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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对于中国的教育信息化来说，是个大年。再回首，

教育信息化 1.0 成果斐然，教育信息化 2.0 开局良好；向前看，

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相继公布，人工智能、IPv6、云计算

等新技术赋能效应日益显著。

前四个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等一系列重磅文件发布。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

的中长期战略规划，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

任务，其中第八项任务就是“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提出 2018 至

2022 年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十项重点任务，其中第六项任务是

“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这充分说明，加快推进教育信息

化既是事关教育全局的战略选择，也是破解教育公平等热点

难点问题的紧迫任务。

5 月，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召开直面智能教育革

命这一宏大命题，既是自 2016 年以来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技

术对于中国教育逐步渗透和影响的总结，又是 AI 在未来教育

领域产生结构性变革的规划和展望。

应该看到，2019 年技术赋能教育的色彩愈加浓重，人工

智能、移动互联网、数据中台、微服务、云计算、虚拟现实

等新技术、新模式正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改变着教育的方

方面面。可以预见，这种趋势将会在 2020 年更为明显。而正

是在异彩纷呈，快速发展的最新技术的包裹和助力下，教育

信息化才能登上驶向 2035 年的高速列车，以更高的加速度通

向教育现代化。当然，我们也要明白，教育信息化不是为了

技术而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技术与伦理，

技术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就失去了技术

驱动的意义。

2019 年不得不提的是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发展给我们

带来的惊喜。自 2017 年 11 月两办发布规模部署的计划以来，

我国 IPv6 发展进入快车道，截至 2019 年 5 月底，我国 IPv6

地址资源总量跃居全球第一位，已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达

12.07 亿。不难想象，随着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快速

发展，IPv6 必将迎来一个爆发期。

2019 年成绩满载，气象万千；2020 年轻装上阵，再创

辉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砥砺初心，牢记使命，共同推动

教育信息化 2.0 跨越式发展，共同谋划智能时代中国教育现

代化的新征程，共同落实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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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发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爱尔兰政府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发布《2019-2024 国家网络安

全战略》，详尽阐明了政府对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空间的愿景及将

采取的行动。

《战略》包含了 20 个重点行动计划，包括加强威胁情报共享

等内容。该战略还旨在加强网络安全企业与学术界之间的合作，

以及技能开发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爱尔兰的网络安全领域已

经有超过 6500 名员工，爱尔兰政府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增加这一数

字。此外，《战略》还对即将颁布的欧盟电信法典（第 2018/1972

号指令）推出一组合规标准，以支持电信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

（来源：国际安全智库）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巴基斯坦成立首个国家科技园

近日，巴基斯坦首个国家科技园开园式在巴国立科技大学举

行。巴总理伊姆兰·汗表示，政府重视科技教育，致力于建设知

识型和创新型社会，将建设更多科技园区，为青年发挥创新活力

搭建平台。科技部部长法瓦德表示，以国家科技园开园为契机，

科技部将聚焦生物、能源和健康等领域，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支撑社会民生发展。

据悉，巴国家科技园聚焦智能、农业、自动化、防务、教

育、能源、金融和健康八大技术，首批入住企业逾 40 家，包括

ABB、Block360、土耳其航天工业集团等国际企业，以及 NLC 智

能方案、Phrmatec 巴基斯坦等本土企业。

（来源：巴基斯坦《每日时报》）

韩国公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韩国政府近日公布“人工智能

（AI）国家战略”，以推动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该战略旨在推动韩国

从“IT 强国”发展为“AI 强国”，

计划在 2030 年将韩国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竞争力提升至世界前列。根据

预算，到 2030 年，韩国将在人工智

能领域创造 455 万亿韩元（约合 2.7

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该战略提出构建引领世界的人

工智能生态系统、成为人工智能应

用领先的国家、实现以人为本的人

工智能技术。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构建和技术研发领域，韩国政府将

争取到 2021 年全面开放公共数据，

到 2024 年建立光州人工智能园区，

到 2029 年为新一代存算一体人工智

能芯片研发投入约 1 万亿韩元。

在培养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方面，

韩国政府将在高校增设人工智能专

业，到 2022 年把软件和人工智能相

关教育纳入中小学基本课程。

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部长崔基荣

表示，该战略的重点是提高国民教育

水平和对最新技术的接受度，努力将

韩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半导体、电子

原配件制造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发挥到

最大，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来源：韩联社）

日本校企联手推进 AI 开发及实用化

日本大型通讯企业软银（SoftBank）近日宣布，与东京大学

共同建立人工智能（AI）研究所，共同推进 AI 基础研究及 AI 尖

端医疗实用化。软银公司将在今后 10 年投入 200 亿日元（约合

13 亿人民币）规模资金。双方还将讨论利用日本经济产业省新推

出的“CIP 制度”携手成立运用研究成果的初创企业，打造能在

世界上通用的日本“国产 AI”。这是日本校企联合推进 AI 基础

研究及实用化的一次尝试。

双方将在 2020 年度成立“Beyond AI 研究所”。基础研究的

基地设在东大位于东京都文京区的本乡校区。最初的人员规模为

150 人，除了东大之外，还计划招聘海外知名大学的研究人员。

研究所的运营资金大部分由软银及其旗下公司提供。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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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

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未来的教

育一定是构建在互联网上的新教育，当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就是

去构建智能时代的新的教育支撑体系，信息化的主体关键在于教

师，教师要具备人和技术结合的能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在“东湖教育创新论坛”上

如此表示。

教育信息化要形成从工具到思维的升华，未来教育的信息

化，不仅是指教师运用或借用多媒体和先进硬件的能力，更是

需要真正以学习者为主体，实现向互联网原住民学习方式的根

本转变。

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在“2019 终身学习与未来人

才国际会议”上如此表示。

AI 进入教育领域，作为一个教育者，我觉得最美妙的事情，

就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去教育全世界的人。通过技术

应用，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把高质量的教育提

供给每个人，这是教育者此前完全无法做到的。

世界人工智能教育学会会长罗丝·卢金在近日接受专访时

表示：人工智能提供了教育发展的巨大潜能。借力 AI 技术，推

动人类智力不断演化，可以实现更智能化、更美好的未来。

数字声音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1337 万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国

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教师空间 1337

万个，学生空间 627 万个，家长空间 584 万个，

学校空间 40 万个。

82.8%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颁发，高校

表现抢眼，获奖比例保持高位运行。从通用项

目获奖情况来看，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授奖项目共 239 项，144 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

单位获奖 198 项，占授奖总数的 82.8%。

718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规范校外线上

培训的实施意见》以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已对 718 家校外线上培训机构、115622 名培训

人员、3463 门课程完成了备案排查。

14

近日召开的“5G 标准发布及产业推动大

会”上发布了中国首批 14 项 5G 标准。这些

5G 标准涵盖核心网、无线接入网、承载网、

天线、终端、安全、电磁兼容等领域，完全接

轨全球 5G 标准。

1000 万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 2019 年度

研究报告指出，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从业者实

际总人数约为 900 万至 1000 万之间。其中，

有法人主体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

数为 634.5 万，基础级从业人员的数量至少为

300 万。

自 50 年前我们在互联网上

发出了第一条信息之后，技术和

服务的持续创新和广泛运用使得

互联网成为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

础设施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如

今，全球有超过 45 亿人使用互

联网，占据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人

口。即便面临着空前的增速，互联网仍旧是奏效的。互联网的构

建从来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使用。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变化与

发展，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确保互联网在未来仍旧是一个可以使

用、值得信赖和安全可靠的资源。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表示，只有通过利益相关

方的合作努力，才能应对互联网的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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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互联网 +”构建未来教育新生态

本刊讯  近日， “互联网 +”助力教育资源均衡化

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人民政协报社、人民政协网主

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

部原副部长鲁昕，教育部科技司司长、教育部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雷朝滋，北京市教委副主

任李奕，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张志

勇，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教育集团校长李有毅，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北京市丰台区政

协委员、全国现代信息技术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

北京丰台第一幼儿园园长朱继文，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

秘书长杨银付，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敬

德书院执行院长吴颖惠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

部原副部长鲁昕认为，应对“强起来”的教育，就要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指示，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公平教育、适合教育、开放教

育、终身教育。她强调，人才培养一定要适应数字经济大背景，紧跟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对接新岗位新需求。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目标，以“互联网 +”“智联网 +”为手段，实现教育均衡

发展的目的，达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结果。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认为，以往我们培养的人才在“追赶”

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现在我们要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就不能再去跟踪模仿，而是需要创新引领，主动走到前面。这就迫切

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原创引领能力的创新人才，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引领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指出，要深入研究造成一个地区不均衡、

不公平或者薄弱的因子是什么，以及针对这些因子，如何用科技的力

量去弥补。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表示，公共

服务均等化和教育资源均衡化是制约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屏

障，而“互联网 + 教育”最大的功能恰恰是在补短板、强基层。

与会人员在讨论中达成了共识：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

一步加强教育服务，丰富教育资源有效供给，创新教育组织形态，将

为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升人民群众整体综合素质作出积极贡献。

新时代需变革教育服务供给模式。与会人员表示，要

优化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服务供给的政策环境，探索利

用市场机制更好配置教育资源的新方法，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构建好题材广泛、品类繁多、

内容丰富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才能打造出面向

大众、适合个体的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

新时代需打造新教育治理模式。雷朝滋认为，“互联

网 +”条件下的教育治理新模式至少包括：构建安全有序

的教育信息化环境，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确保网络和数据

安全；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建立完善教

育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形成规范统一、互联互通、安

全可控的国家教育数据开放体系；布局构建教育业务管理

信息系统，加快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学习者和教与学

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

与会者一致呼吁，要推进互联网及其衍生的相关技术

与教育深度融合，实现对教育的变革，创造教育新业态，

以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支撑，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互联网 +”助力教育资源均衡化研讨会在京召开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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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互联网 +”助力教育资源均衡化研讨会上，教育部科技司司长、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雷朝

滋指出，“互联网 + 教育”不是简单利用技术辅助教学，不是在教育系统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修修补补，而是利用“互联网 +”

的思维、模式和技术，对教育进行系统性重构。

雷朝滋：发展“互联网＋教育” 
推进教育深层次系统性变革刻不容缓

充分认识新时代             
人才需求的巨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

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

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可以看到，

新时代与信息社会处在同频共振的

历史交汇期，加之以中美贸易摩擦

为标志的激烈国际竞争，我们的发

展既充满无限机遇又面临严峻挑

战。我将重点从三个维度来看待人

才需求的变化。

第一，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发生

根本改变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飞跃。进入“强起来”的时代，国家对人

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我们在

世界舞台上主要扮演跟随者和模仿者的角

色，我们培养的人才在“追赶”阶段发挥

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进入新时代，我们要

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就不能再一味跟

着别人走，不能再去跟踪模仿，而是需要

创新引领，主动走到前面，成为“无人区”

的探索者和引路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

复兴，要为人类做出更重大的贡献，迫切

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原创引领能力的创新

人才，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引

领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二，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各行业人才需求快

速变化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

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经济社会各行业人才需求的变化导致人才

观发生彻底改变。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教

育体系已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人才培养要

求。2017 年，美国专注于信息技术研究

和分析的机构 Gartner 公司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到 2020 年，人工智能可能将消

灭 180 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带来 230 万个

新的就业岗位。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各行

业对劳动者知识、能力、素养的要求，“教

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重

大现实课题。信息时代的公民应该具备数

字化生存能力，应能主动适应社会智能化

发展、利用技术或工具为自身或他人服务。

因此，信息素养、计算思维、沟通

协作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

机协作能力等将成为信息时代人才

最重要的核心能力。

第三，新形势下世界各国人才竞争

进一步加剧

大国较量的背后 , 是科技实力

的较量。在科技领域，无论是中

国还是美国，把握先机者将在未

来几十年中引领发展，并进一步

积淀形成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

近一段时间来，美国对我国在科

技领域的种种打压行为轮番登场，“新

冷战思维”频频作祟，逆全球化举措不

断加剧，对我们的自主创新和安全可控

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世纪的 19 年里，日

本获得了 19 个诺贝尔奖，美国更是长期

占据诺奖半壁江山，这方面我国存在巨

大的差距。虽然我国已经是科技大国，

但依然“大而不强”；虽然我国科技取

得了飞速发展，但依然“快而不优”，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

不强。科技的问题，核心是人才的问题，

追根溯源是教育的问题。面对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的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

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

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

面对上述挑战，加快发展“互联网 +

雷朝滋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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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进教育深层次、系统性变革刻

不容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

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

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

设学习型社会”。

深刻理解                           
“互联网 + 教育”的关键核心内涵

近年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互联网

+ 教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孙春兰副总理等多次作出批示指示。教育

部党组在研究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文件时，曾要求科技司研究“教育 + 互联

网”和“互联网 + 教育”的本质和内涵。

为此，我们组织专家进行了研究并形成共

识。“教育 + 互联网”是通过互联网的技

术和手段，实现对现有教育的增强与优化，

提高教育的公平、质量和效率。“互联网

+ 教育”将推进互联网及其衍生的相关技

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实现对教育的变革，

创造教育新业态。我重点从三个方面来阐

释“互联网 + 教育”。

第一，“互联网 + 教育”是对教育各要素

的全面重构

“互联网 + 教育”在推进的过程中，

首先要强调的是全面转变人才培养理念，

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思维和标准化培养模

式的束缚，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坚

持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与结果并重、继

承与创新兼求、育人与成才并举，形成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教育对国家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是“互联网 +”正在触发教育教学

模式变革。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亟需课程

教学内容体系重构，更重视创新思维和协

作能力培养的内容将得到加强，推行跨学

科内容整合成为必然趋势。信息技术的发

展能支持形成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教与

学环境，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定制化

的学习方案，长期困扰教育教学的规模化

与个性化的矛盾将得以有效解决。

二是“互联网 +”全面推动教育评价

方式创新。融合了智能技术的教育系统将

实现对教与学全过程的跟踪监测和无感

式、伴随性的数据采集，实现基于大数据

的多维度综合性智能化评价。通过对学生

情感、态度、思维和行为等方面表现的综

合分析，使教学评价更加全面、立体和多

元；通过建立教学质量监测系统，开发智

能化评价工具，让老师、家长、同学等更

多主体介入评价过程，有利于保障评价结

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互联网 +”显著促进教育治理

水平提升。“云—网—端”模式的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使信息识别更精准、管理服

务更聪慧、学校组织体系更灵活。同时，

以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支撑，可有效促

进管办评分离，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实

现对各类教育教学系统全体系、全流程、

全天候、全方位的动态监测，可促进教育

服务供给精准化、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管理

精细化。

四是“互联网 +”迫切需要教师能力

素养升级。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逐步

融合应用正在触发教师角色的快速转型，

大批教师将从繁重的重复性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未来的教学场景中，

技术将可以承担更多知识传授方面的工

作，教师的重心更多转向能力培养、素养

培育、心理干预、人格塑造等方面。教师

的能力标准将重新定义，教师的职业要求

将全面更新，教师信息素养的要求被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第二，“互联网 + 教育”核心在于构建未

来教育新生态

教育变革需从构建全社会参与的良好

生态出发，建立学校与外部社会的协同机

制，形成校内外相互打通、资源高度共享、

流程无缝衔接的新生态，这样才能利用信

息技术为教师、学生、课堂、学校等全面

赋能，促进教育治理体系整体变革。

首先，发展“互联网 + 教育”要加快

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融合创新。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教育信息化进程分为“起步、应

用、融合、创新”4 个阶段，“教育 + 互

联网”对应于起步与应用阶段，信息化逐

步在教育教学中得到普及和应用，“互联

网 + 教育”则对应于融合应用与创新发展

阶段，信息化将对教育产生深刻变革，且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推进“互联网 + 教育”

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融合创新，达成体系

变革。为此，必须彻底摆脱以技术应用为

本位的发展思路，以促进教育创新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创新，虽然是基于技

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但更为重要的

是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学习方式、评价

机制、管理体制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

不断推动信息技术在与教育的融合中展现

出变革教育的力量。

其次，发展“互联网 + 教育”要将

信息化内化为推动教育变革的源动力。

“互联网 + 教育”不是简单利用技术辅

助教学，不是在教育系统的某个或某几

个环节修修补补，而是利用“互联网 +”

的思维、模式和技术，对教育进行系统

性重构。虽然经过多年的探索，信息技

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已初步显现，但

总体发展水平依然不高，一些地方、学

校还仅仅把技术看作教学的辅助工具和

支持手段，热衷于用技术来加固传统模

式，如通过基于数据的错题分析来强化

学生机械性刷题训练、重复性记忆训练，

甚至使用脑电生物反馈头箍来监测学生

注意力是否集中等。事实上，信息技术

对教育的改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方位、

多层次、成体系的。

第三，“互联网 +”是促进优质资源均衡

化的有力支撑

2018 年底，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这

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引发了广

泛关注和激烈争议。2019 年两会部长通道，

陈宝生部长也就“一块屏幕”问题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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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提问。“一块屏幕”展现了信息化

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上的强大

力量，让人们看到了实现区域、城乡、校

际优质资源共享、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能性，

也向人们传递了技术改变教育、教育改变

命运的信心。

近期，教育部将印发《关于加强“三

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互

联网 + 教育”发展。利用专递课堂解决

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缺师少教、开不

出开不足国家规定课程的问题，采用网

上专门开课或同步上课、利用互联网按

照教学进度推送适切的优质教育资源等

形式，帮助其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

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利用名师课

堂解决教师教学能力不足、专业发展水

平不高的问题，通过组建网络研修共同

体，探索网络环境下教研活动的新形态，

推动优秀教师带动普通教师专业发展，

使名师资源得到更大范围共享，提升广

大教师特别是薄弱学校教师的教研能力

与教学素养。利用名校网络课堂应对缩

小区域、城乡、校际之间教育质量差距

的迫切需求，以优质学校为主体，通过

网络学校、网络课程等形式，系统性、

全方位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或全

国范围内共享，满足学生对个性化发展

和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我们将努力推动“三个课堂”在广

大中小学校的常态化应用，健全利用信息

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

制，使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开不齐、开不足、

开不好课的问题得到根本缓解，教师能力

持续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显著

增强，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有效缓解，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准确把握以信息化                 
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思路

2018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了全面

部署，发出了加快教育现代化的动员令。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

有现代化。教育信息化作为重要的引擎和

驱动力，已经成为影响教育现代化进程的

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

第一，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基本内涵

和显著特征

教 育 现 代 化 的 本 质 是 要 实 现 人 的

现代化，核心是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

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用现

代信息技术持续不断变革教育的过程。

2019 年 2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将“加快信息化

时代教育变革”列入十大战略任务。总

体来看，信息化已经逐步成为变革教育

体系、提升教育品质的内生变量。全面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

进结构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构，构

建人本、开放、平等、可持续的教育新

生态，建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个性化、终身化教育体系，以教育信息

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

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建设教

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点内

容，我们推进的教育现代化是信息时代的

教育现代化，不是工业时代的教育现代化，

更不是农耕时代的教育现代化，目标是要

构建信息社会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加快推

进教育信息化发展既是事关教育全局的战

略选择，是信息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

之路，也是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紧迫

任务，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推动教育改革的有力抓手和有效手段。因

此，我们可以说“没有教育信息化就没有

教育现代化”，并且要“以教育信息化支

撑引领教育现代化”。

第二，以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推进教育

高质量发展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启动实施《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这是顺应新时

代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

进“互联网 + 教育”的具体实施计划，

是充分激发信息技术革命性影响的关键举

措，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教育信息化 2.0 是在 1.0 的基础上，推动

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的过程，力求实现“三

个转变”，即从教育专用资源向大资源转

变，从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师生

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发展向创新发展转

变。教育信息化要升级转型，就是要以教

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开启智能

时代教育的新征程。重点要从以下三方面

着手：

一是构建“互联网 +”条件下的人才

培养新模式。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

学模式，实施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的新

型教学组织方式。重塑教学评价和教学管

理方式，变结果导向的单一评价为综合性、

过程性的多维度评价，由仅注重知识传授

向更加注重能力素质培养转变。制定符

合信息化要求的学校建设标准，构建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智能化

学习环境。

二是发展“互联网 +”条件下的教育

服务供给新模式。构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缩

小教育数字鸿沟。优化利用信息技术开展

教育创新的政策环境，建立数字教育资源

质量标准和监管制度。探索利用市场机制

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新机制，整合线上线

下资源，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提供丰富的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三是探索“互联网 +”条件下的教育

治理新模式。科学布局构建教育业务管理

信息系统，加快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学校、

学习者和教与学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监测

体系。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方式变

革，建立完善教育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

形成规范统一、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国

家教育数据开放体系。构建安全有序的教

育信息化环境，加强标准建设，建立健全

监管机制，确保网络和数据安全。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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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19 年格外值得铭记，这一年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和

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25 周年，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一系列重要教育政策相继出台之年。

回望这一年，教育信息化 2.0 开局良好，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引领智能教育革命，IPv6 存在感爆棚，

高校“最多跑一次”改革走向纵深，微服务渐成体系，数据中台引起重视……

我们将通过关键词回顾，总结 2019，展望新的一年。

11  回望互联网 50 年“高光时刻”

14  智能教育革命来了！

16  教育现代化中的信息化力量

18  IPv6 很有存在感

20  25 岁 CERNET 不负韶华

22  高校“最多跑一次”改革走向纵深

25  数据中台元年

27  高校微服务渐成体系

29  人脸识别进课堂引争议

30  记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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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互联网 50 年“高光时刻”

2019 年有太多的瞬间值得铭记，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是其中一个重要节点。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

一，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整个世界，

不仅将全球连为一体，把我们带入了数字时代，其去

中心化的理念完全改变了信息和知识获取、传承和发

布的方式，还如同神迹般开辟了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

疆域以及独立于现实的虚拟世界。回望它半个世纪以

来螺旋上升，薪火相传的路径，不仅可以总结重大科

技成果改变世界的源头、动力和经验，更是审视和反

思人类文明的一把钥匙。

 呱呱坠地的互联网用两个字母问候世界

在一些人工智能学者眼中，1946 年诞生的电子计

算机、1956 年达特茅斯夏季会议浮出水面的人工智能

概念以及 1969 年出现互联网前身阿帕网，这三个近乎

十年周期的历史节点具备某种神秘的联系。如果将人

工智能看成是模拟人类大脑具备智能的机器，那么作

为终端的电子计算机可以看做是神经元，而互联网就

是连接神经元的突触，按照这个模型，现在的全球网

络更像是一个超级大脑；如果从功能上看，这三个历

史事件则分别对应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

算力、算法和大数据。

二战后的美苏进入冷战时期，两国几乎在每个领

域都要分个高下，尤其是在军备和科技领域。没有压

力就没有动力，互联网能在美国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源

于前苏联这种“压迫感”。

清华大学李星教授为我们揭开了那一段历史的边

角：从时间脉络看，前苏联网络发展方面在与美国的

竞争中常常处于超前的位置。比如 1959 年，前苏联军

方就提出“红书计划”，1962 年正式提出全国自动化

系统（OGAS）项目。但互联网最终没能诞生在前苏联，

没有使用分布式的技术思路或者缺乏分布式技术思路

的土壤不能不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在美国，1957 年 10 月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

人造卫星，这让五星上将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立即警惕了起来，并直接促成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创建。同时，深感美军通信网络存在控制

中心一旦被毁所有军事系统将面临全面崩溃的隐忧，

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国防部内部建立高级研究规划署

(ARPA), 简称“阿帕”，用来支持美国大学以及研究机

构开展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其中

网络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项目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1968 年，被时任阿帕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

掌门人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使尽手段拉着

“入伙”的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提交《资

源共享的计算机网络》（Resource Sharing Computer 

Networks）的研究报告，其中的关键词就是“连接”。

根据这份报告组建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网络”(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就是鼎鼎

2019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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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的互联网起源和前身——“阿帕网”（ARPANET）。

1969 年 10 月 29 日，当天晚上 10 点 30 分，还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的查尔斯·克莱恩 (Charles 

Kline) 在该校 Boelter Hall 的一台计算机上，通过当时

仅有两个大学节点（随后开通了规划中的另外两个节

点）的阿帕网向位于 500 多公里外的斯坦福研究所的

另一台计算机发送约定的“LOGIN”的信息，没想到

仅仅输出了 LO 两个字母之后，仪表就显示传输系统突

然崩溃，通讯无法继续进行。虽然全球首次互联网络

的通讯试验仅仅传送了两个字母，然而却以前所未有

的分布式、包交换形式传输，同时也孕育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

实际上，阿帕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在

一开始更像是我们现在说的局域网，但是它大胆而富

于想象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传输规则至关重要：这不

仅是信息传播方式和通信技术的革命，去中心化的理

念更对之后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方

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甚至颠覆性的影响。

1974 年，由计算机科学家温·瑟夫（Vint Cerf）

和鲍勃·卡恩（Bob Kahn）首次公布以 TCP/IP 标准形

式出现的传输控制协议成为互联网历史上又一里程碑

事件，9 年后，依据“TCP/IP 是开放和免费的，任何

人都可以将一台计算机接入网络，任何计算机都可以

与另一台计算机进行通信”的自由开放理念，TCP/IP

协议成为互联网工作的标准，这标志着现代互联网的

诞生。

1990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设的 NSFNET 经

过 10 年的不断升级彻底取代了原来慢速的阿帕网，成

为互联网的骨干网络。学术机构，科研院所的“特权”

也逐步解封，互联网开始向普通民众开放。

中国邂逅互联网的“化学反应”

在航空航天和互联网这两项二十世纪公认最重要

科技成果的“缘分”方面，中国与美国戏剧性的相似。

1994 年 2 月 8 日，“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在西昌发射中心首飞，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发射高轨道

大型通信卫星的能力。

这个成就对于一个 1994 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4.38

万亿（还不及 2019 上半年江苏省 GDP）的国家来说殊

为不易。

 此时正值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的

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转型期的阵痛亟待找到一种可以迅速整合和流通各方

面信息和数据的力量来协助决策，全方位的提升经济

效率，在这个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土上以某种更为先进

的模式推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议题。

关键时刻，互联网来了！

1994 年 4 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专程赴

美拜访主管互联网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代表中方

重申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4 月 20 日，中国通过美

国 Sprint 公司连入 Internet 的 64K 专线实现与国际互联

网的第一条 TCP/IP 全功能链接，成为世界上第 77 个

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同年，中国国家顶级域名

“.cn”回到中国，结束了顶级域名服务器由国外代管

的历史。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这段轻描淡写也许掩盖

了当时中国拥抱互联网的各种艰辛和不易，否则也

不能解释为什么 1987 年国内就从互联网上成功发送

了第一封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Wall，we can reach 

everycorner in the world(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的电子

邮件，我们又“走”了七年才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直在互联网界流传着胡启恒院士

的那句话：“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

而是从羊肠小道走进来的。”在今天我们享受着网络

所带来的各种便利的时候，绝不应忘记 1994 年前后

中国那些互联网先驱们为中国连接世界所做出的重要

贡献。

在随后两年多时间里，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互联网，

实现了中国大学生的互联网启蒙，并为 2000 年前后中

国互联网产业大爆发输送了大量人才的 CERNET（中

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以及 CSTNET（中国科技网）、

ChinaNet（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GBN（中

国金桥信息网）等相继开工建设，以 CERNET 为例，

如此规模宏大、技术先进的大型项目提前一年就完成

Vint C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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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建设任务，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当时的中

国人对于连接世界，赶超发展的强烈渴望。

 这种渴望很快就体现在了对互联网前沿技术的研

究上，早在 1997 年 IPv4 大行其道之时，中国教育和

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IPv6 试验

网，并于 1998 年接入到全球 IPv6 试验网 6Bone。这是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

我国正式踏上 IPv6 的道路，这早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欧盟的 IPv6 研究始于 2000 年，美国的教育网接触

IPv6 则是在 2002 年以后了。

而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据李星教授介绍，互联

网工程工作组 IETF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互联网技术标准

机构，它的使命是通过出版高质量的技术文档（RFC

文档）影响人们设计、运行、使用和管理互联网的方

式，使互联网能更好地运作，中国参与 RFC 虽然较晚，

但作者数已上升为第二位，主持参与制定 IETF 核心技

术标准已有 100 余项。从全球互联网治理角度来看，

如何能保持互联网的开放特性，又能兼顾政府的监管，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纵观中国 25 年的互联网发展史，最让人兴

奋的还是互联网对于中国经济的助推以及互联网产业

的发展奇迹，无论是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亦或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大图景下，都能够很清晰的

看到一个 25 年迅速上扬的发展曲线，“互联网 +”实

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以及弯道超车最重

要的加速器之一。

2015 年 3 月，“互联网 +”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与现代制造业结合”，这不仅仅代表着“互联网 +”的

作用得到了各个层面的认可并真正进入了顶层设计，

更释放了要从国家层面指导并实施互联网与传统产业

进行更深度融合的信号。

25 年前通过“羊肠小道”曲折进入中国那点星星

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改变每一个中国人生活方式

的同时，以摧枯拉朽的势头改变甚至颠覆越来越多的

行业。

50 年的风华仅仅书写了新纪元的序章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了。 

每天，无论是用 PC、平板还是手机，我们已经须

臾离不开互联网上传递的各种信息，断网之后的手机、

PC 等终端如同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而我们则会充满

肆意涌动、无处安放的焦虑。全球互联网人数已经接

近 45 亿，越来越多的人搭乘互联网发展的巨轮，通过

它了解世界、获取信息、交流感情、丰富生活、改变命运。

每天都有海量的数据包括影响人类未来的科研成

果在互联网上产生、传播。据 IDC 发布《数据时代

2025》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从 2018 年

的 33ZB 将增长到 175ZB，相当于每天产生 491EB 的

数据。那么 175ZB 的数据到底有多大呢？ 1ZB 相当于 1.1

万亿 GB，如果把 175ZB 全部存在 DVD 光盘中，那么

DVD 叠加起来的高度将是地球和月球距离的 23 倍，或

者绕地球 222 圈。如果一个人在平均网速为 25Mb/ 秒

要下载完这 175ZB 的数据，需要 18 亿年。

经过 50 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发展，互联网俨

然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虚拟家园，不同国家，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打破了时空上的界限，在

网络上栖息、对话、嬉戏、分享，有力的推动了全球

化的进程和科技的发展，打破了文化上的隔阂，成为

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要力量。

然而，互联网引领的技术爆炸才刚刚开始，真正

颠覆性变革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历经 50 年的岁月洗

礼，在互联网由海量数据所铺就的信息高速公路上，

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IPv6、5G 等技术发展

正在不断加速，迸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能量和愈加璀

璨的光芒，这将推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接近第四

次科技革命所塑造的新纪元。

令人浮想联翩、光怪陆离的未来，难以预言，不

可想象！

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从 2018 年的 33ZB 将增长到 175ZB，相当于每天产生 491EB 的数据。

那么 175ZB 的数据到底有多大呢？ 1ZB 相当于 1.1 万亿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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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956 年 第 二 代 晶 体 管 计

算 机 同 龄 的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 AI）从美国达

特茅斯夏季会议诞生以来，这个之

前仅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概念便经

历了一场奇幻漂流。由于（大）数

据、算力、算法等基础软硬件的限

制，AI 发展两起两落，甚至一度被

认为仅仅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幻象。

直到 60 年后，那只被中国翻译为“阿

尔法狗”（AlphaGo）的人工智能在

2016 年横空出世击败了人类顶尖棋

手，一举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这才

重新激发了世界各国对于这项技术的

重视和热情。

仅仅 3 年的时间，人工智能已经中国大地上红得

发紫，大有凌驾于老前辈互联网 + 的态势，这也集中

体现了这个处于复兴之路上的东方大国积极拥抱最新

的科技浪潮，不甘人后的进取精神，特别在 2019 年，

人工智能无疑寄托了中国人对于包括教育在内各个领

域全方位变革的深深期待。

 智能教育盛会来袭

2019 年 5 月 16 日，以“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引领与跨越”为主题，由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

作主办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

是 2019 年度规格最高的“人工智能 + 教育”的国际盛会，

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10 余个国际组织的 500 多位

代表汇聚一堂。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提出，人

工智能是实现教育生态重构的有效手段，人工智能技术

在教育中的深度广泛应用，将彻底改变教育的时空场景

和供给水平，将实现信息共享、数据融通、业务协同、

智能教育革命来了！

智能服务，推动教育整体运作流程改变，使规模化前提

下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教育成为可能，进而构建出一种新

的灵活、开放、终身的个性化教育生态体系。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在此次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

大会上用几个典型案例来展示这种“教育生态重构”

的变化，无论是人大附中构建的“人工智能 +X”中学

人工智能课程体系，还是杭州学军小学引入智能化校

园管理平台，亦或是华中师范大学可用于多维度学生

综合素质评测的智慧教室，都充分说明未来已来，虽 

然尚未完全绽放，却已初露峥嵘。

 全球布局人工智能

2019 年 5 月 24 日，由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国内外十余

家机构编写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9》指

出，2018 年以来，人工智能（AI）对科技、产业和社会

变革的巨大潜力得到全球更加广泛认同，各国人工智能

战略布局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大国关注走

向全球布局的新格局。2018 年，有 12 个国家地区陆续发

2019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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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或加强了其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计划，另有

11个国家正在筹备制定其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中国也不断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

自 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

布以来，全国已有 1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发布了 26 项人工智能专项政策，并提出了

各自的发展定位与目标。人工智能学科和专

业建设加快推进，全国 30 多所高校成立了 

AI 学院，75 所高校自主设置了 89 个人工智

能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工智能进入

高中新课标，第一本高中教材《人工智能基

础（高中版）》出版。人工智能企业通过与

研究型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院、研究

中心等方式加速人工智能高水平人才成长，

多层次 AI 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形成。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AI 到底如何改变教育？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在国

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发言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未

来智能教育的全景图像：人、物理世界的二元空间将转

变为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的四元空

间。四元空间中的人工智能将越来越显示智慧特征，具

备普惠价值，彰显颠覆意义，并引领学习革命。他提出

了三个总体判断：一是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智能增强时

代正在加快到来，更加呼唤面向 21 世纪的通识教育；

二是人工智能科技正推动教育 1.0 转向学习 2.0（学习者

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以数字化

方式进行学习的过程），不断构建教与学互动的新空间；

三是人工智能的赋能应用将成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社会教育联动的关键，加快形成终身教育共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荣怀则指出：人工智能赋能

教育变革具备三个核心价值：

第一，人工智能改变学习，助力个性化培养。AI

可以有效支持自主、探究和协作学习，使学习方式从

统一步调、统一方式、统一评价的班级“集体学习”

向个性化学习转变。在一些学校和校外的辅导机构中，

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帮助学生选择地

点、资源、学习方式，甚至选择教师，为其提供额外辅导、

课程资源和支持服务。在某些学校，人工智能已经可

以帮助学生实现自主探究学习，有效支持小组合作学

习，比如通过“试错学习法”，提升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为每个学生“画像”，记录学习计划和

成长轨迹，识别学生的长处、弱点和学习偏好。人工

智能还可以帮助教师梳理辅导学生的经验，包括资源

遴选和路径选择等，以实现个性化学习的规模化效应。

第二，人工智能赋能教学，降低教师负担。人工

智能可以为教师创造一个更好的专业环境，让他们为

有困难的学生投入更多的支持。“双师模式”是目前

比较典型的做法，即教师和虚拟教学助理并行工作，“助

理”可以完成教师的一些机械重复工作， 如作业批改、

简单测试、资源寻找等，也可以帮助管理教师的日常

任务，使他们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一对一的交流。

第三，人工智能优化管理，改善学校治理。在各

级教育部门治理方面，采用基于证据的方法整合人工

智能技术以优化教育数据收集和处理，增强基于数据

的教育治理。例如，应用智能技术来分析和动态模拟

学校布局、教育财政、就业渠道、招生选拔等教育子

系统及其关系的演变过程，为国家教育制度、学校管

理制度及教学制度提供改革方案和决策依据。同时，

利用人工智能在校际、区域、国家和全球等范围收集、

分析教育数据，全面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同时促进和

管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的教育均衡。

经历了两起两落的人工智能的第三次腾飞看起来

已经势不可挡，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也在逐步加深，它

的颠覆性还在后面，我们拭目以待。正如百年前那位

世界级品牌的创造者亨利·福特所说的：我们已经取

得的进步，足以使人振奋。但与未来我们将拥有的一

切相比，今天的一切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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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实施方案（2018 － 2022 年）》（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是

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

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是新时代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

纲领性文件。文件重点部署了面

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

其中第八项任务是“加快信息化

时代教育变革”。《实施方案》

将教育现代化远景目标和战略任

务细化为未来五年的具体目标任

务和工作抓手，提出 2018~2022

年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十项重点任

务，其中第六项任务是“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

随之而来的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

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

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可以说，2019 年几个重要文件的出台，从谋篇布

局到推进落实，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

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政策引路，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

在 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副

部长钟登华强调，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

历史的必然。教育信息化工作要放眼全局、着眼未来，

要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切实做好面

向智能时代教育的顶层设计、探索应用和理论支撑，

落实好《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加快信息化时

代教育变革的战略任务。

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之间是何关系？ 2018 年

4 月，《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发布，这一重要政策是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工作

的重要任务。《行动计划》中指明：没有信息化就没有

现代化，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

征，是“教育现代化 2035”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标志。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表示，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

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核心是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现

代化。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

不断变革教育的过程。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既是

事关教育全局的战略选择，也是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

题的紧迫任务。

那么，教育信息化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教育现代化中的信息化力量2019

文 / 本刊记者  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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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中的信息化力量

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指出，一是要推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与时俱进，二

是要促进教育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三是要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四是要服务好全民学习

和终身学习。

示范引领，教育信息化阶段性成果不断涌现

在 2019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钟登华副

部长指出，自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启动实施《教育信息

化 2.0 行动计划》以来，各地迅速行动积极响应，在“三

全两高一大”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八大行动稳步推进，

阶段性成果不断涌现，2.0 开局良好，教育信息化发展

水平全面提升。

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既有总体实施计划，

也有试点示范引领。2018 年 9 月，教育部批准了湖南

省建设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湖南在推进示范行动、

探索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有哪些经验做法？

首先，湖南省以“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建设

为契机，优化总体设计，明确目标思路。为顺利推进

试点省建设，省政府建立了以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省

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等 10 个厅局为成员单位的联

席会议制度；2018 年末，湖南在全国率先出台《“互

联网 + 教育”行动计划》；2019 年，将“互联网 + 教育”

工作确定为“教育厅长突破项目”。

其次，以支持长沙市建设教育部“智慧教育示范区”

为契机，创新发展机制，探索智慧教育生态。分批组

织全省大中小学校开展数字校园、智慧教育、人工智

能、网络学习空间等信息化创新试点。建设湖南教育

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基地，深入开展信息化关键技术、

师范应用等研究。建设“湘教云”教育综合服务平台，

完成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化导航推送系统等 46 个

系统的“单点登录”，实现与政务网、阳光服务的业

务融合。

再次，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重构网络联校，扩大

优质资源共享。湖南省各级每年安排不低于 10% 的生

均公用经费用于教育信息化，持续推进“三通两平台”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三通”比例分别达 99.79%、

87.54%、90.27%。2019 年，湖南遴选了 22 个贫困县

开展农村网络联校实验县建设，推动各地建设性价比

高、使用频率高、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网络联校，开通

互动、直播、专递等多样化课堂，形成集教学、教研、

资源于一体的网络联校共同体。

展望未来，推动教育信息化 2.0                    
实现跨越式发展

《行动计划》“三全两高一大”发展目标中的“一

大”是“建成‘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行动计

划》启动实施，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推进“互联网 + 教育”的具体实施计划，是充分激

发信息技术革命性影响的关键举措，是加快实现教育

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展望未来，教育信息化要持续升级转型，总体来看，

需要从多方面持续推进，机遇和挑战并存。

第一，在教育理念方面，持续推动教育观念转

变和教育模式变革，完成对教育各要素的全面重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信息化进程分为“起步、

应用、融合、创新”4 个阶段，“教育 + 互联网”对

应起步与应用阶段，信息化逐步在教育教学中得到

普及和应用；“互联网 + 教育”则对应融合应用与

创新发展阶段，达成体系变革。为此，必须彻底摆

脱以技术应用为本位的发展思路，以促进教育创新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信息化内化为推动教育变

革的源动力。教育信息化不是简单利用技术辅助教

学，不是在教育系统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修修补补，

而是利用“互联网 +”的思维、模式和技术，对教育

进行系统性重构。

第二，在人才培养方面，持续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革和创新，适应新时代和信息社会对创新人才培

养的要求。钟登华指出，人才培养要与新时代和信息

社会同频共振，既要保障教育的规模，又要促进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兼具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国际

视野、堪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重任的多样化人

才。为此，要全面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彻底摆脱应试

教育的思维和标准化培养模式的束缚，以学生的全面

发展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育人与成才并举，

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在教育公平方面，持续推进优质资源均衡

化配置，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发展更加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信息化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快

速复制传播、呈现手段丰富的独特优势，是促进教育

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是构建泛在学习环境、

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有力支撑。未来，要聚焦如何通

过更多举措，向人们传递技术改变教育、教育改变命

运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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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欧洲互联网注册机构 RIPE NCC 宣布

了其剩余 IPv4 地址耗尽的消息，使全球媒体再次聚焦

于互联网 IPv4 地址资源的问题。日前，亚太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APNIC）注册服务部经理潘广亮撰文指出：

RIPE NCC 耗尽了其 IPv4 地址的最新消息，提醒人们

IPv4 即将用尽。尽管 APNIC 和其他 RIR 仍具有少量可

分配给新成员的 IPv4 地址，但是这也很快就会用完。

随着 IPv4 耗尽，RIR 的 IPv6 分配数量已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物、物联网、区块链，新的信息

技术加速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海量智能终端

联网使得 IPv6 的规模部署与发展备受关注。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不断加速

据报道，全球 IPv4 地址数已于 2011 年 2 月分配

完毕，自 2011 年开始我国 IPv4 地址总数基本维持不变，

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 IPv4 地址数量为 33892 万个。

与之相比，2019 上半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

为 17865*/32，2019 上半年获得 IPv6 地址分配数量列

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分别为中国 6217*/32，俄罗斯

1271*/32，德国 1192*/32。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计 35168 个，分配地址总

数为 282222*/32，地址数总计获得 4096*/32( 即 /20) 以

上的国家 / 地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互联网基础建设、

网民规模及结构、互联网应用发展、互联网政务应用

发展和互联网安全等多个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IPv6

地址数量全球第一 “.CN”域名数量持续增长。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 IPv6 地址数量为 50286 块 /32，较

2018 年底增长 14.3%，已跃居全球第一位。我国 IPv6

规模部署不断加速，IPv6 活跃用户数达 1.3 亿，基础

电信企业已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 12.07 亿；域名总数

为 4800 万个，其中“.CN”域名总数为 2185 万个，较

2018 年底增长 2.9%，占我国域名总数的 45.5%。

当前我国 IPv6 地址申请量保持较快增长，截至

2019 年 5 月，我国 IPv6 地址资源总量达到 47282 块 (/32)，

居全球第一位。IPv6 地址数量能够满足当前 IPv6 规模

部署的要求，但是随着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快速发展，我国未来对于 IPv6 地址的需求量依然较大。

2017 年两办发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后，我国 IPv6 发展进入快车道。

IPv6 活跃用户数实现快速增长。截至 2019 年 5 月底，

我国已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达 12.07 亿，其中 LTE 网

络已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为 10.45 亿，固定宽带接入

网络已分配 IPv6 地址的用户数为 1.62 亿。随着 LTE 网

络端到端改造进程的加速，呈现出移动网络 IPv6 用户

数发展速度大幅领先固定网络的趋势。

未来，新的网络部署正在开启 IPv6 的时代。

IPv6 很有存在感2019

表 1  2019 年上半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 ( 个 )       

资料来源：NIC 

资料来源：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

表 2  2013-2019 年 5 月中国 IPv6 地址数量     

文 / 本刊记者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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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Pv6 的推手

中国是最早参与下一代互联网核心技术研究的国

家之一，也是近年来全球 IPv6 规模部署和商用最主要

的推动国家之一。2017 年，中国颁布了《推进互联网

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按照其部署

路线图和时间表，从 2018 年到 2025 年，中国将全面

完成向 IPv6 的演进升级，建成世界最大的 IPv6 商业网

络，成为全球下一代互联网领导者。

为了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的

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促进 IPv6 技术、产业、网络、

应用、安全及政策的协同发展，中国从政府到企业，

IPv6 的“推手”轮番上阵：

1. 工信部部署推进 IPv6 网络就绪专项行动

2019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落实《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

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有关部署，在全国开展 IPv6

网络就绪专项行动，全面提升IPv6用户渗透率和网络流量。

工信部通知明确提出要实现三大目标：获得 IPv6

地址的 LTE 终端比例达到 90% 和 LTE 网络 IPv6 活跃

连接数达到 8 亿，以及完成全部 13 个互联网骨干直联

点 IPv6 的改造。

2.《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引发共鸣

在 2019 中国互联网大会期间，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专家委员会主办了“2019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并发

布了《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当前

我国已分配 IPv6 地址的用户数快速增长，IPv6 活跃用

户数显著增加。国内主要互联网网站及应用正在改造过

程中，根据对部分典型互联网应用的实时监测和采样统

计，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 IPv6 活跃用户数已达 1.30 亿；

我国基础电信企业已分配 IPv6 地址的用户数达 12.07 亿，

数据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遥相呼应，说明中

国下一代互联网发展已经呈现实质性规模增长态势。

3.IPv6 技术创新赛事获得广泛参与

第五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自 2019 年

7 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各高校师生的广泛关注与热

情参与，共有来自全国的近 300 个团队参赛，63 项优

秀作品获得大奖。“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是

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主办、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承办，面向 CERNET 会员单位高校

师生开展的，是下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应用创新

研究、交流学习的平台，目的是培养我国下一代互联

网创新人才，促进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据了解，创新大赛是国内目前唯一的 IPv6 专业赛事。

据不完全统计，创新大赛参赛项目已申请知识产权 100

余项，有数 10 个项目在纯 IPv6 网络环境下正常运行。

4.IPv6 产业化进程提速

2019 年，IPv6 不仅在网络核心技术研究上取得进

步，同时 IPv6 产业化发展也成为国家大力推动的核心

领域。适应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下一代互

联网的研究创新和发展应用不断涌现。教育，特别是

高等教育是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研究的主阵地，也是现

阶段推动 IPv6 规模部署和产业化应用创新示范的重要

领域。当前，我国大多数“985 工程”高校均已部署和

应用了 IPv6 网络，并且持续带动地方本科、高职高专

等普通高等院校的普及化部署。

2019 开年伊始，BAT 先后明确了推进 IPv6 的战略。

腾讯旗下的腾讯网、QQ、微信、腾讯云在 2019 年内

完成 IPv6 的技术改造。阿里在 2018 年年底宣布其集

团内部的基础设施、云计算、应用和生态等各方面已

全面部署 IPv6，将在 3~5 年内完成 IPv6 生态建设。百

度云在 2018 年完成了一些负载均衡、弹性 IP 改造，

在 2019 年完成主要租户、网络支持双栈协议，计划到

2020 年完成所有改造工作。

金融领域，2019 年 1 月 9 日央行发布了关于金融

行业贯彻《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

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19 年底，金融服务

机构门户网站支持 IPv6 连接访问，到 2020 年底，金

融服务机构面向公众服务互联网应用系统支持 IPv6 连

接访问，并具备与 IPv6 改造前同等的业务连续性保障

能力。

可以说，2019 年是下一代互联网存在感“爆棚”

的开始。

2020 年 IPv6 发展更值得期待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星所说，“1970 年代，互联

网最重要的技术是 NCP；1980 年代，最重要的技术是

TCP/IP；1990 年代，则是 DNS、BGP；2000 年代，则

是 HTTP；2010 年后，因受斯诺登事件影响，加密的

HTTPS 被广受关注。而 2020 年后，互联网最重要的技

术将是 IPv6，IPv6 会在 2020 年后达到不同于 IPv4 互

联网的崭新阶段。基于双栈的 IPv6 过渡技术 1.0 将演

进成基于翻译的 IPv6 过渡技术 2.0。”互联网的精髓

是大道至简，2020 年下一代互联网是否会成为网络的

新常态，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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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岁 CERNET 不负韶华

2019 年是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

入国际互联网 25 周年，同时，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互联

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也迎来了自己的

25 岁生日。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巧合，50 年前，

互联网的前身——美国的阿帕网（ARPANET）出自大学；

25 年前，中国 CERNET 同样在大学诞生。由中国的高

校织就的这张“大网”，从开始就肩负着一个承载教育

现代化，支撑中国互联网核心科技攻关的使命。

25 年建设，为中国互联网赋能

在 2019 年 11 月举行的 CERNET 第二十六届学术

年会上，一段记录 CERNET 这 25 年发展历程的短视频

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视频中，早期参与 CERNET 规划、

决策、设计和建设的老领导、老专家悉数出场。

视频开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教委副主任

韦钰说 :“没有 CERNET，根本谈不上今天的信息社会。”

一言虽短，其意深长。25 年前，中国没有人会想到，

互联网会如此深刻地改变这个国家，中国也同样深刻

地改变和影响了互联网的世界格局。

韦钰院士说出了大多数 CERNET 建设者当时的心

声——建一张大网，服务一群高校师生，引领一个社

会的数字化进程，推动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与创新……

CERNET 是梦想，是事业，也是使命。1995 年，

“CERNET 示范工程”建成之初，主干网只是 64Kbps

的 DDN 专线，连接分布在 8 个城市的 10 个主干网节

点，接入 108 所高校，却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的重

要节点，标志着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实施建设的第一

个采用 TCP/IP 协议的全国性计算机互联网络正式开通。

1996 年，国务院发布第 195 号令认定中国教育和科研

计算机网 CERNET 是中国大陆具有独立国际出口的全

国四大计算机互联网络之一。

今 天，CERNET 已 有 光 纤 干 线 30000 多 公 里，

DWDM 高速光纤传输网 22000 多公里，主干网带宽

达 到 100G。 对 应 美 国 的 全 球 信 息 高 速 公 路 计 划，

CERNET 推动了中国高速宽带网络技术研究和基础建

设，并且从一开始就瞄准了世界最高水平。行之力则

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CERNET 用 25 年的时间，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中国互联网奠基，更为中国

互联网发展赋能。

25 年创新，为网络空间赋能

一般情况下，评价一个网络运营商的标准是基础网

络设施和用户规模，但 CERNET 却不然。CERNET 的价

值是科研，是创新，是为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赋能”。

2019 年，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建

设 25 周年纪念展览的回廊，那些当年的老物件仿佛引

导人们穿越时空，回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互联网建设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曾经朝夕相处的设备，很多已

经成为了建设者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昆明理工大

学教育技术与网络中心副主任肖濛发现了当年学校在

CERNET 项目中进行校园网建设曾经使用的交换机，

心情激动不已，让身边的同事为他和这款设备合影留

念。CERNET 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他们用自己的智

慧和汗水，把大学从黑板和书本，带进了电脑和平板

的信息时代。

2019
文 / 本刊记者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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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物 件 的 更 新 换 代， 实 际 上 也 从 侧 面 体 现 了

CERNET 在互联网关键技术研究和创新上的只争朝

夕。现在，基于 CERNET 和 CERNET2 完成的我国互

联网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标

准，为全球互联网技术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25 年

CERNET 的发展，创新始终是中国网络空间科技发展

的赋能之轮。

25 年应用，为高等教育赋能

CERNET 上诞生了中国互联网的多个第一：中国

最早的搜索引擎北大天网、清华网络指南针、华南理

工的木棉。中国大陆第一个电子刊物《神州学人》，

第一个 BBS 站点水木清华都是在 CERNET 上开通，

成为改革开放后，高校教育发展与国际接轨的亮点。

CERNET 支持了多项国家教育信息化工程，门户网站、

远程教育、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文献系统、仪器设备

资源共享、重点学科信息资源系统、数字图书馆、大

学数字博物馆等互联网应用都发轫于 CERNET。据不

完全统计，CERNET 建成了总容量达 800GB 的全世界

主要大学和著名国际学术组织的 10 个信息资源镜像系

统和 12 个重点学科的信息资源镜像系统，以及一批国

内知名学术网站。

25 年来，CERNET 始终为中国教育信息化和现代

化发挥着引领的作用，为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

的进程赋能。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告诉记者，在“双一流”建

设中，东北大学校园网已经成为教学育人、科研管理

的手段，在实现人才培养，课程更新等基本的教育信

息化和现代化目标上，已经离不开 CERNET。目前，

CERNET 更被广泛应用于东北大学学科管理和流程再

造等方面，数据在网上多流动，让老师和学生少跑腿，

在 CERNET 基础上，东北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教

学科研和管理水平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 CERNET 第二十六届学术年会现场，华南理工

大学副首席信息官、信息化办公室主任陆以勤教授告

诉记者，华南理工基于 25 年来参与 CERNET 建设积累

的经验和先进的网络信息化手段，不但实现了超大新

校区的现代化服务，更探索出了一条“在地国际化”

的教育教学新模式。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重要战略的提

出为教育信息化指明了方向，CERNET 始终将支持和

推动教育信息化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成为中国教育

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同时也成为教育

互联网应用的孵化器。

25 年孵化，为互联网人才培养赋能

用一个时髦的说法，CERNET 也是一个“有温度”

的网络，因为它是一张为“人”而设的网，承载了数

以千计的高校和数以万计的师生，以及他们的智慧学

习梦想。

作为中国高端互联网技术人才培养的基地，25 年

中，CERNET 建设的先进网络基础设施和大规模试验

环境，为我国互联网普及与下一代互联网基础研究、

关键技术创新及系统研发、网络运行维护培养了大批

技术人才。CERNET 培养了 1000 万中国 IPv6 用户，成

为世界一流水平的 IPv6 学术网络和中国互联网教育、

科研和实践的基础平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未来网络

空间科技进步。

同时，为积极响应国家对高端技术人才的战略需要，

赛尔网络每年投入 2000 万资金支持 CERNET 接入高校开

展以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创新项目、创新大赛。目

前，大赛已连续举办 5 届 , 累计参赛作品 1037 项，来自全

国 28 个省市的 196 所高校，近万名师生参与大赛，参赛

项目申请知识产权 100 余项。

大团结、大协作，成就了 CERNET 蓬勃发展的 25

年，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为国家建设一张面向未来，

引领创新的大网，做一件网络强国的大事业、大工程、

大梦想。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面前，CERNET 以创新驱动发展，继续发挥国家学术

互联网的创新引领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孜孜以求，必将从一个高峰

走向下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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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高校“最多跑一次”改革走向纵深

协同办公模式，推动实体校务服务大厅和校务服务

网融合发展，突破时空限制，整体提高网上办理水

平，实现师生办事线上“一网通办”（一网），线

下“只进一扇门”（一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

（一次）。

浙江大学一站式服务改革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

被公认为是一站式服务做得最好的高校之一。从 2012

年到 2019 年，浙大不断完善一站式服务 : 梳理流程、

优化流程、再造流程。

据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介绍，2018 

“最多跑一次”这场发端于浙江政务

服务系统的改革如同涟漪一般迅速地延展

至高等教育领域，既是某种程度的巧合也

是教育信息化驱使下的必然。

2019 年，对于身处“双一流”建设重

大机遇，已经准备好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

名校同场竞技的中国高校来说，如何借助

日趋成熟和愈发先进的教育信息化手段提

升和完善大学治理，做好师生服务与教学

科研的底层驱动，最大程度地解放高校师

生与科研人员的“生产力”，无疑最符合“兵

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治理逻辑。

值得借鉴的浙江样本

2018 年 11 月，浙江省教育厅发布实施

意见，推进该省高等学校“最多跑一次”

改革，其中明确了改革工作目标和主要任

务，提出到 2020 年底，基本实现校务服务

事项网上办事、掌上办事全覆盖。

《实施意见》指出：各高校要强化“用

户”意识，坚持教育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转变管理理念，减少审批事项，增加服务项目，

提高服务水平，全面推进校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

改革。要在一些重点部门和师生关注度高的事项中

率先突破，部分基础条件较好的部门要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

以学校“小微权力清单”为基础，对教师、学生、

家长和社会到学校各部门办事事项进行系统梳理，

制订校务服务事项清单，统一规范办事要件，因事

制宜、分类施策，对各类办事事项分别提出具体要求，

分批公布。进一步简化程序、减少层级，坚持数据

共享、业务协同和功能互补，推广集中统一办理、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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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浙江大学率先在高校领域启动了“最多跑一次”

改革。这项改革是“一站式服务大厅”的演化和进展。

实现了师生到大厅、部门办事“跑一次是原则，跑多

次是例外”。这个项目在 2019 年被浙江省“最多跑

一次”改革办公室评选为高校领域的改革领跑者，并

得到了浙江省委领导的重要批示，希望在浙江省其他

高校应用推广。

他认为，一站式服务和以往的信息化应用的不同

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必须由全校参与的系统工程，是

高校从管理到治理转型的窗口与契机。从应用服务构

建角度看，一站式服务使得信息化应用从原来普遍的

一个部门一个样的模式中走出来，行政人员和技术人

员合力把各个业务部门的共性抽取出来，形成一个共

性的、普适性的流程，有效地解决了高校长尾业务的

快速构建和低成本运维。

中央精神的具体投射

梳理从 2013 到 2017 年这 5 年国务院常务会开年

第一议题便会发现，连续 5 年，本届中央政府工作的“当

头炮”，都是“简政放权”。

而就在 2016 年 12 月，“最多跑一次”在浙江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明确要求群众和企业

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无论是从时间衔接还是政策

接续上，“最多跑一次”改革都可以看成是“简政放权” 

以及“放管服”改革思路的具体延伸。

2018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指出，深入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

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就在此前的 1 月 23 日，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了《浙江省“最

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建议向全国复制推广浙

江经验。

这场由中央改革精神衔接地方成功实践的“最多

跑一次”改革很快就传导至高等教育领域，这对于已

经身处巨大变革机遇的中国高校来说，从某种意义上

直接触及大学治理这个重大命题，并再次为教育信息

化提供了一展所长的巨大空间和平台。

最多跑一次邂逅“双一流”

老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次突如其来的“外

力”撞击遇到为科研人员“松绑”和“双一流”建设

的巨大历史机遇，可谓恰逢其时。

在 2018 年 5 月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

藩篱，要通过改革，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

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

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

的精力耽误了。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

于人才成长的培养、使用、激励、竞争机制。高校“最

多跑一次”改革无疑是为高校科研人员以及全体师生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改变繁文缛节最基础却也是“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一环。 

而在 2015 年后启动的 “双一流”建设基本原则

就是“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

以改革为动力，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从国际上看，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流大学都拥有

符合自身实际，各具特色，简约而高效的行政系统，

这恰恰是中国大学的短板，而在“简政放权”指引下

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必将成为优化中国高校行政治

理结构的契机和“良药”。

 2017 年，由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

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

干意见》明确要求，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激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教书育人、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 2019 年 2 月 公 布 的《 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

2035》 中 提 到， 加 快 信 息 化 时 代 教 育 变 革。 建 设

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

工作基础

技术支撑

实施途径

编制“三张清单”、规范事项办理

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

网上办事、数据代跑 大厅办事、一站服务

推广网上审批
投放自助

打印设备

大厅集中

办事

引入社会

化服务

师生跑

一次

师生不

用跑

师生自助

办理

师生跑

一次

师生不出

校园办理

浙江大学“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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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

这无疑对于高校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2019，智能化“升维”

随着 5G、大数据、物联网以及语音理解、图像识

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引入，以一

站式服务为基础的高校“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移动化、

智能化、个性化方向演变，已成为 2019 年许多高校信

息化负责人的共识。

移动化是必然趋势。从长远来看，一站式服务

的线上办理比例将增大，其中基于移动端的线上服

务更多。正如华南理工大学副首席信息官兼网信办

主任陆以勤所说，一站式服务的形式不外乎是线上

和线下的不同组合，线上模式不断取代线下模式是

发展趋势。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姜开

达认为，一站式服务在流程变革中，将从能办理向

快捷办理、限时办理的目标转变，从承载全校性业

务到兼顾二级单位内部业务转变，从“最多跑一次”

向“大部分跑零次” 转变。“跑零次”顾名思义，

意味着“最多跑一次”的线上、线下两种模式将越

来越向线上迁移。移动化是不可逆转的互联网发展

趋势，一站式服务也将跟随趋势，在移动端实现更

好的终端适配和用户体验。

智能化是核心组成。复旦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王新表示，融合“互联网 +”思维、各种新技术的一

站式服务将深化服务体系并实现闭环，从教学、科研、

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真正体现信息化的规范、高效和便

利。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葛连升概

括道，“一站式服务将从管理服务向学习服务、科研

服务、文化服务等方面拓展，从校内服务向社会服务

拓展，从阶段服务向终生服务发展。”例如，依托大

数据的课堂点名系统，教师可以依据学生历史点名、

网络信息、门禁记录建模，只点最有可能没到的 20 个

学生，极大提升效率。

个性化已初露端倪。南京理工大学信息化处处长

涂庆华表示，一站式服务将通过大数据分析，根据用

户的具体情况，自动推送办事流程提醒，支持多终端、

支持生物特征识别，支持校内外应用的互联融合。姜

开达表示，不同身份角色， 不同院系部门的人看到的

都是不一样的、智能呈现的个性化服务平台。此外，

一站式服务承载的业务会越来越多，传统的若干业务

信息系统会精简甚至消亡，校园信息平台逐步走向资

源整合共享。

关于个性化服务，有人描绘了这样的场景：讲

座推荐系统为学生提供定制的提醒服务，对图书馆

附近的计算机系新生，提醒他参加大数据挖掘讲座；

对就业服务中心附近的毕业生，提醒他参加就业指

导讲座……这才是一站式智慧平台应具备的支撑服

务能力。

图 1  华中科技大学移动版网上办事大厅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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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台元年

“数据中台”是近期 IT 圈最火的概念之一。无论

是关于其定义的百家争鸣，还是从诸多行业头部企业

对其落地实践的探索热潮来看，2019 年都可以称为数

据中台元年。

数据中台核心与本质

中台概念在中国科技界最早萌芽于阿里，其灵感

来源于芬兰游戏公司 Supercell。这家看似很小的公司，

却拥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平台来支持众多小团队进行游

戏研发。各团队由此可以专注创新，不用担心基础却

又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问题。而将这种类似的思维应

用到企业中，就是需要构建一个资源整合和能力沉淀

的平台，对不同的部门进行总协调和支持，“中台”

也就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介于前台和后台之间的中台，相当于

公共服务平台，其核心思想是“共享”。顾名思义，

数据中台可以看作是数据的“公共服务平台”，即通

过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采集、计算、存储、加

工，同时统一标准和口径，形成标准数据，再进行存

储，形成大数据资产层，进而为客户提供高效服务。

形象地讲，数据中台构建的服务考虑到“可复用性”，

每个服务就像一块积木，可以随意组合，灵活并高效

地解决前台的个性化需求。

从涵义范围角度来看，狭义地讲，数据中台是一

套实现企业数据资产化的工具集；广义地讲，数据中

台是一整套将数据用起来的机制和方法论，进而帮助

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

从技术角度来看，数据中台是一种新型的 IT 架构；

从管理角度看，数据中台是一种新型的组织管理模式

和理念；从战略角度来看，数据中台是为了应付日益

复杂的环境而构建的一种新型战略工具和竞争壁垒。

总之，数据中台的核心理念在于“数据取之于业务，

用之于业务”，相比于传统数据平台，数据中台更注

重对业务的积累和沉淀，构建了从数据生产到消费，

消费后产生的数据再回流到生产流程的闭环过程。

“让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是对数

据中台系统功能的精要概括。

数据中台为什么这么火

现阶段，如何唤醒沉睡的数据资产，把数据真正

地用起来，以支持自身业务的智能化升级，是摆在所

有传统企业面前的“数字化转型焦虑”。2019 年，数

据中台爆火的背后，既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焦虑的市场

东风，又有阿里、腾讯等中台战略示范效应的推波助澜。

“在企业中，中台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后端的计算、

业务、数据资源，更敏捷、高效地为前台服务而生，

在高校中同样如此。”东北财经大学网络信息管理中

心副主任陈伟表示。数据中台建设，不仅在企业中轰

轰烈烈展开，也走进想要通过数据治理来进一步推动

智慧校园建设的高校视野里。

总的来说，数据中台主要发挥了以下三方面作用，

可为高校解“燃眉之急”。

打破数据孤岛。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部署很

多管理和业务系统，这些系统来自于不同的厂商，数

2019

文 / 本刊记者  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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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无法共享和跨业务调用，也就无从谈起数字化转型。

而数据中台在分散的底层数据库和上层应用中间建立

起一套数据架构，用于屏蔽掉底层的差异化，并建立

统一的数据标准推动数据自由流动，以支撑上层业务

的创新迭代。通过打通多源异构数据，统一治理、管

理数据，数据中台可以让数据高效可用。

提高效率。随着业务拓展，组织和机构的膨胀往

往造成效率下降问题。具体业务的开展需要技术、产

品、市场等各个方面的支持，而这些基础支持工作会

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复。部门内部、部门间的协调颇为

耗费精力，不仅信息无法共享，资源也会被浪费。一

个数据全面、技术能力过硬、可以统一调用的数据中台，

能够为业务线提供统一支持，实现“扁平化”。

资源共享和决策支持。高校中海量高维度、准确

的数据资源，都极具价值。如何充分发挥好学校高质

量、多维度的用户数据，为教学、管理、社会服务助力？

以数据中台形式呈现的统一用户中心可以通过 API 形

式提供服务，获得更广泛的业务场景。如学生成绩等

级服务，以绩点形式提供，既保护学生隐私，又满

足社会需要；学生画像服务，可经过学生授权后使

用……由此可以多元化、全景化了解学生，消除信

息不对称造成的巨大鸿沟，真正把学生多维度数据

资源释放出来。

高校数据中台应用实践

加强数据研究和数据治理，是高校找准自身定位、

提升治理水平，确立发展策略的重要举措。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信息化建设处处长郝志杰表示，数据治

理可以推动流程再造，让师生办事从“山重水复疑无

路”变成“从此天堑变通途”。通过数据治理打通学

校数据大动脉，梳理数据的产生、加工、使用和终止

的整体流向，支撑跨系统、跨业务和跨部门的流程再造。

以“信息化 +”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打破部门壁垒，融

合条块分割，实现资源整合和目标协同，把之前的“以

部门为中心”转变为“以师生需求为中心”。

在高校信息化管理部门的 IT 服务、IT 设备及资产

管理、流程与决策支持三大业务逐渐分离的趋势下，

一套强大的数据中台系统成为高校信息化业务开展的

基础。上海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赵衍表示，

在“数据服务 2.0”时代，高校必须建设一套强大的数

据中台系统，对各类数据进行及时和实时的采集、清洗、

加工，并按照业务类别、服务对象、数据属性、时间

跨度等多个维度对数据进行整理、整合和存储，并提

供有效的数据传输、数据导出、报表生成、数据可视

化等工具，这样才能为各类需求快速地提供数据服务。

目前，高校在数据治理、管理方面展开很多创新实践。

有不少高校已开始或计划搭建数据中台，为学校数据服

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有不少思路和亮点值得借鉴。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其数据中台系统由校方大数

据项目团队自主进行整体架构设计，在综合权衡学校

的数据规模和应用需求后，采用开源和自主开发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建设。这样的设计，既考虑到系统功能

的持续扩展性，又防止了系统由于过分依赖厂商或太

过封闭造成今后的持续开发风险。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了集 “发布、申请、管控、监测”

为一体的数据中台。其中，“统一发布中心”面向各平

台和系统提供统一的数据出口方式，可快速实现数据共

享接口的发布；“统一申请中心”开放校内数据资源目录；

“统一管控中心”将数据申请做可视化处理，保障学校

对数据的自主可控；“统一监测中心”对于数据运行情

况实现全链路监测，改变以往数据交换的“黑盒状态”。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数据一个库”指的是确

定数据产生唯一源，全面完善数据完整性和更新及时

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数据中台建设，通过全域数

据采集与引入、数据治理实施体系、数据质量运营保

障体系、统一数据资产管理体系、统一主题式服务体系、

赋能业务并闭环迭代等六大核心内容，解决西电“数

据一个库”难题。

北京建筑大学从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两条

线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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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民族大学作为西北民大智慧校园的核心中枢，

校园数据中台通过数据集成、数据标准、数据治理等环

节，实现学校全量数据沉淀和数据资产可视化，构建起

包括主数据管理平台、数据治理中心、数据共享开放平

台、统一身份认证鉴权平台在内的校园大数据资产中心。

可以看到，“数据中台”的引入，为高校智慧校园

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数据中台为高校降

低了数据服务的门槛，成为高校新型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思维理念与体系架构，数据

中台也要求高校站在全局高度来考虑数据服务工作，转

变工作思路，提高数据整合和数据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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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微服务在高校校园中随处可见，从全校范

围的虚拟校园卡，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迎新小程序，正

在时刻影响和改变着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借助“微小”

的应用，提供“极大”的便利，并将校园扩展得无限大，

甚至解决了很多高校跨校区服务的难题，可以说，“以

小见大”是微服务的重要特征和优势。

从大系统到微服务

微服务的特点就是“微”。一般而言，微服务包

括两个概念：一类是服务的事项本身是微小的，但能

够基于信息化手段提供更贴近用户的服务体验；另外

一类是将大型或繁琐的服务事项微小化，以精简的流

程手续服务师生。

微服务的核心就是“微”。与以往的建设理念不

一样，它的理念不是求全求大，而是求微求灵活。以

具体的，甚至很微小的服务需求为本，为不同平台与

系统搭建沟通桥梁。

换言之，微服务是对新环境下教育信息化服务从

“大系统”到“微系统”的理念转变的应对。教育

信息化进入新的阶段，突出的内涵是融合创新，解

构和重构则随之发生。通过微服务这样的小应用和

大数据的结合，将大系统解耦成为微服务，即是完

成融合创新。

而对信息化部门来说，微服务是基于信息化全局

优势，为信息化工作精简事务流程，提高业务系统基

本数据共享与利用能力。在高校，微服务越来越成为

一种趋势，以小事不小的理念和服务体现信息化建设

的价值，拉近了师生用户对信息化建设的认同感和满

意度。

用户的广泛应用与参与        

高校微服务涵盖的范围极广。包括面向全体用户

的基础应用及核心业务应用。核心业务应用粘性强，

访问活跃度高，与传统的信息化系统紧密关联。这些

应用包括移动 OA、学工、教务、教学、财务、科研等。

此外，在一些高校也包括第三方应用。

在最近各高校普遍关注的一站式服务中，大家不

约而同地注意到微服务的力量。究其原因，还是随着

移动应用的普及，微媒介被大学生广泛应用，微模式

成为备受欢迎的“香饽饽”。

目前，一站式服务大厅提供的服务均采用微服

务架构。微服务架构实现了业务功能的解耦，将原

本单一的应用按照功能边界分解成一系列独立专注

的微服务。各高校积极开发的各种 APP 和小程序，

以及重点推动的“一张表”工程，都是以人为本、

 高校微服务渐成体系2019
文 / 本刊记者  朴艺娜

微服务的“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终目标是充分分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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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师生需求，实现由管理向服务转变而开展的信

息化建设工作，目标是不断提高师生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比如，上交的 “交我办”APP，是上海交通大学

网络信息中心自主研发的移动应用程序。从 2019 年 1

月到 9 月，“交我办”总办环节数达 71 万个，可见，

一个小小的应用程序却大大节约了校内师生的时间和

精力。

除 为 全 校 师 生 提 供 服 务， 针 对 特 定 群 体， 如

新生入学报到的迎新小程序、教师申报职称的“一

张 表” 工 程， 也 逐 渐 成 为 诸 多 高 校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焦 点， 旨 在 将 师 生 从 繁 复 的 新 生 入 学 及 填 表 工 作

中解放出来。

暨南大学的迎新系统作为迎新业务的核心，可为

新生报到业务提供完整支撑，学校以“点对点”模式

为特色的迎新小程序属一大创新。该小程序为每一位

新生推荐一位学长，到校前，新生可通过小程序与学

长建立联系，由学长为其提供“点对点”的关怀和帮助，

使其尽快了解学校情况。

此外，微服务对于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同样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微服务将校园的每位师生看作

是智慧校园的一部分，用户的广泛参与是微服务不断

提升的一个动力。

大势所趋但挑战不小

微服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单个微服务

的规模通常会控制在一定程度，客观上降低了复杂

度，提供了 Bug 修改、新功能实现、测试和持续集

成的效率；每个微服务都可以由一个小团队独自开

发、部署，采用、更换新技术框架及语言的成本大

大降低；不同服务能够独立运行、扩展，便于根据

服务特点采取最匹配的硬件，同时隔离运行环境，

不会相互影响可靠性。

在灵活提供服务及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同时，微服

务架构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微服务架构下，服务数

量较之前大大增加，开发时需要采用适合于分布式

系统的跨进程通信机制，以及考虑数据一致性的机

制，加大了研发本身的复杂程度；此外，测试的复

杂程度也会增加，原来测试只需启动单体应用即可，

现在测试某一个服务可能需要同时启动多个关联服

务。运维方面，服务的配置、部署、扩展复杂度都

会随着服务数量的快速提升而大大增加，以至于依

赖于手动操作无法处理。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依

靠新的技术手段。

此外，诸如服务过于碎片化、形式化，服务流

程有待优化，以及业务解构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学

校传统的管理类业务是否必要微服务化等，同样是

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微服务并不是最终的目标，

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强调了服务的大小，但没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业务逻辑应该按照什么规则划

分 为 微 服 务， 本 身 也 是 一 个 经 验 工 程。 微 服 务 的

“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终目标是充分分

解应用。

一站式服务大厅提供的服务均采用微服务架构。微服务架构实现了业务功能的解耦，将原本单

一的应用按照功能边界分解成一系列独立专注的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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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人脸识别在教育中的应用似乎特别

火。会议刷脸、迎新刷脸、进校门刷脸……而当人脸

识别进教室之后，争议开始扩大。

监控还是“监视”

2019 年秋季学期刚刚开学，一所高校就陷入了巨大

的争议中，原因既简单又复杂：该校在新学期用上了人

脸识别系统 , 包括在两间教室试点安装人脸识别系统进

行考勤，学生进教室后自动识别个人信息，全程监控学

生上课听讲情况，就连发呆、打瞌睡和玩手机等动作都

能被识别出来……一时间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澎湃新闻上一篇《人脸识别进课堂 , 有必要吗》的

文章措辞颇为严厉，其中提到，人脸识别系统虽然智

能，却难免会产生误伤和异化。无论从心理学研究来

说，还是从老师的教学经验来说，学习态度最认真的，

效果最好的，不会是那些总是两眼放光、死盯着老师

的学生，学习本来就该给学生“反刍”“走神”的间歇。

如果处在 AI 的时时窥探之下，头有没有低下来，眼睛

有没有走神，反而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会是一种

学习的“异化”，技术的“致命的自负”。

而南方日报《人脸识别进课堂也无妨》的评论则

较为和缓，该文章认为，从管理的角度看，课堂本来

就是公共场所，学生的本职就是学习，人脸识别就跟“点

到”一样，无非是管理方式的创新，无关隐私；而从

应用的角度讲，人脸识别只能用作教学目的，如果因

为某种目的被扩大化传播，就有可能侵犯学生隐私。

管控还是管理

人脸识别进教育产生的争议不仅国内有，全球亦

然。瑞典一所高中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记录学生的出勤，

被认为对学生个人信息的处理不符合欧盟《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GDPR) 的规定，监管机构对学校董事会开

出金额为 20 万瑞典克朗 ( 约合人民币 14.7 万元 ) 的罚单。

而在西班牙 IE 商学院马德里校区，采用人脸识别以确

定接受在线教育学生的上课状态则被认为可接受。

而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对于人脸识别进课堂也是

大有争议。一方面，有观点认为这是对技术的过度使用，

另一方面的观点则认为，这将有助于精准反馈于教学。

实际上，人脸识别进教室仅是信息时代隐私与技

术冲突的一个缩影。更广泛的争议则产生在大数据应

用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表示，所有信息化监

控学生的手段都要注意伦理和隐私问题。目前，监控

的技术已经不是问题，所以这不是对技术的考验，而

是对如何看待我们与学生关系的考验，是对我们的理

念的考验，也是对我们如何认识人的考验。她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在技术上已经可以支持监控行为大数据

的分析，但学校对此非常保守和慎重，因为伦理和对

学生隐私的尊重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相关人士表示，人脸识别技术进校园存在争议，

并不意味着因噎废食。使用它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被

监控者知情同意和最大程度的隐私保护。

的确，技术与教育的结合注定不是一个“山不到

我这里来，我就到山那边去”的简单过程，必然会出

现诸如伦理、隐私等诸多争议和悖论。

正如 2017 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已经预见到的：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

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

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如何处理好这

些问题，是我们需要积极面对的。

人脸识别进课堂引争议2019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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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2019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文件指出，到 2020 年，

在线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更加广泛，资源和服务更加丰富，在线教育

模式更加完善。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

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文件从五个方面提

出了 20 条工作措施，全面治理教育移动应用乱象，促

进教育移动应用有序健康发展。文件明确，2019 年底，

完成教育移动应用备案工作，开展教育移动应用专项

治理行动。到 2020 年底，建立健全教育移动应用管理

制度、规范和标准，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初步建

成科学高效的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文件提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

用。推进“教育 + 互联网”发展，按照服务教师教

学、服务学生学习、服务学校管理的要求，建立覆

盖义务教育各年级各学科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

教育部出台《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意见》。文件提出，到 2022

年，构建以校为本、基于课堂、应用驱动、注重创新、

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基本实现“三

提升一全面”的总体发展目标：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团队信息化指导能力显著

提升，全面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

络安全工作要点》。文件指出，以“育人为本、融

合创新、系统推进、引领发展”为原则，深入落实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加快推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文件

明确了十大核心目标，规划了十一个类别 35 项重点

任务，用于指导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

的开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文件将教育现代

化远景目标和战略任务细化为未来五年的具体目标

任务和工作抓手，提出 2018~2022 年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十项重点任务，其中第六项任务是“大力推进

教育信息化”，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

教学模式、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 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

2035》。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

长期战略规划，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文件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

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其中第八项任务是“加快信

息化时代教育变革”，推动教育组织形式和管理模

式的变革创新，以信息化推进教育现代化。

《智慧校园总体框架（GB/T 36342-2018）》、《数

字语言学习环境设计要求（GB/T 36354-2018）》、《多媒

体教学环境设计要求（GB/T 36447-2018）》、《电子考场

系统通用要求（GB/T 36449-2018）》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其中，《智慧校园总体框架（GB/T 36342-2018）》标准包

括智慧教学环境、智慧教学资源、智慧校园管理、智慧校

园服务、信息安全体系等的系统架构及基本要求。 

1 月

2 月

政策

3 月

6 月

8 月

9 月

出台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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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工作必须向着以学习为中心的、

促进和支撑主动式创新型学习的信息化建设和

应用模式转变。而要满足师生新学习方式的需

要，高校需要构建新型、主动的信息化建设和

应用模式转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成为一种不

亚于课堂的学习场，要能够与学校教学育人的主战场实现紧密的

结合。高校信息化的新境界是以学习为中心的开放包容和清朗有

序相得益彰的境界。

龚克 南开大学原校长

教育信息化 2.0 新时期是相对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特征而言的。教育

信息化 2.0 新时期的显著特征，即更加坚持时

代引领，更加坚持应用驱动，更加坚持深度融

合，更加坚持教育治理，更加兼顾探索普及，更

加兼顾区域差异，更加兼顾社会各方，更加兼顾顶层基层。教育

信息化 2.0 新时期是面对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更是教育信

息化在发展理念、建设方式上的一次跃升。

任友群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教育信息化 2.0 的目标落实在高校表现为，

智慧校园构成的数字校园是物理空间中校园的

拓展与延伸，其背后要解决数据的有机共享问

题，建设模式上要由各个职能部门、院系及师

生参与的多个建设主体共同建设。高校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当中，学生、老师、领导不仅仅是用户，一定是建设的

参与者、设计的参与者、反馈的参与者、评价的参与者，是建设

的主体、设计的主体。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办公室主任

信息化已经逐步成为变革教育体系、提升

教育品质的内生变量。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

领教育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

的战略选择，对于构建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

要意义。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教育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要付出更为艰苦的

努力。要凝视脚下路，在当前重点任务上精准发力，加快推动

教育信息化 2.0 实现跨越式发展。

钟登华 教育部副部长

教育信息化是信息时代的教育现代化，

不是工业时代的教育现代化，更不是农耕时

代的教育现代化，要具备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和特征。新时代教育信息化正在从 1.0 迈向

2.0，教育信息化 1.0 阶段已经完成起步和普及

应用。2.0 阶段“三全两高一大”的目标都要争取实现。对高等

教育而言，教育信息化要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到 2035 年实现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

提升，提供重要的支撑。

雷朝滋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启动实施，

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已从起步、应用阶段

走向融合、创新阶段。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

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抓

手，将由浅入深、由内而外地改变传统教育。

杨宗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教育信息化 2.0

记录 2019 观点
2019 年教育信息化重要观点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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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推进大

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准确把握和处理好三

个关键问题：一是坚持和完善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体制机制，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

代大学制度，三是坚持和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

杜玉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互联网 +”条件下的教育治理新模式至

少包括：构建安全有序的教育信息化环境，建

立健全监管机制，确保网络和数据安全；推

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建立完善

教育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形成规范统一、

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国家教育数据开放体系；布局构建教育

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学习者和教

与学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

雷朝滋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新时代中国大学推进内涵式发展、提升综合

竞争力的内在需求。高校要审时度势、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通过理念、制度、能力、方法等

的革故鼎新，不断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加快推

进“双一流”大学建设。

袁占亭 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已经跳出了学校教育，

而是站在服务人的终身学习的角度来构建新

的教育体系。未来的大学，可能只是人类受教

育的一个节点，终身教育的一个驿站。在此背景

下，信息化如何推动实现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成为时代的命题，也是时代给予各高校的机会。

陈丽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人工智能是实现教育生态重构的有效手

段，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度广泛应

用，将彻底改变教育的时空场景和供给水

平，将实现信息共享、数据融通、业务协同、

智能服务，推动教育整体运作流程改变，使

规模化前提下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教育成为可能，进而构建出

一种新的灵活、开放、终身的个性化教育生态体系。

陈宝生 教育部部长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蓬勃

发展，时代前进的步伐正有力地带动着教

育改革创新。智能时代人机协同、共创分

享的理念将深入影响到教育行业的方方面

面，引发对现有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师

角色等系统性变革。智能技术不应单纯被视为一种工具，它

还是推进教育变革的重要动力。

钟登华 教育部副部长

智能教育的时代，我们是见证者也是

参与者，是分享者也是同行者，是探索者

也是受益者。面对智能时代的来临，如何

构建全新的教育生态体系，如何变革人才

培养体系，如何创新教育服务模式，如何有

效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我们还在积极探索，还面临诸多尚未

解决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的努力。

雷朝滋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人工智能科技在教育的赋能与应用，

将带来全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可以

为加快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

打破教育阶段的界限，打通人才培养链条，

串联小学、中学、大学、社会的教育形式，

使教育走向一贯性、联动性和终身性，形成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体格局。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教育治理智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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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目前 IPv6 发展存在以下几个瓶

颈：IPv6 的网络质量和服务性能有待提升；

IPv6 的流量占比偏低；互联网应用的 IPv6 改

造广度和深度不足；CDN、云服务平台的 IPv6

改造进度尚需加快；家庭固定宽带网络 IPv6 普及

面临较大压力；IPv6 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有待提升。应坚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共同破解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中的重点、

难点以及关键问题。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

在推进高校规模部署 IPv6 的具体工作过程

中，有五个方面的实施策略需要特别注意：第

一，加强统筹规划，将 IPv6 融入学校信息化

顶层设计。第二，强化技术创新，科教结合培

养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人才。第三，创新特色应用，

助力提升 IPv6 的覆盖范围和质量。第四，提升防护能力，不断

筑牢 IPv6 的网络安全屏障。第五，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

球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舒华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处处长

2020 年后，最重要的技术将是 IPv6。这不

局限于 IPv6 协议本身，而是基于 IPv6，提出

新的系列协议，产生新的应用。基于双栈的

IPv6 过渡技术 1.0 将演进成基于翻译的 IPv6

过渡技术 2.0，网络构成为经过“翻译”的 IPv4

加上新建纯 IPv6，表现模式为对外双栈、功能解耦、阶段实施、

保证安全。

李星 清华大学教授

升级到 IPv6，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但

也蕴藏着很多创新空间。IPv6 的路由、安全、

认证、性能、故障排查……都与 IPv4 不同，

基于这些新的技术特性，需要新的产品帮助我

们管理 IPv6。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创新的眼界

和勇气。真正的好想法一定是在工作中发现和积累的，要从工作

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马严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IPv6

目前，一个高速宽带、移动泛在、通达

全国、连接世界的现代化通信网络已布局

于世界东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发展速度不断加

快，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跨界融合和深度

应用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壮大，为迈向网络强国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肇雄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领域和行业边界

愈加模糊，数据无论是对于国家、高校还

是个人来说，都成为了关键的资源。但需

要注意的是，大数据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

“大”上，与普通数据相比，它最大特点是

带有时间戳，这就为实时进行大数据的智能处理提供了可能。

时序大数据就是批式大数据加上流式数据，这些带有时间标

签的数据可以形成带有时间顺序的关系图谱、关联图谱。

陈纯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前在大数据应用的实践中，描述性、

预测性分析应用多，决策指导性等更深层

次分析应用偏少，大数据应用仍处于初级

阶段。未来，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展、技术的

提升、数据共享开放机制的完善，以及产业生

态的成熟，具有更大潜在价值的预测性和指导性应用将是发

展的重点。

梅宏 中国科学院院士

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今天在教育和人

才培养思维当中，我们必须要运用大数据，

通过数据分析、数据驱动的方式来找出其

中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逻辑性，而通过这样

整体的因果论来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创建

新的模型。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和机遇，也是一个大

变革的时代，我们要思考未来的教育改革创新模式怎样应用

其中。

郑庆华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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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星  包丛笑

2019 年是互联网前身“阿帕网”（ARPANET）诞生 50 周年，

在阿帕网之后，才产生了改变整个世界的互联网。本文将讨论互

联网技术的演进，以及对今天网络研究工作的思考。

初始的创新思想：分组交换

1961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伦纳德·克兰罗克

(Leonard Kleinrock) 发表了第一篇分组交换 (packet-switching) 的论

文。1964 年，美国兰德公司的保罗·巴兰 (Paul Baran) 提出了基

于分组交换技术的抗毁网络 (message block switching)，即使在核

攻击之后也能提供对核导弹的发射控制，以确保二次打击能力。

1965 年，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NPL)

的唐纳德·戴维斯 (Donald Davies) 也提出了分组交换的概念和术

语，其目标是振兴英国计算机行业和商业应用 [1, 2]。

1962 年，苏联的维克多·格卢什克夫 (Viktor Glushkov) 提出

苏联计算机网 (OGAS) 项目，其目的是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建立全

国范围的统一数据获取、计算机建模和指令性调度系统。OGAS

有六个主要目标：(1) 为国民经济优化的规划和管理建立统一理

论数学模型；(2) 建立统一的经济信息系统；(3) 为规划和管理建

立标准化和算法化的流程；(4) 为解决经济问题建立数学模型；(5)

设计并建立统一的国家计算机网络；(6) 基于数学方法和计算机

技术，建立专门的规划和管理系统。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苏联计

划必须设计并建立统一的国家计算机网络，包括 1 个国家计算中

心，200 个地区计算中心和 2 万个基层计算中心 [3]。

如图 1 所示，保罗·巴兰的文章列出了三种网络拓扑结构。

保罗·巴兰的目标是建立最具生存性的网络，唐纳德·戴维

斯的目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算机联网，这两种条件隐含着分

布式的网络拓扑结构，而传统电话网所使用的电路交换技术并不

适用于分布式网络拓扑，从而产生了分组交换技术。维克多·格

卢什克夫提出的目标是计划经济下的集中控制，因此是中心式网

络拓扑，可以使用电话交换的模式。从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

OGAS 项目并没有产生分组交换的思想。

1962 年，约瑟夫·利克莱德 (J.C.R. Licklider) 加入美国高级

研究计划署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Agency, ARPA)，并成为其

信息处理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 IPTO) 的首

席执行官，他以网络概念的重要性说服了 ARPA 的伊凡·苏泽

兰 (Ivan Sutherland)、鲍勃·泰勒 (Bob Taylor) 和麻省理工学院研

究员劳伦斯·罗伯茨 (Lawrence G. Roberts)。1967 年，劳伦斯·

罗伯茨加入 ARPA，发表了“ARPANET”计划书。ARPANET 团

队设计了网络控制协议 (Network Control Protocol, NCP)。1969 年，

ARPANET 的四个节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研究所

(SRI)、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犹他大学）运行成功，这标志着

全世界第一个分组交换网络正式运行。表 1 为互联网和苏联计算

机网的比较。

分组交换技术的创新依赖于新的需求。当然，如何看待无

连接分组交换的革命性，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计算机科学

家，互联网先驱和历史学家约翰·戴 (John Day) 的说法是：“从

——纪念 ARPANET 诞生 50 周年

图 1   三种网络拓扑结构

表 1  互联网和苏联计算机网的比较

大道至简  互联网技术的演进之路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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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电话的角度看，无连接分组交换无疑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创新；

但从计算机的角度看，数据在缓存里，无连接分组交换只是把数

据从一个缓存移到另一个缓存中，分组交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推

论。”

革命性的创造：无连接分组交换

1972 年，负责 ARPANET 的罗伯特·卡恩 (Robert E. Kahn) 在

国际计算机通信大会 (ICCC) 上组织了一次非常成功的 ARPANET

演示，首次向公众公开展示了这种新的网络技术。同年，路

易·普赞 (Louis Pouzin) 主持法国分组交换网络 (CYCLADES)。

CYCLADES 是第一个不靠网络本身，而使用主机负责可靠传输

数据的网络，路易·普赞提出了无连接的数据报 (datagram) 和端

到端协议机制的概念。他认为，用户终端不应该相信网络是可靠的，

同时网络也不可能是可靠的，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

ARPANET 最初使用的协议是 NCP，但这一协议并不成熟。

罗伯特·卡恩在进行 ARPANET 卫星分组网络和地面无线分组网

络项目的过程中，认为需要开发开放式架构网络模型，任何网络

都可以与任何其他独立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进行通信。为此，罗伯

特·卡恩设定了四个目标：(1) 网络连接，任何网络都可以通过

网关连接到另一个网络；(2) 分权，没有中央的网络管理或控制；

(3) 错误恢复，丢失的数据包将被重传；(4) 黑匣子设计，不必对

网络进行内部更改以将其连接到其他网络。1973 年温顿·瑟夫

(Vinton Cerf) 加入了罗伯特·卡恩的项目，他们创建了下一代传

输控制协议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CP)。在该技术的早期

版本中，只有一个核心协议。在 TCP 的开发过程中，温顿·瑟

夫和罗伯特·卡恩使用了 CYCLADES 的概念。

分 组 交 换 的 研 究 也 形 成 了 国 际 化 的 项 目， 以 美 国

ARPANET，英国 NPL 和法国 CYCLADES 项目成员为主，成立

了国际网络工作组 (INWG)。1974 年，INWG 形成了两个主要提

案，一个是以美国 ARPANET 为主的 INWG 39，另一个是以欧

洲 CYCLADES 和 NPL 为主的 INWG 61。这两个方案都是基于

无连接的分组交换技术。1975 年，INWG 形成了统一美国方案

和欧洲方案的 INWG 96，并正式提交给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

会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TT)，但遭到拒绝。CCITT 的主要论点是分组交换是可以接

受的，但必须采用虚电路 (Virtual Circuit)。1976 年，CCITT 发布

了自己的虚电路分组交换标准建议 X.25。此外，国际计算机工

业巨头 IBM 推出的系统网络架构 (Systems Network Architecture, 

SNA) 分组交换网络也是虚拟电路方案。

由于垄断的特性，传统电信界和大型商业界的运行模式就是

层次结构，虽然他们看到了 ARPANET 分组交换的成功，但是思

路仍然是电路交换，因此产生了面向连接的虚电路技术。无连接

分组交换（即互联网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IP)）和虚电路分组交

换（即异步传输模式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ATM)）的战争

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末，最后互联网协议胜利了。表 2 为互联网

和 X.25、ATM 等的比较。

系统化、完备化：沙漏模型

1977 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ARPA) 与 BBN 科技

公司 (BBN Technologies)、斯坦福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签订合同，

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开发协议的验证版本：TCP v1 和 TCP v2。

在开发过程中，为了使网络不仅能够支持文件传输类的应用，还

能够支持语音等对延时敏感但对丢包不敏感的特性，1978 年，

温顿·瑟夫、丹尼·科恩 (Danny Cohen) 和约翰·普斯特尔 (Jon 

Postel) 将 TCP 的功能分为两个协议：TCP 和 IP，成为 TCP v3 和

IP v3，然后使用 TCP/IP v4 进行稳定，最终形成了著名的 TCP/IP

的沙漏模型，如图 2 所示。

1978~1983 年间，多个研究中心开发并实现了 TCP/IP 原型

系统。1982 年 3 月，美国国防部宣布 TCP/IP 为所有军用计算

机网络的标准。1983 年 1 月 1 日，ARPANET 从 NCP 到 TCP/IP

图 2   TCP/IP 沙漏模型

表 2  互联网和 X.25、ATM 等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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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正式完成。1983 年，美国科学基金网 (NSFNET) 决定使

用 TCP/IP 协议。同年，ARPANET 重组为两部分：ARPANET 和

纯军事用的 MILNET。1984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承认

TCP/IP 与开放式系统互联 (OSI) 原则相符，TCP/IP 成为事实上的

国际标准。1985 年，TCP/IP 成为 UNIX 操作系统的组成部分。之后，

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都逐渐支持 TCP/IP 协议。随着 NSFNET 等

网络的规模扩大，1990 年 ARPANET 结束了运行。其后 1995 年 , 

面向科研的 NSFNET 也逐步退役，互联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商业

化发展阶段。

温顿·瑟夫总结了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力量：(1) 不为任何特

定的应用设计，仅仅做到移动数据报文；(2) 可以运行在任何通

信技术之上；(3) 允许边缘的任何创新；(4) 可扩展性强；(5) 对于

任何新协议、新技术、新应用开放。这一结构为 1989 年诞生的

万维网 (World Wide Web, WWW) 等应用提供了保证。

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有效合作

互联网的成功是学术界和工业界有效合作的成果。1969 年

（即 ARPANET 诞生的同一年），美国计算机学会 (ACM) 的

网络研究兴趣委员会 SICCOM(Special Interest Committee on Data 

Communications) 成立，次年改名为 SIGCOMM，其同名的年度会

议成为网络研究的旗舰会议 [4]。以 SIGCOMM 为代表，但不局限

于 SIGCOMM，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互联网方面重要的学术

论文和学术报告有：

1. 1961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伦纳德·克兰罗克完成博

士论文《大型通讯网络中的信息流通》(Information Flow in Large 

Communication Nets)。

2. 1962 年，美国保罗·巴兰完成兰德公司内部报告《论分

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RAND 

Corporation papers)。 

3. 1965 年，英国唐纳德·戴维斯完成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的内部报告《一种数字通信网络的建议》(Proposal for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4. 1967 年，美国劳伦斯·罗伯茨发表论文《多计算机网络

和计算机间通信》(Multiple Computer Networks and Intercomputer 

Communications, SOSP’67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CM symposium on 

Operating System Principles)。

5. 1974 年，温顿·瑟夫和罗伯特·卡恩发表论文《一种分组

网络通信协议》(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 

IEEE Transaction on Communications)。

6. 1984 年，美国戴维·克拉克 (David Clark) 发表《设计系统

中的端到端论据》(End-To-End Arguments in System Design,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Systems (TOCS))。

7. 1988 年， 美 国 范· 雅 各 布 森 (Van Jacobson) 发 表

《拥塞避免和控制》(Congestion Avoidance and Control, Proc. 

SIGCOMM’88)。

8. 1988 年，戴维·克拉克发表论文《DARPA 互联网协议的

设计理念》(The Design Philosophy of the DARPA Internet Protocols, 

Proc. SIGCOMM’88)。

9. 1989 年，蒂姆·伯纳斯 - 李 (Tim Berners-Lee) 向欧洲粒

子物理研究所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

提交报告《具有类型化链接的大型超文本数据库》(A Large 

Hypertext Database with Typed Links)。

10. 1990 年，戴维·克拉克发表论文《新一代协议体系结

构的思考》(Architectural Considerations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Protocols, Proc. SIGCOMM’90)。

这些学术论文和报告包括：分组交换的思想，互联网的设计

哲学，互联网的体系结构，拥塞控制算法，万维网的设计，甚至

是未来网络设计考虑，等等。

1985 年，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成立，网关算法和数据结构工作组 (Gateway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GADS) 成为其第一个工作组 [5]。从那时起，IETF

成为制定互联网协议标准的组织。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间，

互联网最核心的 RFC1 标准有以下代表：

1. 1969 年，网络工作组 (Network Working Group) 发表第一个

标准：RFC1（主机软件 (Host Software)），是 ARPANET NCP 协

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2. 1980 年，IETF 发布 UDP 标准：RFC 768 （用户数据报协

议 (User Datagram Protocol)）。

3. 1981 年，IETF 发布 IP 标准：RFC 791 （互联网协议 (IP)）。

4. 1981 年，IETF 发布 TCP 标准：RFC 793（传输控制协议

(TCP)）。

5. 1983 年，IETF 发布域名系统 (DNS) 标准：RFC 882 （域名：

互联网前身“阿帕网”（ARPANET）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2020.1 中国教育网络 37

概念和机制 (Domain Names: Concepts and Facilities)）。

第一任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IAB) 主席戴维·克拉克于 1992 年激情洋溢地描述 IETF 管理变

革和增长过程的方法：

开放的过程：让所有的声音都被听到；

封闭的过程：取得进步；

市场推进的过程：未来是商业化的；

规模驱动的过程：未来是互联网的天下。

戴维·克拉克发布了 IETF 宣言：“我们拒绝国王，拒绝总统，

拒绝选举。我们相信的是粗略共识和可以运行的代码。”

互联网的设计原理

互联网的核心是体系结构，定义为“分层与协议的集合”，

包括“设计原则和技术组件”。互联网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互联

网体系结构不断研究和深化理解的过程。

在总结 ARPANET 的经验时，BBN 公司克雷格·帕特里奇

(Craig Partridge) 指出，基本上每个人在首次构建分布式应用程序

时，都会做出以下八个假设：(1) 网络是可靠的；(2) 延迟是零；

(3) 带宽是无限的；(4) 网络是安全的；(5) 拓扑不会变化；(6) 有

唯一一个的管理员；(7) 传输成本是零；(8) 网络是同质的。从长

远来看，这一切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并且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和

痛苦的学习经历。

他进一步总结了 BBN 在网络体系结构设计中的六个原则：(1)

坚持自己的理想；(2) 考虑运算和数据流，而不是应用；(3) 接受

你不能回答一些问题的现实；(4) 不要囤积你的问题；(5) 不要担

心后向兼容性；(6) 不要被实现的具体问题所困扰。

戴维·克拉克在 1988 年总结 ARPANET 的设计哲学为：(1)

能够有效地多路复用现有通信技术；(2) 在网络或网关失效的情

况下，仍然能够通信；(3) 互联网必须支持多种类型的网络通信

服务；(4) 互联网体系结构必须能够使用各种通信网络；(5) 互联

网体系结构必须允许对其资源的分布式管理；(6) 互联网体系结

构必须高效；(7) 互联网体系结构必须允许主机容易联网；(8) 互

联网体系结构使用的资源必须可问责。

有趣的是，戴维·克拉克在 2008 年更新了他的互联网设计

哲学：(1) 安全性；(2) 可用性和抗毁性；(3) 经济活力；(4) 加强管理；

(5) 满足社会需求；(6) 可持续性；(7) 支持未来的计算；(8) 开拓

未来的网络；(9) 支持未来的应用；(10) 按需定制。更有意思的是，

戴维·克拉克强调这些设计哲学的排序也非常重要，当颠倒了这

些优先级时，就可能设计出完全不同的网络体系结构。

从工程的角度讲，RFC 1958 总结了互联网的核心思想：“目

标是连通性，工具是互联网协议 (IP)，终端智能表现在端对端，

而不在网络本身。” RFC 1958 具体列出了互联网的设计原则：

(1) 网络协议必须适应异种机之间的互联；(2) 选择某一个方法（依

靠标准）；(3) 具有很好的扩展性；(4) 性能、成本和所能实现的

功能的平衡点；(5) 保持简单性；(6) 模块化；(7) 不要等待找到完

美的解决方案；(8) 尽量避免选项和参数；(9) 在发送时应严格，

在接收时应宽容；(10) 小心处理自己没有请求而收到的分组；(11)

避免循环依赖性；(12) 对象应该能够自我描述，必须使用由互联

网数字分配机构 (The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授权所使用的编码；(13) 任何协议都应使用统一术语、注释、比

特和字节顺序；(14) 只有实现了几个能够运行的程序，互联网的

协议才能成为标准。

经验、教训和反思

互联网的设计原理保证了 TCP/IP 的成功，使其成为了当今

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互联网的体系结构是简单的，但不

是完美的。例如 TCP/IP 在网络层没有流量控制，没有显式的跨

自治域标识，没有准入控制，没有严格的源地址认证，等等。但

正是容忍了这种不完美性，才获得了简单性，而由于简单性，带

来了互联网的可扩展性和其他优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场 TCP/IP 对决 OSI 的协议战争。

对照来看，OSI 模型是更加完美的，在每一层都重复性地包含寻

址、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等功能，其代价是协议非常复杂，性能低，

产品成熟度低。因此，TCP/IP 战胜了追求完美的计算机网络体

系结构 OSI。一种说法是：OSI 是一个美丽的梦想，TCP/IP 正在

实现它 [6]。

20 世纪 90 年代，还发生过一场 TCP/IP 与 ATM 的技术战争。

对照来看，ATM 技术是更加完美的，ATM 采用面向连接的信源

交换方式，可以提供固定、低延时并满足各种服务质量的通信

服务，但 ATM 需要更大的开销，大规模虚电路的建立在原理和

实现上均非常复杂。因此，TCP/IP 战胜了追求完美的通信协议

ATM。

ARPANET 的四个节点运行成功，标志着全世界第一个分组交换网络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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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很多公司一直都不明白“简化”的重要性，总

是把这个根本的设计概念抛诸脑后，重视开发“丰富”的功能，

实际上大多是冗余和复杂的。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完美。互联网演进过程中，也有很

多教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人们意识到只有 40 亿个地

址的 IPv4 不敷使用。1993 年第一篇正式提出网络地址映射技

术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的文章《通过地址重用扩展

IP 互联网》(Extending the IP Internet Through Address Reuse) 在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view 发表，1994 年对应的 RFC 文章

发表《RFC 1631: IP 网络地址转换器》(RFC 1631: The IP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在 NAT 开始部署的 10 年里，IETF 内

部对是否应该部署 NAT 有很大争议。NAT 使用私有地址，这样

就偏离了 IP 协议的基本模型（为任何主机之间提供端到端的可

达性），违背了互联网最初的体系结构。IETF 严格地基于端对

端的原理，因此采用扩展全球地址空间的技术路线，启动了下一

代互联网协议 (IPNG) 的工作，最终促成 IPv6 协议的标准化。但是，

IETF 对设计部署一个新 IP 协议的可行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

所需的时间和努力方面都过于乐观 [7]。

体系结构的原则应作为解决问题的指导。然而在某一个阶

段，IETF 把端到端的可达性模型当成绝对真理，完全排除了

NAT 作为解决地址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手段，导致了 NAT 标准

化的缺陷。IETF 对于 NAT 技术的排斥，也导致在 IPv6 标准

制定时，把 IPv4/IPv6 之间的翻译技术也作为非优先推荐技术。

随着 IPv6 协议部署的扩大和人们认识的提高，IETF 从 2011

年开始重视 IPv4/IPv6 翻译技术的标准化，并于 2017 年完成

系列标准的制定。更深入地看，无状态 IPv4/IPv6 翻译技术在

不同协议族之间，仍然可以实现在任何主机之间提供端到端地

址的可达性。

TCP/IP 的成功也阻碍了网络体系结构进一步的重大升级。

戴维·克拉克指出了未来网络的两种技术路线选择：演进性路线

和革命性路线。革命性路线的困境在于：通向未来互联网的道路

必须通过 IP，而为了实现未来，又必须最终取代 IP。

展望未来

互联网成功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新的需求和无约束的创新精神，产生了无连接分组交换技

术；

2. 对网络研究长期不断的经济支持，使 ARPANET 引领技术

发展；

3. 政府赋予远见的政策导向，使互联网在美国成长和发展，

导致苏联的网络计划没有成功；

4. 共享互利的学术交流，形成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合作；

5. 勇于创业的企业家，形成了互联网企业。

总结过去十年，我们认为：(1) 网络技术的演进不遵循固定

轨迹，充满难以预测的爆发、转折、交错，但是成功的技术一定

能够符合互联网设计原则；(2) 互联网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其巨

大的惯性对技术演进会造成相当的阻碍，因此成功的技术一定是

简单的、模块化的、多方因素平衡的（不是理论上完美的）；(3)

每一个十年都会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技术 [8]。

我们对今后十年作了预测：(1) 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十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2) 今后的十年是下一代互联网协议即

IPv6 普及的十年，但不能用 IPv4 的思维来考虑 IPv6；(3) 学术研

究和工程标准的过程一定是开放的、国际化的。若自创一套与国

际不兼容的网络技术，将不符合“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我国基本国策。

网络作为一个既有重大学术研究问题的挑战性学科，又有大

规模应用场景的工程问题，是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值得付

出毕生精力努力的事业。对于年轻人，前辈们的一些话十分值得

参考：

“在学术界，我们杀死了那么多聪明的头脑……，我们花了

20 年的时间让我们的研究生从事电路交换的研究工作。然后，

我们又浪费了 20 年让我们的研究生试图取代 TCP/IP。我们不要

取代它，而要利用它，发展它。”

“在网络界，做最有趣的研究的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文

章，而花费大量精力去充实他们出版清单的人却并不总是有有趣

的事情可说。希望年轻人能多做有趣的研究，并写出来发表。”

ARPANET 诞生 50 年来，互联网可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人造工程。希望中国的网络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能够努力

工作，创造出从历史价值上可以比拟，甚至超过 ARPANET 的人

造工程。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1 为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2 为清华大学网络科学和网络空间研究院副研究员）

脚注：
1 Request for Comments 的简称，是一系列以编号排定的文件。文件收集了有关互联

网相关信息，以及 UNIX 和互联网社区的软件文件。基本的互联网通信协议都有在

RFC 文件内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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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 http://www.sigcomm.org/.

[5] https://www.ietf.org/.

[6] https://spectrum.ieee.org/tech-history/cyberspace/osi-the-internet-that-wasnt.

[7] https://www.ietfjournal.org/.

[8] https://blog.apnic.net/.

（注：本文原文刊载于《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CCCF）杂志 2019 年 12 期，

原标题《纪念 ARPANET 诞生 5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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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时序大数据？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领域和行业边界愈加模糊，数据无

论是对于国家、高校还是个人来说，都成为了关键的资源。在

互联网以前，我们只有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然后才有了数据

产品及信息空间。在信息空间中，云计算、人工智能、VR/AR

都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但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的价值不仅仅

体现在“大”上，与普通数据相比，它最大特点是带有时间戳，

这就为实时进行大数据的智能处理提供了可能。

时序大数据就是批式大数据加上流式数据，这些带有时间

标签 ( 按照时间的顺序变化，即时间序列化 ) 的数据可以形成带

有时间顺序的关系图谱、关联图谱。

分析计算结合智能模型，便构成了时序大数据实时智能

技术架构，可以进行实时采集、实时加工、实时分析、实时

决策，也即智能决策平台的实时决策。研发具有快速、高效、

智能且自主可控的时序大数据实时处理技术与平台，面临诸

多技术难点。

关键技术一：

面向复杂网络统计指标的增量计算。大数据的分析，一些

陈纯：网络安全将进入实时智能攻防新时代

统计指标特征计算是非常重要的，均值、方差等。简单算法、静

态取数、容器类算法、复杂算法、CEP 等分别如何实现？增量计

算中如何进行退单等常见场景的逆向计算？事件乱序抵达如何确

保增量计算的结果一致？这些数理统计算法中的增量计算、可逆

计算、乱序计算等问题需要考虑。

关键技术二：

面向网络时序数据处理的动态时间窗口。时间窗口需提供滚

动、滑动的漂移能力，支持长周期时间窗口的动态精度控制，支

持基于弹性时间窗口的实时 ADHoc 查询。

关键技术三：

网络事件序列识别技术 ( 复杂事件处理 CEP)。事件模式的

增量匹配、叠加通用算法的增量统计等支持 CEP 的增量匹配及

数理统计问题。

关键技术四：

动态网络图谱的实时分析计算。时序图谱的极速增量建

图，时序图谱的分布式处理及面向时序图谱的查询语言。大规

模时序图谱如何提供百万 tps 的建图能力；在时序图谱的分布

式处理，10 亿顶点，100 亿边 (10 亿时序复杂边 ) 的前提下，

3 层以上查询如何控制在秒级；大规模时序图谱秒级地图搜索

( 最短路径、Page Rank、Louvain、LPA 等 ) 能力；面向时序

图谱的查询语言，支持动态时序图谱的时间维度 Ad Hoc 查询

分析能力。

在时序大数据实时智能处理技术这套完整的技术体系里，需

要融合实时指标计算、智能学习、智能决策、关联图谱四大平台

子系统，来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生与知识应用能力。实时指标平

台需要解决从原始的流水到指标的实时计算和指标的快速存储、

快速读取问题；同时，也要有底层技术来解决实时的指标采集和

清洗问题。

关于高校网络安全，当前的高校网络自动化场景包括账号

系统撞库攻击，数据恶意爬取攻击，公平性破坏攻击等，而时

序大数据实时智能处理技术在这些方面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 （责编：项阳）

陈纯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数据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大’上，与普通数据相比，它最大特点是带有时间戳。”

（本文根据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在 CERNET 第二十六届学术年会

上的讲话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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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遵从简单有效原理

从互联网的历史发展看，互联网协议 IP 是适用于网络的“奥

卡姆剃刀定律”，也就是“简单有效原理”。为什么 IP 协议如

此简单却又如此行之有效？正是因为 IP 让互联网专注于做自己

的工作，也就是数据包的转发。

现状：内容和服务的聚合器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网络，而是内容和服务分发

平台的最后一公里聚合器。我们看到的很多网络功能，都来自于

应用。应用取代了一切，驱动一切的发生。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管

控的时代，是用户推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变得“没有计

划，没有精心的组织和编排”，用户可以自己决定怎么操作，用

户的行动决定了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未来：开放技术是创新源泉

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将走向哪里？首先，物联网是未来发展的

Geoff Huston：互联网将走向何方？

一个方向。物联网将数十亿的设备连接，就一定要思考网络安全

问题。其次，创新的服务和应用将塑造互联网的未来。最有效的

创新力量是开放技术，尤其是开放软件，它使得创新者能够在当

前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开拓和发展新的技术。

发展互联网要“专注”且“简单”

知史以明鉴。互联网 50 年的发展史教给我们两个重要原则：

专注、简单。“专注”意味着不要试图去解决所有的事情，而是

专注于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如果想扩大互联网的规模，一定

要从最“简单”的一步开始，复杂化并不会让问题迎刃而解。

IP、DNS 等恰恰就是推动互联网发展的“简单”且“专注”的协

议。因此，互联网未来的发展不需要重新开始，我们也无须忘记

从数据包传输网络中学到的一切。它告诉我们，互联网应该如何

去使用和发展。 （责编：项阳）

（本文根据 APNIC 亚太地区互联网信息中心首席科学家 Geoff Huston 在

CERNET 第二十六届学术年会上的讲话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项阳）

Geoff Huston

APNIC 亚太地区互联网信息中心首席科学家

图 1  物联网将数十亿的设备连接

“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原则：专注、简单。”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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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USE 发布 2020 年度十大 IT 议题
简化、维持、创新：数字化转型的动力

（来源：EDUCAUSE，翻译：吉元）

在 2019 年美国高等教育信息

化协会（EDUCAUSE）年会上，

发布了 EDUCAUSE 2020 年度十大

IT 议题。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正

在关注这 10 个 IT 问题：

1. 信息安全战略 : 

开发一种基于风险的安全战略，此安全战略可以有效

地检测、响应和阻止安全威胁与挑战。

2. 隐私 : 

保护机构成员的隐私权，以对所保护全部类型的内部

数据有维护义务。

3. 可持续的基金资助 : 

在预算限制日益紧张的时代，开发基金资助模式来维

持服务质量，并适应新的需求以及不断增长的 IT 服务。

4. 数字集成 : 

通过多个应用程序和平台交叉，确保系统的互通性、

可伸缩性和延展性，以及数据的完整、安全、标准和可治理。

5.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 : 

创建一个学生服务生态系统，以支持全部的学生生活

周期，包括招生、入学登记、学习、就业、参与校友活动

和继续教育。

6. 学生在校和学业完成 : 

结合人工智能来开发功能和系统接入到学生服务，以提

供个性化和及时的支持。

7. 改进注册 : 

使用技术、数据和分析来开发一个包容性的、财务上可

持续的注册策略，通过个性化的招生、注册和学习体验来服

务更多的学生。

8. 高等教育可负担性 : 

调整 IT 部门、优先事项和资源，使之与高校的优先事

项和资源结合起来，以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

9. 管理简化 : 

应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流程改进和系统再造，以减

少冗余或不必要的工作，并改进最终用户体验。

10. 整合的 CIO: 

重新定位或加强 IT 领导的作用，在支持高校使命方面，

使 CIO 成为高校领导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责编：项阳）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42 中国教育网络 2020.1

我们将对两种过渡方法（双协议栈和 464XLAT）如何影响

15 年内运营商对全球可路由 IPv4 地址的技术要求进行建模。该

模型让我们能够探索运营商对 IPv4 地址的需求如何受各种用户

增长率，以及运营商流量矩阵中 IPv6 功能增长的影响，从而深

入了解 IPv4 地址稀缺性如何为部署 IPv6 提供激励。

影响 IPv4 地址需求的关键变量

在双栈方法中，运营商实现单独的 IPv6 网络，在边缘路由

器使用有状态 NAT64 的 IPv4 网络，以及在网关路由器使用 IPv4

的运营商级 NAT 技术（CGN）。在 464XLAT 方法中，运营商

采用了上节报告中讨论的方法，其中 90% 的设备被视作具有

IPv6 功能（反映移动设备的当前状态）。无状态的 NAT64 被放

置在边缘路由器上，将任何用户的 IPv4 会话转换为 IPv6。核心

IPv6 网络及网关上的有状态运营商级 NAT64，将 IPv6 会话转换

为公共 IPv4。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假设运营商在配置 CGN 路

由器时使用典型的活跃用户，保留端口和压缩比值。保持 IPv4

和 IPv6 之间的兼容性的需求意味着部署 IPv6 网络必须继续使用

IPv4 地址。该模型旨在说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IPv4 地址要求

是如何变化的。

一个简单的发现是网络运营商的 IPv4 地址需求不受这两种

IPv6 过渡模式（双栈和 464XLAT）中任何一种的影响。虽然 IPv6

地址的需求不同，但两种过渡模式下的 IPv4 地址需求相同。网络

运营商对全局路由 IPv4 地址的技术需求受以下变量的影响最大：
 以订户 / 用户为单位的网络的基准大小（即它是从一千个

用户、十万个用户还是一千万个用户开始的）；
 订户 / 用户的增长率和特定的轨迹增长模式（例如平坦模

式、简单线性增长模式、先增长后停滞模式、加速增长模式或标

准 S 曲线增长模式）；

 网络网关的基准 IPv6 流量比（开始启用支持 IPv6 流量大

小）；

 IPv6 流量比率变化的速率和模式（例如平坦模式、简单线性

年百分率、先增长后停滞模式、加速增长模式或 S 曲线增长模式）。

在我们讨论该模型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关于网络规模增长和

IPv6 比率变化在 60000 多个网络运营商中各自不同。有些网络规

模庞大，发展迅速，并且嵌入在大部分流量都支持 IPv6 的环境中；

有些网络规模很小，没有增长，并且在 IPv6 能力低的环境中交

换大部分流量。当然，更多网络的情况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

运营商多样性意味着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出现。有关 IPv4 地址获

取和 IPv6 部署的所有决策都将在个体运营商（AS）层面进行，

并将反映这种多样性的条件和激励措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展示

各种情景并讨论它们对过渡情况的影响。

总的来说，该模型表明用户增长率和流量比率向 IPv6 迁移

的速率是影响 IPv4 地址需求的最关键因素。用户的快速增长推

动 IPv4 需求向上发展，流量比率向 IPv6 迁动推动其向下发展。

图 1 显示了第一组假设，其中涉及了一个大型移动网络，其

用户增长迅速（每年 15%），并且每年流量比率移向 IPv6 迁移

影响 IPv4 地址需求的模型构建
——IPv6 网络迁移经济学（四）

图 1  场景 1（移动 ISP，快速增长）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编者按：

《IPv6 网络迁移经济学》报告由 ICANN 的首席技术官办公室（OCTO）委托撰写，旨在研究影响向 IPv6（互联网协议第 6 版）过

渡的经济因素。互联网社区、行业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因素及其对互联网未来的影响。本刊将逐期刊载该报告。在对

IPv6 采用状况与微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中，上期已对特定运营商部署 464XLAT 的案例以及 IPv4 数据二级市场进行了研究，本

期将展示关键变量如何影响网络的 IPv4 地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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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率较慢（5%）。IPv6 流量的起始水平假设为 44%。在大约

十年之后，这些假设产生了一个拐点，网络对 IPv4 地址的技术

需求开始急剧下降。当流量比率接近 74% IPv6 和 26% IPv4 时会

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用户增长速率较低，则拐点会更早地发生在

IPv6/IPv4 的流量比率更低的时候（在 X 轴上向左移动）。如果

用户增长速率等于流量比率向 IPv6 迁移的速率，则网络对 IPv4

的需求会立即开始下降。

第二组假设，该模型对特定的增长模式略微敏感。任何关键

变量的增长或变化可以是线性的，加速的，增长停滞的或遵循 S

曲线模式。例如，如果用户增长率放缓并在 7、8 年后开始趋于

稳定，并且 IPv6 流量比率遵循更快的 S 曲线变化，则运营商对

IPv4 地址的需求在仅仅 4 年后开始下降并且在 15 年后开始接近

0（图 2）。

第三组假设则呈现另一种结果。图 3 显示了一个小型企业网

络，其用户数量仅为 10000，年增长率仅为 2%。

流量比率以每年 4% 的速率线性转向 IPv6，但由于企业网络

在较为老旧的传统软件和设备环境中，因此 IPv6 流量比率的起

点设置为 22% 而非 45%。在这种情况下，实施 IPv6 部署对运营

商没有任何作用。无论是否部署 IPv6，其 IPv4 地址需求都会适

度增加，因此部署 IPv6 的额外费用对 IPv4 地址的需求不会造成

很大影响。虽然在没有 IPv6 的情况下其 IPv4 地址需求仍会增加，

但小规模的网络意味着所需的额外数量（1000~1500）价格会相

对优惠、获得也较为容易。更何况，NAT 压缩率可以调整以进

一步扩展地址分配。通常，对于较小规模的网络，IPv6 部署的收

益并不能证明费用是否合理。对这些网络而言，继续扩展 IPv4

是有意义的。直到网络所拥有的 IPv4 地址的市场价值超过企业

转换到 IPv6 的成本（例如，升级设备 / 应用程序并运行双栈或

转换器），企业的经济动机才会发生变化。然而，并非所有企业

都拥有自己的 IPv4 地址。在这种情况下，转移的压力可能来自

于上游服务器提供商。

理论上，在达到对 IPv4 地址需求开始下降的拐点之后，

网络运营商可能会将剩余的 IPv4 地址出售到二级市场。这些地

址资源将使其他运营商更容易扩展其 IPv4 网络的规模。由于并

非所有网络同时到达这个拐点，因此很难预测新产生的 IPv4 地

址对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的供应可能被尚未到达拐点

的其他拓展双栈 IPv4/IPv6 网络的企业所占用，或者可能被寻

求延长周期的纯 IPv4 网络的企业所采用。如果许多大型双栈或

464XLAT 网络同时开始释放 IPv4 地址，这可能会导致 IPv4 地址

价格大幅下跌，可能使较小的传统网络更容易继续依赖 IPv4。

也有可能出现大型提供商希望保有自己的IPv4地址的情况。

图 4 显示了第四组假设，代表主要云服务提供商（CSP）。假设

开始有 6000 万用户，用户数量在 15 年内呈现 S 曲线增长轨迹。

IPv6 的流量比率变化假定为前期增长快速，然后在 70%~73% 左

右达到平稳水平。我们还假设 IPv6 流量比率的起点较低（20%），

因为云服务提供商与 IPv6 部署速率较低的企业进行交互。该模

型显示，云服务提供商的 IPv4 需求连续五年内稳定下降，而流

量比率变化率超过用户增长率；不过，随着变化率趋于平稳，由

于用户的继续增长，对 IPv4 地址的需求开始再次增加。因此，

尽管 IPv6 流量出现了增长而 IPv4 直接需求下降，一些运营商因

为面临未来不确定的 IPv6 流量比率和 IPv4 地址价格，会继续持

有 IPv4 资源。

图 2  场景 2（移动 ISP，不同的增长模式）

图 3  情景 3（小型低增长企业网络） 图 4  场景 4（云服务提供商）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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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影响 IPv4 向 IPv6 过渡

我们没有看到 IPv4 到 IPv6 的平滑线性

过渡，相反，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复杂多元

的。IPv6 部署者可以通过设置单独的 IPv6

网络，使用双栈 /NAT 或其他转换方法（如

464XLAT）来保持与 IPv4 网络的兼容，从而

摆脱 IPv4 的增长限制，但这种策略仅对具有

显著增长特征的大规模网络有意义。即使对

他们来说，摆脱对 IPv4 地址的需求也只是局

部的，而且完全实现其利处可能需要数十年，

因为他们必须等到外部 IPv6 流量的比率变化

到更高的水平。模型的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在不同的 IPv6 过渡方法下，公共 IPv4

地址的需求基本相同。
 运营商的用户规模 / 增长率与其网关

IPv4/IPv6 流量矩阵（即正在使用 IPv6 的终

端主机数量，以及在使用 IPv4 的终端主机数

量）之间的交互决定了所需的公共 IPv4 地址

的数量。
 运营商的流量比率越快转向 IPv6，他

们就越能够减少对 IPv4 地址的需求。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订户 / 用

户的增长率越高，网络的 IPv4 地址需求开始

下降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如果用户没有快速

增长，则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增长率越

低，对 IPv6 大量投资的动力就越低。

我们的研究没有正式地模拟价格上涨和

IPv4 地址资源供应减少是如何影响运营商决

策的，但是通过模型能够进行一些有效的观

察。一方面，随着运营商对 IPv4 地址的技术

需求开始降低，他们可能开始向其他网络运

营商出售过剩的储备。这种资源转移可以通

过改善 IPv4 网络的一些增长限制，来维持

IPv4/IPv6 混合的网络。另一方面，未来需求

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他们继续持有 IPv4 地址

资产。

总之，想要理解向 IPv6 过渡的原因，就

需要考虑到互联网的持续增长、IPv4 地址价

格的上涨、可转移地址资源的可用性和越来

越多的流量转移到 IPv6 网络等不同因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 （责编：项阳）

（翻译：杨望）

近日，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 Gartner 公布了 2020 年十大战略科技发展

趋势。Gartner 将战略科技发展趋势定义为具有巨大颠覆性潜力、脱离初期阶段

且影响范围和用途正不断扩大的战略科技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在未来五年内迅

速增长、高度波动、预计达到临界点。

1. 超自动化（Hyperautomation）

超自动化是一个为了交付工作、涵盖了多种机器学习、套装软件和自动化

工具的集合体。

2. 多重体验（Multiexperience）

从现在起到 2028 年，用户体验将在两个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即用户对于数

字世界的感知及用户与数字世界的交互方式。

3.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Expertise）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致力于通过极简的体验且在不需要接受大量成本高昂培

训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专业技术知识（例如机器语言、应用程序开发）或业

务领域专业知识。

4. 人体机能增强（Human Augmentation）

人体机能增强研究如何使用技术提供认知与体能增强，并使其成为人类体

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透明度与可追溯性（Transparency and Traceability）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其个人信息的价值并提出控制个人信息的要求。

企业机构也认识到保护与管理个人数据的风险日益增加。透明度与可追溯性已

成为支持此类数字道德与隐私需求的关键要素。

6. 边缘赋能（The Empowered Edge）

边缘计算是一种在信息来源、存储库及使用者附近进行信息处理、内容收

集和交付的计算拓扑结构。它试图将网络流量与计算处理保留在本地以减少延

迟、发挥边缘能力以及赋予边缘更大的自治性。

7. 分布式云（Distributed Cloud）

分布式云指的是将目前集中式的公有云服务分布到不同的物理位置，原来

的公有云提供商继续负责分布式云的运营、治理、更新和迭代。这对于目前大

多数公有云服务所采用的集中式模式是一次巨大的转变，并且将开辟云计算的

新时代。

8. 自动化物件（Autonomous Things）

自动化物件是使用人工智能自动执行那些以往被人类执行的任务的物理设

备。最典型的自动化物件有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 / 船及各种设备。

9. 实用型区块链（Practical Blockchain）

区块链可以通过实现信任、提供跨业务生态透明度和实现跨业务生态价值

交换、降低成本、减少交易结算时间及改善现金流来重塑整个行业。

10. 人工智能安全（AI Security）

安全与风险领导者应专注于三个关键领域——保护人工智能赋能系统、利用

人工智能提升安全防御机制及做好攻击者对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的心理准备。

2020年十大战略科技发展趋势发布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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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中国居 43 位

NIC2019 年 11 月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文／朱爽　

2019 年 11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29B，其中获得最

多的是肯尼亚，8B；其次是美国，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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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B；其次是埃及，24B。

11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计 503 个，其中欧洲

281 个，拉美 132 个，亚太 60 个，北美 17 个，非洲 13 个，分别

来自 73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96 个；其次是俄

罗斯，46 个。11 月较大的申请有 1 个 /24，来自澳大利亚。11 月

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2494*/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

俄罗斯，361*/32; 其次是德国，205*/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9 年 11 月 CERNIC IPv6 地址申请

申请月增量 [1 - 191]（计算单位：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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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0.11 0.16 7.23 2020-03-14

APNIC 52.65 0.26 0.18 53.09 2011-04-19

ARIN 99.48 0.37 0 99.85 2015-09-24

RIPENCC 49.07 0.06 0 49.14 2012-09-14

LACNIC 11.28 0.09 0.01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9.43 36.23 0.35 256 /

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的是中国，19073*/32；其次是美国，

54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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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EDU.CN 域名注册 55 个。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

家 / 地区排名，见表 2。 （责编：项阳）

表 2  全球 IPv6 用户数占比相关国家／地区排名

图 3  2019 年 11 月 CERNIC IPv4 地址申请

申请月增量 [1 - 16] （计算单位：个）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20 年 1 月 8 日）

图 1  近 12 个月 IPv4 地址新增数最多的国家 / 地区 ( 单位：/16-B)

IPv4 1812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Total

KE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8

US 6 3 4 16 76 50 7 88 5 5 84 3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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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 1 0 1 1 1 1 1 2 2 1 1 1 13

NL 0 1 0 1 1 1 1 2 2 2 1 1 13

GB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9

DE 1 1 1 1 1 1 1 3 2 2 1 1 15

ZA 0 0 0 1 1 0 2 0 3 0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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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0 8 0 0 0 8 0 0 0 0 8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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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812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Total

RU 550 57 210 202 314 224 256 576 721 393 346 361 4210

DE 194 81 170 155 209 252 300 261 227 353 184 205 2591

IT 57 41 241 89 33 72 66 91 57 76 73 147 1043

GB 66 106 81 139 114 129 89 146 131 136 113 139 1389

NL 82 106 152 100 209 146 135 208 208 258 764 100 2468

BR 67 66 68 72 76 95 96 85 98 103 107 96 1029

FR 97 95 107 81 98 112 161 80 73 137 88 92 1221

ES 8 120 105 144 64 81 18 56 48 73 33 72 822

US 13 22 329 310 22 25 16 280 301 18 4119 30 5485

CN 12295 4119 2059 9 15 8 7 265 12 265 8 11 19073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马约特岛 67.69 99173 146509

2 印度 63.77 360791590 565782235

3 比利时 60.00 6217957 10363055

4 美国 55.36 137555639 248477886

5 希腊 46.87 3747597 7995793

6 德国 46.46 32323850 69578211

7 马来西亚 46.44 12858041 27688734

8 圣马丁岛 43.41 8791 20253

9 台湾（中国） 43.38 11020974 25404187

10 越南 39.59 20929161 52863695

43 中国 16.15 130429446 807766973

44 韩国 14.56 7393147 50773384

201412 201911

201412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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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I-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同比增 244%

文 / 陈永庭

2019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线路平均可用率 99.68%。

11 月主干网流量较 10 月相比有很大

增长，11 月入流量均值为 36.69Gbps，相

比 10 月增加了 17.64%，与 2018 年同期

相比增加了 58.14%；11 月出流量均值为

51.61Gbps，相比 10 月增加了 44.30%，

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44.43%。

11 月 CNGI-CERNET2 出 口 流 量

与 10 月基本持平。11 月入流量峰值为

43.63Gbps；出流量峰值 30.05Gbps。

从 11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来看，北

京（清华大学）、北邮和北大节点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位。

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居于首位，占到总入流量的 13.44%，

平均值为 4.93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16Gbps，占

11.33%；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7.56%。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9年 11月

文 / 李锁刚

2019 年 11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11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 10 月没有明显变化，网络应用趋于稳定。从主干

网的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增加了 26.58 G，出

流量增加了 22.13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10 月份

入流量减少了 3.36 G，出流量增加了 3.13 G；从国际互联流入 / 流

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0 月入流量减少了 0.22G，出流量增加了 0.06G。

从 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来看，全国 10 大地区中心入方向流量

清华居首，华中地区第二，华东南地区第三；出方向流量华中地区

第一，清华和华东南地区并列第二，东北地区第三。 （责编：项阳）

入流量：137.15G  出流量：132.46G

图 2  2019 年 11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9 年 11 月

入流量：343.49G   出流量：386.59G

图 1  2019 年 11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清华居首

从 11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出

流量为最高，其流量为 5.08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9.85%；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9.75%；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

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9.43%。 （责编：项阳）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9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9 年 11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出流量分布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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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举行的第三次记者会上，新闻发

言人宣布 2020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原

则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被

列入 2020 年的法律制定计划中。这意味

着接下来的网络安全工作的重心将向数据

安全倾斜。随着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非法的数据买卖将得到抑制，但也可能导

致攻击者在窃取数据后转变获利的途径，

例如向数据被窃取方勒索，因为法律也赋

予了数据保管者相应的防护义务。学校目

前在数据保护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需

要引起重视，提早做好准备。

2019 年底，各安全平台在清理之前没

有及时分配处置的安全事件，因此相关的

投诉事件数量有上升趋势。

近期需要关注的还是各种勒索病毒，

目前有趋势显示勒索病毒的攻击方向已

经向具有高附加值的数据目标转移。攻

击者首先利用系统的漏洞窃取系统的高

价值数据，之后再使用勒索病毒将数据

加密后进行勒索，如果用户屈服并交了

赎金解密，他们则会继续在黑市兜售这

些数据。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12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修复

了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107 个安全漏洞。

受 影 响 的 产 品 包 括：Windows 10 1903 

& Windows Server v1903（14 个 ）、

Windows 10 1809 & Windows Server 2019

（15 个）、Windows 10 1803 & Windows 

Server v1803（14 个）、Windows 8.1 & 

Server 2012 R2（11 个）、Windows RT 

8.1（10 个）、Windows Server 2012（11

个 ）、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 R2（14 个）、Windows Server 2008

（11 个）、Internet Explorer（1 个）和

Microsoft Office-related software（6 个）。

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Win32k 图形组件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468），

当 Windows 字体库无法正确处理嵌入的

字体时，会触发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成

功利用此漏洞的攻击者可以控制受影响

的系统。在补丁程序发布前，互联网上

已经检测到利用该漏洞的攻击存在，属

CCERT月报

于 0day 漏洞。目前微软已经发布了该漏

洞的补丁程序，建议用户尽快使用系统

自带的更新功能进行补丁更新。

2. Google Chrome 79.0.3945.88 之前版

本中存在资源管理错误漏洞（CVE-2019-

13767）。 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在当前浏

览器的上下文中执行任意代码或造成拒绝

服务。目前 Google 已经在最新的版本中修

补了该漏洞，只需打开 Chrome 的自动更

新功能即可进行版本更新。

3. Joomla ！是一款开源的、跨平台的

内容管理系统（CMS），很多网站使用该

套系统搭建。Joomla! 3.9.14 之前的版本中

存在 SQL 注入漏洞。造成该漏洞的原因

是基于数据库的应用缺少对外部输入 SQL

语句的验证。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执行非

法 SQL 命令。建议使用了 Joomla ！的管

理员尽快将版本更新到 3.9.14。 （责编：

项阳）

网络安全工作重心将向数据安全倾斜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高校数据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业务系统

或存储系统存在漏洞导致数据被非法窃

取，而各业务系统之间无管控的共享数

据又会大大增加这种风险，大部分时候管

理员可能都不清楚哪些系统中存有与自己

业务有关的数据。针对这种现状，传统的

以系统为安全管理目标的方式可能会不适

用，需要将数据本身作为安全管理的目标。

将数据根据其重要性进行分级，并对每种

等级的数据制定对应的安全管理要求，只

要是存储或是访问这些数据的系统就必须

达到相应的数据保护要求。

安全提示

2019 年 11~12 月 CCERT 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88%

1%

8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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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育网 eduroam 院校数同比增 43%

配合新版小程序改版“我的覆盖范围”功能页面

“ 我 的 覆 盖 范 围” 功 能 主 要 是 为 了 向 微 信 小 程 序 提 供

eduroam 覆盖的楼宇信息。学校管理员可登录 www.eduroam.

edu.cn 网站，在“我的覆盖范围”菜单栏中标记各校区已覆盖

eduroam 信号的楼宇。已标记楼宇将显示在微信小程序“到访”

页面，方便到访用户直接查看学校内部 eduroam 信号的覆盖情况。

2019 年，教育网 eduroam 新增院校 72 所，达到 238 所。与

2018 年年底规模相比，增长约 43%。在学校数量增长速度有所下

降的同时，认证人次增长接近翻倍，教育网 eduroam 服务从学校规

模增长为主逐步过渡到用户使用量增长为主。

除全年无故障保障教育网 eduroam 服务常规运行之外，团队在

2019 年主要完成了新版小程序改版“我的覆盖范围”功能页面，新

版 eduroam 小程序上线，支持 CERNET 年会无线上网等 3 项重要服务。

新版 eduroam 小程序上线

为了进一步提升小程序安全性能，我

们在 2019 年对小程序进行了全新改版。

新版小程序于 11 月正式上线运行，主要

包括楼宇级别的 eduroam 覆盖范围展示、

eduroam 常见用户问题解答等功能。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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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网资源共享服务 CARSI 来

讲，2019 年是重要的一年，迈出了几个

大步子。

2019 年 5 月 24 日，经过近两年十

余份中英文协议和技术文档的反复讨论、

修订及大量的线上线下沟通，教育网资源

共享服务 CARSI 正式加入全球身份认证

联盟 eduGAIN，成为 full member。自此，

服务与国际接轨，CARSI 会员高校和服务

提供商在进行国内资源共享的同时，可支

持教育网用户通过 CARSI 服务、使用本

校校园网身份访问全球 60 多个国家的教

育科研资源（具体可访问资源需要视资源

接入 CARSI 情况而定），也可支持国内

服务提供商通过 CARSI 服务将业务拓展

到海外。

2019 年 6 月，完成了软件升级和新

版服务系统上线，全方位提高 CARSI 服

务的规范管理程度和自动运维能力。在提

交申请、了解调试进展、获取调试帮助、

IdP/SP 上线、监测服务运行状况等方面支

持学校和服务提供商管理员以自服务的方

式完成系统管理。

2019 年 10 月 8 日，完成新老系统

过渡，删除老的运行数据，全面进入新的

运行模式，CARSI 服务进入产品化阶段。

2019 年 11 月 14 日，成功组织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第二十六

届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eduroam 和

CARSI 分 论 坛， 共 七 位 来 自 CARSI 开

发和运行团队、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中心

CALIS、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ADAL、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沈阳农业大学的演讲嘉宾就身份认证

和资源共享技术发展、CARSI 项目进展和

运行实践等方面分享经验。年会期间，成

功组织 CARSI 服务工作研讨会，邀请近

30 位相关领域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工程师

共同交流经验、就 CARSI 服务下一步的

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献计献策。

截 止 到 2019 年 底， 共 有 23 所 高

校 近 百 万 用 户 可 通 过 CARSI 服 务 访 问

EBSCO、EMERALD、IEEE、SPRINGER 

NATURE、RSC、知网、并行计算等国内

外 7 个厂商的 40 余项教育科研资源。期

待 2020 年 CARSI 服务可以支持更多的

教育网用户访问更多的资源，为有管控

的、安全的、国际化的资源共享贡献一

份力量。 （责编：项阳）

2019 年 CARSI 服务迈出四大步伐

（供稿：北大 CARSI 团队）

（供稿：北京大学 eduroam 团队）

支持 CERNET 年会无线上网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到 25 日，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第二十六

届学术年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依照惯例在会场提供 eduroam 无线

网络，这是第 4 次在年会现场提供

此服务。会议期间，日均 eduroam

认证成功用户 80 人、认证成功终

端 120 台，会议期间累计认证成功

5730 人次，共计来自 20 所国内高

校和多家教育网外机构的用户成功

使用了 eduroam。

2019 年已经过去，我们在此

期待 2020 年教育网 eduroam 持续

稳步发展，为更多的教育网用户

提供方便。 （责编：项阳）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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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3 日，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在杭州举行。
论坛围绕高校一站式服务改革、网络安全保障两大信息化热点
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来自全国高校 300 多名信息化部门相关
负责人参与了本次论坛。

2019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

主任沙龙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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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上，浙江大学信息技

术中心主任陈文智作了《全力构建网上浙大“最多跑一次”改革》

主题报告。

陈文智表示，浙大信息化建设以“以人为本、服务导向、数

据驱动、体验优先、底线思维”为指导原则。建设“网上浙大”

是浙江大学在“十三五”期间最大的任务之一。“网上浙大”是

学校的新型办学空间，其愿景是宣传展示学校形象的重要窗口，

可支撑多校区办学，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校务治理水平，最

终为全校师生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网上浙大”概括起来，就

是“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服务化”。包含了新教学、新人

才、新学术、新服务四大场景，以及网上办事空间、在线教育空

间、学术科研空间、个人信息空间、信息发布空间等五大空间。

其中网上办事空间是一站式服务改革重点。从 2012 年到

2019 年，浙大不断完善一站式服务，建立起“三单一网一厅”

服务体系，通过完善“三张清单”夯实改革基础，通过创新服务

方式推行网上办事，通过推进大厅建设提升改革效能，从而打破

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三单”包括责任清单、审批清单、

服务清单三张清单，理清了“一站式服务”的机构职责和办事攻

略；“一网”是浙大推出的校务服务网，通过线上“一张网”，

打造信息公开的窗口和校务服务的超市；“一厅”即线下“行政

服务办事大厅”，以集中式受理、协同化办理、信息化运行为特

征，打造便捷、高效、规范服务的高校行政服务平台。

陈文智表示，通过一站式服务的建设，高校要逐步实现一切

业务数字化，一切数字再业务化，也就是把原来的业务梳理成数

字，转化成数字，然后再把梳理好的数字做成服务反馈给业务部

门。他指出，一站式服务成功的关键有三点：首先是强有力的领

导支持。高校一站式服务盛行的背后，实际上是学校治理理念的

转变，从服务入手倒逼管理流程和模式创新；其次是要紧紧抓住

师生需求不放。无论是一站式服务还是“最多跑一次”，都是以

师生为中心的倒逼式改革；最后是跨部门的互相协同。一站式服

务涉及到学校所有部门，要充分协调各部门。

在线教育空间则通过智慧课堂、智慧教室、课程云、知识图

谱的“三通一核”模式（K-CPS）串联起教室、课程和平台。其

中智慧课堂通过“挖掘课堂价值”“AI 协同笔记”“课程精炼”

等技术进行探索；智慧教室采用“1+x”建设标准，1 即基础配置，

X 代表扩展元素。 

学术科研空间，通过打造科研协同环境服务平台，构造起“科

研朋友圈”。

个人信息空间涵盖浙大科研数字大脑、个人数字档案建设、

人脸识别的校园应用等方面。

信息发布空间通过浙江大学的专属频道，推送浙大新闻、推

荐科研成果、宣传浙大人物、推送浙大课程和传播浙大文化，让

与浙大相关的人员都可以“一起看浙大”。

他同时介绍了浙大智云实验室。实验室于 2018 年 4 月 3 日

成立，旨在通过搭建产学研政用合作的共同平台，由浙大提供教

育试验田，各个合作伙伴提供资源和想法，通过信息化行业技术

支持改变教育模式，共同提供“互联网 + 教育”生态的解决方案，

再输出到浙大试验田、浙江省各个高校、全国各个高校。智云实

验室 2.0 模式可以将“网上浙大”的全方位信息化改革方案和图

景“扫码带走”。 （责编：项阳）

陈文智：全力构建网上浙大“最多跑一次”改革

浙大信息化建设“以人为本、服务导向、数据驱动、体验优先、底线思维”

为指导原则。“网上浙大”概括起来，就是“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

据服务化”。

陈文智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陈文智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本文根据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智在“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

上的演讲整理，整理：项阳）

主任沙龙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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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上，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

心主任侯孟书结合自己一年多的探索和思考，围绕“信息化思考、

云中成电、网上服务大厅”作了题为《数据为魂，打造网上服务

大厅》的主旨报告。

他表示，信息化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2000 年以前，以软硬件购置为主的信息化基

础建设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以校园网建

设为主体的系统集成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 2010 年到 2018 年，

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为主体的

新技术应用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以 2018 年教育信息化 2.0 为起

点，面向未来以数据为基础的教育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数据应

用阶段。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正开始进入

由面向管理人员的管理信息系统到面向师生的共享平台、网上服

务大厅建设的转型期，这就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是服务对象的改变，由面向管理人员到面向师生转变，

通过业务流程的融合，打造面向师生的数据空间。

第二是服务方式的改变，由没有数据赋能的被动服务到以数

据为基础的主动服务。

第三是服务空间的改变，虚拟空间正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

的发展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数据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进行

连接和映射，通过这二元空间的融合增强信息化的服务维度和

侯孟书：以数据为魂推进高校信息化建设

侯孟书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

能力。

基于上述判断，侯孟书指出，电子科技大学当前的信息化建

设总体上是围绕着数据、空间和服务这三个关键词来进行，把数

据放入空间，通过空间为师生提供服务，形成了“云中成电”的

概念，其实质上就是在物理空间之外的虚拟空间也有一个电子科

技大学，在那里学校师生可以办事、学习和工作。他表示，应该

看到，当前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发展速度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必须用更加前瞻性的思维来进行高校信息化的建设。

从体系架构上看，“云中成电”以网络空间和数据空间为基

础，围绕学校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重点打造服务空间、学习

空间、计算空间、教师空间和学生空间。通过建立统一制度、统

一标准、统一运维和网络安全，形成完整的闭环和业务框架。

作为五度空间的具体抓手——网上服务大厅能够实现数据

汇聚，但数据不是目的，目的是提供服务。在网上服务大厅的建

设中，初衷和宗旨就是回归初心，以人为本，由管理信息化向信

息化服务转型，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建设智慧型、服务

型、综合型，结合校内与校外的一站式服务。

网上服务大厅的建设思路秉承着顶层设计，统一标准，先易

后难，分步实施的策略。电子科技大学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为组

长，由副校长和副书记为副组长，学校办公室为牵头单位的信息

化领导小组，这样就为实现各部门的流程再造降低了难度。在实

施层面先从简单的流程做起，三步走分布推进。

从实践层面看，人未动，数据先行。打造 7×24 小时不间断

服务为导向，2019 年 9 月 29 日，电子科技大学的网上服务大厅

上线，并与线下自助服务终端无缝连接，获得了高校师生的一致

赞誉，为下一步的信息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侯孟书最后总结道：“高校信息化以数据为基，数据为魂，

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责编：项阳）

电子科技大学当前的信息化建设总体上是围绕着数据、空间和服务这三个关键

词来进行，把数据放入空间，通过空间为师生提供服务，形成了云中成电的概念。

（本文根据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主任侯孟书在“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

上的演讲整理，整理：王世新）

主任沙龙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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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上，天津大学信息与网络

中心主任刘峰作了题为《融合、创新，打造主动安全管控平台》

的主旨报告。他表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是管理和技术的

融合。高校信息安全面临着四大挑战：网络安全管理的合力不足；

信息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滞后；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被动；网络

安全工作技术能力不足。

作为数字化信息最重要的传输载体，如何让校园网在安全

的防护体系下正常运行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一环。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攻击手段的升级，传统的防护体系已经

不能满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传统的防护体系缺乏对未知

攻击的检测能力，同时传统防护体系特征匹配也跟不上威胁变

化，缺乏对流量的深度分析能力。这为高校网络安全带来了新

的挑战，然而网络安全建设错综复杂，对高校网络安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从管理的角度看，高校在技术管理方面属于松散型，由于

学院、部处各单位在管理上相对独立，因而内部机制不尽相同，

造成了信息资源梳理方面的困境，各系统之间的管理也缺乏一

致的管理流程和规范。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有三个：第一，依托政策，将安全管

控与学校组织架构相结合；第二，找准信息资产这个抓手，将

校园信息资产全生命周期的梳理管控贯彻到底，实现双维度的

完美结合；第三，厂校协作，学校与社会融合，搭建安全问题

刘峰：融合与创新，打造主动安全管控平台

从发现到解决的闭环流程。

天津大学校园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思路是高占位、建体

系、理资产、搭平台，建立信息安全的管理体系、运营体系和技

术体系。将校园信息资产全生命周期的梳理管控贯彻到底，通过

安全统一管控平台关联备案资产，自动将防护策略下发，实现了

集中管控、联动处置。

天津大学安全统一管控平台，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

高效集约的安全防护体系。平台在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基础

上，通过运用智能分析技术，实现网络和应用系统的运行态势感

知和综合分析，并通过安管平台关联备案资产，自动将防护策略

下发至 WAF，关键时刻通过安全平台直接实现“一键断网”。

天津大学安全统一管控平台的建成，使天津大学网络安全工作进

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网络安全工作由“被动防御，人工阻断”，

升级到“主动防御，自动阻断”的新阶段，解决了人员和技术力

量的不足、信息资产管理困难等痛点。

基于安全统一智能管控的实现，天津大学完成了资产的科学

化管理和规范化管理。在资产梳理方面，实现了资产的信息化管

理。同时可以实时感知校园网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而展开跟踪、

分析和数据取证，解决了很多以前单纯靠人工的问题，为校园网

络安全建设带来新的思路。

高校的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一把手”工程 , 而是要把它

定位于引领发展的高度。如果是引领发展 , 就要通过信息化建设

对整个教育生态进行重组与再造。对教育流程要进行再造 , 对教

育体制要进行重组和变革 , 促进高校教育教学创新发展。刘峰表

示，天津大学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正在努力实现体系化、实战化、

常态化，并且将从人工管控不断向更加融合、智能、主动、创新

的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模式发展和演进。 （责编：项阳）

天津大学校园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思路是高占位、建体系、理资产、搭

平台，建立信息安全的管理体系、运营体系和技术体系。

刘峰  天津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主任

（本文根据天津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主任刘峰在“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

上的演讲整理，整理：张彤）

主任沙龙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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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论坛上，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刘沐作了题为《清华大学信息化安全保障体系》的

主题报告。她围绕网络安全形势与面临的问题、清华大学信息化

安全保障体系和 2019 年清华大学采取的十大网络安全措施等三

个方面介绍了清华大学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她介绍说，目前，清华大学的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由地上

两张网——有线网和无线网，地下一张网——通信管井，共同组

成，相比 2017 年，2019 年的覆盖楼宇（栋）数量达 190，增幅

18.75%，无线网热点数（个）达 13500，增幅 50%。学校数据中

心硬件设备 800 多套，承担学校 79 个二级单位的 331 个业务系

统，数据存储量达 13PB，与 2017 年相比，增幅 1600%，名列

全国高校前列。

近年来教育部对高校网络安全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要

求学校全面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要对学校的网络安全工作进

行考评；信息系统（网站）特别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应确保安

全隐患清零后方可上线，要求专人专岗 24 小时值守；门户网站、

电子邮件系统和重要对外服务网站，应在重点防护的基础上保障

访问畅通；对加强电子邮件工作统筹、规范电子邮件账号管理、

保障电子邮件系统安全运行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她表示，国家

对高校网络安全工作越来越重视，而清华大学因为“家大业大”，

管理起来尤为困难。

就清华大学网络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刘沐认为，主要是两

刘沐：向内发力，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个矛盾：国家和上级部门日益增长的网络安全监管力度与高校自

身发展现状的矛盾；现代大学日益增长的信息化建设需求与高校

网络安全投入的矛盾。这就需要学校做出两个转变：一是从网络

安全的应急处置到加强日常网络安全建设的转变；二是从单纯依

赖采购部署安全设备提高防护能力，到强化管理通过内涵式发展

全方位打造防护体系。

为此，清华大学设计并打造了名为“金钟罩”的信息化安全

保障体系。体系顶层为制度和规划，是信息化工作的管理层；两

侧为网络安全服务，分为监测、响应和宣传、培训，刘沐认为，

宣传、培训是学校网络安全工作中投入低、收益高的重要措施；

底层是需要保护的最重要的备案数据；中间的巨大空间则留给网

络安全管理来打造防护体系。在这个框架的有效保障下，清华大

学网络安全事件持续下降，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两年零安全事

件，并在 2019 年顺利完成了建国 70 周年等重要活动的安保工作，

被刘沐称为“美丽的 2019 年”。

刘沐还分享了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安全工作中的十大安全措

施：管理类安全措施，包括网安工作体系建立、网络安全宣

传培训、信息系统备案清查、全校电子身份年审和电子邮件

安全治理等；技术类的安全措施，主要是信息系统隐患排查、

网安应急预案演练、强制备案、备案网站反向代理及全校域

名一级解析等。

最后，她表示，高校做好信息安全工作应处理好以下两点：第

一，技管并重，管理先行。管理要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为技术的

落地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为技术的实施争取更大的共识，创造更

好的舆论环境；第二，内涵式发展。高校应该通过向内发力打造信

息化安全体系，全面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责编：项阳）

刘沐  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高校在进行网络安全工作时需要做出两个转变：一是从网络安全的应急处置

到加强日常网络安全建设的转变；二是从单纯依赖采购部署安全设备提高防

护能力，到强化管理通过内涵式发展全方位打造防护体系。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沐在“2019 中国高校信息化主任

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整理：朴艺娜）

主任沙龙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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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顾涛  赵志辉

作为推动教育体系“放管服”改革向

纵深发展的核心举措，高校线下实体综合

服务大厅建设发展迅速。继 2015 年 9 月

天津大学整合党办校办、教务、人事处等

12 个职能部门的 181 项服务事项，推出

新校区综合服务大厅后，高校陆续启动综

合服务大厅建设。2018 年 6 月，南京大

学整合各部门学生业务并开通了鼓楼校区

综合服务大厅，2018 年 6 月，安徽大学

启用了综合服务大厅，将 13 个窗口分成

学生、教职工、综合三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内容涵盖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国际合作

与交流等服务事项 132 个。2019 年 5 月，

武汉大学合并学生一站式中心与教工一站

式中心的 12 部门合计 61 项业务，推出了

综合事务服务中心。2019 年 7 月，同济

大学开通了聚合国际交流、后勤服务与资

产管理、人事服务等业务的行政综合服务

大厅。2019 年 9 月，中国人民大学综合

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建筑面积一千多

平方米，开通 60 个窗口为全校师生提供

近 20 个单位的 107 项业务，是目前北京

市高校规模最大的“一站式”行政服务大

厅。同时，包括北大在内的多所高校也已

启动建设实体综合服务大厅的论证、调研、

筹备等工作。

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需求

建设实体“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是进一步深化学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

设服务型机关，优化服务方式的内在要求，

也是持续提升高校行政体系信息化水平、

行政服务水平，推动学校“放管服”改革

向纵深发展，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的

核心保障。现阶段，实体综合服务大厅建

设存在必要性与紧迫性。

1. 高校综合服务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高校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一

是体现在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践行“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内在

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宗旨进行自我优化，保障“双一流”建

设，通过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实现内涵式发展，需要在服务保障教学科

研上下功夫。二是以管理为目标向以服务

为目标转变的具体体现。高校通过线上线

下业务整合，积极推出行政服务专业化、

精细化发展，进行快速便捷的服务体系的

探索与实践，才可切实推动“放管服”改

革向纵深发展。三是高校信息化发展的必

然阶段，也是信息化 2.0 时代对高校发展

的新要求。在基于数字校园的线上一站式

办事大厅体系架构完备的前提下，线下行

政审批模式成为教育管理与服务的短板，

这就要求在现有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基础

上，改造业务流程，构建线上线下综合服

务体系，践行“只上一个网、只进一个门”

的服务理念。

2. 高校线上服务大厅建设成果显著

近年来，高校基于数字校园的一站式

办事大厅建设发展迅速。2018 年，教育

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高

屋建瓴地为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该行

动计划提出要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

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

推进教育“互联网 + 政务服务”网上办事

大厅建设，实现“一张表管理”和“一站

式服务”，推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

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融合发展。经多年

耕耘，高校线上数字校园、线上服务大厅、

数据中心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如复旦

大学 eHall 网上办事大厅，中国政法大学

的“智慧法大”网上办事大厅等，实现了

数据中枢整合共享、统一认证接口等核心

业务，并构建了完备的数字校园架构。以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校园为例，经过多年的

探索与实践，2014 年 1 月上线的“微人大”

平台，现已形成由服务中心、课程中心、

学务中心、个人中心等组成的一站式智慧

校园平台。截至 2019 年 11 月，仅服务中

心就承担了 74 部门发布的 1958 项线上服

务，合计完成 72 万余次线上服务。2019

年上半年，清华大学也开始启动建设线上

师生服务一站式平台 TsinghuaOS。

多年来，高校信息化发展已从多个维

度促进各部门在高校数字校园的基础上，

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

为线下业务整合积累了经验，为跨部门的

“一站式”服务整合奠定了实践基础。

3. 创建实体综合服务大厅的紧迫性

高校各项核心业务或多或少已尝试向

线上服务转化和线下服务融合，线下服务

整合是高校业务专业化、系统化的必然趋

由线上到线下建设高校综合服务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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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高校各层次均在进行基于业务整合搭

建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尝试，如师生服务、

科研交流、信息网络、保卫处、后勤服务

等一站式平台。

我国政府服务领域“一站式”办事

大厅发展迅速。近几年国务院公布的政府

工作要点中，2017 年提出“加快实体政

务大厅与网上服务平台融合发展”，2018

年首次提出“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受理、

按责转办、限时办结，努力做到一号对外、

一站式服务”，2019 年更明确提出要进

一步整合优化实体办事大厅“一站式”功

能。

相较于政府实体“一站式”政务大厅

与高校线上服务大厅，高校实体综合服务

大厅建设进度明显落后。其主要原因包括

园区网地域集中，弱化了建设推动力、“互

联网 +”的线上服务大厅成果，抑制了部

分需求、高校各业务单位独立性与专业性，

阻碍了业务融合，导致当下分散于各个业

务单位的实体服务架构成为综合服务体系

的短板。为优化业务流程，衔接好线上与

线下实体服务，高校业务迫切需要更高层

次的服务融合。

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实践

在广泛论证与调研的基础上，中国人

民大学于 2018 年 9 月启动综合服务中心

筹建工作，圈定了需要入驻的 20 多个机

关部处和教辅单位，同时启动场地及配套

人、财、物和规章制度的建设工作。服务

中 心 在 2019 年 9 月 16 日 试 运 行，10 月

16 日正式投入运行，统筹整合学校近 20

个机关单位的 107 项业务，一经推出备受

好评，每天办理业务量在 400 件左右，被

赞为“高效、温馨、便捷、全面的一站式

服务！让师生在校就能体会到优质服务和

科学治理的真谛！”从侧面折射师生对线

下“一站式”服务大厅的迫切需求。

作为学校确定的重大改革和建设事

项，设立的综合服务中心挂靠在学校办公

室，综合服务中心的功能布局如图 1 所示。

综合服务中心建议设立主任 1 名，副

主任 1 名，综合管理人员岗位建议设置事

业人员编制为 2~3 人，校聘人员 2 人，其

主要工作职责是协调解决综合服务中心各

项业务及日常运行管理。

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协调包括学校办公

室、研究生院、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

学生处、招生就业处、国际交流处、财务

处、保卫处、资产与后勤管理处、校团委、

档案馆等 20 多个机关及教辅单位的对外

业务，不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提高广大

师生办事效率。

1. 管理与入驻单位

学校经对综合服务中心的机构定位、

机构职能、科室设置、人员编制、入驻

人员编制方案等进行研究，最终确定该机

构为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学校处级教辅单

位，挂靠学校办公室，下设综合管理办公

室、信息化建设办公室、财务管理办公室。

入驻单位选定上，按照“应进必进、

分批入驻、先有后优、动态调整”的基本

原则。将与师生关系密切、业务量大、业

务所属部门属于“应进”范围的，优先入

驻综合服务中心；涉及部门较多的业务，

业务所涉部门属于“必进”范围的，必须

入驻综合服务大厅。及时总结运行情况，

不断调查师生需求，动态调整入驻部门及

入驻业务。

2. 场地及入驻人员

综合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1132.88 平方

米，并配套组建了物业管理团队，由 1 名

主管组织安保与保洁人员独立工作小组，

在内部工作形成联动的同时，又与周边

崇德楼巡防组织和图书馆监控系统联合服

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成本。

各业务单位的窗口服务人员，经多方

调研，决定采用现有业务骨干进行轮岗的

方式，入驻人员编制仍归属于各入驻单位，

但由综合服务中心统一考核，且在学校各

级各类评优和干部选拔任用中予以优先考

虑。为保证综合服务中心平稳运行，入驻

人员应该是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各单位

选派的业务骨干，相对稳定地在综合服务

中心办公，集中学习、工作考核和日常管

理归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业务上接受原单

位指导。由此，逐步培养一支优秀的服务

队伍，打造学校对外服务的优质品牌。

3. 细分职能规划

综合服务大厅的运行管理分两部分，

窗口服务业务由各业务部门整合并提供，

具体管理与服务职能由综合服务中心三个

科室负责。

各入驻单位按要求进一步梳理各类印

章使用的项目、流程，提出用章需求，探

索采取何种方式解决用章的难题，比如是

否可以为服务窗口配备业务专用章来代替

部门印章等。在综合服务大厅也为各部门

专设了保险库，定制了保险柜，用以放置

各部门印章或专用章，保险柜钥匙或密码

由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保管，同时配备监控

系统进行 24 小时无死角监控，确保用印

安全。

图 1  中国人民大学综合服务中心功能布局设计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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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中心除管理办公室外，另设

财务管理办公室由财务处派驻综合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职责。设信息化建设

办公室负责落实“一网”建设相关工作，

负责综合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App 的开发建设，整合各业务单位现有信息

化建设成果，开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门户

网站，逐步实现全校日常业务办理“只上

一个网”。这一机构暂定由信息技术中心

派驻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职责。

综合服务中心的发展趋势

当前各大高校实体综合服务中心基本

处于调研或实践的初级阶段，面临着线上

数字化与线下实体融合矛盾、业务要求与

便捷服务冲突、业务分头管理与“一站式”

服务呈现整合等挑战，且存在部分业务流

程被职能分割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分立办

理审批事项依然存在，部分服务窗口只有受

理权，没有办理权，使“一站式”服务无法

实现等问题。对此，高校“一站式”综合服

务中心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探索：

1. 开放式实践

“一站式”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业务

单位与服务体系均具备开放性。“一站式”

服务大厅从功能上将没有合作关系的部门

更好地融入到一起，能够为师生提供全新

的、及时的高效服务。统一线下服务平台

的构建，要求各业务部门调整业务流程，

整合并开放相关业务要点，在学校层面构

建跨部门的敏捷服务结构。此项目既要求

各业务服务单位在服务流程设计时为现有

及可能增加的对接业务保留开放接口，也

需要综合服务平台具有便捷接入新增业务

的开放性。

综合服务体系要求其具备空间与功能

的开放性，大多现有高校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中心通过规划服务区或等候区，配

备桌椅或办公设备供师生使用等方式实现

了空间的开放性，但在功能的开放性上规

划不足。综合服务大厅的宗旨及其开放性，

决定了其可以将智慧校园运行中心、学生

社团实践中心、创新创业中心甚至高校产

学研一体化融合中心等职能作为其内涵式

发展方向。

2. 信息化聚合

高校实体综合服务大厅作为“只上一

个网，只进一个门”的服务理念践行平台，

与线上服务大厅融合是必然趋势，也是教

育信息化 2.0 时代服务大厅应该具备的基

本特征。线上与实体服务大厅互为承接，

互为扩展。实体综合服务大厅应引入高校

信息化业务展示、移动平台宣传、人脸识

别及智能引导、智慧校园服务、校园物联

网、校园服务大数据收集与分析等技术的

应用与实践。不仅要将平台打造成线上业

务与实体业务的聚合点，还需通过将高校

各项服务数据聚合，搭建数据分析与趋势

预判平台，与学校数据中心聚合探索人脸

识别及智能引导等个性化服务功能，逐步

将线下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成基于新技术的

高校智慧校园的运营与展示中心。

3. 多维专业性

综合服务大厅的服务特性及开放性、

信息化属性，也从业务、服务、平台融

合三个方面提出了专业性发展要求。业务

的专业性是指每个业务人员应该具备跨科

室的综合业务能力、整合本单位各项功能

进行便捷高效服务及业务相关的信息化素

养，成为“一专多能”的专业人才。服务

的专业性是指实体服务大厅在开展“一站

式”服务的过程中，更应该在服务的人性

化、便捷性、高效性和专业化等方面着手，

打造高校标杆服务“窗口”，切实为教学

科研保驾护航，提供便捷服务。线上线下

平台融合的专业性是指“一站式服务”不

止是一种形式上的工作职能整合，更应该

在高校统一层面进行业务整合、服务整合，

线上线下平台整合的本质是基于高校信息

化的流程再造、数据治理及科学决策，应

该依托高校学科优势和新技术探索智力支

持及模型构建。

4. 全面融合性 

在实体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全过程

中，融合的需求一以贯之，主要体现在人

员融合、文化融合及横向与纵向融合等方

面。人员的融合是重中之重，多业务单位

入驻使用窗口轮岗方式提供服务，服务人

员流动性大，既不利于组织建设，更影响

整体服务质量，可以通过集中培训、团队

建设、业务学习交流等方式构建有凝聚力

的服务团队。文化融合是指推动实体综

合服务中心的建设与本校历史沿革、人文

传承、文化底蕴相结合，可参照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将其打造成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中

心。横向与纵向融合趋势是指高校涉及到

校校之间、校地之间、校部之间的各种线

下交叉业务趋势，均会向一体化服务平台

发展，最终形成教育系统的一站式交互与

服务平台，这个趋势已在教育部政务服务

管理平台、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

台、科技基地管理平台等方面得到了实现，

未来这一趋势会逐步加强，高校在规划本

校实体综合服务中心的同时，也应就这一

发展趋势做相应储备。

高校实体综合服务中心是落实“一网一

门”建设目标的支点，是高校提升机关服务

信息化建设水平、优化对外业务流程、简化

师生办事流程的切实举措，是教育服务发展

的必然趋势。高校实体服务大厅建设虽发展

迅速，但是相较于智慧校园综合服务大厅与

政府政务服务大厅，还处于落后位置。同时，

线上数字化与线下实体融合矛盾、业务要求

与便捷服务冲突、业务分头管理与“一站式”

服务呈现整合等问题凸显。在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面对问题的四个发展趋势：开放式实

践、信息化聚合、多维专业性与全面融合性。

线上与线下综合服务大厅的建设应该围绕

为教学科研服务，积极探索与实践，为我

国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服务。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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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罗军锋   杜丰  冯兴利

我国高等教育一般分成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

个教育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高等教育实践，这种阶段划分在实

际运用中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弹性化处理。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

因在于现行人才培养阶段的划分已经无法完全适应高等教育日益

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双一流”院校推行的免试推研政策，更

加催生了本 - 硕连读和硕 - 博连读的需求。而本 - 硕 - 博贯通

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正是本 - 硕连读和硕 - 博连读两个政策

灵活应用的产物。运用本 - 硕 - 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

提高了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而且大大缩短了学生攻

读博士、硕士学位所需的时间。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西安交通大学从培养具有更高水平

人才的角度出发，率先把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作为一个连贯的

整体来组织教学和教务管理工作，全面考虑

学生学习的基本规律，把学生专业知识的学

习与科研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构建了本 -

硕 - 博一体化的教学管理模式，营造出更有

利于本科生和研究生贯通培养的教育环境。

为更好地实现这一人才培养改革的总体

目标要求，学校从 2017 年开始着手探索新的

本研互选平台，这种新型的互选平台不仅适

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改革要求，而且采用先

进的软件体系架构——微服务架构，满足教

学业务对系统的高可靠性、高适应性、高并

发性等特征要求。

本文试图从微服务这一技术概念的定义

和特点出发，介绍本研互选平台的建设目标

和特点，分析新平台的几个关键技术、核心

应用及未来的挑战对策等。

什么是微服务

微服务是目前业界非常受欢迎的架构模

式，其将应用分解成松散耦合小型服务，每一个小型服务完成相

对独立的一个功能，通常都运行在自己的进程里，使用轻量级的

HTTP API 方式进行通讯。这些小服务能够被单独开发部署，往

往会用自动化的部署工具进行产品发布，也更加容易升级和扩展。

微服务的主要特点包括：

1. 学习和开发成本低：微服务很容易上手学习，开发过程相

对简单，开发周期相对短暂，功能相对单一，因此整体入门学习

和开发成本非常低。

2. 可移植性和性能高 : 微服务功能较为单一 , 因此移植工作

更为容易 , 也不容易出现性能瓶颈 , 从而体现出更好的性能表现。

3. 独立性好：微服务是松耦合的，可以独立打包、部署、

升级、回滚和弹性伸缩，不依赖其他微服务，不同的开发团队

可以并行开发和部署，避免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提高了效率。

4. 部署简单灵活：微服务可以按独立进程部署，既可以将多

微服务下的新型本研互选平台探索

  图 1  新本研互选平台系统设计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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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同的微服务部署到不同的服务器上，也可以在一台服务器上

部署多个微服务实例，具备高可靠的水平扩展能力。

5. 技术灵活：可针对具体业务特性和团队技能为一个服务选

择最合适的语言、框架和数据库。

新本研互选平台建设目标及内容

通过本研互选平台的建设，实现学校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的深度融合，将研究生系统和本科教务系统进行深度融合，打通

本研教室资源、教师资源、时间资源，实现本研排课进行统一的

冲突判断；打通课程资源，实现本研互选、成绩互认；提供本研

公共服务：空闲教室、教室借用、四六级报名、学生课表、教师

课表，实现研究生选本科学生的考试安排。最终为师生实现“只

看一张课表”，为教务员实现“只排一次课”及实现本研一体化，

探索一条更符合我校实际情况的建设路线。

在本研互选平台建设中，我们引入了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体系

框架，以解决传统平台的诸多问题，新的本研互选平台系统设计

如图 1 所示。

本平台采用目前流行的、开源的 Spring Cloud 来实现。其中

的关键技术及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 服务的拆分

服务拆分一般包括横向拆分、纵向拆分。纵向拆分是总结

系统中所有通用的服务，横向拆分是根据业务的不同进行的拆

分。根据学校运行本科教务、研究生教务的现状，系统建设首

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思考如何在对原有系统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实

现本研的打通，资源的共享。因此通过认真梳理，依据“先纵

再横”的原则进行了拆分。最终我们将整个平台的建设划分为

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本科教务的改造，第二部分是对研究

生教务的改造，第三部分是设计并实现本研互选平台。本研互

选平台拆分的服务主要包括：将教学业务划分为 8 个中心，划

分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中心相对独立。每个中心围绕一个业务主

题，具体再拆分为若干个服务，如课程中心包括课程管理服务、

课程查询服务、开课服务等。最终形成了 4 个中心 18 个服务。

详细见表 1。

2. 服务的运行

服务的运行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服务消费方如

何发现服务的提供方；第二个就是服务的消费方如何以某种负载

均衡策略访问服务提供方实例。这些问题主要通过引入代理来解

决。根据代理在架构中的位置，目前有 3 种架构，经过分析，我

们使用了图 2 这种架构。这种模式一般需要独立的服务注册中心

组件配合，服务启动时自动注册到注册中心并定期报心跳，客户

端代理则发现服务并做负载均衡。

在 Spring Cloud 中，Eureka 负责微服务架构的服务治理功能，

实现服务实例的自动化注册与发现；Ribbon 是负载均衡器，负

责自动从 Eureka Server 发现服务，然后基于某种负载均衡算法帮

助服务消费者请求服务，由此就提供了服务运行的基础。再加上

Zuul 的动态路由、HyStrix 这个熔断器避免发生雪崩等，共同保

障了服务的整体运行平稳。

本文结合西安交通大学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 , 提

出了一种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本研互选平台的建设思路。这个平

台不仅能够满足本研博贯通培养实际运行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需

求 , 而且能够大大减少开发成本 , 缩短开发周期。截至目前 , 系

统运行稳定 , 很好地满足了学校人才培养改革的需要。 （责编：

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图 2  客户端嵌入式代理模式

序号 业务中心 功能定位 具体服务

1 资源管理中心

构建面向全校统一的教室资源调度

中心，为本科生、研究生等业务口

提供统一的教室是否空闲、占用、

释放等服务；全校统一的教师资源

中心，为本科生、研究生等业务口

提供统一的教师是否空闲、占用等

统一接口服务。

教室管理、空闲教

室查询、资源中心

等

2 课程中心

统筹管理全校统一代码的各类课程

资源，提供课程全生命周期的课程

管理服务。

课程管理、课程查

询、开课服务等

3 选课中心
选课轮次的管理与本研互选过程的

管理控制，选课规则的设置、选课

人员管理、选课范围的划定

本 科 选 研 究 生 课

程，研究生选本科

生课程、选课范围

管理、选课人员名

单管理等

4
成绩中心

实现互选课程后成绩与总成绩管理，

具体包括成绩认定设置、成绩单打

印功能设置等等。

成绩查询、成绩单

打印、成绩认定等

表 1  本研互选平台业务拆分详细表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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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冯广   伍文燕

随着广东工业大学进入高水平大学

建设行列，学校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

进步，根据《广东工业大学信息化建设

十三五规划》顶层设计，学校信息化基础

设施和应用系统建设基本完成，信息化建

设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时期。如何破解校

区多、幅员广、师生人数多和数据标准不

统一等带来的教学和管理难题，成为学校

近期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对此，

我们提出 “智慧工厂”的建设理念，积

极引入银行融资等资金，提升校园信息化

建设水平，让信息化像空气与水分一样，

渗透在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润物细无声。

“智慧工厂”概述

广东工业大学坐落在中国南方名城

广州，地理位置优越，校园占地总面积

3066.67 亩，拥有大学城、东风路、龙洞

等多个校区，在读学生达 5 万多人，教职

工 3300 人，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

文法艺结合、多科性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

大学，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

近年来，学校加大了信息化投入，已

经建成覆盖办公教学区的调整无线网络，

虚拟服务器、统一数据中心和统一门户等

软硬件基础设施，打通了大部分应用系统。

为解决校区多、幅员广、师生人数多、师

生办事难和数据标准不统一等带来的教学

和管理难题，我们根据智慧校园的内涵提

出 “智慧工厂”建设目标。 

“智慧工厂”包括“建设智慧基础设

施”“智慧开放平台及应用”“智慧教学

平台及资源建设”和“服务及管理”等方面，

实现从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向智慧应用建

设为重点转变；从“计算机 + 软件”模式

向以人为中心、以服务为中心的“云计算

+ 数据”模式转变；从建设精品课程到建

设慕课综合课程平台与精品资源转变；从

单一、独立安全防护到综合立体安全防护

转变。

1. 借助 5G 春风，打造泛在高速网络

广东工业大学

“智慧工厂”破解跨校区管理难题

广东工业大学地域广泛，四个校区分

散在广州四个不同的行政区，网络建设和

运维难度较高。为此，我们采取了线路与

设备双冗余方案，保证校区间通讯不受单

一线路中断影响。学校建成 20G 公网与

10G 教育网出口，完成了行政教学区的高

速有线无线网络全覆盖，得益无感知认证，

师生可以在四个校区无感知上网，自由获

取资源。

5G 已经成为国家战略。2019 年 4 月，

学校与广东移动签订了 5G+ 智慧校园战略

合作协议，全国高校首家 5G+ 智慧校园

落户学校，从此拉开了学校 5G+ 智慧校

园建设帷幕。双方将利用优质移动 5G 网

络推动教育改革创新，共同打造 5G+ 智

慧校园的合作样板，利用 5G 技术高带宽、

低时延和高并发的优点，现在已经有多个

5G 应用落地，如 VR 教室、5G 直播和 5G

物联网等。

在“我和我的祖国·广东工业大学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诗文朗诵

会”中，学校全程对朗诵会进行了 5G 技

术全球网络现场直播。由于现场要长距离

图 1  智慧校园内涵 

图 2  5G 高清直播技术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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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传输多路 4K 高清信号，项目组利用

了 5G 高带宽、低时延和高并发的特点，

实现高清无线视频信号的实时传输，取得

了满意效果。

2. 部署私有云服务器群，实现精细化

管理

在计算资源提供上，2014 年学校统

一提供虚拟化服务器资源，目前已有 300

多台虚拟化主机提供不同的计算与存储服

务。然而，随着机器的增加，出现了集中

管理困难；资源分配无法准确进行判断；

补丁不能集中分发，容易感染病毒；没有

主机安全防护，一旦其中某台主机被入侵，

整个虚拟主机群就暴露在危险中；不能统

一设置 DNAT 等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使用了私有云

架构的服务器群，随需而变，按需分配，

通过资源虚拟化，实现统一的业务支撑系

统“私有云”。一是降低维护成本。设备

集中部署，管理者只需要关注业务端运维，

减少运维压力和时间。二是实现资源共享，

弹性伸缩。自动调整云服务器数量进行弹

性伸缩，实现在业务高峰时自动增加云服

务器数量。针对主机统一安全策略，强制

进行安全升级和主机安全审查等。

3. 物联网无处不在，智慧感知唾手可

得

物联感知是智慧校园的关键，没有

感知就无从产生“智慧”。智慧校园建

设的感知包括环境感知，身份感知，位

置感知等。

学校利用 5G、LORA 和 WIFI 等协议

与技术，建设了覆盖全校的物联网，分布

在教室、机房、弱电间、公共区域，配电

房等，实时把数据传送回学校大数据平台。

除此之外，自主研发了基于多协议的

环境感知与大数据分析系统，无需铺设任

何线材，便可收集环境、用电、人流等信

息，传输回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

一站式服务解决办事难问题

由于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群体基数庞

大，而且分布在不同的校区，办事和开会

等往往要奔走不同校区，费时费力，并且

由于柜台和人工处理效率低，经常有排队

现象发生。为此，学校融合各系统数据，

运用信息化手段成功解决这一难题。

1. 网上办事大厅，让师生少跑腿

为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升学校管

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更好服务广大师生，

2018 年 6 月，学校网上办事大厅移动端微

信企业号正式上线运行。网上办事大厅以

“数据多跑路，办事少跑腿”为建设目标，

推进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办理。

目前，上线业务涵盖办事指南、网络服务、

图书服务、就业服务、办公服务等多个服

务场景，同时配备线下自助打印服务终端

设备。2019 年，为继续提升办事效率、增

强办事效果，扩大服务面，网上办事大厅

二期建设覆盖的服务流程数量将超过 100

个，实现包括多个部门办事事项。

据统计，网上办事大厅上线事项共

实现 19010 服务人次，服务办理次数为

141830 次。网上办事大厅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的效果，改善了传统线下办事效率

低、环节烦、跑路多的弊端，提高了学校

管理水平和服务满意度。实现了“工作思

维信息化，权力运行公开化，办事‘套路’

简便化，服务模式人性化”的目标。

2. 新生入学零排队，数字迎新秒报到

每年开学季，都有过万名新生前来

报到，传统的迎新效率低下，往往要大排

长龙，新生可能要一整天才能完成整个报

到流程，实时报到情况也不能及时反馈给

学校。

自 2017 年起，我们实行了数字迎新，

新生只需联系自己对应的迎新使者扫描

录取通知书上的二维码，即可完成报到，

不用再拖着行李，穿梭在各个报到点之间

办手续，轻松方便。学校除了能实时了解

报到情况外，也能实现全面精细化管理，

提前了解新生报到时间和交通工具，做到

精准接站，迎新工作也从过去的两天缩短

到一天，再无排队的情况发生。

数字迎新实施三年来，每年都有新

功能推出，2019 年推出的新生宿舍自动

图 3  私有云服务器架构 图 4  自主研发的环境感知与大数据分析系统 图 5  线上线下结合的网上办事大厅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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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与管理和智能迎新使者应答模块，深

受新生喜爱。

3. 大数据系统建成，校园安全有保证

学生群体基数大，造成学生管理工作

量大，特别是学生安全情况难以掌握。为

此，我们建立了学生安全大数据系统，运

用大数据收集和管理学生信息，通过对学

生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实现对学生信息全

面了解。

基于学校门禁系统数据、校园卡系统

数据、校园 Wi-Fi 系统数据和上网认证系

统数据等多个数据源系统，数据通过抽取

后，经过数据清洗、提取，制定学生标签

维度，并将标签应用于大数据平台中，形

成集数据汇聚、标签管理、标签库、服务

策略、场景输出于一体的学生标签管理体

系，在学生行为存在异常时，如长时间失

联等情况及时预警，让学校充分了解学生

情况，防范于未然。

以融合创新理念打造新教学环境

1. 智慧教学平台，助力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

随着学校招生规模扩大，课室资源日

益短缺，课室利用率已经超过 80%，教学

空间急需扩展；学生进行跨校区选课时，

必须费时费力到不同校区上课。

为了扩展办学空间，探索新的教学模

式， 2018 年 9 月，学校合作开发的“新

云课堂”在线教学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

解决了学校教学信息化的一大难题。上线

以来，学校持续对“新云课堂”网页版和

小程序版本进行升级，优化平台性能，拓

展平台功能。“新云课堂”灵活的教学功

能，让教与学向智慧化迈进，为教师打造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突破课堂束缚，为

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019 年，学校一批优秀教师在“新云

课堂”积极探索教学模式改革。本着服务

教学的初心，学校相关部门积极鼓励教师

在“新云课堂”平台开课，并为教师提供

专业的建课技术支持和辅导。

2.“新云融合学习空间”：宜学、宜教、

宜管

2019 年，学校推出“新云融合学习

空间”，以“以人为本，融合创新”的理

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自主学习空间。

以人为本的意思

是，对于使用课室的

每一个角色，都能够

充分体验到智慧课室

的好处，学校领导、

课室管理者、老师和

学生，都能通过多终

端与统一的操作介面

得到帮助，做到极简

使用与管理。充分融

合意思是，智慧教室的中控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充分融合成一个系统，也与智慧校

园数据与应用系统，如与智慧校园和教学

平台充分整合。

智慧课室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舒适的教

学与学习环境，以及完善的硬件设施，营

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提供触手可得的教学

资源，实现线下和线上教学空间融合。统

一的智慧课室系统，还可以提醒上课地点，

寻找空闲的自习室，租用智慧储物柜等。

学校管理者能通过对智慧课室感知的

信息进行分析，实时掌握老师和学生上课

的情况，了解课室使用信息，如课室的占

用比率、学生自习情况，分学院统计出勤

率等。

课室管理者可以用电脑与小程序随时

了解课室的设备情况，当设备有故障或者

使用期限将到时，可通过各种方式通知管

理员，确保课程顺利进行。

2019 年是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学校信息化将继续在数据治理、

数据展示和人工智能如何服务学校教学科

研管理等方面继续攻坚克难，使信息化水

平迈上更高台阶，为高水平大学建设贡献

力量。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网络信息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图 6  学生报到实时情况

图 7 “新云融合学习空间”打造主动学习空间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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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队伍建设现状与发展分析

文 / 李坤伦     戴  莹

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化管理是当前

各个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也

是提升高校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全国各高等院校的信息化建设

需求不断加大，要实现准确、高效的管理，

就必须建设一支技术过硬的信息化人才

队伍。本文基于国家政策及高校现状，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

发展对策。

国家政策与大数据特点

1. 相关国家政策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信息化建设的

政策和文件，并强调建设信息化人才队伍

的重要性。2016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

战略纲要》提出，将“优化人才队伍，提

升信息技能”作为“大力增强信息化发展

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再次强调，“要加强信息化专业队伍建设，

确保各级各类学校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工作

得到落实”。

2. 大数据的特点

大数据时代，数字信息资源已经从

经济资源上升到战略资源高度。大数据

具有四个特性，即数据体量大、数量类

型多、处理速度快和实时性高。

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动着信息化人

才必须紧跟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术。因此，建设一支高水平、有

能力、经验丰富的信息化人才队伍十分

必要。

高校信息化队伍现状分析

高校信息化队伍总体来说由三部分人

员组成。第一部分是信息化部门专职人员；

第二部分是行政、教学单位的兼职信息员

（或安全员）；第三部分是为学校提供信

息化建设服务的厂商，其中包括项目实施

人员，软硬件设备驻场运维人员等。

目前，信息化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面临

诸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校信息化队伍岗位定位不高

高校的信息化从业人员多属于教辅系

列，主要从事技术工作，归属于学校后勤

保障服务部门，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难

以主导全局信息化工作的推进。

2. 高校信息化队伍发展受限

高校信息化人员职称晋升和薪酬制

度一般参照实验人员，但因种种原因，

该类人员在晋升职称、提高薪酬等方面

均有很大困难。具体表现在：工作负担

重，没有时间潜心研究，在与校内同系

列人员的竞争中不占优势 ; 对于分布在

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兼职信息员，由于工

作缺少奖励机制，因此工作热情很难被

激发。

3. 高校信息化队伍人事制度不健全

高校信息化部门的职员，一般按照教

辅人员来评定成绩，但信息化人员在工作

强度、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方面相较实验

室人员存在先天劣势。具体表现在：信息

化人员工作时间较长，没有学术研究平

台，在职称评定中无竞争优势，绩效奖

金较少。

同时，与教师岗位人员相比，学校没

有为高校信息化人员提供继续求学深造的

政策，有的高校反而出台限制措施，阻碍

在岗人员在职求学深造。这样势必造成信

息化人才队伍发展受阻，难以实现信息化

人才队伍梯队建设。

4. 高校信息化人才工作强度高

尽管各高校信息化部门的职能分工有

所不同，但岗位设置和职责要求差别不大，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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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人才周平均工作时间大于 60

个小时，超过八成的信息化人员工作负荷

饱和，甚至严重过量。这也成为高校个别

信息化人员离职的原因。

高校信息化队伍建设对策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需要一

支稳定且能力强的人才队伍。高校信息化

人才队伍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并按层

级逐层实施。本文将从政策引导、学校机

制和个人发展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政策引导

一方面，教育部近年来陆续出台教育

信息化建设的文件和政策，要求建立信息

化人才队伍的制度，不断加强信息化人才

队伍的建设。2018 年 4 月，教育部在《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指出，“各级

各类学校应普遍施行由校领导担任首席信

息官（CIO）的制度，并明确责任部门，

全面统筹本校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因

此建立高校信息官制度，既响应了教育部

政策文件，也能促进高校信息化责任的落

实，强化信息化管理。 

另一方面，建立促进信息化人才队伍

职称晋升的长效机制。从高校信息化的发

展来看，有必要建立适用于教育信息化人

才队伍的职称评定体系，实现高校职称评

审要求与当地省人社厅要求相统一。这样

有利于吸引社会上有专业特长的优秀人才

加入高校信息化队伍，推动信息化建设，

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

以长安大学为例，学校设立主管副校

长为学校的首席信息官，全权负责学校信

息化建设管理工作。在职称评定方面，该

校对信息化人员制定了适宜的政策：将信

息化职业技能考试资格证书，纳入高级工

程师职称评审指标体系的“论文与专著”

项，同时要求信息化人员在撰写论文时更

加注重工程实践。

2. 学校机制

（1）建立激励机制

建立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的激励机

制。在高校现有薪酬体系下，信息化队伍

的薪资待遇一般采用教辅人员的工资标

准，这与国内各地区信息技术行业的整体

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对于优秀的信息

化人才，学校的薪酬体制有待按照绩效改

革的方式加以改进。

建立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信息化队伍

薪酬体系迫在眉睫。高校应该针对信息化

从业人员定岗定编，实现岗位与薪酬、绩

效的考量，缩小与企业信息化从业人员的

工资差距。此外，高校应该成立信息化人

才奖励专项基金，根据信息化从业人员的

表现，按照月贡献、季度贡献和年度贡献

评选优秀，并发放激励奖励金，增强学校

对其的认可度，使信息化人员有归属感。

同时，建议高校设立信息化专项科研

业务经费，允许信息化人才队伍申请与教

育信息化密切相关的科技课题，吸引优秀

的博士、硕士入校工作。建议高校增加奖

励机制，以鼓励信息化人员承接本校软件

开发任务。一方面节约资金，另一方面

逐步解决校内与校外企业间的薪资差距，

为高校信息化人才的社会招聘打好坚实

基础。

（2）持续完善信息化队伍人员结构

持续扩大高校信息化在编人员规模，

并发展非编制信息化人员队伍。在编与非

在编人员各司其职，按岗定编，建立不同

编制人员的晋升通道。对于非在编人员，

允许其在满足一定的工作年限和技能后，

转入在编人员序列。

（3）加强与企业合作

信息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实践。在高

校设立软件企业的实习基地加强高校与企

业之间的合作。一方面，软件企业第一时

间获取了高校的实际软件需求，有利于产

品的孵化，另一方面，高校委托企业开发

软件项目，不但能提高学校的管理和服务

水平，也节约了信息化经费的支出。

3. 个人发展

在国家出台政策引导、学校出台激励

机制下，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还需要制定

好个人的发展规划。

（1）信息化人员要明确个人发展定

位。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从事信息化建设

工作，要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从岗

位和技术分工来讲，高校信息化人才要选

好方向，不管是开发还是运维，都应该坚

实地钻研下去。

（2）高校信息化人才应积极参与继

续教育。依靠高校现有对在职人员求职深

造的政策，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高校

信息化人员应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和

理论素养，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积极申

报相关领域的科研项目，一方面解决实际

工作需求，另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

（3）加强对信息化人员的专业技能

培训。建议高校建立多种形式的信息化培

训，为队伍战斗力的提升保驾护航。职业

技能培训，作为信息化从业人员求学深造

的补充，应普遍开展。高校应每年组织相

关岗位的信息化人员，积极参与高校相关

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相关的学术会议和技

能培训，强化其业务能力，使其在工作岗

位上独当一面。

（4）鼓励信息化从业人员参加资格

考试认证。通过参加职业技能考试获取资

格证书，一方面掌握了信息化专业技能，

另一方面能用所学技能推进学校信息化工

作的开展。比如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

术资格（水平）考试、Oracle 数据库认证

专家（OCP）考试，思科认证网络高级工

程师（CCNP）、VMware 高级认证专业人

员 (VCAP)、红帽认证工程师（RHCE）、

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CISP）等。

信息化人才队伍是高校在大数据背景

下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创建“双一

流”高校的必要条件。高校应按照国家和

教育部的政策引导，逐步建立适合学校信

息化发展的新机制，新政策，不断推进信

息化人才队伍的发展，为高校智慧校园建

设，打下坚实基础。 （责编：朴艺娜）

( 作者单位为长安大学信息与网络管理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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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是数字校园基础上的信息化

发展新阶段，是从线上虚拟场景到线下现

实场景的全面融合。几年前“搞信息整合、

做业务总线、走现场开发”的思路，已经

无法满足“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

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校园”的深层变

革需求。“互联网 +”“微服务”“数据

驱动”“主动服务”“大数据”等一大批

新的理念和建设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在智慧校园建设阶段，管理向服务转

型，流程和数据成为信息化的两大核心元

素。如何让师生以一站式的方式快速获取

需要的服务，信息部门如何以私有云的方

式为师生提供教学、科研、文化生活等各

方面的协同交流环境，同时可以让管理人

员科学、规范地管理数据、利用数据，提

升师生的信息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成为智

慧校园建设的新课题。

基础平台建设的总体思路

1. 传统数字校园建设的问题

多数高校的信息化建设都经历过“三

大平台”建设阶段，但是发展到现阶段，

三大平台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主

要体现在：

（1）三大平台并不能完整覆盖高校

信息化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比如：对

业务流程这一重要概念未作抽象，造成

数据产生的通道不畅，业务孤岛引发数

据孤岛；将数据分析需求与数据交换和

中心数据库混为一谈，很多高校建成的

平台成了摆设，有些虽然做了数据集成，

但数据不一致、不完整、不规范等问题

在数据展示和数据分析时频频暴露，数

据发挥不了真正价值；身份管理的内涵

其实远大于“账号管理”，IDM 不应仅

仅是“统一身份认证”等。

（2）对核心问题的把握不够准确。

比如：门户对信息服务整合带来的价值并

不高，主要依赖于后端信息服务如何实现

统一、整合及可持续发展，但后端整合所

需要的环节又远不是仅用“公共数据平台”

所能覆盖的。

（3）数字校园阶段的“三大平台”

建设注重平台功能，忽视服务建设。比如：

不少高校在建设时对公共数据平台提出了

大量“高级”要求，希望完美地覆盖未来

可能出现的各种需求，认为平台功能完善

了，整合问题、统计分析问题就解决了，

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大大增加了产品

难度和成本，同时又难以维护，造成平台

中大量功能闲置甚至被逐渐抛弃，而真正

重要的、有意义的业务系统数据采集、清

洗、转换、整合、分析工作和师生如何更

便捷地获取信息化服务却被忽视了，师生、

领导无法看到数据价值，对信息化建设工

作成效没有获得感。

2. 总体建设思路

智慧校园建设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数据

质量为目标，一方面利用信息化手段和工

具，将校园的各项资源、管理及服务流程

数字化，使现实的校园环境凭借数据的驱

动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伸；另一方面

运用层次化、整体性、战略性的观点来规

划和实施校园信息化建设，将校园内信息

体系标准更好地组织分类，将全校数据更

完备地治理与共享，将仍普遍存在于部门

间的业务流程断层进行再造。主要体现在：

（1）改变传统的单体信息系统建设

模式，转型为层次化的整体架构，服务与

管理有效分离。面向师生的服务基于统一

的服务中心建设，一站式体验，师生无需

了解后台；面向管理人员的信息系统基于

管理中心规范进行开发整合。在层次清晰

的整体架构中，通过服务平台与管理平台

的整合，打破传统信息系统间的壁垒，使

信息服务和信息管理都趋于标准化。

（2）用统一的智慧校园服务框架重

构传统的信息平台。以流程服务中心和数

据服务中心为核心，重构传统三大平台的

组合，更完整、更合理地覆盖智慧校园场

景。新架构参照互联网微服务架构理念，

更简洁、更易于理解、更利于维护。

（3）核心技术上着重解决需求快速

变更、个性化程度高、持续维护困难等校

园信息化建设的根本性难题。在个性化应

用、流程服务、数据服务、通用服务及管

理系统等各个层面，通过引入新技术，着

重降低功能迭代的成本和周期，通过标准

化程度的提高改进信息系统功能的可持续

维护性；通过新技术降低开发人员的学习

门槛，既有利于开发团队的持续建设，同

时提高了学校信息化建设部门对信息化项

目的可控度。

 智慧校园微服务架构

流程和数据是信息化两大最基本的元

素，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智慧校园服务框架，

打破传统数字校园三大平台的建设模式，

从三大平台改变为两大服务——流程服务

打破传统，基于微服务构建智慧校园平台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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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服务。最终，面向用户的服务可分

为三类：标准化的流程服务、标准化的数

据服务、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基于服务框架的整个信息化应用体系

包括四个层面，如图 1 所示。

1. 应用／微应用层。是面向用户呈现

的最终服务组装的方式和结果，包括若干

通用模型应用和涵盖个性化应用的应用市

场机制。“流程应用”“数据应用”“协

作应用”这三个通用型应用来解决可标准

化的服务展示。“应用市场”机制解决完

全个性化、开放式的应用及其管理。服务

组装的机制要简洁、清晰、易于理解、易

于维护管理。

2. 服务编排。该层是面向用户的交互

服务的实现点。编排的对象是下层的系统

服务，编排的方式包括标准化的流程模型

编排、标准化的数据模型编排、个性化的

信息服务编排。这三种编排方式的组合能

有效实现互联网高度个性化需求和标准化

要求的平衡，基本覆盖智慧校园的服务编

排形式。

流程服务编排采用 FaaS 架构，涵盖

传统的表单引擎、流程引擎、消息队列等

核心机制，实现从服务开发、流程开发、

表单开发到面向用户的交互界面，端到端

完整的流程服务编排与交付。编排的服务

还包括 REST 封装服务和直连数据库服务

编排。

数据服务编排采用操作型数据表单及

多维度 BI 展示框架，分别面向数据查询

类服务和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类服务。数据

服务编排既要面向 REST 标准的统一 API

封装服务，也要考虑

面 向 ODS/DW/DM 直

接对接的服务编排。

流程服务与数据

服务形成两个目标明

确、边界清晰的信息

化建设核心维度，其

相互关系与边界如图 2

所示。

个性化服务是基

于下层服务封装，由

相关供应商进行个性

化开发而形成的信息

服务功能。这部分主

要解决难以用流程服务、数据服务进行标

准化的开放式应用，完全由开发者用程序

开发的方式实现服务编排。这类应用是校

园应用的一部分，标准化程度不高，程序

开发量大、维护量大，因此从整体建设效

率角度看，个性化服务的比例应尽可能控

制在较小范围内，否则又会陷入传统的软

件开发困境。

3. 服务封装。这个层面是基于 RESTful

标准的系统间交互服务的封装与实现。分

为业务服务、通用服务、服务支撑三个主

要部分。业务服务指业务功能相关的服务

封装，随着业务功能信息化的覆盖不断扩

展。通用服务与业务功能无直接依赖，随

着技术和应用场景的发展不断扩展。服务

支撑是微服务架构的重要底层支撑，采用

新一代虚拟化技术，实现自动化部署、持

续集成、高效监控运维等重要的运维能力，

是对上面两层用户交互服务及系统交互服

务的直接支撑，是微服务架构得以发展和

应对问题的重要基础。

4. 数据管理。这个层面包括传统 MIS

系统对应的独立系统、独立数据库和数据

集成。微服务架构将不再依赖重量级企业

总线，通过 ODS ＋ ETL 实现被大幅控制

的操作数据集成，采用 ETL ＋ DW/DM 实

现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模型的建模与展

现，经过第三层封装后可支撑第二层的数

据服务编排。数据集成部分的 ODS/DW/

DM，不仅指数据库，而是包括围绕 ODS/

DW/DM 数据模型的建模、抽取、转换、

装载、多维度组合、报表产生等完整的 BI

支持。

上述体系架构中还有两个与业务无关

的服务管理维度：安全管理维度和性能及

可靠性管理维度。

智慧校园微服务架构需要在符合统

一规范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不断扩展。基

于微服务架构搭建“五个一”基础平台，

能有效弥补传统单体架构和 SOA 架构的

缺陷，易于理解和管控，具备足够的扩

展性，基本可以覆盖所有的智慧校园信

息服务场景。

“五个一”基础平台
搭建

1. 统一身份管理与认

证授权平台

统一身份管理与认证

授权平台是智慧校园的基

础支撑平台。首先，要为

各系统提供统一的基础身

份信息管理，需建立包括

图 1  智慧校园微服务架构

图 2  流程服务与数据服务的关系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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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职工、访客、校友等用户的统一

身份库，明确用户身份数据的权威数据源，

实现各应用系统与统一身份库之间的用户

信息交互，用户账号统一管理。其次，提

供 PC、移动端的统一认证，实现单点登

录，支持包括用户 UID/ 校园卡口令的各

种主流认证方式，提供包括 JSP、JAVA、

ASP、RESTful 等多种标准开发接口，缩

短认证集成开发周期，并可监控认证概况，

查询认证账号、认证时间、认证 IP 等信

息。针对体系架构中的各系统提供统一授

权，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策略，根据

用户的责任和资格灵活分配和撤销角色及

权限。还应具有统一的安全审计功能，管

理员可随需查询事件发生日期、事件名称、

事件类型、操作用户 ID、操作用户 IP 等

审计信息。

2. 统一融合式门户

作为智慧校园入口，综合信息门户

要对各种不同场景、不同身份、不同信

息或服务的获取进行有效整合。数字校

园 阶 段， 门 户 多 由 CMS、Portal、 移 动

app portal 等多种方式组合而成，但内容、

服务、服务的移动版本等都是相互割裂

的，既造成了使用体验不佳，同时无法

有效解决对后台系统的维护、信息的一

致性等难题。

融合式门户（如图 3 所示）由统一

的管理后台提供支撑，把传统意义上的

内门户、外门户、PC 门户、移动门户等

割裂的概念融合起来，基于 Web 前端框

架和移动端应用框架两个核心终端适配

框架，分别为桌面 Web 端和移动端应用

场景提供支持，降低信息服务的不一致

性，实现应用层／展示层的无缝融合。

融 合 门 户 框 架 中 规 划 了 六 大 中 心： 流

程服务中心基于表单流程平台及其开放

API，构建网上办事大厅；通知消息中心

提供标准接口，对接各信息系统，实现

面向不同身份、不同部门的多级校内通

知公告的整合；统一日程中心为师生提

供标准的个人日程服务，包括 Web 门户

界面、移动设备及其他标准化的日程软

件工具的对接；校园应用中心提供面向

师生的个性化校园应用；业务管理中心

提供面向各类管理人员的集成应用；个

人信息中心基于大数据平台，提供师生

数据的集中展现和查询分析。

3. 一个共享数据中心

共享数据中心是包含数据采集与交

换、清洗与处理、管理与存储、监控与服

务、可视化展示与统计分析的综合数据服

务平台，并依据数据标准，采用一套可实

施的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和方法论，实现数

据管理可视化、数据共享服务化。共享数

据中心包含以下内容：

（1）信息标准管控。信息标准是对

学校主数据的唯一官方表述，在此框架下

的所有业务均需依照信息标准开展，而信

息标准的落地需要配合一整套数据治理的

方法和软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2）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各系统数

据采集及系统间数据共享交换，是解决信

息孤岛的必备工具。提供对学校主数据的

可视化管理，对数据质量进行监控。

（3）四层架构（原始层、主题层、

分析层、应用层）设计的共享数据库。

（4）数据可视化 BI。基于共享数据

库和各类系统库，支持 SQL 数据库、电

子表格、NOSQL 数据库等多种数据源，

快速构建各种可视化图表，支持 PC 和移

动端发布展示。

4. 一站式流程服务平台

一站式流程服务平台

既包括建设统一的表单流

程服务开发与运行平台，又

包括基于统一平台搭建学

校管理服务所需的各类业

务流程的实施方法论。流程

平台要提供可视化的表单

开发工具与流程处理引擎，

实现表单与流程的一体化

开发与运行，流程逻辑设

计与程序代码开发高度分

离，业务流程咨询师与开发人员可以独立

工作，易于维护。通过网上办事大厅与综

合信息门户无缝融合，为师生提供统一的

流程服务体验。探讨形成一套完整的各业

务域流程服务的实施方法论，为准确获取

用户需求、快速搭建流程和表单、稳定推

进上线，提供有效支撑。

5. 一套网络安全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的相关要求，建设学校网络安全体系应结

合当前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水平，设计一

套科学合理的安全保障体系，形成有效的

安全防护能力、隐患发现能力、应急反应

能力和系统恢复能力，从物理、网络、系

统、应用和管理等方面保证智慧校园系统

安全、高效、可靠运行，保证信息的机密

性、完整性、可用性和操作的不可否认性，

避免各种潜在威胁。

智慧校园微服务框架理论能够在技术

能力上形成完整闭环，基于微服务架构的

四个层次，可以简洁、有效、有序地逐步

深入搭建“五个一”智慧校园基础平台，

对各种信息化场景有较为完整的覆盖，但

是在建设过程中，学校已经建设的各个系

统是废旧还是升级，如何做到投资利益最

大化，如何为师生提供更便捷有效的服务，

提升信息化服务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是学

校信息化建设工作者们需要慎重考虑和决

策的问题。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信息中心）

图 3  融合式门户的构成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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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景奇   卞艺杰   张新华

近年来，高校数字校园及智慧校园建设全面展开，学校各项

业务逐渐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同时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要求越来

越高。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各类网络安全事件频发，高

校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仅靠人工监

测和处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校网络信息安全的需要，应该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实现网络信息安全的

实时监控。

总体思路

目前，河海大学应用了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对各类

安全设备数据源信息进行采集和管理，实现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实现全天候 360 度监控，并能就网络安全信息进行预警和统计，

为网络安全处理提供决策支持。其主要功能包括安全数据采集、

安全态势感知、安全事件管理、安全分析、预警处置、安全事件

通报处理及统计报表，如图 1 所示。

1. 安全数据采集 

通过多种不同的数据接入方式，如 Syslog、SNMP Trap、

OPSECLEA、NETFLOW、ODBC/JDBC 等协议进行采集，并针对

各类安全设备的日志格式进行相应的设置，完成自动采集和分析。

2. 安全态势感知

基于各类数据流的实时捕获、处理分析、统计、跟踪记录与

监测，及时感知被监测网络遭受的安全威胁、攻击行为、异常行

为等，并对监测到的事件进行可视化展示，通过饼状图，柱状图、

雷达图、趋势图等手段对事件严重程度、事件分布、事件关联资

产等进行总体态势展现。

3. 安全事件管理

针对各类事件的历史查询，多层次多角度查询分析功能。可

指定时间范围、事件关联属性，如源地址 IP、目标地址 IP、事

件类型等条件进行查询分析，通过 2D/3D、趋势图表、视网膜图、

数据列表对查询结果进行直观形象的呈现。

4. 安全分析

能够对六个月内的数据关联分析进行查询，查询结果按天统

计并呈现。以事件、IP 地址为起点进行关联，并能针对具体的

事件摘要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关联分析，查询事件名称、来源 IP

地址、目标 IP 地址、端口、协议等。

5. 预警处置

按照《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对预警进行红、

橙、黄、蓝四级划分，并对不同级别预警实施不同的预警响应协

调工作落实。具备预警信息的解除、调整、删除、响应及处置提

交等功能。

6. 安全事件通报处理

校级安全管理员通过校内安全事件通报处理功能发布安全

信息通报，部门管理员按通报内容进行相应事件处理，处理完成

后提交处理结果，并对安全处理事件进行统计和输出。

平台建设与部署

河海大学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采用 B/S 架构， centos7 操作

系统， MySQL 数据库，基于 DOCKER 容器部署，利用 J2EE 标

准技术开发。该平台利用一体机方式部署，采用 8 核 3G CPU、

64G 内存的高性能服务器，可用存储容量 6T，基本满足 6 个月

内安全日志存储容量的要求。

网络安全监测从人工分析转向模式匹配

图 1  高校网络安全大数据总体架构

河海大学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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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校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界面

图 3  学校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在技术实施过程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采集。由

于需要监测的安全设备和应用系统较多，如何将安全数据采集到

安全大数据平台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二是安全事件分析与呈现。

平台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呈现出易于识别的界面效果，以便管理

人员简单地识别安全风险；三是校内安全事件通报流程。网络安

全工作必须得到各二级单位安全管理员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

作用。

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有多种方式。一般而言，安全设备都具有 syslog 日

志转发功能，可以通过该功能进行采集。而一些安全设备并不具

备此功能，或者转发的日志格式与平台处理的日志格式不一致，

这就需要安全设备厂商配合或者大数据厂商修改日志处理程序。

2. 安全事件分析与呈现

安全事件频发，如何有效分析出具有高风险的安全问题，并

将其有效呈现出来是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必须解决的问题。平台

通过“规则 + 阈值”的方式分析安全事件，先通过规则进行匹配，

然后由用户自定义阈值，只有超过用户设定的阈值才定义为高风

险事件。由此既保证规则匹配的自动化，又能避免规则与用户期

望的不一致性。在呈现上，一方面通过红、黄、蓝的颜色标识提

供直观的风险等级；另一方面，通过安全事件态势感知，提供全

局性的安全攻击态势情况。

3. 校内安全事件通报处理

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将安全事件管理与通报处理关联起来。

发现事件后，根据事件等级，直接发起安全事件通报流程，将该

事件发给各二级单位安全负责人和管理员，进行处理并反馈，从

而实现安全事件处理的可跟踪、可统计，为进一步的安全工作提

供数据支持。

平台特点及应用效果

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相较于其他安全设备，具有三个显著特

点：

一是将网络安全监测从“读数”向“读表”“读图”转变。

过去的监测只能通过管理人员统计数据，而现在能够通过大数据

平台直接调阅各时段的表格、呈现直观的分析图。

二是从“人工分析”向“模式匹配”转变。过去只能依靠人

工统计，然后分析哪台服务器受到的攻击最多，而现在只要设定

好安全分析模式，平台即可自动匹配，自动呈现每台服务器受攻

击情况。

三是从“单因素分析”向“多因素分析”转变。过去只依靠

一台安全设备，无法有效分析安全威胁，而平台通过威胁链条分

析，能够从多台安全设备把服务器的相关安全威胁全景展示出来，

从而更全面地展现服务器的安全态势。

在实际应用中，该平台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目前采集的安

全设备有 10 个，涵盖了 Web 防护设备（WAF）、核心防火墙、

漏洞扫描设备、日志审计系统等。每天监测攻击数达 200 多

万条，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了有效的监测和预警。具体如图

2 所示。

安全态势感知以星空图的方式，全景展示全球范围内，对本

校服务器的网络攻击，可以非常直观地观察攻击来源，从而为安

全事件处理提供支持。同时，能够为管理人员提供直观的网络安

全态势，如图 3 所示。

高校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以现有的网络安全设备为基础，

无缝采集各类安全数据，构建全天候安全监测系统，有利于高校

安全信息的及时发现和处理。

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将进一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从工作流程上规范网络安全大数

据平台的管理和使用，使其在高校网络安全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

二是进一步扩大安全监测边界。目前仅对校内服务器的安全

进行监测，下一步要通过用户上网行为数据，进一步将校内所有

连接外网的终端设备，进行安全风险监测，提高校内网络安全水

平。 （责编：朴艺娜）

( 作者单位为河海大学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 )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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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IPv6 的普及和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各高校在业务管理、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了极大提升。特别是近些年大数

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对信息化校园积累的大量

业务数据的价值加以挖掘，尤其在学生行为分析方面，使用大数

据分析解决了日常教学、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升了学校教

学和管理等方面的决策能力。然而，对单一数据的分析，不能完

全反映用户存在的所有问题，因此，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大数据

分析的用户行为轨迹及预警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对用户所有的

消费、上网、校园卡、网络设备等数据进行全方位分析，从而及

时为用户提供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并充分利

用各部门的业务数据，有效展现业务数据的数据价值，为提升用

户的日常行为分析、管理及发展指导建议提供可靠依据，且能为

将来潜在的数据和业务需求提供支撑。

系统架构设计

技术架构设计

该系统设计的技术架构主要包括数据源层、数据处理层、数

据存储层和应用层，如图 1 所示。

数据采集阶段：针对复旦大学的数据源，包括 AP 数据、AC

数据、校园卡消费数据、师生基础信息等，分别从设备日志、第

三方系统 API 或者关系型数据库中采集。除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外，

增加分库标识、分类标识、标签、来源，便于后续对数据分类处

理和分析。

数据处理阶段：对数据做统一格式标准化处理，并根据数据

分类标识对数据进行格式化解析，解析出可以分析的数据格式，

再对数据进行清洗，保留有效的分析字段，最后对字段做格式转

化处理。

数据存储阶段：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和解析数据存入搜索引

擎，便于后续对数据进行检索。另外，将解析数据存入分析引擎，

用于后续对师生行为轨迹和师生在校行为进行数据分析。其中，

原始数据主要存储在离线计算引擎和数据检索引擎，原始数据保

存周期支持配置，过期的数据程序自动删除。经计算处理过的数

据保存于离线计算引擎，保存周期和原始数据的保存周期相同。

数据检索引擎数据供搜索模块使用，离线引擎保存数据供离线计

算任务使用。数据备份采用一源多备的备份方式，通过设置计算

引擎的副本实现数据备份，部分存储服务故障不影响服务，同时

不会导致数据丢失，故障服务重启后会从副本上恢复数据。创新

地使用倒排索引使本文的搜索与分析引擎，较常规关系型数据库

在搜索性能方面有了极大提升。

数据分析阶段：对存储后的数据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对应的计

算规则，计算出对应的指标，如停留时间，消费平均值等，然后

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架构设计

如图 2 所示，本文用到的数据主要包括无线网络接入点

行为轨迹及预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IPv6 协议简介

IPv6 是互联网协议第 6 版，它是英文“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6”的缩写。随着新应用的不断出现，传统的 IPv4 协议出现

了很多问题，如网络地址资源有限、安全性差等，严重制约了互联

网的应用和发展，难以支持互联网的进一步扩张。IPv6 是由国际互

联网工程任务组设计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是下一代网络的核心，

目的是取代现有的 IPv4 协议。IPv6 的使用，不仅能解决网络地址资

源数量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多种接入设备连入互联网的障碍。

图 1  技术架构

复旦大学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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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Point， AP）设备日志数据、无线网络接入控制器（Access 

Controller， AC）设备日志数据、校园卡使用记录数据、师生基

础信息数据等。

1. 数据采集。AP 和 AC 设备日志数据通过设备自带的系统日

志（System log， syslog）服务输出到分析平台。校园卡使用记录数

据通过 HTTP 请求校园卡系统的 Open API 或者连接数据库读取。

师生基础信息数据通过学校师生管理系统 Open API 或者连接数据

库读取。

2. 数据加工。将读取的原始数据进行解析处理为可用于计算

分析的 KV 表数据，并针对复旦大学的实际情况加入地理位置和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坐标的关系

源数据，加入危险网站网址和网站性质等信息源数据。通过实时

计算和离线计算，计算出师生的出现位置、出现次数、停留时间、

消费行为指标、上网行为指标等指标型数据。

3. 数据管理。管理已经加工好的 GIS 源数据、危险网站源数

据，可对此类数据进行增删改等管理操作，管理日志数据的生命

周期、行为轨迹数据的生命周期等。原始数据和加工后的数据分

别存储在数据检索引擎和离线计算引擎上。

4. 数据应用。加工后的数据可用于基于 GIS 的师生行为轨迹

的展示，建立师生上网行为模型等。

物理架构设计

如图 3 所示，其数据采集、数据接收、数据处理、数据存储、

数据备份过程涉及的服务和组件有：

1. 数据采集客户端。采集数据客户端，部署在被采集数据的

服务器上，有资源占用少，性能稳定，读取数据延迟小等特点。

2. 数据接收服务端。接收采集客户端采集到的数据，可部署

多个数据接收服务端，其性能稳定、支持高可用，在 4 核、8GB

配置的机器上，每秒可接收 40 万条数据。

3. 数据缓存集群。用于数据接收和处理之间的缓存，保证系

统在高并发冲击下的稳定性和数据安全性。

4. 数据处理服务端。对数据进行高效实时处理为可以分析的

数据。

5. 数据搜索与分析集群。将原始数据与分析数据按照结构化

存储，分别存储到分析引擎和搜索引擎。分析引擎和搜索引擎都

会存放原始数据和分析数据，存储在搜索引擎的数据作为日志管

理的索引用途，储存在分析引擎的数据作为可视化和预警的统计

分析的用途。其中，搜索引擎在复旦大学环境中可共用已有厂商

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无需额外部署，减少资源投入成本并提高

数据可用性。

6.Web 控制台。主要负责对数据进行实时计算和离线计算的

数据分析、数据搜索和数据可视化及其相关应用场景等，对外提

供数据 API 接口。

平台功能设计

用户轨迹展示子系统

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实现方式

针对网络设备、路由器、交换机等硬件设备，日志平台使用

服务器采集，通过 syslog 协议将该设备日志转发至服务器，再由

日志平台 Agent 前往服务器进行采集。（1）搭建 syslog-ng 服务

器，并配置日志接收文件路径搭建方式。（2）对网络设备进行

syslog 配置并将日志发送到服务器配置落盘。（3）按照流式上

传方式，将服务器上接收到的日志上传到云日志平台。

关键技术

（1） syslog-ng 配置。服务器监听 TCP 和 UDP 协议的特定

端口，网络设备配置向服务器的特定端口服务发送日志数据，服

务器通过如下的落盘规则（按天保存日志）写日志到 $HOST 目

录下，$HOST 源网络设备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通过 $HOST 可以

区分来自不同网络设备的日志。

  图 2  数据架构

图 3  物理架构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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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志采集原理。日志采集程序实现对服务器日志文件

的持续采集，保证日志文件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断点续传性。日

志采集程序以文件为单位从服务器采集日志。

日志采集关键的数据结构是文件发送状态数据结构 State， 

State 描述的是文件的全局唯一信息和当前的上传位置（offset）。

日志采集监听到目标文件后，从文件读取新的内容并上传到

日志接收服务端，数据发送成功后程序更新文件状态的当前读取

偏移字节数和当前读取日志条数，文件状态随即同步到本次磁盘

落盘保存，若发送失败，则 offset 不会变化。文件状态的 offset 另

一个关键作用是重启记忆，在日志采集器重启时记录着上次退出

时文件采集的状态，程序再次工作时从上次的 offset 位置继续上传。

日志断点续传和持续采集的关键是对文件 State 的维护。

日志采集程序对日志原文进行打标签处理，打标签的目的是

对日志数据进行分类，同时指定日志的解析规则和保存周期。

2. 数据处理 

数据解析主要是为了抽取有用字段信息，具体实现方法包括

正则解析、JSON 解析、字段值拆分、数值转换等。

3. 数据计算 

基于时间顺序进行用户数据的检索，根据出现在某一建筑物

以及根据登录退出状态作为一个行为记录点，按照时间出现的先

后顺序作为轨迹行为路径。基于当前数据的完整性分析及合理性

分析，目前主要以三种处理模式进行学生每个 AP 在线时长和总

时长的统计：

（1）AP 没有退出的情况下如果有下一个 AP 登录，则以下一

个 AP 登录时间为退出时间。计算从 AP 登录到退出的时间为该 AP

的在线时长。

（2）AP 有退出记录，且没有登录记录。以搜索的起始时间

作为 AP 登录时间。

（3）AP 没有登录没有退出，以搜索时间为登录和退出时间。

在得到行为数据后，通过百度地图 getpoint 获取对应的经纬

度信息，以及 AP 和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建筑物的关系网，得到

AP 和经纬度及建筑物的对应关系的详情信息。

4. 轨迹可视化 

轨迹的可视化系统建设，位置数据的准确性实际上取决于三

个因素：设备、地图及两者如何匹配。本文采用 POI 精准映射技

术，通过业界高质量的基准地图两者结合，实现师生轨迹精确匹

配和回溯。此功能实现方案是通过百度地图 JS SDK 提供的功能，

配合日志数据匹配对应的经纬度坐标，画出用户轨迹及途经的地

点。技术实现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步骤：

（1）引入百度地图 JS SDK

需要到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注册账号并申请 AK，才能使用百

度地图 SDK。调用百度地图接口后，即可使用百度地图的功能。

（2）在轨迹分析页面中初始化百度地图

首先要在页面中添加一个地图容器，使用一个带 ID 属性的

div 元素，然后在页面加载，完成之后调用百度地图 API，初始

化地图到此 div 元素，即可在页面上看到百度地图。

（3）通过接口查询到用户的轨迹数据

用户轨迹数据查询需要 ID 和时间两个条件的约束。通过 ID

查找对应人员的日志数据，通过时间精确定位到此用户具体时间

内的活动轨迹信息。

在系统功能上，用户可通过地图左上角的操作栏进行这些

条件的输入，查询输入栏用来输入需要查询的用户 ID（学号或

者工号），查询时间用于选择需要的时间范围。时间选择有相

对时间范围和绝对时间范围两种选择模式，方便灵活应对各种

查询场景。

输入学号或者工号，改变查询时间都会触发数据更新操作，

这是系统发送异步请求到后台请求当前条件的用户数据。获取结

果数据之后，即可在地图上描绘用户轨迹和停留点。

（4）添加用户轨迹和停留点标记

获取的结果数据是一个一维数组，数组中的元素包含了当前

地点的坐标、用户信息、时间等。

首先，通过这些坐标点在地图上画出轨迹，该功能实现主要

使用百度地图 Polyline 接口、图层添加接口。根据接口拿到的坐

标点，可以在地图上画出一条轨迹线。

其次，需要将各个轨迹点作为标记添加到地图上，这里主要

用百度地图 Marker 接口实现将坐标点作为标记添加到地图上，

并且给坐标点添加事件，点击之后会弹出信息展示，窗口中展示

具体的用户轨迹数据。

用户在校行为分析子系统

1. 功能简介。主要分析师生在校行为，包括师生信息和校园卡

使用情况等。

2. 实现方法。该子系统通过采集师生信息和校园卡信息等，

与学号或工号进行关联分析来实现。该子系统包括以下模块：

（1）获取师生信息

通过和学校师生信息系统数据同步获取所有在校师生基础

图 4   用户行为轨迹展示子系统主页面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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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例如姓名、工号 / 学号、所属院校 / 行政单位、入职或入

校时间、手机号等，然后结合所有收集的行为数据精确定位到相

应行为记录。

（2）计算平均每天在教学区停留时间

引入规则计算，结合所有收集的行为数据、每个行为数据对

应的设备位置数据和师生信息数据，对行为数据作位置过滤，保

留教学区的行为数据，计算该师生每天在教学区的停留总时间和

在每个教学点的停留时间、停留区间。

（3）计算最近一次在线时间

提取行为数据的时间戳，并按照时间戳作时序排序，计算该

师生最近一次在线时间和出现位置，最后一个位置停留时间。

（4）计算最近一次校园卡使用时间

通过和学校校园卡系统数据同步获取该师生校园卡使用记

录，提取校园卡记录数据时间戳，对时间戳作时序排序，计算该

师生最后一次使用校园卡时间和出现位置。

（5）计算敏感网站登录次数和记录

建立敏感网站标准识别库，标示网站地址、网站性质、网站

用途等信息。通过对行为数据的过滤提取出通过校园网访问网站

的记录数据，利用关联计算方式，计算该师生访问的网站是否属

于敏感网站。计算敏感网站访问记录数据，得到访问起始时间、

访问频率、访问时间段、网站性质等数据。

（6）计算经常出现地点

对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做关联计算，得到行为数据对应位置

的基础数据，再对这部分数据按照位置归类计算，得到该师生在

每个位置点的出现频率，按照频率排序，计算出经常出现的地点。

（7）计算长待位置

对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做关联计算，得到行为数据对应位置的

基础数据，再对这部分数据按照位置归类计算，得到该师生在每个

位置点的停留时间，按照停留时间排序，计算出经常停留的地点。

（8）计算校园卡消费情况和使用次数

对校园卡消费数据做时间段分类，分为早餐时间段、中餐时

间段、晚餐时间段、夜宵时间段，并按照每个时间段计算该师生

的平均消费金额。对校园卡的数据以一天为一个单位，计算该师

生校园卡的日使用次数。

（9）计算在线轨迹频率和停留时间

通过对所有行为轨迹数据针对单一师生的记录按照出现时

间点计算，得到每天在校活动的轨迹频率，并针对行为轨迹数据

的登陆退出时间，计算在每一个位置的停留时间，对当天的所有

停留时间累加计算出当天在线停留时间。

用户在校异常行为预警子系统

1. 功能简介。根据实时采集数据，对比学生活动特征，一段

时间跟历史特征有严重偏差时作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行数据预警。

该系统支持针对日志设置条件触发式的监控告警。告警条件触发

后，可以通过短信或者邮件告警方式，发送告警信息给预先设置

的接收人。

2. 实现方法。通过对分析数据设定不同的触发条件，可以

实现基于业务逻辑的监控告警。因为监控告警是基于搜索来进

行条件触发的，所以需要先通过搜索将业务场景对应的分析数

据范围确定下来，然后通过一定事件范围内的事件数、字段统

计、或者连续统计等不同的类型来设置告警阈值。通过预警页

面配置同比或环比策略等进行历史数据比对，可以实现基于日

志等数据的监控告警功能。 针对学校在校师生的行为特征制定

对应的异常行为告警策略，例如师生在校行为异常告警，累计

多天 ( 排除周末和节假日 ) 无行为轨迹数据和校园卡消费记录

数据告警策略；累计多天 ( 排除周末和节假日 ) 无在教学区行

为轨迹数据告警策略；和历史数据做基线对比在校活动频率和

停留时间下降超过指定百分比行为告警策略；历史无敏感网站

访问记录，新增敏感网站访问记录告警策略；频繁访问敏感网

站告警策略等。

以上告警策略主要用到三种高级告警方式，事件数告警、连

续统计告警和基线告警。

（1）事件数告警

在一个给定的时间范围内触发告警的阈值数，如敏感网站访

问告警。

（2）连续统计告警  

连续触发告警功能，即当某个告警条件在某个时间内连续触

发次数达到阀值，才触发告警，如连续一段时间无行为轨迹和校

园卡记录告警。

（3）基线告警实现方式

基于师生行为轨迹历史数据，利用智能算法和机器学习，对

未来一段时间内每个时间点的数值进行精准预测，将预测值作为

基线来监控和告警，如在校活动频率和停留时间下降超过指定百

分比行为告警。

本文所用到的测试数据已得到用户许可，故不属于侵犯个人

隐私，特此说明。

本文以复旦大学为例，阐述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用户行为轨

迹及预警系统的架构设计、业务功能、数据逻辑、开发技术等设

计和研发过程，并用样例数据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系

统将机器数据和业务数据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准确反映

师生在校内的用户行为轨迹等，对异常行为及早发现和预警，为

师生在校行为的安全性提供帮助，从而促进学校教育管理水平的

提升。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基金项目：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项目，NGII20170114，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 IPv6 双栈网络日志分析平台）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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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紫徽   杨玉辉   张宇燕   陈文智

高校首要职责是教学。在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上，浙江大学吴朝晖校长提出，人

工智能为教育带来三个比较大的改变：第

一个是智能增强时代加速来临，第二个是

教育 1.0 向学习 2.0 的转化，第三个是终

身教育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如何发挥人工

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价值，构建在线教育

环境与生态，推进教学信息化向纵深发展，

成为国内高校共同探索的主题。本文以浙

江大学在线教育空间建设为例，探索高校

在线教育环境与生态建设的路径，并以此

抛砖引玉，希望在线教育能在高等教育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浙江大学在线教育空间，是浙江大学

“十三五”信息化规划——构建“网上浙

大”新式办学空间的重要内容之一，“网

上浙大”新式办学空间分为信息发布空间、

在线教育空间、学术资源空间、网上办事

空间、个人信息空间五大空间。其中，在

线教育空间肩负着支撑学校人才培养的使

命，服务于浙江大学 KAQ2.0，即服务于

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交叉培

养等方式，支撑学校对知识、能力、素质

与人格四种能力的培养。

挑战与对策

多年来，难以迭代是高校信息化建设

的一个痛点。

以往，学校的信息化总体规划是按照

原装块的方式进行叠加，而随着需求和技

术的不断变化，原有架构已经无法适应，

最后甚至会出现要升级某一块内容时，技

术和数据都难以匹配的

情况，导致信息化成果

无法迭代。

信息化建设过去主

要以业务为出发点。比如

在业务或者服务对象上：

从业务出发有科研、教学、

人才和管理；从服务对象

出发，有教师、学生、职

员、家长、校友等。然而，

从这些视角和数据整合的

要求来看，造成的结果是

沉淀的数据非常发散。为

此，浙江大学信息化建设

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

设计原则，结合学校“双

一流”发展规划，逐步形

成学校业务镜像蓝图，如

图 1 所示。

图中圆心部分是人员主数据，向外展

开后，“网上浙大”的数据将涵盖学校业

务的四个方面，人才、科研、教学和管理。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学部分占学校主要业

务的 1/4，包括在网络平台上的移动学习

等，在这当中我们将智慧教室、课程等内

容与知识图谱进行了关联。

落实与推进

为推进在线教育空间发展，使其更贴

合学校人才培养方向，我们“以终为始”，

创造性地思考教学与就业之间的关联关

系，以及如何将这个关系运用到校园招聘

的岗位中。我们发现，在校园招聘岗位数

据中，蕴含大量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信

学在浙大：创建一个交互式在线教育空间

图 1  业务镜像蓝图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息，比如学科背景知识，因为不同岗位需

要不同的学科知识，所以如果在教学系统

中将这些知识跟教学过程关联起来，同时

把学科内容和学生能力相结合，逐步整合

凝练成学生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就可

以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各类数据服务。

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提出了 “三通

一核”学习空间的模型。“三通”就是通

过数据把智慧教室、教学平台、课程资源

打通。具体过程为首先通过教室这个重要

的“生产车间”，录制教学内容并将其上

传到课程云，再通过语音识别或者其他技

术形成结构化的知识（机构化的文本、标

引过的视频等），并把这些结构化的知识

内容返回到“学在浙大”平台，教室和平

台再产生一个联动。联动的过程一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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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空间的不断沉淀，逐步形成学生

的能力图谱。此外，我们将对课程大纲形

成知识图谱即“一核”，由此可以将能力

图谱和知识图谱进行关联研究。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吴校长提出

了四元世界的概念，四元世界是指人，物

理世界，信息世界和机器世界。我们把四

元世界和学习 2.0 相结合，“人”是指师生，

师生进入一个教室，就可以完成一个教学

活动，就是上课。教室里曾经有多少人上

过课，上过什么课，这些数据其实都没有

留存。现阶段，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

产，利用现有技术，包括直播、录播等，

通过机器世界的内容把数据进行沉淀，我

们得到了第一层的生产资料，形成了一个

视频课程。

如果人工智能没有进入教室，教室也

不会成为智慧教室。我们将语音识别技术

作为一个切入点，在直播和录播的过程中，

对堂课内容进行同步识别，生成一段文字，

并生成一个实时字幕返回到课堂上，帮助

学生理解和吸收授课内容，然后这段文字

再返回到“学在浙大”平台。实时字幕跟

视频课程产生一次联动，存储成一个带字

幕的视频，通过课程与实时生成的文字、

知识图谱的结合，我们还会把课程剪辑成

一段五分钟的精课，存储到“学在浙大”

平台上，就此完成一次创作过程。

此外，平台会对学生产生一个评价，

如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这道题选 A 的有

xxx 人”，这就是一个评价过程。评价过

程会产生学生的个人画像，当个人画像不

断完善，就会对学生未来就业产生比较好

的正向支撑作用。

我们把上述场景固化成智慧教室的建设

标准，并命名为“1+x”，如图 2 所示。“1”

是以下这七块：显示系统、声音系统、投屏

系统、直录播系统、课堂互动系统及语音识

别系统，最终通过中控系统对其进行管理，

向上有三个可选系统：巡考系统、远程互

动系统、物联感知系统，这样就形成了

“7+3” 共 10 个内容。

针对上述标准内容，我们提出了 “两

个一分钟”的评价标准。 “一分钟就位”，

这是对设备的要求，“一分钟就会”，包含

两层内容。第一层是教室要满足一定的标准，

这样老师使用服务就变得非常简单；第二层

是我们不需要非常复杂的操作，只要简单扫

码，选择扫码后的内容即可完成操作。

“学在浙大”平台如何搭建？经过认

真选型，我们认为平台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是可以和用户进行有效交互，符合本

土用户的习惯，我们没有选用国外开源软

件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第二是移动化，移

动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第三个是流媒

体平台性能要强大。

“学在浙大”2.0 能够从教、学、评、

管四个方面对整个教学过程起到比较好的

支撑作用，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

还是对体系建设本身。

首先，老师们做过一次视频或者资源，

第二次制作资源的时候，就可以把互动、

反馈和作业做得更加精准，由此实现不断

的积累、迭代。教学效率同理，老师可以

通过平台快速完成一些教学相关的行动，

支持万人甚至百万人的教学。在课堂互动

方面，如刚才所说，也可以进行扫码、点

名甚至是抢答。课堂的反馈最重要，平台

也会有这种反馈，如“今天我是不是讲得

太快了”，这种互动对教学会产生极大的

帮助。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用户的学

习数据都会沉淀到平台上，为平台提供更

好、更精准的服务带来极大便利。

从学生的角度看，实现随时随地学习，

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学习档案，可以记录所

有的学习过程。我们经常问，“上了一次

大学，除了一份考试成绩单，还有什么”？

这个平台无疑就为学生留下了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也希望平台能够推动个性化的

学习，学生喜欢学什么，我们就推荐什么。

平台支持线上、混合、线下三种方式。

混合有三层含义：第一个是我们的云与现

在的一些技术、资源进行融合，是现在的

一个趋势；第二个是同移动端的混合；第

三个是对教学部门数据的混合。

探索与思考

2018 年 5 月，浙江大学完成了智慧

教室的搭建，7 月上线了课程云，后又启

动了“学在浙大 2.0”。2019 年 10 月，“学

在浙大”平台开始投入试运行。

随着平台的推出，我们不断面临着新

的挑战，开展了新的探索，并深入思考课

程的价值如何发挥得更好，主要还是如何

把最先进的技术教学全周期管理和服务过

程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同声传译、双

语传声、标签云、微课程、协同笔记、自

助式金课等，甚至一些软硬结合、基于云

端的轻型教学专用设备也在思考范围内。

总体来说，无论是云服务还是移动

APP，或是对教学的数据分析和直播录播，

在进行在线教育空间建设的探索上，我们

将充分整合相关内容，从全生命周期培养

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构建更有效的学习

空间，为教学技术提升提供帮助。 （责

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

图 2  浙大智慧教室建设标准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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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振广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高校对

不断提升政务信息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学校各部门的执行力与工作效能等方

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本质上是面向变革

治理结构、提升高校治理能力提出的发展

需求，也就是对跨部门的协同办公、高效的

管理和优质的服务、信息资源的交互共享提

出了便捷、智能的要求。因此，建设与之相

适应的政务办公系统成为重要工程。

政务办公系统现状及问题

政务办公系统是学校政务上通下达的重

要服务工具，随着学校的发展，信息规模的

扩大，业务范围的拓展，学校各部门对该系

统的需求日益增强。目前，该系统在很多高

校已经无法满足发展需求，各高校政务办公

信息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业务管理依靠实体，影响办文办事

办会效能

政务办公系统没有为学校主体业务提

供网上办公模块；两级收文、两级发文、

业务签报、业务审批等业务主要依靠纸质

文件，流转效率低，过度依赖办公人员，

实体业务量繁重。同时，部分实体业务环

节较多，涉及部门较多，部分环节不透明、

不规范，缺乏有效监控和评价，督办与考

评难度较大，成为学校改善管理效能、提

高服务水平的重要制约因素。

2. 信息管理功能单一，无法适应现代

办公需求

政务办公系统以信息发布、资料查

阅、领导日程等几个功能模块最为常用。

然而，这些模块的功能相对单一，开放性

较低，只实现了信息的单向度发布，没有

信息定向推送，缺少信息的反馈等交互功

能。该系统面向的用户群体主要为部门用

户，广大教职员工并没有使用系统进行网

上办公，教工的政务业务需求仍只能依靠

人工办理。此外，随着移动办公的普及，

现有办公自动化系统没有设计移动办公平

台，异地办公限制较大，不符合现代化移

动办公趋势。

3. 服务功能滞后，缺乏必要的基础数

据支撑

政务办公系统无法满足个人办公需

求，办公资源共享程度不够。事项申请和

审批无规范程序，部分资源使用仅能通过

人工获取；紧急信息使用网上发布配合人

工电话、短信进行通知，无信息反馈平台，

不能及时掌握全部情况，工作效率较低、

成本较高；无法进行个人日程管理，会议、

活动安排，不能调用个人日程，缺少个性

化的订制、提醒等功能。此外，现有系统

没有可依托的公共数据库，无法实现与其

他信息系统的共享和交互。

4. 跨部门业务依靠实体，服务质量效

益不高

随着各个部门审批业务量的提高，

师生办理实体业务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较

多，成本较高，政务办公系统已经无法适

应校务信息化的需求，也不符合师生对于

节省办事时间、提高办事效率的迫切期待。

同时，在精简审批事项成为大势所趋的时

代背景下，细致梳理学校审批事项，以删

繁就简、按需设计、逐步上网为原则的网

上审批流转功能，对于满足师生需求、提

高校务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服务型政务办公系统建设目标

政务办公系统的核心任务是“优化业

务流、梳理信息流、整合资源流”。通过

服务对象转变的方式，促进服务机关平台

向机关服务平台转变；通过公开透明的方

式，促进行政事务上线向行政事务整合转

变；通过分层开放的方式，促进信息单向

交互向信息多向交互转变。最终实现“流

程再造、信息支撑、资源共享”，这是

政务办公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也

是学校建设政务办公系统的基本缘起和方

向。

政务办公系统的总体建设目标是：紧

密围绕服务全校师生员工，面向多元用户，

建设富有效率的业务流程整合平台，充满

活力的政务信息交互平台，更加开放的数

据资源共享平台，促进管理的科学化，符

合现代大学要求的信息化行政中心。围绕

这个总目标，分解成以下具体建设目标：

1. 通过整合学校行政业务工作流程，

实现办文、办事、办会的一体化管理

（1）实现学校非涉密外来文件、校

内发文的全流程网上流转。实现公文流转、

公文发布、规章制度更新、信息公开等栏

目的同步管理，自动归档。

（2）规范学校非密会议与活动时间

管理完全网上流转，实现会议与活动的审

批、信息推送、参会反馈、个人日程的一

体化管理。

（3）以线下业务流程再造为基础，

立足服务打造高校政务办公系统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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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由线下实体沟通为主到线上协同办公

为主，进展全程可查、可控、可督办。

（4）实现师生员工日程、时间一体

化管理。

2. 通过整合审批事务流程，面向师生

提供便捷高效的集中服务

（1）抓取并集成其他系统面向师生

的相关业务流程“进驻”大厅，建设“网

上综合服务大厅”，最大限度实现师生的

一站式服务。实现师生“只进一扇门、只

跑一次腿”的服务理念。

（2）全面梳理校内所有面向师生服

务的事务流程，根据学校机关部门的业务

需要，依托流程平台搭建业务流程，成熟

一个上线一个的敏捷实施理念。

3. 完善信息交互功能，实现部门通、

事事通、人人通

（1）实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即

时传递送达。

（2）实现即时通讯与信息推送，与

个人日程同步集成，与商业通信平台互联

互通。

（3）实现多层级用户的信息交互，

跨系统、跨平台、跨终端的信息数据交互

一体化管理。

4. 实现数据统计分析与管理决策支持

（1）实现对基础数据库数据资源的

查询与统计。

（2）推进大数据应用，通过对大量

政务数据分析、整合利用，挖掘潜在价值，

为各级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5. 实现业务面的有序延展

（1）办公系统可先通过几个基本工

具模块的集成来实现上述建设目标，并通

过针对工具模块的自主开发与利用，实现

业务范围横向的延展，对学校整体信息化

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2）面向校院两级管理，在前期学校

电子校务系统建设经验基础上，采用“分层

开放，个性定制”的方式，向机关部门、直

属单位、教学院系二级单位纵向的延展，预

留两级管理数据交互渠道，解决机关院系二

级单位对本部门内部的政务信息化需求。

6. 同步建设电子校务系统移动终端

实现信息交互与政务处理延伸到个

人移动终端，适合移动办公的常用业务与

PC 端同步。

服务型政务办公系统平台设计

政务办公系统将由多个业务平台、多

个功能模块构成，采用服务集中、管理分

散、数据共享、业务隔离相结合的原则建

设；整个系统符合校园系统安全保障体系

要求；系统所有数据按照学校数据标准集

要求建设；为数据共享、数据分析、数据

决策做支撑；系统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短信系统、邮件系统等进行对接，满足一

体化服务和管理的需要。系统总体架构如

图 1 所示。

政务办公系统层次之间以松耦合接口

方式建立关系，以服务的理念相互支撑，

以服务用户为最终目的。各业务子系统采

用开放性、扩展性和适应性原则开发。

1. 用户层：该层根据服务方式、管

理方式、业务系统等的不同进行用户类型

划分，校领导和教职工主要是服务流程使

用；业务人员主要是对具体业务流程的应

用，比如政务办公人员的发文业务的服务

应用；审批人员主要是对所有服务流程的

中间节点的审批；管理员主要是对具体业

务后台系统的管理，为了安全，从业务系

统的独立入口进入；其他人员主要是临时

加入的校内需要申请、审批、办理事务的

相关人员。

2. 服务层：该层面向用户展示服务

事项，以流程服务中心为载体，将所有

的用户应用集中起来，所有办理用户和

审批用户都进入流程服务中心进行业务

办理，流程服务中心会根据不同角色进

行不同业务的权限分割，从用户角度实

现了“一站式”的服务效果。管理员用

户会从独立的入口进入业务系统后台进

行独立的业务管理。

3. 业务层：该层主要是具体业务内容

的实现，以办文、办事、办会的一体化为

核心，以用户统一入口为目标，以用户服

务为对接需求，以当前实际应用为基础进

行建设。所有的业务系统都与统一身份认

证平台进行对接；根据用户实际需要与短

信平台、邮件系统等进行对接；

从各自业务系统抽取独立的服

务流程与流程服务中心对接，

对接采用深度接口方式，各自

业务系统按照流程服务中心接

口标准完成各自接口，并注册

到流程服务中心。业务层所有

的后台管理系统业务各自独立，

管理人员相互独立，最终形成

平台集成、系统对接、业务独立、

互相融合的政务办公系统。

4. 数据层：该层主要是整个

政务办公系统的数据中心，包含

业务数据、基础数据、中间数据、

历史数据等；数据交换平台负责

整个数据的共享和调度工作，实

现政务办公系统基础数据来源于

校数据中心，同时把业务数据共图 1  政务办公系统总体架构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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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到数据中心。

5. 基础层：该层主要是政务办公系

统的支撑资源，包含操作系统、中间件、

CPU、内存、存储、网络、数据库等相关

资源。

系统建设思路与内容

学校政务办公信息化将建成服务统

一、高效安全、开放性好、扩展性强的政

务办公系统，通过该系统实现学校政务办

公的信息化、流程化、标准化。学校的建

设思路为：

一是以面向师生服务为出发点。围绕

解决师生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反复跑”“绕

圈跑”的现实问题，把提高信息共享、优

化业务流程、加强业务协同、提高数据的

决策支撑能力作为建设重点，突出建设集

约化、应用平台化、服务整体化、界面简

洁化，切实减轻师生工作压力、提升服务

办事效率，让全校师生受益。

二是强化系统安全性。系统运行后，

加大安全可靠产品的应用力度，提升信息

安全保障能力。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网

络设备，保证网络系统和网络服务的安全

性；采用安全技术解决用户身份认证、用

户权限管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等信息安

全问题。采用可靠成熟的技术，数据应有

适量冗余及其他保护措施，具有容错性、

健壮性。

三是注重系统的标准性和可扩展性。

采用的协议信息格式、接口和数据标准，

严格遵循国家、教育部、工信部电子政务

建设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标准规范，保证

系统能与其他系统进行快速和顺利的数据

交换。考虑到应用系统的建设是一个循序

渐进、不断扩充的过程，系统应采用积木

式结构，要充分考虑各种组件的可重用性，

为今后系统扩展和集成做好准备。

四是注重系统的先进性。系统在设计

思想、系统架构、采用技术、选用平台上

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前瞻性、扩充性，

考虑一定时期内业务的增长。在充分适应

技术先进性的同时，采用成熟技术，保证

建成的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扩展性

和安全性。

五是注重系统的开放性。在系统构架、

采用技术、选用平台方面都有较好的开放

性，有利于系统推广。同步推进适合各种

浏览器的操作系统。同步推进移动终端系

统的设计。积极探索新技术在办公中的应

用，构建互联互通和高效服务的技术应用

体系。

学校政务办公系统建设内容主要包含

公文系统、事务平台、日程平台、场馆系

统、信息系统、督办系统和移动平台；公

文系统主要包含发文模块、收文模块、请

示签报模块、平行函模块，该系统独立的、

专业化的流程设计模块，与学校网上办事

中心深度对接；事务平台主要是实现所有

办公类事项的流程化，该平台依托学校流

程服务中心开发；日程平台主要是全校教

工、各级领导的日程安排，提升学校人员

的时间管理；场馆系统对全校会议场馆安

排的流程化申请，提升会议场馆的利用率；

信息系统依托学校站群系统开发，集成学

校所有机关部门的全校性信息；督办系统

主要是学校重大事项的督查督办功能。以

上所有系统的服务事项全部集成网上办事

中心，移动平台是对以上系统服务事项，

秉承移动化、方便化、轻量化的原则，实

现用户服务化流程模块。整个建设内容以

服务为核心、管理为支撑、共享为保障、

流程为标准来规划建设。

建设成效

政务办公系统建立后，将给全校教工

展示一个高效、易用、安全、稳定的集办

文、办事、办会为一体化的信息办公平台，

并以学校数据中心为依托，与学校财务处、

人力资源处、后勤集团、图书馆等相关部

门建立有关数据资源的共享，完成系统数

据资源对全校开放，实现统筹全校各类办

公管理功能。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办文一体化

实现校级、二级部门办文一体化，

不同教工根据自己在办文中所处的角色不

同，以及不同办文流程，办理自己的相关

工作；最终实现各类公文办理工作在统一

平台流转，实现对全校各类办文流程的优

化改造。

2. 办事一体化

实现全校各类事务办理集中展示，全

校教工根据需要进行网上办事，设计办事

流程的相关部门和领导进行网上审批，达

到及时办理，及时查询，及时监督功能；

最终实现各类事务办理工作在统一平台流

转，实现对全校各类办事流程的优化改造。

3. 办会一体化

实现全校各类会议及日程集中展示，

各级管理员根据需要进行会议添加和人员

添加，校内教工可及时查看自己参与的各

类会议；最终实现各类办会信息的统一管

理，实现对全校各类办会流程的优化改造。

根据政务办公系统业务需求，从服务、

管理、监控和共享角度统筹考虑，我校政

务办公信息化建设将建立一个以办文、办

事、办会为主线，集管理、服务、决策工

作于一体的电子校务信息化工作平台。平

台集高效性、易用性、安全性、稳定性于

一体，加强信息共享，提高资源的优化利

用，提高校务管理、服务和监控的水平。

服务方面，系统实现办文服务、办事服务、

办会服务等功能，为广大师生员工提供校

务工作、信息查询等服务；管理方面，系

统实现日程管理、信息管理、公文管理、

事务管理等功能，提高全校教工办公效率；

监控方面，系统提供信息监控、事务监控

等功能，为校领导和各级管理部门提供良

好决策支持；共享方面，系统建设各类信

息交换接口，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提供数据

共享和信息平台共享支撑。 （责编：朴

艺娜）

（作者单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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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温祥彬

本文以广州中医药大学智慧学生宿舍

管理系统建设为例，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到校园日常管理中，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

实现学生管理工作走向智能化、人性化、

精细化。

学校宿舍管理存在的问题

1. 宿舍进出人员无法监控

大学城校区目前有 12 栋学生宿舍，

整体呈长条状分布，宿舍一层为架空层，

与外界无阻隔，人员可自由穿过校园各区

域，安保漏洞较大。

2. 学生住宿情况难以准确掌握

由于医科属性，教学模式多样，学生

需在多校区流动，晚归、未归时有发生，

学校因未建立宿管系统，无法获得实时住

宿信息，监管不及时，形成管理漏洞。

3. 分割管理无法形成管理合力

目前，学生管理模式存在多头管理、

条块分割严重，信息无法及时流转，难以

全方位合力管理等困难。

系统建设主要内容

通过实地考察省内外多所院校的学

生宿舍管理模式，并结合学校实际，采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

脸识别等新技术的智慧宿舍管理系统建

设方案应运而生。前端通过人脸识别及

通道系统实现对师生进出宿舍的管控，

后台通过深度学习及大数据分析对宿管

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处理，最终实现学

生宿舍的智慧化管理，提升学校宿舍管

理工作的水平和效率。

系统建设主要目标

1.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快速无感通

行，为全校师生提供人性化的宿舍管理和

服务，确保学生出行的有序和高效。

2. 杜绝外来人员非法闯入宿舍，极大

保障师生安全，促进校园稳定。外来人员

可通过自助访客机或者学校公众号，实现

访客预约登记。

3. 与协同办公系统的对接，后台数据

分析结果及时推送校领导、学生管理部门、

院系领导、辅导员，包括对学生晚归、未

归、长期无进出等异常情况，进行及时预

警，实现精准化管理。

4. 宿舍基础情况要一目了然，各楼栋

的总床位、总入住，剩余可分配的房间与

床位实时更新，提高宿舍管理水平。

系统建设主要问题

1. 人脸识别技术的选型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的行业应用较

成熟，人脸识别准确率基本在 99% 以上，

识别速度不超过 0.3 秒，满足在上学高峰

期快速、准确完成验证。采用人脸识别

既提高了验证的安全性，也解决了学生

忘带卡、借卡给他人使用的弊端。因此

将人脸识别作为本项目的首选人员身份

识别手段。

2. 实时动态的人脸检测

广州中医药大学：人脸识别到宿舍

广州中医药大学

人员进出宿舍可支持“刷脸”和“刷卡”，外来访客通过登记授权也可“刷脸”通行。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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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人脸检测以 Two-stage 物体检测

框架为基准：Stage 1 通过计算复杂度低的

卷积神经网络，快速过滤非人脸区域，提

取有效人脸的候选窗口；Stage 2 增大人脸

输入分辨率和卷积神经网络层数，进一步

对候选窗口进行分类删选，并通过非极大

值抑制合并检测框。由粗到精的网络结构

设计和多尺度特征共享，极大降低了深

度学习网络的计算量，实时动态进行人

脸检测。

3. 人脸识别流程

注册阶段：用户通过拍照录入和视频

录入，上传人脸图像。系统对人脸特征进

行提取，并把人脸特征值加入人脸数据库。

认证阶段：将提取的人脸图像的特征

值与数据库中存储的特征模板进行搜索匹

配，设定一个阈值，当相似度超过这一阈

值，则输出匹配最相似的结果。该过程分

为两类：一类是比对，即 1：1 人脸图像

比较的过程；另一类是识别，即 1：N 人

脸图像搜索匹配的过程。如图 1 所示。

4. 人脸信息的保护

人脸照片目前非常敏感，属于个人隐

私范畴，一旦数据外泄，将造成重大安全

隐患，因此对人脸数据的保护尤为重要。

系统中的人脸信息调用一卡通数据，存储

于专用的数据库服务器中并加密处理，服

务器仅限内网访问，不与外网通讯，学校

网络有多层认证机制和安全管理系统，有

效保证人脸信息的安全。

5. 异常情况的应急处理

在网络异常时，人脸识别终端及通道

闸脱机运行，现场抓拍的人脸信息直接与

本地人脸终端存储的人脸图片特征值进行

匹配，匹配成功即可开闸，不影响人员正

常进出，待网络通讯后，自动与服务器建

立通讯并同步通行信息。

通道闸机及应急门，与消防报警联动，

平时常闭状态，火警时全部自动打开，满

足人员快速疏散要求。

效果展现

1. 人脸识别助力人员快速验证通行

目前，人员进出宿舍可支持“刷脸”

和“刷卡”，外来访客通过登记授权也可

“刷脸”通行。根据后台数据统计，采用

人脸进出的学生比例维持在 92% 左右，

单人通过时间约 2 秒左右，100 人连续通

过时间在 165 ～ 180 秒之间，按现有宿舍

最大 1300 人的总量，以及每栋楼平均 5

通道闸机来核算，不足 9 分钟可全部通行

完成，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高峰期学生上课

出行需要。

2. 宿舍住宿管理更便捷精准

建立实时完善的宿舍管理数据，空

房间、空床位直观展现，床位和人员信

息一键查询，人员的入住、调宿及退宿

可实时管理，也可以支持表格批量导入，

系统自动批量生成人员住宿数据，解决

图 1  人脸识别流程

了宿管靠人工登记，调度效率低、出错

高的问题。

3. 协同办公联动实现及时预警

宿舍管理系统与协同办公系统实现了

无缝对接，学生管理人员可按角色在协同

办公系统中分权限查看学生的住宿情况，

如在宿情况、晚归、未归等。所有数据可

进行图形化分析和展示。

智慧宿舍管理系统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让宿舍进出有迹可查，提升了我校宿

舍安全管理水平。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 年 11 月 27 日，广州中医药大

学正式启动智慧宿舍管理系统。该系统

的前端通过人脸识别及道闸系统实现对

师生进出宿舍的管控，后台通过深度学

习及大数据分析对宿管数据进行挖掘和

分析处理，最终实现学生宿舍的智慧化

管理。

学生宿舍门禁系统采用目前最新的

人脸识别技术，在每栋宿舍楼或片区内

安装人脸通道设备，出入学生“刷脸”

通行，信息记录在后台，防止未授权人

员随意进入。

针对来访人员，学校建立了访客管

理系统，实现与门禁系统的对接使用。

来访人员只需在刷脸通道旁的自助登记

系统上，刷身份证登记，然后输入被访

问学生的学工号即可进入宿舍；同时，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官方公众号上，也

有访客预约服务，只需要在访客系统上

留下个人信息和预约信息，并上传个人

照片，即可直接“刷脸”进入学生宿舍。

“刷脸”就能进宿舍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