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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卡”校园蕴含未来智慧

本刊总编		

小小的一张校园卡，是校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集学生

证、工作证、图书证、乘车证、进餐卡、门禁卡等各种功能于一

体，认证着校园中每位持卡人的身份，成为每一位师生与校园息

息相关的纽带。对于高校信息化而言，校园卡又扮演了非常特殊

的角色，从入校到离校，它是师生感受校园、感受信息化最直接

的入口。这个“入口”现在正在发生形式上的改变。

三年前， 全国高校首个“虚拟校园卡”在华东师范大学运用。

自此，校园卡隐身手机、装进口袋，高校师生告别了丢卡忘卡烦

恼，实现“一机在手，走遍校园”。三年来，伴随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虚拟校园卡”在高校不断落地成长，成为校园信息化建

设的新选择和新趋势。那么，以实体卡为主向虚拟卡为主过渡，

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首先，校园卡的核心是身份认证。虚拟卡和实体卡都是对特

定身份 ID 的使用。无论介质是什么，校园卡的核心无一例外都

是对用户身份的认证。在当前多种卡介质共存的时代，对校园卡

的使用应当聚焦于不同应用场景，以应用场景切入，充分发挥卡

片的优势。

其次，向虚拟卡过渡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种说法是，虚拟

卡进校园，技术问题微乎其微，更多挑战来源于管理。这源于虚

拟卡背后折射的是跨部门业务集成。虚拟卡的推进必然要求信息

化部门、财务部门、后勤部门等多部门间的统筹规划 , 这无疑对

学校信息化顶层设计提出要求，也会倒逼学校对信息化系统再造

的思考。

最后，虚拟卡是完善校园信息服务的突破口。从生态角度出

发，虚拟卡不仅将解决支付、认证等问题，它还应作为高校信息

化服务的连接器发挥作用。以此为入口，高校可将各部门资源整

合、服务打通，将孤立的业务系统连接成综合服务平台，让校园

卡从最基础的认证和消费功能走向深度服务。

此外，有一点非常重要 : 与其说虚拟卡是未来趋势，不如说

未来电子认证将取代实体介质。身份认证的趋势将是从实体到虚

拟，再到人本身特征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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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将投入 1600 多亿欧元提升科研体系质量

据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近日报道，联邦和州政府科学

联席会议（GWK）通过了三项科学和研究协定，旨在大幅提升德

国科研体系的质量。具体包括：

1. 同步持续提升大学学习和教学的质量，并确保开设相应的

学习课程。2. 签订高校教学创新协议，加强高校教学的创新能力

及其知名度和重要性。这是第一次从制度上明确要促进创新教学。

3. 明确“研究与创新协定”（PFI）将在 2021 年至 2025 年间继续实施，

大力促进德国重要科研机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BMBF 部长表示，两级政府将在未来 10 年内（2021 年 ~2030

年）为三项协定的实施投入约 1625 亿欧元。

（来源：德国联邦教研部）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英国拨款 4000 万英镑支持 5G 测试项目

据 Digital Health 报道，英国政府近日承诺将投资 4000 万英

镑在全国范围内测试 5G。

作为伦敦科技周的一部分，英国数字大臣杰里米·莱特（Jeremy 

Wright）在 5G 世界大会上宣布了新一轮融资。“作为现代产业

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正在确保英国拥有适合未来的电信基础设施。

5G 意味着手机用户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拥有快速可靠的连接。

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5G 可以用来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率。”

据悉，英国政府将探讨调整现行法规的可能性，以简化安装

5G 新设备的规划流程，支持 5G 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为运营商

在英国提供高质量移动通信铺平道路。

联合国发布报告呼吁全球加强
“数字合作”

6 月 10 日，联合国数字合作高

级别小组发表了首份研究报告，题

为《相互依存的数字时代》。报告

呼吁建设包容性数字经济和社会，

到 2030 年，确保每个成年人都有能

力负担数字网络接入费用及数字化

金融和健康服务。

报告建议，支持妇女和边缘化

群体实现全面数字包容和数字平等，

建立和使用国际公认的数字包容性

指标，增强人力和机构能力，建立区

域和全球“数字服务平台”，帮助政

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应对数字技

术带来的影响；保护人权和人的能动

性，对现有人权规范如何适用于新兴

数字技术进行全球审查，设计自主智

能系统，使其决策能够得到解释，并

使人类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受到问责；

制定“数字信任和安全全球承诺”，

以形成保持数字稳定的共同愿景，加

强技术规范使用责任落实，促进全球

数字合作。

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由

古特雷斯秘书长在 2018 年 7 月设立，

小组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共

同主席梅琳达·盖茨和阿里巴巴集团

执行主席马云担任共同主席，共有来

自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学术界等

领域的 20 名成员。

（来源：联合国官网）

欧盟斥资 8.4 亿欧元新建 8 个超算中心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公报，“欧洲高性能计算共同计划”已

从欧盟成员国中选定 8 处地点建设“世界级”超级计算机中心，

来自各方的项目总预算高达 8.4 亿欧元。

公报称，8 个超算中心将设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捷克的俄

斯特拉发、芬兰的卡亚尼、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卢森堡的比森、

葡萄牙的米尼奥、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按计划，8 个超算中心将建造 8 台超级计算机，其中 3 台将具

备每秒 15 亿亿次浮点运算能力，另 5 台将具备每秒 4000 万亿次

浮点运算能力。它们将用于个性化医疗、药物和材料设计、生物

工程、天气预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预计 2020 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来源：欧盟委员会官网）

（来源：Digi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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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海外观察

美国空军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进行人工智能研究
5 月 20 日，美国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Heather 

Wilson）宣布与麻省理工学院签署了一份合同，旨在通

过对计算智能、推理、决策、自治和相关社会影响方面

的基础研究，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该协议包括挑选 11 名飞行员组成合作研发团队，

旨在为现实世界中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提供实用的人工

智能解决方案。从今年夏天开始，这一代表不同空军职

业领域的军官和士兵联合团队将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人员合作，充分利用麻省理工的学生才能、知名教授以

及先进的设施和实验室。

“麻省理工学院是人工智能研究、教育和应用领域

的领先机构，这将为空军深化和扩展科技体系提供重大

机遇。从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汲取研究经验是至关重

要的。” 希瑟·威尔逊表示。

这一合作将涉及广泛的人工智能项目，如决策支

持、维护和后勤、人才管理、医疗准备、态势感知、业

务运营和救灾等领域。

“这种合作非常符合麻省理工学院为国家服务的

核心价值，”麻省理工学院负责研究的副校长兼 E.A. 

Griswold 地球物理学教授玛丽亚·祖伯（ Maria Zuber ）

表示，“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参与，将为美国空军

带来先进的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实现空军任务需求，并帮

助培训空军人员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作为其科技战略的一部分，空军与美国各地的高等

教育机构，针对不同的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类似的

合作。这凸显出美国空军注重加强政府、学术界和私营

部门的伙伴关系来推动创新。

美国空军计划与麻省理工学院展开 50 年的长期合

作，并计划每年投资约 1500 万美元。

来源：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Public Affairs （空军公共事务部长） 

翻译：杨望

欧盟委员会发布2019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
6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2019 年数字经济和

社会指数（DESI），结果显示，根据欧盟数字单一市

场战略制定目标并做出相应投资的国家，在较短时间

内取得了更好业绩。但欧盟不是数字领跑者，为保持

全球竞争力，欧盟必须加快数字转型。2019 年 DESI 指

数主要从 5 个领域评价，排名位列前三的国家分别是

芬兰、瑞典、荷兰。

1. 固定宽带、移动宽带、快速和超高速宽带的连接和

价格

欧盟连通性有所改善，但仍不足以满足快速增长

的需求。60% 的家庭可获得至少 100M 的超高速连接，

宽带用户数量继续增加。20% 的家庭使用超高速宽带，

比 2014 年高出四倍。

2. 劳动力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和高级技能

在职劳动力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没有基本

的数字技能，只有 31% 有高级互联网技能。而同时对

先进数字技能的需求在增加，在过去 5 年中，欧盟信息

和通信技术专家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200 万人。

3. 公民对互联网服务和在线交易的使用

83% 的欧洲人每周至少上网一次，高于 2014 年的

75%，11% 的欧盟人口从未上网，低于 2014 年的 18%。

4. 企业数字化和电子商务

企业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但电子商务增长缓慢。

18% 的公司使用云服务，2014 年为 11%；21% 使用社交

媒体与客户联系，2013 年为 15%。

5. 数字公共服务

芬兰、瑞典、卢森堡和丹麦在女性参与数字经济方

面得分最高。在互联网使用、数字技能、通信技术专家

技能和就业方面，性别差距依然存在，其中最大的不平

等是，只有 17% 的通信技术专家是女性，收入比男性低

19%。此外，只有 34% 的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毕业生是女性。 （来源：整理自商务部、人民邮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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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688

教育部近日发布 2019 全国高校名单。截

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2956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688 所（含独立学院

257 所），成人高等学校 268 所。

219

国 际 组 织“TOP500” 在 第 34 届 国 际 超

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中国境内有 219 台超算上榜，

在上榜数量上位列第一。新榜单还有一大看

点是史上首次所有上榜超算的速度都突破了

每秒千万亿次。

544.5 亿

我国虚拟现实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市场

规模持续扩大。据工信部电子信息司预测，到

2021 年，我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将达到 544.5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95.2%。

66

教育部近日发布了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的开展情况。高校在“十三五”

重点研发项目农业农村领域累计牵头承担项目

占总项目数的近 40%。近五年高校在农业领域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66 项，占相关领域授奖总数

的 46%。

183.4%

根据 IDC 的新预测，VR/AR 市场将在未来

五年以 78.3% 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增长。

增长的五大领域中有两个属于教育领域：高等

教育实验室和教学预计将在预测期内以 183.4%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K-12 实验室预计将以

146.3%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5G 可以称得上是基础设施，如同“新型高速管道”一样，

为庞大的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可能性，它将催生和

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发展，实现巨大的经济价值，这种价

值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5G 依靠高速率、大连接、高可靠、

低时延等特性，使得人工智能的技术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数字经济学家、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考试中心主

任、5G+ 人才培养工程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陈晓华表示，

5G+ 人工智能将会在消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中找到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更多美好

的体验。

在大力推进 5G 落地的同时，不能忘记安全需求，5G 安

全标准化尚未完全完成，5G 网络需要一个统一、灵活、可

伸缩的安全架构，来满足不同应用的不同安全级别的需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在第七届 NSC 网络安全大会上如

此表示。

知识性的教学将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教师的业务重心

将发生转移，教师要发挥人类的创新、复杂决策、情感关怀

激励等优势，关注学生的灵魂和幸福，实施更加人本的教学，

使得学生更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

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在“2019 年人工智能 + 教师

教育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在人工智能支持下，未来教师

的育人角色将越来越重要，教师与人工智能协作的趋势日

渐明朗。

声音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高校是我国原始创新的主渠道和创

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越是在外部不

确定因素增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关键时刻，越要发扬自立自强的精

神，以压力促变革，激发自主创新的

骨气和志气，加强关键核心技术集中

攻关，尽快实现重大突破，主动为国家和

民族的发展出力争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上海调研

时强调，要加强高校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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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教育部“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启动

6 月 28 日，教育部科技司在雄安新区举行“智慧教育示范区”

创建项目启动会。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雄安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傅首清，创建项目专家组，“智慧教育示范区”

创建区域和培育区域的代表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教育部科技司副

司长李楠主持了会议。

根据《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部署，教育部决定遴选

一批地方积极、条件具备的地区，开展“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

北京市东城区、山西省运城市、上海市闵行区、湖北省武汉市、

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河北省雄

安新区成为 2019 年“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区域，江苏省苏州

市和山东省青岛市成为培育区域。

会上，雷朝滋指出，在雄安新区举行“智慧教育示范区”

创建项目启动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表示，《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把“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列入八大行动，“智

慧教育示范区”应着眼未来，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他指出，

创建工作应重点把握两个要点：一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思考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特别是现代化强国建设打造什么样的

教育。没有教育强国就没有科技强国，没有科技强国就没有现

代化强国，示范区域和培育区域要在专家指导下，勇挑重担，

有所作为。二是关注科技创新给教育带来的影响，研究如何发

展智能时代的教育，培养具有“从 0 到 1”的创新思维、德才

兼备的新型人才。

雷朝滋认为，“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工作重在过程，要实实

在在地解决教育中的难点问题，争取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上有所突

破、在完善评价体系上有所提升，真正为中国未来教育做出贡献。

傅首清表示，目前雄安新区已经转入大规模实质性的建设阶

段，“智慧教育示范区”落地雄安，是教育部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的有力举措，将有效促进雄安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为

雄安新区教育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在此次会议上，教育部成立了“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

专家组，开展有针对性的定期指导，给予咨询意见，建立对接机

制。专家组成员包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黄荣怀、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绍青、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

较研究所所长王素、中央电教馆原馆长王珠珠、华中师范大学教

授吴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胜泉、北京大学教授汪琼、国家信

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部主任单志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钟绍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小清、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炯。秘书处设在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区域汇报了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

专家组对各创建区域和培育区域进行了咨询指导。专家组组长杨

宗凯认为，“智慧教育示范区”重在融合创新，各区域应结合自

身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创建工作中体现个性化特征。要在课

堂教学改革、学生素养提升、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做出具有量化

指标的成果，形成可以复制和推广的经验、案例和规范，并将这

些产出运用到学生综合评价和中高考改革中。黄荣怀建议，各区

域应对创建工作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积极利用本地师范

院校、教育学院等科研机构的力量，带动自身发展。郭绍青认为，

示范区要引领教育新生态的建设，构建未来教育新秩序，回答教

育变革中的关键问题。王珠珠分析了智慧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她

认为未来的学习者将利用智能技术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主动开展

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此外，吴砥、汪琼、钟绍春、顾小清、

郭炯等专家围绕“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工作的目标、任务、路

径和实施方案等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咨询指导意见。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处处长舒华、副处长任昌

山，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副局长夏韶华等参加了会议。

（供稿：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包括河北省雄安新区在内的 8 个地区成为 2019 年“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区域 , 示范区将着眼未来，

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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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近日，以“《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下的教育信息化 2.0”为主题，中国教育

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华中华南地区

2019 年联合学术论坛在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召开。

本次论坛是首次由 CERNET 华中和

华南地区网络中心联合举办的重要学术活

动。由湖北省、广东省、河南省、湖南省、

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以

及 CERNET 华中和华南网络中心为指导

单位，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华中和华南地区

各分公司承办，湖北民族大学和恩施职业

技术学院协办。教育信息化领域相关专家

以及来自华中、华南各省市自治区高校、

企业代表近 500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湖北民族大学副校长李清政和恩施职

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儒学为会议致辞。

李清政表示，近年来，湖北民大在网络

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建设、软件平台和核心

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覆盖有

线无线的智能化教学管理环境和良好的教育

信息化格局。此次论坛汇聚了华中华南地区

的专家和学者，是推动华中华南地区高校信

息化前沿技术应用和先进经验分享、加速两

地区高校共同进步的重要平台。

张儒学指出，CERNET 为高校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建设搭建了重要的网络，希望

此次会议极大促进两个地区高校的信息化

工作交流。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

李星教授作“IPv6 技术热点和校园网升级

方案”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自 2017 年底

两办关于大规模部署 IPv6 网络的通知发布

后，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发展有了长足进展，

活跃用户数量明显提高。在

教育网，1000 余所 CERNET

会员单位接入 IPv6，节点高

校 IPv6 网站覆盖率达 73%，

但总体来说，覆盖率仍有待

加强，尤其是活跃用户数量

仍远远没有达标。因此，IPv6

网站改造仍然是下一阶段高

校信息化工作的重点。他表

示，下一步 , 高校应进一步发挥在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研究、规模部署和应用创新上的

示范作用，积极推动 IPv6 建设，为推动我

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焕乐

指出， CERNET 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

重要基础设施，促进和推动了华中、华南

地区高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基础环境升级

建设，特别是在推动地区高校下一代互联

网规模部署与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南理工大学副首席信息官陆以勤

教授以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为例

介绍了广东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情况。他

介绍说，教育部、广东省和华南理工大

学在国际化办学试验中，积极布局人工

智能、大数据、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工科

领域 , 提供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交互的学

术交流和教学互动，实现以用户为中心

的六个层面畅通 : 服务畅通、应用畅通、

门户畅通、平台畅通、数据畅通和网络

畅通。

中国科技大学网络中心主任李京在报

告中表示，超算中心对研究型大学来说非

常重要。超算中心可以自建也可以基于云

计算环境提供超算服务。高校建立校级超

算平台的关键是做好规划，明确目标，从

而建好、管好、用好超算平台。

武汉大学信息中心主任刘昕分享了

武汉大学的信息化建设情况，他指出，

高校信息化建设要共建、共治、共享，

要构建信息化建设命运共同体，让学校

各部门动起来，信息化部门要做好服务

和后台支持。

河南省教育科研网网络中心主任、郑

州大学李占波教授介绍了 HERNET 的发

展情况及其对河南地区高校信息化发展的

支撑作用，并详细分析了 HERNET 未来

五年发展的规划和方向。

湖北民族大学信息中心主任韩阳分享

了湖北民大教育信息体系的构建和学校信

息化应用的实践经验。

本次论坛设一个主论坛和“下一代校

园网”、“信息化应用”、“网络安全”

及“智慧校园”四个分论坛。来自 17 所

学校，12 家厂商的专家和代表，共同分

享了 29 个专业技术报告，为校企合作打

造教育信息化创新生态，奠定了基础。

灵奇软件、新中新、上海科探、新华

三技术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参与本次会议

并分享最新技术。

CERNET 华中华南地区 2019 年联合学术论坛在湖北举行

（供稿：赵黎）

强强联手  共创教育信息化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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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明：智能时代的大学人才培养

教育到底是什么？从国家到政府，再到各行各业都十分关

注教育问题，教育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能够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

的重大主题。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教育部也相继出台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

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来推动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推进一流大学的建设。

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一流教师是一流本科的

重要保证。教师正，学生则正，教师强，学生则强。人才培养的

关键在于教师，要求教师要德才兼备，有视野、有能力、有知识、

有方法、有手段。教的目的是为了学，教师要把知识传递给学生，

让学生能够高质高效的获取知识，并融于心、化于行、提升能力，

培养一流创新人才。

学生的培养要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素质塑造转变，要促

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加强对创新型人才高阶思维的培养，

借用信息化手段和智能化手段，高效、高质量的传递知识，把教师

的直接经验转换为学生的间接经验，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

体作用相统一，加强学生的参与感和主动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体。同时学生的培养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

时代变革驱动教育变革

时代变革驱动教育变革，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都推动了

人才需求的变化，进而推动了教育的变革，我们经历了三次重大

的教育变革，从农耕时代的原始个别教育，到工业时代的授课式

规模化批量式教育，再到现在智能时代的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

生命化的个性教育。同时教学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从最原

始的竹简，到后来的黑板、投影仪再到现在的 PPT、MOOC，知

识的呈现越来越便捷、形象，使教师教学组织更加容易，教学效

果越来越好，学生也能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学习效率得到提高。

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促使人们开始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从过去简单的 PPT 到多媒体的 PPT，从 MOOC 到云平台，计算

机辅助教学作为一项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但是这种教育模式还

是老师讲授知识，学生掌握知识的传统模式，而缺少师生间的互

动，学生不能很好地融入课堂。大数据、计算机、信息技术、互

联网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智能时代，如何发展智能教育，

加强师生互动成为高校重点考虑和关注的问题。

智能教育的内涵

AI 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世界各国也纷纷把 AI 作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

方面，改变了社会需求和产业模式，那么在教育领域如何应用

AI 也成为了各国思考的重点。从黑板到投影仪，再到 PPT，都

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延长线。在智能时代，时代在变化，技术

在变化，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要准确适变、积极应变、主动

求变，不断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促进教育变革。

目前的智慧教室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育的课堂式教学，不是

完善的智慧教育，并不能让学生和教师进行很好地互动，实现个

石光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真正的智能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大资源为基础，交互为桥梁，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重在培养学

习者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教育。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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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培养和教学，其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优质教师资源的缺乏，

不能满足个性化教学的需求。

真正的智能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大资源为基础，交互为

桥梁，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重在培养学习者思维能力、创造能

力的教育。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将智能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中，

遵从教学规律，创新教学过程；二是重新定义人才培养方案、教

学大纲，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三是将智能技术融入教

学，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化学反应”，加强交互，创新教学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师更好地组织、表达、展示，让学习者高效接

受、个性学习、实时交互、综合反馈，让教育教学提质增效。

要实现智能教育，要从三方面进行改革：第一，改变知识传

授方式，采用人机结合进行教学；第二，改革课堂课程设计，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学习可陈述知识，AI 用于解惑，

HI 用于传道，教室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与学生共同研习、悟道；

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以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知识为

基的创新性人才。

在改革课堂课程设计方面，提倡采用双师模式，即 AI+HI, AI

是人工智能，HI 是人的智能。对课堂内容进行重新梳理，把机器

和由人教授的内容进行统筹分配，简单的理论和概念由机器人来教，

原理和交互由人来做。在这之前可以先利用智能化手段（AI）对学

生的水平进行评估和考核，教师根据评估数据对学生的教学内容进

行调整，使其适应学生的水平，从而让学生能更透彻的学习和思考。

未来教育形态

现在的传统课堂正在被 MOOC 时代颠覆，高校从教室走向

网络，教师成为学习的引导者、学习资源的创造者。主要特征表

现为知识碎片化，交互单一化，服务标准化，无自主改进。

而未来 MOOC 时代将被智能时代颠覆，高校随处可在，校

园将成为学生学习、实践、研讨、感悟的场所，机器人将成为可

陈述知识的教授者，实时、可交互的进行知识传授。主要特征表

现为知识系统化，交互个性化，服务智能化，可自学改进。

在教育过程中，可以把知识点大致分为两类，一个是可陈诉

知识，一个是不可陈述知识。智能时代的教育，可陈诉知识可以

通过网络学习，由虚拟教师代替教授，而不可陈述知识，也就是

必须靠自己的亲身实践和体验获得的知识，就需要师生之间共同

研讨实践，借助自动化手段帮助完成。

未来教育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学校服务从“电影院形态”

走向“超市形态”，也就是从学生听老师讲授同样的内容转变为

学生可以有所选择的进行自主学习；第二，校园将成为必要交互

的空间。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线上或机器人开展交互式学习，

而校园成为学生实习、实践、研讨、感悟和交流的空间；第三，

教育进入后文凭时代，未来的大学将全部开放，学生的文凭将不

再是一张纸，更多的是记录课程学习经历的数字档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教育实践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拥有人工智能方面的基础，学校正在开展

智能教育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有坚实的人

工智能研究基础，1990 年，西电成立我国第一个神经网络研究

中心，有 30 年的人工智能技术理论研究经验；第二，有先进的

理论和技术，获得三项人工智能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人工智能

基础理论突破与领先，AI 专利高校领先；第三，有长期的教育

积累，如一流电子信息人才培养、一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等；

第四，有强大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 , 如人脸识别、个性推荐、场

景理解等。

当前学生的特征体现，一是个性化需求，知识基础差异大；

二是学习主动性、自我管理能力不足；三是思维能力、创造能力

培养有待提高。针对以上问题，学校应用人工智能手段，对教育

模式进行改革，首先培养目标驱动，培养学生的思考创新习惯，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联动，让知识多样化呈现。其次是过程考核管

理，通过学习积分奖励和多样化的考核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加强自我管理，针对性补强课程知识图谱，

加强自我管理能力图谱。

具体措施有三个方面 , 在理论教学方面，创新课堂教学和教

学内容，如《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创新；在实践教学方面，

建立智能化综合实验平台；在环境建设方面，创新教学组织，试

点虚拟教师与实体教师融合的“双师课堂”教学模式。

同时，在教、学、管、服、评、环六个维度，进行 AI+ 教育教学。

在“教”上，进行 AI+ 课程体系变革，建设教学资源展示平台、

师生互动平台、作业互动平台等，加强师生互动与交流；在“学”

上，建立智能辅助学习系统，配置教学体验式设备，进行个性化

学习资源推荐，提升学习效率；在“管”上，通过智能化设备，

进行教情、课程、学情、人员等方面的管理，使学校管理更有针

对性，提升管理水平；在“服”上，借助人工智能服务学生吃住

行、服务教师用和通、服务学校运行；在“评”上通过大数据分

析进行多维度个体数据画像、学生认知诊断等；在“环”上，加

强智能环境的建设。

智能教育以数字化为基础，网络化、多媒体化为手段，最终

走向智能化。大学形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未来教育将走向智能

教育，将更加关注人机结合的制度体系与思维体系，关注核心素

养导向的人才培养，关注个性化、多样化和适应性的学习，关注

人机协作的高效教学，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教育形态和模式，建设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校园。

（本文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石光明在 "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大会 " 上的发言

整理，整理：付涵）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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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会成为下一个“华为”吗？

文 / 张彤

日前，一场围绕着华为公司的“中美角力”突然成为坊间的

热议，2019 年 5 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美方此举旨在切断华为供

应链，令华为“无货可卖”。

波疑云诡

中国有句老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在“华为

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时候，美方供应商股价却闻讯大跌。

Lumentum、科沃（Qorvo）、思佳讯解决方案（Skyworks）、高通、

赛灵思（Xilinx）和 NeoPhotonic 等公司全线走低，市值蒸发近百

亿美元。其中营收严重依赖华为的 NeoPhotonic，股价当天暴跌

20.63%，创下近 4 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该公司是华为的光学元件

供应商，40% 的业绩与华为捆绑。

5 月 17 日，《华尔街日报》经济与金融版头版头条刊载文章，

题为《施压华为，刺痛供应商》。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出台政策

限制向华为公司出口零部件和技术，美国硅谷也将因此受损，因

为华为与硅谷的大公司都有生意往来，如从高通和

博通购买芯片，从英特尔购买无线发射塔部件，从

甲骨文购买软件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世界早已从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进步到了

工业文明的产业链发展模式。虽然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

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

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华为、贸易战乃至中美关系，

都不能跳脱这个基本规律。

借题发挥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注定没有赢家的战争，居然

也成为一些人“借题发挥”的“时机”—— 日前，

一篇署名“知名战略学者张捷”的文章提出：“如

果美国像搞华为一样对中国的网络下手，怎么办？”。文章强调

所谓“美国对华为和 5G 痛下杀手”，借此再次炒作“美国如果

断掉中国的互联网，会对我国造成严重影响”的话题，并且言之

凿凿：“中国就没有建设自己的广域服务的民用网络，也就是没

有中国自己所有全部主权权益的民网！中国的企事业单位和公

众甚至是政府，都是个体地租用美网服务，要给美国人交域名费

和网络地址费。中国本质上甚至不是什么美国因特网的接入网，

是租用该网的辅助工程。且中国公民、法人租用美网，被 .cn、.

hk、.mo、.tw 等所支解掉了，根本不是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子集，

因此要是美国断网，中国的问题会比其他国家更严重。在美国的

网络战争层面，失去网络主权，中国是连当年海湾战争时伊拉克

的水平都没有的。”

首先应该提醒这篇文章作者的是，“互联网”和“互联网顶级

域名”不是一个概念。断掉互联网，指的是物理上切断互联网络线

路（例如光纤）或者完全停止网络服务。从这一点来说，任何一个

主权国家的网络是由其本国运营商建设和运营维护的，也就是说，

中国的互联网只有中国政府和运营商自己可以切断，或停止服务。

所以该作者所谓的美国“像对付华为一样”断掉的中国“互

联网”，应该指的是停止中国 .cn 顶级域名解析服务。互联网域名

互联网在美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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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被划分为一个分层系统。在互联网早期，域名申请的唯一权

威机构是网络信息中心 NIC。NIC 负责接受域名申请，去掉重复

的申请，确保域名的唯一性，然后把所有域名放在一个名为 hosts.

txt 的列表中。hosts.txt 文件提供了一个全球域名到 IP 地址的映射

目录。网络上所有的主机都下载这份文件的拷贝，然后用它在本

地解析域名。随着联网设备的增加，为了打破 hosts.txt 文件造成的

瓶颈，并且应对无限增长的域名分配和解析请求，DNS 应运而生。

DNS 由四个基本元素组成：一个层次化的域名空间，名称

服务器，解析器和资源记录。DNS 将整个域名空间分割为树状的

层级结构，层级的最顶端为没有命名的根。根权威机构负责将 .com

或者 .uk 等唯一的顶级域名分配给相应的组织。

该作者还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中国互联网“被 .cn、.

hk、.mo、.tw 等所支解”，从而威胁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提出这

种观点，说明该作者应该是不懂 DNS 技术，也对互联网发展的历

史不甚了解。在上文所述的根目录文件中，一共有 257 个顶级域

名（TLD），其中有 243 个双字符顶级域名是从国际标准中借用

的国家代码（ccTLD），另外 7 个是 3 字符的通用顶级域名。这两

种顶级域名的类型定义在 1984 年的互联网标准文献中已经进行了

清楚的描述。而中国真正接入互联网则是 10 年以后的事情了。

只要稍微了解互联网发展历史和中国互联网现状的人都可

以看出，作者无论是将华为“断供”与中美“断网”强行关联在

一起的说法，还是所谓网络域名的“国别主权”问题提出，都明

显是别有用心的舆论误导。

“美国能断掉中国的互联网吗？”这个命题的提出，早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在下一代互联网概念刚刚被提出的时候，很多人

就有过这样的担心，特别是那些质疑我国发展下一代互联网的阴

谋论者，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媒体上发难，从而误导了不少对互联

网工作原理不是很熟悉的读者。

蓄意者之所以能够“误导”读者，原因无外乎两个 :

其一是因为互联网本身起源于美国。互联网的诞生是由于美

国高校研究的需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美苏冷战的深刻影

响，美国政府决定资助开发“ARPANET”项目，希望能够建设

一个在“应对核武器攻击”的情况下，“可迅速复原的备用通信

网络”。好在互联网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不为“任何特殊应用而设

计”的开放共享宗旨，才使得它仍然坚守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科研和民用使命。

1983 年，ARPANET 成功研制了用于异构网络的 TCP/IP 协

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把该协议作为其 BSD UNIX

的一部分，使得该协议得以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从而诞生了最

初的互联网。1986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利用 ARPANET 发展出来的 TCP/IP 通讯协议，

在 5 个科研教育服务超级电脑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 NSFnet 广域

网。由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鼓励和资助，很多大学、政府

资助的研究机构甚至私营的研究机构纷纷把自己的局域网并入

NSFnet 中。到 1990 年，ARPANET 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互联网

应用从教育科研，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经济和商业应用的各个领域。

1986 年，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成立。该任务组引入了一

个有众多专家参与，基于合作与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对互联网

今后的发展进行管理。在这里，没有“中央政府”，没有集中规

划，也没有总体设计。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互联网的最初贡献者，世界各国依据

同一个标准，搭建起自己本国的网络，并完成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

形成误导的原因之二是，美国不但具有互联网的原创优势，

同时也一直是互联网科技发展的领导者，是全球范围内在互联网技

术研究领域最先进，贡献也最多的国家。国际互联网核心技术开发

和标准化组织 IETF 目前已经发布的 8000 多个标准中，美国在 RFC

数量方面占绝对优势，而且美国贡献的国际标准，覆盖了大多数底

层核心技术，例如通信、传输、路由、交换、域名等。从这一点看，

美国是世界互联网前沿技术大国，也是技术强国，是互联网发展的

主要力量。但所有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基

于 IETF 等非政府组织管理和推动下的，全球“共享、共治”原则。

因此，说“美国会像搞华为那样断掉中国互联网”是不准确

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1992 年的 NSFNET 网拓扑
通信、传输、路由、交换、域名等，所有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遵循一个原则，

就是基于 IETF 等非政府组织管理和推动下的，全球“共享、共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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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没有必要

笔者认为，对于美国是否能够断掉中国互联网的误解，应该

从理论、技术和现实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理论上，美国作为全球互联网技术最强，掌握互联网核心技

术最多的国家，其对全球互联网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可小觑的。全

球互联网 13 台根服务器 10 台在美国，其他三台分别部署在瑞典、

英国和日本，没有一台在中国。根服务器是网络的中枢，美国如

果冒天下之大不韪关闭根服务器系统，一定会对互联网的使用造

成影响。

理论上威胁确实存在，但担心却没有必要。2019 年 6 月 2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同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设

立域名根服务器（F、I、K、L 根镜像服务器）及域名根服务器

运行机构的批复》，根据《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工业和信

息化部令第 43 号）有关规定，同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设立

域名根服务器（F、I、K、L 根镜像服务器）及成为域名根镜像

服务器运行机构，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编号分别为 JX0001F、

JX0002F、JX0003I、JX0004K、JX0005L、JX0006L 的域名根服务器。

并保证域名根服务器安全、可靠运行，为用户提供安全、方便的

域名服务，保障服务质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国家利

益和用户权益。

工信部的批复为从技术上根本解决顶级域名风险提供了政

策支撑。引入根镜像服务器，将有助于提升我国互联网用户访问

域名根服务器的效率，改善我国互联网用户上网体验，增强我国

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抗攻击能力，降低国际链路故障对我国互联网

的安全影响。

此外，通过递归域名服务器（在本地网络里设置的 DNS 域

名服务器）同样可以完成顶级域名的解析服务。域名系统北京市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客座研究员

毛伟认为，递归服务器通常设立在运营商处，根服务器中的记录

可以缓存在递归服务器中心，这样递归服务器实际上就起到了根

服务器的作用。毛伟指出，“因为根域名服务器中的记录很少，

只是记录了 1000 多个顶级域名的信息，常用的不到 10 个，所以

缓存回来并不难。”另外，据专家介绍，中国在 2003 年到 2004

年已经完成了镜像根服务器的工作，即将全世界根服务器的数据

完全复制了一遍。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网络的“电话簿”，完全

可以自己进行域名解析，基本解决了对互联网根服务器的依赖。

通过建立根服务器镜像，解析 .cn 或 .com 的域名，不需要

经由根服务器提供服务。在当前的 IPv4 协议下，中国访问互联

网对根服务器的依赖很小，根服务器成不了中国互联网的“技术

壁垒”。中国互联网协会原副秘书长孙永革认为，互联网从一开

始就确立了开放互联、共享参与的核心理念，在设计上使用户可

以利用计算机、手机等终端的智能性随意产生各种信息，网络只

负责传递信息而不做任何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网络的开放性。

现实中，这类担心同样没有必要。因为从中国的角度看，“根

服务器系统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国外流量的访问。”比如国外的

网民要访问中国的一些网站，或者中国网民访问国外网站，可能

受到影响，而中国的网民访问国内网站以及网上应用将一切如常。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中国、美国，乃至世界所有接入互联网

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国和美国在同一个利益

链条上互为“利益攸关方”。美国断掉中国互联网，结果不但不

能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反而会导致整个全球互联网的消失，剩

下的要么是两个大局域网——“中国局域网”和“非中国局域网”，

要么是若干“国域网”，其存在价值将大打折扣。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焦虑和误解的存在，从另一

个侧面说明了缺乏互联网核心技术给我国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严重后

果。因此，发展与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全力推进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 IPv6 规模

部署行动计划》，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互

联网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IPv6 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基础架构核

心技术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针对 IPv6 根服务器全球部署

的“雪人计划 (Yeti DNS Project) ”是基于全新技术架构的下一代

互联网 IPv6 根服务器测试和运营实验项目。2017 年 11 月 28 日，

该计划已在全球完成 25 台 IPv6 根服务器架设，中国部署了其中

的 4 台。毛伟指出，“由于 IPv4 报文的限制，使得域名根服务

器的总数被限制在 13 台。而 IPv6 出现以后，这个限制已经被打

破。”未来，我国全面部署和应用 IPv6 进行网络访问后，被普

遍担忧的“美国威胁”将一去不返。

全球有 70 亿人口，中国 14 亿，人口总量占全世界的 1/5，

其中有 8 亿网民，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试想，互联网

失去中国，剩下的是什么 ? 中国网民缺席的互联网还有多大的存

在价值？“御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开放”、

“共享”进而“平等”、“自由”，才是全球互联网存在基础，

一国强行，互联网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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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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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互联网不同的逻辑

纵观中美两国互联网历史，两国发展的路径截然不同。美国

互联网在建设之初是科研用途。基于这样的诉求，美国在互联网

技术上的研究方向和投入主要集中在通信、传输、安全等基础设

施层面，因此硬件、软件技术实力雄厚。而中国互联网从诞生之

初就发轫于高校、教育和经济、商用。因此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有

鲜明的“民间”属性。

此外，和“美国互联网最初主要由政府研究项目推动”不同，

中国互联网的核心推手是中国巨大的网络用户群体。据《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

网民规模为 8.0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57.7%。中国网民以青少年、

青年和中年群体为主。10~39 岁群体占总体网民的 70.8%。其中

20~29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 27.9%。互联网用户平均年

龄低，对创新应用充满好奇，接受程度高，因此中国互联网的发

展优势集中体现在应用层，特别是在互联网服务创新方面，甚至

已经领先于世界，例如微信、QQ、电商等。

全球知名调研机构 CB Insights 公布的全球科技创业公司独

角兽榜单，以估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为考核目标，共有 214

家创业公司入围，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垄断了 80% 以上的独角

兽公司，其中中国共有 55 家企业上榜，滴滴、小米和陆金所挤

入非美地区最受瞩目的独角兽公司前 10 名。报告指出，全球互

联网已经出现了中美远超其他国家的“双寡头格局”，中国正在

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的中心。截至 2018 年 5 月 29 日，全球

20 个市值或估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据了 9 家，美国

有 11 家。中国在全球互联网中的地位与美国的差距正在进一步

缩小。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显示，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突破爆发的历史交汇期，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

的先导力量，正在加速重构全球经济的新版图。中国互联网发展

取得一系列新成就、新进展。2018 年中国信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

网络信息技术取得积极进展，部分领域实现单点突破；数字经济

发展势头强劲，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交融发展的新模式；

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网络文化繁荣

发展；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持续为全球互联网发展

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互联网走的是一条应用先行、市场主导、政策规范的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互联网在中美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

同。美国互联网始终是渐进式发展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生产和营

销需求，带动网络应用在各个领域的渗透与融合，换句话说，互

联网是美国经济和企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而在过去 20 年里面，

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则是开创性的。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速度是世界互联网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的，其带动的是整个国家的数字化进程。例如近年来伴随着中国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升级，网络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工作途径。网络信息服务朝着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升

速度、降低费用的方向发展，出行、环保、金融、医疗、家电等

行业与互联网融合程度加深，呈现出智慧化和精细化的特点。

中国政府相继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宽带中

国战略》、《中国制造 2025》、《推进“互联网 +”行动计划》、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政策法律，逐步完成数字中

国、智慧中国战略的顶层设计。

国家推动的基于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初见成效，

中国互联网总体环境持续创新，充满活力。在宏观经济向好的推

动下，“新零售”成为中国现阶段应用发展的代表。据统计，

2018 年线上零售占总零售的比例达到 20%，比例全球最高。此外

共享出行增速 96%，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68%，并且仍在不断增长。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在互联网和未来

的 5G 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领域已经比肩，甚至将超越美国。

互联网可以保护，不会保守

2018 年 9 月 20 日，特朗普发布公众期待已久的《国家网络

战略》，这是其上任后的首份国家网络战略，特朗普在卷首语中

强调，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因此在界定、塑造和监管网络空间方

面必须保持主导地位。《战略》概述了美国网络安全的四项支柱、

媒体 5.4%
其他 3.0%

政府 18.5%
交通 7.1%

医疗 7.5%

能源 7.9%

互联网 8.1%

运营商 8.4%
教育 8.8%

制造 11.1%

金融 14.0%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显示，中国信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

推动形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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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目标与 42 项优先行动，意在强调塑造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全

球领导地位。战略全篇都是围绕“维持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

而展开，包括维持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引导建立网

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框架等。

这种典型的班农主义思维，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让美国重新

强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真正希望维护现有互联网国际治理体

系的恰恰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只有维护现有美国优先的全球互

联网格局不变，美国才能继续发挥其在互联网领域的原创优势，

并将这种优势借助互联网的全球化延伸到经济、社会、军事和政

治等各个领域。而如果美国主动关闭互联网，或者关闭某一个或

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的互联网，就意味着美国主动放弃了自己

在互联网全球共商机制中的关键地位，而将现有本已脆弱的互联

网全球治理体系推向崩溃，从而让自己保持了 50 年的先发优势

化为乌有。

然而，创新是互联网发展的基石，互联网的字典里没有“保

守”, 更不可能容纳“帝国主义”。美国要形成一个由其主导的

互联网治理体系，也必须遵循互联网的发展规律，必须积极主动

地促进“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构建和发展，美国必须继续积极

参与全球努力，确保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较以“政

府为中心”的模式更有优势。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更加积极参与关

键组织，如 ICANN、互联网治理论坛、联合国和国际电信联盟等，

在多边和国际论坛上捍卫互联网开放、互操作的性质。

构建新型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

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

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这个世

界上真正乐意推动建立全球互联网治理新秩序的恰恰是中国这样

的互联网新兴大国。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各国应该加

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没有了“自愿主导”的力量，全

球互联网所有参与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开放协商的机制，重建起

一个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网络空间治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

独善其身、置身事外，而必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同心协力，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

万物互联指日可待，各国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各国利益深

度交融，相互牵制，形成全球共同利益链。2017 年 3 月，《网

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发布，中国用四项原则、六大目标、九大

行动计划，向世界全面宣示自己在网络空间相关国际问题上的政

策立场，系统阐释中国开展网络领域对外工作的基本原则、战略

目标和行动要点，不仅为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交流与合作指明

了方向，对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

空间也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互信”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

建设前提。“共治”则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在“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网络空间中，唯有共治，才能真正地推动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创建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

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作用”，一个面向

未来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需要具备五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一是透明性，如推进战略对话、高层交流、业界交流和学

界交流，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平台，从而减少错误认知。因为决

定相互信任的关键变量就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

分信息。

二是公平性，如对互联网基础资源的公平分配，对互联网根

服务器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同管理，从而保证各国享有平等

参与互联网治理的权利。信任是一种拒绝任何控制和支配行为的

对称性关系，因此确保信任关系最好的途径，就是在交往中坚持

公平原则。

三是互惠性，即通过推进网络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各国网络

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为不论哪种互信措施，

其安排都应有利于各方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只有利于一国的单方面

利益。

四是可操作性，即可以按照《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中的行

动计划部署，坚持先易后难，从具体问题做起，逐步推进务实合作。

因为互信的维持状况与维持信任机制的可操作性和效力相关。

五是可持续性，即应充分考虑到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全球背

景和数字世界的日新月异，坚持创新驱动，坚持网络空间发展的

安全有序，即“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全球科技创业公司独角兽榜单，中美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



16 中国教育网络 2019.7

政策与焦点·观察

贡献者得道多助

“美国能断掉中国互联网”的谣言，源于误认为美国是互

联网的主宰者。其实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美国是互联网

最大的贡献者”。互联网是一个世界共建、共享、共治的网络。

其游戏规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贡献了，才有话语权。

从接入互联网的时刻开始，中国就不单是互联网的使用者，

更努力成为互联网的贡献者。新时期，在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

治理的基础上，我国广泛参与网络技术和国际标准的制定，拓

展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联网产业合作。众多中国企业成为互联

网传输设备和无线通信设备的主要提供商，例如本文开始提到

的华为公司，已经是全球互联网核心路由器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对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影响力日益扩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指出：“未来我们要

努力成为互联网核心技术的贡献者，贡献越多，影响力才能越大。”

互联网体系结构是互联网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互联

网体系结构及其核心协议、技术、标准和应用，对于我国积极参与

和贡献国际互联网科学技术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互联网的体系结构包括互联网各部分的组成和相互关系，

体系结构中，最核心的是网络层，利用网络层，互联网将所有

通信技术统一起来。网络层由三个要素组成，传输格式、转换

方式和路由控制。互联网之所以在众多的网络和通信技术中胜

出，最重要的是采用了无连接分组交换技术，也就是 IP 技术，

从而能够使用和包容所有的通信和网络手段。网络层承上启下，

保证全网通达，是体系结构的核心。在传送格式和转发方式相

对稳定的情况下，路由控制必须不断满足应用发展的需求达到

全网最优。另外，互联网体系结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发展

中不断演变和创新，因此网络的扩展性、安全性、高性能、移

动性、实时性和管理性等，将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

重大挑战。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科

研合作和标准制定中来。

目前中国在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

新型应用、技术交叉等学术热点领域已经取得了众多最新的研究

成果，包括 IPv6 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互联网大规模路由和

编址、网络空间安全、运行与管理、互联网传送控制与协议、高

性能路由器与交换机等。

依托 CERNET 和 CNGI-CERNET2 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在参

与国际标准的开发和制定方面同样卓有成效，目前由中国主导的

IETF 国际互联网标准 RFC，已经达到 100 多个。不难想象，伴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战略的贯彻实施，

中国在下一代互联网 IPv6 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将出现爆发式的突

破，我国在互联网核心技术方面的科技实力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

强，在国际互联网发展中的贡献率将大幅提升，最终真正确立起

中国在国际互联网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曾经有人提出，“中国不使用 TCP/IP 协议，自己创建一套

完全自有的互联网协议”的发展路径，是否可行呢？专家指出，

放弃全球规则，独立建设一套中国自己的互联网体系，与世界各

国的网络互不连接，是主动从全球互联网体系中脱离，“闭门造车”

必将导致倒退，必将割裂与世界网络技术发展的同步。只有积极

参与，主动融入，才能实现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的伟大复兴，才

能让中国互联网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进而产生积极的影响力。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只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解决互

联网的所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论断，互联网共建、共享、共治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在网络

空间上的人类共同发展平台。中国在其中要成为核心的参与者和

贡献者，为未来互联网发展贡献通用技术、基础技术、国际标准

技术，让互联网和中国同呼吸，共命运，打造数字领域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

从接入互联网的时刻开始，中国就不单是互联网的使用者，更努力成为互联网的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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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卡通 : 从实体到虚拟
从生态角度出发，虚拟校园卡不仅应解决支付、认证从实体卡到电子化的迁移问题，还应作为高校信

息化服务的连接器发挥作用。

文 / 本刊记者  项阳

正在改变的校园一卡通生态

或者是自己开发，或者是与企业合作，一些学校

开始踏入校园虚拟卡之途。5 月，华东理工大学与传统

一卡通企业合作推出虚拟校园卡；6 月，北京大学医学

部自研虚拟校园卡进入试运用。虚拟卡正在越来越多

的进入高校。

虚拟卡领域，高校中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华东师大。

2016 年，华东师范大学与微信合作，在全国首推“虚

拟校园卡”，一经推出，在图书馆、食堂等场景获得

了校园用户的广泛认可。当时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

借助移动设备为高校师生提供认证和消费服务的新时

代正式到来。

虚拟卡得以成熟和实现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成长；第二，移动支付的广泛解决。

所以我们看到，在校园虚拟卡领域独树一帜的互联网

企业主要还是拥有市场上最盛行的移动支付系统的腾

讯和阿里。

这之后是校园卡领域进入战国时期。一方面，传

统校园卡厂商在危机面前开始转型，推出虚拟校园卡

体系，与实体卡相互配合。另一方面，腾讯、阿里等

大型互联网公司快速跟进。目前、微信、支付宝、云

闪付等均推出了自己的校园卡产品。

共存时代互为补充

是不是未来校园卡都会过渡到虚拟卡？这似乎已

是不争的事实。就如同移动支付取代了实体支付一样，

虽然刚开始仅仅是一个苗头，但代表了未来趋势。有

争议的是，在虚拟卡与实体卡并存的现在阶段，彼此

应以什么方式相处？

在对高校调查中我们发现，校园卡“虚拟化”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已成为普遍共识，但在未来一定时间，

“实体卡”与“虚拟卡”将并存，互为补充。

一方面，由于校园信息化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

的，虚拟卡作为近几年衍生的校园“新生事物”，

其从功能定义到技术实现，都还处在探索阶段；另

一方面，长期以来，实体校园卡被赋予校园文化传

播载体的内涵。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虚实并立”的过渡期，校

园一卡通系统作为智慧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会承担更多服务，向更优化便捷的方向升级。

在历经三年虚拟卡和实体卡一起使用后，华东师

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办公室主任沈富可认为，在一卡通

的使用中，采用实体还是虚拟，要考虑不同的使用场景。

他提到，在食堂等一些排长队的应用场景中，实践显示，

实体卡更快捷。因此，一卡通使用应当采用优化的组

合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卡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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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通的核心是身份识别

身份认证是一卡通的核心所在，无论是实体卡还

是虚拟卡，要解决的就是身份认证唯一性问题。北京

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主任种连荣表示，一卡通的

核心不在于有没有卡，而是能够唯一识别持有卡介质

的人或其他主体。一卡通的本质是身份认证和识别问

题，是对特定“校园 ID”的使用。

例如，北大医学部虚拟卡与实体卡的身份信息均

来源于学校的权威数据源，并且完全保持一致，与用

户身份信息一一对应；南京理工大学正在实施一卡通

升级到“E 号通”，每人的实体卡、虚拟卡以及身份

特征均关联对应一个校园 ID 号，实现在学校消费、门禁、

认证等事务。

由此可见，一卡通“虚拟化”，核心是身份的电

子认证取代实体介质。“虚拟化”的本质不是物理卡

片的消失，而是基于统一身份认证，打通校园各项服

务接口，从建设孤立的业务系统向建设综合服务平台

转变。校园卡系统由此从最基础的认证和消费功能向

深度服务延伸，例如可以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搭

建个人综合信用体系、为师生精准画像。

高校信息化服务的连接器

虚拟校园卡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目前都面临着困

难和挑战。技术方面，由于目前虚拟校园卡多是基于

智能手机，依托各类数字校园 APP、企业微信公众号

或一卡通厂商的服务平台而搭建，非独立业务，运维

隐形成本增加，并且会存在身份滥用盗用、个人隐私

泄露等安全隐患。管理方面，实体卡与虚拟卡双卡体

系并存，给校园管理、后勤保障造成压力。此外学校

各职能部门、各类用户对“虚拟卡”的接受程度不一，

可能因为用户惯性依赖对“虚拟卡”的推广造成抵触。

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在研发上应该由

学校自身主导。这不是要求学校包揽从规划、开发到

应用维护的全过程，而是要自主掌握校园卡系统的基

础软硬件布局、个性化服务设计，以及认证交易等核

心数据，确保信息安全及系统升级空间。

另一方面，在管控上应该加强虚拟卡使用规范。

向虚拟卡过渡，对大多数学校来说，其实最大的问题

并非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虚拟卡正式上线前，信息办发布的

一条公众号消息提出，“在学校财务处的大力支持下、

在后勤保障处的全力配合下，虚拟校园卡上线了！”

短短的一段话，道出了高校虚拟卡应用的关键问题：

推进校园虚拟卡应用，需要跨部门的协调。

提到为什么华东师范大学能最早吃螃蟹，采用虚

拟卡时，沈富可表示，这主要源于学校信息化一直所

倡导的“系统推进”原则。这就意味着，建设虚拟校

园卡系统，无论是重新从头部署，还是在原有校园卡

系统的基础上增加“虚拟化”模块，都需要进行“顶

层设计”，联合校内各部门全系统推进。

相关人士表示，从信息化顶层设计的角度规划虚

拟校园卡系统，需要对如下问题作出回应：一是如何

有效降低校园信息化服务成本。服务成本不仅体现在

软硬件建设等看得见的投入，还体现在用户和服务部

门人员的无形化时间、精力投入。二是如何有效提升

校园信息化服务效率。高校应从虚拟校园卡流通使用

的各个环节充分考量，充分发挥其提升效率的方面，

优化其中的低效率环节。三是如何有效完善校园信息

化服务生态。从生态角度出发，虚拟校园卡不仅是解

决支付、认证从实体卡到电子化的迁移问题，还应作

为高校信息化服务的连接器发挥作用。

传统一卡通厂商面临转型机遇

而正在变迁中的一卡通市场正如互联网行业流行

的一句话：我颠覆你，与你无关。校园卡正在发生的

巨大变迁无疑对传统一卡通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但危险中蕴含着转型的机会。沈富可表示，随着腾讯、

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入局校园一卡通领域，传统一卡通

企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可以随现状变化对业务进行

调整。当前，BAT 等 2C 企业都在加紧做战略颠覆，

向 2B 领域进军；反过来，做传统校园卡的 2B 公司，

也可以在 2B 业务的基础上打破常规，进行 2C 的尝试。

“2B 跟 2C 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从企业发展的角度

讲，可以相互借鉴思路，选择最合适的服务模式。传

统一卡通厂商可以在这种融合变通中找到更好的生存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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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项阳  王左利

2016 年，华东师范大学在国内首推虚拟一卡通。

在这三年中，虚拟卡对师生校园生活有什么改变？虚

拟卡使用中需注意哪些问题？日前，就校园虚拟一卡

通的使用，本刊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办公

室主任沈富可。

身份认证是关键问题 

沈富可表示，虚拟校园卡是为了跟物理校园卡进行

区分而得出的称谓，两者都是对特定身份 ID 的使用。

他表示，虚拟校园卡实际上解决的是身份认证问题。人

的身份是唯一的，但可以用不同形式呈现。无论是物理

形式，还是虚拟形式，其实都旨在解决同一个问题——

“身份认证”。在一卡通使用过程中，具体采用哪种形

式，需考虑不同的使用场景。“例如在某些排队的窗口，

实体卡可能是最快的，虚拟卡未必是最好选择。”

他表示，一卡通的使用应当采用优化的组合方式，

即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卡片模式。

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中国最早使用虚拟校园卡的高

校，在近几年的应用实践中感受到很多便利。例如，

学校通过发放“校友卡”，让已经毕业的校友继续使

用学校的服务。这种虚拟形式的身份识别方式，与其

他相应的配套机制相结合，使得校友身份突破在校时

沈富可：校园卡应用要基于不同场景

间限制，也突破围墙限制。

无论是虚拟一卡通还是其他信息化应用上线，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全校范围内的系统推进。沈富可表

示，华东师大之所以能率先探索虚拟卡，源于学校教

育信息化 2.0 工作的实施部署。教育信息化 2.0 有一个

基本的原则“系统推进”，就是不同部门要形成一个

共识。同样以 “校友卡”为例，要真正使学校资源突

破在校时间限制，需要信息部门跟其他职能部门一起

来讨论和解决。同理，建设虚拟校园卡系统，无论是

重新从头部署，亦或是在原有校园卡系统的基础上增

加“虚拟化”模块，都需要进行“顶层设计”，解决

数据共享和数据质量问题。

虚拟卡的未来

那么，未来校园虚拟卡是否将完全取代实体卡 ?

沈富可认为，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浴室场景及排队用

餐场景中，目前物理卡的应用明显优于虚拟卡。“但

并不排除将来虚拟卡向更优化的方向升级，在这方面，

目前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的线上服务极有可能被

广泛复制到校园。”

虚拟卡推广中当前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在虚

拟卡引入后，出于管理需要，之前的实体卡也能同时

消费，这就由一个人一张卡变成一个人两张卡，这给

后勤等相关部门增加了管理上的负担和漏洞，也导致

其他业务部门对虚拟卡的疑虑和警惕。针对此，沈富

可表示，“一人一卡”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也正是一

卡通背后“身份唯一性”的体现。“这也促使我们重

新反思，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与数据，来判断是‘一

个人’还是‘多个人’在使用一张校园卡，从而用技

术手段规避漏洞。不能因为少量人不守规则，而影响

大部分人对虚拟卡的使用。不能因为有利用漏洞‘耍赖’

的人存在，就不去推进虚拟校园卡建设，从而影响校

园信息化进程。”

虚拟校园卡实际上解决的是身份认证问题。人的身份是唯一的，但可以用不同形式呈现。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

化治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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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卡片

6 月 中 旬， 北 京

大学医学部的虚拟校

园卡应用上线。在虚

拟校园卡上线之前，

北大医学部校园卡是

基于北京大学本部校

园卡系统的延伸。但

这样的模式对于医学

部来说，还不能很好

地满足特殊的需求。

“ 最 大 的 问 题

在于对学生身份的管

理。”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主任种连荣介绍

说，大多数学生在整个学习生涯中，分别要在北京大

学本部、医学部、附属医院等不同场所进行不同阶段

的学习和实践。而原有的校园卡系统不能很好地满足

多种应用场景，容易出现用户本人和其认证信息分离

的情况；此外，北大医学部有 6 家直属附属医院、4

家共建附属医院、14 家教学医院以及 26 家教学基地，

如果都发放实体校园卡，丢卡率很高，也不便于统一

管理。

在比较了各种形式的虚拟卡特点和优势之后，北

京大学医学部选择了自研 APP 的方式来建设，由软件

来定义卡片，“依托学校室内外全覆盖的校园无线网

环境，借助移动应用、网上支付、生物识别等先进技术，

将虚拟卡安装存储在手机中，最大化符合用户的使用

习惯，不增加用户的使用负担。”

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副主任黄宁玉表示，

此前有一些厂商推出“虚拟卡”，但本质上是实体校

园卡对应的电子账户，担心这种做法容易让学生混淆

校园卡、小钱包、电子账户，使用不便。北大医学部

北京大学医学部

校园卡的核心在于身份认证

此次推出虚拟卡，在系统规划方面，将虚拟卡系统建

成一个独立的应用系统，不依赖于现有的实体卡系统

运行，基于医学部的数据中心，提供身份认证和网上

支付功能。这样的设计，从功能上讲，已不存在实体

校园卡系统中常见的数据同步、数据一致性以及线上

线下卡库不平等问题；从技术上看，目前的网络条件，

足以完全满足各种支付方式的实时交易。

虚拟卡是基于移动端的综合服务平台

黄宁玉介绍说，虚拟卡的账户信息由系统分配，

具有唯一性，与用户身份信息一一对应。而虚拟卡的

身份信息与实体卡的身份信息均来源于学校的权威数

据源，并且完全保持一致，具体包含人员编号、身份

证号、姓名等基本信息，以及人脸、指纹等特征信息。

这些特征信息是在首次身份信息验证通过之后 , 通过用

户自主采集获取，也与身份信息一一对应。

虚拟卡的功能设计围绕身份认证和消费两大类展

开。在校园卡应用场景中，将配套的刷卡设备升级成

可同时支持实体卡和虚拟卡的版本，使实体卡和虚拟

卡同时可用。

在身份认证类的应用场景中，学校设计了多种认

证方式，同时部署与之相对应的认证设备，用户可以

有多种“玩法”完成

身 份 认 证。 比 如， 开

学报到时，刷脸即可

注 册； 进 出 楼 宇 时，

按指纹即可打开闸机；

借 书 时， 出 示 手 机

APP 中的二维码被扫

一下，即可将图书带

走； 听 讲 座 时， 打 开

手机 APP 中的虚拟卡

应用扫一下会议标识，

即可完成签到等。

种连荣  

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主任

黄宁玉

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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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类的应用场景中，学校选用了支付机构提

供的聚合支付通道，在后台管理端，统一开发接口、

统一对账、统一入账；在前台用户端，同时支持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无现金支付。在几

乎所有使用实体卡的消费场景中，均可使用手机完成

网上支付。

“我们希望实体卡能用的场景虚拟卡也都能用，

学生可以依据习惯进行选择。”黄宁玉介绍说，“虚

拟卡平台，未来还将推出校友和附属医院人员的身份

认证。”

关注用户体验，打造创新水控

校园卡应用中，浴室场景一直是应用的难点。一

方面，由于环境潮湿，水控设备故障率较高，同时手

机虚拟卡也不方便使用；另一方面，浴室既有水阀门，

又有刷卡水控，让用户的操作体验复杂化。

面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尝试无线水控，

将刷卡器移到浴室外，进入浴室时先刷卡登记，洗浴

过程中系统根据实际用水量计费，出浴室时再次刷卡

结算即可。基于当前发达的网络条件，无需再采用水

网关的方式记存消费数据，通过无线网，就能实现数

据实时传输。

种连荣介绍道：“这相当于把在家洗澡的场景复原。

类似‘智慧家居 ’，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浴室水控，逐

步扩展‘智慧宿舍’的应用内涵。”

加强管理优于做技术限制

虚拟卡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管理者带来

了难题：当一个用户同时拥有实体卡和虚拟卡时，如

何避免卡被非实名使用。通过调研得知，在有些案例中，

用户不能同时拥有实体卡和虚拟卡，或者实体卡和虚

拟卡不同时拥有同样的功能。

黄宁玉介绍说，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用户需求，

针对在校师生同时发放实体卡和虚拟卡，实体卡提供

传统校园卡所有功能，虚拟卡提供身份认证和网上缴

费功能；针对不方便领取、激活实体卡的人群如校友

群体，则发放虚拟卡，提供身份认证、定向消费功能。

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和管理，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规

范虚拟卡的使用。

“虚拟卡可以极大地改善用户的用卡体验，但是

在现阶段，从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实体卡的象征意义考

虑，虚拟卡还无法替代实体卡，实体卡仍然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黄宁玉表示。

针对虚拟卡和实体卡并存带来的管理问题，种连

荣表示，从技术上规避校园卡出借带来的问题比较容

易，但更重要的是从管理制度上解决。“我们会确认

使用校园卡的用户信息是可信的，那么，在多数情况

下可以不做技术限制。”如果采用技术手段禁用实体

卡或虚拟卡，一方面，当实体卡和虚拟卡需要同时使

用时，禁用会造成使用障碍；另一方面，基于对师生

“不信任”的技术限制，也会影响用户的使用感受。“首

先要把用户当成好人、守规矩的人，而不是时刻防备

着人。”种连荣认为。

“即使没有虚拟卡，也会有人把实体卡

出借。在学校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不允许

出借、出租校园卡，否则将受到处罚。” 因

此，如何加强管理制度，让师生自觉遵守校

园卡使用规范，比先进行技术限制更为重要。

种连荣认为，卡是一种认证的介质，

一卡通的核心不在于有没有“卡”，而是

能够唯一识别持有这个介质的人或其他主

体。“虚拟校园卡”是对应实体卡而产生

的概念，其实就是对特定“ID”的使用。“与

其说虚拟卡是未来的趋势，不如说电子认

证取代实体介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种连荣表示，“除了校园卡，电子身份证、

电子社保卡、电子交通卡等电子认证的推

出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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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在过去的一两年间，虚拟校园卡正逐渐成为高

校信息化发展建设的焦点。虚拟校园卡的设想提出

由来已久，但其在高校实质性的落地、发展却是在

最近几年。究其原因，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滋养其发展的软硬件要素都已初步具备。目前，移

动设备在高校的普及率颇高，几乎实现了人手一部

智能手机，这为虚拟校园卡的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硬

件基础。而各种社会化移动应用的快速发展，一方

面培养了用户的移动化使用习惯，提升了用户对电

子化认证的认知和接受度，另一方面又为虚拟校园

卡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软件载体，特别是为高校中常

见的支付、认证等信息化场景直接提供了解决方案，

使得高校能够快速过关核心技术门槛，直接切入场

景化应用。

2016 年，微信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第一张“微

信校园卡”落地，在图书馆、食堂等校园应用场景获

得了校园用户的广泛认可，这也意味着借助移动设备

为高校师生提供校园身份认证与消费支付等核心服务

的新时代正式到来。随后，各种虚拟校园卡产品不断

涌现，快速迭代，除传统校园卡厂商推出虚拟校园卡

技术体系外，腾讯、阿里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也快速跟进。

目前，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 APP 均推出了自己的

校园卡产品。

从实体的凭证，到电子的、虚拟化的凭证，再到

人本身即是凭证，我们不难发现，对于高校的“校园卡”

形态而言，终极的认证方式是生物识别，即人脸识别、

指纹识别、声纹识别等。但目前人脸识别出于用户隐私、

硬件成本、支付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还远未到能够大

规模普及推广的阶段。

顶层布局

在现阶段，虚拟校园卡是高校相关信息化建设最

主要的突破点。要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服务效率，提

升用户体验，就不能够简单地将虚拟校园卡当作一种

“体验品”，以“玩一玩”的心态去对待，而应该从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角度去加以考虑，对信息化发展建

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回应。

一是如何有效降低校园信息化服务成本。服务成

本不仅体现在软硬件建设等看得见的投入，还体现在

用户和服务部门人员的无形化时间、精力投入。例如，

对于规模庞大的校友群体，虚拟校友卡的发放无论从

制卡成本、触达成本，还是使用成本等方面来看都是

非常经济的。而这种成本的经济化不仅体现在虚拟卡

的从无到有，还需要建立在后续一系列的服务整合基

础之上。从这一诉求出发，高校可以结合校友活动中

报名、支付、签到、核销等一系列通用流程，聚焦应

用场景，充分发挥虚拟卡优势来全面降低活动成本。

二是如何有效提升校园信息化服务效率。高校应

从虚拟校园卡流通使用的各个环节充分考量，充分发

挥其提升效率的方面，优化其中的低效率环节。例如，

在食堂就餐支付场景中，最初的虚拟校园卡支付由于

存在多个操作环节，实际效率远低于实体校园卡，落

地效率不佳，如果仅仅将其定位为“实体校园卡的锦

上添花”，则容易安于现状，很难使其从根本上发挥

应具备的效能。要践行虚拟校园卡提升效率的使命，

就需要对问题加以重视，结合各方面力量，从软硬件

层面细致考虑如何对支付模式进行优化。目前，在微

信校园卡等一些产品中，已经通过电子钱包、签约支

付等方式使该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三是如何有效完善校园信息化服务生态。从生态

角度出发，虚拟校园卡不仅是解决支付、认证从实体

卡到电子化的迁移问题，它还应作为高校信息化服务

顶层布局 推进虚拟校园卡建设
对于高校的“校园卡”形态而言，终极的认证方式是生物识别，即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声纹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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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器发挥作用。例如，通过赋予虚拟校园卡越来

越多的功能，使得从支付到认证的各种校园服务都串

接于其中，并可以通过唯一的“校园码”来加以承载，

高校就能够形成一种新的认证生态。整合到虚拟校园

卡中的功能应用越丰富，“校园码”的整体效能就越

强大。同时，借助于这一框架，高校还能够根据师生

的行为数据搭建起校内的个人综合信用体系，并反向

解决高校普遍关注的“如何避免虚拟校园卡被用户出

借”等问题。

技术挑战

尽管虚拟校园卡可借道微信、支付宝等互联网产

品的成熟技术架构来实现认证、支付等基础功能，但

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可以“拎包入住”，或是“拿来即用”。

要使得虚拟校园卡建设可持续发展，高校尤其需要重

视其中与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实践中认

为，虚拟校园卡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技术挑战：

虚拟支付的账务问题

引入虚拟校园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引入微信 / 支付

宝等移动端的虚拟支付功能，打通线上线下，提升在

校师生的支付体验。引入支付就必然涉及账务的问题。

传统上，校园卡系统与学校财务系统之间已经存在成

熟的对账体系，虚拟支付的引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

接模式，存在两种方案。

1. 对接校园卡系统

这种方案实际上是将虚拟校园卡作为整个校园卡

系统的一个子模块。虚拟校园卡所使用的金额，必须

来自校园卡系统的充值。虚拟校园卡的消费也通过校

园卡系统产生。校园卡系统再整个与学校财务系统进

行对账。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2. 直接与财务系统对账

这个方案把虚拟校园卡视作一个独立的应用系统

纳入学校支付体系，并直接与财务系统对接账务。由

于微信 / 支付宝等互联网支付产品都拥有相当完善的

API 接口，因此完全可以将虚拟校园卡的支付订单与校

支付平台直接进行对接，财务方面直接获得虚拟支付

的流水明细以核对账目，其结构如图 2 所示。

方案一最大的优点是不会“惊动”到财务部门，

没有跨部门协调的成本。信息办内部系统打通相对而

言更容易操作。然而由于虚拟校园卡是一个纯线上的

业务，校园卡系统的账务若是以库为本，那么这两者

的对接还相对容易一些。校园卡系统的账务若是以卡

为本，则两者在架构上存在天然的矛盾，无论怎么调

整都很难有完善的方案来完全保证账目的一致性。方

案二中，师生可以直接使用微信 / 支付宝中的钱包，

支付模式与其他场景并无差异，用户体验是最好的，

且账目也最为准确。然而这个方案下财务系统必然涉

及接口对接上的调整，因而不可避免会存在跨部门的

协商。

从“玩一玩”，做个“试验”的角度上看，部门

内部操作当然更容易落地，更容易快速实现“DEMO”。

然而从信息化顶层设计的角度上看，我们不能回避跨

部门的业务集成，因为信息化的核心本就是流程的再

造。定位上看，支付平台本就是承担校内支付业务的

整合角色；体验上看，支付平台直接对接虚拟校园卡

的用户体验最佳。因此我们认为方案二是更为适宜的

选择。

图 2  将虚拟校园卡纳入学校支付体系

图 3  同步用户基础数据库到虚拟校园卡系统图 1  将虚拟校园卡对接校园卡系统

财务系统（支付平台）

虚拟校园卡校园卡系统

对账 财务处负责

信息办负责

系统对接

财务系统（支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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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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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对接

数据同步

虚拟校园卡业务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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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数据的对接问题

虚拟校园卡本质是校园用户的身份属性向虚拟空

间的一种映射。随着虚拟校园卡的业务推广，越来越

多的业务需要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来进行更准确的授

权。传统上，我们会采取同步用户属性信息到虚拟校

园卡系统，并由虚拟校园卡系统提供身份数据接口，

如图 3 所示。

数据同步必然存在滞后性，如果缺乏增量接口，

则数据可能滞后长达一天。对于一些时间敏感类的业

务（例如会议室预约等），数据滞后可能导致业务无

法正常使用。

另一种模式则是将虚拟校园卡的虚拟 ID 实时地推

送至用户基础数据库中，即作为用户基础数据的一部分，

然后由用户基础数据库直接提供身份接口对接应用。这

种方案可以保障数据的实时性，并且消除了多余的接口

（对应用系统而言），但需要修改用户基础数据的结构，

以增加虚拟校园卡的 ID 数据字段，如图 4 所示。

信息化基础设施——API 网关

事实上，所有信息化建设中，技术挑战最关键的

部分就是数据的对接，也就是 API 的治理。在 API 的

治理上，由统一的 API 网关来承载所有 API 对接业务，

并提供统一的授权、流控和聚合能力；由业务系统提

供具体的数据 API 接口，通过 API 网关进行具体的路

由调度，数据由业务系统维护并保障数据质量，如图 5

所示。

每一个提供数据的业务系统都可以视为数据的“生

产者”，每一个需求数据的业务系统也可以视为数据

的“消费者”。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

即为 API 网关。API 网关应该提供多种不同的授权模式，

基于用户授权的 oAuth2，基于应用授权的 internal token

等等；API 网关应该提供流控限速等控制能力，减少后

端数据接口的负担；同时，结合聚合 API，API 网关可

以提供数据聚合的能力，简化“消费者”的数据调用。

从谁提供数据，谁治理数据的角度而言，数据生

产者的 API 接口应该由业务系统自身负责。然而我们

要考虑现实情况，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推动不能一刀切

把老系统都拒之门外。对于新建的应用系统，我们要

求必须提供开放 API 能力并接入 API 网关。而对于不

支持 API 接口的老业务系统，我们可以先由信息部门

定制开发对应的 API 接口来快速纳入 API 开放体系，

并督促应用系统尽快整改以在后期提供 API 开放能力，

如图 6 所示。这样逐步过渡到所有的业务系统都原生

提供 API 开放能力。

综上，校园卡的虚拟化工作只是学校信息化建设

的冰山一角，就虚拟卡本身而言，实际上是基于信息

化建设应用场景的身份识别方式的变化，涉及从内部

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问题，到随着技术的发展，将各

种身份识别的方式（包括实体校园卡、虚拟校园卡、

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等）的关联；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如何进行背后的顶层设计，将虚拟校园

卡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建设内容，实现基础数据的统一、

身份认证的统一、行为数据的统一，以更科学的技术

架构支撑校园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办公室）
图 4  将虚拟 ID 实时推送至用户基础数据库

图 5  由统一的 API 网关承载对接业务

图 6  新旧应用系统共存时的 API 治理

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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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的校园一卡通应用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自 2004 年即启动了校园卡建设工

程，在“一网一库 一卡”的一体化设计思想指导下，

构建了一体化“开放式”、标准化和可持续建设发展

的校园卡管理系统，结合数字校园，将校园支付、消费、

校园网、图书借阅、校医院就医挂号和缴费、电子注

册、报名缴费、机位管理、门禁、考勤、通道、班车

等功能集于一体。2015 年，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了校园

卡二期改造，通过将管理端与服务端分享方式，构建

ITS 服务中心实现了每周 7×12 线下服务平台，铺设了

宿舍楼层的便捷充值终端、开辟了多条线上充值渠道。

中国人民大学每年的发卡总量接近 2.3 万张，包括

新办卡约 1.2 万余张，补办卡约 1.0 万余张。高校具有

人员密度高、年度比例迭代的特点，对校园一卡通卡片

的消耗量巨大，在技术成熟时，校园一卡通虚拟化势在

必行。2017 年启动的校园卡三期项目，重点发力基于校

园卡的大数据体系架构、线上线下自助服务、人脸识别、

衍生服务、虚拟校园卡等功能。2019 年 4 月，中国人

民大学教工自助餐厅启用了人脸识别系统。基于 Face++

的深度学习算法可将识别精度提升至 99.5%，借助服务

端强大的计算能力，用科技感十足的“刷脸”就餐方式

开启了校园一卡通虚拟化的新篇章。

实体一卡通的不足

校园卡系统作为学校核心基础设施，经过十几年

的发展，实体校园卡优点是接受度高、应用范围广、

携带与使用方便、消费速度在毫秒级，同时实体卡在

校园第三方服务接入方便，可依托卡片信息脱网实现

与校医院系统、图书馆借阅系统、通道机系统的对接，

校园卡文化也成了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校园卡的使用中，实体卡的不足之处也日益凸

显，主要表现在：  

1. 消费保障不足及实体卡更换存在瓶颈

实体卡需预先充值才能消费，一旦在消费过程中

余额不足，只能中断消费过程先行充值。此时往往为

充值高峰期，在师生用户中造成校园卡服务体验“极

差”的错觉。同时，因为一卡通承担了通道机、办公

室门禁等多项身份识别功能，一旦丢失或更换，不仅

存在安全隐患，因卡片物理识别码变更，还需要重新

下发所有第三方权限。

2. 实体卡载体差异必然引发故障

因时间、空间跨度大，卡片及读取机具迭代次序

不一，甚至存在厂商更换等问题，必然引发损耗性故

障。以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为例，自 2004 年投

建以来，校园卡系统运行了近 15 年，至 2015 年二期

改造前，校园卡片经常出现校园卡不通刷、机具不通

识、名单同步延时、挂失卡依然可局部消费等问题。

3. 实体卡片本身限制了智慧校园衍生功能

TypeA/B 的 CPU 智能卡成本高，单张约 12 元左右。

成本低的 M1 卡既存在安全隐患且智能扩展有限，如

照片、人脸及指纹等数据或信息的录入受到限制。

虚拟卡应用的风险与挑战

随着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

普及，高校有线网、无线网无缝覆盖，虚拟校园卡实

虚拟校园卡当前应用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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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技术储备与软硬件设施已完备，传统一卡通技术

服务商迅速跟进，微信与支付宝两大巨头也相应推出

了虚拟校园卡接口，自 2018 年起，屡屡有高校接入虚

拟校园卡，发力实时第三方支付、充值、门禁等领域。 

相较于实体卡，虚拟卡发卡与管理成本低、充值消

费查询便捷、可随时随地针对性地提供“智慧校园”的

各项个性化服务。更可充分利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计算

能力，高效承载校园卡系统的各项微服务，诸如入校离

校、会议签到、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创新应用。

虽然有学者认为虚拟校园卡替代实体校园卡的趋

势不可避免，但是根据笔者所在学校及相关高校的交

流结果，笔者团队认为虚拟校园卡仅可作为实体校园

卡体系的补充，三至五年内不会全面取而代之。具体

原因如下 :

1. 虚拟校园卡非独立服务，运维隐形成本增加 

目前，虚拟校园卡多是基于智能手机，依托于各

类数字校园 APP、企业微信公众号或一卡通厂商的服

务平台，独立于现有实体一卡通体系的电子产品。相

较于技术储备与商业模式已经成型的人脸识别技术，

该技术融合图像处理、生物特征分析等相关技术，被

公认为是“互联网＋”时代下实现信息安全认证的一

项重要技术，虚拟校园卡本身也要依托于师生智能终

端，仅仅是校园卡由实体到无任何第三方介质的一个

过渡呈现。为之投入大量财务进行校园卡系统软硬件

配套设施的升级与卡片迭代，可能会面临一经上线即

过时的尴尬局面。

虚拟校园卡的使用必须依托于实体卡，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开卡阶段：在虚拟卡必须信托实体卡，

包括用户的身份信息与 PBOC 钱包信息。二是消费清欠

阶段：使用虚拟卡的二维码消费时，该消费流水形成一

笔待清欠账单，等实体卡在任何一台联网机器上消费时

完成清欠过程，此环节必须依托实体卡实现服务器与用

户端数据一致校验。 

在运维方面，虚拟校园卡对校园卡网络与校园有

线无线网络保障要求提高，高校一般需在重点区域构

建高带宽的 TCP 网络，以满足快捷的移动支付与认证

体验，网络改造与维护成本大增，同时，在第三方接

入平台，如线圈卡通道机、图书借阅等系统，只有新

增配套的二维码识别设备才能接入虚拟校园卡。

2. 增加安全隐患，身份识别功能漏洞较大

当前已经普遍使用的虚拟校园卡技术依托于智能

手机，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统计，2018

年第四季度的移动端操作系统中，开源的安卓系统占

74.41%，针对智能手机的病毒与垃圾软件会相应的成

为虚拟校园卡的安全隐患。当虚拟卡开通使用后，实

体卡不是师生出行必带选择，一旦实体卡丢失或被他

人盗用，有可能出现长时间或大额度的恶意消费，为

师生带来大量经济损失。 

与此同时，因为虚拟校园卡系统是独立的校园卡

体系，在实质上造成了实体卡与虚拟卡可同时使用的

现象，双卡体系并存必然给校园管理、后勤保障、校

园安全、图书借阅等方面造成压力。

3. 无法替代的衍生功能与用户惯性依赖

经过多年的习惯培养，校园一卡通已经成为校园

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以校园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卡

面设计，针对师生不同群体发放的个性化校园卡，体

现学校独特文化氛围及人文关怀；如中国人民大学的

实事求是校园卡体系的设计，如具有纪念意义的校友

卡，这些是虚拟校园卡无法取代的。

同时，实体校园卡也积累了丰富的实用衍生功能。

以北京为例，据报道，2017 年下半年起，北京市政公

交一卡通就与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五所高校合作

推出了具校园卡及交通卡功能的“高校学生卡”，即

能“一卡两用”，又能在校内实现自助充值和延期操

作。不仅可以用于校园内餐饮消费、水控、小额消费、

门禁、电子注册、签到、图书借阅以及看病挂号等，

还可作为一卡通学生卡，直接享受 2.5 折公交乘车的

优惠，同时享受支持北京一卡通的联营超市、便利店、

餐饮店等， 已在这些高校共发行了约 75000 张卡片，

该项应用还将逐步扩展至更多北京高校。

校园内同时也工作、生活着年龄阶段、学历水平各

不相同的后勤保障、临时聘用、短期培训人群，有些用

户群体必然对虚拟校园卡“无感”，从近两年高校虚拟

校园卡报导中，我们也能看到师生对其接受程度并不高。 

综上所述，虚拟校园卡虽然在技术水平、软硬

件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已经陆续在高校投入使用，但

是因为其实现机制存在缺陷，且必须依托于移动智能

终端，现阶段只能作为实体校园卡的补充功能存在，

无法完全替代实体校园卡。后者同时也是校园文化传

播媒介，具体丰富实用衍生功能，广大用户对其存在

明显的惯性依赖。介于此，本文认为现阶段，虚拟校

园卡只能作为现有实体校园卡系统的补充或者一个模

块，无法完全取而代之，广大从业者可以从人脸识别

类的无介质支付或智慧校园 + 大数据方向继续探索校

园卡发展新方向。

(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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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上一代校园卡系统以南京市

市民卡为载体，实现了校内校外一卡通。当前，

我们正在实施一卡通升级到“E 号通”，每人

的实体卡、虚拟卡以及身份特征如人脸、指纹

均关联对应一个校园 ID 号，实现在学校消费、

门禁、认证等事务。

校园卡的虚拟化给高校信息化的运维工作

带来极大的挑战，对网络保障、平台支撑、数

据流转、实时监控、决策分析等都会带来巨大

的影响。

校园卡向“虚拟化”升级改造，重点要解

决平台支撑和内外融合问题。校园卡系统运行

的稳定涉及学校的安全稳定，必须有底线思维

意识，所以平台的支撑尤为关键，另外要做好

与支付宝、微信等外部聚合支付的对接。此外，

虚拟校园卡建设要遵循成熟可靠、稳定可行、

安全可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校园卡“虚拟化”肯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社会发展看，公交地铁卡、身份证的虚拟

化为人们的出行和身份认证带来了便捷，同

理，校园卡虚拟化也势在必行。但至少在不

短的时间，实体卡还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

应该“实体卡”与“虚拟卡”并存过渡期，

但两卡系统相对独立，逐步减少实体卡的使

用场景。在学校应构建全量数据中心，打造

校内共性能力支撑平台，融合校外支付宝、

微信等支付、身份特征识别等能力，推进信

息化的跨越式发展。

涂庆华

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

建设与管理处处长

虚拟校园卡要解决平台支撑和           
内外融合问题

随着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进程的推进，以及移

动设备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国内高校一

卡通系统正向虚拟卡、多介质、智能感知、自助

化服务、校城互通、精细化服务和大数据应用等

方向发展。适应师生移动支付的诉求，越来越多

的高校推出了校园虚拟卡应用和聚合支付应用，

为师生提供多样化的校园支付渠道和支付手段。

坚持自主建设、可管可控是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直以来建设校园信息化的基本原则，校园一卡

通系统依据此原则进行建设，构建了全新的校园金融消费、身份识别应用

及第三方系统对接体系，支持微信、支付宝在线充值，手机扫码支付以及

校园卡与银行卡、城市公交卡融合等功能，新增及升级了自助现金充值、

自助补卡、自助多媒体服务等十余项面向师生服务的校园卡功能，实现了

系统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实用性。

坚持自主建设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 覆盖全场景应用

传统的校园一卡通系统在实体卡应用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为满足师

生移动支付需要，在实体卡存在的基础上，增加虚拟卡应用，真正做到线

上、线下全场景覆盖。

2. 个性化需求开发

自主建设的校园一卡通系统，可根据学校实际需求，要求厂商提供

个性化开发。哈尔滨工程大学将校园一卡通各类移动端业务嵌入学校已有

的 APP 中，支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的充值等个性化需求，

从而更好地服务师生。

3. 数据资产更安全

高校信息化中数据是学校重要的资产，校园一卡通相关的交易数据

和认证数据涉及个人隐私，这些数据存储在校内更加安全可靠。自主建设

的校园一卡通系统服务本地化部署，采用校园网及一卡通专网传输数据，

保证信息安全和数据资产安全，为学校未来智慧校园建设提供数据分析。

4. 系统开放性更好

校园一卡通是学校师生日常工作生活最重要的应用之一，需要与学

校很多信息系统对接整合，自主建设的校园一卡通系统提供开放的接口，

根据学校的需要，可以实现与校医院、图书馆、多媒体教室等众多系统的

对接集成，并与学校共享库实现人员信息、消费信息、认证信息等数据交

换和共享。

5. 运维响应更快捷

自主建设的校园一卡通系统，硬件设备属于学校，所有运维服务团

队均为原厂直属售后服务团队，售后服务速度、效率、质量有保障。

坚持“自主建设”原则构建校园一卡通

杜军

哈尔滨工程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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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卡通江湖暗战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伴随他们大学生活的校

园卡往往是最深刻的记忆烙印，并与老师、课堂一起

成为维系高校与学生这一共同体的重要纽带。随着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校园卡所携带的密集数据也成为高

校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从教育信息化 1.0

到 2.0，校园一卡通作为数字校园、智慧校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

从某种角度来说，各种校园卡合体集成并附加越来

越多功能的校园一卡通的进化，正是由高校日新月异的

更高需求以及产业界激烈的竞争共同推动的。伴随移动

支付在国内的广泛使用，互联网企业正在以一种特别的

方式进入高校信息化领域 , 虚拟一卡通正在逐渐取代过

去的实体卡，这种趋势也改变着一卡通产业与服务。

群雄逐鹿

校园一卡通的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可以从

某厂商的招股说明书上一窥究竟。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全国高等院校 2000 多

所，以每家高校在一卡通项目上平均投入 300 万元左

右计算，按照目前全国高等院校数量，理论上市场份

额已超过 70 亿元。目前尚有 50% 以上的校园未实施一

卡通，即尚有 30 多亿元左右市场空间，另外高校一卡

通每年维护费用的空间约有 7~8 亿元。据了解，高校

一卡通系统通常 5 年左右就需要重新建设或者升级，

因此，高校一卡通市场具有持续的增长空间。

显而易见，校园一卡通是典型的 ToB 业务，虽然

在整个“教育产业”中份额并不大，但具有营销目标

明确、中标金额巨大、更换频率固定等市场属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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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有的教育集成厂商来说无疑都是巨大的诱惑。

传统一卡通项目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最早发端

于高校的食堂收费系统，涌现了南开太阳、沈阳先达、

沈阳宝石、兰大小精灵、郑州新开普等致力于食堂消

费系统的强势公司；90 年代末，由于校园机房管理系

统的兴起，许多学校纷纷在校内发放上机卡，又出现

了如北京昊星、泰利德等公司，在机房系统占有了很

大份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些不同场景的校园

卡应用是相互独立运行存在的。

随着教育信息化需求不断提高，新技术更新换代，

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加入到校园一卡通的战局中来，市

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目前国内一些大型的系统集成

商都把校园一卡通纳入了自己的业务范围，如清华同

方、联想、浪潮、北大方正、东软、太极计算机、东

大金智等。

巨头入局

BAT 等互联网巨头的入局，着实让传统的一卡通

厂商紧张了一把。面对这些站在完全不同资源维度，

并必然带来新的的游戏规则和玩法的“野蛮人”跨入

一卡通领域，对传统厂商，是挑战还是赋能，是降维

打击还是昙花一现，所有人都在观望。

首先是腾讯。借助微信支付的广泛使用，它最早

与校园网进行合作。在 2018 年 4 月举行的中国“互联

网 +”数字经济峰会上，腾讯推出以微信校园卡为核心

的数字校园整体解决方案，即通过“腾讯微校”搭建

高校信息化矩阵。腾讯希望借助微信校园卡完成校园

网络的连接。

坐拥十亿用户的腾讯微信，如何寻求更深入的用

户连接？马化腾将腾讯战略解释为：连接、工具、生态，

希望腾讯能够成为各行业的数字化助手，帮助每个行

业进行数字化的升级，而微信校园卡无疑就是其在高

校的落地方式。

腾讯表示，其最大的优势便是能够提供连接和服务，

通过腾讯微校等先期产品和腾讯的技术手段，能够连接

校园的生态和设备。微信校园卡可以通过小程序、微信

公众号等快速建立，不需再搭一个信息系统去做。2018

年 4 月面世，3 个月后，腾讯微信校园卡就推出了 2.0

版本。

 虽然腾讯方面一直宣称，微信校园卡与传统一卡

通并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而既是一个合作，又是一

个升级的过程。但很多行内人一看腾讯微校的功能和

架构，就能感受到其在这个领域的野心，认为这是打

算再造一个基于微信本身的一卡通生态。

阿里随后。 如同当年肯德基、麦当劳铆足了劲比

邻而居，苏宁、国美总是花开对面各表一枝那样，在

校园一卡通的产业链条上，阿里系并没有让腾讯等太

久。确切地说，是腾讯微校现身的九个月之后，通过

校园卡巨头新开普的一纸公告，蚂蚁金服顺利绕过了

由传统一卡通服务商把控校园市场的“马奇诺防线”，

正式进入到这个领域，其中不乏资本运作的意味，但

更多的则是借力打力无缝嵌入校园支付以及背后海量

数据的预期。

2019 年 1 月，新开普部分股东与蚂蚁金服全资子公

司上海云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上海云鑫以约 2 亿元受

让新开普无限售流通股 3021 万股，约占新开普目前总

股本的 6.28%，蚂蚁金服间接成为新开普第二大股东。

如此大的动作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蚂蚁金服与

新开普“亲密接触”早在 2017 年 8 月就开始了。彼时，

蚂蚁金服未来校园合作伙伴开放大会在杭州举办并邀

请新开普出席。新开普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及芝麻

信用等展开全面深度的合作，足见阿里系对校园支付

这个领域预谋已久。

当然，对于新开普来说，这也是难得的加持和共赢。

作为中国一卡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新开普在高

校信息化行业发展已有近 20 年历史。据其 2018 年半

年报，新开普校园信息化产品覆盖高校总数达千余所，

市场占有率逾 40%，可见其在校园支付领域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此次合纵连横，除了无形的品牌价值提升外，

新开普可以全力提升整体智慧校园的服务能力，产业

互联网平台、SaaS 服务以及智能终端系列产品创新能

力和运营能力，并与蚂蚁金服合力完成智慧校园云架

构的搭建和升级，促进公司转型为教育行业产业互联

网、物联网科技服务公司。同时，基于校园混合云平台，

利用平台的服务开发能力，赋能线下应用场景终端，

为校园管理者、教师、学生提供微服务或者定制化服务，

并向校际交互方向发展。

步步惊心

新开普架构的“软硬通吃，既 ToB 又 ToC”的发展

蓝图其实是很多传统一卡通服务商的转型方向。然而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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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等这种互联网巨头的某些打法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事实上，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对于具体的供应商

来说传统一卡通市场已经较为饱和，几乎达到了天花

板，想要保持持续增长，就要改变以往的“交房”思维。

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长期以来，传统一卡通公

司与高校之间的产品交付模式更像是房地产商与购房

者之间“交钥匙”过程，房子验收通过，客户确认无

误就把钥匙交给对方，双方仅有维护以及法律维权之

类的虚线关系，这在一卡通的运行方式中往往会因为

与使用者（老师、学生）沟通不够造成很多问题，同

时，一卡通硬件接触如此庞大的人群如果一次性舍弃，

实在是商业模式的浪费。

于是从 2010 年开始，很多传统一卡通供应商从传

统开发模式向互联网式的开发模式转化，通过让实际

使用的师生参与信息化建设过程，对系统进行持续优

化。同时通过 APP 以及大数据开展多项校园服务，甚

至基于数据和渠道打造开放式的平台，以此延长校园

一卡通的产业链。

然而腾讯微信等已成为校园师生必备工具，其切

入的精准度之高，对于正试图通过其硬件部署盘活校

园底层数据，改变原有单一盈利模式的的一卡通厂商

们无异是当头一棒。

当然，传统厂商并非全无一拼之力，多年来他们

的护城河正是对于这个领域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对客户

的掌握，尤其是高教客户与 K12 客户不同，很难通过“推

土机”模式一蹴而就，而它们从 2010 年就开始的互联

网转型也有了一定抗风险能力。

但更让众多传统厂商头疼的是，高校一卡通的“数

据孤岛”事实上衍生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这意味着任

何一个高校都是众多订单机会的叠加，有可能从不同

的部门获得收入。然而根据教育信息化 2.0“教育管理

公共服务平台实现融合发展”的任务要求，“一卡通”

的集成度将越来越高，虽然标的额会越来越大，但市

场规模却不足以支撑中小企业而终将走向垄断。一位

从业者的看法是，未来在校园一卡通领域很有可能出

现赢者通吃的局面，他们凭借实力、品牌、技术等占

据大部分的市场，而其他竞争者要么被淘汰要么成为

开放平台的组成部分。

机会博弈

任何商业模式，都源自于需求。分析未来校园一

卡通的市场走向，终究还是要回到其需求的本源上来。

校园一卡通未来的发展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

一是从终端用户即师生（持卡人）的角度来看，要求

校园卡更加智能化、多样化，比如支付载体存在形态

的多样化，像手机卡、CPU 卡、网上支付等，还有子

系统功能的不断丰富和自助服务的全面应用；二是从

学校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期望校园卡系统便于运营维

护，达到减员增效，满足学校方便管理的要求，而更

重要的则是建立以一卡通身份认证为基础的数字化校

园模型，从数据流上将校园卡的属性延伸至全校各部

门；三是从整个卡行业的角度来看，核心还是其芯片

技术的标准规范，不但应符合物联网行业应用，而且

还可以纳入可穿戴设备领域。

再往未来的深处看，综合了智能卡、自动控制、

生物识别、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数据库、信息安全领

域的诸多新技术成果的智能一卡通系统，在信息技术

革命时代，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将带来更安全、更便捷、

更舒适的生活。这也就意味着新一代校园卡系统至少

应该具备人性化、多样化和智能化的特征，充分体现

融合、服务和创新。面对时刻变化的校园客户需求和

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导入新产品是企业持续成长并

保持赢利能力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

展，未来校园卡系统又会发生哪些改变？这是抛给高

校用户和一卡通厂商的新课题，也为校园卡系统的应

用拓展带来更大的想象和发展空间。但毋庸置疑的是，

大数据时代发展至今，校园一卡通能够为企业带来的

早已不是高校每年的建设费用和维修费用，更加重要

的是每一张卡背后所蕴含的持卡人的一系列行为习惯

集成的数据。不难想象，未来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传统一卡通项目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最早发端于高校的食堂收费系

统，涌现了致力于食堂消费系统的强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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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吃饭”成为现实
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最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正是大学生群体的这个特质，让作为

新生事物的虚拟校园卡，能在推出后受到广泛欢迎。

跨校区跨院校模式成亮点

继卡账户和电子账户合并升级成“校园宝”之后，

改版升级的浙大“校园宝”app （原名“浙大校园卡”）

于 2017 年 5 月上线运行。浙江大学虚拟校园卡的最大

亮点是：校园支付生态链，跨校区及跨院校模式。

虚拟校园卡为用户提供全场景的支付服务，打通学

校、校区、商户和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间的支付通道。

用户可以通过 WEB、移动终端、自助终端、消费终端等，

使用“卡”、“APP/ 微信”等方式完成交易及交易管理、

结算的整个过程，在校师生、校友可以选用任何一种终

端，完成在线的消费、缴费、充值、捐款、购物等服务，

形成“校园支付生态链”。

据悉，虚拟校园卡后续将实现浙江大学本部玉泉、

紫金港、西溪、华家池、之江 5 个校区，海宁、舟山异

地校区，城市学院、宁波理工学院独立学院以及省内其

他高校的在线支付大平台模式，通过浙江大学在浙江省

内高校领头羊的作用，突破高校壁垒，通过信息化手段，

打通高校相关资源，服务省内高校师生，提高高校间人

员互动，信息资源共享的能力。

一部手机走遍校园

2019 年 5 月 27 日，华东理工大学虚拟校园卡升级

工作完成，并正式上线运行。虚拟校园卡由华东理工大

学信息化办公室主导推出，得到学校财务处的大力支持

与后勤保障处的全力配合。

师生在两校区各食堂和安装有消费 POS 机的超市都

可以使用虚拟校园卡。这意味着，只要带上手机，就能

走遍整个校园。虚拟校园卡目前仅可用于消费，未来将

根据需求上线更多功能。

让校友轻松重温校园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师大通 - 虚拟校园卡”APP 于 2017 年 6 月上线试

运行。虚拟校园卡集身份认证识别与金融消费于一身，轻松实现校园卡

转账充值、流水查询、挂失、解挂、修改密码、账单记录等基本功能。

与其他学校优先考虑的用户群相比，北师大虚拟校园卡在上线

前期的过渡阶段，主要用于校友、外来临时人员（纯虚拟卡，没有

实体卡）、老师使用（实体虚拟卡并用，主要用于会议签到），后

续再扩展至在校学生群体。

已经毕业离校的校友，通过 APP 在线申请校友卡（虚拟卡），

可以在餐厅和超市进行扫码消费，在校门和图书馆进行扫码认证；

临时来校开会或参加培训班的人员，通过 APP 在线申请临时卡（虚

拟卡），可以实现在食堂的扫码用餐和门禁考勤的扫码认证；此外，

对于学校老师来说，在会议签到或考勤时可以用传统卡刷卡，也可

以用虚拟卡扫二维码，免去忘记带卡的麻烦。

“生物识别”虚拟卡引关注

作为山东大学校园卡三期工程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虚拟校园卡体系于 2018 年 3 月初上线运行。虚拟校园卡是对传统校

园卡的介质延伸和体验补充，由手机虚拟校园卡、微信虚拟校园卡

和生物识别虚拟校园卡组成，并可灵活扩展其它虚拟介质。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刷脸吃饭”，属于生物识别虚拟校园卡，

目前应用主要为刷脸消费。为确保识别的准确率和识别速度，开通

用户需通过手机虚拟校园卡自主上传近期照片，或通过现场终端拍

照上传作为基础比对照片，且目前仅在自主餐厅等有限场景使用，

后期将逐步扩展至普通消费窗口。

据了解，虚拟校园卡一经推出，即受到学生的热切好评。有关

负责人表示，虚拟校园卡的未来非常可期。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

最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正是大学生群体的这个特质，虚拟校

园卡才能在刚推出就受到广泛的欢迎。

（综合网络相关报道整理，整理：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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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校园一卡通进化史
校园一卡通建设分为介质和系统两个方面。它们经历不断的进化和发展才有了今天高

校的普遍应用。本文将分别对校园一卡通的介质和系统从概念、发展历程、发展趋势三个

方面进行介绍和梳理。

概念

校园一卡通是以智能卡为信息载体，适用于校园

消费和管理的网络系统。智能卡取代了学校管理和生

活中所使用的各种个人证件和现金支付手段，在一张

小小的智能卡上实现生活消费、学籍管理、身份认证、

网上交费等多种功能。同时校园智能卡与银行联网，

可以在校内外银行网点和指定商户圈存、取现、消费等，

真正做到一卡通用。校园一卡通还将智能卡的强大功

能与计算机网络的数字化理念融入校园，将学校各个

系统连为一体，让学校动态掌握持卡人的信息，极大

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

一卡通介质

发展历程

校园一卡通最初起源于早期的校园收费系统，主要

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以接触式的 ID 卡为载体，它的

系统应用单一，往往多卡并存，各个系统之间独立存在。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做出优化和升级，

主要以非接触式的 IC 卡为载体，能够对学生进行统一

的身份认证，实现一卡通用的功能，主要的应用场景为

身份认证以及校园内的消费。

第三阶段，一卡通技术与智慧校园体系息息相关。

随着智能手机以及线上支付等功能的不断发展，如今

的一卡通可以实现 IC 卡、金融 IC 卡以及手机等多种

载体的选择，不再单单只局限于一种硬件产品；而校

园内的多个部门与多个业务系统之间，也能够实现整

合与共享。

发展趋势

趋势一：手机校园卡（虚拟卡）

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强大和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手

机校园一卡通”成为校园一卡通的重要补充。“手机校园一

卡通”是手机一卡通和校园一卡通的结合，可以采用校园卡

与手机卡两卡分离或两卡合一的方式，即建设校园一卡通的

手机 APP 或小程序，师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实现校园卡的所

有功能。除传统校园卡的主要功能以外，手机一卡通还可以

进行教室排课、会议签到、图书借阅信息查询和水电、上网

缴费等。

趋势二：人脸识别

人脸、指纹等是每个人独有的生物信息，可以实现个人

身份认证，未来基于生物信息技术系统的应用将成为主流。

随着人脸识别系统创新技术应用落地，“刷脸时代”来临，“校

园一卡通”或将迈向“校园一脸通”，师生可以直接借助人

脸识别在学校实现消费、身份认证等各种服务。

趋势三：智能化发展

校园卡现有的刷卡消费、门禁控制、考勤管理、身份认

证等功能已经不能满足智慧校园的建设和管理，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变化，未来校园一卡通会向

着更加多样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功能也将越来越人性化，

体现高效的服务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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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校园一卡通系统在学校管理中具有独立地位，是数字化校园

的基础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校园一卡通系统建立在智能卡的基

础上，采用大型网络数据库管理技术，为学校提供全面的数据采

集平台，结合学校的管理信息系统和网络，形成全校范围的数字

空间和共享环境。其最核心的应用功能是身份识别和电子支付，

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与银行的圈存转帐、交易结算等服务。

发展趋势

校园卡系统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一

是从终端用户即师生（持卡人）的角度，要求校园卡更加

智能化、多样化，比如支付载体存在形态的多样化，像手

机卡、CPU 卡、网上支付等，还有子系统功能的不断丰富

和自助服务应用；二是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期望校园卡系

统便于运营维护，满足学校方便管理的要求；三是从整个

行业的角度，校园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兴起，要求校园卡与

行业卡进行互用，与校园内外其它系统的关联越来越密切。

具体有四大发展趋势：

趋势一：校园卡地位不变，载体存在形式多样化

校园卡载体存在形式会出现多样化，从芯片来看，可

以是手机卡、指纹等生物识别类；从外形来看，可以是标

准卡、异形卡、虚拟卡；校园卡系统将是这些支付和认证

载体的管理与服务平台。载体存在形式的多样化可以满足

多个应用环境的服务需求，体现了更加人性化的便捷服务。

尽管载体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本质还是校园卡系统，

还是体现校园卡的身份识别和电子支付两大核心应用。

趋势二：金融支付手段的演变及延伸

建立一卡通电子支付平台，实现网上“无卡支付”，

并在无卡支付应用上进行横向扩展，形成电子服务平台。

通过与校园一卡通系统进行无缝对接，用户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和使用习惯选择通过在线服务平台或线下一卡通完成

所需操作，而服务平台配合一卡通系统基本上可以覆盖高

校校园内的所有服务项目。　

趋势三：功能和系统的不断扩展与整合

由于校园卡自身功能不断完善，以及校园卡与校园内

其它系统的关联或融合越来越紧密，为了避免重复投资和

资源浪费，在已有校园卡平台的基础上，学校进行资源整

合。一方面，让校园卡系统的现有功能实现人机交互智能

化、服务人性化；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新功能、接入其它系

统、与其它行业卡进行对接等。

趋势四：数据挖掘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

对校园卡系统现有的集成和运行数据进行数据挖掘，

可以发现许多隐藏在浩繁芜杂的数据表象下的知识，而这

些知识对系统的优化和资源的调配等管理和决策活动具有

很高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数据挖掘打破了传统校园卡

系统提供身份认证和消费等相关应用的普通业务系统的定

位，将其提升至对整个学校的管理决策起重要作用的基础

数据信息提供者的地位。

一卡通系统

发展历程

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单一系统——

统一集成——扩展提升（面向服务）。

第一阶段，是单一系统的应用阶段，即部门级功能卡应用阶

段：学校中系统独立，各自为战，多卡并存，不互联互通。

第二阶段，是统一集成的应用阶段，即校园一卡通建设阶段：

在信息化的实践中，从各系统清晰总结出统一身份认证和统一结

算两个公共服务，诞生了校园卡系统。校园卡平台系统包含身份

识别和电子支付两大模块，为“以卡代证”和“以卡代币”提供

支持。

第三阶段，是扩展提升（面向服务）的应用阶段，即全局性

深入应用阶段：校园卡系统更加强调对学校人、财、物的资源整

合与共享，更加关注对学校管理者和终端持卡人服务价值的体现。

随着数字化校园建设进程加快，学校服务观念加强，校园卡应用

已经扩展到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各个领域，用户对校

园卡系统的人性化、智能化、多样化应用提出了新的需求。

现阶段正处于校园卡发展的第三阶段。校园卡系统经过不断的

应用和发展，在高校和一卡通厂商的共同探索和推进下，技术更加

成熟、功能更加完善、服务更加人性。再加之信息化环境的飞速发

展，云计算和物联网、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出现，校园卡行

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新一代的校园卡系统也在孕育之中。 （综合网络资料整理，整理：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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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 年 EDUCAUSE 年度十大 IT 议题中的几乎每个议题都涉及到了高等学校面临的数据挑战。报告指出经过了接近十年

的关注和努力，我们发现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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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要为学校整体利益服务
EDUCAUSE2019 年度十大议题（三）

文 /Susan Grajek & the 2018-2019 EDUCAUSE IT Issues Panel

                   议题 7 可持续的经费投入

在不断加剧的预算限制面前，为了维持服务质量并满足 IT

服务的新增需求和应用增长而制定经费投入模式。

当今时代的高等教育经济模式正在受到挑战。IT 运行看起

来也应当和其他运行活动一样成为经费削减的目标。然而，信

息技术发挥着流通系统的作用，促使实现个性化创新的教学、

取得研究进展、形成富含数据的管理决策、建立学校成员和利

益相关者的联系。经费投入模式必须是高效的，不过也要能充

足和合理地保障这个流通系统的运行。

当学校在寻求启动新的计划和项目时，CIO 和 IT 部门的参

与越早，IT 领导者们则越可能提出需要哪些经费来扩大和维持

服务的提供。

如果 IT 可以早参与，那么就不会出现财务黑洞。

IT 部门之外最关心此事的应该是谁？

校长、教务长和首席业务官（CBO）。明智的投资可以帮助

降低风险，形成新的收入来源，推进研发，并实现校园体验转型。

在高等教育界，有战略眼光的首席信息官知道必须推进业务应

用案例，而不仅是展示网络图；要运用数据分析来为各个行政

委员会的决策和建议提供支持。

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和职员。他们应当能够为了学习和

工作而便利地使用业界普遍水平的数据、软件以及无缝集成的

解决方案。

校友。优化运行成本意味着学校可以在创新方面进行更多的

投入，从而让学生更好地为毕业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认识误区

信息技术只不过是一项成本或者是日常费用。IT 投资可以

通过改善学生报到情况、提升学生保留率、助力于研究经费竞争、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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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资本运作，从而产生收入。

信息技术预算不应当增长。许多学校的信息技术投入长期不

足，忽视了为持续的更新和升级安排费用。而且，信息技术的价

值在不断增长和深化，也对信息技术的预算需求持续增加。

信息技术的成本上下波动、无穷无尽。那些与 CIO 密切合

作的经验丰富的 CBO 可以采用财务技术和其他策略来平滑经费

支出中的波动，甚至平滑资本性支出中的波动。

IT 领导者总是想要最新和最酷的技术。实际上，CIO 们的决

策源自许多方面：IT 员工的专业知识、校园社群中的合作伙伴、

产业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界的 CIO 同行经验和斗争经历。

常见的陷阱

IT 领导者需要谨慎关注领导层的变动。新的领导也许会以

不同的视角看待信息技术的价值和战略重要性。

重大的财务挫折会收紧学校在项目投入上的整体能力。因

为信息技术投资是大量项目的基础，因此捐赠或入学人数的下

滑对 IT 部门的预算和人员会有出人意料的广泛影响。当然，IT

部门既是一个成本中心也是一个解决方案中心，削减 IT 预算

实际上会进一步恶化学校应对财务挑战和从根源上回应问题

的能力。

蕴含的机遇

可持续的 IT 经费模式可以让院校有能力维持卓越的运行水

平和强健的服务承受力，并同时为创新而投资。教师、研究人员、

学生和职员都能清楚因信息技术而成为可能的那些事情。全校各

方面领导不会视 IT 部门为成本中心，而是学校的战略资产。学

校的 IT 竞争力会表现在聘用顶尖教师和研究人员以及募集新的

捐赠等方面。学校在创新上的声誉也将有所提升，从而吸引那些

希望和创新者合作的厂商和投资者。

如果学校可以将 IT 的成果和能力纳入视野，那么战略高度

的共同参与可以提供获取额外资源的机遇，学校也因此而持续

取得成功。CIO 可以与 CFO 合作，采用校内各部门的视角审视

当前的经费模式和流程，从中觉察出这些模式是否能激励期望

中的那些行动（如接受学校的方案、标准和授权；打破部门壁

垒等等）。

建议

起步

学习 CFO 推进业务案例的形式和方法。

精通招生、录取、咨询、校友参与和高等教育其他关键业务

职能中的方案和趋势、学校的目标和挑战等知识。

对推迟 IT 投资的后果进行一次详尽分析。分析结果可以作

为依据，证明缺乏投入实际上是以损失收入机会为代价的。

制定衡量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知道各种事情是否做得更

好、更快、更经济。

进阶

深化和扩展各种联系和合作。帮助校内的合作伙伴更好地理

解 IT 投资是如何构成和为何如此构成，以便当 IT 经费需求增加

时他们更清楚背景情况。

采用持续改进的方法。寻找 IT 服务中增加净收入之处，进

行真正的机会成本分析。学习别人的最佳实践。

优化

在预算计划周期中深化与业务和教学单位的关系，了解他

们的近期项目和长期计划。通过这些沟通和对话，共同合作确

定他们的重点工作所需的信息技术支持。这可以避免意外事件

和预算缺口，否则可能导致重要项目脱离轨道并损害 IT 部门的

信心。

保持灵活，知晓当前方案的替代方案。今天的最佳经费模式

也许到明天就不再有效，或者不适用于特别的需求和领域。

评估学校的风险容忍程度和改革准备情况，因为这两点都会

影响到交付新服务和形成新能力的预算和日程。

行业生态中的机会

区域性的联盟或同行群体联盟都是很重要的。区域性的联盟

可以团结小型学校并扩展行业影响力，用于和厂商谈判更好的价

格和合同条件。联盟同样为 CIO 和 CBO 们提供了共享最佳实践

和通报新兴威胁和挑战的机会。专业组织提供文献成果、职业发

展、研究成果和衡量基准，有助于学校发现经费投入模式和其他

方面的改革突破点。

                  议题 8 数据管理和治理

为实现有效的院校数据治理而采取行动和建立组织结构。

作为信息驱动型组织，学院和大学创造信息、传递信息，依

托信息流运转。因此，数据是院校的血脉。数据是有影响力的资

源，必须要适当管理、掌控、保护、理解和优化，从而协助学校

达成使命和目标。尽管数据流入流出业务流程时往往是无声无息

的，然而缺乏基于数据的决策能力的话，学校就会陷入盲目行动。

高效的数据管理和治理是决策支持和情报能力的基础。

IT 部门之外最关心此事的应该是谁？

学校高层领导者。他们要理解数据的价值和利用方式，也要

理解错误管理和不善管理数据带来的风险。高层领导者依赖于及

时、准确的可用数据。

院校研究（IR）领导者。IT 和 IR 领域要深度合作，从而让

学校获得最大可能地提升数据价值和收益的能力。

部门级别的数据所有者和管理者。他们要负责管理日益增长

的云应用、数据集和报表。数据是学校资产，应当为学校整体利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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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服务而不应当只在“竖井”发挥作用。

认识误区

当今的系统中有着活跃、实时、移动化的数据。

人们都在用更复杂更精准的方式思考数据的不同类型

和不同的使用方式：描述性的、诊断性的、预测性的、

规范性的。

如果一直以来对数据的管理都还不错，那么就不

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当今持有的数据有着越来越

丰富的含义，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在数据的应用、

使用、控制和销毁的管理和认识方面，学校正在面临

着各种不同的要求。

数据管理是相当简单直接的。学校领导者们尚未

认识到全校范围内数据“竖井化”的程度。这个问题

形成演变了很长时间，而且反映了分权性质在学校决

策中的支配地位。全校范围内的数据治理正是努力将

大量纠缠的数据“线”重新编织成学校数据“布”的

过程。

常见的陷阱

数据治理无法按照 IR 领导、IT 领导和其他领导分工负责的

方式划分，而是要采取以学校数据为整体的方法。管理和依靠数

据的人们都是数据相关者，他们应当尽可能早地以各种方式开始

从事与管理、维护、开放使用、保护、使用数据并发挥其作用相

关的工作。

校长、教务长和董事会必须要深度参与。学校中大量的各种

群体面临着不同的复杂问题，而且这些群体往往不习惯于互相合

作。数据治理可以形成战略机遇，以此激发学校领导者、IT 领导、

IR 领导理清最重要的问题，以及运用数据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蕴含的机遇

如果学校拥有治理良好的数据仓库而且在计划、决策和资源

分配中有效运用数据的话，将会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效能。学校就

有能力在问题出现时获得有利于采取行动的洞察力，即获得可靠

和安全地采取行动所需的信息。而且，学校也会有一批随时准备

解决问题的高级管理者。有效的数据治理让院校有能力敏捷行动，

而且不再以传闻和描述作为行动依据。

建议

起步

从夯实基础开始。学校对于数据使用的需求和能力是金字塔

型的。学校运行所必需的数据构成基础，必须要在全校范围内是

准确、及时、安全、透彻理解和一致定义的才有意义。

在特定的业务问题上开始最初的数据管理和治理尝试。开始

的摊子不要太大。

采取自底向上的方式工作，积累小的胜利来保持势头。

进阶

利用已经打下的基础。通过可靠的数据基础和治理，学校可

以运用数据来更好地理解关键指标（入学率或保留率）面临的状况。

不仅要注意数据，也要注意算法。厂商的应用系统使用算法

为诸如学生成就之类的关键指标提供支持。如果那些算法是厂商

私有的，学校就无法完全理解分析的基础，因而也无法从中得出

建议。要考虑将数据治理扩展到算法治理。

优化

指定一位知识丰富的员工作为管理层的“数据解读者”（Date 

Whisperer）。这位员工的工作是为管理层提供所需的数据，并

在需要时对数据进行解释翻译并回答疑问。

综合利用数据。提升数据的利用和分析到预测性甚至是规范

性的层次。这很可能会扩展对于数据和流程的要求，而且会在数

据治理相关的讨论中引入伦理、合法合规和隐私问题。

行业生态中的机会

许多学校正在进行数据治理的工作。专业协会可以在当前基

础上深化 IR 部门和 IT 部门的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合作，也可以为

高级管理者提供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校数据优势和进行基于数据的

决策的相关信息。

标准化的高等教育数据模型也许是有巨大效益的。澳大利亚

和英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相比之下美国和加拿大已经落后了。

标准化的数据模型会使系统互通和数据交换更加简单直接，而且

有降低成本的潜力。 （责编：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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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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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信运行环境应对高权限数据篡改

文 / 赵连莹 

非法数据篡改是多年以来困扰用户

的问题，从单纯的恶意删除和破坏到近年

引起公众关注的勒索软件（Ransomware）。

不同于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用户数据

常常具有非金钱可衡量的价值或不可重

现性。现有的相关应对技术（主要针对

勒索软件）大多基于已知恶意程序的特

性，如二进制特征或行为规律，无法第

一时间应对非已知恶意程序。更重要的

是，这些技术几乎都需要操作系统是可

靠的，而可以破坏操作系统的恶意程序（如

Rootkit）没有被考虑进去。

我们提出将防御重点从检测或消除

此类恶意程序转移到直接数据保护上，

从而做到和恶意程序种类或版本无关。

可信计算环境（TEE）是多数当代处理器

都具有的安全特性，我们同时结合某些

存储设备也具有的类似安全特性，设计

并实现了一种可编程的数据写保护工具，

Inuksuk。基本原理是：将用户指定的受

保护文件通过存储设备 TEE 置于常态写

保护模式，而用户程序日常的写入操作

产生的数据则通过处理器 TEE 环境以新

版本的形式写入存储设备。

高权限恶意程序的特点是可以侵染

计算机上的任何软件。因此这里需要的写

保护不能依赖包括操作系统在内的软件

来实现。SED（Self-Encrypting Drive）可

以看做普通的硬盘（机械或 SSD）和一个

特殊硬件加解密引擎的整合产品。它可以

内部设置一个密钥，所有进入硬盘的数据

都被实时加密，同时离开到主机的数据

被解密；此密钥不会暴露到这个加密引

擎之外。它还可以对指定区域的数据实施

密码保护的访问控制，比如没有密码的情

况下只能读或者无法访问。Inuksuk 主要

依靠这种访问控制来实现只读（写保护）。

那么此密码的存储便成为关键：如果

由软件保护，高权限恶意程序便可借由篡

改软件获取密码来实现访问被保护的文件

（如对他们加密并索要赎金）。TEE 通常

可以将指定数据（如此处的密码）以密码

学的方式“封存”，即：只有预设的程序

被加载时才能解密数据，即使预设程序只

有一个比特被篡改，密码也无法被取出。

此预设程序即 Inuksuk。至此，由 SED 实

施硬件级别的写保护，由主机 TEE 负责

保护 SED 的密码。用户无需记住任何密码。

整个 Inuksuk 构架如图 1 所示。

由于主机 TEE 需要和 SED 进行可信

的 I/O 操作，故我们选用具有系统权限

的 Intel TXT 或 AMD SVM。密码被封存在

TPM 芯片中。

我们的保护目标是从 Inuksuk 安装

起已经存在的被保护数据的完整性（由

写保护实现）以及对后续修改以多版本

形式保存（由 TEE 内预定逻辑实现）。

这样，一旦用户发现被勒索软件感染，

在 SED 上有之前的文件历史可以直接将

SED 盘装载到其他电脑读出。如果高权

限恶意程序尝试直接在 TEE 外修改被保

护文件，操作将被 SED 硬件忽略（没有

密码）。为了保证用户程序的操作不受

影响，Inuksuk 的实现将原始被保护文件

留在原处（供读写）而在 SED 上生成一

个备份。Inuksuk 的 Updater 按照用户配

置在特定时间比较原始文件相对于 SED

上文件的修改，在 TEE 内将修改以新版

本形式写入 SED。

随着时间的推移 SED 的空间会减少，

我们利用配置好的自动版本删除来释放空

间，如只保留一年以内的版本。如果用户

需要删除文件（而不是版本），我们在

TEE 内开发了一个简易的 Browser，供用户

批量选择并删除任意文件，如图 2 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TXT/SVM （TEE）的

运行会覆盖当前操作系统的状态，我们使

用 Flicker 在操作系统和 TEE 之间切换。

Flicker 只支持 32-bit 的 Windows 7，我们

将 Flicker 移植到目前常用的 Windows 10 

64-bit，使得它在其他场景下的应用（多

为 64-bit 系统）成为可能。 （责编：

杨燕婷）

（作者单位为多伦多大学）

图 1  Inuksuk 架构 图 2  简易 Browser

研究与发展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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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爽　

5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72B，其中获得最多的是美

国，50B；其次是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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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B；其次是摩洛哥，24B。

5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总计有 433 个，其中欧洲

205 个，拉美 141 个，亚太 50 个，北美 28 个，非洲 9 个，分别来

自 69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95 个；其次是德国，

35 个。5 月较大的申请，有一个 /24 来自新加坡。5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2033*/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新加坡，

258*/32；其次是德国，252*/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

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23742*/32；其次是俄罗斯，4462*/32。

5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433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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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6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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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0.1 0.32 7.23 2019-12-02

APNIC 52.57 0.26 0.21 53.04 2011-04-19

ARIN 99.55 0.36 0 99.92 2015-09-24

RIPENCC 48.85 0.05 0.23 49.12 2012-09-14

LACNIC 11.25 0.07 0.05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9.02 36.17 0.81 256 /

5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8 个，IPv6 地址申请 9 个，

EDU.CN 域名注册 12 个。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排名，

见表 2。 （责编：杨燕婷）

NIC2019 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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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 201905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19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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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Total

US 264 36 21 151 6 9 6 3 4 16 76 50 642

EG 0 0 0 0 0 0 0 8 0 0 0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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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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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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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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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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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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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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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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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Total 

SG 5 3 3 0 1035 1 0 6 4 5 1 258 1321 

DE 152 222 184 170 160 162 194 81 170 155 209 252 2111 

RU 417 449 265 297 627 850 550 57 210 202 314 224 4462 

NL 16 64 66 97 125 122 82 106 152 100 209 146 1285 

GB 113 33 69 58 112 120 66 106 81 139 114 129 1140 

FR 28 19 64 74 51 88 97 95 107 81 98 112 914 

BR 61 60 106 47 146 117 67 66 68 72 76 95 981 

ES 89 56 56 58 64 42 8 120 105 144 64 81 887 

US 41 14 16 16 20 290 13 22 329 310 22 25 1118 

CN 14 46 4111 15 13 1038 12295 4119 2059 9 15 8 23742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比利时 57.84 6031238 10427482

2 印度 52.47 311089375 592876507

3 美国 43.58 108408097 248767416

4 德国 41.23 28690071 69578211

5 希腊 36.9 2974032 8059410

6 瑞士 32.81 2845994 8673032

7 乌拉圭 31.87 798626 2505649

8 卢森堡 31.76 187182 589315

9 日本 27.47 31106230 113240042

10 英国 27.22 17554362 64480068

60 中国 2.6 21239190 818386399

6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46 238946 9716028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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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 34G
文 / 郑志延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

可用率 99.74%。

5 月 主干 网 流 量呈 增 长趋 势，5 月

入 流 量 均 值 为 33.45Gbps， 相 比 4 月 增

加了 4.59%，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57％；5 月 CNGI-CERNET2 出流量均

值为 43.96Gbps，相比 4 月增加了 8.10%，

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0.52%。

5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走

势较 4 月有所增长。5 月入流量峰值为

33.91Gbps；出流量峰值 21.06Gbps。

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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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

平均值为 5.71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97Gbps，占

14.85%；第三位是沈阳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9.29%。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9 年 5月

文 / 李锁刚

2019 年 5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5 月 CERNET 主干

网流量相比于 4 月基本稳定，主要原因是高校用网稳定。从主干网

的流入、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增加了 14.35 G，出流量

增加了 2.04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减

少了 3.88 G，出流量增加了 0.63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

相比于 4 月入流量减少了 0.82G，出流量增加了 0.22G。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十大地区入方向流量清华居首，华中地

区次之，北邮第三；出方向流量华中地区第一，清华第二，华东南

地区和东北地区并列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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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燕婷）

入流量：335.52G               出流量：356.00G

图 1  2019 年 5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入流量：142.26G              出流量：134.59G    

图 2  2019 年 5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9 年 5月

5 月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相比上月增加 14G

从 5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流

量为最高，其流量为 5.68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2.93%；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11.98%；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

大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10.36%。 （责编：杨燕婷）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9 年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9 年 5 月 CNGI-CERNET2 主干网

出流量分布

5 月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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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I-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 34G

文 / 郑先伟

6 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

部门起草的《网络安全漏洞管理规定（征

求意见稿）》向大众发布了征求意见稿。

该规定对网络安全漏洞的研究、披露和修

补过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要求网络

产品的生产方自获知漏洞后 90 天内必须完

成相关漏洞修补或是采取防范措施，网络

服务的提供者在获知漏洞信息后 10 天内必

须完成漏洞修补工作或是采取防范措施。

同时规定还对发现漏洞的第三方组织或个

人进行了约束，要求不得在漏洞补丁发布

前公开漏洞信息 ; 不得刻意夸大漏洞的危

害及风险，不得公开发布与漏洞有关的验

证方法、验证程序或工具。这其中学校的

身份主要适用于网络服务的提供者，需要

在 10 天内完成对已知漏洞的修补，否则将

会受到约谈或是行政处罚。

6 月初 GandCrab 勒索病毒的开发团队

宣布他们已经通过这款勒索病毒赚取了足够

多的钱。将停止相关病毒的版本更新，关闭

密钥服务器并删除所有解密密钥。GandCrab

作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勒索病毒家族，从

2018 年初第一个版本到现在，GandCrab 家

族的感染量超过整个勒索病毒感染量的半数

以上，是当之无愧的勒索病毒之王。该病毒

给用户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为此各安全

CCERT月报

上的部分 WebService 服务存在访问策略缺

陷导致的注入文件操作漏洞。目前相关的

厂商已经发布了补丁程序，建议相关用户

及时联系厂商进行补丁升级。

3.Oracle 公司在今年 4 月的例行更新

中修补了 Oracle WebLogic Server 中存在的

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但是最新的研究

发现一些新的攻击方式可以绕过 4 月的补

丁限制继续利用该漏洞，目前厂商还未发

布新的补丁程序，管理员可采取一些临时

办法来限制漏洞被利用，包括：

1. 通过访问策略控制禁止 /_async/* 及 

/wls-wsat/* 路径的 URL 访问，此操作可能

会造成业务系统无法正常使用，可通过白

名单机制允许授权用户访问。

2. 在明确不使用 wls-wsat.war 和 bea_

wls9_async_response.war 的情况下， 建议直

接删除该组件并重启 WebLogic 服务器。

（责编：杨燕婷）

勒索病毒攻击将呈上升趋势

被勒索病毒加密的文件在未获取解密密
钥的情况下基本是无法自行解密恢复的（那
些解密工具都是获取了解密密钥后才能进行
数据解密的）。所以对于勒索病毒预防是最
重要的，预防性的措施包括：

1. 及时安装系统及软件的补丁程序，防
止病毒利用漏洞进行传播；

2. 安装有效的防病毒软件并及时更新病
毒库，定期进行全盘扫描；

3. 关闭系统中 U 盘自动运行功能；
4. 不要在系统上随便点击来历不明的程

序，包括邮件附件、不可信渠道下载的软件等；
5. 避免为系统账号设置弱口令；
6. 关闭系统不必要的服务和共享，对于必

须开放的服务，尽量不要使用默认的服务端口；
7. 提高安全意识，保持良好的上网习惯，

不要访问非法的网站及网页；
8. 养成良好的数据备份习惯，定期使用

离线的介质备份重要的数据。

安全提示

厂商也一直在与之斗争，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是 Bitdefender 公司，一直在致力于获得病

毒的解密密钥并开发解密工具，目前该公

司发布的最新解密工具能解密被 GandCrab 

V5.2 版本加密的数据，并支持解密的之前

的 版 本 包 括 V4.0、V5.0、V5.0.2、V5.0.3、

V5.0.4、V5.1。如果您有之前被该病毒加密

的数据，可以到相关厂商的官网上下载解

密工具进行数据解密恢复。

需要额外提醒的是，虽然 GandCrab 的

开发者宣布收手不干，但不表示勒索病毒

就会减少，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勒索病

毒的数量都会继续呈上升趋势，因为只要

无风险的经济变现途径（数字加密货币）

还在，勒索病毒攻击就会一直存在，且会

愈演愈烈。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

1. 微软 6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修复了

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344 个安全漏洞。涉及

Windows 系统、IE 浏览器、Edge 浏览器、

Jet 数据库、ActiveX Data Objects、Microsoft 

Word、Chakra 脚本引擎、Windows Hyper-V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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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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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mail 邮件系统是论客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型企业邮件系

统，该邮件系统在高

校内使用较为广泛。

近期 Coremail 部分版

本被曝存在两个安全

漏洞，分别是 mailsms

模块的参数大小写敏

感导致的任意文件读

取漏洞及 apiws 模块2019 年 5~6 月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78%
2%

1%

18%

86%
14%

1%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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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系统近期广泛应用于政府、

军队、银行、社会福利保障、电子商务等

领域，如企业、住宅的门禁考勤系统。

2018 年 国 际 权 威 调 研 机 构 Gen Market 

Isights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人

脸识别设备市场价值为 10.7 亿美元，而

到 2025 年底将达到 71.7 亿美元，在 2018

到 2025 年期间，将以 26.8% 的速度增长。

据此可知，人脸识别设备市场容量大，发

展前景广阔。“应用 IPv6 技术的交互式

个体识别系统”这一项目，将人脸识别技

术成功应用在教室的门禁系统，可以通过

截获人脸图像实现自动开门等功能。

项目介绍

由于目前所使用的 IPv4 网络地址资源

十分有限，严重制约了互联网的应用和发

展。而 IPv6 的使用，不仅能解决网络地址

资源数量不足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 IPv4

网络拥堵、载入速度慢、带宽不够等问题。

在人脸识别过程中，需要累积采集到

大量人脸图像相关的数据来验证算法的准

确性，大量数据组成的训练集将有效地提

高识别准确性。由于 IPv6 相较 IPv4 拥有

更大的地址空间，更小的路由表以及更高

的安全性，所以若将人脸图像的信息即时

通过 IPv6 上传或下载，其数据安全性又

能得到一定的保证，那么这时的人脸识别

系统将会有更高的识别率和判断速度，将

更好地应用于各个领域。

本项目通过将人脸识别和手势、姿态

识别综合应用于门禁系统，形成一套门禁

控制和手势操作的系统，具有广泛应用和

推广价值。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优化算法方

式设置更多像素点，使得采集的样本信息更

应用 IPv6 技术的交互式个体识别系统

加准确而精密，同时建立更大的人脸信息数

据库，提高了可靠人脸相关信息的数量。

系统构成

交互式个体识别系统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改进后的人脸及姿态识别部分，二是

为实现友好交互的语音识别部分，两部分

的核心处理算法均布置在 IPv6 服务器上，

其信息传输均使用 IPv6 网络协议，整体

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人脸与姿态识别由最初的 adaboost 函

数更新为 CNN 卷积神经网络。通过使用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中的 CNN 算法来实现

检测人脸信息。程序对单张彩图进行卷及

操作，对人体每个关键点都输出一张热点

图谱，用峰值来代表关键的位置。采用多

个阶段进行人体姿态的学习，把第一阶段

得到的所有热点图谱的预测值放进下一阶

段，用一个类似神经网络进行卷积操作，

它会优化上一阶段的结果。反复这个过程，

直到最终结果。然后将得到的点阵与信息

库中的人脸信息进行比对，从而实现识别。

通过将摄像头拾取的图像信息传送到

IPv6 服务器，由简单函数识别出人脸部分

并分割图像，将截取到的人脸图像传入训

练好的模型中，判断完成后即输出信息至

node.js 平台和控制硬件中，硬件反应为执

行开门或静止，node.js sever 将数据保存

至数据库并传递到网页界面更新。为了进

一步实现友好交互和提高用户使用体验，

项目放弃了原本的网页界面使用 GitHub

上的开源项目 MagicMirror 的界面，并调

用了一些实用类 Api（如天气）。

语音识别技术由最初的识别身份定制

问候语提升为具有一定功能的语音交互。

使用麦克风设备输入音频信号，通过

自动语音识别技术（ASR 模型）将人类的

语音中的词汇内容转换为计算机可读的输

入，例如按键、二进制编码或者字符序列，

借助微信软件开发包和神经网络模型产生

相应文字类应答，此过程仍需外部 Api（如

用户询问天气）。最终通过 TTS（Text To 

Sound语音转文字）模型转为声音回答用户。

未来期望

IPv6 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协议，除地址

数量极多，更有地址空间增大、路由表长

度减小、组播增强、加入自动配置以及安

全性提高等显著优势。

基于 IPv6 以上优势，未来项目计划

实现分析同一用户的人脸信息的变化偏

值来解决常见的用户面部特征因存在微

小变化而导致的无法识别问题。通过大

量的用户样本分析，以期达到求出一段

时间的变化偏值均值，及随时间上述变

化的走势，来普遍解决上述问题。另外，

通过 IPv6 与人脸识别系统的结合可以让

这两个部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并实现更多

的价值。 （责编：杨燕婷）

图 1  整体系统架构

（资料来源：大连理工大学徐明晰）

IPv6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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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的火爆催生了各种

新型应用的研发，人脸识别被认为是生物

特征识别领域甚至人工智能领域最困难的

研究课题之一。目前来看，各种人脸识别

主要用于身份识别，它的优势在于其自然

性和不被个体察觉的特点。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 IPv6 技术的交互式个体识别系统，

是一套搭建在 IPv6 网络环境下的具有门

禁控制和手势操作功能的多功能综合系

统，它将人脸识别和手势、姿态识别综合

应用于门禁系统，实现个人功能的高度定

制化。该项目在第四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创新大赛中获得了乙组三等奖的好成绩，

本刊采访了项目团队成员，为我们详细介

绍了项目的应用情况。

《中国教育网络》：应用 IPv6 技术

的交互式个体识别系统，请介绍该项目的

背景及最新进展情况如何？

徐明晰：应用 IPv6 技术的交互式个

体识别系统，是一套搭建在 IPv6 网络环

境下的具有门禁控制和手势操作功能的多

功能综合系统。优秀的智能模型需要大量

的训练集做支撑， 精准的人脸识别也需

要大量的人脸数据来提升识别的准确性，

鉴于研发条件的限制我们团队将大量的数

据放置在网络服务器上，而 IPv6 的优势

使得数据的调用更加安全也更加迅速。我

们将人脸识别和手势、姿态识别综合应用

于门禁系统，形成一套拥有交互功能的个

体识别和手势操作的系统，具有广泛应用

和推广价值。

在项目进行答辩的过程中，经由评委

老师指点，我们发现了项目存在的问题并

进行了调整。相对于初期的人脸识别门禁

系统，团队首先在算法上进行了众多参数

的微调，从而大大提高了识别准确率，减

短了识别所需要的时间。同时加入了管理

员手势识别功能，通过展示特定的手势来

开启管理员权限，进行人脸录入或是访客

开门操作。随后，我们对之前已有的算法

进行了拆分并重组，着重采取 Triz 分离法

进行技术创新，将算法设计所要实现的功

能进行分类模块化，分为人脸检测模型模

块、基于 Openpose 算法的人体姿态识别

模块、远程信息录入模块、来访人员统计

功能模块等。同时将各功能模块分别独立，

可根据用户的需求方便调用，实现个人功

能的高度定制化，有利于进行后期的系统

维护、升级。另外，可根据创建

者需求增添安装显示屏、麦克风

等模块。项目改进之后，进一步

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降低了内

存资源占用。目前在如何进一步

使用 IPv6 方面，我们仍未取得其

他方面的有效进展。

 《中国教育网络》：在应用

IPv6 技术进行该项目时，有何难点？

徐明晰：最初项目是运行在 IPv4 网

络环境下，但由于项目的目标是为了能够

给每一个独立系统分配 IP 和提高运行速

度而设计的，故不存在由 IPv4 向 IPv6 转

型的困难。对于整个团队成员来说，主要

问题是队员们最初对 IPv6 相关知识较为

缺乏，故最初学习起来存在一些困难。

该项目本质上主要还是物联网的构

想，所以项目最大的难点是 IPv6 的普及

使用。因为 IPv6 和 IPv4 的兼容性不佳，

实际上想要在目前终端设备都不变的情况

下替换 IPv6，只能在每个网站甚至每个终

IPv6 让人脸识别更便捷

IPv6 建设与应用

捕捉人脸

系统状态

后台代码

姿态特征

其他宣传

展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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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下单独建立一条数据隧道来供 IPv6 使

用，然而造价过高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因

而大约等到所有的终端都支持 IPv6 之后

才能够较为轻松地全面普及。另外，如果

IPv6 使用不便 , 有的设备必须自行调整设

置，必然会使项目的使用体验大打折扣。

《中国教育网络》：项目的创新点表

现在哪里？有哪些亮点？

徐明晰：应用 IPv6 之后，其数据传

输极快，我们可以将识别算法布置在服务

器上，因此无需为传统门禁系统笨重的体

型及昂贵的处理器价格而烦恼。 

1. 硬件优势，市场上的门禁系统中有

以下硬件优势： 

（1） 硬件成本低，出厂时自带摄像

头、计算设备和网络设备； 

（2）显示屏和麦克风等硬件可根据

用户需求进行选配；

（3）模块化装机，方便维修以及更

新换代；

（4）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控制系

统的安装。

2. 软件优势，在可靠的硬件性能背后，

本项目具有稳定的技术支撑，基于 CNN

人脸识别原理，私有云远程控制，高度的

灵活性与可定制化模块，该款门禁识别系

统有四方面的技术特点： 

（1）真正实现了安全快速的人脸识

别 ;

（2）相比于市面上的生物特征门禁

系统厂商，系统更轻量化，便于大批部署

和大数据的获取； 

（3）系统连接 IPv6 服务器，易于更

新算法以及其他参数 ; 

（4）未来可根据用户需要，定制网页

端远程控制系统，可实时查看所需要的数

据统计信息，例如出勤率、签到、签退时间、

出入门次数以及陌生访客记录等信息。

《中国教育网络》：项目的应用效果

如何？

徐明晰：原创新院使用的是 IC 式信

息存取，一旦校园卡丢失所有的存储信

息都将丢失，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比如

审批重录等。而且，录入信息的权限采

用四位密码审核，十分容易被破解，从

而造成无关人员随意进入，甚至设备零

件等丢失的严重事故。使用我们

的作品后，信息不再通过外物存

储，避免了丢失与信息盗用的问

题。同时，人员进出的时间报表

也能从网页上获取，从而使实验

室安全得以保障。

目前，改进后的门禁系统正

尝 试 推 广 至 全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速 度 和

识 别 准 确 率 与 市 面 销 售 的 人 脸 识 别 门

禁 差 距 不 大， 其 体 积 和 管 理 难 度 大 大

减 小， 其 定 制 化 语 音 问 候 和 手 势 识 别

也使得试用用户反馈良好。

《中国教育网络》：贵校 IPv6 的使

用情况如何？在学校推进 IPv6 使用方面

您认为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徐明晰：1995 年 12 月 18 日，大连理

工大学校园网络正式开通，从此，它每天

24 小时连续运转，为教员、科研人员和学

生进入Internet提供了方便的条件。2016年，

学校完成了校园网整体升级改造，涉及校

园网双核心升级、楼宇无线汇聚交换机升

级以及校园网业务运营支撑系统改造。核

心交换机采用 2 台 RG-N18014 通过 VSU

虚拟化技术形成一台逻辑设备，采用扁平

化架构与楼宇无线汇聚交换机实现万兆互

联，实现集中式统一管理。校园网业务

运营支撑系统采用 RG-SAM+ 计费平台和

RG-Relax 校园网自助服务平台，实现有线、

无线一体化认证计费，整合校园网接入业

务与其他网络服务为用户提供统一服务门

户，实现网信中心故障运维工单流转与统

计，以及其他网络业务的流程化管理运维。

校园网出口采用 1 台 RG-RSR77-X 路由器

与认证计费平台联动，全网实现基于流量

的认证计费功能。

学 校 校 园 网 支 持 IPv6， 提 倡 使 用

IPv6（IPv6 流量不收费），并且开设了

大连理工 PT 站等方便学生使用 IPv6 资

源的网站，同时大连理工 IPv6 用户交流

群也有很多常见问题的解答。学校虽然

有很好的优惠政策，但使用 IPv6 的同学

仍在少数。IPv6 使用情况欠佳的原因，

个人认为是大多数同学（就像我们队员

最初那样）对 IPv6 并没有一定的了解。

希望学校能够面向全校师生多做宣传推

广，或者在某些核心课程中设置一两节

课介绍 IPv6 及其使用方法，使用 IPv6

的成员应该会增加许多。 （责编：杨

燕婷）

IPv6建设与应用

慢慢走近部署了显示屏
与摄像头的门禁系统

系统检测到有人，进行
识别，上面界面识别人
脸，下面界面识别姿态

系统捕捉到人脸后，
在旁边展示人脸截
图，识别面部特征

系统捕捉到人脸后，
在旁边展示人脸截
图，识别面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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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当远在大洋彼岸的钢琴大

师进行钢琴演奏时，在中国的大学课堂内，

一架钢琴正在同步进行着自动无人演奏，

在场学生不仅能现场感受到大师弹奏的指

法和音准，还能与大师同步交流并接受远

程指导……

这样的一堂钢琴课正在浙江音乐学院

上演，通过应用最先进的传感技术和控制

技术，让钢琴课堂打破了地域、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使远隔万里的师生近在咫尺却

身如其境，让师生不出校门就可以接受世

界顶尖艺术大家的精彩授课。

近年来，浙江音乐学院将跨国互联、

虚拟仿真、同步传输等技术引入到音乐的

高等教育中，进行钢琴专业教学的跨国实

践，将传统的一对一钢琴教学拓展为一对

多、多对一、多对多，搭建了跨国远程同

步钢琴教学管理平台。他们希望通过音乐

教育与科技融合的一次崭新尝试，为音乐

类院校建设国际远程沉浸式教学环境，加

强音乐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全球音

乐院校师生间的交流学习搭建平台。

跨国钢琴教学 聆听大师精彩授课

浙江音乐学院是教育部于 2016 年成

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学院坐落

于杭州市西湖区之江板块，校园占地面积

602 亩，校舍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米。拥

有大剧院 1 座、音乐厅 3 座、剧场 3 个、

排练厅 102 个、琴房 906 间、录音棚 7 间

以及图书馆、音乐与现代科技实验中心、

音乐制作中心等教学辅助和艺术实践场

馆。一直以来，学校秉承李叔同先生倡导

的“学堂乐歌”精神，以“高水平音乐学

院”为目标，以“专业基础厚实，实践适

应能力较强，个性特色鲜明的高素质音乐

艺术专门人才”为定位，力求高起点设计、

高标准建设、高水平办学。

据 浙 江 音 乐 学 院 信 息 中 心 工 程 师

葛 万 龙 介 绍， 浙 江 音 乐 学 院 的 音 乐 类

国 际 远 程 教 学 环 境 建 设 采 用 了 雅 马 哈

Disklavier 系列三角钢琴和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 CERNET 国际宽带链路，以

及触摸式大屏和摄像机等设备。在现场

真实的表演过程中，通过原声钢琴可以

实现对某一地点正在弹奏钢琴的演奏信

息进行完美的采集，再通过网络将所有

信息传送到世界另一端的一台联网钢琴

上。运用远程教育系统，演奏者所有的

触键与脚踏运动，每个细节都能被完全

精确无误地实时远程再现在世界另一端

的钢琴上，让那里的听众有参加现场表

演、身临其境的神奇体验。

这种网络教学模式，不仅让学生直

接体验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思维方

式、艺术创作，同时通过学校与学校、

团体之间的网络交流合作，让师生不出

校门，就能体验到国外大师的演奏魅力；

通过网络还能够同国内外的音乐大师、

团队进行实质的互动交流，进一步提升

教师、学生的创作灵感。与此同时，网

络环境下的教学能够整合分散的各种资

源，将多方的资源智能集中、共享，在

让跨国钢琴教学盛宴叫醒耳朵

浙江音乐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厅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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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互动过程中发挥各自所长。在葛万

龙看来，这种教学模式也将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它使因地区文化差异、地域时

差等问题往往只能小规模开展的跨国教

学合作，依托网络得以逐渐扩大。

融合创新  实现个性化音乐教育

浙江音乐学院的网络教学合作模式

借助了国外知名院校的办学特色、教学特

点，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根据本校的特色

不断进行融合创新。葛万龙介绍说，去年，

我国与中东欧国家成立了音乐院校合作联

盟，学校同很多国家的音乐学院开展了音

乐、戏剧、舞蹈、展演等全方位、多层次

的国际交流合作。一方面，跨国远程同步

钢琴教学项目，是在同莫扎特音乐学院的

合作过程中引入学校，为学校教学模式改

革带来了新的创新点；另一方面，开展跨

国示范课、大师课、学术论坛等多种层次

的深入合作，进行教师互访、学生交流、

网络结对的跨国互动，也为师生带来了很

多创新灵感。

在开展远程音乐教学环境建设中，目

标是要到达协助师生在教学练习演奏曲目

时，通过平台智能评测对演奏者弹琴的音

准、节奏、速度、力度、表现力、难度等

各个维度进行检测分析，并将检测的细节、

结果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形显示，通过实时

反馈、精准评测等功能，让师生直观地看

到整个教学过程，给予老师学生弹琴时的

评测数据，实现因材施教，真正实现钢琴

教学过程“教、学、练、测”的闭环。

与此同时，通过采集行业大数据，

还可以实现个性化音乐教育。远程音乐

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平台能够自动收录每

个弹琴者的评测数据，形成个人学习成

长数据档案，清晰了解钢琴教学科研状

况，并通过数字化的量化分析，帮助系

部制定最优学习路径。同时汇聚学院所

有学生的练琴数据，挖掘出最具潜力的

钢琴表演人才。 

CERNET 定制化国际互联网    
服务保障网络畅通无阻

远程音乐教学环境的建设中网络链路

的选择非常重要，直接决定了课程的质量

与效果。在音乐类远程教学环境建设中，

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网络链路的测

试，整个环境的建设可以简单分为音视频

互联与钢琴互联，理论上只要通过互联网

两台钢琴的链路通畅就能运行。但在实际

测试中发现，普通网络链路从运营商机房

通过学校中心机房的负载均衡设备和一系

列防火墙、行为管理、交换机等设备后，

QQ、微信、网页、音视频都能够互联对话，

但是钢琴无法正常互联运行，一直无规律

断连。

当他们把防火墙、行为管理等设备一

层层撤掉后，直接把中心机房的负载均衡

设备连到交换机再连接到钢琴，网络还是

无法正常互联运行。而当他们从运营商机

房通过交换机直接连接到钢琴时，钢琴运

行正常，较少断链。葛万龙同整个团队分

析认为，可能是负载均衡等设备中的一些

配置阻碍了网络的传输，另外因为采用的

雅马哈钢琴中涉及到相关专利，同时几台

钢琴互联所使用的服务器均在美国，可能

也影响到了网络的传输。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了解到 CERNET

的教育科研专用国际通道，具有可为国际

间的实时教学授课、在

线视频传输、远程视频

/ 电话会议、课程资源

分享以及数据在线互传

等提供全球开放的网络

环境、领先的网络技术

以及优质可靠的网络服

务等优势，成为备选链

路之一。

在 对 多 个 运 营 商

链路反复比较后，最终，

学校采用了教科网 20M

国际宽带链路。葛万龙表示，CERNET 不

仅为学校提供了个性化、定制化的国际互

联网服务，还协助他们建设了校园网国际

专线，提供国际出口访问能力测试，保证

了钢琴的正常运行和从不断连，同时音视

频清晰流畅无卡顿。

目前学校已经通过这条线路打通了国

内各音乐院校之间的链路，与中央音乐学

院、绵阳师范学院以及上海、日本等地成

功进行了教学科研互动，网络架构建成后，

还可为研究跨国同步教学网络提供可靠样

本，同时可用于开拓与其他国家的跨国网

络合作教学项目。

基于互联网 + 教育                    
打造国际音乐交流平台

在跨国远程同步钢琴教学管理系统建

成后，浙江音乐学院积极探索国际远程教

学环境在音乐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借鉴新

颖的网络合作教学，学校可以充分借鉴国

外知名院校的办学特色、教学特点，从而

转化为加强本地高校的教学能力的动力。

通过与国外知名音乐类高等院校合作，

利用跨国网络链路、自动钢琴演奏系统，

实现异地同步授课，利用网络、自动化设

备营造实地教学的模拟情境，可以带动师

生的情感和感染力，有助于加强学生在大

师课上的有效学习。通过对课程的远程直

播、互动、录播、回放，在提升教学效果

图 1  远程教育硬件连接方案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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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音乐学院自 2016 年建校以来，创造了一

个良好的校园信息化环境，实现了基本全覆盖运行

可靠的有线无线基础网络，出口链路达 5G，具有财

务、医保、教科、省政府 4 条网络专线，同时实现

了校园 EDUROAM 的覆盖。学校各类网络接入点大

约有 1.36 万个，各类上网用户达 5000 余人。学校

每年在信息化经费投入上超过 1000 万，建成了具

有学院特色场景丰富的信息化应用系统，实现了各

类信息化应用系统平台上线 20 个，其中招生、教务、

财务、资产等业务系统应用效果良好，在智慧教室、

琴房、远程音乐教学等方面开展了信息化应用和研

究，形成了具有学院特色的信息化应用场景。

在智慧琴房建设方面，学院以 535 间学生琴房

智能化改造为契机，加快构建新型的智能化琴房，

开展智慧琴房建设与管理标准化试点工作。智慧琴

房系统可实时掌握琴房使用情况及学生上琴的所有

数据，并将监控与在线通话、门窗状态检测、用电

权限限制都纳入到琴房管理系统中，还可通过微

信小程序为学生提供查询、预约的琴房使用功能，

大大提升了琴房的运作效率并降低了琴房的管理难

度。学校还创建智慧琴房建设与管理中心标准示范

点，为全省推广智慧琴房建设与管理中心建设提供

样本和示范。

互联网 + 教育 搭建专业钢琴伴奏曲目库
依托学院的“互联网 + 教学”研究中心，浙江

音乐学院正在建设“一平二端”，即网络教学云平

台、远程智能自动演奏钢琴端与师生多媒体移动端，

打造声乐教学智慧课堂，解决声乐演唱教学中钢琴

伴奏难点，让钢琴伴奏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将

声音通过钢琴精准还原，辅助教师教学与学生练习。

同时，举办“互联网 + 音乐教学”研习营、研讨会，

推进基于人工智能“互联网 + 音乐教学”线上线下

混合式声乐教学金课建设。

针对现今国内声乐教学中缺乏高质量的声乐演

唱伴奏、高水平钢琴专业伴奏者协助以及演唱曲目

的同时，为音乐教育拓宽了地域和

时间的边界，在音乐教育与科技融

合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果。

据葛万龙介绍，学校与奥地

利莫扎特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

乐学院、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

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大学、英国诺

丁汉大学等多所国际知名音乐院

校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并与 15

所中东欧国家音乐院校共同发起

成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音乐

院校联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亚洲，学校与日本雅马哈株式

会社在远程教育中进行了深度战

略合作，2018 年 8 月，学校实现

了与日本的跨国远程教学互动。

今后还将与日本雅马哈株式会社

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开展校企

合作，创新产学研合作，加强音

乐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国际远程教学环境的建成，促

进了学院音乐教学资源建设，丰富

了建设载体和渠道。通过远程直播、

录播等多种形式，实施研究式、案

例式、在线开放式、虚拟课堂教学，

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建立线上教

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跨国异地

实时教学的教学运行机制。目前已

建成《音乐欣赏的方法与途径》、《中

国传统音乐揽胜》2 门国家级精品

课程，以及《浪漫主义时期西方音

乐导读》、《MIDI 音乐与数字音

频》2 门省级精品课程。国际远程

教学环境的建成，也为中国传统的

优秀文化 “走出去”提供了通道。

通过跨国链路和音视效资源平台，

学院的国乐大师可以为国外的合作

院校进行二胡、古筝、琵琶、扬琴

等民族乐器的教学，开展跨国示范

课、学术论坛等多种层次的深入合

作，为国外音乐院校展示高水准的

中华传统音乐教育模式。 （责编：

杨燕婷）

信息化让音乐课堂教育“活起来”

量大、曲目类型丰富等问题，浙江音乐学院开展了

智慧教育试点方案，基于人工智能的互联网 + 教育，

以建立专业的声乐作品钢琴伴奏曲目库为标准。搭

建用于声乐教学的钢琴伴奏曲目库共享资源平台，

以满足声乐学习与演唱者对于专业正谱钢琴伴奏的

需求，助力音乐声乐教学。目前已经建立了教学资

源曲目库与共享新平台，由学院艺术指导教师亲自

弹奏录制的声乐作品高分辨率钢琴正谱伴奏曲目库，

作为范例并传输到学院网站建立共享平台。

规划先行 保障信息化精细管理
不久前学院颁布了《关于推进学院网络安全与

信息化建设的实施方案》，计划开展四大行动，包

括智慧教育创新改革行动、管理服务数字转型行动、

网络信息安全强化行动、基础设施保障提升行动。

在智慧教育创新改革行动中，学校主要通过推

动“互联网＋”教育创新升级，优化教务管理流程，

开展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混合式多样化教学；

完善教学场地服务功能，逐步整合智慧教室、录播

教室、微格教室、标准化考场等教学场地，实现教

学场景全程数字化管理；利用人脸识别 + 软件结合

方式，建设学生上课、就寝无感知智能化考勤系统。

在管理服务数字转型行动方面，学校推进“最

多跑一次”改革，以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为媒介，依

托数据中心基础数据库，建成网上事务办理大厅，

实现掌上办公，掌上办事。计划开展教育大数据创

新应用，建立学院数据归集、元数据维护责任体系。

出台信息系统数据管理办法，建立学院统一的数据

标准、操作规范和建设流程，建成基于教师和学生

两个维度为主的数据交换平台。

在基础设施保障提升行动方面，学校计划优化

校园网络链路，布局下一代互联网，编制符合学院

实际的 IPv6 部署方案，加快学院部署 IPv6 进程。

强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管理，加强校园安防系统管理，

升级校园停车管理系统，提高安全管理效率和应急

处理能力。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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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6 月 13~14 日，由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北京市高等教

育学会信息化工作研究分会组织召开的

“2019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在京

举行，来自教育部、北京各高校信息化处

室的主要负责人等六十余人与会，会议就

积极推进北京地区高校信息化工作，探索

新形势下高校网络安全管理、信息化制度

体系建设、智慧校园应用创新等相关话题

进行了交流研讨。

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

分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

心主任种连荣致辞，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信息化工作研究分会理事长、中国戏曲学

院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岳从远主持。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网络安全处

处长邵云龙作了《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提升教育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的主

题报告。他针对等保 2.0 标准出台的重要

意义以及对高校信息化工作的影响，认为

应更加注重对网络安全的维护，防止数据

泄漏、网站瘫痪、数据篡改、页面篡改等

问题的出现，并对新出台的等级保护 2.0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同时建议，教育系

统要重视云平台、移动互联平台、智慧校

园平台的网络安全，加强对教育系统各平

2019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举行

种连荣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

化分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医

学部信息通讯中心主任

岳从远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信息化

工作研究分会理事长、中国

戏曲学院信息网络中心主任

邵云龙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网络安全处处长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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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监管和治理，维护高校网络安全。

他表示，高校具体可以从以下六方

面来开展工作，第一，加强学习，提升

网信工作能力，学习网信的理论知识和

技术成果，并与教育战线需求相结合；

第二，加强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成立

专门的领导小组，把监管、主管、运维

等责任落实到人；第三，落实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落实等保 2.0 的要求，完

成定级备案，定期开展等级测评和安全

整改；第四，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培训，

提高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素养和专业

技术能力；第五，提升数据安全

防护能力，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办

法，做好数据治理；第六，开展

安全监测、应急与演练，确保系

统运行的日常安全，并能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

化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北京大学

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副主任宋式

斌介绍了北京大学医学部近年来

信息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规划来

自需求，智慧源于创新。特别强

调前期规划，认清目标、创新服务的重

要性，其中包含了对智慧校园建设本质

的思考。他认为，教育信息化是支撑和

服务教育的一种手段，为培养人提供信

息化支撑和服务的条件，以服务好高校

师生为根本目的。高校在进行信息化建

设的过程中会遇到技术、管理等多方面

的困惑，只有创新才能打破僵局。

北京大学医学部与绝大多数高校一

样也曾经遭遇网络基础薄弱、体验不佳，

系统割据，缺管理，少经费等共性问题，

为此他们提出了“一创新二推动三实现”

的规划，即创新建设和管理模式，推动

教学和科研方式的变革，推动学校管理

方式与治理结构的转变，实现从建设独

立 业 务 系 统 向 建 设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的 转

变，实现从提供技术和平台服务向提供

数据信息服务的转变，实现从面向管理

需求到面向师生教学科研需求的转变，

并在网络通达、计算平台、安全体系、

服务平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和目标。

北京语言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

吴志山对“高校信息化制度体系建设”

项目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该项目对国

内多所高校进行了制度调研和收集，目

前已经形成了制度指南的研究方法，完

成了制度模版辅助生成系统和制度标注

库的建设，取得了包括网络与信息安全

在内的近 20 篇制度模板，主要目标是辅

助生成较为全面的高校信息化管理制度

指南，包括基础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管

理、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应用、行政

办公等各个方面的系列制度。他还提到，

高校应该根据时代发展积极制订和修正

管理制度，让每所高校都成为信息化制

度的创造者、贡献者和使用者。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

室主任杨德斌、对外经贸大学信息化管理

处处长王海涛分别主持了相关主题的论坛

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李

艳丽，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化建设办公室、

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别荣芳，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李云春，北京工业

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主任闫健卓，

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魏楚元也结合本校的信息化工作，针对信

息化内控制度体系、队伍建设、数据治理

与管理、业务应用与服务师生等主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座谈和研讨。

每年一度的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针对当前的信息化重要及热点话题展开探

讨，是推动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深入开展

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责编：付涵）

宋式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

息化分会常务副秘书长、

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

中心副主任

吴志山

北京语言大学信息化办

公室副主任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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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 1/3 决定了网络安全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以后，教育信息化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去年 4 月，教育部正式印

发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

了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

的发展目标，要在 1.0 阶段“三通两平台”

的基础上，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

使中国教育信息化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发

挥全球引领作用，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

教育现代化，开启智能时代教育的新征程。

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安全工作贯穿整

个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始终，是需要持之以

恒、常抓不懈的关键性支撑工作。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是与三个 1/3 分不开

的，即教育及教育相关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1/3；各类教育行业在册的信息系统占了全

国将近 1/3； 2016 年、2017 年，教育行业

发生的网络安全事件占全国安全事件 1/3。

更直观的数据包括：第一，涉及人

员多。目前教育机构 60 万个，专职教师

1800 万人，各类各级学生超过 3.5 亿人。

第二，系统数量多。当前教育系统网站超

过 20 万个，edu.cn 的系统网站 11 万个，

涉及超过百万人数据的系统超过 500 个。

第三，掌握数据多。政务数据资源数量超

过 10000 条，教师数据超过 4000 万，累

计学生数据超过 5 亿。

我们面临的安全事件主要涉及数据泄

漏、数据篡改、网站瘫痪、页面篡改等四

个方面。最近重点之一是对教育 APP 的治

理，在走访时发现有个别学校针对学生有

包括校内新闻、吃饭、洗澡、院系选课等

各式各样的 40 余个 APP 同时使用，建议学

校尽量整合成一个，至少是一个入口，杜绝

多口径分散式管理。

等保 2.0 时代的网络安全工作

2017 年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

将网络安全正式带入了法治时代，这也就

意味着，履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成为网络

运营者的基本义务，假如信息系统没有定

级备案、没有测评整改，都属于违法运维，

从教育系统以及高校违反网络安全法的处

理情况来看都是非常严格的，需要引起各

高校信息化部门的高度重视。

《网络安全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1994 年，

国务院 147 号令提出“计算机信息系统全

面实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保”这

个提法正式出现，随着近年来云计算、移

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不断涌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概念已

经不能涵盖全部，特别是互联网快速发展

带来大数据价值的凸显，等保 2.0 标准应

运而生。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安部发布《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

2019）、《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

要求》（GB/T25070-2019）、《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测评要求》（GB/T28448-2019）。

相比 1.0，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 与

网络安全法保持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制度”，等保 2.0 也与时俱进

地将原标准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改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并且覆盖全

社会、全行业和全对象，这个“网络”是

大的网络概念，基础网络、信息系统、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工控等都包

含在其中。

等保 2.0 要求从分层防护向综合防控、

集中防护的思想转变。其主要技术思想方

向可归结为：第一，“一个中心，三重防护”

的体系框架。三重防护是指“安全通信环

境”、“安全区域边界”和“安全计算环

境”；一个中心是指“安全管理中心”。

安全管理中心不是某一个平台，某一个系

统，而是把安全管理、安全监测、安全审

计等各类的设备和应用平台集中管控的体

现。第二，可信计算。基于可信根对计算

设备的系统引导程序、系统程序、重要配

置参数和应用程序等进行可信验证，并在

邵云龙：等保 2.0 对高校网络安全提出新要求

邵云龙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网络安全处处长

等保2.0要求从分层防护向综合防控、集中防护的思想转变。其主要技术思想方向可归结为：第一，“一

个中心，三重防护”的体系框架；第二，可信计算；第三，通用 + 扩展要求。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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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的关键执行环节进行动态可信验

证，一旦检测到可信性受到破坏就进行报

警，并将验证结果形成审计记录送至安全

管理中心。第三，通用 + 扩展要求。将云

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

等列入标准规范。在通用要求的基础上叠

加相关扩展要求。

具体到测评过程，应该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测评要求和测评内容增加，等

保 2.0 中虽然表面测评项有所减少，实际

上原网络、主机、应用层面的要求均合并

至安全计算环境，实际测评对象并未减少，

且网络层面扩充为“安全通信网络与安全

区域边界”，增加了安全管理中心的要求；

二是新标准进一步要求加强问题分析以及

渗透性验证测试。三是新标准的测评结论

由之前的“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三

项变为优（90 分）、良（80 分）、中（70

分）、差（70 分以下）四项量化比较成绩，

汇总形成教育系统测评得分统计和分析，

并通报给有关部门。

建立长效机制确保万无一失

近期教育系统网络安全重点工作是：

1. 建立网络安全责任制。切实加强党对

网信工作的领导；建立网络安全工作考核机

制，将网络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建

立网络安全问责机制，确立了六条问责条款。

2. 加快教育系统网络安全标准规范研

究与编制。研究制定数据安全相关管理办

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识别认定指南和网

络安全通报机制管理办法等。

3. 推进监测通报机制建设。与教育科

研网、高教学会信息化分会、国家有关职

能部门、专业安全服机构建立合作，建立

网络安全漏洞和威胁共享机制；更新教育

系统网络安全工作管理平台，完善信息系

统资产管理，实现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

自动化，提高教育系统整体安全防护联动

处置效率。

4. 落实监督检查工作。一是推进网络

安全纳入综治考核，二是开展网络安全现

场检查，三是加强网络安全通报，四是对

网络安全涉事单位和责任人进行监督问责。

5. 加强网络安全的宣传教育、人才培养。

尽快开展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网络安全

一级学科设立，在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让网

络安全意识进校园、进教材、进头脑。

6. 部署落实上半年重要时期网络安全

保障工作。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上半年重要时期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通

知》，集中部署春节寒假、全国两会、“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五一假期和

高考期间等上半年的重要时期网络安全保

障工作，提出了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

组织部署、按需调整重要时期网络防护策

略、健全监测预警通报机制、做好网络安

全应急响应工作、落实网络安全“零报告”

制度等工作要求。

7. 开展教育 APP 专项监测工作。组

织开展校园 APP 专项调研，采取抽样调

查问卷和网络爬虫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级各

类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 APP 进行调研。

在此基础上，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管

的 298 个教育 APP 进行网络安全监测。

监测共发现安全威胁 3091 个。已将相关

安全威胁通报至相关单位，并要求涉事单

位进行限期整改。目前，相关安全威胁修

复率已达 60% 以上。

对高校网络安全工作的建议

1. 加强学习，提升网信工作能力。首

先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和关于网信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

做好网信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和根本措施

保障。其次是学习最新的网信理论知识和

技术成果，与教育战线需求相结合。再次

是学习兄弟单位乃至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和成功做法。最后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和

教训，自己向自己学习，这要成为网信工

作的基本“算法”。

2. 加强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按照相

关要求和量化的考核评分办法，落实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网信办的具体职

责、任务。党委（党组）要定期研究部署

网络安全工作，分管负责同志至少每季度

召开一次会议听取网络安全工作汇报，每

年要制定网信领导小组年度工作要点或者

网络安全年度工作要点。

3. 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全

面完成信息系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

案，定期开展网络安全等级测评（三级系

统每年一次，二级系统每两年一次）和安

全整改。按照 2.0 标准，对照落实相关要求。

4. 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培训。对于单位

在职全体人员，要开展全面网络安全意识

培训，培训时间要满足要求；对于单位信

息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开展网络安

全素养培训，培训时间要满足相关要求；

对于系统运维和安全技术人员，要组织参

加专业技术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全

面提升网络安全防范技能和水平。

5. 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要做好数

据治理，推进一数一源，制定本单位数据

安全管理办法，规范采集、传输、管理和

使用。全面采用密码技术，包括加密、签

名等，加强重要数据安全保障。

6. 开展安全监测和应急演练。日常安

全威胁监测要通过配备工具或者购买服务

的方式进行，对系统运行安全状态进行实

时监测，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落实《教

育系统网络安全应急预案》要求，参照制

定 / 修订本单位的预案和具体信息系统的

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有条件的

单位开展攻防实战演习。

7. 落实重要时期安全保障。首先要提高

安全意识，加强统筹部署，安全工作是一项

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关键时间节点要有不同

的措施，确保“万无一失”。其次，优化信

息系统和网站服务，区分持续访问、工作时

间访问、限制访问、关停等策略。第三，落

实“零报告”和 7×24 小时值守制度。第四，

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发现问题马上改，

发生事件马上报。 （责编：付涵）

（本文根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网络安全处处长

邵云龙在 2019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上的发言整

理，整理：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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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式斌：高校信息化破局唯有创新

以人为本  创新服务

做教育信息化工作，首先要考虑教育

的初心是什么，信息化的使命是什么。教

育的内涵围绕育人，开展教学、科研和各

类服务，根本就是“育人”，以人为核心

的培养过程。教育信息化是支撑和服务教

育的一种手段，是为培养人提供信息化支

撑和服务的条件。教育信息化应以服务好

高校师生为根本，运用适用的信息技术和

数据，以师生的视角做创新服务支撑工作。

简言之：以人为本，创新服务。

作为高校信息化建设“高级形态”的

智慧校园，是对数字校园的进一步扩展与

提升。它综合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

互联、大数据、智能感知、社交网络、商

业智能、知识管理等新兴信息技术，全面

感知校园物理环境，智能识别师生群体的

学习、工作情景和个体的特征，将学校物

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有机衔接起来，为师生

建立智能开放的教育教学环境和便利舒适

的生活环境，改变师生与学校资源、环境

的交互方式，开展以人为本的个性化创新

服务，实现学校的智慧运行，支撑学校开

展智慧教育。

高校信息化创新四大要素

高校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技

术、管理、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困惑，

唯有创新才能打破僵局。创新过程包含以

下四个方面，一是摸清家底，管理者需要

理清所在高校信息化现状，为制定策略奠

定基础；二是调研先进，对同类型先进高

校的信息化建设经验进行调研。三是规划

先行，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规划要“因地制宜”，以所掌握的“家底”

为依据，寻找关键突破点。依据规划提出

主要任务，将任务分解到各相关部门，具

体涵盖机制保障、建设蓝图、建设内容和

按时间和经费落实的步骤。四是以人为

本，创新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如何更好地服

务人，服务于师生。

此外，高校信息化创新破局应遵循“首

基础、次应用、看服务”。首先要夯实基

础，如果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信息化队

伍将忙于救急救火，无法腾出精力开展其

他复杂的业务；其次，在夯实基础的前提

下，可以仔细、以人为本地根据师生、部

门、领导的需求开拓应用建设；最后，以

师生的视角，感受和享受服务才是最直接

的体验。相对于宏大的应用和数据目标，

落地到师生感受到的具体的服务更为直观

有效。创新不在多，不在大，由点带面、

逐步推进的创新过程反而很容易实现。

医学部信息化探索

北京大学医学部与绝大多数高校一样，

也曾经遭遇信息化建设中的诸多共性问题。

一是网络基础薄弱，师生需求与服务的提

供相去甚远，教学院系、附属医院等也都

需要在良好的网络支持下开展教学科研活

动，日常网络运维压力很大；二是信息系

统割据，信息平台沟通不畅，没有统一的

服务架构和集中的数据服务；三是信息技

术对教学科研的支持严重不足，没有找到

一个较好的支撑教学科研服务的着力点；

四是网络安全问题严重，管理制度和机制

都匮乏，网络安全设施条件近乎空白。

针对上述现状，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

通讯中心制定了支撑“医学部双一流建设”

的十三五信息化规划，提出了教育信息化

工作的基本定位和目标。定位是“为北大

医学服务，支持双一流建设”，目标是“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与医学部发展目标相适

应的信息化支撑平台，引领国内医学高校

教育信息化建设。”

针对规划，北大医学部提出了五项具

体任务。一是通达网络，提升信息化支撑

能力；二是服务平台，提升信息化服务支

撑能力；三是计算环境，提升信息化服务

教学科研能力；四是安全保障，提升信网

安全能力；五是运维和服务，提高运行能

力，提升服务质量。

规划指导思想可概括为“一创新二推

宋式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常务副秘书长

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副主任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创新不在多，不在大，由点带面、逐步推进的创新过程反而很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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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三实现”，即创新信息化建设和服务模

式；推动教学和科研方式的变革，推动学

校管理方式与治理结构的转变；实现从建

设独立业务系统向建设综合服务平台的转

变，实现从提供技术和平台服务向提供数

据信息服务的转变，实现从面向管理需要

到面向师生教学科研需要的转变。

一个创新

依据“以人为本”的思想，医学部信息

化工作从四个角度“创新建设和服务模式”。

1．体制机制

建立信息化工作小组，分管两办的领

导同时分管信息化，充分发挥党校办协调

职能，由信息通讯中心技术主导。

2．本职优先

做好信息化部门的本职工作，将网络和

基础平台搭建好。网络以运维为导向，向运营

商学习，拓展大二层结构、无线网室内外全覆

盖并实现三校区漫游，提升师生服务感受。

3．95% 服务

从师生角度考虑服务，不盲目追求新

大全，优先满足 95% 以上人群的需求。

5% 的用户诉求合理选择，不为 5% 牺牲

95% 的用户权益。

4．抓服务入口

从师生经常感受到的入口改善信息化

体验，利用互联网思维，从生活服务向管

理教学逐步推进。信息部门从好做、方便

做的应用优先做起，并做好做优线上应用，

例如校园生活、校园卡小应用、教工查工

资、经费、考核上报、报修等服务类应用，

再以点带面，逐步突破 , 推进学业学籍、

离校迎新，人事服务等，并基于微服务平

台构建教务和学工等核心业务系统。

以校园卡创新为例，创新点可概括为

“人性圈存”、“创新水控”。围绕学生

的需求，将校园卡圈存机搬进宿舍楼；关

注用户体验，按照手机触屏 UI 彻底改造

圈存系统，做到操作“极简化”。校园卡

应用中，浴室场景一直是应用的难点。一

方面，由于环境潮湿，水控设备故障率较

高；另一方面，浴室既有水阀门，又有刷

卡水控，让用户的操作体验复杂化。2016

年底，北京大学医学部根据无线网覆盖工

程的实施情况，联合设备商设计了无线水

控，刷卡器移到浴室外，刷卡预扣费后进

入浴室，再随混水阀自主开关实现计费。

这种创新水控，一方面简化操作，让师生

在家洗澡的体验复原；另一方面，无线版

省去了施工麻烦，无水和极低的阀门开启

数，大大降低了水控设备故障率，打造出

“小应用，大关注”的效果。

两个推进

在推动教学和科研方式的变革方面，

医学部推出了虚拟桌面科研计算平台。通

过虚拟化技术的形式来支持科研计算，实

现对科研的精准支持。虚拟化科研计算的

投入小、产出高，效益突出。经过一年的

试用，科学计算桌面的成果产出率（总成

果数 / 常使用台数）为 52.9%；图像计算

桌面的成果产出率为 80%。

在推动学校管理方式与治理结构的转

变方面，医学部从人、财、物、学、管各

个方面将数据打通汇总，并开始根据各部

门的需求尝试数据分析，初步实现“管理

汇平台，依据看数据”；学校创新任务考

评，信息化已成为各部门创新的突破口，

对信息化部门来说，虽然压力增大，但同

时也获得了更多资源和支持。

三个实现

1．从建设独立业务系统向建设综合

服务平台转变

医学部构建了统一认证、基于微服务

应用架构的综合服务平台，利用“大平台

小应用”的理念，变大型应用为小模块堆

叠。除接纳传统门户型应用功能，平台共

承载教务、学工、人事、综合服务等 160

余个应用，业务系统从单一应用向综合服

务型平台转换。

2．从提供技术和平台服务向提供数

据信息服务转变

建设了较为完善的虚拟化运行环境，

自 2013 年以来，所有业务系统运行在校

级虚拟化平台。购置了数据分析工具和数

据采集平台，已经为多个业务部门定期提

供数据分析，同时从自己做起，定期发布

信息服务的数据月报、年报。

3．从面向管理需要到面向师生教学

科研需要转变

规划建设了北大医学网，联通了附属

医院与医学部的通道，加强与医院的沟通，

协助推动医院网络条件的改善，支撑医院

科研，提升医教研的服务能力。改进综合

服务平台，除支持管理外，努力开拓师生

服务的应用，建立个人数字档案。

总结

关于高校信息化的一点思考

高校信息化建设，必须要按“实事求

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进行。一要梳

理家底，将学校的现状和问题梳理清楚；

二要夯实网络，基础网络设施夯实好，才

能集中精力建设应用，免除后顾之忧；三

要善于沟通，信息化工作需要良好沟通，

及时获取各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四要坚定

决策决心，领导要有担当，认真分析，全

面考虑，勇于为信息化建设的决策承担压

力；五要坚持技术，在平衡技术和管理矛

盾时，考虑运维，根据部门定位、队伍人

员能力选择最合适的技术，力所能及做好

本职工作。

关于高校智慧落地的一点思考

智慧校园建设，要从小做起，方能“见

微知著”。一是思考出智慧，规划智慧校

园建设，首先要善于思考和总结；二是角

度出创新，创新需要找准点，从点的角度

来实现，由点带面；三是落地出成绩，有

了创新规划后，要尽快想办法将规划任务

落地，落地才能出成绩，才能为后续规划

调整提供依据；四是细节出成败，做信息

化要多关心细节，细微之处往往决定着整

个事情的成败。 （责编：项阳）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信息通信中心副主任宋式

斌在“2019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整理：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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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信息化的管理工作，总结来

看，网络安全永远是底线，良好的合作共

赢机制是保障，主动服务和沟通是提升信

息化满意度的有效手段，而团队建设则是

最暖心的法宝。只有大家心朝一个方向去

努力，才能带来切切实实的改变。

信息技术中心的工作性质是“白 + 黑”

和“5+2”，技术永远在发展变化，用户需

求永无止境，信息化的使命无论是服务保

障，还是引领亦或是变革驱动，从信息技

术中心主任这个层次最终都要考虑如何落

地的问题，或者说，要完成这项使命，如

何完成自身能力建设？如何形成信息化建

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这个角度来

看，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可或缺。 

安全是底线

第一，网络安全首先要保障物理安全，

必须充分重视学校数据中心机房和设备间

的安全管理，包括消防、制冷、物理环境、

监控、UPS 等等，都要做到逐一落实、定

期排查。在此基础上，中心在为各部门提

供服务器托管服务的主机房外新建了隔离

操作间，把所有对托管服务器的操作都集

中在操作间内进行远程控制，避免人员直

接进入机房，杜绝了很多安全隐患。

第二，应用安全。应用安全关注备份

与权限管理两大问题。中心为全校提供虚

拟机服务，建设了数据中心异地灾备站点。

核心数据库采用主从复制技术实时同步（热

备），核心数据库每天一个整库备份，并

保存一定周期（冷备）；虚拟机采用虚拟化

容灾方案（热备）， 重要虚机每天一个备份

（冷备），保存一定周期。同时，严格访问

控制和权限管理，严格控制数据库DBA权限。

第三，管理安全。中心建立了内部的

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实施细则，通过严

格的内部控制，避免个人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拥有绝对决定权。预算作为全年执行的

法定依据，实行严格的评审制度。在整个

项目执行过程中，所有的招标文件要经过

中心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审组的两次评

审。在制定招标文件之前，还需要至少三

家企业以上的市场调研，每一次的市场调

研，会要求留存全程的证据。

第四，防护安全。首先是确保合法合

规，按照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的要求，落实各项要求，完成等级保护测

评、备案等工作。通过漏洞扫描、入侵检测、

数据库审计、访问控制等技术防护手段，

形成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技术防护闭环。

第五，应急响应。安全没有百分之百，

重要的是应急响应，同时日常开展相应的

应急演练，确保在出现情况时能够第一时

间反应。

以良好的合作共赢机制为保障

在获取学校领导支持的基础上，同学

校多个部门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是

信息化顺利进行的保障。学校成立了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建立了信息化项

目管理办法，从学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

战略规划，全面统一管理。 

信息技术中心作为管理和技术支持单

位，负责技术标准和规范、平台和软硬件

环境等。按照学校规定，所有信息化项目

统一到信息技术中心申报和评审。同时，

信息技术中心作为统筹协调组织部门，负

责资源投入、跨部门协调推进和技术支持；

业务部门作为执行单位，负责梳理流程、

明确业务需求。

另一方面，与学校各个部门保持良好

的合作关系，是确保工作能够顺利落地的

重要保障。信息技术中心与学校财务部门、

招标中心联动，确定统一申报、评审和执

行流程；明确学校信息化建设数据标准和

建设规范；将学校相关数据全部纳入数据

中心统一管理，建立规范的数据管理机制

和数据共享平台，从而真正实现全校数据

一张表；推动实现各个业务系统之间的融

合贯通，形成网状互联的应用模式。  

主动服务和沟通是提升满意度
的有效手段

全员统一“主动沟通、主动服务、

主动学习、主动提升”的思想和认识，

通过多种渠道提升信息化主动服务于教

学、科研和管理的能力，不断提高师生

的满意度。

首先，从细微之处提升。把服务工作

李艳丽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李艳丽：合作共赢机制是信息化重要保障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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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荣芳：
智慧应用是信息化永恒主题 

2018 年 6 月，北师大成立信息化建设

办公室，目标是完善决策与责任机制，建立

评价与考核制度，强化信息化管理，实现信

息化工作统筹。中心主要负责 IT 基础设施、

公共应用平台、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校务数

据和网络信息安全等规划、建设工作，未来

还将进一步实现环境、安防、财经、后勤等

信息化规划、建设、评价工作的统筹。

深化数据体系改革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数据资产

已成为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

一。高校数据主要涉及到校务管理数据、

校园行为数据、科研数据、校园环境和资

源管理数据等类型。北京师范大学高度重

视数据资产价值，建立起常态化、系统化

的数据建设与应用体系。

别荣芳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信息网络中心主任

做细做暖，对于师生在工作中的不理解和

存在的问题主动回应和服务。通过建立 QQ

群与学生及时互动，对于学生的意见第一

时间回应，对于问题第一时间上门解决。 

第二，从痛点之处提升。通过主动向

兄弟院校学习，推出了包括正版软件、智

慧教室的应用等，急学生和老师所想。针

对每年教代会上对于信息化工作意见比较

集中的学院，主动联系提案代表所在学院，

主动沟通，及时改进，提升理解度和满意

度。

第三，通过宣传之窗提升。中心通

过微信公众号加强对信息化各项工作的推

送，让更多的师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比

如在无线网施工前期，会发布施工方案等

等，从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团队建设是最暖心的法宝

高校信息化的工作最终要靠人去推

动，信息技术行业普遍薪资水平较高，如

何在高校现有条件下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

性是关键。中心提出团队文化建设理念，

以“凝聚、专业、发展”为目标，打造温

暖、专业、积极向上的团队，建立了实体

的教职工之家。

作为中心主任，首先必须心系每一位

员工的发展，想尽一切办法给大家创造职

务和职称方面的提升机会。

第二，实行绩效和民主管理，真正做

到以一颗公心来对待工作中包括晋升、评

比等事情，能够公开地去和大家一起讨论，

把出发点和标准、考虑的角度等等与团队

共商共议，凝聚共识。

第三，通过内容多样形式活泼的团

建活动增加集体的荣誉感、归属感与温

暖感。依托工会的平台，组织丰富多彩

的团建活动，让团队的每个人感受到温

暖和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形成良好的

团队文化。 （责编：杨燕婷）

设立校务数据中心，开展校务管理数

据治理。2016 年底北师大在全国高校中

率先成立了校务数据管理中心，挂靠学校

信息网络中心，负责制定校务数据发展规

划，建设校务数据平台，管理校务数据信

息，对集成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提供决策支

持服务，统筹协调各单位数据建设工作。

校务数据管理中心成立以来，以数

据标准和数据质量为两条主线，大力开展

校务管理数据治理工作。中心先后调研了

22 个数据建设部门，梳理编制了校务管

理数据目录、《北京师范大学校务管理信

息标准》，落实了部门数据建设责任，为

数据交换共享、数据质量检测规则提供依

据。中心采用数据质量检测工具，从数据

完整性、及时性、规范性、有效性、一致

性等维度对校务管理数据的建设质量进行

了监测和分析，编制发布了数据质量报告，

督促部门从源头对数据进行纠错和更新，

达到提升数据质量的目的。

建成“数据京师”校务数据管理与服

务平台，大力开展校务数据交换共享服务。

“数据京师”校务数据平台分为数据层、

管理层、应用层、用户层等 4 层。通过数

据层汇聚各业务系统基础数据、文档型基

础数据、上报类数据、外部数据等，构建

多主题、多粒度、多层次、多时点的数据

仓库与灵活可扩展的分析模型库。管理层

提供标准管理、数据管理、数据交换、质

量管理和分析可视化工具，支撑上层应用。

应用层包括数据展示系统、决策支持系统、

数据查询系统和数据共享系统等，具有数

据统计、监测、评价等功能，面向学校领导、

职能部处、学部院系和师生开展数据服务。

中心围绕数据采集、数据交换共享、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李艳丽

在2019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上发言整理，整理：

杨燕婷）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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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支持等方面开展了数据服务。开展

本科教学状态数据、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

表等数据采集分析，支撑数据上报。面向

20 余个部门建设了 350 余个数据接口，

提供数据交换共享服务。围绕学校双一流

建设战略，从一级学科、学院、教师三个

维度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

产出数据与队伍、经费、空间等资源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自主研发半自动化报告工

具，编制数据分析报告，为领导了解学校

发展现状、推进综合改革、合理配置资源

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建设校园行为大数据平台，开展智慧

校园应用服务。通过学生在校行为数据集

成与分析，开展学生综合标签画像，异常

情况预警，科研能力评估，支持精准就业

和精准资助等。校园数据还可以服务于平

安校园大型活动 , 支持开展资源配置。基于

人群时空分布信息，结合标签画像查询各

时间点、各类人员的分布情况，为制定人

群疏解预案提供支持。利用排课、校园卡

消费、食堂及座位分布等相关数据进行综

合分析，通过优化排课，完善价格机制，

平抑就餐高峰；通过分析就餐人流分布趋

势，合理布局新食堂，增加食堂座位数。基

于数据分析，进行自习室的座位推荐，基于教

室座位资源情况、学生日常自习数据和日程安

排（上课、开会等活动），将可用、习惯使用

和就近等三种座位信息通过APP推送给学生。

“一站式”让师生少跑腿

建成网上一站式办事大厅，助力部门

管理服务智慧化。网上一站式办事大厅建

设的目标是聚合服务、明晰流程、加强协

同，实现师生各项表格一站式填报，提供

学校各类业务服务申报、办理、监督、交

流等在线服务通道，进一步推动部门管理

信息系统升级，推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北师大网上一站式办事大厅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建设，历经一年半时间，通

过对业务的全面梳理，几乎涵盖了所有为

师生提供服务的部门。办事大厅不仅提供

在线灵活填报表格服务，集中学校各单位

行政服务办事内容，提供各部门与师生交

流的官方正式渠道等。主要功能模块包括

一站式填报、在线申请和办理、网上业务

协同、督办学校相关事项等。办事大厅支

持多终端、自适应，掌上师大 APP、PC

端与微信企业号等多种方式。

网上一站式办事大厅不仅是线上办理

业务的平台，同时是一条流程生产线，可

以非常便捷地添加新的业务流程。目前北

师大网上办事大厅已经开通线上服务数量

将近 60 个，在线申请人数达到上万人，

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腿、师生少跑路”。    

让应用服务智慧化

拓展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为深化智慧

校园应用提供条件保障。2018 年 10 月 8 日，

学校完成了沙河校区校园卡系统的建设。

1500 套宿舍无线门锁、14 道大门人脸识

别通道机投入使用，完成 1491 套宿舍水

控安装调试。拓展虚拟校园卡应用，通过

APP、微信门户扫码支付与认证，师生只

需要携带手机就可以畅行办公区、食堂等，

实现多校区认证和应用一体化。

建成人脸照片库平台，支持智慧人脸

识别应用。平台支持按部门组织架构分类、

设置标签，并与数据

中心数据同步。目前

平 台 内 约 有 12 万 多

用户（含离校人员），

校友回校后依然可以

使用人脸识别、虚拟

卡在校园中游走，包

括 在 图 书 馆 查 阅 资

料、食堂用餐等。

人脸照片库的主

要功能模块包括：线

上照片采集、线下照

片采集、照片管理和

接口共享等。线上照

片采集时，身份直接

对接微信企业号；可以使用手机自拍，检

测新照片是否合格，并与系统旧照片进行

人脸比对。线下采集照片时，通过刷身份证，

读取身份证内照片进行人脸比对，实现自

动审核，还可通过身份证号与学号或者工

号对应进行。目前线上线下已采集 1500 余

张照片。通过照片管理模块，用户可以上

传多张照片，自定义选择默认照片，并记

录所有照片采集或管理员导入痕迹。接口

共享模块，提供照片共享接口，提供接口

给调用接口的终端回传所有人脸识别流水，

还提供人脸检测接口、比对接口等。

在智慧人脸识别应用方面，建成宿舍人

脸识别门禁、新校区的大门门禁、办公室人

脸识别考勤、门禁等。中心还计划开展人脸

照片库二期建设，未来计划实现人脸识别会

议签到，试点人脸识别支付，基于互联网的

停车位管理，后勤稽查管理等应用。

我们坚信，智慧应用是信息化的永恒

主题，智慧校园是未来大学校园的发展目

标。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数据建设与共享，

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服务于师生的

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于双一流大学智

慧校园建设。 （责编：杨燕婷）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信息网

络中心主任别荣芳在 2019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上发言整理，整理：杨燕婷）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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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智慧校园”概念非常火爆，

那么智慧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明

确的定义。今天我们所说的智慧都是被“智

慧”，而智慧校园的建设只是被打上智慧

的标签，距离真正的智慧存在一定的差距。

那么如何建设真正的智慧校园，是值得我

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数据是智慧校园的“黄金”，数据治

理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性方法，只有

充分利用校园内外大数据（包含结构化数

据、非结构化数据）才能产生智慧校园的

“智慧”。北京建筑大学从 2015 年开始

启动校园信息化建设，起初重点是网络和

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学校的数据管理

却面临诸多问题，因此从 2016 年起，北

京建筑大学开始进行数据方面的建设和治

理，并从组织架构、业务流程、技术平台

与工具、制度与标准规范四个方面构建了

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体系建成后学校的

魏楚元：高校转向数据驱动的治理体系

数据治理进展良好，在科研、财务、人事、

学生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提升

了学校的管理水平，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智慧校园的建设。

数据驱动智慧校园建设

现在 AI、大数据异常火热，很多人

认为只要引入 AI、大数据就是智慧校园，

但是认识与现实是存在偏差的，真正的“智

慧”依赖于对学校内外数据挖掘的深度和

广度。不可否认，AI 、大数据的概念确

实提高了师生对数据的重视，增强了师生

的数据质量意识，但数据的问题并没有因

为大数据时代或智慧校园的到来而自动解

决，大数据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大认识、大

洞见和大智慧。因此，高校应该理性和冷

静的应对，不要盲目跟风，做好“找数据”、

“用数据”、“分析数据”的基本功，善

于利用数据分析为学校决策提供支撑，做

到真正的数据治理。

数据是智慧校园的“黄金”，数据治

理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性方法。高校

在进行数据治理时，以下四点需要特别注

意：第一，充分认识到数据是学校的资产，

理清数据的“4 个单位”，即数据生产单

位、数据管理单位、数据责任单位、数据

用户单位之间的关系，做到数据有人负责；

第二，信息中心要重点加强在数据源头上

的治理和对数据质量的控制，不要一味强

调数据共享中心的建设；第三，结构化数

据是高校最有数据价值的数据，要高度重

视；非结构化数据是当前新的趋势和热点，

要注重深入挖掘数据源头并分析价值的过

程；第四，全方位地进行数据治理，提升

数据质量，注重数据高度自动化的共享。

北京建筑大学数据治理体系

一般来说，高校数据管理面临诸多

问题，很多问题都是一些共性问题。第一，

数据来源众多且分散，缺乏真正有效的

整合；第二，数据从生产到使用流程不

清晰；第三，数据孤岛林立，各单位之

间的数据不能有效交换；第四，数据融

合困难，存在壁垒和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第五，数据质量堪忧，数据的完备性、

准确性存疑；第六，数据应用尴尬，表面

上数据很重要，实际上数据价值无从体现。

因此要构建数据治理体系，对数据进行全

面的管理和应用。

北京建筑大学主要从四个方面构建了

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分别是组织架构、

业务流程、技术平台与工具、制度与标准

规范的建立。

1. 组织架构

学校把数据治理上升到学校 IT 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 2 月发布了《北

京建筑大学信息化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辖的

信息化建设协同工作组之下成立数据共享

专业小组，专门负责数据治理。

2. 业务流程

学校的业务流程分三步进行，首先，

针对所有业务处室逐一的进行全方位的业

务及数据版块的梳理和盘点，整理出《北

京建筑大学业务管理数据分析报告》，

指出目前学校数据管理的模式及存在的问

题；其次，建立数据资产台账，做到对学

校的数据资产心中有数；最后，信息中心

魏楚元  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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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业务部门共同进行数据管理，信息中

心人员要做懂数据和业务的专家，从而更

好地为学校业务流程服务。

3. 技术路线

数据治理的框架可以分为四个模块，

分别是数据源挖掘与资产盘点、数据集成、

数据治理、数据应用。在这个框架里，数

据治理的技术路线分六步进行，第一，数

据发现与采集；第二，数据梳理与质量初

检；第三，数据标准核对与数据补充核准；

第四，数据清洗与整合交换，建立共享数

据中心；第五，数据管理与质量评估、可

用服务接口设计；第六，数据价值模型建

立及展示。

4. 制度建设

学校 2016 年 2 月发布了《北京建筑

大学信息化数据管理办法（试行）》，建

立了相关的数据管理制度，落实各个单位

的责任，做到每条数据都有责任人。12 月，

又起草了新版《北京建筑大学管理信息标

准》，为推进数据共享和业务系统建设提

供了数据规范标准，同时做成在线管理模

式，根据学校的需要和变化每天及时更新。

北京建筑大学数据治理成效

从数据质量方面看，搭建了数据质量

监控平台，实时监控数据中心集成的数据，

并对数据质量配置相应的监控规则，如完

整性、一致性、有效性等，形成数据质量

报告，及时发现数据缺失、数据异常、数

据错误等各类问题，便于各业务部门对其

进行修改和完善。

从数据运用的维度看，打通了业务部

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流转，支撑

涉及多部门的复杂业务。学校把教师和学

生的数据进行了梳理，教师数据包括教学

数据、科研类数据、资产数据等，学生数

据包括学籍数据、成绩数据、就业数据等，

建设教师“一表通”工程和学生“一表通”

工程，实现各业务部门间师生数据共享。 

北京建筑大学数据治理体系应用成效

显著，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科研和财务数据一体化

学校网信中心历时 1 年为科技处和财

务处搭建桥梁，实现科研与财务系统的对

接，打通两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解决

了老师报销难、科研人员经费管理难、科

技处管理者难等问题。

2. 人事业务全面信息化

全面支持综合人事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建设，打通校内各个信息系统的数据，展

现教师的全面成果，支撑人事聘期考核、

评审、岗位聘任等业务服务；通过数据共

享，向人事考核系统提供教师教学工作量、

指导学生、科研成果、教管研类成果等数

据，实现数据有效流转，避免教师重复填

写表格；建立教管研与党建思政类成果统

一申报管理信息平台，弥补数据治理中的

真空地带，实现教研类、人才类、党建类、

思政类、体育竞赛类、科技类、艺术类成

果统一申报管理。

3. 财务与资产采购一体化

搭建支撑预算全流程执行管理平台，

让资产与财务系统对接，解决了资产采购

多重审批、手续繁琐等问题，简化了资产

采购流程，实现了资产采购的立项、采购、

验收全流程线上服务。

4. 学生管理信息化

搭建学生学业数据预警分析系统，反

向推送学生数据，帮助教务处、学院等监

控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利用学生返校报

到应用，搭建人脸识别返校实施报到系统，

协同教务处、学工部，理清学生的状态，

如是否有学籍、是否在校、是否需要返校

等，确认每个学生的学籍状态；搭建支撑

学校智慧离校系统，通过数据接口服务，

向离校系统提供学生财务缴费、欠费数据、

图书借阅、欠款等情况，实现业务网上办

理，数据实时呈现，简化学生离校程序。

当前，北京建筑大学的数据治理初见

成效，实现了数据平台与共享数据中心从

虚到实的建设，提升了数据质量和数据可

用性；特别注重数据服务接口的建设，让

共享数据中心变得可用，能够快速为业务

部门完成数据交接；数据治理过程中发现

了很多“散落”的数据，正在逐步梳理收

集归仓。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学

校的数据治理还不够深入，需要不断迭代

优化，进一步提升数据质量，建设数据的

价值模型，研讨分析数据的价值。 

下一步，学校计划从结构化数据和非

结构化数据两条线继续做强“数据中台 ”。

在结构化数据上，建设真正完全交换、可

用的全量数据管理中心，实现数据为流程

服务，用流程促进数据价值；在非结构化

数据上，缩小对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分

析的差距，深入分析大数据，采集学校各

类大数据，寻找大数据的价值。同时，持

续寻找数据应用的“痛点”和业务的价值

模型，让数据变得真正可用，从而为各级

各类领导提供决策支持。 （责编：付涵）

（本文根据北京建筑大学网络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在 2019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整

理：付涵）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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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两融两聚”的智慧校

园建设思路，以实现两方面的融合汇聚为

目标：平台聚集，奠定发展基础；数据汇集，

提高管理效率；教学融合，促进人才培养；

新媒体融合，做强主流舆论。

平台聚集 搭建基础环境

在基础平台构建方面，学校正在进

行新数据中心机房改造，将借助建工学院

BIM 教师团队实力，协助进行数据中心建

模。通过 BIM 构建，全部实现管线、消防、

空调、隐蔽工程、各种建筑材料等的模块

化。基于建模工具，进行数据采集，形成

一个三维 BIM 图。

基于 BIM 考虑和智慧校园整体建设方

向，未来还将进行智慧空间管理，对地上、

地下空间进行结构化的分类，实现每个部件

设施的空间绑定；同时可以实现识别功能，

包括对面积、用度、装修等进行全过程的管

理。未来还将基于 BIM, 构建智慧设备资产

管理、智慧人员管理，以及能源管理等。

数据汇集 推进数据共建共享

在软件方面实现数据汇聚。信息中心

闫健卓：“两融两聚”智慧校园建设之路

调研了各单位数据需求，形成学校数据标

准规范，使用软件工具将各应用系统数据

定期进行汇聚上升，建设了数据存储和运

行的硬件环境。目前平台已搭建完成，汇

集了学校部分业务数据，并支持向学生大

数据中心、人事、后勤、保卫、财务、国

资等部门提供网上办事服务。

2017 年信息中心编写了学校数据管

理办法，发布学校数据标准。2019 年将

开展两项数据专项工作，一是学校基本业

务数据专项治理；二是教师绩效考核数据，

年底实现教师一张表。通过两大数据专项

工作，将剩余的数据汇聚集成，实现今年

的数据工作重点。 

数据汇集共享支撑大数据应用方面，

信息中心为北京市教委（思政中心）提供

了学生上网日志，支撑大学生思政分析；

通过大学生大数据中心，为学工处提供一

卡通消费、图书借阅、学生基本信息、学

生上网等数据，支撑不同业务需求的数据分

析；同步全校师生身份数据，在后勤、财务、

国资、保卫、图书馆等各种流程和信息服务

中，实现了教师、学生个人基本数据全校实

时同步；以数据为基础，上线网上办事平台，

为全校师生开发个人收入证明、学生证补办、

在职证明办理、出国申请等多个服务。

今年是北工大的机关管理服务年，各职

能部门都希望借助网上办事流程，提高服务

效率与质量，现已变成信息中心服务年。中

心已经上线了流程服务平台，协助财务部门

推进统一支付平台建设，实现了校园收费的

移动化；协助保卫处进行车证办理，同步一

卡通数据，安装楼宇门禁，实现人脸识别等。

教学融合  创新教学模式

在汇聚的基础上，重点是如何实现融

合。融合是跨界也是应用，要在应用中体

现智慧。在教学硬件方面，学校已经建有

各种教学平台、录播教室、研讨教室等。

在软件方面， 2018 年将网络教学平台“教

育在线”改版成“日新学堂”，以适应新

形势的网上教学平台的需要。

在教学资源和服务整合方面，我们提

出了以下几个提议：在深化支撑教学服务

过程中，如何打通壁垒，整合教学服务，

汇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形成以人为本、

面向师生的教学中心。在课堂教学信息化

模式创新方面，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主阵

地，怎样结合互动研讨智慧教室的建设应

用，促进课堂教学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

在教学大数据方面，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如何建立教学大数据决策支撑体系。

在教学模式的创新方面，信息中心跟

教务处共同推进混合式教学，鼓励将信息

技术手段与工具深度融合到教育教学全过

程。依托日新学堂平台，培育学校优质在

线课程，做好资源的积累、沉淀；把移动

轻量化 APP 应用引入课堂，促进师生互动

教学，促进线上线下、课上课下教学融合。

媒体融合 打造融媒体平台

在媒体融合方面，学校宣传部计划搭

建融媒体平台，以解决宣传工作中的痛点

问题。目前各二级单位在发布信息消息时，

采编体系比较分散，需要微信公众号、抖

音、头条号等多种平台切换发布，文字资

源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存储平台，宣传部希

望能将微博、微信、官网、抖音进行联合发布，

形成统一的媒体平台，将融业务、融管理、

融内容、融发布、融数据、融收益等全部融

入平台。信息中心将协助宣传部开展此项工

作，打造学校融媒体平台建设。 （责编：

杨燕婷）

（本文根据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主任

闫健卓在 2019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发言整理，

整理：杨燕婷）

闫健卓  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主任

北京高校信息化工作论坛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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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信息安全保障五步到位

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校园网内的网站和服务器的数量、业务信

息数据的体量及应用系统的服务范围都

在不断扩大，使得高校的网络信息安全

管理工作日趋复杂，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2017 年 6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网络

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

安全管理的基础性法律，明确了网络安全

与信息化发展并重的原则，对违法行为

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责任界定。《网络安

全法》对高校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许多高校在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上均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研究和探索，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本文以太原理工大学为例，研究如何在新

形势下有序开展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对提升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水平、保障教

学科研活动正常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状与问题

太原理工大学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

与发展，目前已建有各类网站和应用系统

150 余个，校园网数据中心部署有虚拟及物

理服务器近 200 台，系统种类繁杂，形式

各异。在国家从严治理网络空间、学校业

务对信息化日渐倚赖、地方院校人财物投

入皆有限的大背景下，学校的网络信息安

全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也日益突出。

组织与制度不健全，权责不清晰

组织与制度建设是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的重要基础。学校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

作在校内通常涉及到、信息中心、二级学

院、代理商等多个单位。由于组织架构不

确定、管理制度的缺乏、过时和不具备操

作性等原因，往往导致在网络信息安全事

件的处置过程中出现工作范围不明确、操

作流程不清楚、责任划分不清晰的情况。

信息安全意识不强，认识存在误区

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参与人员普遍

存在的安全意识不强、专业知识缺乏、认

识存在误区等问题。大多数网站和系统的

主办单位只注重功能和美观，而对安全性

要求一无所知，对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

清楚，对学校的管理制度不了解，对应承

担的责任义务不知道。系统的管理和维护

人员、甚至部分承建单位的技术人员的信

息安全的知识十分匮乏。

资金投入有限，基础设施老化

地方院校资金不足是个普遍性问题，

导致在信息安全保障方面的投入十分有

限。学校难以一次性投入大笔资金彻底改

善薄弱的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受到经

费投入限制，即使是必要的信息安全设备

很多时候都无法配齐，设备老化、超期服

役情况普遍，很多设备进入故障高发期但

又无力承担维保服务费用。

安全工作繁杂，人员严重不足

信息中心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要承

担大量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由于学

校政策和经费的限制，对信息安全从业人

员的吸引力不强，不仅高端人员吸引不来，

一般的技术人员也因为待遇和发展问题难

以长期留住。随着学校信息化规模的扩大，

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

安全体系建设不足，等保工作推进缓慢

在以往的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往往是

“重功能，轻安全”，加之校内大大小小的

信息系统星罗密布、涉及主办部门众多繁杂

的现状，以信息中心一己之力往往难以有效

推进等保工作的开展，而等保工作落实不到

位又会面临着公安机关的严厉处罚。

探索与实践

为解决以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学校从组织与制度建设、安全意识提升、

基础设施完善、技术人员引入、等级保护

工作推进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

践，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力图构建起

适应学校实际情况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模

式，为学校管理、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正常

运行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信息安全环境。

健全组织与制度保障

组织和制度保障是开展网络信息安全

管理工作的基础。2018 年学校成立“网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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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信息安全保障五步到位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

和校长担任组长，校内十多个职能部门的

一把手担任小组成员，小组办公室落在信

息中心。领导小组负责全校网络舆情、信

息安全工作的总体规划、制度建设、项目

审批、工作检查和技术保障等相关工作。

领导小组成立后陆续颁布了《学校信

息化管理与建设办法》、《学校网站管理

条例》、《学校信息系统建设与运维维护

条例》、《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办法》、

《学校网络安全应急预案》等一系列管理

制度，从信息化建设、网站、系统建设与

安全保障、应急处置机制等方面做出了规

定和要求，对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工作

任务和业务流程也做出了明确界定。

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意识

很多网络信息安全事件的发生与相关

人员安全意识不强、认识不到位、责任心

不够、专业知识缺乏等因素有关。因此提

高广大师生，特别是网站和信息系统的主

办者、管理者和运维者的安全意识，在一

定程度上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和消除安全隐

患，降低安全事件的发生概率。

1. 网站和应用系统的主办单位在申请

开通前需签订《网络信息安全承诺书》，

使主办者充分认识到其在网络信息安全保

障工作中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2. 在每年组织的全校部门网站的评比

活动中，将网络信息安全纳入评价指标。

对于存在安全隐患未能有效整改或发生过

安全事件的网站实行一票否决。

3. 成立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联络群，

将二级部门的信息安全负责人纳入其中。

及时将相关的政策解读、新闻报道、态势

研判、漏洞通报、预警信息、案例分析等

内容推送到相关人员手中，使其了解和掌

握网络信息安全的形势和动态。

4. 在开展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备案和测

评工作中，邀请网信部门、公安机关的负

责同志来校为广大师生进行政策解读和案

例分析，同时要求系统主办单位安排有关

人员全程参与等保工作，使其一方面认识

到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系统性、复杂

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信息系统

不备案、不定级是违法行为。

5. 建议各二级部门加强对其网站和

应用系统承建单位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要

求，相关权责尽可能落实在合同或协议中。

6. 在每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之际，通

过多种形式向广大师生宣传和普及信息安

全知识。

完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

地方院校经费投入不足是困扰网络信

息安全保障工作的一个大问题。指望学校

一次性投入充足经费完善网络信息安全基

础设施是不现实的。在经费有限这样一个

常态化的背景下，学校提出了“分期投入，

依托项目，共享利旧”的思路。

1.“分期投入”是指先期制定学校网

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完善升级的路线图，

分批分期的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升级换

代，优先完善国家政策要求和安全保障必

备的基础设施设备。

2.“依托项目”是指依托学校的信息

化项目，从中规划和解决一部分安全经费

或设备投入。2018 年通过校企合作的“一

卡通”项目建设，更新和升级了部分重要

的信息安全设备。

3.“共享利旧”是指通过管理和技术

手段，使利用率不高的设备实现共享使用、

使老化的设备继续发挥余热，在提高利用

率的同时减少购置成本。

创新人员引进途径

和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一样，技术人

员的短缺也是长期困扰网络信息安全保障

工作的主要问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结

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摸索和尝试。

1. 以勤工助学的方式在本校中招收对

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感兴趣的一年级以上的

研究生担任学生助理工作，主要完成日常

的安全设备巡检、安全指标观测、应急电

话处置等常规性业务工作。

2. 通过与本校及省内兄弟院校联系，

安排部分即将毕业的相关专业本、专科生

来学校信息中心进行短期实习实践。在这

段期间，通过双向了解从中招聘和选拔出

部分合适的学生补充到工作岗位中，弥补

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及时跟进等级保护工作

针对学校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不同

步、信息系统等保工作开展不到位的情况，

学校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

1. 由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统一领导、规划和协调等级保护工作

的开展，明确工作目标、责任分工与时间

节点。确定了率先开展关键业务系统的定

级备案工作，如学校主网站、人事、教务、

研究生、财务、科技、一卡通等。信息中

心具体负责业务培训、组织定级、备案和

测评工作。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各自系统的

摸底梳理、填写备案材料、现场配合测评

及后期整改工作。

2. 对于新建信息系统在立项时就进行

定级，按照所定级别在建设时同步采取信

息安全保障措施，系统上线前开展备案、

自评和第三方测评工作，对于发现的问题

要及时整改，合格后方可正式上线运行。

3. 对于已建成的信息系统，主办单位

要摸排统计，及时填写备案材料。对于长

期无人管理、难以维护、无法开展定级备

案工作的信息系统，要及时下线旧系统更

换新系统。

结论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改

进和完善。本文以太原理工大学为例，提

出了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中面临的现状

及问题，并从学校的实际现状出发，介绍

了学校在组织与制度建设、安全意识提升、

基础设施完善、技术人员引进、等级保护

工作开展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的情况，

对推进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构建适当

的安全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借鉴意

义，同时也为同类型院校相关工作提供了

新的思路及方法。 （责编：付涵）

( 作者单位为太原理工大学信息化管理与建设中心 )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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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子木   杨家海   傅怡琦     张慧琳     杜小江    刘乃嘉       

随着校园无线网建设的快速发展，无线网已经成为校园用户

的主要接入手段，但是对于很多来校进行短期访问的国内外客人，

由于涉及到开户销户、安全认证、访问权限、上网缴费等多方面

因素，目前很多校园无线网并不能为这类用户提供方便的接入服

务。清华大学作为接待国内外来访客人较多的学校之一，在这方

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自助式无线访客系统，

为多种场景下的来访用户提供了方便的入网手段，在加强安全管

控的同时，提高了来访客人入网效率，减轻了管理员负担，提升

了学校对外形象，取得了很好的使用效果。

需求分析

1. 现状分析

清华大学校园无线网主要设计目标是为校内师生提供服务，

此前没有专门面向来访客人的服务系统。来访客人若需要接入校

园网，需要校内受访人提出书面申请，由信息技术中心审核来访

人身份信息，然后为来访人创建临时账号，整个开户流程相对繁

琐，时间较长，增加了校内受访人的时间精力和体力负担。

2. 基本原则

通过现状分析，清华大学对无线访客系统提出了两点基本建

设原则：安全、简便。

无线访客系统要求以来访人实名信息为基础实现准入认证，

辅以校内受访人签名方式实现来访人身份验证和上网行为约束，

所有入网场景通过自服务方式提供技术支持，在保障网络安全的

同时，最大程度简化入网流程，缩短开户时间，提升来访客人用

户体验。

3. 客人分类

经过梳理，我们将来访客人划归为三类，他们来校入网目的

不同，资源访问需求也不尽相同：

访客（Guest）：主要指来校学习交流的受邀客人，此类客

人由校内受访人接待，且一般需要访问校内资源；

游客（Visitor）：主要指来校旅游的客人，此类客人没有校

内受访人，也无需访问清华大学校内资源；

漫游客（Eduroam）：特指来访的 Eduroam 联盟成员用户，

此类客人已经在其当地机构开通 Eduroam 账号，来校入网目的主

要是接入互联网，一般不需要访问校内资源。

4. 开户场景

为了提高来访客人的入网体验，需要从多个维度考虑开户场

景，并进行针对性设计。这些维度因素包括：来访人是单人还是

团体、有无受访人接待、受访人是否在现场、客人来自国内还是

国外、是否需要访问校内资源等，对来访人开户入网场景的基本

总结见表 1。

其中，“访客（Guest）”场景最为复杂。这类客人一般是

受邀来访，可能来自国内外，有校内受访人进行接待。按照国家

对实名上网的要求，来访客人需要进行实名登记（例如使用国内

清华大学访客无感知入网

类别 场景

访客

（guest）

单人
现场

实时开户（近距离）

实时开户（远距离）

非现场 提前开户

团体
现场 实时开户

非现场 提前开户（批量）

类别 场景

游客

（visitor）
单人 现场 实时开户

类别 场景

漫游客

（eduroam）
单人

现场
实时登记（近距离）

实时登记（远距离）

非现场 提前登记

表 1  来访客人开户场景

所有入网场景通过自服务方式提供技术支持，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简化入网流程，缩短开

户时间，提升来访客人用户体验。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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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注册的手机号码），这种情况下系统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外

访客在实名信息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别。当访客到达学校后需要

现场进行实名信息登记和实时开户，此时如果受访人在现场，则

可以采用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方便地为访客开户；如果受访人不在

客人旁边，则需要通过远距离技术手段及时验证访客身份并为其

实时开户。为了缩短访客现场实时开户时间，受访人可能希望在

访客到达学校现场之前就能够为其开户，因此系统需要同时提供

非现场提前开户的技术手段。另外，学校里经常举行各类国内外

学术会议和技术交流，参会人员有时多达百人。这种场景下一般

由会议组织者提前收集参会人员信息并提前进行批量开户，但即

使如此，也很可能会有临时人员直接到达现场参会并要求上网，

因此系统不仅需要为此类特殊情况提供方便的现场入网支持，而

且还需要将这些现场开户的临时人员与之前参与同一活动的批量

开户人员进行关联，以方便会议组织者对本次活动的所有参会人

员入网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在上述开户场景中，需要由受访人决

定访客是否可以访问校内资源，并对访客进行授权。

“游客（Visitor）”场景最为简单，只面向具有国内手机号

的客人，采用手机号作为来访人实名信息，且只能来校后现场开

户，不提供提前开户手段，也不能访问校内资源。

“漫游客（Eduroam）”场景只为 Eduroam 联盟成员机构下

属的已经具有 Eduroam 账号的来访人提供服务。来访人到校后通

过关联校园无线网发布的“Eduroam”信号进行个人实名信息登

记（此处需要考虑国内外语言文字和个人证件信息方面的差别，

并进行针对性设计），由受访人验证通过后即可接入校园网。为

了提高用户体验，受访人也可以在来访人到校之前通过无线访客

系统自服务平台为其 Eduroam 账号登记实名信息，来访人到校后

可直接接入校园网实现无感知入网。

系统设计

1. 权力下放，提升开户效率

从前一章描述中可以看到，同现有校园网相比，无线访客系

统最大的改进是在访客开户环节。如图 1 所示，无线访客系统在

传统校园网开户流程中增加了“受访人”角色，将传统由信息技

术中心负责的访客身份验证审核工作分权下放给了校内受访人，

不需要亲临信息技术中心现场，访客即可在受访人的协助下自助

完成身份审核与开户，大幅提高了访客入网开户效率（图中不同

访客图标代表了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来访客人）。

2. 系统独立，保证安全可控

在“访客 - 受访人 - 信息技术中心”三级模型下，无线访

客系统在安全保护、网络部署、业务连续性、场景自服务等方面

进行了综合考虑和全新设计，采用独立网络、独立管控、双机冗

余、增量部署的方式与校园网无缝对接，全程实名，追溯到账号，

保证了访客上网行为的安全可控，并实现了首次认证后的全过程

无感知入网。

图 2 为无线访客系统架构示意图，无线访客系统针对三类

来访人广播三个不同的 SSID：Guest、Visior 和 Eduroam，来访人

关联相应 SSID 后系统会全自动引导用户

通过实名身份验证接入校园网，图中不同

颜色线段示意了不同场景下的准入认证流

程。

3. 细节优化，提升用户体验 

考虑到短期来访的校外客人对校园网

使用方式不熟悉，因此无线访客系统对开

户、认证、缴费、管理的每个操作环节都

进行了充分研究，在界面布局、信息提示

和操作引导方面进行了专业设计，对自助
图 1  访客开户模型的演进

图 2  无线访客系统架构和认证流程

无线网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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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进行了极致优化，无论来访人还是受访人，无论专业 IT 人

士还是非专业人士都可以无障碍地完成整个入网过程操作，而无

需信息技术中心的介入，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图 3 给出了部分

用户使用界面，可以看出无线访客系统在用户体验方面进行了较

为充分的考虑。

使用效果

传统的校园网用户管理系统，主要面向校内师生提供服务，

没有考虑访客的上网特点和需求，这导致访客与校内师生在开户

流程上没有明显区别、访客与校内师生的上网权限不易区分，两

类人群混在一起，增加了管理难度和复杂度。

以往的访客身份验证和开户规则，其实是把访客对网络访

问的安全责任交给了信息技术中心负责。在访客数量激增后，

访客上网的安全审计和溯源难度增加，一旦出现网络安全事

件，真正的责任人追溯比较困难，加大了信息技术中心的安全

责任。

新无线访客系统设计为独立的平台，具备独立的 IP 地址池和

独立的访客数据库，有独立的上网审计，独立的管理系统，完全

实现了访客与本校师生的区分管理。同时，新系统引入校内受访

人作为审核员，将以往信息技术中心的审核和开户工作分配至各

受访人。访客实名信息由受访人负责验证并对访客上网行为进行

背书，提高了受访人与访客的安全上网意识。新无线访客系统让

以往颇受诟病的入网方式成为历史，把简单而又重复性高的审核

和开户工作分配给受访人之后，信息技术中心可以把更多精力聚

焦于核心的数据存储和系统管理上，运维工作效率得以大幅提升。

在用户体验方面，新无线访客系统同时支持游客、访客和

Eduroam 漫游；支持预开户和现场实时开户；支持个人访客、小

型会议或大型集会等多种场景。受访人可以快速开通访客的入网

账号，无需信息技术中心介入，大大简化了入网流程。与此同时，

受访人通过登录自服务系统，能够全面了解访客的上网状态（例

如是否在线、登录时间、账号有效期等），并可以及时做出相应

管控。访客入网不再受制于信息技术中心的审批效率，极速开通

即刻上网。完成初次实名验证后，后续上网达到无感知。

新无线访客系统具有页面自适应、业务自助化、支付宝或微

信实时充值、虚拟钱包、中英文界面等特色功能，把用户体验做

到了细处。自年初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无线访客系统已经服务 4

万余名来访客人，服务时长超过 8 万小时，并为校庆活动提供了

有力支持，作为学校对外服务窗口之一，获得了良好口碑和美誉

度，进一步提升了清华大学的国内外形象。图 4~6 为基本运行情

况截图。

清华大学无线访客系统极大加强了对“访客”这类特殊人群

的服务能力，但是目前该系统只支持 IPv4。随着 IPv6 应用的逐

渐发展，无线访客系统如何支持 IPv6 用户认证、如何无感知支

持 IPv4/IPv6 双栈用户入网、如何解决安卓无线终端 IPv6 地址不

断变化的难题、如何对 IPv6 地址进行审计和追溯，都将是无线

访客系统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无线访客系统将在 IPv6 方面加强

研究，争取早日提供完善的双栈接入能力，将无线访客系统打造

为全场景服务系统，全面提升系统服务能力。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

图 3-1 访客实名自助登记 图 3-2 访客状态自助查询 图 3-3 受访人的自服务主页

图 3-4 受访人管理访客 图 3-5 受访人账户信息 图 3-6 受访人为访客预开户

图 4  在线情况

图 5  使用流量

图 6  使用时长

无线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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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路文焕  李晓晴  张笑晗

在教育机构或大学的教育过程中，课

程是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活动方

式的规划和设计，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等诸多方面实施过程的总和。实施课程智

能化管理是加强学生理解整个课程，提高

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关键问题。而课程体系

是将课程的各个构成要素加以排列组合，

使各个课程要素在动态过程中同意指向课

程体系目标实现的系统。课程体系是一个

多组分体系。它包含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如学生，教师和课程管理者。因此，在课程

设计过程和教育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实

际上存在许多问题，但目前这些问题还没有

很好的解决方案。许多学者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课程设计。

Aroyo 和 Mizoguchi 阐述了如何根据课

程结构使用本体来支持课程内容设计 [1]。

Stojanovi 使用本体来描述课程内容，结构

以及前、后继课程关系 [2] 并利用语义来实

现基于 Web 的在线学习系统的构建 [3]。

Baldoni 使用双层模型来描述课程，以满

足课程模型构建中的规则和约束条件 [4]。

这些工作都试图将知识形式化和系统化，

为领域概念提供统一的认知。然而，整个

课程体系中并没有本体模型包含我们所知

的三个利益相关者。

本文描述了本体感知课程咨询系统 

(On2C)，它是一个用于智能课程表示和管

理的智能可视化工具。该系统为用户提供

形式化的、详细的和值得信赖的课程信息，

为用户获取课程内容、选择课程、根据研

究领域制定学习路径，以及课程管理者设

计课程提供了依据。为了支持这个系统，

本文还描述了一个基于课程的本体模型来

表示课程的构建和课程信息的概念化，促

进课程信息、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共享和重

用，以及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明确理解。

课程知识库管理的问题

大学依据培养目标往往将大学课程分

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学校对必修课程一般

有统一的要求和安排。选修课程则根据学

生个人兴趣或专业需要自由选择修习。然

而，对学生来说，即使有传统的指导材料

或课程描述，仍然无法准确地选择合适的

课程。由于课程名称的模糊性，学生可能

只看课程名称而产生误解。同时，课程往

往缺乏对其与职业规划或特定专业之间关

系的明确描述。例如，如果

只提供课程名称“信息系统”，

不同学生可能对此有不同的

理解。有些同学可能认为该

课程是信号与信息处理系统

的课程；而另一些同学可能

认为是关于软件信息系统的课程。因此，

学生因为对课程内容的误解和对今后发展

方向规划的缺乏，造成选课的盲目性与随

意性。此外，由于没有学习某些选修课程

的先修课程，从而缺乏该课程的基本知识，

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最终将会降

低教育质量。

对于教师来说，由于缺少共享课程的

信息平台，导致只掌握有关自己课程的信

息，没有其他人的课程信息，无法与其他

课程之间进行协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能会反复教授学生已经在其他课程

中学到的知识，或者错过了一些他们认为

学生在课程之前应学到，而实际上并没有

学到的知识，影响教学质量。

如图 1 所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模式是链式结构。每个角色都没有充分发

挥各自在课程设计过程中的作用。对于课

程管理者，他们只能接受教师的反馈意见，

并根据反馈调整课程设计。学生不能参加

课程设计过程，被动地接受课程，因此，

课程设计过程中缺少充足的信息来源和支

撑信息。更重要的是，课程设计中还存在

着不可共享的概念化问题，从而阻碍了课

程设计。

基于上述描述，本文致力于解决以下

问题：

1. 并非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课程设

计和管理。特别是，缺乏学习主动性和整

体学习规划的学生。 

2. 缺乏通俗易懂、可分享重用的概念

化框架。由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差异，

需要建立课程设计和管理的共享系统，从

而更好地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满足特定

需求。 

3. 缺乏可信赖的且明确清晰无歧义的

课程描述。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对

课程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需要依据明确

清晰的课程描述来选择所需课程。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课程设计

图 1  传统课程管理系统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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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缺乏不同课程之间的联系和映射。

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之间存在一定的衔接

问题。此外，学生往往需要利用课程之间

的联系和映射，为大学的整个学习过程制

定各自的学习路径。

本体感知课程咨询系统 (On2C)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针对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设计了本体感知课程咨询系统 

(On2C)，如图 2 所示。课程维护是一个随

时间变化的过程，包含课程信息的表示，

课程大纲的变化等，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最

有效方法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高校为了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不断

改变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因此，大学应

该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明确且准确的课

程信息。

与传统的课程管理系统（如电子学

习系统和传统的高校官方网站）相比，

On2C 系统是一个可视化的智能系统，为

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课程设计和服务咨询的

功能。传统的课程管理系统只描述基本的

课程信息和重要的通知 , 并且始终由系统

管理员和课程管理者控制，因此缺乏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反馈。而 On2C 系统

关注了利益相关者的特定需求，在课程体

系展示、管理以及学生选择课程等各个情

景下体现出全面而高效的功能。图 3 显示

了每个用户的典型功能：对于学生，它主

要提供服务，包括年级维护，电子学习和

学习计划咨询；对于教师，支持教师在一

定课程范围内进行课程设计；同样的，支

持课程管理者的课程设计。On2C 系统是

由两部分组成：课程管理系统（CMS）和

课程本体。

课程管理系统（CMS）

CMS 是一个包含三种工具的课程管

理系统，基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对课程体系中所涉及到的知识进行概念

化建模、形式化表示。即学生建模工具、

课程编写工具和课程授权工具。学生建

模工具能够模拟学生状态，如学习风格、

年级信息、知识储备情况，以及所处学

习过程中的阶段。该工具能够使教师合

理安排课程内容，分配特定任务或项目

作为学生自适应学习的参考。课程编写

工具允许课程管理者和教师通过学习材

料和学习进度来控制课程和班级的进展。

课程授权工具用于根据特定用户为课程

内容和工具分配特定的访问权限。

课程体系的本体模型

课程体系是一个复杂且相互关联的知

识库，关系到每一位教师、学生和课程管

理者的工作和学习，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

形式化的、集成的本体模型来表示课程体

系。以下分两个阶段介绍课程体系的本体

模型，包括课程模型和利益相关者模型。

课程模型

课程是课程体系中最重要、最复杂

的 构 成。 在 课 程 本 体 构 建 之 前， 对 课

程 进 行 编 排， 选 取 课 程 的 决 定 属 性，

并 根 据 利 益 相 关 者 的 焦 点 和 软 件 工 程

的特点，列举这些属性。

在课程模型中，有一些与其他

模型不同的基本属性。下面对课程

属性（Property of Course）、课程

类别（Category of Course）、教学

模块（Teaching Module）、研究领

域（Research Filed）和评估方法

(Evaluation Criteria) 这五个基本属

性展开阐述：

1. 课 程 属 性（Property of 

Course）

表示学生是否必须选修此课程才能达

到毕业要求。其子概念为“必修课”和“选

修课”。

2. 课程类别（Category of Course）

基于课程内容，该课程在整个课程体

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的八个子概念是：

课程项目：该课程在培养学生实验能

力方面发挥作用，如“专业核心”、“研

究与创新”等课程。

实习课程： 该课程要求学生根据在

本课程中已学到的知识去公司或者相关机

构进行实习，从而加深知识认知，提高知

识运用能力。

毕业论文：说明本课程是一个完结

项目，也是教学的一个总结。通过毕业论

文，学生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

全面、系统的实践。

公共课程：学校依据学校性质、类别

以及办学理念对某些学科设置基础和共同

要求，所有选此类课程的学生需要达到这

基础要求。

研究与创新：该课程主要为学生提供

本专业的新兴知识和前沿技术信息，这些

信息无法从其他课程中获取。

学科基础：该课程提供了学生学习

“专业核心”和“专业选修”课程所需

的基础知识。

专业核心：该课程是课程体系中居于

核心位置的具有生成力的课程，即主干科

目。它与其他课程形成有机的、内在的联

系，是进一步专业学习所必需的。

专业选修：该课程是专为本专业学生

开设的，是高度专业化的课程。 

图 2  课程体系与利益相关者

图 3  On2C 系统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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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模块（Teaching Module）

课程内容的微观层面，是教师和学生

最感兴趣的属性。因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课程内容始终是重点。每个“教学模块”

都有“要求等级”：包含“理解”、“掌

握”和“熟练应用理论”。教师和学生可

以根据“教学模块”的“要求等级”来开

展教学活动和行为。本模块还提供了与“教

学模块”相关的课程教材，方便学生做好

课前准备。

4. 研究领域（Research Filed）

表明该课程知识所涉及的行业或者

研究方向。这个属性仅用于选修课程。

依据课程的“研究领域”以及学生各自

未来想要从事的研究领域，可以更有方

向性地制定各自的学习计划，尤其是“专

业选修”类别课程的选择。

5. 评估方法 (Evaluation Criteria)

这是用于评估学生本课程的参考点或

规则。它包含两个属性：“评估方法”和

“比例”。“评估方法”有五种。“比例”

表示五种“评估方法”各自所占的比例。

不同的课程所对应的比重是不同的。例如：

评估标准 = 课后作业 ×10% + 实验 ×20% 

+ 期中考试 ×35% + 期末考试 ×35%。

课程模式侧重于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点，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提供一些参考。

对于教师，可以准确地获取课程内容，

制定和调整教学计划与教学进度；对于

学生，可以有效地制定整个学习计划和

准备课程的先修知识背景，对于课程管

理者，在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的制定及

版本更迭过程中，使用形式化的、完整

的课程模型有助于在不同成员间进行课

程知识的共享和重用，从而使课程体系

结构更加合理、高效。此外，在此课程

模式的基础上，对课程进行统一、规范

的表述，消除理解差异，建立具有一定

标准的共享体系。 

利益相关者模型

利益相关者是教育过程的参与者，也

是 On2C 系统的服务对象。根据课程，不

同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在教育过程中相互联

系，就像教师和学生根据课程有教与学的

关系。 因此，需要使用本体模型分析课

程与三个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

构建 On2C 系统，促进课程管理，尤其是

课程描述和课程演化处理。以下描述了利

益相关者的属性，与课程的关系以及他们

在课程维护系统中的互动。

课程设计、开发和管理涉及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学生”、“教师”

和“课程管理者”。如图 4 所示。他们

通过“课程”存在很多联系。“学生”

和“教师”存在教与学的关系。 “学生”

和“课程”还有一些其他联系，如“年

级”和“成绩单”。“成绩单”是学生

向课程管理者反馈的一部分。在整个教

学活动过程中，“学生”、“教师”和“课

程管理者”彼此建立联系。他们可以向“课

程管理者”反馈教学成果，如课程成绩

和课程建议。随后“课程管理者”可以

根据他们的反馈设计或管理课程。根据

这种利益相关者的模型，可以在利益相

关者之间建立更加清晰的关系，更好地

设计 On2C 系统中课程和用户交互的描述

方法。

在课程维护系统中，三个不同的利

益相关者是主要的参与者。 图 5 显示了

On2C系统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图 1 所示的传统课程维护系统相比，在

改进的课程维护系统中，学生和教师作为

一个整体角色与课程管理者互动，支持课

程管理者进行课程设计。 学生和教师之间

开展相互的教学活动，其中包括课业成绩

和作业情况的教学反馈，同时，这恰恰又

支持了课程管理者的工作开展，使课程体

系的设置和更新有据可依。 通过这种方

式，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参与 On2C

系统的课程设计和维护过程，这种方式可

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主动性，甚至还

为课程体系的设置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支

撑。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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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慧校园建设旨在改变师生与学校

资源、环境的交互方式，开展以人为本的个

性化服务，进而建立智能开放的教育环境和

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消息中心服务可以将

各类业务过程中产生的消息进行集中管理与

收发，师生用户可以方便、及时、准确的获

知个人所关注的各类业务状态，实现了学校

消息的一站式与个性化推送。因此，消息中

心成为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消息中心的实现依赖于高效可靠的

消息队列中间件（简称消息中间件），它

可以通过消息传递和消息排队模型，在分

布式环境下提供应用解耦、弹性伸缩、

冗余存储、流量削峰、异步通信、数据

同步等功能。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消

息中间件包括：RabbitMQ、ActiveMQ、

Kafka、RocketMQ，其中 RabbitMQ 是使用

Erlang 语言开发的开源消息队列系统，基

于 AMQP 协议实现，该协议面向消息、队

列和路由（包括点对点和发布 / 订阅），

强调可靠性与安全性，主要应用于对数据

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场景，

此外 RabbitMQ 还有高可用性、高易用性

等优点。结合高校的统一消息服务特点（对

数据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

并发量、吞吐量要求一般），考虑采用

RabbitMQ来构建高校智慧校园消息中心。

本文主要对基于 RabbitMQ 构建的智慧校

园消息中心的设计方案与实现进行阐述。

RabbitMQ 原理

RabbitMQ 起源于金融系统，用于在

分布式系统中存储转发消息，具有易用性、

扩展性、高可用性等优势，其内部结构如

图 1 所示。

1. Message：消息，消息是不具名的，

它由消息头和消息体组成。消息体是不

透明的，消息头则由一系列的可选属性组

成，这些属性包括 routing-key（路由键）、

priority（相对于其他消息的优先权）、

delivery-mode（指出该消息可能需要持久

性存储）等。

2.Publisher：消息的生产者，也是一

个向交换器发布消息的客户端应用程序。

3.Exchange：交换器，用来接收生产

者发送的消息并将这些消息路由给服务器

中的队列。 

4.Binding：绑定，是消息队列和交换

器之间的关联。一个绑定就是基于路由键

将交换器和消息队列连接起来的路由规

则，所以可以将交换器理解成一个由绑定

构成的路由表。 

5.Queue：消息队列，用来保存消息

直到发送给消费者。它是消息的容器，也

是消息的终点。一个消息可投入一个或多

个队列，消息一直在队列里面，等待消费

者连接到这个队列将其取走。 

6.Connection：网络连接，比如一个

TCP 连接。 

7.Channel：信道，多路复用连接中的

一条独立的双向数据流通道。信道是建立

在真实的 TCP 连接内地虚拟连接，AMQP

命令都是通过信道发出去的，不管是发布

消息、订阅队列还是接收消息，这些动作

都是通过信道完成。因为对于操作系统来

说建立和销毁 TCP 都是非常昂贵的开销，

所以引入了信道的概念，以复用一条 TCP

连接。 

8.Consumer：消息的消费者，表示一

个从消息队列中取得消息的客户端应用程

序。 

9.Virtual Host：虚拟主机，表示一批

交换器、消息队列和相关对象。虚拟主

机是共享相同的身份认证和加密环境的

独立服务器域。每个 vhost 本质上就是一

个 mini 版的 RabbitMQ 服务器，拥有自己

的队列、交换器、绑定和权限机制。vhost

是 AMQP 概念的基础，必须在连接时指定，

RabbitMQ 默认的 vhost 是“/”。 

10.Broker：表示消息队列服务器实体。

系统架构

基于 RabbitMQ 的智慧校园消息中心

包括：“消息汇聚层”和“消息下发层”，

消息汇聚层完成业务消息的统一汇集与存

储，消息下发层则以方便、有效的途径（服

务门户、短信消息、微信消息等）将消息

下发给师生用户。具体架构如图 2 所示。

消息中心点亮智慧校园

图 1  RabbitMQ 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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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息汇聚层

在消息汇聚层，对于 RabbitMQ 而言，

生产者是消息接口 API，业务系统通过调

用消息接口 API 将消息数据放入消息队

列；消费者的职责则由后台轮询程序完成。

在该架构下，完整的消息集成流程如下：

（1）业务系统调用消息接口 API；

（2）消息接口 API 被调用后，首先

将消息数据落地到数据库表，消息记录的

初始推送状态设置为“pushstatus=0”，

然 后 以 Confirm 方 式 将 消 息 发 送 给

RabbitMQ；

（3） 消 息 接 口 API 在 接 收 到

RabbitMQ 返回的 Confirm 消息确认成功后，

更新消息记录的推送状态“pushstatus=1”。

（4）轮询程序从 RabbitMQ 队列读取

消息，调用消息汇聚中心接口将消息写入

消息汇聚中心数据库表。

其中，步骤三是 RabbitMQ 的发送确

认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网络闪断、

MQ Broker 端异常等情况，导致回送消息

失败或者异常，因此需要发送方（生产者）

对消息进行可靠性投递，以保障消息不丢

失。为此专门设计了轮询机制，设置定时

任 务， 每 5 分 钟 读 取

一次中间状态的消息

（消息可以设置一个

超时时间，比如超时

1 分钟且“pushstatus=0 

”， 也 就 是 1 分 钟 的

时间窗口内没有被确

认的消息，才会被定

时任务拉取出来），

然后将中间状态的消

息 重 新 发 送 到 MQ，

称之为“Retry send 机

制”。轮询程序的另

外一个功能是定时比

较源头与消息汇聚中

心的数据差异，将差

异数据再次写入消息

汇聚中心（相比重新

投递的定时任务，此

任务的时间窗口应设置的较大，如一天内

未成功写入的消息；执行时间间隔也比较

长，如一个小时），称之为“Rewrite 机制”。

因此本方案除了利用 RabbitMQ 自身的可

靠性机制（包括队列持久化、发送确认）

之外，“Retry send 机制”与“Rewrite 机制”

作为额外的保障措施，提供了更高的可靠

性。

2. 消息下发层

在消息下发层，通过调用各类发送渠

道，包括校园服务门户（PC 与移动）、

短信平台、微信平台、邮件平台等，将消

息方便及时的推送给师生用户。

系统实现

下文主要针对消息汇聚层中的生产者

（消息接口 API）和消费者（轮询程序）

的实现过程进行阐述。消息下发层以调用

第三方程序接口为主，不是本方案的核心

内容，故不再赘述。

1. 生产者

通过分析实际的应用场景，定义了两

种消息类型：提醒与待办，提醒是业务系

统发送给用户的提示消息，具有“已读”、

“未读”属性；待办则是需要用户办理的

一类特殊提醒，具有“未办理”、“已办

理”属性。基于消息类型的定义，对于提

醒，API 提供了“提醒生成”与“提醒已

读”两个操作；对于待办，API 提供了“待

办生成”与“待办消除”两个操作。由于

提醒在程序实现上与待办类似，所以下文

仅描述待办 API 的实现过程。

（1）待办生成 API

待办生成 API 程序在功能上主要实现

了待办消息数据的落地以及将待办数据放

入 RabbitMQ 消息队列并更新推送状态。

主要程序实现（java 代码）如下：
   /*

* 待办数据写入数据库表
   */

try

    {

      String sql_insert = "insert into " + schema + ".TMP_

TODOSERVICE(SEQ_ID, APP_ID, REFNO, MESSAGE_

TYPE_CODE, TARGET_TYPE, TARGET_IDS, CONTENT, 

URL, DO_STEP, CREATETIME, PUSHSTATUS, DOFLAG, 

PUSHSTATUS_2) " + "values(" + schema + ".SEQ_TMP.

NEXTVAL, " + app_id + ", '" + refno + "', '" + message_type_

code + "', '" + target_type + "', '" + target_ids + "', '" + content 

+ "', '" + url + "', '" + do_step + "', sysdate, -1, 1, -1)";

      st = conn.createStatement();

      st.execute(sql_inser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int i = 2;

      return i;

    }

   /*

*RabbitMQ 生产者，将待办数据放入

RabbitMQ 队列并更新推送状态
   */

    JSONObject joTodo = new JSONObject();

    joTodo.put("datatype", "push");

    joTodo.put("app_id", Long.valueOf(app_id));

    joTodo.put("app_key", app_key);

    joTodo.put("refno", refno);

    joTodo.put("message_type_code", message_type_code);

    joTodo.put("target_type", target_type);

    joTodo.put("target_ids", target_ids);

    joTodo.put("content", content);

    joTodo.put("url", url);

    joTodo.put("do_step", do_step);

   Boolean result = AMQPClientUtil.NewTask("task_queue_

todo", joTodo.toString());

（2）待办消除 API

消除待办 API 程序在功能上主要实现

了待办完成数据的落地（修改已写入数据

库的待办的完成状态）、将待办数据放入

RabbitMQ 消息队列并更新推送状态。主

图 2  基于 RabbitMQ 的智慧校园消息中心架构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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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为高校质管工作提速

要程序实现（java 代码）如下：
   /*

* 待办完成数据写入数据库表
   */

   try

   {

    String sql_update = "update " + schema + ".TMP_

TODOSERVICE set DOFLAG=0, DONETIME=sysdate " + 

"where APP_ID=" + app_id + " and REFNO='" + refno + "'";

　st = conn.createStatement();

　st.execute(sql_updat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int i = 2;

　return i;

   }

   /*

*RabbitMQ 生产者，将待办完成数据

放入 RabbitMQ 队列并更新推送状态
   */

JSONObject joTodo_complete = new JSONObject();

   joTodo_complete.put("datatype", "complete");

   joTodo_complete.put("app_id", Long.valueOf(app_id));

   joTodo_complete.put("app_key", app_key);

   joTodo_complete.put("refno", refno);

   Boolean result = AMQPClientUtil.NewTask("task_queue_

todo", oTodo_complete.toString());

2. 消费者

作为消费者的轮询程序实现的功能包

括：（1）读取消息队列中的待办数据并调

用消息汇聚中心接口，将数据写入消息汇

聚中心数据库表；（2）“Retry Send”功

能，定时拉取推送 MQ 失败的消息，重新

发送给 RabbitMQ；（3）“Rewrite”功能，

定时比较源头与消息汇聚中心数据的差异

（消息落地数据库表与消息汇聚中心数据

库表），调用消息汇聚中心接口将差异数

据重新写入。主要程序实现（java 代码）

如下：
   /*

*RabbitMQ 消费者，从 RabbitMQ 队

列获取待办数据并写入消息汇聚中心
   */

try {

　JSONObject jsonObj = JSONObject.fromObject(message);

　long app_id = Long.parseLong(jsonObj.get("app_id").

toString());

　String app_key = jsonObj.get("app_key").toString();

　String refno = jsonObj.get("refno").toString();

　if (StringUtils.isEmpty(app_key)) {

        app_key = (String)appKeyMap.get(Long.valueOf(app_

id));

　}

if((null != jsonObj.get("datatype")) && ("push".equals(jsonObj.

get("datatype").toString()))) {

String message_type_code = jsonObj.get("message_type_

code").toString();

String target_type = jsonObj.get("target_type").toString();

String target_ids = jsonObj.get("target_ids").toString();

String content = jsonObj.get("content").toString();

String url = jsonObj.get("url").toString();

String do_step = jsonObj.get("do_step").toString();

　ret = TodoIServiceUtil.todoServicePush(portalServ

erUrl, app_id, app_key, refno, message_type_code, 

target_type, target_ids, content, url, do_step);// 调用

消息汇聚中心接口

} else if ((null != jsonObj.get("datatype")) && ("complete".

equals(jsonObj.get("datatype").toString())))

　{

ret = TodoIServiceUtil.todoServiceComplete(portalServerUrl, 

app_id, app_key, refno);// 调用消息汇聚中心接口

　}

} 

   /*

* 定时 Retry send
   */

try

{

  retrySendTodoPushFailureFromDb();// 重发推送 mq 失败的

未完成待办

  retrySendTodoStateFailureFromDb();// 重发推送 mq 失败的

已完成待办

} 

   /*

* 定时 Rewrite
   */

try

{

  matchTodoPushFailureFromDb();// 重写未写入消息汇聚中心

的待办

  matchTodoCompleteFailureFromDb();// 重写完成状态不一

致的待办

} 

系统验证

在方案验证环节，对系统可靠性（消息

接收成功率）与及时性（消息的平均延迟时

间（毫秒））进行了测试与考察，定义如下：

1. 成功率 =

2. 第 i 条消息的延迟 = 第 i 条消息的

数据库写入时间 - 第 i 条消息的发送时间

3. 平均延迟 =

（n 为接收消息总数）

同时将“Retry Send 机制”的触发时

间设定为 5 分钟，时间窗口设定为 1 分钟，

“Rewrite 机制”的触发时间设定为 10 分钟，

时间窗口设定为 5 分钟。java 程序循环调

用待办推送接口 API，分别发送待办 2000

条、5000 条、10000 条。在每条消息发出

时，记录其发送时间，并和数据库记录生

成时间做比较，得到每条消息的延迟时间。

三次验证结果分别统计见表 1。

验证过程并没有考虑程序本身执行

时间以及网络延迟的影响，可见随着消息

发送的增加，消息的平均延迟时间差别

并不大；另外，在验证过程中，遇到了

RabbitMQ 因网络连接超时等情况而发送

失败的情况，但方案中“Retry send 机制”

与“Rewrite 机制”保证了消息仍然被准

确接收，验证了方案的可靠性。

验 证 过 程 未 包 含 RabbitMQ 的 吞 吐

量测试，有资料表明，RabbitMQ 吞吐量

可达到 5.95w/s，在消息持久化场景下，

吞吐量也能达到 2.6w/s 左右。这也说明

AMQP 协议为了保证消息的可靠性在吞吐

量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取舍。

应用成效

基于 RabbitMQ 的智慧校园消息中心

方案已在上海财经大学的一站式校园服务

门户中投入使用，经过三年多的运行，目

前消息中心已实现了面向教职工的 75 种

消息和面向学生的 48 种消息的汇聚与下

发。同时支持用户个性化设置消息接收渠

道（门户站内信、手机短信以及微信消

息）和业务消息类型，方便师生用户及时、

准确的接收个人所关注的业务状态变更提

醒，大大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以及用户使

用体验，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本文描述了一种基于 RabbitMQ 的智

慧校园消息中心设计方案以及主要的程序

实现。方案在利用 RabbitMQ 自身可靠性

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了“Retry Send 机制”

与“Rewrite 机制”，提高了消息接收的

整体可靠性。测试验证结果与实际应用成

效表明，该方案可以很好的满足高校中的

消息集成需求，为高校智慧校园建设提供

大力支撑。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消息发

送总数

消息接

收总数

Retry Send

机制触发次数

Rewrite 机

制触发次数

成功

率

平均延迟

（毫秒）

2000 2000 1 0 100% 495.45

5000 5000 3 1 100% 444.27

10000 10000 7 3 100% 543.48

表 1  验证结果对比

%100
消息发送总数

消息接收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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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由建立

在企业基础上的管理模式发展到适合各行

各业的一个通用性的标准，它为组织提供

了一套基本的管理方法。越来越多的高校

引入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按照质量

管理方法编写教学相关工作的程序文件和

各工作岗位的作业指导书，明确了各个岗

位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确定了各项

工作的程序，以确保每一个管理层和工作

环节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从而有力地保障

了教学工作系统的高效规范，促进了高校

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

但是现有高校的质量管理体系要么仅

有文件没有系统，要么依靠传统的办公自

动化系统进行管理，而这些 OA 系统普遍

存在因为开发较早导致软件兼容性障碍，

以及无法移动办公等功能性缺失的问题，

影响了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开展。

2016 年，上海海事大学建设了“一

网通办”项目，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

师生少跑腿”。2018 年，上海市全力推进“一

网通办”的政务服务，把政务数据归集到

一个功能性平台，企业和群众只要上“一

张网”，就能办成不同类型的事项。

在此背景下，上海海事大学为了更

方便快捷地变更业务流程，灵活增加、减

少、优化流程环节 ,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在 2018 年确定了质量管理系统的建设模

式：通过“一网通办”平台进行质量相关

文件的管理，单独构建质管体系文件管理

系统对质量管理相关文件进行一系列管理

和展示，从而实现了“一网通办”，也解

决了质管管理部门的管理问题。重建后的

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重新构建的系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

网通办”部分和质管文件管理系统。

“一网通办”

“一网通办”是借助于工作流技术实

现的。工作流是对工作流程及其各操作步

骤之间业务规则的抽象、概括描述。其主

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某个业务目标，将业务

流程进行分解，利用计算机在多个参与者

之间按某种预定规则和过程来自动传递文

档、信息或者任务，并对其进行监控，达

到控制过程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而质

管文件在提交过程中，涉及到业务部门、

质管部门、校领导等多个部门内的多名教

职工，完全符合一个流程的设计理念。

工作流技术的优势是把业务流程的应

用逻辑和过程逻辑分开，可以不修改具体

功能实现而只修改过程模型来改变系统功

能，从而实现对业务流程部分或全部过程

的集成管理。借助于工作流平台，我们可

以最大限度的标准化流程开发过程，利用

Office 可以快速完成表单的绘制，并通过

可视化的流程设计界面进行流程再造，而

与系统对接的技术则无语言限制，可以使

用微服务架构。基础平台亦内置了大量基

础代码，我们只需要实现少量代码即可快

速构建流程。

在认真梳理质管文件管理需求后，我

们依托“一网通办”平台，针对质量管理

系统中数据采集的新增、修改、删除部分

进行开发。通过业务流程的过程化流转，

使业务工作中涉及到的人员都能快速知道

自己承担的工作，并参与到工作之中，根

据质量手册文件要求，完成流程梳理、开

发等工作，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图 2 是

我们在流程平台中设计的“质管文件新增

流程”，该流程清晰可见，无论是管理人

员还是教职工都对该流程过程有着清晰的

认知。

“一网通办”为高校质管工作提速

图 1  系统架构设计

上海海事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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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则是我们通过微软 Office 设计的

新增程序文件的表单。该表单符合教职工

的传统理念，易于理解并易于操作。

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可以更好更

快的把业务逻辑实例化。根据质量手册的

要求，配置每一个流程节点人员岗位角色，

把工作都落实到人员和人员部门，每一环

节皆按照流程设计的规则执行，包括业务

流转过程中的节点审核、待办提醒、撤回

等功能。

质量管理审核活动分散在各项任务的

过程管理中，是任务工作流中的一个重要

活动环节，也属于检查工作的一部分。质

量管理的审核文件及审核过程都记录在平

台当中，在“我申请的事项”和“需要我

审批的事项”模块中体现出来，业务管理

者可在“我管理的事项”模块中查看、管

理所有事项。

基于 Drupal 的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上海海事大学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繁

多，总体分为质

量手册、程序文

件、相关及支持

性文件、质量记

录、岗位职责等类型，主要由全校各部门

经审核流程提交后，由质量管理办公室进

行管理，所有文件经授权发布，供校内师

生查阅。

该系统在设计之初，就需要配合“一

网通办”平台进行处理，因此它必须实现

几个细节问题：

1. 采用 RESTful 数据接口

RESTful 作为一种架构风格和接口设

计规范，简单、标准、易扩展的特点让其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采用这种接口方

式，便于“一网通办”平台调用。

2. 文件在线阅读及加密的实现

质量体系文件是体系文件编撰者多年

工作经验的积累，也是对于过往工作的总

结与提炼。文件作者的知识产权必须受到

尊重。所以本项目必须通过文件在线阅读

及加密的技术手段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FlexPaper 是 一 个 开 源 轻 量 级 的 在

浏 览 器 上 显 示 各 种 文 档 的 组 件， 可 以

与 SwfTools 配合使用。通过 SwfTools 的

PDF2SWF 组件将 PDF 转换成 SWF，然后

利用 FlexPaper 插件实现在线浏览。另外

也可以通过将一些例如 Word、PPT 等文

档转成 PDF，然后实现在线浏览。图 4 是

系统提供的在线阅读及文本检索的界面。

图 2  质管文件新增流程

图 3  质量文件表单 图 4  在线预览及文本内容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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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文检索，相互链接

为使师生快捷有效的查询文件，用

户可利用本系统“全站检索”功能。借助

Apache Solr，实现对质量管理文件的责任

部门、文件类型、文件编号、体系类别等

信息进行检索；另外，采用 Tika 实现对

文本内容的搜索。

针对“程序文件”和“业务指导”两

种类型的文件与“相关性支持性文件”以

及“质量记录”的主辅关系，对含有“相

关性支持性文件”、“质量记录”的内容

的文件，系统根据文件编号以链接的方式

关联到主文件。

最终达到用户对文件关键字、文本内

容、主辅文件的全方位检索以及快速定位。

图 5 是我们实现全文检索的界面。

而在系统架构方面，我们尽量采取

站在巨人肩膀的

策略进行选型开

发，尽量不从头

实现所有功能。

对此，我们对质

管文件管理系统

进 行 了 分 析 提

炼，并从现有的

流行开发框架、

二次开发平台进

行了选型，最终

选择了以 Drupal

为基础来进行系

统的二次开发。Drupal 系统的优势是模块

化、灵活多变，基本不需要编写计算机代

码就可以开发一个 Web 网站，也可以构

建某一个领域的应用系统。根据统计，使

用 Drupal 已经成为全球顶尖高校中的一

种潮流，它已经被全球数以百计的院校选

择并应用，无论是哈佛、斯坦福、杜克、

布朗、罗格斯、剑桥、耶鲁还是其他众多

知名高校，都已经选择 Drupal 作为他们理

想的内容管理框架。其丰富的模块和先进

的架构，使得信息系统可以和“一网通办”

平台实现无缝对接。

除了上述几个特点之外，一个完整的

系统结构设计还应包括：

1. 系统管理设计

系统必须能够提供用户角色定义。我

们的系统中创建了教职工和系统管理员两

个角色。

教职工：拥有本

校 CAS 统一身份认证

账号的用户，均可访

问系统。

系统管理员：在

系统角色页面，可以

对使用管理系统的角

色进行维护、授权，

包括增删改查，除了

系统已经锁定的匿名

用户和注册用户外，

图 5  全文检索

其余角色均可编辑、删除。

2. 质量管理文件类型及功能限制设计

系统按照六个质量管理文件类型，及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业务指导、相关支

持性文件、质量记录作出相关的页面供检

索查询；普通用户对文件内容不能进行复

制、下载、打印。

3. 质量管理文件查询设计

支持全文检索功能；

按标题、部门、文件类型、版号、文

件编号等关键字检索；

文件内容中的文字检索；

相关性支持性文件、质量记录与主文

件的关联。

4. 文件清单设计

系统按照内外省分类、类型分类等不

同需求导出文件清单。

5. 打印归档文件页

系统提供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岗位

职责、业务指导按文件编号、责任部门等

信息模板供管理员打印。

最终，我们重建了如图 6 所示的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系统。

本 系 统 是 在 短 短 的 半 个 月 内 实 现

并上线，然后在一个星期内实现了我校

ISO9001:2015 版的转版工作，极大地提高

了质管工作效率。不仅如此，该流程的使

用，也让校内教职工熟悉了“一网通办”，

吸引了众多业务部门开发流程的兴趣，两

者相辅相承、相互促进。

本系统在设计上充分利用了流程和

信息管理系统相分离的理念，在“一网

通办”的核心思想下，实现业务的统一

办理，提高了工作效率，跟踪业务处理

过程；同时采用成熟的开源软件 Drupal

进行快速内容发布，结合 RESTful 技术

实现流程和“一网通办”的数据对接，

利用开源 FlexPaper 组件实现 PDF 在线预

览等，是对传统信息系统设计的一种颠

覆，系统技术上可靠性高，实现了低成

本的快速开发。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图 6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系统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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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飞舞的工业机械臂在装配线上忙碌；操控者通过仿真手

套精确控制远程机器人的关节运动；8k 高清直播画面让主持人的

毛孔在屏幕上清晰可见；AI 机器人可以通过 360 度扫描人类头部

影像即兴创作一幅印象派风格画作。MWC19 现场丰富的政企行业

解决方案，甚至让人忘记这其实是一个通讯行业展会。

5G 时代是消费端的狂欢，更是政企行业用户的盛宴

6 月 26 日，备受业界瞩目的 2019 上海世界移动大会（MWC19） 

盛大开幕，来自 110 多个国家、地区，逾 6 万名专业人士和 550

家知名企业共聚这一亚洲科技盛会。

MWC19 汇聚通信全产业链企业，从运营商、设备商、终端

厂商到软件服务商齐聚一堂，共同展示 5G 技术落地的最新进展。

与往届世界移动大会不同，随着 5G 技术在中国的加速落地，

政企行业在 5G 环境下的最新应用场景，成为各参展商的重点展

示内容。

随着 5G 时代的加速到来，世界移动大会不仅仅是消费端的

狂欢，更成为政企行业用户的盛宴。

5G 技术三大特性为应用带来无限可能

特性一：低时延、高可靠。

特性二：低功耗、超大连接。

特性三：增强型移动宽带。

满足这三大特点的 5G 网络使得政企行业用户可以延展自己

的末端神经，生产流程、业务流程、管理流程的可感、可知、可

控将成为可能。5G 就像无限延展的神经系统正在扩展企业的数

字边界。

然而，有了数据的精准、及时采集，如果无法对信息进行实

时处理、分析，信息也只能成为噪声。

新华三“数字大脑计划”

今年 4 月，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重磅推出了“数字大脑计

划”，以智能数字平台为基础，与生态合作伙伴开展智慧应用领

域的创新，共同为百行百业的客户打造属于他们的“数字大脑”。

为 5G 时代无限延展的数字神经系统提供实时分析处理能力，赋

能数字经济，助力百行百业数字转型。

在数字大脑“4+N”的模式中，新华三的智能数字平台是助

力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基石，也是支撑智慧应用的丰富土壤，其中

包括：向内生智能演进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化转型核心引

擎的业务能力平台，实现由智慧驱动信息防护的主动安全；以及

为 IT 环境提供全栈式智能保障的统一运维。

更具效率的联接、创造价值的融合

国际环境的变化，加速了国内 5G 落地进程。当前，5G 技

术即将迎来规模商用，如何将其与百行百业更好融合，已成为影

响众多领域发展、改善社会与生活方式的时代命题。

新华三认为 5G 技术的核心是更具效率的联接，也是创造价

值的融合。

MWC19 上海会议期间，新华三召开“新华三数字化转型与

创新论坛”，在大会上，新华三集团

联席总裁韩志刚表示：“目前运营商

的 5G 建设面临着投资、市场、技术

等方面的挑战，而 5G 融合应用是应

对 5G 挑战的关键。新华三助力运营商

5G 网络的全面云化，逐步实现与行业

用户资源、能力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形成数字经济的能力平台，实现 5G 的

MWC19 上海
5G 将成各行业“数字大脑”的超级神经

韩志刚  新华三集团联席总裁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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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价值。”

作为 5G 时代运营商的价值合作伙伴，新华三在展会上发布的

“5G 融合解决方案”，围绕产业的核心需求，以全云化的理念，

积极促进电信业务与政企业务的融合，以及平台与生态的全面融合。

技术与产品创新方面

5G 融合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开放、云化的 5G 产品，能够

提供覆盖 5G 接入网、承载网、边缘计算、云化小站的全方位产

品和解决方案，助力运营商有效降低网络建设成本，促进产业链

开放，实现与行业应用的高效结合。此外，作为 5G 网络云化的

架构师，新华三凭借完善的云产品体系和全系列云化组件，构建

集约、弹性的 5G 融合解决方案，极大程度上破解 5G 网络运维

难题，激活升级潜能。 

行业应用方面

新华三践行数字大脑计划构建的 5G 融合解决方案，未来将

成为支撑行业应用与 5G 融合的重要枢纽，深度应用于安防、水利、

医疗、教育、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与融媒等重点行业领域，依

托自身在行业的积累与优势，携手运营商从解决方案与商业模式

创新两方面构造价值合作体系。

以教育行业为例，新华三在展区展示了教育数字大脑——即

一个以智能数字化平台为基石，结合教育行业生态合作伙伴，构

建校园服务、校园治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N”类智慧应用，

帮助教育机构在学校发展中具备万物智

联、动态汇聚、智能分析和智慧决策的

核心能力。

在展区现场，新华三通过走班制教

学、云班牌等互动体验亮点，充分展现

5G 与教育的结合场景，同时以领导驾驶

舱、智安校园、物联校园展现了新华三

教育数字大脑在行业内的应用实践。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网络产品线总

裁毕首文强调：“融合的意义在于进行

不同维度资源、渠道的协同，将 5G 技术与百行百业深度结合，

让产业的发展潜力得到更为有效的释放。融合解决方案带来的是

效率，更是商业价值。”

七大垂直行业深耕细作为行业数字化升级赋能

据悉，在 2019 年，新华三将在安防、水利、医疗、教育、工业、

融媒和智慧城市七大垂直行业深耕细作，以 5G 技术为行业数字

化升级赋能。

在“数字化创新与实践高峰论坛”上，新华三携手国家信息

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Intel、亚信科技、中科大洋、万江科技、

紫光华智、紫光云引擎等重要合作伙伴，共同发布“5G 场景创

新联合计划”。这标志着在 5G 商用时代全面到来之际，新华三

将在联合方案、定制开发、行业赋能、样板建设、联合验证等五

大方面， 协同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发力、联合创新，为各产业的

数字化革新共建可持续运营的 5G 生态环境。

新华三，正在依靠深入行业洞察、高效研发体系、完善生

态体系以及百行百业定制方案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如人们

没有预料到短视频和移动支付成为 4G 时代的杀手级应用一样，

未来 5G 的杀手级应用也许会从百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诞生。 （责编：杨燕婷）

以教育行业为例，新华三在展区展示了教育行业数字大脑计划。

创新联合计划：发力七大重点行业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毕首文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

网络产品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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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校园是以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为基础，在计算机和网络技

术上建立起来的对教学、科研、管理、技术服务、生活服务等校园

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存储、传输和应用，使数字资源得到充

分优化利用的一种虚拟教育环境。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累计了大

量数据，这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和传输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建立

的校园数据较为分散，数据存储没有固定的格式，所以形成了多样

的存储样式，早期克服这种困难主要是通过建立多个业务系统，但

随着数据量的越来越大，此种解决方式只能解决当前问题，却为将

来的数据采集、存储及传输带来了隐患。

现阶段，数字化校园建设关键任务是实现数据集成，即在原有

信息建设不变的基础上，把现有的各种应用系统通过某种架构技术

集成起来，形成统一的数据格式，以实现信息之间的通讯和共享。

我国数字化校园最早研究始于清华大学，其研究成果在清华大

学本校得到应用。清华大学研究的 URP 很好的解决了各业务系统间

的传输共享性，即“信息孤岛问题”。清华大学的成功实践为科研

人员研究我国数字化校园奠定了基础。

云计算是当前较为热门的一项新技术，国外许多科研院所对云

计算进行了研究，并应用于产品实践，微软、Google 等公司的云计

算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当前的云计算就是按需计算，用户将自己的

需求发送到云服务器（国家掌控或企业建设），用户不必考虑资源

存储地点及存储方式，云服务器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数据处理，用户

可以自行提取需求结果。

数字化校园中心系统的建设可以提高学校在教学、科研等方面

的管理效率，也可以辅助学校建立完善的校园环境。

本文将云计算技术与数字化校园结合，开发设计一种创新性的

校园数据处理系统。

云平台概述

云体系

云体系是一个强大的网络，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用户端：

云用户的需求发送界面，云计算的入口，可以通过网页及软件注册

机登录。服务窗口：用户具备的权限，即用户定制的服务。服务器：

云计算主机，管理、计算及处理中心数据。数据中心：存放数据的

中心文件，云体系对数据文件进行集中管理。

云计算特点

云计算与传统的网络模式相比较，具备以下特点：

1. 技术虚拟化。即利用虚拟化技术将一台服务器分成多台服务

器，且可以服务于一个或多个客户。

2. 灵活扩展性及灵活定制。云计算具备多个节点，当一个节点

出问题时可以将其暂时抛弃，这个节点上的数据会转移到其他节点，

避免了数据的大量丢失；云计算过程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

制自己需要的应用功能，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3. 性价比高。云计算对用户的电脑配置要求很低，用户的电脑

作为一个数据显示窗口，其计算、管理和存储都是在云端服务器中

进行。

系统需求

总体需求

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多个服务器处理信息数据的模式效

率低下，提高服务器数量可以得到改善，但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基于此设计了一种基于云计算的校园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开发模式

采用 B/S，提高了日常管理工作及数据空间交流的效率。

该系统数据中心主要包括系统管理员、系统数据维护员、网页

云计算为校园数据处理提供新思路
文 / 龙宇翔 1  王丹 2 

图 1   云体系结构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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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游客登录等，实现了对不同角色人员展示不同数据。

在该系统中数据处理主要目的是让管理员进行数据监控与存储；

日志管理是记录系统主要板块的业务服务状态，可以对日志进行备

份查询；资源管理是管理员通过系统对系统内的资源进行分配、调

度与管理；计量管理是对整个系统的人数访问量、系统使用时长等

信息的统计；系统警告是对一些病毒入侵或黑客攻击的报警，可以

是主动报警和手动警告。

云需求

校园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具有较高的模块化，利用 WSDL 接口来实

现云计算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主要利用云计算为校园数据中心提

供如下服务：

1. 模块管理：管理员可以创建、删除子类项目，通过云平台反

馈到学校系统的界面。

2. 配置管理：对用户占用云空间资源进行参数配置，主要包括

虚拟机类型、云管理平台及云节点。

需求分析

校园数据处理中心系统门户主要有电脑终端或手持设备终端、

用户登录界面、多角色登录界面、信息公告、资料下载、安全保障。

1. 角色分析

用户通过注册成为校园数据中心的云用户。云管理员（学校主

管部门领导和教师）可以通过云平台查看修改云数据。

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是处理校园管理系统本身的数据。只有管理员具

有操作权限，主要负责虚拟机对整个数据中心的监控，包括内存、

CPU 及磁盘使用情况。

3.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主要是记录系统使用操作状况，主要记录监控数据，

日志等级可以分为警告和错误。

4.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是对校园数据系统中虚拟平台中的资源进行管理，虚

拟平台中的资源主要分为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两种，其中硬件设备

提供计算服务类资源；存储器主要提供存储资源；虚拟交换机与路

由器，主要提供虚拟网络资源；虚拟模板，主要提供虚拟机类型资源；

软件系统，主要提供各种应用程序系统等。

5. 计量管理

计量管理对整个数据中心的各项业务进行统计。此功能中的计

量管理与云中的管理员所执行的功能大致相同 , 操作的对象都是学

校申请的虚拟空间。该功能中的管理员和用户都属于校园数据处理

中心。

6. 系统警告

异常警告：支持自动警告，方便校园数据处理中心管理人员第

一时间掌握系统运行情况，确保系统运行稳定。

该系统对校园数据处理中心中的各个资源进行自动获取、自动

监控，并结合预先自定义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报警方式采取邮件、

微信、短信等常用通讯形式。手动报警是管理员发现系统异常，人

为干预并报警。

系统设计与实现

校园的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主要包含用户管理员、维护人员及

普通用户，本文主要针对管理人员进行系统设计及开发。系统采用

B/S 架构，Java 语言编写。系统总体分为表示层、业务层及数据层。

表示层分为模型、视图及控制；业务层统一以 Java Bean 形式存在；

数据层采用 Hibernate 实现，生成的数据供业务层使用。

云用户及云管理设计

云用户功能主要有用户注册、用户登录、用户的角色判断以及

权限管理。通过模块内嵌的规则判别用户的角色，Role 代表用户，

Relationship 表示用户关系。

Action 模 块 来 处 理 用 户 请 求， 并 将 处 理 结 果 封 装 在

HttpServletRequest 返回给 ActionServlet。

云用户设计

云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创建云、删除云、云基本信息管理和计算

资源管理。

数据处理模块的设计

数据处理实现数据中心整体运行 , 包括对虚拟机、存储、网络

设备、数据库、集中事件管理及各项业务应用使用情况的统一监

控。主要包括 DataMoniterMgrAction、DataMoniterManageImpl、

DataMoniterManage、DataMoniterDAOImpl 以及 DataMoniterDAO。

日志管理模块的设计

日志管理类主要包括 LogMgrAction、LogManagerImpl、

DataMoniterManager、LogDAOImpl 以及 LogDAO。

资源管理模块的设计

资源管理主要包括 ResourceMgrAction、ResourceManageImpl、

DataMoniterManage、ResourceDAOImpl 以及 ResourceDAO。

计量管理模块的设计

计量模块主要包括 MeasureMgrAction、 MeasureManagerImpl、

DataMoniterManager、MeasureDAOImpl 和 MeasureDAO。

异常告警模块的设计

设计了 Alarm 类是实现类，来处理所有的报警功能。

基于上述编制规则，编制了校园数据中心系统。

通过分析当前校园数据中心存在的弊端，结合当前云计算设计

编制了新颖的校园数据中心系统，给出了系统的部分设计思路、逻

辑关系及应用界面。希望能为校园数据中心系统的改进提供一种新

的思路。 （责编：付涵）

（作者单位：1为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为长春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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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信息化和数字化早已渗透到学

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数字化校园

成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有力支持。基本上每

个二级单位都建设了数个信息系统，如果为

众多信息系统提供互联网服务对高校网络中

心而言将是巨大的挑战。

高校通常自建校园网及 IDC，所有校内

的信息系统都运行在 IDC 中。在单一互联网

出口的网络架构中，由于路由简单，问题的

焦点落于 IP 地址匮乏上；在多个互联网出

口的网络架构中，除匮乏的 IP 地址，还将

存在复杂路由、源进源出、智能DNS等问题。

复杂路由和源进源出可通过路由设备解

决，智能 DNS 则可通过配置 view zone 解决

多运营商互联网出口用户访问优化问题，但

匮乏的 IP 地址致使无法为每个信息系统配

备公网 IP，虚拟主机、反向代理技术可以较

好地解决 IP 地址匮乏问题。

技术架构

主机技术

信息系统提供互联网服务无非为实例主

机或虚拟主机。实例主机即每个信息系统对

应一个公网 IP，对于 IPv4 地址已经分配完

毕但仍未过渡到 IPv6 网络期间，显然会占用

过多的 IPv4 地址。在多出口校园网环境中

非主要出口所分配到的 IPv4 地址通常只有

64 个甚至更少。实例主机方式显然不适合。

虚拟主机的技术实现则有两种方式。第

一，使用同一 IP 地址但不同端口，由此，

每个 IP 地址可以支持超过 6 万个虚拟主机

即运行超过 6 万个信息系统。在数量上确实

能满足为高校信息系统提供互联网服务，但

信息系统的承载是 http 或 https 协议，这两

者都有其默认服务端口 80 和 443。使用同

一 IP 地址但不同端口做虚拟主机服务意味

着需要改变服务端口，即用户访问该信息系

统时需要在域名或 IP 地址后面加上端口号

以便映射到相应的信息系统，大大降低了用

户友好度。

第二，使用同一 IP 地址同一端口，根

据不同主机名即域名来区分信息系统。如此，

每个IP地址可以支持趋近无限个信息系统，

且用户只需输入域名作为信息系统的识别即

可访问到相应的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用户

友好度。

中间件技术

采用主机名虚拟主机方式可实现区分无

限个信息系统，但一台物理主机的性能终归

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系统的编程语言不一、

技术架构参差不齐，亦不可能运行在同一台

服务器中。因此，中间件和负载均衡是不得

不考虑的问题。

高可用反向代理服务体系应用与优化

业界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不少，考虑到

在实际的网络环境中，部分二级单位的服务

器并非统一托管到网络中心机房，因此选用

反向代理的方案。

对用户而言，反向代理服务器就是信息

系统，用户访问反向代理服务器，反向代理

服务器接收到用户的请求，接着向真实服务

器请求相应的数据，收到真实服务器返回的

数据后再将数据返回给用户。反向代理服务

器终止了用户的 TCP 连接，所以用户不必与

真实服务器跟帖可达，用户只需能访问反向

代理服务器即可，代理服务器可以通过私有

网络向真实服务器请求数据。此架构可节省

公网 IP 地址，保护真实服务器不受互联网

攻击，信息系统数量不受服务器性能限制，

优点显著，如图 1 所示。

在反向代理软件的选择上，主要考虑

三款主流的开源软件，Squid、Varnish 和

Nginx。

Squid，有一定历史的反向代理软件，

文 / 陈国良  巫园芬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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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有传统代理、身份验证、URL 过滤、

连接管理等。目前广泛应用于各 CDN 上做反

向缓存代理服务器。 

Varnish 则较为年轻，设计简单，数据

主要缓存在内存上，响应更快，更符合目前

高速交付的需求，但重启后数据将消失，更

适合做网络加速用途。

Nginx 具有高并发的优点，支持 http、

https、pop、smtp、imap 等多种协议，广泛

应用于各大型网站中。

近年来，信息安全事件频出，随着

信息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全网使用 ssl 安

全连接被提上了日程，全网使用 https 协

议也即将实现，支持反向代理部署的全网

https 协议方案必然要求反向代理软件支持

SNI，SNI 即服务器名称指示（Server Name 

Indication），是 TLS 协议的扩展，用于指

示和哪些主机名服务端来握手连接。这使

得一台服务器上相同的 IP 地址和端口允许

使用多张证书，从而允许多个安全的站点

（https 站点）在相同的 IP 地址上，不需要

使用相同的 SSL 证书。这相当于允许虚拟主

机用于 https。Nginx 较其他软件更好地支持

SNI，能够更好地满足需求。

负载均衡

Nginx 除了能实现反向代理功能外，其

实还是一款优质的负载均衡软件，它可以做

应用层的负载均衡，支持热备、轮询等模式

并可灵活配置真实服务器检活机制。然而仅

使用 Nginx 来实现负载均衡容易出现单点故

障，同时单台服务器性能有限，无法很好支

持逐年增长的庞大数量的信息系统。

LVS+HA+Ldirectord 可以很好地解决单

 图 1  反向代理原理

点故障，从网络层进行负载均衡，具体功能

实现如下：

LVS 提供虚拟 IP 接收业务请求，并将

请求按设定算法调度到真实服务器，工作在

OSI 四层以下，通过 IP、端口处理业务流量。

HA是双机高可用，即协商两台服务器，

在其中一台服务器上运行 LVS，若该服务器

出现故障无法运行 LVS 则会切换到另一台服

务器运行 LVS，实现虚拟 IP 高可用。

Ldirectord 主要用于检测后端服务器的

服务状态，一旦检测到后端服务器下线，则

把该服务器从 LVS 服务器列表中剔除，避免

LVS 把用户请求转发到故障服务器中。

如图 2 所示，用户请求 www、news、

net 等站点，LVS 将用户请求调度到各反向

代理服务器，反向代理服务器再根据用户请

求连接到真实服务器。

显而易见，信息系统服务器将存在单点

故障风险，部分重点服务器无法得到保障。

在此情况下，Nginx 的应用负载均衡则可以

很好地补充反向代理对真实服务器的负载均

衡，实现反向代理负载均衡体系的高可用，

如图 3 所示。

应用与优化

LVS部署与优化

1. 安装

采用内核版本为 2.6.x 的 Linux 操作系

统，以更好地支持 LVS。采用源码方式安装

ipvsadm-1.26、Heartbeat-3、ClusterLabs-

resource-agents 和 Reusable-Cluster-

Components-glue。

2. 配置

ha.cf 指定双机均衡对端，关键配置如

下：

ucast eth0 192.168.0.121

auto_failback off

node lvsweb48a lvsweb48b

authkeys 配置使用 md5 加密验证方法：

auth 3

3 md5 lvsweb48

haresources 配置运行的资源：

lvsweb48b lvsadm ldirectord

ldirectord.cf 关键配置：

virtual=192.168.0.48:80

  real=192.168.0.106:80 gate

  ……

  fallback=192.168.0.100:80

  service=http

  scheduler=lc

lvsadm 配置 LVS 初始运行：

#!/bin/bash

RWEBCACHE11=192.168.0.102

……

VWEBCACHE1=192.168.0.48

ogateway=192.168.0.123

……

VHWaddr0=00:CA:74:00:30:00

……

VIPaddr0=192.168.0.48

RIPaddr0=192.168.0.122

# 以下为优化内容一

/sbin/ifconfig eth0 down

/sbin/ifconfig eth0 hw ether $VHWaddr0

/sbin/ifconfig eth0 up

/sbin/ifconfig eth1 down

/sbin/ifconfig eth1 hw ether $VHWaddr1

图 2  反向代理负载均衡原理

图 3  高可用反向代理负载均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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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n/ifconfig eth1 up

……

# 以下为优化内容二

ping -c 3 -i 1 $ogateway

ping -c 3 -i 1 $igateway

ping -c 3 -i 1 $vogateway1

ping -c 3 -i 1 $vogateway2

# 以下省略正常配置

#Clear IPVS table

#Set LVS

#Run LVS

3. 优化

上述 LVS+HA+Ldirectord 体系配置是经

优化后的最终配置，主要体现在：

（1）自编程初始配置，其中将 VIP 的

MAC 地址统一为双机一致，即 LVS 双机进行

故障切换时，保持网关设备的 arp 表不变，

将切换控制在 2~3 个 ping 包内。若不对此

进行优化，刚故障切换时网络中断时间更长，

或者需要网关设备调整 arp 老化时间，从而

影响设备性能。

（2）切换时增加 ping 网关等操作，进

一步提升网络自愈能力。

（3）使用双网卡路由配置可自由区分

内外网流量。

4. 增强自愈能力

通过配置监控脚本，实现双活、双

宕机等异常情况的自愈。主要原理为通过

ping 测 LVS 真实 IP 与虚拟 IP 监控 LVS 是否

存活，如双宕机则相继重启服务器。设置

监控网卡，LVS 生效与失效会改变监控网卡

的 MAC，通过 ping 测监控网卡，分析 MAC

是生效前或后的值即可判断 LVS 是否存在

双活异常，如是则相继重启服务器。脚本

关键内容如下：

system ("ping -c 4 $virtual_ip > $status_file") && 

printf "Can not run ping command!\n";

open(pid_f,$status_file) || die ("Could not open file");

while ($line=<pid_f>){ 

chomp $line;

$cmd_line = $line;

if ( index($cmd_line,$cmd_v) > 0 ) {

   $run_v=0;

  }

}

close(pid_f);

……

if ( $run_v > 0 ) {

system ("echo $time restart  no service>> $fail_

log");

system ("init 6\n") && die "Can not run SH!\n";

}

elsif ( $arp_r == $arp_l ) {

system ("echo $time restart both service>> $fail_

log");

system ("init 6\n") && die "Can not run SH!\n";

}

exit;

效果较显著，能确保 LVS 正常服务，见

日志记录：

201905132015 restart both service

201905190533 restart no service

201905200533 restart both service

……

格式为“日期 操作 原因”，其中“both 

service”为双活异常，“no service”为宕

服务异常。从日志可看出监控脚本可有效维

持 LVS 正常服务。

Nginx 部署与优化

1. 安装

采用 Freebsd 操作系统，源码方式安装

nginx-1.10.2。

2. 配置

配置 nginx.conf 实现反向代理功能，

关键配置如下：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test.edu.cn;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host;

  proxy_set_header Host $host;

  proxy_redirect off;

  proxy_set_header X-Real-IP $remote_addr;

  proxy_set_header X-Forwarded-For $proxy_add_

x_forwarded_for;

  proxy_buffering off;

  }

}

server { 

listen  443 ssl; 

server_name  *.test.edu.cn; 

ssl_certificate test.edu.cn.crt; 

ssl_certificate_key  test.edu.cn.key; 

ssl_session_cache    shared:SSL:1m; 

ssl_session_timeout  5m; 

ssl_ciphers  HIGH:!aNULL:!MD5; 

ssl_prefer_server_ciphers  on;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host;

  proxy_set_header Host $host;

  proxy_redirect off;

  proxy_set_header X-Real-IP $remote_addr;

  proxy_set_header X-Forwarded-For $proxy_add_

x_forwarded_for;

  proxy_buffering off;

   } 

    }

}

　include upstream.conf;

　include server80.conf;

　include server443.conf;

3. 优化

上述配置为 Nginx 的主配置，做了几点

优化，主要体现在：

（1）优化日志记录格式，既考虑到更

详尽地记录访问日志，又兼顾安全部门溯源

的需要。详尽的日志记录，可以通过分析各

响应时间，得出不同站点不同节点的访问时

延，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优化。

（2）主配置与站点个性化配置分离，

以便更好地管理，站点个性化配置通过

include 方式加载。

（3）对部分重要信息系统需要应用

层负载均衡的，通过“include upstream.

conf;”，设置 upstream 服务器即可实现。

经实验验证并在生产环境稳定运行数

年，高可用反向代理体系运行情况良好。

实现了校园网的信息系统统一向各互联网

出口提供服务，解决了校园网信息系统数

量多而各互联网出口 IP 不足的问题，减轻

了网络管理员的管理工作。通过优化，极

大提升了反向代理体系的高可用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基础重

点从简单提供服务到规范代码编写、从简单

网络连通到网络安全、从信息发布到信息安

全转变，反向代理体系从提供服务的角度解

决了高可用，但无法阻挡恶意攻击、无法很

好地解决安全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

探索。 （责编：付涵）

( 作者单位为暨南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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