够通过将学习内容

个性化到所需的地理位置来增强学习体验。

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更是大大增强了移动学

习的个性化体验。随着机器学习算法能力的提高，

学习早已经与几年前不同。如今，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设备以及 Alexa、Siri 等其他设备都有

强大的机器学习算法作为后盾，从而实现个性化用

户体验。

在移动学习领域，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集

成到移动学习应用程序中，并通过向学习者推荐和

建议学习内容和方法来促进学习。未来更多的移动

学习应用程序将会被推出，集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功能的各种学习管理系统，可以跟踪和推荐学习

者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并找出学习者现有的知识差

距。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使学习对学习者更有效，并

且当与移动学习相结合时，可以深化其力度以进一

步提高其有效性，无论个性化学习是基于学习评估

还是学习行为分析。

要提供真正强大的学习体验，需要付出很多努

力。这可能意味着要生成有意义且有用的与学习相

关的内容，并在学习平台中标记内容，以确保在正

确的时间送达正确的人。人工智能和学习技术的进

步将在学习内容的交付和有效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同时消除繁琐的管理障碍，使教师能够专注于创建

优秀的学习内容。

				游戏化的广泛采用

游戏化能够让员工更好地参

与并激励员工完成培训。移动学习

为学习者提供了随时随地学习的灵

活性和便利性，但能够大幅度提升

学习者体验的是游戏化，通过游戏

化增加学习者的探索和决策，增加

学习者的参与度，并让学习者充分

利用社交媒体的特性，让学习者将

他们的分数发布到社交网络式平台，利用社交媒体的扩散和竞争性质，

激励学习者的学习，促进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协同讨论。游戏化学习

还具备投资回报率最大化的特点。实际上，游戏化和移动学习，在强

大的学习平台支持下，结合起来可以延长学习资产的保质期，提高投

资回报率。

视					视频内容为王，语音交互为翼

2019 年，视频将占全球 80％的互联网流量。移动学习将以指数方

式增加视频培训的使用，这主要得益于其能够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

提供更高的参与率和更好的学习体验。

观察我们周边的信息获取途径，视频内容的 APP 应用无论是优酷、

土豆，还是央视影音，以及微信当中的视频内容，都成为个人生活中

学习特定技能和所需知识的常用途径。国外视频网站 YouTube 每天观

看的 10 亿小时视频中有一半以上是在移动设备上进行的，每天平均有

100 万个移动视频的观看次数。此外，关于“如何做”的视频搜索量

同比增长 70％，直接助力上传到平台“如何做”方面的内容超过了 1

亿小时。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移动通信能够提供更快的速度和更可靠稳

定的连接。在移动学习中，5G 连接将进一步提高连接速度，慢速缓冲

将成为过去。人们可以进一步期待更多高质量的音频和视频内容流等

的快速增长。

在交互方面，除了传统的触屏交互，语音交互越来越方便，成为

移动学习快速普及的助力。语音助手现在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如 Alexa、Google 助手、Apple Siri 等，它们可以执行各种任务，

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云上托管的这些语音助手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功能变得更智能。

在学习领域，通过使用语音助手和智能音箱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创

新。例如，来自亚马逊的智能语音助手 Alexa 允许学习者参加简短的

互动测验等。这样基于语音交互的微学习可以随时发生。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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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资助项目“移

动学习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发展战略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MLXM2017-004）成果。

（作者单位：1 为北京开放大学首都终身教育研究基地，2 为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

								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让移动学习的绩
效支持功能更强

当移动学习与增强现实（AR）能力结合使用时，

绩效支持的力度会明显提升。有了增强现实的支持，工

作人员可以将手机放在他们正在工作的任何地方，并在

屏幕上获得实时信息，为他们提供指导。

尽管很多公司做了很多安排，但 70% 的员工学习仍

然是在他们不在工作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意识到这一

点，波音、空客和爱科（AGCO）等公司已经部署了专有

的增强现实驱动的应用程序，在制造引擎、排除故障维

修或在大型仓库中查找零件时为工人提供所需的帮助。

增强现实开发工具变得越来越便宜，必然会在学

习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应用。例如，Jaguar Land Rover

（JLR）与服务提供商合作，为员工设计培训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的目标是在不拆卸和重新安装车辆仪表板

的情况下培训新技术人员。学员只需将 iPad 的摄像头

指向车辆的仪表板即可开始培训。随着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支持增强现实功能，移动学习的未

来更加令人兴奋。

虚拟现实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创造一个模拟的环境。

像微软、Facebook 这样的组织持续在为虚拟现实开发和

设计工具等方面投入巨资，现代移动设备将继续发展以

支持虚拟现实。过去的几年里，虚拟现实技术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成为在无风险环境中进行员工实践培训的可

行工具。像沃尔玛、大众等组织已经加入了虚拟现实培

训大潮。2019 年，预计虚拟现实体验将进一步增长，

尤其是在企业培训领域。

无论喜欢与否，未来属于移动学习。移动学习与新

兴技术的紧密结合，加上教育监管制度的革新，将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教育的整个生态。 （责编：杨洁）

移动指导将成为员工培训的必备项目

通过移动指导，员工的口袋里总是有一个主题专家（SME）。例如，

在进行重要的销售宣传之前，员工可以登录到他们的移动指导应用

程序，与导师或培训师进行实时视频聊天，为他们提供最后一分钟

的建议并增强他们的信心。

如果当时那里没有人，员工还可以搜索和观看主题专家的视频，

以了解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的最佳实践。员工甚至可以录制自己的

视频，在演讲或会议上练习，以便导师或教练观看、评分和留下反

馈。目前，超过 71% 的 500 强企业都有这样的员工辅导计划，一项

对 5000 名 Z 世代成员的调查发现，在医疗保险之后，辅导计划是这

个群体最需要的工作福利。

导师制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全球信息经济和远程工作者的兴起

使得公司的地理分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中小企业需要合

适的技术，以持续地将其员工与工作导师联系起来，同时在员工最

需要的时候提供更实时、更契合情境的培训机会。这也是移动指导

平台发展迅速的原因所在。

移动微测验正在兴起，以帮助知识巩固

移动微测验提供了培训后持续跟踪的一种方式。企业培训师可

以创建简短的、两到三个问题的评估，然后安排他们在完成课程后

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内发送给员工，以测试他们习得了多少知识。

有些平台甚至允许工作人员通过文本消息获取这些微测验，而无需

登录到应用程序或基于云的系统。

知识巩固是员工培训计划中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研究表

明，一旦课程结束，员工们可以在一小时内忘记 50% 刚学到的东西，

在一天之内忘记 70%，在一个月之内忘记 90%。这个现实很糟糕，

尤其是当涉及诸如密码安全之类的主题时，如果有人不小心的话，

可能会使整个组织陷入困境。要求员工从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抽出时

间重新进入学习管理系统（LMS）并参加复习课程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尤其是学习平台有可能不再可以继续访问。

移动微测验的优势有很多，主要表现在：

简短。参加多项微测验最多需要几分钟。员工们可以很快完成，

然后继续工作。

方便。86% 的员工在工作时使用自己的手机，在他们已经在使

用的设备上收到微测验会很方便快捷地进行学习。

强制。设定一个时间限制也迫使工人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知识，

而不是在网上查询进行作答。

提供数据。随着微测验的数据积累，可以了解员工忘记了哪些

特定的主题领域，以便编辑现有课程或添加补充材料。

8

9

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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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ver）处理用户的 DNS 请求；最终，

中间盒子通过伪造 IP 源地址的方式将

DNS 应答包发往终端用户，此时的解析

路径如图 1 红线所示。 

通过对 DNS 数据包“请求阶段”中

的解析路径进行划分，将 DNS 解析路径

分为四类。首先是正常的 DNS 解析路径

（Normal resolution），用户的 DNS 请求

只到达指定的公共 DNS 服务器；此时，

权威服务器应当只看到一个来自公共服

务器的请求。剩下三类均属于 DNS 解析

路径劫持：第一类 DNS 路径劫持方法是

请求转发（Request redirection），用户的

DNS 请求将直接被重定向到其他的服务

器，解析路径如图 2 红线所示；此时，权

威服务器只收到来自这个服务器的请求，

用户指定的公共 DNS 服务器完全被排除

在外；第二类方法是请求复制（Request 

replication），用户的 DNS 请求被网络中

间设备复制，一份去往原来的目的地，另

一份去往劫持者使用的解析服务器，解析

路径如图 2 黄线所示，此时，权威服务器

将收到两个相同的查询；第三类方法是直

接应答（Direct responding），用户发出

的请求同样被转发，但解析服务器并未

文 / 刘保君

或许你已知道网络中几乎所有的 DNS

请求都是通过明文进行传输的，但是你是

否相信，这一协议设计的缺陷，已经开始

被用于域名解析路径劫持了？

问题背景

论文“Who Is Answering My Queries: 

Understanding and Characterizing Interception 

of the DNS Resolution Path”[1]， 发 表 于

USENIX Security 2018（网络安全领域国际

四大顶级学术会议之一）。 

由于某些运营商利用 DNS 解析服务

器植入广告等盈利行为，运营商的 DNS

解析服务器一直备受质疑 [2~6]， 而公共

DNS 服务器（如 Google 的 8.8.8.8）因其

良好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被越来越多的互

联网用户所信任。然而，我们发现这层

信任关系会轻易地被 DNS 解析路径劫持

所破坏。网络中的劫持者将用户发往指

定公共 DNS 的请求进行劫持，并转发到

其他的解析服务器。除此之外，劫持者

还会伪装成公共 DNS 服务的 IP 地址，对

用户的请求进行应答。从终端用户的角

度来看，这种域名解析路径劫持难以被

察觉。我们设计并部署了一套测量平台

用于检测全球范围的 DNS 解析路径劫持

现象。

主要研究结论

1. 劫持的规模：在全球 3047 个自治

域中，我们在 259 个自治域内发现了

DNS 解析路径劫持现象。特别是在中

国，近三成发往谷歌公共 DNS 服务

器的 UDP 流量被劫持。

2. 劫持特点：在不同的自治域

中，路径劫持策略和特点有着明显差

异。整体而言，通过“UDP”协议传

输发往“知名公共 DNS 服务器”的

“A 记录类型”的数据包更容易成为

劫持目标。 

3. 安全威胁：我们不仅观测到劫持设

备会篡改 DNS 响应结果，而且，通过对

劫持者所使用的 DNS 服务器的分析，发

现其功能特性和安全性均存在隐患。

4. 劫持目的：DNS 解析路径劫持的主

要目的是减少运营商网间流量结算成本，

而非提高用户 DNS 服务器的安全性或优

化 DNS 查询的性能。

5. 解决方案：解决 DNS 解析路径劫

持的最佳方案是，在推进 DNSSEC 大规模

规范部署的同时，加快 DNS 加密方案的

实施。

威胁模型

我们首先阐述所关注的威胁模型。

部分网络用户可能选择使用公共 DNS 服

务器，正常情况下，其 DNS 解析路径如

图 1 蓝线所示。同时，假设路径上的某

些 设 备 可 能 会 监 控 用 户 的 DNS 请 求 流

量，并且能够劫持和操纵用户的 DNS 请

求。 例 如， 将 满 足 预 设 条 件 的 DNS 请

求转发到中间盒子（Middlebox），并使

用其他替代的 DNS 服务器（Alternative 

谁劫持了我的 DNS：
全球域名解析路径劫持测量与分析

图 1  威胁模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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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后续查询而是直接返回一个响应，

解析路径如图 2 蓝线所示，此时，权威

服务器没有收到任何查询，但是客户端

却收到解析结果。

我们注意到，可能造成 DNS 解析路

径劫持的设施种类较多，不仅包括运营商

部署的中间盒子 [7]，还包括恶意软件、反

病毒软件 [8]、防火墙以及企业代理 [9] 等。

在这项研究中，重点关注如何检测这种现

象，因此不对劫持者进行区分。

测量分析

对于 DNS 解析路径劫持现象，我们

在测量分析中依次回答了下列问题：

1. DNS 解析路径劫持规模有多大？ 

我们设计了两个阶段的实验。第一阶

段，研究全球范围通过 TCP 协议传输的

DNS 数据包，结果在 2691 个自治域中，

有 198 个自治域检测到 DNS 解析路径劫

持，7.36% 的 DNS 数据包受到影响；第二

阶段，研究中国范围内通过 UDP 和 TCP

协议传输的 DNS 数据包，结果在 356 个

自治域中，有 61 个自治域检测到 DNS 解

析路径劫持，17.13% 的 DNS 数据包受到

影响。

特别是在中国网络中， 通过 UDP 协

议 发 往 Google 公 共

DNS 的 数 据 包， 有

27.9% 受 到 DNS 解

析 路 径 劫 持 的 影 响

（ 通 过 TCP 传 输 时

为 7.3%）； 相 比 而

言， 对 于 不 知 名 的 DNS 服

务 器， 同 样 也 有 9.8% 的 数

据包受到影响（通过 TCP 传输时为

1.1%）。 

2. DNS 解析路径劫持有什么特

点？

——路径劫持类型层面的特征

我们发现，直接应答劫持方式

（Direct responding）极少发生。这很可能

是因为此时的响应结果明显是不正确的。

此外，请求转发（Request directing）的比

例要高于请求复制（Request replication）

的比例。

——自治域层面的特征 

在每个自治域内，解析路径劫持的特

点差别巨大，即使在同一个自治域内，由

于劫持者的多样性，整体表现出的劫持特

征也会较为复杂。 例如，在表 1 选取的案

例中，AS9808 和 AS56040 这两个自治域

同属于一家运营商，但是在请求复制类型

的比例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3. 劫持现象对 DNS 查询性能有什么

影响？

（1） 不 同 类 型 的 解 析 路 径 劫 持 对

DNS 查询性能有什么影响？ 

将各 DNS 请求完成的时间（Round 

trip time， RTT）进行累积分布作图，得

到图 3。相比于未被劫持的请求（绿色曲

线），我们发现通过请求复制（红色曲线）

的劫持方式确实能够提高 DNS 查

询的性能，总体的查询时间更短；

但是通过请求转发的方式（黄色

曲线）不能够稳定地实现这一目

标。 另 外， 我 们 向 用 户 的 本 地

DNS 服务器（Local DNS resolver）

发送一个 DNS 数据包用于作性能

对比，结果显示其性能曲线（蓝色）

自治域 Redirection Replication 劫持者所使用的 DNS 服务器地址

AS4134 5.19% 0.2% 116.9.94.* (AS4134)

AS4837 4.59% 0.51% 202.99.96.* (AS4837)

AS9808 32.49% 8.85% 112.25.12.* (AS9808)

AS56040 45.09% 0.04% 120.196.165.* (AS56040)

表 1  DNS 解析路径劫持在不同自治域内的特点

图 2  DNS 解析路径类别（仅考虑请求阶段）

图 3  DNS 查询性能对比

与请求转发的性能曲线高度近似。

（2） 对于请求复制这一场景，哪一

个查询数据包会更先到权威服务器？

当 劫 持 者 使 用 请 求 复 制（Request 

replication）方式劫持解析路径时， 如果

从权威服务器的角度观测，原始的 DNS

请求和复制的 DNS 哪个会更先到达权威

服务器。图 4 显示对这一时间差异的分析。 

对于大部分的自治域而言，复制后的 DNS

请求会更先到达权威服务器，然而我们仍

然发现了一个属于中国电信的自治域，其

中所有被复制后的请求均比原始请求要

慢。由此推测，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自治

域内设备部署不当引起的，或是此时的

DNS 数据包经过了更长的路由导致的。 

4. 劫持者是否会篡改 DNS 响应数据

包内容？

在所收集的实验数据中，我们发现了

上百例 DNS 解析结果被篡改的案例。通

过人工分析，导致 DNS 响应记录被篡改

的原因包括：本地流量网关、灰色流量变

现、管理员误配置等。例如，图 5 是我们

发现劫持并修改 Google 公共 DNS 服务器

响应内容一个案例，劫持后的网页内容为

一款移动 APP 的推广信息。

5. 路径劫持会带来哪些安全威胁？

——道德与隐私风险

劫持者很可能在未征得用户同意的情

况下，篡改用户的 DNS 访问，不仅带来

图 4  复制抢答式路径劫持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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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德问题，而且给用户的隐私来了风险。

——网络故障

劫持者的行为使得用户的网络链路更

加复杂，当出现故障时难以排除。

——DNS 功能特性

替 代 DNS 服 务 器 可 能 缺 乏 DNS 的

某些功能特性，例如，根据终端子网返

回 最 优 的 IP 地 址 的 选 项（EDNS Client 

Subnet，ECS）。

—— DNS 服务器安全性

劫 持 者 所 使 用 的 替 代 DNS 服 务 器

往往不遵守最佳安全实践。例如，我们

发 现 仅 有 43% 的 替 代 DNS 服 务 器“ 接

受 ”DNSSEC 请 求； 而 且， 所 有 使 用

BIND 软件的替代 DNS 服务器版本都严重

落后（全部低于 BIND 9.4.0，应当于 2009

年过期）。

6. 劫持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调研了大量设备提供商与软件提

供商，整理出一份能够提供 DNS 解析路

径劫持功能的厂商列表 [10~12]。同时收集产

品的功能介绍信息并结合实际测量结果，

推测劫持背后的目的。 

（1）提高用户 DNS 服务器的安全性。

我们观测到发往知名公共 DNS 的数据包

更容易被劫持，而且相当一部分劫持者使

用的解析服务器可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

该结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我们认为不

是劫持的主要目的。 

（2）优化用户的 DNS 查询性能。我

们发现请求复制式劫持能够提高 DNS 查询

性能；但在实际网络中，劫持者更多的是

采用请求转发的方式。因此，大部分的劫

持并不是为了优化 DNS 查询性能。

（3）减少运营商网间流量结

算成本。发往公共 DNS 服务器的异

网流量对中小型运营商而言，提高

了运营商的流量结算成本。通过对

异网 DNS 流量进行管控，可以有

效节省网间流量结算成本。 因此，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 DNS 解析路

径劫持的主要原因。 

解决方案

解决 DNS 解析路径劫持的最佳方案

是在部署 DNSSEC 的基础上，推进 DNS

加 密 方 案 的 部 署。 DNSSEC 能 够 解 决

DNS 响应记录内容被中间盒子篡改的问

题，部署 DNSSEC 可以保证终端用户拿

到正确的响应结果。 然而，此时 DNS 流

量仍然通过明文传输，存在隐私隐患。

DNS 加密方案，包括 DNS-over-TLS [13]、

DNS-over-HTTPS 等，不仅解决明文传

输时的隐私威胁，而且可以对用户所使

用的 DNS 服务器进行认证，进而最终解

决劫持者伪装公共 DNS 服务器的问题。

目 前，Firefox 浏 览 器 从 第 62 版 本

开始支持 DNS-over-HTTPS。此外，越

来越多的公共 DNS 服务器和知名 DNS

软 件 开 始 逐 步 支 持 不 同 的 DNS 加 密 方

案，其中公共 DNS 服务器包括 Google、

Cloudflare、Quad9 等，知名的 DNS 软件

包括 BIND、Unbound、Knot、CoreDNS 等。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系统地分析了

DNS 解析路径劫持这一威胁。通过全球范

围的大规模测量研究，分析了其规模、特

点、安全威胁以及目的。在论文发表后，

多个国际知名安全媒体对研究内容进行了

报道，包括 ACM TechNews、The Register、 

HackRead、HelpNet Security 和 Rambler [14~17] 

等。希望这项研究结果，能够进一步推进

DNSSEC 和加密 DNS 方案的大规模规范部

署和应用。 （责编：杨洁）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图 5  某运营商劫持 DNS 流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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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量子跃迁挑战研

究所（QLCI）”计划指南，拟提供 9400 万美元推动量子信息科

学与工程前沿，涵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模拟和量子传

感等研究主题。

QLCI 计划拟资助两大类项目：（1）概念项目，为期 1 年，

预设 15 至 25 项，每项资助额不超 15 万美元；（2）QLCI 建立

与运营项目，为期 5 年，预设 1 至 3 项，每项资助额不超过 500

万美元 / 年。QLCI 计划是 NSF 十大创意研究之量子跃迁的一部分，

并将与正在进行的以及未来新的 NSF 量子跃迁计划进行协调和

整合，共同打造中心层级基础设施以及开展人才培养活动。

QLCI 计划目标与美国《国家量子计划法案》中描述的“NSF

作为多学科量子研究和教育中心”的使命一致，将重点从跨学

科研究、人才培养、研究协调和社区参与、协同伙伴关系和基

础设施发展这四方面开展活动并履行使命。

就跨学科研究而言，将针对量子信息科学和工程各体系结

构、技术和硬件平台以及应用的根本性理解尚处于一系列不同

的成熟度水平。因此，各类研究挑战的本质和应对这些挑战所

需的资源是不同的。QLCI 研究主题包括但不限于：（1）针对远

程安全通信的量子网络；（2）针对量子计算机的软件栈；（3）

针对量子模拟的算法、体系结构和平台；（4）量子传感。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电子复兴计划”（ERI）框架

内设立了新的“国防应用”（DA）项目，旨在推动 ERI 技术在

国防系统中的发展、演示和应用。2019 年 1 月 29 日，DARPA

发布了 ERI:DA 项目招标书，并于 2 月 11 日发布了最新的补充

说明。

ERI:DA 项目关注有潜力极大地改变并改进国防运作、使现

有国防系统具备颠覆性能力的技术。其感兴趣的领域包括但不限

于：先进电子技术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大规模仿真、

网络安全、太空应用、认知电子战及其他国防部现代化优先领域。

ERI:DA 项目包括三个技术领域，每一领域均要求在国防部

门、学术界与产业界件建立合作关系，三个技术领域（TA）如下。

（1）TA1：即时技术开发

该领域的目标是在一个或多个 ERI 项目执行者与一个有能

力为国防部提供技术的机构间建立合作关系，促进 ERI 项目开

发的技术在美国国防领域中的示范与应用。针对该领域的提案必

须：确定现有或正在规划中的 ERI 技术；确定能从 ERI 技术的

开发与转化中受益的一种具体的、变革性的国防应用，并量化该

应用的影响；详细阐述技术的未来开发、演示和转化；证实现有

ERI 项目执行者与国防转移转化参与者间已建立或正准备建立合

作关系。

（2）TA2：合作与技术开发

DARPA 认识到，部分潜在的国防技术转移机构可能无法充

分了解 ERI 开发的技术的细节，从而不能就技术在国防中的应

用制定详细的规划。因此，该领域支持尚未与现有 ERI 项目建

立合作关系的国防技术转移转化机构与 ERI 项目建立合作，以

促进 ERI 技术的未来发展或展示。TA2 第一阶段将确保合作关系

的建立及针对 ERI 技术利用制定详细规划；第二阶段将对已获

得认可的技术进行开发与演示。

（3）TA3：合作基础设施

该领域将探索在 ERI 项目执行者、国防技术转移转化机构、

政府部门及其他团体（如风投、非营利组织、行业组织）间开展

协作型研究的模式。该模式应通过提供政府持有的信息、学术界

或商界的技术专长和国防产业的经验，支持 ERI 技术在国防中

的应用。与 TA1 和 TA2 不同，TA3 提案不要求确定任何具体的

合作，但需要包括以下内容：实现科研数据、理念和结果的共享；

促进通用设计实践与基准的传播；提供计算与物理基础设施；根

据情况处理未分类、机密信息；实现不同地点的多个团队的合作；

根据需要提供其他设施和支撑人员，以管理同时存在的多个合作

关系。 （责编：杨洁）

NSF发布“量子跃迁挑战研究所（QLCI）”计划指南

DARPA公布“电子复兴计划”新项目

量子计算机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新一代信息科技战略研究中心编译）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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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3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37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

国，16B；其次是摩洛哥，8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各地

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参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计 529B；其次是摩洛哥，24B。

3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48 个，其中欧

洲 210 个，拉美 109，亚太 94 个，北美 29 个，非洲 6 个，分别

来自 75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72 个；其次是

俄罗斯，27 个。3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4 来自美国。3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2093*/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美国，

310*/32；其次是俄罗斯，202*/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23768*/32；其次是俄罗斯，4536*/32。

中国 IPv6 用户数占比居 60 位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近 12 个月 CERNIC IPv6 地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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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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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 0.1 0.36 7.23 2019-10-27

APNIC 52.54 0.26 0.22 53.02 2011-04-19

ARIN 99.59 0.35 0 99.94 2015-09-24

RIPENCC 48.79 0.04 0.28 49.12 2012-09-14

LACNIC 11.23 0.07 0.07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8.92 36.15 0.92 256 /

3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3 个，IPv6 地址申请 5

个，EDU.CN 域名注册 6 个。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

名，见表 2。 （责编：杨燕婷）

NIC2019 年 3月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图 3  近 12 个月 CERNIC IPv4 地址分配

申请月增量 [1 - 15] （计算单位：个）

201404 201903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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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901 1902 1903 Total

US 5 8 264 36 21 151 6 9 6 3 4 16 529

MA 0 0 0 8 0 8 0 0 0 0 0 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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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RU 1 1 1 1 1 1 2 2 1 0 1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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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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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0 0 0 0 0 0 0 0 0 8 0 0 8

TN 0 0 0 0 8 0 0 0 0 0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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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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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901 1902 1903 Total 

US 46 57 41 14 16 16 20 290 13 22 329 310 1174 

RU 276 336 417 449 265 297 627 850 550 57 210 202 4536 

DE 146 185 152 222 184 170 160 162 194 81 170 155 1981 

ES 66 72 89 56 56 58 64 42 8 120 105 144 880 

GB 122 130 113 33 69 58 112 120 66 106 81 139 1149 

NL 89 97 16 64 66 97 125 122 82 106 152 100 1116 

IT 65 65 48 57 96 41 41 32 57 41 241 89 873 

BR 102 73 61 60 106 47 146 117 67 66 68 72 985 

CN 19 30 14 46 4111 15 13 1038 12295 4119 2059 9 23768 

SG 2 3 5 3 3 0 1035 1 0 6 4 5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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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2220 10233063

2 印度 52.13 248296649 476320654

3 美国 42.9 124937179 291247402

4 德国 41.11 29823094 72546002

5 希腊 36.92 2661218 7208742

6 瑞士 32.9 2469516 7506401

7 乌拉圭 31.94 722942 2263401

8 卢森堡 31.86 181052 568336

9 英国 27.09 16793812 62004048

10 日本 26.48 30606745 115564672

60 中国 2.1 15575410 741272375

6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87 166548 8897838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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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CNGI-CERNET2 入流量较上月增 125%
文 / 郑志延

3 月 CNGI-CERNET2 主 干 线 路 平 均 可 用 率

97.65%。

3 月主干网流量呈平稳趋势，3 月入流量均值

为 30.97Gbps，相比 2 月增加了 125.05%，与 2018 年

同期相比减少了 31.00％；3 月 CNGI-CERNET2 出流

量均值为 39.15Gbps，相比 2 月增加了 114.09%，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3.38%。

3 月 CNGI-CERNET2 出口流量走势较 2 月变

化不大。3 月入流量峰值为 31.62Gbps；出流量峰

值 20.17Gbps。

从 3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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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

平均值为 5.93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54Gbps，占

14.66%；第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8.44%。

从 3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8年 11月

文 / 李锁刚

2019 年 3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3 月 CERNET 主

干网流量相比于 2 月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高校陆续开学学生用网

增加。从主干网的流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2 月入流量增加了

47.66 G，出流量增加了 44.61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

于 2 月入流量增加了 10.87 G，出流量增加了 13.38 G；从国际互联

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2 月入流量增加了 0.92G，出流量增加

了 1.4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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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邮和华东南地区并列第三；出

方向流量华中地区第一，清华和东北并列第二，华东南地区第三位。

图 1~2 表示 2019 年 3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杨燕婷）

入流量：338.53G               出流量：359.04G

图 1  2019 年 3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39.40G              出流量：132.51G    

图 2  2019 年 3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9 年 3月

3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比 2 月增加 47G

量为最高，其流量为 5.11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3.07%；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2.97%；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

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9.70%。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9 年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9 年 3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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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4 月教育网运行正常，未发现影响严

重的安全事件。四月初公安部会同其他两

家单位一起发布了《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

防护指南》，这是国内首个由公安机关发

布的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指导文件。

该文件对涉及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保存

及应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责任。近几

年，互联网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已经成为全

世界关注的重点，欧盟在去年五月生效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堪称史

上最严格的个人隐私数据保护法。截止到

2018 年底，全球已经有 9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颁布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另有

40 多个国家正在立法的过程中，我国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在加速起草及立法中。

高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掌握着众多学生

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都可归属为个人信

息，都需要加强保护。因此建议后期学校

的安全工作重心应该从上层的网络信息安

全逐步向更深层的信息数据安全转移，因

为不论我们做何种网络和系统的安全防护

措施，真正要保护的实际上都是底层的数

据。

近期新增的病毒没有特别需要关注

的，用户需要防范的依然是各类勒索类的

病毒。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4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修复了

其 多 款 产 品 存 在 的 74 个 安 全 漏 洞。 涉

及 Windows 多 个 核 心 组 件 (Windows、

win32k、LUAFV、CSRSS、MSXML、

VSScript)、IE 浏 览 器、Edge 浏 览 器、

Office 办公软件、Exchange 服务及 ASP.

NET 等，这 74 个漏洞中有 13 个属于严重

级别，61 个属于重要级别。利用这些漏

洞攻击者可以远程执行任意代码、权限提

升，获取敏感信息或是进行拒绝服务攻击。

这些漏洞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2 个内核权

限提升的 0day 漏洞（CVE-2019-0830、

CVE-2019-0859），因为互联网上已经检

测到与这两个漏洞的相关的攻击存在。建

议用户尽快使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更新

功能进行补丁更新。

2. 四月中旬 Oracle 发布了今年 2 季

度的安全更新，修复了其产品线中存在

的 297 个安全漏洞。涉及的系统包括：

Oracle Database Server 数据库（6 个）、

Oracle Health Sciences Applications（2 个）、

Oracle 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26

个）、Oracle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Suite（8 个 ）、 电 子 商 务 套 装 软 件

Oracle E-Business Suite（35 个）、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Products Suite（11 个）、

Oracle Financial Services Applications（14

个）、Oracle Food and 

Beverage Applications

（1 个）、中间件产品

Fusion Middleware（53

个）、Oracle Berkeley 

DB（1 个 ）、Oracle 

Commerce（3 个 ）、

Oracle Health Sciences 

CCERT月报

Applications（5 个）、Oracle Java SE（5

个）、Oracle MySQL 数据库（45 个）、

Oracle PeopleSoft 产品（12 个）、Oracle 

JD Edwards 产品（8 个）、Oracle Retail 

Applications（24 个 ）、Oracle Support 

Tools（1 个）、Utilities Applications（6

个）和 Oracle Virtualization（15 个）。这

些漏洞中有 270 个可以远程利用，有 157

个属于高危漏洞。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WebLogic 服务中存在的两个漏洞（CVE-

2019-2615 和 CVE-2019-2618）， 其 中

CVE-2019-2615 为任意文件读取漏洞，

利用该漏洞攻击者可以使用一个合法登录

的普通用户身份读取 WebLogic 服务器上

的任意文件。而 CVE-2019-2618 则为任

意文件上传漏洞，攻击者可以远程构造

HTTP 请求，利用该漏洞获取服务器权限。

目前 Oracle 已经针对这些漏洞发布了补丁

程序，建议相关的的管理员尽快根据需求

进行更新。 （责编：杨燕婷）

高校安全防护重心将向底层数据转变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学校传统的以信息系统为防护目标的

安全架构并不能很好地应对个人信息保护

的需求。因为这些个人信息往往需要在学

校的多个信息系统中共享和流转，而这些

系统的防护等级并不统一，这可能导致

高等级的数据信息从低防护等级的系统中

泄漏出去。因此要保护个人信息，学校应

该转变思路，引入数据资产的概念，先以

资产的形式对学校所有的信息数据进行摸

查，搞清楚到底有多少数据涉及用户信息

和个人隐私，并对这些数据资产进行分级

分类，最后以数据资产为防护目标按照相

应的安全要求级别进行防护建设。

安全提示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2019 年 3~4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73%
1%

20%

4%

75%
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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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讯  4 月 11 日 ~12 日， 中 国 教 育 和 科 研 计 算 机 网

CERNET 西南地区 2019 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由 CERNET

西南地区网络中心电子科技大学主办，CERNET 重庆网络中心重

庆大学、重庆文理学院、赛尔网络有限公司等协办。大会以“数

据驱动创新，智能引领未来”为主题，来自重庆、贵州、四川、

云南等省市地区的 100 多所高校与协办单位的 200 多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CERNET 西南地区网络中心主任、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

心主任侯孟书主持开幕式，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络信息处副处

长张劲松，重庆文理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兰刚，赛尔网络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付晓东、总经理助理吴焕乐等出席会议。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电子科技大学在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和应用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这些成就充分借助了 CERNET 的雄厚科研实力和高技术

水平的骨干网平台。当前，CERNET 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国

家学术互联网，支撑了我国教育和科研的重大应用，承担了国家

互联网核心技术研究项目的开展，培养了大批互联网创新人才，

为我国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次 CERNET 西

南地区年会吸引了来自云、贵、川、渝、藏地区百余所高校的同

仁们互相学习交流，共享先进理念和技术，为进一步提升西南地

区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服务水平提供了交流平台。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络信息处副处长张劲松在致辞中强调

指出，西南地区高校积极探索下一代互联网在高校科研和教学中

的应用创新，在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未来，

西南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顶层设计、调整发展定位、把握发展

重点、主动作为、提高信息化能力素养和体制机制保障，为高校信

息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重庆文理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兰刚指出，十八大以来，教

育信息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正在从教育信息化 1.0 向

2.0 转段升级。重庆文理学院近年来不断加强信息化和产教融合

建设，努力从新兴本科院校向综合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转变，信

息化在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晓东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

CERNET 成立 25 周年，赛尔网络通过做好 CERNET 的运营和服务，

不断提升技术实力和服务能力，逐步拓展了网络服务、技术服务、

信息服务、产业服务等多领域的立体化完整服务体系。他提到，

CERNET 西南地区接入单位已经达到 200 多所，本科高校覆盖率达到

100%，过去几年中，西南高校积极参与由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所设立

的下一代互联网创新项目和创新大赛，多所高校的多个项目获奖。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焕乐介绍了 CERNET 推进

IPv6 进展情况及创新服务发展战略。他指出，近年来，CERNET

加大力量推动与国内国外的互联互通，有力保障了高校国内外资

源访问的需要。赛尔网络在保障 CERNET 稳定运行的基础上，

与高校深入合作，不断开拓保障教育专网安全通畅，提供基于

IVI 过渡技术的高校 IPv4 向 IPv6 升级服务等新兴业务。未来，

赛尔将与各高校协同发展，共建共赢。

会中，CERNET 西南节点 NOC 主管、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

网络运行部负责人李育强汇报了 CERNET 西南节点 2018 年运行

情况；信息化建设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宓詠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

特点与趋势、数据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等方

面分享了观点；重庆文理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彭拥军从信息

化服务、建设、路径、成效四方面分享了学校融合创新、教育变革

的建设理念；四川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磊介绍了川大在智

慧校园建设中对数据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贵州大学网络与信息化

管理中心网络系统部主任高鸿峰分享了贵州大学校园网 IPv6 规

模化部署经验；重庆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唐蓉君阐述了学校以

大数据、智能化探索教育信息化 2.0 的思路。此外，来自阿里云

等企业代表分享了最新技术及解决方案。

本次与会高校的专家和老师们积极探讨了数据治理、人工智

能等信息化前沿技术，分享智慧校园建设经验，促进了 CERNET

西南地区各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高校建设教育信息化 2.0

智慧校园新生态提供了新思路。 （责编：杨燕婷）

推动数据治理  打造智慧高校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西南地区第 24届学术年会在重庆举行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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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君妍

如今 Web 已成为网络应用的主流形

式，而部分小型的网站如校园内常见的选

课系统等，会偶尔出现高并发的情况 [1]。

大量用户短时间内同时访问网站服务器，

后端程序或数据库由于压力过大、硬件资

源有限等原因响应慢，服务器响应时间极

大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导致服

务崩溃 [2]。

目前，常见的解决方案有使用缓存

技术方案、使用 Nginx 自带的限速方案、

增加网站服务器数量并进行负载均衡方案

等。各方案原理及缺点如下所述：

使用缓存技术加快网站服务器的响应

速度，其工作原理是将常用数据存储到内

存中，以减少硬盘 I/O 次数，从而加快数

据读取速度 [3]。该方法一般用于读取数据

的请求占比较大的场景，但是类似于选课

的业务，写入请求占比较大，缓存基本不

适用，且该方法需要进行后端业务系统改

造，与具体业务耦合度较高。

Nginx 本身自带限流排队、连接数限

制、请求速率限制以及对单个 IP 地址进

行限速的功能 [4]。但是这些功能适用于防

止恶意流量、恶意用户的情况，在选课等

场景下，用户的请求具有连续性，如果采

用此类限制方法，将会导致用户无法完整

地完成操作。

增加网站服务器数量并进行负载均

衡，其工作原理是增加网站服务器的数

量，通常借助反向代理服务器来提供横向

扩展，使多台服务器共同分担网络请求 [5]。

本文针对的场景是小型 Web 应用系统如

选课系统，通常其本身并不具备负载均衡

的能力，改造的代价会相对较大 [6]。

综上所述，现有解决方案存在需要进

行后端系统改造、与具体业务耦合程度高、

成本高等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反向代理的针对小型短时高并发网站的并

发控制方法，基于反向代理对用户会话进

行排队，通过当前用户会话队列长度和网

站服务器的平均响应时间，动态调整处理

队列的大小，决定输出的用户会话数，使

后端网站的平均响应时间最小。此方法无

需对后端网站服务器进行改造，无需额外

增加成本，规模小、易用性强，对于本文

偶发性短时高并发的小型 Web 应用场景

更为适用。

本文最后将这种方法在仿真的网络环

境中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

提升整体访问速度。

并发控制方法

问题描述

在如高校选课等典型的场景下，大量

用户几乎同时访问网站服务器，给网站服

务器带来难以负荷的巨大压力，而后端系

统往往硬件资源有限、性能较差，造成网

站服务器响应时间极大增加，严重时甚至

会崩溃、宕机。

网站服务器在处理用户请求的过程

中通常会调用系统处理器、内存、磁盘、

网络等资源，而硬件资源是有限的。少量

用户在使用时，服务器的硬件资源足够，

可以快速处理请求；适量用户使用时，服

务器保持快速响应的同时网站吞吐量达到

高峰；当有大量用户并发时，网站服务器

处理的过程中会发生对硬件资源的冲突抢

占，导致网站服务器的响应变慢，吞吐量

降低。为分析此情况，本文构造了一个可

表达在请求总量确定的前提下网站服务

器的总处理时间和并发请求数之间关系

的模型。

设完成所有请求的总时间为 T。设总

请求数为 Q。设单位时间内完成的请求数

为 S。则有：
                          （1）

                       设 λ 为用户的请求速率，则根据服

务器处理能力随用户请求速率变化可知 S

为以 λ 为变量的函数。由前文的分析可

知，存在 λ=λ0，使 S 最大。下面分别讨

论 λ<λ0 和 λ>λ0 时的变化规律。

当 λ<λ0 时，相对于服务器的处理

能力，此时用户请求速率较小，因此服务

摘要：面对小型 Web 应用系统 , 如高校常见的选课系统在短时间内大量用户访问网站服务器 , 导致服务响应慢甚至宕机的问题，

本文构造一种基于反向代理的并发控制方法。首先，获取当前用户会话的队列长度和网站服务器响应时间；然后，通过网站服务器

的平均响应时间动态调整处理队列的大小，决定输出的用户会话数；进而使后端网站的平均响应时间最小。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

可以通过减小后端压力，有效地提升后端响应速度，实现整体处理效率的提升。同时，由于本方法是基于反向代理实现的，对网站

服务器本身无需进行后端改造，易于维护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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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单位时间内处理用户请求数仅与单位时

间内到达服务器的请求数一致，即

0,   S   （2）
当 λ>λ0 时，由于用户请求速率过高，

服务器已不堪重负，相对于 λ=λ0 时的

处理能力开始随着 λ 的增长而下降，则

该下降的程度可使用 0


 
 
 

k
来刻画，其中 k

表示服务器性能随 λ 增加而下降趋势的

快慢，该值根据服务器对并发业务的敏

感程度而定，显然 k 为大于 1 的值。则

λ>λ0 时，S 为：

0
0 0, , 1

  


    
 

g
k

S k
  

    （3）

综 合 式（2） 和 式（3）， 得 S 随 λ

的变化关系为：

0
0min , , 1

 


      
   

g
k

S k
 
（4）

综上所述，T 随 λ 的变化关系为：

0
0

, 1
min , 

 


 
   
  

   
g

k

QT k
  

    （5）

为了形象地观察 T 随 λ 的变化趋势，

不妨取 Q=50000，λ=10，k=1.2，则根据

式（5）绘制 T 的图像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服务器完成所有请求的

总时间 T 在用户请求速率为 λ0 时最小。

根据这一模型，若要解决短时高并发场景

下网站服务器遇到的问题，可采取排队的

机制限制并发请求，将到达网站服务器的

用户请求速率控制在 λ0 附近。

并发控制方法

本文研究一种基于反向代理的针对短

时高并发网站的并发控制方法，在反向代

理服务器上对用户请求进行排队，使得用

户可以有序、平稳地访问网站服务器。此

方法的原理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但是排队机制的不同会影响每个用

户的平均逗留时间。为使用户的平均逗

留时间最短，本文以典型的高校选课场

景为例构造了关于最小化用户平均逗留

时间的模型。

设选课开始时并发的总人数为 m，

每人的连续请求数为 n，每个请求的平

均处理时间为 u，网站服务器同时处理 k

个请求，完成所有请求的总时间为 T，

则有：

m nT u
k


 g    
（6）

设完成前 i 个用户所有请求的时间为

Ti，所有用户的平均逗留时间为 Ts，则

1

m

i
i

s

T
T

m



   （7）

因选课业务是连续的，当第 i 个用户

的所有请求完成时，其前面的 i-1 个用户

及第 i 个用户的所有请求均已完成，且第

i个用户后面的用户有可能有请求已完成，

则有

( 1)
i

i n u n u n i uT
k k k


  

g g g gg
 （8）

所以

1

2 +
m

i
i

n u n u m n uT
k k k

  
g g g g gK （9）

所以

2 +s
n u n u m n uT
k m k m k m

  
g g g g gK
g g g

 （10）

由 式（7） 和 式（8） 可 知，
1

m

i
i

T

 中

的每一项均取最小值
n i u

k
gg

时，所有用户
的 平 均 逗 留 时 间 Ts 可 取 得 最 小 值。 当

i
n i uT

k


gg
时，第 i 个用户的最后一个请求

完成时后续用户的请求均未开始，即系统

按用户依次处理请求。因此要使平均逗留

时间 Ts 最短，理想情况为先处理第 1 个

用户的所有请求，再处理第 2 个用户的所

有请求，以此类推，其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选择对用户会话

进行排队，并建立“处理池”。对先来的

用户将其用户会话 ID 记录在处理池中，

标记为当前具有高优先级的用户。高优先

级用户服务结束后经过一定的超时时间将

从处理池中删除，下一批用户则可以开始

服务。通过处理池的机制，可以实现将用

户按顺序处理，以使得所有用户的平均逗

留时间尽可能短。

综上所述，此并发控制方法的设计思

路是为了使网站服务器同时接受的请求数

在其性能可承受的范围内，即将到达网站

服务器的用户请求速率控制在 λ0 附近，

设计实现一种基于反向代理的针对短时高

并发的小型 Web 应用系统的并发控制方

法。在用户与网站服务器之间利用反向代

理服务器作为缓冲节点，并在其上对用户

会话进行排队，通过处理池的方式优先处

理已经在处理的用户的请求，并通过队列

长度及网站服务器的平均响应时间动态调

节处理池的大小，以调控直接到达网站服

务器的用户请求数，使到达网站服务器的

用户请求速率控制在 λ0 附近，且使得用

户平均逗留时间尽可能短。

图 1  Τ 随 λ 的变化图

图 2  方法原理示意图

图 3  理想情况下用户请求处理的示意

网络管理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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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代理系统架构

本文所提出的针对短时高并发的小型

Web 应用系统的并发控制方法其系统整体

架构如图 4 所示，包括响应时间统计模块、

反馈调节模块以及排队模块。

首先，响应时间统计模块周期性地

采集后端网站服务器对每个用户的每个

请求的响应时间，并计算单位时间内网

站服务器的平均响应时间；然后，反馈

调节模块根据排队模块中正在排队用户

会话的队列长度和网站服务器的平均响

应时间动态调整处理池的大小，确定排

队模块的排队策略；进而，排队模块根

据当前处理池的大小确定系统输出的用

户会话数，使后端网站服务器的平均响

应时间稳定在用户可接受的范围

内，实现在尽可能多的用户接受服

务的同时，网站服务器可平稳地度

过流量高峰。

1. 响应时间统计模块

响应时间统计模块主要负责

采集每个用户的每个请求的响应时

间，通过一段时间内采集到的响应

时间求出这段时间内用户的平均响

应时间，并将其提供给反馈调节模

块作为调节用户会话数的依据。

2. 排队模块

排队模块的流程如图 5 所示。

排队模块主要负责决定一个用

户的请求应该被正常地转发到网站

服务器还是进行排队。排队模块以用户的

网站 session 以及用户的源 IP 地址作为唯

一确定用户的用户会话 ID，并以此为索

引对用户会话进行排队或放行。位于排队

队列中的用户会话 ID 对应的 HTTP 请求

报文在通过排队模块时将被拒绝转发到网

站服务器，并进行排队，位于处理池中的

用户会话 ID 相对应的 HTTP 请求报文将

被转发到网站服务器。

3. 反馈调节模块

反馈调节模块的流程如图 6 所示。

反馈调节模块通过读取排

队模块中的队列长度以及响应时

间统计模块计算出的平均响应时

间，来对排队模块中的处理池大

小进行调节，并以此控制到达网

站服务器用户会话的数量。

反馈调节模块首先通过队

列长度是否为 0，即当前是否有

用户在排队来判断当前是否为

用户流量高峰、网站服务器是

否可能出现拥塞状况。在用户

较少的时期，发往网站服务器

的请求数较少，因而在反向代

理服务器中不会出现排队的情

况， 此 时 队 列 长 度 为 0。 当 访

问网站服务器的用户逐渐增多，

排队模块中处理池的大小逐渐

无法容纳急剧增加的用户会话 ID 数，多

余的用户被转入排队队列中进行排队。

因此当反馈调节模块检测到队列长度不

为 0 时，将增大排队模块中处理池的长

度，使得网站服务器既能够满足尽可能

多用户的访问，又可以将平均响应时间

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当用户流量高峰

结束后，访问网站服务器的用户会话逐

渐减少，处理池内用户会话 I D 数逐渐

回 落 到 闲 时 水 平， 反 馈 调 节 模 块 根 据

系 统 中 设 定 的 空 闲 等 待 时 间， 将 处 理

池的大小调整为初始状态。

实验

为验证本方案的可行性和处理效果，

本文设计了一个仿真实验，其结构图如图

7 所示。

实验分为三个部分：测试端、反向

代理系统、模拟网站后端。测试端为模

拟若干个用户同时访问网站服务器的行

为，向模拟网站后端短时间内发起大量

访问请求，经由反向代理系统过滤，到

图 4  系统架构

图 5  排队模块流程

图 6  反馈调节模块流程

图 7  仿真实验示意图

网络管理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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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模拟网站后端。使用了一台服务器部

署反向代理系统。模拟网站后端使用一

个可以随着用户并发请求数的增多而响

应时间越来越长的程序来模拟，并部署

到一台服务器上。

为了证明反向代理系统对提升网站

服务器效率的有效性，设计了不同请求数

同时访问网站服务器的模拟实验，即令测

试端同时向模拟网站后端发出 x 个请求，

通过比较经过反向代理进行排队（实验

组）和未经过反向代理直接访问（对照

组）完成相同数量的请求 Q 所需的总时

间 y 来表明反向代理系统对提升网站服务

器的效率是有效的，并通过比较用户平均

逗留时间来表明按用户会话排队的机制优

于直接排队。其中，测试端并发请求数

x={10,20,30,30L 500}，即初值为 10、公差

为 10、最大值为 500 的等差数列，总请

求数 Q=3000，另外设置反向代理系统处

理池的初值 A0=2，处理池大小的更新频

率为 h=5s。

下面进行两组实验。

实验一

分别进行经过反向代理系统进行排队

（实验组）的压力实验和未经过反向代理

系统直接访问（对照组）的压力实验。

图 8 为上述实验的结果。图中横坐标

为测试端的并发请求数 χ，纵坐标为完

成所有 3000 个请求所用的总时长 y，单位

为秒，折线上的每一个点即表示该并发请

求数下完成所有请求所用的总时长。图中

的两条折线分别代表测试端未经过反向代

理系统对模拟网站后端进行直接访问（对

照组）和经过反向代理系统进行排队（实

验组）时的实验结果。

比较图中的两条曲线，可以看出在并

发请求数较小的时候，不经过反向代理系

统直接访问模拟网站后端完成所有请求所

用的时间较短、效率较高，但是随着用户

并发量 χ 的增加，不经过反向代理系统

的模拟网站后端完成所有请求所用的时间

迅速上升，而经过反向代理系统的模拟网

站后端完成所有请求所用的时间稳定在一

定范围内。

仿真实验一的结果证明本方法能通过

减少后端压力，有效的提升后端响应速度，

来实现服务器效率的提升，符合预期效果。

实验二

实验二对比用户平均逗留时间，分别

进行按用户会话排队（实验组）的压力实

验和直接排队（对照组）的压力实验。

图 9 为用户平均逗留时间对比实验

图。图中横坐标为测试端的并发请求数，

纵坐标为用户平均逗留时间，每一个柱状

图的高度即表示该并发请求数下用户的平

均逗留时间。图中灰色的柱状代表直接排

队（对照组）的实验结果，黑色的柱状代

表按用户会话排队（实验组）的实验结果。

实验图选取有代表性同时也是本课题高

并发场景下的并发请求数为 300 至 500

的区间。

比较图中的两个颜色的柱状，可以

看出在并发请求数相对较小即并发请求

数小于 380 时，按用户会话进行排队的

用户平均逗留时间略小于直接排队的用

户平均逗留时间。当并发请求数在 390

以上时，按用户会话进行排队的用户平

均逗留时间明显小于直接排队的用户平

均逗留时间。并发请求数为 400 至 500

区间时，按用户会话排队的用户平均逗

留时间的平均值比直接排队的用户平均

逗留时间小 24%。

仿真实验二的结果证明本方法通过

处理池的方式调节用户请求的处理优先

级，按用户会话进行排队，可以使得用

户的平均逗留时间降低，符合预期效果。

针 对 有 偶 发 性 高 并 发 的 小 型 W e b

应 用 系 统 如 高 校 常 见 的 选 课 系 统 在 短

时 间 内 大 量 用 户 访 问 网 站 服 务 器， 导

致 服 务 响 应 慢 甚 至 宕 机 的 问 题， 本 文

构 造 了 一 种 基 于 反 向 代 理 的 短 时 高 并

发 网 站 的 并 发 控 制 方 法。 该 方 法 对 用

户 会 话 进 行 排 队， 并 通 过 读 取 网 站 服

务 器 的 平 均 响 应 时 间， 动 态 调 整 用 户

会 话 的 排 队 策 略， 使 得 后 端 网 站 的 平

均响应时间最小。

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可以通

过减小后端压力，有效地提升后端响应

速度，以实现整体处理效率的提升，并

且可以降低用户的平均逗留时间，达到

预期效果。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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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执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内主要高

校正积极参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努力探索和推动信息化建设创新发展。网

站作为学校信息公开和对外展示的窗口，

也需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新媒体、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创新，为校

内外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用

户体验。本文通过回顾高校网站的发展历

程，分析当前形势下高校网站建设存在的

问题，探讨高校网站建设未来的发展趋势，

提出集约化建设思路并进行了初步实践。

高校网站建设历史回顾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高校网站建

设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起步阶段：1995 年，我国建立

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随

着互联网的兴起，全国主要高校建立了与

CERNET 相连的校园网，随之各高校也逐

步建立自己的网上门户，以技术为导向，

完成了高校网站从 0 到 1 的跨越。

二是发展阶段：自党的“十五大”提

出“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至

本世纪初，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进入了高

速发展阶段，网站建设也开始引起大多数

高校的重视，学校各个部门、各个学院开

始建立自己专属的网站，逐步形成了一门

户多分支的网站格局。

三是站群管理阶段：随着网站数量的

增加，网站管理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如：

各网站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实现也参差

不齐，平台管理混乱，安全问题频发等。

2010 年前后，高校网站建设引入了网站

群管理的概念。网站群是指统一部署，统

一标准，建立在统一技术构架和实现的基

础之上，对“一群网站”进行集中式管理，

不同网站的信息可以互相共享推送，实现

网站群体系内的数据协同维护。各网站以

相对独立的方式进行分级分目录管理，形

成相对一致的网站运行标准和技术规范，

使高校网站建设、管理和维护变得有序高

效，网站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也

是目前高校网站建设与管理的主要实现和

推进方式。

面临的问题 

网站群管理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多个

部门相对分散无序的网站管理问题，也大

大降低了网站管理和维护的技术门槛。但

随着“智慧校园”建设思路的快速推进和

各部门个性化业务需求的快速变化，高校

网站群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一是系统性能不断降低。随着集群承载网

站数量和文件信息存储的高速增长，不断

需要整合更多的软硬件资源，传统的单例

化存储架构和单一的站群应用部署方式导

致网站群管理平台的响应性能和系统运行

稳定性逐渐减低；二是服务无法整合。网

站群的优势在于信息发布静态化，而高校

各级网站除了信息发布还需要兼顾为校内

外师生和广大公众提供在线服务，如：招

生就业、活动报名、后勤管理、会议论坛

等交互式动态服务，导致多个部门网站的

应用需求要单独开发定制，偏离了网站集

群管理的目标，也为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后

期升级留下隐患；三是全媒体融合瓶颈。

社会已步入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这

个专业词汇成为业界和社会各界热议的话

题。传统的高校网站群系统与 Web3.0、

微博、微信公众号、APP 等新媒体的技术

框架、应用场景差异较大，无法将媒体渠

道资源、教育教学资源、师生科研成果等

深度融合，难以形成新媒体矩阵，影响了

高校网站资源价值、传播效率和信息资源

一体化应用。

网站集约化建设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网站建设也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单一门户到各层级站群构建的不

同阶段。截至 2018 年，学校各机构、教学、

科研等不同部门建设的涵盖宣传、教学、

管理等各级应用的网站数量庞大。根据中

国人民大学《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综合

改革方案》相关要求，学校网站建设要“在

建设规范上做到统一标准、统一数据、统

一平台；在建设模式上，结合学校实际统

分结合；在网络安全上，逐步推行网站集

群建设，建立规范的网络安全体系。”经

过调研总结，决定采用集约化模式来推进

学校各级网站建设。

高校网站集约化

网站集约化是指基于顶层设计的，技

术统一、功能统一、结构统一，面向多服

务对象、多终端（PC 网站、手机端、Pad

端、微信、微博、大屏终端等）、多层级、

多部门网站集群平台，由多个构建在同一

高校网站向集约化建设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

校园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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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体系上的网站群构成。网站集约化是

集群建设的高级阶段，与网站集群在本质

上有所不同。

首先高校网站集约化建设更注重顶层

设计，从高校网站治理、用户体验、智慧

校园融合等诸多方面进行技术架构设计，

在满足同一技术平台、统一数据、统一用户、

统一入口的基础上，要求统一业务接入、

统一资源发布和展现，适应不同用户的业

务需求和访问接入。基于又不限于网站群

建设的平台，使原有的网站群建设平台进

化为各类终端和应用服务的综合性内容管

理平台模式，基于实际和潜在的业务场景，

综合管理各类内容实体，为各类信息终端

提供内容数据和结构化的数据流方案。

其次，集约化更注重不同网站属性的

分类和建设规范。高校网站具有新闻展示

类、知识学习类、业务管理类等多种类型

属性，比如主站与子站、信息类与业务类

网站的建设目标不同，其部署方式、功能

实现以及数据存储形式等均有差异，相对

于传统的统一网站群方案而言，网站集约

化的建设与管理更灵活、更易用和实用。

比如：动态服务集约化部署，通过统一的

动态服务架构平台，满足各业务部门的定

制化需求。

最后，集约化建设能够实现更高层次

的信息处理。在集约化建设模式下，能够

真正带动网站集群的大数据应用，集群网

站和用户越多，就越能够客观地反应和分

析用户的行为和访问轨迹，并持续优化网

站，提供更智能的服务，以技术推动服务

意识的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网站集约化部署

应用在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网站群

平台中全校的网站按使用（更新）频次和

安全响应级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校园主

页（校园中英文主页、新闻网）。这类网

站是校内外访客优先访问的门户，是二级

网站访问的入口，静态展示类内容更新量

大、并发访问量高，对响应速度、用户体

验、系统安全性有更高的要求，是全校对

外网站中安全级别最高、最为重要的网站

门户。第二类是教学、

科研和管理相关的网站。

这类网站数量规模庞大、

用户多、需求不统一、

不易管理，是网站集群

建设中最需要解决的网

站。第三类是社团、项

目组及其他业务相关网

站。这类网站没有统一

标准，业务相对独立，

管理缺乏统一规范，容

易成为安全管理的盲区，

也是网络黑客最易攻击

的目标。

针对这三类网站，

单一的网站群系统平台

无法再适应现今的服务

和安全的需求，基于网

站集约化建设的方案思

路，充分整合利用现有的软硬件和网络资

源，构建了适用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网站集

约化方案。

结合现有的构建需求，设计规划了四

类（层级）的应用环境，分别用于持续开

发集成、内容管理平台支撑应用、对外静

态动态服务和对外的静态公有云服务。其

中，内容管理平台支撑应用，是整个集约

化建设方案的枢纽，也是校园内容建设和

对外服务的主要平台工具（生产环境），

负责校园网站、微信、微博、APP 和其他

应用的内容维护、提供和推送更新服务。

应对该平台所做的统一性改进、升级和定

制化方案，均采用持续集成模式，在开发

环境中完成开发、测试迭代，将稳定版本

化后的数据与功能推送到实际应用的生产

环境中，完成版本迭代、功能更新和异常

修复。内容平台的产出通过静态化合成的

方式，以文件数据为载体，分别同步推送

到对外静态服务环境和静态公有云环境中，

作为门户网站和各级子站的对外网站服务

门户接入点，同时在对外网络接入环境中

部署动态应用平台，用于接入和实现各站

点的动态个性化需求，数据和应用与内容

管理平台相互隔离，满足安全审计要求。

根据以上方案设计需求，集约化部署

分为四个层级：内网开发环境 / 内网运维

环境 / 外网运维环境 / 云服务（SAE）。

分别部署内容管理开发平台、内容管理与

监测平台、动态开发平台和公有云 http 接

入服务。在功能和数据层面实现了平台统

一化和个性化服务分离的兼顾。

如图 1 所示，CMS（内容管理系统）

应用作为整体网站集约化建设的枢纽，承

载着网站和多终端的内容维护服务。通过

集群化部署在实现主站 / 部门 / 学院 / 其

他站群内容隔离的同时，通过动态接口调

用的方式，实现相互间数据的复用，达到

安全又高效的目的。在内网运行生产环境

中设置定时备份方案，保证数据功能的备

份冗余安全，基于版本控制实现对已有运

行环境的完成备份，可以作为灾备及时切

换迅速恢复服务。对于 CMS 的功能更新、

扩展和修复，均通过与生产环境单向隔离

的 CMS 开发环境完成，在完成开发测试

周期后，将内容推送到 CMS 的应用环境中，

持续集成，并通过备份的版本控制对异常

数据做及时比对修复甚至回滚操作。

图 1  功能部署

校园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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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MS 平台的内容产出，以文件数

据包的承载形式，通过网站防篡改系统，

单向同步到前端（校园网）和公有云的

Http 服务器中，作为网站群对外内容展示

的主要接入点。公有云与外网环境（校园网）

中均为完整的对外静态服务，作为主站和

各级子站的冗余备份。同时外网环境中部

署动态开发平台，以容器化思路构建，为

各级网站提供对应的个性化服务功能支撑。

具体到应用设计开发上，应用的构建

充分采用适用于当前应用场景的组件化、

松耦合的开发模式，通过面向不同业务需

求网站的独立化应用组件封装，在各种应

用集成上真正做到无缝对接。应用开发基

于 SpringCloud 微服务框架，充分利用和

借鉴 SpringBoot 架构思路，以独立服务应

用的分布式 Plugin 模式，快速注册集成功

能组件，完成实际业务场景的需求。

采用分布式多级缓存技术，实现并发数

据的高效应用，有效提高了数据流转和处理

效率。数据库层面通过主从构建模式，实现

了大数据量和高并发应用环境中的数据高可

用性，同时采用水平拆分模式，构建基于实

际应用隔离需求的分

布式服务。应用之间

通过统一的权限鉴别

框架实现统一的资源

分发管理，实现应用

实例之间的数据有限

（权限）互通。

同时，在内网部

署运维监测系统，对

多服务、多资源进行

可视化监管，直观了

解平台各子系统资源

和服务的运行状况、

健康度和故障告警，

实现资源服务的集约

化管理。

目 前，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网 站 集 约 化

平 台 已 部 署 完 成，

暂时启用 4 台虚拟服务器，可支持 300 个

网站同时运行。现已运行 40 多个不同形

式的网站，各级栏目 1813 个，累计发稿

量 26140 篇，数据量 32G，页面日平均点

击量 3027 次，前端不同站点的页面访问

响应时间在 0.16~0.6S 之间，如图 2 所示；

后台管理用户 65 个，系统登录平均响应

时间 0.113s，上传附件 0.103s，上传图片

0.031s，单篇发布时间 0.028s，与之前的网

站管理相比性能提升 60% 以上，如图 3 所

示。结合文字、视频、图片、新媒体及动

态模块统一集约化管理，校园网站管理的

综合效率提升 80%。经过三个多月的实际

环境测试，安全事故为零，平台故障率为零，

前后台用户的满意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综上，实现平台集约化、服务集约化

和管理集约化，在保障全校网站统一化的

过程中同时兼顾个性化、独立性和差异化

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网站集约化平台建

设采用去“IOE”的技术架构，有限使用

行业普及的开源应用系统、环境和框架，

如：CentOS、Tomcat、MySQL 等，管理上

基于通元新媒体内容管理（GpowerCMS）

系统、动态开发平台（GpBase）、网站运

维监控和配套移动端等组件，根据实际设

计架构和应用场景深度改造集成。网站模

板的开发设计完全基于 HTML5 规范，所

有网站页面输出支持各类终端 PC 及手持

设备终端。另外，平台内嵌微博、微信和

移动 APP 等新媒体管理，可实现统一平

台的多渠道发布，为网站内容管理建设启

发新的场景和思路。

网站集约化建设总结

高校网站集约化建设，可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结合云计算、混合云数据交

换和数据存储等技术的自然优势，在大

规模数据存储、集中化运维、高并发体

量下使网站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容灾性、

稳定性和扩展性。但集群化建设，体系

庞大、矩阵结构复杂。在进行集约化实

施过程中，调整和修改往往会牵一发而

动全身，因此要对规模化网站体系结构

有明确的规划，形成规范的网站架构图

谱，方便进行批量增加、修改和删除。

随着基于大数据计算、面向服务的设计思

路以及相关开源框架的成熟，去“IOE”

化不再只是基于传统的成本和安全考量，

更多的是以新的思路和架构去适应和实现

当今实际业务应用场景的诉求。另一方面

对于去“IOE”的改造也会带来应用移植

风险，这必然给应用软件开发商提出更高

的要求，如何完整全面地规划和实现，如

何合理地将设计和工具有效结合，如何将

设计、技术和管理运维有机地结合起来，

都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高校信息化的本质就是以 IT 技术支持

学校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发展。因此，高

校信息化建设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

划，必须充分了解 IT 技术的发展趋势，使

用成熟、先进而又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来实

现学校的信息化，这样才能保证在规划实

施过程中不会因为 IT 技术的发展而被迫改

变技术路线。因此，高校网站建设应以促

进资源集约与节约利用，提高网站服务质

量和水平为原则，应坚持进行网站整合，

走集约化发展道路。 （责编：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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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站点访问速度

图 3  页面访问响应情况

最新站点访问速度（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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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昱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 +、移动互联等信息化应用

不断深入，信息化与山东大学的教育教学和科研、管理、生活

已经深度融合，成为了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为了解决传统

校园网在网络部署、运维和管理等方面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校园网建设采用 SDN 架构，在控制区部署

SDN 控制器、认证系统及 DHCP 等，核心设备全部为 100G 骨

干网，汇聚和接入设备 1500 多台，无线设备 6700 多台，满

足业务高性能需求，智能化终端接入数量约 10000 多个。

随着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如何高效的运维和管理这

部分设施和应用成为了学校信息中心新的挑战。

基础设施品牌众多、种类复杂，通过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

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被动式的运维体系，无法优先于用户发现潜

在的问题；随着接入网络的终端日趋增加，对于终端和 IP 地址

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无法及时追溯终端的位置信息和

IP 地址的分配情况；用户的上网日志存在着大量的数据价值，

有利于管理员进行定位溯源 , 如果仅仅将日志分散于网络设备

中，将失去数据的价值。

随着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学校工作对

校园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完善的 IT 运维管理体系能够保障网络基础设施的稳

定和高效运行，能够改善业务的可用性及可靠性。鉴于此目的，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构建了一套以基础设施数据为基准，多方运维

数据联动的新型 IT 运维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了整体运维效率，实

现了管理可视化、数据多样化和效益最大化。

智能 IT 运维管理系统

目前青岛校区核心网络已率先实现了 100G 互联，楼宇上联

核心全部支持扩展到 40G/100G，楼宇接入全部通过万兆上联汇聚，

有线网络终端全部实现千兆接入；无线网络使用超过 6700 台最新

的 802.11ac wave2 无线 AP, 实现校区 Wi-Fi 全覆盖。

为有效监控青岛校区这张有线无线融合网络，避免在多套

运维系统之间来回切换，贯彻一个平台原则，在青岛校区部署

了一套智能 IT 运维管理系统。系统可自动对现网中运行的交换

机、路由器、安全设备、无线控制器、无线 AP 实时全面的监控。

在统一的平台上实现全方位的资源监控，通过数据收集和处理

进行集中展现，实现性能数据、告警数据并行输出，并通过 3D

动态建模，实现资源动态可视化管理，构建 IT 运维人员全新运

维视图。

智能运维系统可自动计算有线及无线网络设备之间的连接

关系，以层级拓扑方式清晰展现整体学校网络结构。拓扑图中

（如图 1）以不同颜色直观展示设备及链路健康状态，并支持

展示链路流量信息、动态实时更新，帮助运维人员掌控全局网

络运行状况。

智能 IT 运维为业务系统实时诊断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规划面积 3000 亩，可

满足 25000 名学生和 2000 名教职工学习、

生活和教学科研的需要。随着青岛校区的

成立，由济南、威海、青岛三地共八个校

区形成“山东大学系统”，使山东大学成

为中国地区最大、系统相对最完善的高校，

也将带动山东大学进入全新时代，向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山东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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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业务系统健康度为导向的监控体系

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业务系统建设的运行状况直接体

现信息部门的服务水平。如果业务系统出现故障，将导致全校师

生无法进行正常教学和学习。因此对于业务系统的监控，青岛校

区采用了 CFIA 理论树形逻辑关联算法为核心的监控体系，以应

用系统为核心，结合该应用系统关联的网络设备、服务器、数据

库、中间件等故障信息，进行联动计算，计算出业务的健康值，

并且以业务拓扑方式直观呈现，清晰展现各层 IT 资源的结构脉

络，当业务出现异常时，可从故障点自上而下的溯源分析，实现

事前预警、事中感知、事后追溯。

数据联动实现终端上网全轨迹追溯

随着学校接入网络终端激增，需要采用更加智能的方式来管

理网络和终端。青岛校区通过集成的核心服务、工作流和自动化，

关联网络设备的接口数据、网络设备的机柜位置数据、配线架信

息数据、房间墙插数据、无线 AP 的位置数据以及上网终端数据，

构成有线无线终端上网轨迹链，支持网络设备、用户终端和 IP

地址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提高安全性，确保终端始终可追溯性。

移动运维颠覆传统“座椅式”模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提升学校的

运维服务和效率，无疑是一项新的尝试。青岛校区构建了一套基

于智能运维管理平台开发实现的移动端智能运维系统，通过在移

动端，可以随时随地接受来自运维管理平台的告警产生信息和告

警恢复信息，并且可以联动运维流程进行移动化处理，例如提交

服务请求、故障申报及流程审批处理，真正实现了运维的移动化，

不必再受位置和空间的限制。

“账号 + 终端 +IP+ 端口”数据链

运维管理范围不仅只管网络设备，用户的上网信息数据同样

重要。青岛校区构建了一套以用户账号信息为基准，覆盖用户终

端信息，NAT 数据的全日志记录，将网络行为数据与用户标签

数据关联，建立完整的用户网络行为数据模型，组成最直接简洁

的数据链：谁（账号）在哪里（位置）用什么（终端设备）干了

什么（在网络中做了什么）；将传统的以 IP 为标识的行为数据

变为以账号和终端为标识，溯源更精准。

在进行运维日志系统建设过程中，青岛校区网络运维人员

探索了一条新的思路，可以基于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例

如可根据用户身份（如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工）分析他们的

访问行为，同时从时间以及院系、年级等标签维度进行分析，

了解不同群体的行为特点，从而更有针对性的提供 IT 运维服务。

又例如可根据网站域名统计用户访问量，获知哪些内部发布资

源的访问量最高，并基于此及时调整资源带宽分配策略以及资

源服务器数量；同时可统计校内学生访问哪些网站最多，获知

学生的日常动态。

构建三地一体化运维体系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智能 IT 运维体系（如图 2）是应用大

数据、智慧运维、移动运维等新 IT 解决方案在运维工作中的

成功实践，运用新型 IT 技术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需求，将

在未来教育行业形成常态。同时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将继续探索

新的技术路线，努力打造三地一体化运维体系，构建“集中化、

一体化、智能化”的设计模式，分层设计，实现功能总集成、

流量总调度、资源全监控，提升三地协同运维的能力。 （责

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图 1  学校网络结构中的设备及链路健康状态

图 2  智能 IT 运维体系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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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秀琴

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很多高校都在扩展办学规模，

“一校多区”、“跨省市校区”现象应运而生。多校区办学开拓

了新的教育发展空间，弥补了教育资源的不足，增加了院校的整

体竞争优势 [1]。多校区高校普遍存在师生跨校工作和学习的情况，

随之而来的是这些“流动”用户对学校信息化资源提出的跨校区

统一应用需求，校园一卡通作为学校就餐、门禁、购物、洗浴等

师生最基本的工作生活支撑，在多校区实现“一卡通用”成为了

师生最迫切的需求。本文以哈尔滨工程大学为例，探讨跨省两校

区间校园一卡通系统建设与应用方案。

建设背景及需求

建设背景

哈尔滨工程大学现有哈尔滨校区（以下简称老校区）和青岛

校区（正在建设中，以下简称新校区），未来两校区师生规模相

当，一大部分师生有往返于两个校区的用卡需求。

老校区现有校园卡系统为 2008 年建设，主要应用在校园金

融消费、身份识别应用服务和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方面，实现了餐

饮、超市、洗浴、洗衣、网费、电费、图书借阅、门禁、考勤和

会议签到等应用，满足了老校区的基本需求，但还存在着一些不

足，具体表现在系统功能不完善 , 不支持虚拟卡等在线应用；网

络通信线路老化，终端设备超期运行；IDC 支撑环境资源不足，

缺乏异地灾备等安全措施；平台扩展性不强，尚无对多校区共用

校园卡的规划设计。

目前大部分高校校园卡业务仍以实体卡应用为主，离线脱机

支付运用于绝大多数场景，这限制了校园卡业务的进一步扩展 [2]。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新兴移动支付技术的普及，联机在线消费

模式的校园一卡通系统逐渐发展起来，虚拟校园卡的应用越来越

被用户认可，弥补了原有物理卡片的不足，使校园卡业务得以在

手机 APP 等载体进行线上办理，给师生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

简化了业务办理流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根据学校信息化工作安排，今年进行校园一

卡通系统升级改造，建设在线交易模式 , 实体卡、虚拟卡、NFC

等各种介质并存的新一代校园卡系统。多校区“一卡通用”是本

次升级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设需求

1. 构建开放的校园一卡通平台：校园卡系统将采用开放式

体系结构，不仅与目前已有信息系统平滑对接，而且建设标准

的对接接口，实现灵活扩展应用服务。同时，系统支持虚拟卡

和实体卡。

2. 实现联机在线支付：改进校园卡支付模式，构建以在线

联机支付为主的校园支付环境，建设校园卡移动端应用，使二维

码、NFC 等新型支付介质与传统卡介质融合，满足师生在校园

内各种消费场所的移动支付应用需求，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3. 实现多校区“一卡通用”：两个校区共用同一套校园卡

系统，师生可在两个校区食堂、超市、浴室、体育馆等场所消费，

在两校区的门禁、通道等进行身份认证；两个校区校园卡系统数

据共享，采用一体化的校园卡服务模式。

系统设计原则

为保障不同校区师生的使用体验，结合实际需求，采用“系

统共用、数据共享、服务一体化”原则建设多校区校园卡系统。

多校区一卡通用让师生生活更便利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哈尔滨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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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共用：即新校区与老校区使用同样的校园一卡通管

理平台，但分别独立部署在本地，管理平台管理各自的业务系统，

对于跨校区业务通过发起任务脚本程序获取异地校区的数据，处

理相应的业务。确保两校区间系统功能、数据结构和数据标准一

致，从而向师生提供一致的服务 [3]。

2. 数据共享：即新校区与老校区使用同样版本及结构的数

据库，通过租用运营商 VPN 专线及 Oracle Golden Gate 数据同步

技术实现校区间数据共享和交换，同时老校区校园卡数据与新校

区互为异地容灾。

3.服务一体化：各校区校园一卡通的服务与管理模式一致，

服务标准相同，新校区是老校区校园一卡通的延伸，实现两校区

间真正的“一卡通用”，满足师生跨校区的无感知漫游用卡需求。

总体架构设计

本校两个校区跨多个省市，考虑两校区间的物理距离可能导

致广域网络的不稳定，为确保各校区绝大多数本地用户校园卡应

用的及时性和并发性，在两校区本地分别部署校园一卡通管理平

台、独立的数据库、独立的终端设备、独立的专网，校区间业务

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数据共享及功能共用，解决跨校用卡需求 [4]。

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1. 网络层：各校区在本校区内建设独立的校园一卡通物

理专网，确保本校区校园卡业务运行，校区间通过租用运营商

VPN 专线互联，搭建逻辑上的校园一卡通专网。

2. 数据层：由于考虑跨校区之间广域网络的不稳定性，数

据库采用分库部署架构，两校区数据库结构相同。为保障系统的

使用性能，采用两台 Oracle ODA 一体机部署校园一卡通数据库

系统，校区间两台 Oracle ODA 数据库服务器之间，采用 Oracle 

Golden Gate 技术，结合校园一卡通系统的任务脚本程序进行数

据同步，实现两个校区之间数据双向复制。各校区通过 Oracle 

ADG（Active Data Guard）技术将生产数据库的数据实时备份，

该库同时对外提供校园一卡通数据查询、数据分析、第三方数据

发布服务。在老校区设置与生产库不在同一楼宇的容灾服务器，

通过 Oracle DG（Data Guard）技术实现数据容灾，从而使校园一

卡通数据存储形成 “两地三中心”架构。

3. 系统层：校园卡系统采用联机在线 + 授信模式，支持实

体卡和虚拟卡应用，实体卡应用系统在每个校区建立一套独立的

系统，共享账户信息，异步交互授信信息，主要功能包括卡务、

结算、消费、水控、自助等模块。移动端的虚拟卡应用及 Web

应用共用一套部署在老校区的 Web/APP 服务，实现两校区共用

在线办理的消费、充值、卡务、查询等功能。系统后台管理模块

主要完成本校区各项通用功能，同时实现与异地校区的任务处理。

4. 服务层：该层面向用户提供校园一卡通服务。两校区分

别部署消费 POS、水控、车载及自助卡务、自助现金充值、自助

多媒体等服务终端。在软件应用方面，两校区共用所有 Web 服

务和移动端服务。同时，校区间管理办法、业务流程、服务标准

等相同，为用户提供一致的服务体验。

系统关键业务实现方案设计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采用分布式部署，关键业务采用微

服务构架。系统支持实体卡和二维码等多种模式应用。通过授信

机制和脱机码模式解决网络异常等环境下的应急使用。关键业务

实施策略如下：

1. 开户 : 用户的开户由人员人事关系所属的校区（即本地校

区）完成，开户后信息同步至异地校区。 

2. 充值 : 每个用户在办卡时需要设定所属的校区，采用 Web

或 APP 充值时，所充金额进入用户所属校区的账号中，如采用

现金充值，则首先进入用户充值所在地账户中。

3.消费 :联机在线校园一卡通系统支持刷卡、虚拟卡正扫码、

虚拟卡反扫码消费模式，其中，刷实体卡和虚拟卡反扫码业务系

统交易流程一致，以实体卡为例，交易流程如图 2 所示。

用户在刷卡消费时首先判断消费终端是否在线，在线时则去

本地系统中查询账户信息，如查询到账户为非本地，首先启动授

图 1  两校区校园卡系统总体架构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图 2  实体卡消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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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消费流程，确保用户消费的及时性。随即系统发起异地账户信

息同步请求，将用户的账户余额及授信额度信息同步到异地数据

库，同时，扣除用户本次消费金额，进而产生准确的交易流水信

息，完成整个交易过程。

虚拟卡正扫码的交易流程如图 3 所示：

用户在正扫码消费时首先查询该账户是否为本地，如为本

地账户则启动在线交易流程，扣费并返回交易信息；如查询到账

户为非本地，则跳转到用户所在的异地服务器，再执行在线消费

流程，在异地账户扣费后返回交易信息。 

在技术方面，在线消费采用阻塞流程，交易过程中授权，

交易请求环节采用可靠传输，交易后消息通知采用不可靠数据推

送。通过每笔交易签名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通过划分不同的热

点交易类型，高速缓存账户信息数据等方式，提高系统并发数和

缩短交易时间，避免用户使用高峰期交易时间过长 [4-5]。

4. 结算 : 财务结算方面，因校区所属省市不同，各校区根据

当地财务管理要求独立结算。对于用户在异地校区消费的账务，

按结算周期，各校区定期按整体收入和支出情况，转账给异地账

户，由异地账户结算给商户。

5. 卡务 : 因两校区间用户数据是双向同步，用户补卡、挂失

等业务两个校区均可办理。同时，可通过自助服务终端向用户提

供自助服务。

数据同步及安全方案设计

数据同步

跨校区数据同步主要分为账户（授信）信息同步、流水（交易、

认证等）同步、结算数据同步。异地交易异步发起同步请求校验，

确保账户、流水和结算数据的一致性。

采用两台Oracle ODA数据库一体机部署校园卡数据库系统，

两校区分别部署一台，数据库服务器之间采用 Oracle Golden Gate

技术实时同步，实现两个校区之间数据双向复制。

在面向校内其他应用的第三方数据同步方面，通过学校统

一的数据交换平台，将两校区的信息汇总后统一发布。信息内容

图 3  虚拟卡正扫码消费流程

主要包括：用户信息（制卡和生成虚拟卡账户信息等应用），实

体卡片信息（门禁、通道等），在线认证信息（二维码身份认证），

交易流水数据同步（用于大数据分析）、照片信息等。第三方数

据同步流程如图 4 所示。

数据安全及高可用设计

为保障在线系统数据频繁传输的安全性，对账户、交易等敏

感数据采用数据签名验证，不允许直接修改数据库，交易记录凭

证有验证信息，防止被人为篡改；用户密码等敏感数据加密存储，

应用服务器上不保留明文密码，POS 终端必须安装合法的 PSAM

卡才能签到，同一个终端号只能有一台 POS 机有效 [6]。

交易过程中，POS 终端通过用户卡和 PSAM 卡计算签名，后

台验证通过后批准交易，做到交易记录准确性。数据传输到后台

通过 HTTPS 协议，保障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 [7]。

应用服务采用多个节点实现负载均衡和容错，消费终端前置

采用多节点冗余部署，主前置节点如发生故障，终端自动切换到

新的节点工作。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就是为师生提供更加便

捷的一体化服务，目前高校校园一卡通系统正处在由脱机离线方

式向在线交易方式转变的时期，随着越来越多高校建设了跨省市

的多个校区，探讨多校区在线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具有

重要意义，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极大的便利了师生生活。 （责

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化处）

图 4  第三方数据同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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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教育信息化的交流中，智慧

校园不约而同成为关注的焦点，笔者谨从

信息化工作实务角度提出几点浅见，供各

位同仁商榷。

智慧校园是在反思中不断演进
的实践目标

本世纪初智慧校园概念即已引起相

当多的讨论，但彼时未能得到广泛认同，

原因之一是当时信息技术应用远未成熟，

新技术产品未能充分发挥实用价值。近年

来伴随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创新产

品已极大丰富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互联网智慧服务也实现了极佳的用户

体验，广大师生必然对智慧校园建设产生

更高期待。在此背景下，“互联网 + 教育”

方兴未艾，不仅互联网企业正在向教育领

域高歌猛进，学校也开始主动拥抱互联网

产品和互联网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探索

实践。

与此同时，所谓“乔布斯之问”[1] 等

话题也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反思，教育信息

化对教育现代化的驱动路径、对教书育人

质量的提升能力受到质疑。基于对现状的

清醒认识，上海教育主管部门提出避免技

术驱动、设备驱动、概念驱动和利益驱动

的“四个异化”，以及理念由技术驱动向

育人为本转变、建设由碎片化向系统化转

变和应用由脉冲式向常态化转变的“三个

转变”的具体建议，很好总结了近年来对

智慧校园建设反思的成果。[2]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三全两高

一大”的发展目标和相关行动计划。2018

年 6 月，《智慧校园总体框架》国家标准

文件公布，规范了智慧校园的总体架构和

基本要求。系列文件明确了智慧校园的育

人导向，也表明信息化转型升级是推动教

育改革的内在需求和时代发展的必然选

择，然而高校信息化实践中，如何具体回

答什么是智慧校园，仍有待持续探索并形

成共识。

历史问题及未来思路

基于对实践中问题和需求的梳理，笔

者建议启动智慧校园建设前请先行思考下

述问题：

有无必须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首先要考虑学校信息化基础条件是否

已具备：基础设施、支撑平台、管理服务

应用是否完整、可用，数据治理体系和安

全体系是否已建立等等，如果“刚需”条

件有欠缺，则必须在“弯道超车”的同时

同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能否与学校深度改革相互驱动？

其次要追问学校能否同步启动改革

步伐：在数字化校园时代，网上办事大

厅等流程再造的工程已离不开学校治理

的深度革新，智慧校园时代新体系的重

构更需与学校治理改革同步推进，而在

教育教学领域，学校积极开展教育改革，

教 育 改 革 有 决 心 与 信 息 化 转 型 相 互 驱

动，是智慧校园取得核心成就的一个先

决条件。

是否具备建设高水平项目的能力？

再次要评估高校信息化建设能力：技

术人才流失、供应商能力不足、互联网应

用水土不服等现实问题都可能影响信息化

产品质量，需要采取利用学科优势、优化

人才政策、行业协作共建和向互联网企业

争取合作资源等多种措施提升建设能力，

才可能做好智慧校园建设。

是否拥有运营专业化服务的团队？

此外，高校信息化还要细分出专业的

运营队伍：智慧校园的运营不仅需要包括

产品、用户、内容和活动等一般运营的团

队，还需要辅导人技协同应用、提升师生

信息素养的咨询团队，与技术专家持续协

作提供数据服务、优化产品设计的教育专

家团队等更多支持力量，运营好才能让智

慧校园的建设成果真正用起来。

建成什么样的成果才能符合学校预期？

通常来说，连接起较多的物联设备，

体现出较好的工具价值，实现较好的用户

体验，做出较好的创新服务等等都是能让

师生用户“点赞”的智慧校园现实成就，

但回归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智慧校园建

设成果只有对教育改革产生深层驱动、对

以人为本推进校园智慧服务
摘要：本文从信息化工作实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启动高校智慧校园建设需理清的几个问题；并基于复旦大学的初步探索实践，

提出了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启动智慧校园建设的几条路径。

复旦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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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有显著提升才能符合学校对教育

现代化的期待，才能促使信息化工作从 IT

服务层面上升到战略决策层面。

遵循“以人为本”逐步推进

基于复旦大学的初步探索实践，笔者

建议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先从以下

路径启动智慧校园建设：

对接本校育人改革需求，全面提供技术

支撑

信息化部门与教学主管部门应建立有

效的协作机制，充分交流本校教育改革的

核心理念、特色项目和信息化需求，联合

制定相关信息技术支撑体系和融合创新项

目建设规划。双方不仅应在教育主体、教

育资源、教育环境、教育过程等方面深度

合作构建信息化平台，还应该兼顾课外实

践、校园管理、生活服务、校园文化等更

多领域的育人效应，围绕全面育人需求进

行规划设计。在此过程中，信息化部门也

可在业务部门支持下，从教学研究机构、

活跃师生用户和三助体系中获得运营人才

来源。

充分依托现有基础条件，辅助师生减负

增效

在高校教学科研信息化领域，师生信

息素养的提升和使用习惯的培养仍然需要

一个较长的过程。建议结合既有的软硬件

基础，首先在既

有教学、科研的

重要环节提供可

减轻师生负担、

提升工作效率的

服务项目，做好

教学空间、管理

信息系统和网站

平台对接师生的

“最后一公里”，

支持自动化完成

信息发布、资料

归集、视频录播、

文件流转、设备调度等组合动作，并提供

在线阅读、文件保护、协同办公等便利工

具和服务平台，通过小切口服务快速介入

教学科研过程，以为后续数据收集等工作

打开局面。

建强高校自主技术团队，打造敏捷开发

能力

近年来高校同仁普遍呼吁优化信息化

人才引进政策，可以预见随着持续创新、

快速迭代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常态，“外包”

模式将很难及时响应大量动态需求，强有

力的自主技术团队也将再度成为信息化部

门的“标配”，重视高水平技术人才引进

和人才培养的高校也将在智慧校园建设阶

段取得优势地位。在吸引人才的同时，高

校也应对信息系统逐步开展微服务、容器

化和敏捷开发相结合的技术改造，进一步

打造适合高校的“业务中台”架构，以降

低创新成本、提升建设效率。在增强人才、

改善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期待国内高校能

加强行业合作，共建开源技术框架和通用

平台软件，进一步减少重复建设，提升软

件质量，改善行业生态。

优先向移动端迁移业务，完成统一前端

改造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

发展，微信等 IM（即时通讯工具）已成

为用户广泛接受的服务入口。高校信息

化或可在校园着力推广定制的 IM 应用，

将高频使用、简单交互的轻量级业务逐

步迁移到 IM 平台，通过自然语言或关键

词交互触发，使消息流代替传统 Web 系

统或移动工作台，实现会话与应用深度

融合，进一步简化师生办理业务、获得

服务的方式。IM 终端如能广泛应用，高

校信息化将获得便捷交互、实时触达、

广泛连接等智慧服务的基础能力。与此

同时，建议依托统一的前端框架和统一

的用户体验设计，对全部信息系统的前

端进行标准化、移动化改造，全面优化

用户使用体验。

做精智能推荐和智能助理，深挖场景智

能服务

我们设法升级的诸多平台仅为智慧

校园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智慧的直观表

现还是集中在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做

好智慧服务，高校首先应建好智能推荐

系统，依托需求、行为、应用、场景等

校园数据，与广义的育人资源交叉结合，

为师生提供精准的智能化信息推荐服务；

其次应建好智能助理平台，让智慧服务

回归“以人为本”理念，让计算机更懂

人的事务，从而有机会承担更多重复、

枯燥、大量并行和更为精确的工作，并

能够协助人管理好信息、日程，甚至为

人的发展提供指南和驱动力量。

笔者设想，未来相当长的一个阶段，

高校信息化就是在深入探索诸多不同的

校园场景下，那些既能大幅提升用户体

验，也能对人的培养起到促进作用，并

将场景智能关联起来形成系统化实践的

智能服务，或可帮助我们回答：这就是

智慧校园。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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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平台助力一流学科建设
摘要：为满足学科发展需要，众多高校建立了以科学计算为主的高性能计算中心，并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增多，

逐步拓展深度学习系统。本文以安徽大学公共计算平台的建设为例，围绕如何在应用计算量快速膨胀的环境下，应对扩容部署复杂、

能耗过大、管理复杂等方面的挑战，对机房建设、计算集群建设及软件平台建设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文 / 段运生   刘辉   竺德

随着安徽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工作的推进，理工学科对公共计

算的需求快速增长。安徽大学公共计算平台需要同时满足高性能

计算和深度学习两方面需求。高性能计算需求主要集中在物理与

材料科学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应用方向主要包

括材料计算、化学计算、生命科学、气象等；深度学习需求主要

集中在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及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应用方向主要包括深度学习、图像处理、模型训练

等。为有力支撑学科建设，2018 年初，安徽大学启动校级公共

计算平台建设工作。

建设思路

考虑到各院系分散购置不利于资源的整合和建设效益的充

分发挥，因此采用集约化方式建设校级公共计算平台。公共计算

平台建设包括机房建设、计算集群建设及 HPC 与 AI 融合软件平

台建设三个部分。平台应安全可靠，具备先进性、可扩展性和可

管理性。数据中心机房基于标准化模块建设；计算集群采用刀片

服务器和机架服务器混合架构，支持 CPU 和 GPU 计算；软件平

台采用 SLURM 调度系统，支持 CPU 的管理调度、GPU 的管理调度、

集群系统的监控管理。

机房建设

安全可靠的机房设施是公共计算平台运营成功的关键，

在机房系统结构设计时，需遵循《数据中心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2017），坚持统一规范的原则，设计时充分考虑安

全可靠性、可扩展性及可管理性。机房采用模块化方式建设，机

房面积 309m2，设计三套微模块，装饰装修工程一次性到位，预

留空间用于后期扩展。

一期建设一套微模块，配置 19 台服务器机柜、1 台精密配

电柜、3 台行级精密空调（42KW），预留 2 台空调扩容空间。

供电采用双母线结构，配置两台 100KVA 模块化 UPS。模块内建

立一套全面、完善的管理和监控系统。智能供配电管理，实现供

电链路可视，支路端子温度检测预警、电池状态检测、PDU 级

供电情况监测，全面提升供电系统可靠性。基于 AI 自优化算法

的温控管理，实现温度云图 - 负载 - 温控联动保证无热点，确

保温度场恒定可靠。U 位级资产自动管理，使得资产免人工清点，

提升运维效率。同时该模块还具备智能照明、eLight 模块状态指

示灯、消防联动、电动通道门、人脸识别门禁等便利功能。基于

先进的集中管理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监测整个数据中心机

房的运行状况，利用实时灯光、语音报警，实时事件记录迅速确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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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故障，提高运行性能，简化数据中心管理

人员的维护工作，从而为数据中心安全、可

靠的运行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计算集群建设

公共计算平台需要同时满足高性能计算

和深度学习两方面需求（如图 1 所示）。高

性能计算系统采用刀片服务器作为并行计算

节点，共计26把刀片。机箱内支持无状态计算，

刀片服务器关键部位全部采用冗余和热插拔

设计，关键业务不会因为单点故障而中断，

满足高性能计算的需求。为保证集群系统的

先进性和更好的扩展性，服务器平台使用英

特尔全新一代 Purley 架构。通用计算节点采用 Intel Skylake CPU，

每节点配置 2 颗 14 核 CPU，12 根 16GB 的内存，1 块 240GB SSD

硬盘以及 100Gb/s 的 Intel OPA 网卡。深度学习系统采用 GPU 服务

器作为基础硬件平台，GPU 采用主流的 Nvidia Volta V100 专业级

GPU 卡，配置 3 台一机八卡 GPU 节点和 1 台一机两卡 GPU 节点。

本次配置的一机八卡的 GPU 服务器可以提供不同的拓扑模式，

1 颗 CPU 支持 8 块 GPU 卡，或者 2 颗 CPU，每颗 CPU 支持 4 块

GPU 卡，有效的支持 GPU P2P 功能，同时企业级 GPU 卡还可提

供 GPU Direct RDMA 等功能，充分优化其代码提高作业效率。

公 共 计 算 平 台 采 用 性 价 比 较 高 的 OPA（Omni-Path 

Architecture）网络交换架构，支持单端口最大带宽 100Gbps、时

延低至 110ns，并支持错误检测等特性。采用 Lustre 文件系统作

为全局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具有按需扩展容量和性能的能力，

降低了部署多个独立文件系统的必要性，从而避免了在计算集群

之间复制数据，简化了存储管理。本期配置的两台存储，一台全

闪存存储用于存储元数据，一台用于存储对象数据。

HPC 与 AI 融合软件平台建设

融合软件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完善的HPC使用和管理系统，

以便让最终用户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科研工作上，降低使用者的学

习成本，提升组织的整体规范性、专业性以及生产效率。平台基

于公有云 + 私有云的混合云方案架构设计，包括超算云桌面系统

和集群管理监控系统。提供国家网格站点连接接口，可实现本地

计算资源与国家网格计算资源整合，当本地计算资源不足，可以

将作业提交至网格站点。

超算云桌面系统在云技术的基础上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功

能、HPC 设备资源管理、应用管理、本地作业管理、远程作业管理、

机时统计管理、计费管理、系统便捷接入等功能。平台既支持主

流浏览器访问，也可以通过轻量级 C/S 客户端访问；集成命令行

登陆方式包含 WebSSH、Putty、xshell、SecureCRT；集成交互式

图形访问方式，用户可以进行图形化的前后处理工作；提供计费

功能，按月给用户提供使用报告；支持子母账号，子账号可独立

使用，母账号统一计费；能够集成应用软件，实现一键提交作业；

支持移动手机端查看作业状态信息、机时用量信息、作业性能情

况、作业异常时还可通过移动客户端远程杀除作业，支持 iOS、

Android 和微信客户端。

集群管理监控系统通过实时监控、采集机群中服务器的

CPU、GPU、内存、网络和存储等关键设备的系统级和微架构

级性能数据（Gflops、MemoryBandwidth、Vectorization、CPI、

GIPS），以图形化的方式直观显示，快速反映提供机群系统中应

用软件随时间变化的运行特征，通过机器学习作业运行情况，智

能识别作业性能异常。同时了解硬件环境的运行现状，快速了解

集群中隐含的硬件问题，从而在问题发生时第一时间给出解决方

案。秒级采集大规模业务系统的系统级和微架构数据进行并列历

史线条显示，通过多节点并列的对比分析以及资源的依赖程度分

析，可迅速发现系统故障或瓶颈所在。另外所采集各项数据的峰

值、均值等量化数据指标，对于系统优化具有精确的指导意义。

建设成效

公共计算平台建设为各学科提供更强的计算能力、更好的维

护手段、更优质的应用服务体验。随着校级公共计算平台的不断

扩大和完善，既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又能够汇集各个科研领域的

最新发展动向，促进学校科学研究的发展。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安徽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1  公共计算平台逻辑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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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据分析四大应用场景

摘要：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高校数据分析的现状；描绘了高校数据分析的主要应用场景；整理了国内外市场上主流的、可用于高

校业务的数据分析工具。必须依靠学校自身来主导数据采集、数学建模、分析和结果解读等工作，才能让高校数据分析工作发挥最

大效能。

文 / 赵衍

随着信息技术在高校的普及，高校的

硬件设备和应用系统汇集了越来越多的数

据，如何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获取有价值

的信息，以便各层决策者更快速、更科学、

更准确地做出决策，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

者们必须思考的问题。高校软硬件系统沉

淀的数据主要包括：有线和无线网登录日

志、各业务系统和网站登录日志、防火墙

及各类设备登录日志、用户访问日志、校

园卡消费及刷卡数据、借还书数据、门禁

刷卡数据，此外还包括各类信息管理系统

数据，如教师和学生基本信息、科研成果

数据、学生选课和课程成绩数据、学科建

设数据等，这些数据统称为“校园数据”。

我国有些高校已经认识到“校园数据”中

蕴含的价值，进行了一些校园数据的分析

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国外，目前

美国的哈佛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有少量

的此类研究，由于欧洲和北美洲有严格

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因此，国外的研究

主要聚焦在课程资源管理平台和课程管

理系统的登录数据分析上，尚未看到公

开发表的涉及师生个人隐私数据的分析

文献和案例。

国内外高校数据分析现状

目前，高校数据分析中，利用校园“一

卡通”数据进行决策支持分析的成果最多。

如樊搏（2015）、费小丹（2015）等从一

卡通消费记录判断学生是否为贫困生；陈

锋（2014）利用校园一卡通用户就餐消费

行为数据，分析学生消费行为和食堂运营

状况；薛黎明等（2014）也从时间、消费

场所、用户性别等不同的维度分析校园一

卡通消费数据辅助学校有关部门决策。 

有关 Web 挖掘和门禁刷卡记录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高校数字化图书馆的相关

研究当中。其中，大量对高校 Web 挖掘

的研究集中于通过 Web 挖掘为读者提供

个性化知识服务（欧阳烽，2008）（张

沛露，2010）（赵静，2013）（程思祥，

2013）；而对图书馆刷卡记录的研究则

主要集中于刷卡数据与学生学习行为、

模式及学习成绩之间的关联分析（滕清

秀，2007）（ 吴 志 强，2012）（ 周 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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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近些年来，随着在线教学的兴起，

出现了一些对在线学习数据的挖掘和分

析类的研究。Tonetti 和 Natale（2015）、

Enright 和 Refinetti（2017）、Benjamin 

Smarr 和 Aaron Schirmer（2018）等利用学

生登录教学资源管理平台的数据和学生成

绩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习惯、作息规律

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

中国也有学者对在线教育平台数据进

行研究，如张羽（2013）、许楠（2015）、

王萍（2015）等通过分析 Moodle、edX、

MOOCs 等平台的用户学习数据，发掘学

习者的行为特征；张进良（2014）从在线

学习数据分析角度研究教师的发展问题；

孙曙辉（2015）从学习数据分析角度研究

智慧课堂组织问题。

目前，虽然对高校数据的研究看似不

少，但都是基于简单数据、简单模型和简

单工具的浅层次分析，真正有价值、有实

际意义的研究极少。比如，校园网各类硬

件的登录日志分析，与教学过程及效果有

关的综合数据分析等具有重要研究和决策

参考价值的研究基本为空白。投入实际应

用的研究成果少，且重合度高，应用价值

低。总之，目前对于校园数据分析的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

高校数据分析主要场景

高校管理信息化的三条主线是教学、

科研和管理，而支持这三条信息化主线的

是校园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因此，高校数

据分析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四种类型：校园

网络数据分析、教学数据分析、科研数据

分析以及面向校级宏观决策的综合数据分

析。

校园网络数据分析

现代校园网络是一个包括终端设备

（无线 AP、POS 机、门禁等）、汇聚交换机、

AC 控制器、核心交换机、负载均衡设备、

流量控制设备、计费系统、防火墙、堡垒

机、服务器、存储等诸多设备的复杂系统，

这些设备记录着海量的登录和访问日志，

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能够为很多业务

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教学数据分析

校园数据分析对于提升教师能力也

有重要的意义。以前的教学主要依靠教师

的个人经验和感觉，教师教学能力的学习

曲线比较平缓，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过程

中，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如果能够对

教学资源管理平台中的学生学习数据进行

分析，教师就可以得知学生的兴趣点和难

点，从而帮助教师有的放矢地把握教学重

点和教学难点，提升教学效果。通过对不

同老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的横向对比，

也可以帮助老师吸取别人的优点，提高教

学能力。同时，教学数据也可以为教学

管理者提供全面、科学的教师评价依据，

而目前，教学管理者对教师的评判只能

依据单一的学生评教数据，而学生评教

受师生情感、考试分数、学生个人兴趣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观且不全面，饱

受教师们诟病。

科研数据分析

科研水平是衡量现代大学办学质量的

重要指标之一。目前的科研数据分析仅是

对课题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等）、

课题类型、资助金额、科研成果质量（发

表在何种刊物上）等简单的静态分析，缺

乏对科研过程的动态管理和对提高科研质

量的决策支持分析。科研管理效率低下、

科研质量难以科学评定是长期困扰我国高

校科研管理的主要问题。

将科研成果数据、科研项目数据和教

师有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获得高“投

入——产出比”的科研项目及其负责人和

团队成员，为将来的项目评审提供参考；

对科研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可以发现“高

成长”的科研人员和科研部门，予以重点

关注；对全校科研成果进行聚类分析，可

以发现潜在的科研团队和可以进行研究的

跨学科课题。

同时，也可以通过对科研项目数据的

挖掘和分析，为项目过程管理提供帮助，

比如，可以通过邮件和短信，对项目进度

进行提醒，对将要超时的项目进行预警；

利用公开科研数据库的有关数据，可以为

项目团队成员提供同类研究课题的进展情

况报告，以便本校科研人员了解行业最新

进展情况。

面向校级宏观决策的数据分析

作为一个运营单位，高校也有“投入”

和“产出”，通过对“投入”和“产出”

的对比分析，可以评价学校教学、科研和

管理的效率；通过对过程数据的分析，可

以找出学校管理的盲点和弱点，有针对性

地进行改进。

对高校招生数据、学生在校表现数据

和校友会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可以

发现哪些地区、学校的学生质量更高，也

可以发现保送生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哪个群

体更有潜力，还可以发现学生在大学期间

的学习成绩、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表现与学

生将来职业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分

析不仅可以发现问题，还可以为学校在将

来做更优的招生和教学管理决策提供辅助

和支持。

对学科、学院、系所等教学和科研单

位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可以发现哪些学科

有更高的边际产出；哪些学科的投入周期

比较长，从而需要持续投入；哪些学科的

学缘结构不合理，需要调整；哪些学科的

交叉性很强，需要学校创造交叉的条件；

引进人才和自有人才谁的“性价比”更高；

各学科和各单位投入和产出对比等等有价

值的信息。

如果能够结合其他同类高校和同类

专业的数据进行分析，还可以更加详细

地了解其他学校和专业与本校及本校的

同类专业之间在人才结构、教学设置、

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为有针对性的改进提供准确的参考数据，

对于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具有重要

意义。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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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用的主流分析工具

在我国教育软件市场，做数据分析的

公司基本分为两类：一是自己开发软件，

二是在开源软件基础上提供二次开发和运

维服务。

高校的数据属于各个不同的业务部

门，单做一个部门的数据分析往往没有

实际意义，因此，高校数据分析，离不

开数据的聚合和交换，而数据的交换，

往往又离不开数据交换工具和统一的数

据格式规范。

产品工具

目前，我国教育软件市场，做数据分

析平台的主要厂家及产品有东软、普元、

树维、金智、苏迪、易普拉格、三盟等。

东软利用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等工具，进行信息分析的聚合，在底层

数据整合的基础上，提供统一的服务界

面；普元是国内较为资深的中间件厂商，

普元的底层数据交换提供了较为强大的

数据交换、数据整合和大数据分析功能；

树维依靠在高校一卡通和教务管理市场

积累的技术和数据，采用普元的底层数

据交换工具，现在也在开发高校数据分

析工具；金智是国内教育软件市场资格

较老的软件公司，从 2015 年初开始开发

面向高校的工作流引擎和数据分析平台；

苏迪从 2015 年开始涉足高校数据分析，

基于普元的底层数据交换平台和工作流

引擎，开发数据分析工具；易普拉格依

靠在高校科研管理市场积累的经验，以

科研数据为主线，也在开发校园数据分

析平台；三盟近两年在校园大数据分析

领域也进行了很大的投入。

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厂商开发的成

熟的数据分析工具，如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OBI）、Oracle Data Mining

（ODM）、SAP HANA、Mathworks 等，

但它们的目标市场并不在高校；也有一

些优秀的单机数据分析软件，如 SPSS、

SAS 等，但它们不能提供数据聚合和在

线分析功能；也有一些小厂商提供数据

分析和报表生成工具，但功能有限，成

功案例少。

开源工具

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开源

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逐步发展成

一股潮流，近 30 年的时间里，一些软件

精英贡献了大量的开源软件，其中不乏优

秀之作。比如，在数据分析领域，就有多

达几十款的与数据分析有关的软件工具。

由于开源平台越来越完善，开源工作者的

分工很细，开源工具的分类也很细，就数

据分析与挖掘来说，主要有数据存储、开

发平台、开发工具和集成、分析和报告工

具等四种类型的开源工具。

1. 数据存储。主要包括 Apache Hadoop、

MySQL、众多 NoSql 数据库等。 

2. 开发平台。主要包括 Apache Hadoop

平台、Storm 等。

3. 开发工具和集成。主要包括 Python

和 R 语言等。

4. 分 析 和 报 告 工 具。 主 要 包 括

Jaspersoft、Pentaho、ELK、Talend 等。

目 前， 在 高 校 市 场， 仅 Hadoop、

MySQL、ELK 有一些实际的应用，但案例

很少，数据分析的规模也很小。其它软件

尚未见到有文字描述的成功应用。

总结

虽然大家对校园数据分析抱有很高的

期望和美好的憧憬，但是，由于数据不全、

数据量不足、数据整合困难、成功案例太

少、资金缺乏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当前，

高校的校园数据分析尚属于萌芽、起步阶

段，只有很少的一些学校做了有限的尝试，

还有一些学校处于酝酿、需求调研和立项

阶段。虽然市场上有一些成熟的工具可供

使用，也有一些成功路径可供参考，还有

一些有项目经验的公司可以提供技术协

助，但是，由于数据分析有很强的领域性，

只有本领域的人才能深刻理解数据之间的

逻辑关系和数据挖掘结果的内在含义。因

此，如果想让高校数据分析工作发挥最大

效能，必须依靠学校自身来主导数据采集、

数学建模、分析和结果解读等工作。 （责

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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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于 2018 年 4 月印发了《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为加快教育现代

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新时代教育信

息化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和行动指南。

“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

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对于构建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

全国超过 90% 的高校属于地方高校，

受人力、物力、财力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

地方高校特别是经费欠发达地区高校的

教育信息化水平相对于国家知名学府来

说，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师生

信息化素养不高、信息化建设观念滞后、

“智慧校园”建设步伐缓慢等亟需解决

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所在高校的实际

情况，结合自己十多年在学校信息化部

门的所看所做所想，就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地方高校信息化建设面临的困境、

预期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策略等进行了

系统的思考。

面临困境

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高校的信息化

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基本完善、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有序推进、

师生的信息化技术水平与应用能力明显提

升、信息化促进教学改革不断深入。然而，

高校的教育信息化与高校整体发展相比，

仍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在地方高

校尤为突出，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主要表

现在：

1. 教育信息化理念依然滞后

受到对教育信息化认知限制与理念

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地方高校各级管理

层往往对信息化在高校发展中所起的作

用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信息化建设了解

不多，依然停留在“信息化建设是信息

化部门的事情”的观念上。高层领导对

如何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不知从何入手，

没有明确的信息化发展的规划指导；中

层领导在开展部门业务工作时仍停留在

传统思维上，不善于思考如何通过信息

化手段优化行政业务工作的开展，造成

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工作效率低下；

信息化部门人才由于专业性较强、工作

强度大、职称职务晋升空间狭小等问题

导致“引不进、留不住”。

2. 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投入无法满足

学校发展需求

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

杂的系统工作，需要有持续的人力、物力、

财力的投入才能保障信息化建设的有序

开展，为高校教育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然而，地方高校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投

入往往无法满足学校发展需求。一方面，

地方高校办学经费普遍紧张，再加上信

息化建设往往无法得到足够重视，在信

息化建设上的经费投入无法得到有效保

障；另一方面，在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上，

无法分配足够的人员编制到信息化部门，

更不用说在关键业务部门如教务、科研、

学工、人事、资产、保卫等配备专业的

信息化人才。

3. 教育信息化软硬件建设发展不均衡

教育信息化硬件与软件建设有其不

同的特点，硬件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明确、产品与方案成熟度高、项目实

施相对容易、建设目标与成果可量化，

而软件建设需求变更频繁、产品与方案

成熟度不高、项目实施需要大量的定制

化开发、应用系统推广普及的难度大、

建设成果较难量化。基于上述软硬件建

设的特点，信息化部门在缺乏系统规划

的情况下，往往更倾向于将有限的建设

经费投入到硬件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

这就造成硬件资源大量剩余、利用率低，

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硬件资源经过几年

的“空转”之后，设备老化、价值缩水，

造成严重浪费。然而，软件及信息化应

用系统建设滞后。这就造成软硬件建设

发展不均衡，无法在高校建设发展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发展目标

教育信息化 2.0 的基本目标是“通过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地方高校如何发力？
摘要：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在新时代开启了新一轮教育信息化建设新征程。文章在深入分析教育信息化1.0

以来地方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面临困境的基础上，从教学信息化与政务管理信息化两个方面提出了教育信息化 2.0 的建设发展目

标及实现目标的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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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

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

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

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

提高，建成‘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推

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从

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

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

变，努力构建‘互联网 +’条件下的人才

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

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

地方高校要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的指引下，直面教育信息化困境，

深入挖掘学校发展对教育信息化的需求，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

一方面，从“坚持教学中心地位” 的办

学根本出发，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另一

方面，从“互联网 + 教育政务”出发，推

进政务管理信息化，优化教育治理能力。

1. 教学信息化

地方高校要紧紧围绕“教学中心地

位”， 以教育信息化 2.0 的新理念为指导，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VR/MR 等新技术，构建线下线

上一体化的智慧教学信息化环境；开发高

质量的微课、MOOC、SPOC 等各种各类

教学信息化课程资源；遵循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的适用性原则，积极将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互动教学、个性化学习等新型

教学理念与手段应用于常规教学中，努力

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创新融合。

2. 政务管理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指出要

“完善教育管理信息化顶层设计，全面提

高利用大数据支撑保障教育管理、决策和

公共服务的能力，实现教育政务信息系统

全面整合和政务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地

方高校要推进教育政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基于“互联网 + 教育政务”的网上办事大

厅，提供标准化、规范化、协同化的政务

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师生少跑腿”

的目标。以优化政务服务为目的，通过改

革和优化高校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以信

息化手段进行高校管理业务的流程再造，

实现信息化与高校管理深度融合，达到提

升效率、降低成本的目标。在推进信息化

政务服务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记录经过

积累形成海量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

搜集和分析，为高校教育管理的顶层设计

提供数据依据，实现科学决策、精准施策。

推进策略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高校教

学与管理信息化建设并不是学校发展的一

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是高校事业发展的

重要基础和保障，地方高校要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指引下，创造条件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全面

发展。

1. 更新理念，充分认识教育信息化对

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

针对地方高校教育信息化理念滞后

的问题，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

更新理念，统一认识，使全校自上而下

都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共同体。地方高校

不仅要认识到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

还要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内涵有充分的

认识和把握，理清当前学校教育信息化

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些内容虽然都

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特性，但是学校各

级领导和管理人员要从“我们不懂，这

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事情”的思想误区中

走出来。

通过“走出去”，与其他高校开展深

入交流，学习兄弟院校在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的成功经验与曾经走过的误区，学习新

理念、了解新技术，掌握教学与管理所需

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依托有丰富信息化建

设经验的高校或继续教育机构，开设针对

中层管理干部的信息化建设专题培训班。

通过“引进来”，邀请高校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知名专家来校开设讲座。在不断交

流与学习中，学校的各级管理人员要学会

思考信息化能为学校发展和部门业务开展

“做什么”，进而指导学校教育信息化“怎

么做”，进行信息化建设的科学设计、统

筹规划与有效实施。

2. 创新体制机制，全方位调动信息化

建设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

推进地方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必

须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应用驱动和技术支

持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决策 - 实施 - 应

用”三个层级的符合信息化要求的现代高

校管理制度，逐步实现由传统的科层式组

织管理体系过渡到更加扁平化、更加灵活

开放的高校治理体系。由学校领导与教学、

科研、人事、学工、财务、资产、保卫等

职能部门组成的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坚

持“一把手”原则，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

的重大决策和总体推进；由信息化技术部

门完成建设实施管理工作；由各职能部门

及二级学院的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应用

信息化服务开展学校的教学、科研、学习

等活动。

3. 开放共享，建设“教育信息化 2.0”

新生态

教育信息化 2.0 强调要建立开放共享

的教育政务信息资源和数据教育资源。地

方高校要通过建设开放共享的“智慧校园”

生态系统，打通应用系统之间的业务与数

据接口，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改造、升

级、重构，实现管理服务的简约化、集成

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更好地支持政务服

务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驱动优化

决策管理；积极融入由政府或知名高校搭

建的共建共享资源平台，共享优质教学资

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信息化是一项持续性的系统工

程，地方高校应认真思考“互联网 +”背

景下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指

引下，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构

建新时代教育新生态。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韩山师范学院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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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大数据战略和智慧新警务背景

下进行公安院校教学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课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安院校

教学改革做出了相关的研究 [1-3]，从教学

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同步推

进，对警务化教学改革做了初步的探讨，

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战为引领，积极推动

警务实战训练升级转型，结合实战构建具

有公安院校特色的警务教学模式，解决贴

近实战能力方面培养的难题。

实战教学是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

重要教学方法，也是实现新形势下强警目

标的关键环节。提升公安院校实战教学训

练水平必须遵循实战教学的应用性、检验

性、对抗性、风险性等基本特征，破除在

教学、科研、作风、环境等方面的现实困

境，把实施部门联动工程、提升教师施教

能力、培树学员战斗精神、创设实战环境

氛围作为四个发力点，以期培养适应公安

工作的实战型、复合型人才 [4]。

近年来，随着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快

速发展，警务实战教学训练引入 VR 虚拟

现实技术，融合了真实场景和虚拟世界，

以三维建模、实时互动、人工智能和身临

其境等解决公安院校实战教学中所遇到的

警务实战训练安全隐患多、实训成本高、

拓展资源少、教学效果差、实践探究有限

等问题 [5]，提升了实战教学水平、丰富了

实战教学资源。但同时，VR 虚拟现实技

术本身也会带来各种问题。主要体现在

VR虚拟现实技术设计上易出现千篇一律，

无法实现不同警种不同专业学员的个性化

教学，特别是结合问题导向的个性化教学。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拟引进人工智能

中的精准推送方法，研究建立 VR 虚拟现

实场景下的个性化实战教学模式。 

VR 虚拟现实教学模式

虚拟现实，英文名为 Virtual Reality，

简称 VR 技术，也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
[6]。虚拟现实技术利用三维图形生成技术、

多传感交互技术以及高分辨率显示技术，

生成三维逼真的虚拟环境，使用者戴上特

殊的头盔、数据手套等传感设备，进行实

时交互，感知和操作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对

象，从而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会。

虚拟现实技术主要特征

沉浸性：虚拟现实所创造的虚拟环境

能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其相信在

虚拟环境中人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在操

作过程中它可以自始至终的发挥作用，就

像真正的客观世界一样。

交互性：虚拟现实所创造的环境中，

人如同在真实的环境中一样与虚拟环境中

的任务、事物发生交互关系。

构想性：虚拟现实能启发人的创造性

的活动，不仅要能使沉浸于此环境中的人

获取新的知识，提高感性和理性认识，而

且要能使人产生新的构想 [7]。

虚拟现实教学模式的优势

VR 虚拟现实融合了真实场景和虚拟世

界，以三维建模、实时互动、人工智能和

身临其境的特征，成为“未来教育改革”

的重要发展趋势，特别地，虚拟现实在教

育领域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为教

学改革提供了新的空间、平台和可能性，

丰富了教学的实践形式和多样性。具体地，

虚拟现实教学模式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形

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二是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可以有效地改善实验条件以达到理想的

实验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教育投资。

基于虚拟现实的教学模式

典型的基于虚拟现实的教学模式包括

虚拟情景教学、模拟仿真教学和超现实环

境教学 [8]。所谓虚拟情境教学是遵循反映

论的原理，充分利用形象，创设生动的场

景，激起学生的学习情绪，从而引导学生

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知识的一种教学法。

模拟仿真教学主要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介

绍客观事物各方面的信息，通过软件开发

虚拟客观事物的状态、运动方式及过程，

使得学生更容易摆脱枯燥的课本说教和计

算机屏幕冷冰冰的界面，活生生地处在可

以由自己控制的环境里的一种教学法。超

现实环境教学主要是指现实生活中存在但

不能看到的或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

探路虚拟现实场景下的个性化警务实战教学

摘要：基于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警务实战教学被广泛应用于提升公安院校实战教学水平、丰富实战教学资源，但是也带来了诸

如 VR 虚拟现实技术设计上易出现千篇一律，无法实现不同公安专业的个性化教学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引进人工智能

中的精准推送方法，研究建立 VR 虚拟现实场景下的个性化警务实战教学模式，以提高警务实战教学效率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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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虚拟场景进行观察，打破了空间

限制的一种教学法。典型的虚拟现实教学

形式包括虚拟实验室、虚拟校园、虚拟教

室、虚拟图书馆、虚拟仿真平台、虚拟实

训基地等。

精准推送方法

为解决 VR 虚拟现实技术在实战教学

中的不足，本论文拟引进人工智能中的精

准推送方法，研究建立 VR 虚拟现实场景下

的个性化实战教学模式。精准推送方法是

通过利用用户产生的历史数据，挖掘出指

定用户的潜在喜好，从而实现从庞杂的数

据中找到最符合用户喜好的内容的目标，

提高相关商品或信息的点击率及相应商家

的效益等 [9]。经典的精准推送方法包括基于

协同过滤的推送算法、基于内容的推送算

法，以及基于两者结合的混合推荐算法。

他们的基本策略都是通过计算出用户或者

商品之间的相似度，进而通过用户的相似

用户喜欢的物品或是用户喜欢过的物品的

相似物品，找到指定用户最有可能喜欢的

物品集合。传统的计算相似度的方法，多

为皮尔逊相似度、余弦相似度等 [10]。

VR 场景下的个性化实战教学模式

由于警务实战教学训练存在着安全隐

患多、实训成本高、拓展资源少、教学效

果差、实践探究有限等问题，引入 VR 虚拟

现实技术，不仅仅可以大力推进警务实战

教学模式的改革，还有助于提高学员自主

深度学习的水平。从实战教学维度出发，

基于 VR 虚拟现实的警务训练系统除了具备

传统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和构

想性之外，还具备很强的安全性以及实时

的动态反馈性，并有助于构建一种可控的、

逼近真实、多感知一体化的学习环境，使

学员由理论教学的被动接受者变成课堂的

主导者，并通过人与虚拟世界的多元感知

和自然交互，实现自主探索和认识客观事

物的目标。

因此结合公安院校教

学和专业设置特点，引进

人工智能中的精准推送方

法，研究建立 VR 虚拟现

实场景下的个性化实战教

学模式。框架如图 1 所示。

1. 教师根据警务实战

训练教学大纲，结合实战

训练素材，制作虚拟现实实

战教学模块集，将使模块集

极大地丰富实战教学资源。

2.通过深度学习方法，

如图 2 所示，对每一个虚

拟现实实战教学模块提炼

出一个用于描述该模块特

征的虚拟现实实战教学模

块特征向量，得到一个特

征向量集。对于每一个学

员，根据其已经学习的虚拟现实实战教学

模块或者其他学习历史资料，提取得到学

员的特征向量。

3. 对于每一位学员，通过皮尔逊相关

性系数或者余弦相似性计算该学员与每一

个虚拟现实实战教学模块之间的匹配度。

4. 挑选出若干个具有最大的匹配度的

虚拟现实实战教学模块作为最佳的训练模

块子集，推荐给每一位学员。

解决方案可行性分析

我们采用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

的 SWOT 分析法来对本方案进行可行性分

析，与现有的基于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警

务实战教学不同的，本方案还进一步运用

了人工智能的精准推送方法，意在进一步

解决由于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引进所导致

的学员陷入海量学习模块中的选择困境。

引进人工智能中的精准推送方法，

研究建立 VR 虚拟现实场景下的个性化警

务实战教学模式，能够为每一个学员个

性化定制由若干个具有最大的匹配度的

虚拟现实实战教学模块组成的最佳训练

模块子集，通过对这个实战教学模式的

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进行可行性

分析，将促进公安院校实战教学训练效

率的提高。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广东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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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R 虚拟现实场景下的个性化实战教学框架

图 2  深度神经网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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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及目标

湖北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教育学、文学、

理学、工学为主要学科门类，以教师教育

为特色，以服务基础教育为主体的省属重

点本科高等师范院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

权，是全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

校、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本科建

设高校、湖北省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

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

推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培育创新驱动

发展新引擎，结合国家“互联网 +”、大数

据、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战略的任务安

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

划（2011—2020 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等文件要求，从 2016 年开始启动并

逐步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进程。

总体建设以坚持育人为本、坚持融合

创新、坚持系统推进、坚持引领发展为基

本原则，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实现

三个方面普及应用。贯彻“三全两高一大”

发展目标，紧跟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全面的、逐步的实现教育信息化发展改革。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如同一项建设工

程，最重要的就是“基础”，一座座拔地

而起摩天大厦，人们大多只惊艳它华丽的

外表，高耸的气势，却很少人关注到支撑

起它的是长年累月修筑的根基，地基的深

度决定了楼的高度。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也

一定要做好基础建设，要有足够的健壮性、

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湖北师范大学从

这个角度出发，开展了智慧校园基础平台

的建设。

湖北师范大学智慧校园基础平台建设

主要分为三部分：智能模块化机房建设、

云数据中心建设及智慧校园网络建设，端

到端采用华为解决方案，打造千万级智慧

校园，为业务系统的使用、业务的演进发

展提供可靠的基础平台，实现基础平台“黑

土地”+ 应用模块“百花齐放”的建设效果，

紧跟教育信息化 2.0 的建设步伐。

模块化机房建设

基础平台的机房部分，考虑长期的机

房使用情况，存在以下问题：

能耗高：原机房采用传统的 UPS、下

送风的空调，设备老旧、设备能效低、机

房的 PUE 值高达 2.5 以上，不符合绿色机

房的标准，能耗非常高，机房电费开销占

后期运维的主要部分。

扩容难：业务机柜已满配，且 UPS

不能实现扩容、机房面积规划不足，不能

实现机柜以及设备的按需扩容，难以满足

后期业务系统应用的持续发展。

运维难：原机房部署简单监控系统，

运维依赖人工，不能实现无人化的值守、

不能实现故障定位，整体运维存在较高的

风险指数。

基于以上原因 , 湖北师范大学采用智

能微模块方案重新设计机房，可实现，安

全可靠，模块化 UPS，所有功率模块、旁

路模块、监控模块均支持热插拔，支持

2N 双总线系统，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强

电和弱电，光纤和网线均分开走线，减少

电磁干扰。具备应急通风功能，如空调出

现故障，机房温度过高时，自动打开天窗。

绿色节能，降低运维成本：直流变频高效

制冷，绿色节能：采用密闭冷热通道隔离

技术，大大提高制冷效率；制冷采用精密

空调水平送风，冷量按需分配，比传统机

房省 30%~50% 的能耗。采用高效供电方

案，降低供电系统自身供电能耗和衰耗，

提高供电效率。先进高效的模块化 UPS 系

统，UPS 整机达到 96% 超高效率。通过

采用模块化 UPS、行级空调、密闭冷通道、

智能管理监控等手段，整体有效降低机房

能耗，微模块全年 PUE 1.6 左右，达到工

信部对新建数据中心的节能要求。模块化

标准架构，分期部署，按需扩容：机房规

划 4 个微模块，初期上两个微模块，供配

电一期已全部到位，后期扩容增加微模块

即可，一周即可实现新业务上线。完善的

监控管理系统：支持短信告警、手机 APP

运维，不管出差还是家中通过手机 APP

即可实现实时监控，实现机房无人化的值

智能微模块方案重构机房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湖北师范大学智慧校园智能模块化机房建设、云数据中心建设和智慧校园有线无线网络建设，融合应用数据，

建设全融合校园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学校校园网络智慧化，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促进了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的现代化。构建了一个“互

联网 + 教育”的大平台，努力探索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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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支持故障定位，定位故障部件，迅速

解决故障问题。具体实景如图 1 所示。

云数据中心建设

基础平台主要应用于智慧校园平台和

一卡通平台，原有系统建设模式采用各应

用系统独立建设，应用系统包括教务管理

系统、财务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科

研管理系统、水电控系统、图书管理系统

等，每个应用系统是相互独立的，信息编

码标准不统一，这些应用系统都是信息孤

岛。导致教师和学生手中的证卡多，对应

不同应用系统要使用不同用户名和登录密

码数据存放在不同的数据库给使用带来诸

多不便，不利于学校的统一管理。

为解决信息孤岛问题，通过智慧校园平

台和数据中心平台建设，对前期各种系统进

行互联互通，对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云数据中心整体架构如图 2 所示。

首先，在管理效率上有所提升，管理

员通过管理平台对容量、历史数据报表分

析，快速掌握网元、业务的 KPI 及健康度，

支 撑 运 维 决 策、 云

平台后续的规划等；

其次，考虑信息化业

务的长远发展，通过

云化架构建设方案，

以服务化的方式对

外提供资源，符合当

前业界 IT 主流的发

展 方 向， 为 学 校 未

来业务的发展、新业务的上线提供了保障；

此外，在部署实施上，通过模块化架构快

速部署，保证业务快速上线。

在整个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湖

北师范大学人才与队伍的建设，通过项目交

付，华为定期组织培训交流，提升了学校专

业人员的云计算技术能力，加强了全员的信

息化能力，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化技术

人员，对学校信息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网络建设

整个校园信息化建设的最后一部分

就是智慧校园网络建设。湖北师范大学设

有 20 个教学院，10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7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68 个本科专业；学

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 884 人，

教授 128 人，副教授 293 人。具有博士学

位的 242 人，硕士学位的 510 人。原有校

园网络无法适应众多院系教师、学生的日

常工作学习和科学研究的需求。且存在如

下问题：网络设备老化、网络架构不合理、

网络缺乏安全保护，存在安全隐患、校园

认证计费存在瓶颈、校园无线网络未覆盖。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全网的整改优化。

全网采用华为设备整改现有网络，已

解决原有问题，并进行相应的优化管理，

提供演进路线，保证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功能区域划分提升管理效率，采用扁

平化结构、高可靠核心集群、上下行双链

路、关键节点双机部署、出口安全防御等

方式提升网络性能及可靠性。除此之外，

无线网络建设全面普及，覆盖全部学生宿

舍、教室、实验室、教师办公区域以及室

外广场等场景，结合有线网络，实现有线

无线网络的统一管理，无线建设部分中，

除采用传统方式外，还采用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等技术，主动发现网络问题、保

障无线网络的使用体验，基本达到了无线

校园、数字校园的建设标准。

基础设施决定上层建筑，基于以上

三部分的建设，湖北师范大学真正打造了

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黑土地”，对于

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养

料”，为后续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和学

生打好了基础，湖北师范大学已经走在教

育信息化 2.0 建设的道路上，随着学校的

推动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化素养也

会逐步提高，最终构建一个“互联网 + 教

育”的大平台，努力探索新时代人才培养

的新模式。 （责编：杨洁）

( 作者单位为湖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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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房建设实景

图 2  云数据中心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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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

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衡量指标是看贡献

度、以及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教学的支撑

度 , 其落脚点可以看是否“促进个性化学

习，实现差异化教学，实施精细化管理，

提供智能化服务，利于精准化科研”。

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9-10 全国教

育大会上，增加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定语），这就决定着学校中心工

作是“人才培养”。那么信息化建设也

必然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我们认为，

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加强学生成长的综

合评价、形象展示”是信息化建设服务

人才培养的最好例证。

目前国内高校已有建设线上支持“学

生成长”体系的尝试案例（如郑州科技学

院），但其成长体系的数据采集维度不丰

富，评价不丰满，展示不生动。因此本文

拟通过游戏角色与学生成长角色体系在评

价与展示方面的类比分析，论证在高校信

息化平台建设中二者融合的可行性，提供

给高校信息化建设者、信息化服务商等，

为其开发、建设下一代平台产品时提供参

考的方向。开发、建设适合信息时代高校

学生特征属性的新一代平台，提高平台上

用户的活跃度、提高平台的利用率，提高

信息化产品的融合价值。

现状分析

分析高校信息化现有门户平台的建设

现状、主要存在应用效果不佳与新时代高

校学生特质不匹配的问题，因此要建设适

合新时代大学生特质的门户平台，一是推

动门户平台的应用效果，二是推动学校在

人才培养的线上重塑，提高“德智体美劳”

在人才培养上的实现。

高校信息化门户平台建设的现状

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根据数据统计

结果，门户平台应用频次不足 1 次 / 人 * 日。

我们还面向本校在校生进行一项“对于服

务门户平台您最关注哪一方面”问卷调查，

结果见表 1。

由此可见，学生除了对学校各类应用

的整合程度、平台稳定性外，对个人中心

系统性、和界面友好度诉求较强烈。

应用整合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学校信

息化建设进程，稳定性取决于网络及硬件

设备，这些可以较容易地改善。而目前门

户平台的数据展示和整体界面给用户的感

觉，还较多得呈现为“冷冰冰”的数据及

数据流程。

新时代高校学生特质现状

2018 年是第一批“00 后”学生步入

成年，也是大批量进入大学读书的一年。

根据腾讯 2018 年发布的《腾讯·00 后研

究报告》（注 : 数据来源：本报告以腾讯

社交大数据为基础，根据腾讯社交用户年

龄标签对数据进行筛选，对其中“00 后”

人群数据进行分析。数据采集时间：2017

年底与 2018 上半年）显示：“00 后”所

处的成长背景为（科技）“移动互联网和

内容大爆发”的环境，他们对互联网有着

天然的亲和，往往比我们更能快速适应互

联网。

同时他们的价值观中自我和平等是他

们的明显特质，对于形象展示的适应性较

强，比较注重自我展示。

当前门户平台提供商的产品设计与当

前新时代大学生的特质与审美不匹配，平

台提供内容没有完全体系化，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门户平台的综合应用效果。

与高校信息化门户平台形成反差较

大的游戏平台，不管从界面友好度、操

作便利度还是用户粘度都是不能同日而

语的。仅以“王者荣耀”（腾讯旗下一

款有代表性的游戏）为例，参考《极光

大数据：王者荣耀研究报告》（2017 版）

目标用户中，大学生用户超 1/4。如图 1

摘要：本文采用类比分析法，对“游戏角色成长体系”与“高校信息化综合平台中学生成长体系”作共性类比分析，浅析二者

融合的可行性。笔者认为可借鉴“游戏角色成长体系”的作法，引入“任务 - 奖励刺激”思路，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其成长

过程，以用户思维设计高校信息化综合门户平台，提高平台应用效果。

关注方面 关注比例

各类应用的整合程度 31%

个人中心内容 21%

平台服务的稳定性 20%

界面和操作便捷性 16%

其他 12%

表 1  对于服务门户平台您最关注哪一方面

以用户思维设计新一代校园综合门户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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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日均使用次数 2.33 次，日均市场

47.2 分值。

高校信息化门户平台在成长体系构建方

面需分析、学习游戏设计中角色成长体系。

游戏角色与学生成长角色体系
二者融合的可行性

该部分以《御龙在天》（腾讯旗下

一 款 大 型 国 战 类 角 色 扮 演 游 戏） 为 主

要参考样本，在角色、任务、战斗力、

特 色 系 统、 展 示 等 方 面 进 行 一 致 性 类

比。

角色一致性

游戏角色以腾讯·御龙在天为例，从

新建角色类比学生选专业开始。游戏角色

体系分类分战士系、法师系，又细分为进

程、远程，再往下细分为不同方向。与高

校学科门类、专业分类、专业方向的设置

类比一致。

游戏角色的成长以角色的等级成长主

线，类比学生在校学习过程，素养提升过

程都有较高的相似度和一致性。

任务一致性

游戏角色任务分主线任务、支线任务、

日常任务、副本任务、跑环任务（一种循

环任务）。对应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学

习任务、其他第二课堂任务（专业学习之

外的其他学习、研究、竞赛、社团活动、

其他如读书、打字、驾驶、体能测试等技

能取得）等。

其中主线任务部分，在不同等级阶段，

不同的主线任务，期间穿插支线任务、日

常任务等，也与学生在不同年级的的各类

任务类比一致。

总的说来，按照游戏角色的成长环节

形式、成长意义、成长内容来与学生成长

一一对应。

综合能力一致性

游戏角色成长体系中，以战斗力提升

作为用户做静态综合评定，技能操作作为

动态 PK 综合评定，单项属性点加成的战

斗力作为单项排行榜评定。

特色一致性

游戏角色体系中的特色系统，例如：

颜色品质系统，应用到装备的品质属性；

类比到学生成长体系中，课程成绩的五级

评定，所获奖励的等级评定等，具有较高

的相似度。

展示一致性

游戏角色的展示如下：其一、按时间

线记载性展示（任务完成、等级进阶、家

族活动、军团活动等等）；其二、按角色

类别下不同职业的排行榜展示，在各大游

戏地图显眼位置设置英雄雕像等。类比到

学生成长体系，应借鉴游戏角色成长体系

中人物展示的方式，给予“荣誉”方面的

肯定。

结论

意义

游戏的引人入胜，笔者认为有两点

是关键：一是“任务 - 奖励刺激”模型（不

予展开），二是“角色 -PK 互动 - 展示”

模型（不予展开）。信息化从业者可以

借鉴游戏体系中的模型，融入到平台建

设中。

通过以上在各个方面的类比，游戏角

色成长与平台建设中学生成长的融合是可

以探索的。技术实现方面，既然在游戏中

可以实现，在平台中技术也不是问题。

需要注意的地方

游戏角色成长中，有“沉迷”、“宣

扬暴力”等部分，是需要杜绝的。例如角

色 PK 方面，在信息化门户平台建设中，

只能通过静态综合素质值对比的形式。各

类比赛也是如此，评优评先也是如此。

教育信息化 1.0 阶段，应用一直是困

扰高校信息化建设人员的一个问题，因此

在 2.0 阶段，除了在建设内容上下功夫外，

还要在建设内容的连贯性、用户体验、建

设效果展示方面，跨界学习、内化融合。

（责编：杨洁）

( 作者单位为郑州科技学院 )

图 1  王者荣耀用户画像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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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大学数字化产教融合之道

据统计，2018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 860

万，每逢毕业季，“史上最难就业季，

985 成白菜价”等充满焦虑的标题常见诸

报端。另一方面，身边的企业朋友纷纷抱

怨，现在找到能力强、富有合作精神的毕

业生太难。

高等教育既面临“产能过剩”，又面

临“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错位问题。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

要求，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 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同时，推动地方

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型发展转型，各方已

达成共识。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成为     
职业教育之魂

4 月 20 日，以“数字领航 智绘未来”

为主题的 2019 Navigate 领航者峰会举办，

在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新华三大学分论坛

上，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秘

书长、研究员尹伟民先生认为，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又称职教 20 条）具有

里程碑式意义。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

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有着独特

发展规律和普通教育不可替代的特征。逾

8000 字的《实施方案》，其中一半内容

谈的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以产业与教育需求整合的功能定位和

社会价值，实现企业与学校的跨界合作，

将成为职业教育之魂。

数字化人才培养正从学科导向走向产业

需求导向

如何践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解决

人才供应“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的

矛盾，新华三大学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与

实践。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新华三大学执行

校长李涛在“智绘双新蓝图，实践产教融

合”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进

入到以生产为导向的阶段，数字化人才培

养正从学科导向转变为产业需求导向，从

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而人才培养

的目标亦从服务数字经济转变为支撑引领

数字经济发展，传统数字人才培养面临数

字化知识快速更新迭代、人才供给侧教育

模式、数字化人才实践型学习、技术与业

务融合等四大挑战。

以企业模式 + 院校模式，进行深度产教

融合是解决之道

院校模式的优势在于学历教育、招

生资质以及丰富的教学基础设施和组织

经验。企业模式的优势在于技术实力、

行业应用以及职业素质养成的最佳实践

场地和广阔的就业岗位。只有进行行业

与专业、生产与教学、岗位与课程的深

入对接，才能形成企业、院校、学生的

三赢人才供给链。

以“双新人才理念”深化校企
合作，实践产教融合

新 华 三 大 学 所 创 建 的 APS 人 才 架

构模型，首次提出了人才培养的应用化

（Application）， 职业化（Professionalism）

和专业化（Specialization）， 继而引出“新

职业素质培养”与“新技术认证体系”建

设的“双新人才理念”，培养大批拥有新

职业素质、新实践技能的数字化双新人

“狼的强大来源于群，群的力

量来源于狼，让学生们到真实的生

存竞技场中锤炼技能。”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新华三大学执行校长 李涛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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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通过“数字工匠”、“协同育人”两

大校企合作项目来实践数字化人才培养，

以“H3C 新技术认证体系”来检验数字化

人才培养，无缝对接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

人才需求的理念，从质与量的维度更好地

满足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后对数字

化人才的需求。

“狼的强大来源于群，群的力量来

源于狼，让学生们到真实的生存竞技场

中锤炼技能。”新华三大学执行校长李

涛风认为。

狼的强大来源于群

群体奋斗是企业生存之本。培养新职

素（新职业素质培养）将是学生进入社会

的第一课。具备健康、阳光、上进、能与

团队融洽相处的性格，做让客户信任、领

导放心、同事开心的职场新人。

新职业素质培养包括自我认知、职业

精神、职业能力三个方面。建立自信、积

极主动的自我认知；具备共赢、责任、规则、

诚信、感恩的职业精神；融入有效沟通、团

队协作、表达呈现、时间管理、问题解决的

职业能力，这些都需要通过时间来习得。

群的力量来源于狼

知识技能是个人立命之根。培养新技

能（新技术认证体系）才能应对未来竞争。

信息技术发展瞬息万变，需要不断地学习

新知识、新技能才能应对未来挑战，做技

术全面、动手能力强，能为客户解决实际

问题的职场新人。

当前新华三大学已经升级了最新认证

体系，课程覆盖当前 ICT 技术最新 6 大领

域，包括数字化联接、信息安全、大数据、

云计算、IT 基础设施、新安防。以数字化

联接为例，又细分为路由交换、新网络、

无线、物联网等细分技术方向。学生通过

学习、认证，可以成为 H3CNE( 初级工程

师 )、H3CSE（高级工程师）乃至成长为

顶级的 H3CAr（高级架构师）。

到真实的生存竞技场中锤炼技能

新华三公司百行百业的真实客户案

例，为学生们提供熟悉行业应用、具备项

目经验的场景化教学环境。

学生参访企业，了解岗位环境，进

行职业规划，学习过程中划分若干工程

学习小组，专业课程采用项目、任务式

教学，教师通过标准的任务评估单，给

予工作组团队成绩评定以及个人能力评

定，学生职业素养全程考核。校外实践

从立项到结项形成闭环，并跟踪成本结

算节奏和进度。

新华三大学通过 APS（Application、

Professionalism、Specialization）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知识技能全面、事业素养高、

行业应用经验丰富的数字人才。

“协同育人 数字工匠”项目启动
为实践性学习铺好路

本次论坛上，新华三大学宣布“协同

育人 数字工匠”项目启动，并发布了最

新的 H3C 技术认证体系。这三大发布，

是双新人才理念落地的重要措施。

面向本科院校的“协同育人”项目将

与首批 31 所高校围绕新工科建设进行深

度合作。具体包括与 9 所高校开展新工科

建设项目，与 10 所高校开展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以及与 20 所高校开

展师资培训项目。

面向高职教育的“数字工匠”项目则

将通过专业合作、教研赋能、实训基地与

社会服务等四大服务闭环项目，建设 50

所“数字工匠”示范学院和 50 所“数字

工坊”示范基地，培养大批数字技术型与

应用型融合人才。

据悉新华三大学从 2003 年推出网络

学院教育合作计划，目前在全国拥有 520

余 家 网 络 学 院、40 余 家 云 学 院， 截 至

2018 年底，累计 16 万名学生在新华三大

学接受过培训，10 万多人获得各类认证

证书，人才联盟成员达到 10000 余家，

遍布全国所有省份。新华三大学计划在

2019 年将网络学院升级为新华三数字学

院，全面和院校开展新一轮技术认证合作。

届时，H3C 技术认证的全新体系，近 30

多个认证项目，将全面走入校园，进一步

提升院校学生在全领域技术能力培养的级

别，为实践性学习的最后一公里铺好路，

打好基础。

新华三大学连续 4 年支持教育部“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计算机网络

应用赛项，连续 7 年举办“新华三杯全国

大学生网络技术大赛”等重大赛事。大赛

取得良好社会效应，去年决赛现场直播，

线上最高达 71.5 万人观看、参与。

四大举措践行产教融合之道

论坛上，新华三集团副总裁、新华三

大学执行校长李涛宣布 2019 年将在国家

政策指引下，加大在资金、技术、设备、

专家、师资、平台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总

体投入 1 亿，与院校开展更为广泛的深入

合作，并通过四大举措开展产教融合之道。

举措 1：

开展项目合作。将建设 5 大双师培训

基地、100 所数字工匠学院，并与 10 所

985 高校 EDP 中心合作。

举措 2：

加强技术认证。将发布全新认证体系，

推出 13 大新认证项目，升级 300+ 数字学

院。

举措 3：

完善解决方案。将创建 4+ 新型专业

（AI、BD、CL、IOT），建设 5+ 大培训基地，

发展 100 个合作伙伴。

举措 4：

举办全国大赛。支持国赛，举办新华

三杯大赛，预计参赛院校将超过 1000 所，

参赛人数突破 10000 人。

新华三大学校企合作的愿景是成为

数字化产教融合的创新者、推动者、引

领者。 （责编：杨燕婷）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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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网络。

真实世界是由数以亿计的异质个体在

不同维度的网络里相互作用，如图 3 所示。

我们目前受制于数据和技术限制还画不出这

些网络，且同生物神经网络一样，即使画出

了网络，要理解网络的运作方式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而且，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只是分析、理解社会

现象的一个方法。

“计算社会科学入门”课程设计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数据样本量及种类的

读者服务 新视角

人工智能不仅成为业界的宠儿，也成为

教育的主题词。2017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如何

将人工智能带入中学也成为热门话题。2018

年5月，第一本面向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材《人

工智能基础（高中版）》发布，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等 40 所学校

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学校”。 

正如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学会会长李德毅

所说，“人工智能冲击最大的行业当数教育，

这就引发我们要对教育本源重新认识。教育

本质上是对人脑的塑造，每节课都是一次脑

认知的实践”。 

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一个专业的技术，

专业的课程。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

2018 年秋季，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在“人

工智能+”系列课程里新增了“计算社会科学”

的选修课，将社会科学纳入人工智能教学体

系，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实践能力。这

门课由在康奈尔就读的陈健坤与人大附中的

资深计算机教师武迪共同设计并授课。

第一次在人大附中设立这门课程，最后

共有 11 位同学选修，这次探索给了未来社

会科学教育很多启示，在此共享。

人类社会中的小世界网络

什么是计算社会科学？为什么是“计算”？ 

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与应用是人工智能

第三次浪潮兴起的核心动力，在科技、社会、

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取得了广泛的应用与

成功。目前较为庞大的人工神经网络由多达

千万个数字神经元或成百上千层神经网络组

成，但与数百亿个神经元组成的人脑神经网

络仍然有本质差别。人们已经能够画出部分

简单生物的神经系统，如图 1 所示。

高等生物——特别是人类的神经网络远

比线虫的神经网络复杂，受到技术限制，我

们目前还画不出来。即使画得出来，要摸清

人类神经网络的运作方式也是一个挑战。

生物神经网络属于图 2 的小世界网络

(Small-World Network)。在这样的网络里，

信息传递速度快，并且少量改变几个连接，

就可以显著地改变网络的表现，对已存在的

网络进行调整。人类社会中也存在这种小世

人工智能 +背景下的社科教育实践探索
文 / 陈健坤 1    武迪 2

图 1

图 2

人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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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新视角

飞速增长使得很多领域，不论是自然科学还

是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可以去研究之前

受制于技术限制无法研究的现象。计算社会

科学便是计算科学、复杂性科学和社会科学

交叉的领域。这个领域国内大学刚刚重视起

来，清华大学也刚建立了专门的跨学科合作

平台，整合了做相关方向研究的社科和计算

机科学的学者。

计 算 社 会 科 学 在 国 内 称 为 社 会 计

算， 是 一 个 比 较 宽 泛 的 概 念， 从 研 究

方 向 定 义， 计 算 社 会 科 学 是 包 括 了 自

动化社会信息提取（Automated Soc ia l 

Information Extract ion），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s)，社会复杂性 (Social 

Complex ity ) 和社会模拟建模 (Socia l 

Simulation Modeling) 四个方面的一系列社

会科学分支的统称。而从研究方法和技术

上定义，计算社会科学是“广泛应用计算

机技术研究、认知和理解社会现象的社会

学分支，包括计算机模拟、人工智能、复

杂统计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等在内的

多种手段和工具，通过多样化社会互动的

基础建模方式而提出并检验的关于复杂社

会进程的多种理论发现”。

我们按照学科的四个大研究方向设计了

这门十节课的选修课。以下是教学提纲。

第一次课：引言：交叉学科背景下的科

学研究

第二次课：大数据（1）

第三次课：大数据（2）

第四次课：社会实验

第五次课：社会模拟

第六次课：计算社会科学回顾与展望

第七次课：网络科学（1）：社会网络

第八次课：网络科学（2）：复杂网络

第九次课：复杂适应系统

第十次课：研究提纲答辩

考核方式：选择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提交一个研究提纲。

评价标准：过程性评价占 30%，其中 : 

考勤及课堂表现 15 分 ; 课堂作业及平时作

业 15 分 ; 最后一次课的考核 : 终结性评价占

70%。

在报名上课的 11 个学生里，最终 8 个

人上完课程并提交研究设计作业。这其中，

有一些学生的研究设计非常值得探讨。

如“利用代理人基模型模拟探究原创

内容社区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的研

究设计。原创内容（音乐，视频，绘画等）

社区是随着互联网行业兴起的一个群体，

群体内的用户基于共同爱好通过原创内容

互相交流。在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商

图 3

业化，有些社区内出现了盗用别人原创内

容分流流量，赚取巨额收益本的现象，导

致社区优质内容降低，用户失去信心。然而，

即使我们在多个社区内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却尚未有理论能够全面地解释这种现象。

本研究计划在一个抽象成小世界网络的社

区内以顶点 (Vertex ) 为单位进行代理人基

建模，模拟一个原创内容社区商业化之后

出现的内容质量降低的现象并重点观察用

户对这个社区的信心，并调整模型参数，

观察不同的参数对信心变化趋势的影响。

研究者已经设计好了模型初始化和模型迭

代的具体步骤。

此外，其余学生的研究设计也都反映了

对课上核心知识内容的理解和一定的应用能

力。当初规划这门课的时候，请领域知名教

授 Michael Macy 看课程设计，Macy 教授觉

得课程内容太多，难度过高，中学生可能听

不懂。但从最后结果来看，具有良好计算机

基础的学生几乎都能较好理解课程内容并且

应用。有一定理科基础的学生也能听懂大部

分内容。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领域想要普及

给高中生的话，须将课程融入中学的计算机

教学体系中。

人工智能教学中的社会科学思考

根据开课的经验，我们的体会是，对于

有能力的中学，应该把社科教学融入人工智

能教学体系。人大附中将计算社会科学相关

内容融入自然语言处理、建模与仿真、数据

挖掘、机器学习等课程，培养学生跨学科思

维。用收集到的样本作为训练集，通过机器

学习来预测，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并大大降

低时间和资金成本。

同时，应该从三个方面改变当前的社科

教学：

1．社会科学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让学

生接触

社会科学在普及教育阶段不应该细分成

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过

去的一百多年里，学科被不断细分，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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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我们却忽略了对整体的认知

和理解。理解每个细节并不等于理解一

个复杂现象整体是怎么运作的。社会科

学本质上是用科学假说的观测、理论和

验证这一步骤来研究和学习社会上的现

象和问题。而信息时代也给社会科学带

来了无限潜力，拉近了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从研究方法上的差距。准确地说，

从 Duncan Watts 发表他的小世界理论已

经过去了二十一年，从领域正式定名为

计算社会科学也过去了十年。

2．培养学生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淡化社科理论教学

在我们的教学中发现，对研究社会

现象、提出解决思路感兴趣的学生远远

多于大学专业志向是社会科学的同学。

Duncan Watts 认为社会科学的未来发

展方向是以数据驱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

证研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社科学者的

研究重点放在了发明新的理论，而忽略

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及对相互矛盾的

理论的验证和修正。

3．充分利用并跟大学资源结合

由于是前沿领域，这门课没有任

何中学阶段的教材可用，所有教材都

（作者：1为康奈尔大学本科生，2为清华大学

博士，人大附中计算机教师）

近日，byAI 智能机器人“北邮一号”

亮相北京邮电大学，引得大家纷纷驻足

观看。

byAI 机器人“北邮一号”是由北京邮

电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主导联合研发的具

备 5G+AI 能力的智能安防机器人。这款机

器人集成了地图同步构建及定位、动态路

径规划、深度学习智能大脑及视频智能分

析等先进技术，可提供自主巡逻、安全预

防、事中处置三大核心功能，具备自主定

位与导航、自主避障、自主充电、视频监控、

智能检测等技术，并可配置多媒体展示功

能，在机器人巡逻期间播报视频、语音等

交互信息，称得上是才貌双全的一把好手。

除此以外，针对室外运行的环境特点，

它还加强了越障能力，可适应地砖、水泥、

柏油等常见路面条件，并具有防尘防水溅

的结构设计，即便在沙尘、大风、大雨等

多种恶劣天气条件下也能正常运行。

在实际工作场景中，“北邮一号”可

以通过网络与学校智能安防分析集群实现

高速稳定的双向数据传输，通过传感器将

采集到的多类数据实时传送到北邮自主研

发的智能安防分析服务器上，智能分析服

务器采用端云结合的方式完成多种智能分

析任务，并结合后台设置的处理预案将相

应的处理指令实时传送给“北邮一号”机

器人进行控制和处置。

据介绍，智能机器人“北邮一号”

的成功研发，是北京邮电大学三十余年

来在图像、语音、文本处理等领域大量

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代表了北京邮电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校企结合创新发

展模式正式驶入快车道。学校将继续深

化研究、加强合作，未来将会有更多类

似“北邮一号”智能机器人的先进成果

走出校园、服务社会。

来自大学。我们主要参考了 Ma t t h e w 

S a l g a n i k 的领域入门书 Bi t b y B i t

和 Scott Page 的 Complex Adaptive 

S y s t e m s，并将其中部分章节做成

PP T 用 于 讲 课。 通 常， 一 节 课 会 有

自己做的简单 PP T 和一个领域知名

学者的材料或者讲义，比如 Jo s h u a 

Blumenstock 关于卢旺达数据收集研究

的 PPT，Duncan Watts 关于小世界理

论的 PPT 和 David Lazer 关于计算社

会科学领域的 PPT。

这种教学方法，更好地培养了学生

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和现状的了解

以及对社科复杂性的认知。

跨领域思维的培养一定是建立在

学生有良好理科基础上的，而目前来看

融入人工智能教学体系最为现实。所谓

的“文理交叉”，不论是电子人文，社

会计算还是认知科学、哲学、机器学

习交叉的学科都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

理科基础。斯坦福，卡内基梅隆等大

学开设了 CS+X（人文学科）的专业，

康奈尔大学有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

未来计划 

我们计划今年秋季学期继续开设

这门课，并打算编写一本针对高中生

的校本教材，在相应章节配上更多让

学生动手、自己实践理解的环节。同

时，积极和相关领域学者联系，从而

得到更多技术上的支持和反馈。此外，

期待从计算社会科学的广泛研究问题

中，精选、简化一些可以融于高中教

育阶段知识水平的、具有突出育人价

值的教学实例与真实问题，真正将关

系未来的社科研究纳入国家重视的人

工智能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高阶跨

学科思维。 （责编：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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