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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冠疫情防控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那么对教育而言则是关于信息化治理的一场大考。

疫情发生后，为确保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教

育部连续发布多道政策，部署延期开学和在线开课，并就信息

化保障工作提出总体要求。

如此大规模的“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没有强有力

的信息化治理能力为支撑，根本没有可能。为了让全国高校能

顺利在线开课和居家科研，相关组织机构和信息化支持部门坚

守岗位，统筹协调，灵活部署，创新落实，打响了一场以网络

为主战场的疫情阻击战。

为提供优质基础保障，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第一时间向全体用户致信，传递战“疫”必胜的信心，

发布网络保障的政策，为在线开课提供了良好条件，随后又陆

续推出了视频会议服务，以及学术资源共享服务等有力武器。

为保证如期在线开课，各高校网信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在

确保网络维护和信息安全等基础条件的同时，建立了可用有效

的师生信息报送系统，提出了优秀可行的支持全校线上教学的

方案，解决了在线开课所遇到的各种瓶颈和障碍。

随着各地高校在线开课的全面推进，应该说在这次“新冠

大考”中，高校网信战线向广大师生提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当然，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还有很

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例如：如何让在线教学效果更好？

如何让资源访问更加便捷？如何更好地支撑毕业答辩及就业

服务？

更进一步的是，疫情还带来一些深远的问题，值得我们总

结和思考。

因为疫情事发突然，来势凶猛，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民的

社交生活和工作被迫移到网上展开，高校的学习和科研也被迫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一时间，校园的围墙真的被彻底打开，热议很久的虚拟校

园在试验运行；原来只是“备胎”的在线教学，一下子成了主

要战场。而随着疫情正式结束，学生全员返校，校园的围墙又

会合拢，教室的课堂又会活跃，似乎一切都将恢复到疫前。但

我们的学生，这些信息时代的原住民，真的能无痕地回到从前

吗？ 

我们期待，以这场大考为新的起点，能进一步推动信息技

术与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我们相信，疫情结束后，高等教育

信息化将迎来一个更上层楼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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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拟 2030 年实现“6G通信”

[ 数字与声音 ]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0 标准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首先，鲜明的时代特征。标志着等级保护跨入 2.0 新时代。

其次，创新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构建科学的安全体系

框架、创立主动可信的防护架构以及筑牢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防线。第三，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新标准推动创

新发展主动免疫的可信计算 3.0 产业，从而摆脱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的状况，作为落实新标准的基石，为可信计

算产业发展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也为整个信息网络产

业发展构建了前提和保障，将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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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拟 2030 年实现“6G 通信”

日本计划官民合作，制定 2030 年实现通信速度是 5G 的 10

倍以上的“后 5G”（6G）技术的综合战略。

日本总务省成立官民研究会，东京大学校长五神真担任研究

会主持人。研究会还邀请 NTT 和东芝等有关人士加入，目标是在

6 月前起草 6G 的性能目标和政策支援等综合战略，通过预算推

动相关技术开发。

据了解，利用“后 5G”（6G）高速通信技术，可以描绘出

在相距很远的会议室或教室浮现出个人的立体影像、由机器人照

顾人们的未来社会。这种技术适合传输大量数据，尚未利用的高

频段电波也将用于通信。在安全对策方面，东芝正在开发使用理

论上绝对无法破解的量子密码的通信系统。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德国出台推进可持续数字社会建设行动计划

德国联邦教研部公布了以《自然、数字、可持续》为主题的

行动计划，旨在推进可持续数字社会建设。该行动计划在以下三

大行动领域提出三个目标：

一是为可持续数字创新奠定基础。通过对不同年龄和受教育

群体的教育促进，把可持续行为能力根植于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之

中，同时加强新的数字分析方法和数字技术安全方面的基础研究。

二是持续推进数字化。支持研究新方法和新技术，降低数字及数

字化基础设施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三是推动数字创新，实现联

合国 17 项可持续目标。

（来源：德国联邦教研部）

欧盟启动新数字战略

近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塑

造欧洲数字未来》的数字化战略，

并同时发表了欧盟数据战略及人工

智能白皮书，旨在通过加大数字化

领域投资提升欧盟数字经济竞争力。

根据相关计划，欧盟的数字化

战略主要立足三个方面。一是积极

发展以人为本的技术，二是发展公

平且具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三是

通过数字化塑造开放、民主和可持

续的社会。

欧盟提出，在 2025 年之前须完

成几个重要目标，包括将欧盟所有

家庭网速至少提升至 100M/s，并保

证企业、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机

构的网速更快；实现欧盟居民网络

基础知识普及率达到 70%（目前为

57%）；至少培养 50 万名信息技术

领域专家；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化

降低 10% 温室气体排放，并创建零

排放的环保型数据中心及信息通信

基础设施。

此次公布的欧盟人工智能白皮

书指出，欧盟希望为建立一个高度

发达并可信的人工智能产业创造更

好的政策环境。同时，欧盟将建立

真正的“欧洲数据空间”，推动欧

盟单一数据市场发展，提高尚未被

使用的数据应用效率，为跨行业、

跨地区数据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来源：欧盟委员会）

俄罗斯拟建超级计算机网络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计划在全俄安装多台新型超级计算机，改善俄罗斯超级计

算机研制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的现状。普京近日在访问切雷波夫斯

化学技术学院时说，俄罗斯计划扩大由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组

成的高科技网络的规模，且该网络将不再局限于首都莫斯科。

分析表明，在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上，中国拥有 228 台，

美国拥有 117 台，而俄罗斯仅 3 台。据悉，俄罗斯本国排名第一

的“克里斯托弗瑞”超级计算机在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上

排名第 29；本国排名第二的 “罗蒙诺索夫 -2”现位于莫斯科国

立大学。

（来源：美国《新闻周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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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实现跨部门的数据融合，以此来支持对疫情的联防联控，

但同时为了隐私保护，要管控数据在有限范围流动，如采用原始数据，

可用不可见原则来处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中国互联网协会网来学院举办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助力疫情防控”公开课上分析指出，大数据在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深的研究空间。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

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培训工程，一次全球最大的信息化教学社会

实验和一次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呈现出“弹性教学、自主学习”“按

需选择、尊重差异”“开放资源、科技支撑”“政府主导、学校组织”“家

校联动、社会参与”等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

验室主任黄荣怀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育一线需求与实施网络研讨

会”上如此表示。

面对海量数字教育资源，教育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准入、监控与淘

汰机制，进行政治性、教育性、科学性、技术性等方面的评价与监管

非常必要。学习资源不是越多越好，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体系化的

精品资源供给十分重要。政府搭台、企业开发、学校购买服务是国家

建设与供给资源的基本导向。

——教育部信息化教育专家组专家、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院长郭绍青详解如何帮助学生选择、提供优质的在线学习资源。

数字声音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633万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1 月底，国家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教师空间 1340

万个，学生空间 633 万个，家长空间 592

万个，学校空间 41 万个。

2.4 万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2 月 2 日，教育

部组织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

程 2.4 万余门，覆盖了本科 12 个学科门类、

专科高职 18 个专业大类。

155

教育部推进试点区域平台接入国家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截至 1 月底，

已接入各级上线平台 155 个，其中国家级

平台 1 个、省级平台 26 个、市级平台 55 个、

区县级平台 73 个。

1928

据 教 育 部 统 计，1 月 12 日 和 20 日，

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两批教育App备案名单，

完成 845 家企业的 1776 个教育 App 的备

案工作，截至 1 月底，共完成 1928 个教育

App 备案。

1500万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2 月 17 日正式

开通，免费供各地自主选择使用。截至 19

日 12:00，云平台网页浏览次数 2300 万，

访问人次 1500 万，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

市），运行通畅。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0 标准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特性：首先，鲜明的时代

特征。标志着等级保护跨入2.0新时代。

其次，创新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构建

科学的安全体系框架、创立主动可信的

防护架构以及筑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

线。第三，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新标准推

动创新发展主动免疫的可信计算 3.0 产业，从

而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作为落实新标准的基石，为可信计

算产业发展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也为整个信息网络产业发展构建了

前提和保障，将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2019 年中国网络安全大事近日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

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0 标准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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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高校正常开学和

课堂教学造成的影响，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

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

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

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

《指导意见》指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

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在慕课平台和实验

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

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

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9 项工作任务。

一是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全部优质在线课程和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截至 2 月 2 日，教育部组织 22 个

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2.4 万余门，覆盖了本

科 12 个学科门类、专科高职 18 个专业大类。

二是立即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实施方案，提

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高校要合

理调整、统筹安排春季学期与秋季学期课程教学计划。

当前暂停所有寒假社会实践。

三是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要公布课程资源质量要求、在线教学课堂纪律和考试纪

律要求、学生学习评价措施等管理措施。引导教师开展

线上教学活动，进行学习考核。与课程平台建立教学质

量保障联动机制，了解学生在线学习情况。鼓励和支持

有条件的高校，加快研发一批有特色、代表性强、数量

充足的在线试题。

四是发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示范引领作用，

课程负责人和团队要上线提供全程教学服务，带动全国

慕课教师团队开展线上教学服务。

五是全天候开放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

台，免费提供 2000 余门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资源。

六是倡导社会力量举办的在线课程平台免费提供优

教育部：疫情防控期
做好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

质课程资源，为高校制定丰富多样的在线教学解决方案，

支持教师利用慕课等在线教学资源自主开展在线教学，鼓

励开展网上在线教学培训。

七是继续组织在线教育机构研发多样化在线教学解

决方案，为高校选择资源和技术服务提供便利。

八是发挥专家组织指导、整合、协调作用。教育部高

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整合名校名师名企力量，推动快

速上线一批前期有工作基础的优质慕课和实验课程。慕课

联盟联席会要与高校有组织地开展多种形式协同教学。

九是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鼓励慕课平台开设有关

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的慕课专题，提高大学生及社会公众

的科学防控能力。

《指导意见》要求，高校要将慕课教师以及承担教学

任务的所有任课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学工作量。引导学生

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选修线上优质课程，增加学生自主学

习时间，强化在线学习过程和多元考核评价的质量要求。

制定在线课程学习学分互认与转化政策，保障学生学业不

受疫情影响。

《指导意见》强调，高校要择优选取符合本校实际、

与网络环境条件相匹配的方案，与课程平台密切配合、规

范管理，强化对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和平台运行监管，防

范和制止有害信息传播，保障在线教学安全平稳运行。

《指导意见》同步发布了 22 家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

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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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以信息化支持

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扎实做好

教育信息化工作、支持学校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工作

开展作出部署。

通知明确提出六项工作任务。

一是改善网络支撑条件。教育部组织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以下简称教育网）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中国卫通等电信运营企业，加强对国家和各

地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各级各类学校网络的保障，

为各地各校开展网络教学、师生和家长获取数字教育资

源、开展在线学习提供快速稳定的网络服务。教育网应

保障教育视频会议系统安全运行，为及时了解各地疫情

情况和指挥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撑。

二是提升平台服务能力。教育部组织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扩容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http://www.eduyun.cn）服务能力。

各地各校要依托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以

下简称国家体系）以及地方、企业等各类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畅通网络学习空间应用，积极支持学校教育

教学活动开展。

三是汇聚社会各方资源。教育部依托国家体系整合

各方力量，广泛汇聚教育服务能力，为各级平台提供在

线学习、名师课堂等工具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免费供各

地各校和师生、家长使用。鼓励开展东西部和区域间、

校际间的协作，优质学校通过网络课堂帮扶薄弱学校开

展线上教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鼓励企业积极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优先向需求迫切的地区，特别是湖

北等疫情严重的地区，提供“互联网 + 教育”的技术支

持和应用服务。

四是采取适宜教学方式。教育部通过国家平台开通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课堂”，免费提供教师、学生、家

长和社会学习者使用。各地各校应根据行政区域内和本

校教学条件，在学校延期开学期间通过网络平台、数字电

视、移动终端等方式，自主选择在线直播课堂、网络点

播教学、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小规模视频

公开课（SPOC）、学生自主学习、集中辅导答疑等形式，

开展线上教学。不具备基础条件的地方或学校，可以利

用移动互联网或电话等形式开展家校沟通、推送学习资源、

组织辅导答疑。

五是优化教育管理服务。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各类管

理平台，做好数据监测分析，确保统计数据权威可靠，提

供优质的“互联网 + 服务”。通过网络平台和新媒体等渠

道，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和经验推广，及时收集分享各

地各校应对疫情工作的科学有效做法。

六是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教育部加强对重要信息系

统（网站）的网络安全监测通报，组织电信运营商和网络

安全服务商为国家体系等重要信息系统（网站）提供重点

保障。教育网网络中心应保障教育网安全稳定运行。各地

各校要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和

技术保障能力。

通知要求，利用平台开展线上教学的地区和学校，

要视实际需求择优选择支撑服务平台，并督促电教、信

息等部门和服务企业提供全程技术保障，实时监控平台

运行情况，及时解答和解决各类技术问题，确保平台安

全稳定运行。

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制定网络教学工作指南，充

分利用网络教学组织方法微课等资源，组织开展教师信

息化教学和疫情防控知识线上培训，组织、指导开展网

络教研，增强广大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网络教学的意

识和能力。

通知要求，实施线上教学要合理安排授课时长，一

般应少于线下课时，增加课间休息次数、延长课间休息

时间，指导家长督促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注意

用眼卫生，课间放松眼睛、眺望户外，严控电子游戏，

保护学生视力。

教育部：疫情防控期
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工作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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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互联网视频技术助力疫情防控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集中爆发，使

信息化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尤其是

互联网视频技术，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互联网视频技术在互联网发展中具有重要的

价值，是支撑多领域应用融合的基础技术。以互

联网视频为基础的视频会议、在线教育和直播课

堂等都是互联网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大疫

情发生时，可以发挥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在过去的疫情防控中，互联网视频已经有了

非常成熟的应用。例如，2003 年，CERNET 启

动了抗击非典视频会议系统，对完成非典时期科技攻关

项目起到了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推动作用。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中，自 2 月 17 日起

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始网上在线开课，互联网视频技术进

一步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视频技术的发展简史

视频技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1878 年爱迪生提出的电信号

传输视频的构想，以及 1927 年贝尔实验室在世界上第一次实

现网络的图片传输。总体来看视频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是原始阶段（1920-1960’s），以 1964 年贝尔

实验室第一部可视电话为标志，基于视频模拟信息传输技

术实现远程可见，成为视频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是数字化阶段（1970-1980’s），互联网的诞生

推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 1976 年东京与大阪之间端到端视

频通信系统为标志，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的清晰视频传递。

三是标准化阶段（1990’s），国际电联 H.323 视

频通信标准和 IETF 组织 SIP 视频通信标准相继提出。

四是融合统一通信阶段（2000’s），随着互联网

的移动性、交互性以及分发共享等技术的发展，各类专

用视频会议系统得到普及。

五是泛在化阶段（2010’s 至今），以云视频会议

系统和网络直播为代表的大规模高可靠视频技术系统产

生，具备高移动性和完美体验。

互联网视频技术演进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计算机处理

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我们看到，当前迅速普及的移动通

信和下一代互联网、新的 WiFi 技术使视频应用无

处不在。

互联网视频的组网方式和应用形式

视频会议平台的结构有不同的体系和组网

方式：

一是 P2P 方式，基于分布式体系结构，目前

主要应用于小型视频会议；二是 MCU 方式，主要

适用于中等规模视频会议；三是 SFU 方式，可以

实现视频会议系统的自适应，适用于大规模视频会议应用。

基于以上三种技术，形成了今天常见的互联网视频

最主要的三种应用形式：

1. 专用视频会议系统：基于 MCU 结构，具备专业

化的视频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系统支持，主要用于专业

视频会议；

2. 云视频会议系统：基于 SFU 结构，采用云架构部

署，是纯软件环境下的视频流调度分发机制，易于部署

和操作，资源和成本较低；

3. 网络直播系统：基于 CDN 结构，以视频单向传播

为主，实现视频交互和管理有一定的难度。

常用的互联网视频应用

国内常用的互联网视频应用和系统包括：网络视频

服务商、网络直播平台、商务视频会议平台，以及在线

教学常用的直播互动课堂、MOOC 平台，等等。

商务视频会议平台是疫情防控期间主要的视频应用

之一。最主要的代表平台如 ZOOM、腾讯视频会议系统等。

此类平台基于云计算技术，视频效果好，消耗资源相对较

少，部署和操作界面简单易用，是真正解决特殊防疫期间

特殊应用的关键技术。

关键需求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驱动系统演进。

在当前特殊环境下，互联网视频技术也将不断融合创新，

为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和经济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撑。

( 本文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疫情防控”视

频公开课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张彤 )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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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 CERNET 顺应国家需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对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在教育部的领导下，

CERNET 勇挑重担，快速反应，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在此特殊时期充分担当起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作

用，全力提供高速顺畅、安全可靠的网络保障。与此

同时，CERNET 还为高校“停课不停学”提供优质的

视频会议系统，为高校抗击疫情科研攻关提供丰富的

全球学术资源，全面护航高校教学科研信息化。

一份责任：应急响应，确保网络通畅

1 月 23 日，农历除夕前一天。因为新冠疫情，武

汉宣布封城。

中国工程院院士、CERNET 网络中心主任吴建平

得知消息后，当天第一时间就给于俊清发去了一条微

CERNET战“疫”攻坚

信：“大家都十分关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请向 CERNET 主干网武汉核心节点网络中心全体同

志致以亲切的问候，祝大家平安！望坚守岗位，保证

CERNET 主干网畅通，和全国人民一道战胜疫情！如

有任何情况或需要支援，及时告知。”

于俊清是 CERNET 华中地区网络中心主任、华中

科技大学网信办主任。他马上回复道：“谢谢吴老师

的问候，我们会做好相关工作，请您放心！”

作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教育科研重要

信息基础设施，CERNET 在重大应急时的快速反应，

已是深入骨髓的本能。虽然在 CERNET 建设以来的 20

多年里，重大灾害应急并非首次，但因疫情封城，在

新中国历史上还绝无仅有，形势之严峻超乎想象。

截至 1 月 24 日 24 时，在辞猪迎鼠的交替时刻，

湖北已有包括武汉、黄冈、孝感等 11 个地区实施了封城，

全国已有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至少 12 个省和直

辖市启动了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随着新冠疫情向全国的蔓延，广大市民被要求居

家隔离，尽量不要出门，甚至不少地方已通过堵路设

2 月 17 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视察CERNET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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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来防止人员流动。

当物理空间的隔绝成为阻击疫情的重要手段时，

网络空间的连通就成为支撑社会运转的法宝。互联网

上升为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主战场。在这样的情

况下，网络绝对不能断！

除夕这一天，吴建平院士一如既往地在 CERNET

网络中心忙碌，了解全网状况，部署保障工作，全力

确保主干网的畅通安全。

当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也来到 CERNET 网

络中心慰问值班人员，并要求全力做好网络保障。

当晚 8 点多，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员工

王永飞正与家人聚在电视前吃着年夜饭，突然接到网

络节点的故障通知电话。他下意识地放下刚刚夹起来

的水饺，穿上衣服就打算冲出门去，突然想起外面的

疫情威胁，赶紧又戴上口罩，下楼驱车赶往设备故障所

在地，与节点老师会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抢修，

网络很快恢复了正常，他这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家中。

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在 CERNET 和各地节点网

络中心，在作为 CERNET 运营商的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有太多人为了这一份责任，不畏疫情，放弃团圆，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四项措施：为在线教育教学提供网络保障

学校历来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也是难点。对教育

系统来说，按照常规安排，春节后就是春季学期，如

何安排成了最大的难题。

为确保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自 1 月

27 日起教育部进行连续部署：发布了《关于 2020 年春

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提出了“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的总体要求 , 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

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2 月 6 日教育部又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以信息

化支持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扎实做好

教育信息化工作，支持学校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工

作的顺利开展。在通知所列的五项主要任务中，排在

首位的就是改善网络支撑条件。

通知提出，教育部组织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及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企业，加强对国家和

各地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各级各类学校提供网络

保障和网络服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网络就是岗位。

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基础设施，为用户单位疫

情防控提供最好的网络保障，就是 CERNET 当前最大

的政治任务。

2 月 6 日，CERNET 向全国 2000 所高校发出了《致

全体用户单位的一封信》。信中承诺，坚决为教育系

统和全体用户单位的疫情防控提供高速畅通、安全可

靠的网络服务和教学科研信息化保障，并推出了四项

具体举措。

其 一， 网 络 质 量 方 面。 要 重 点 保 障 CERNET 和

CERNET2 主干网的国内外高质量互联互通，使其成为全国

各类学校和学生家庭之间的“国家在线教学信息高速公路”。

其 二， 网 络 带 宽 方 面。 可 免 费 调 整 疫 情 期 间

CERNET 用户单位和 CERNET 及 CERNET2 主干网的

接入带宽需求，并简化申请程序，快速完成调整。

其三，网络安全方面。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疫情期间主干网和用户单位的网络安全运行管理，

加急处理各用户单位提出的域名注册、ICP 备案、IP

地址申请等网络安全管理需求。

其四，统筹协调方面。对 CERNET 网络中心和分

布于 41 所高校的主干网核心节点运行维护体系，以及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及 31 个分公司用户服务体系，加强

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以实现协调联动和快速反应。

与此同时，作为 CERNET 运营商的赛尔网络有限

公司专门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下设用户服务、

网络运行保障、技术支持等 8 个工作组，以应对疫情

变化，快速了解 CERNET 各会员单位的用网需求，实

现有效调度，做好教育网各项保障工作。

同舟共济抗病毒，众志成城战疫情。一个覆盖

CERNET 和 CERNET2 全网，服务直达所有用户单位的

教育网战“疫”联动体系，在令行禁止的默契中迅速

形成，并以致 CERNET 全体用户信的方式予以呈现。

在这封信中，CERNET 所传递的，还有齐心协力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

致信发出后，CERNET 各节点网络中心、赛尔及

各地分公司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在第一时间向用户

单位推送相关信息，加强用户沟通，了解用网需求，

确保服务质量。

八大要求：闻令而动，进入战时管理

离 2 月 17 日首批高校在线开课的日子越来越近，

如此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此前没有先例，全国也没有

太多经验，说是一场覆盖全国的大实验并不为过。

为了充分做好保障工作，CERNET 于 2 月 12 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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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召开专家委员会视频工作会议，对 CERNET 网络保

障、视频系统和资源共享等专项工作进行部署。

2 月 15 日，周六。CERNET 向 41 个主干网核心

节点发出《关于落实疫情防控期间 CERNET 网络保

障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明确，CERNET 网络保障

工作服从教育部和 CERNET 管委会的统一部署，由

CERNET 网络中心具体负责实施。

当天上午，在位于清华大学 FIT 楼的 CERNET 疫

情防控网络保障指挥中心，吴建平主持召开主干网核

心节点主任视频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和部署落实。

“ 为 了 保 证 高 校 全 面 开 展 在 线 教 学 的 需 要，

CERNET 网络保障进入战时管理！”吴建平掷地有声。

对于疫情防控网络保障工作，CERNET 网络中心提

出了八大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工作意识；服从统

一领导，协同快速响应；主管领导带班，运行人员到岗；

加强安全防护，保持健康工作；严格运维规范，保障网

络畅通；加强网络监测，落实重点保障；加强安全管理，

排查故障隐患；实行日报制度，及时互通情况。

其中，特别强调是，要求各节点充分认识疫情防

控时期 CERNET 网络保障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

杂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2 月 17 日，第一批高校如期在线开课。CERNET

疫情防控网络保障中心内，吴建平一大早就亲临现场

值守，督战在线开课第一天的网络保障。

这天早上，继 1 月 24 日、2 月 7 日两次调研疫情防控

工作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再次来到CERNET网络中心。

在听取吴建平院士汇报后，陈旭书记对 CERNET

网络中心疫情期间迎难而上做好信息化保障工作的精

神给予肯定，并希望 CERNET 网络中心做好长期规划

与统筹安排，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教育系统的网

上教学科研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信任也是嘱托。服务国家战略是 CERNET 生

存发展的根本，国家的需要是 CERNET 的第一任务。

在这一点上，CERNET 义无反顾，从未动摇！

为了保障在线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截至 2 月 29

日，CERNET 已为 348 个用户单位进行免费接入带宽

升级，合计增加带宽 141G。

考虑到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家里，会对学校资

源的访问构成较大需求，CERNET 网络中心及时向中

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文申请，推动与三大运营商在国

内重点城市的互联互通带宽扩容。

此外，CERNET 网络中心和赛尔公司还未雨绸缪，

针对疫情蔓延情况及时预判，积极做好网络资源调配

和器材准备，落实了保障预案，清点了保障所需的物

资器材。针对武汉节点处于重灾区的情况，专门进行

了特殊的保障准备。

两类应用：提供视频服务系统，                  
共享全球学术资源

除了为在线教育教学提供坚实的网络保障，疫情

期间 CERNET 还急用户所急，为高校推出了两类应用。

一是推出优质的视频会议系统，满足高校在线教学需

求，二是推出全球学术资源共享服务，为高校抗击疫

情科研攻关提供资源保障。

客观上讲，在以校园和课堂为依托的教育体系里，

在线教学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此次教育系统

开展的在线教学，其大规模视频并发访问，无论对网

络还是系统，都是巨大的挑战。有的视频平台不堪重

负屡屡中断，严重影响了线上教学的顺利进行。

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在线视频

教学系统？学校的迫切需求，就是 CERNET 的任务。

CERNET 迅速成立了专家指导组和工作组，吴建

平院士亲自挂帅，清华大学李星教授担任技术先锋，

研究寻找解决方案。基于对使用环境与现实需求的分

析，以及对各种在线教学和视频系统的优劣对比，

ZOOM 视频系统首先进入了技术团队的视野。

得益于公司创始人袁征在视频会议研发领域 20 多

年的积累，诞生于 2011 年的 ZOOM 在短短的几年间，

就因其卓越的易用性与稳定性，快速战胜了思科公司

的 webex、微软的 Skype 等老牌竞争对手，成为目前世

界上优秀的视频会议系统之一。

基于各自强大的技术背景以及疫情蔓延的特殊形

势，CERNET 与 ZOOM 的谈判非常顺利，双方一拍即合，

共同推出了支撑高校在线教学科研的大规模视频会议

平台和服务 zoom.edu.cn，在疫情期间免收费、不限时长。

随着 CERNET 在教育系统的大力推广，目前已有

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 zoom.edu.cn 开展线上教学和视频

会议，其稳定的音视频质量和友好的使用界面，也广

受教育用户称赞。

此外，CERNET 也与国内其他知名视频服务商进

行了密切接触，商谈合作事宜，以便为高校在线教学

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除了在线教学平台的需求，高校师生疫情防控期

间的科研攻关，也遇到了难题。高校师生原来在校园，

因有校园网 IP 可以访问全球学术资源，但疫情居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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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师生如何方便快捷访问这些资源呢？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CERNET 在 ZOOM 之后，又

发布了全球学术资源共享服务——CARSI。

作为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的一部分，CARSI

是一项由北京大学发起，CERNET 网络中心组织管理，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研发并提供技术支持，为已经建立

统一身份认证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联邦认证和全

球学术信息资源共享的服务。

CARS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高校和科研单位

人员过去只能通过所在单位 IP 地址优惠或免费访问全

球学术信息资源的局限，实现了高校和科研单位人员

通过联邦身份认证，可以方便地随时随地优惠或免费

访问全球学术信息资源。

据介绍，CARSI 于 2008 年 12 月启动建设，2019

年 5 月成功加入跨国身份联盟组织 eduGAIN，实现了

与 60 多个国家的资源共享，包含全球 2600 多个学术

信息资源提供商。

新冠疫情发生后，为满足高校师生居家科研攻关需

要，在 CERNET 网络中心统一部署下，北京大学和赛尔

公司等承担单位加快 CARSI 资源覆盖工作的同时，也积

极向高校拓展服务。为应对疫情，CERNET 特别简化了

加入 CARSI 的高校和服务提供商的申请流程，提升申请

和开通服务的速度，帮助学校快速完成服务调试和上线。

截至目前，CARSI 接入共享教育科研资源高校数

量已达 400 余所，接入的资源包括科睿唯安、爱思唯

尔等 11 家境外著名数据库厂商以及知网、万方两家国

内主要中文学术资源库，涵盖 14 万种中外期刊、超万

种实验和教学视频。

CERNET 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

任张蓓教授指出：“发布和推广 CARSI，是 CERNET

拓展资源服务，以信息技术支撑高校科研和教学发展

的重要举措。在 CERNET 组织和支持下，北京大学计

算中心和赛尔公司的紧密协作，提升了 CARSI 服务的

深度和广度，为我国高校疫情期间的科研攻关发挥了

积极的关键作用。”

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的老师说：“CARSI 太赞

了！是校外访问数据库的利器，我们深度受益！”许

多高校试用了 CARSI 之后，纷纷官宣 : 不用 VPN，访

问知网和万方的通道开了！

全心服务：肩负国家使命，展现时代担当

未雨绸缪，快速反应；致信承诺，协调动员；网络

护航，应用保障⋯⋯面对严峻的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

CERNET 动作紧凑，部署到位，得到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

没有其他原因。顺应国家需求，服务国家战略，

本来就是 CERNET 与生俱来的使命。

为了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1994 年原国家计委批

复 CERNET 项目建设，也拉开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序幕；

为了抢占互联网关键技术的潮头，2003 年我国开始了

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CERNET 承担建设其中最大的

核心网 CNGI-CERNET2/6IX。

二十多年来，CERNET 的发展步步紧跟国家与时

代的脉搏，而国家的强盛也是 CERNET 发展壮大的保

障。正因为有这样天生的大使命， CERNET 在紧急事

件中往往表现出足够的大担当。

2003 年，非典来袭。CERNET 在保障网络畅通的

同时，紧急搭建了“全国教育应急视频会议系统”，

建设启动了网上招生咨询服务系统，保障了教育系统

的稳定运行特别是高招的顺利进行。

2008 年，汶川地震。CERNET 第一时间全面部署，

日夜奋战，CERNET 西南节点工作人员不顾生命危险，

固守危城，力保网络“生命线”畅通。

这一次新冠疫情，CERNET 一如既往，本着高度

的责任感，始终坚守岗位，设法解决难题，满足用户

需求，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保障任务。

2 月 12 日 17：25， 赛 尔 陕 西 分 公 司 监 测 到

CERNET 未央湖节点突然出现故障，经排查发现是高

架桥施工方为赶工期，强行施工挖断通信光缆所致，

施工人员得知报警后逃离现场。钻探机的钻头又卡在

管道井里，导致无法抢修。

彼时，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企业禁止复工，人员居

家隔离，路口严加盘查。为了保障学校业务尽快恢复，

分公司经过与多方反复沟通协调，迫使高架桥施工方经

理到达现场，安排将钻头撤出管沟。经过争分夺秒连夜

临时抢修，节点相关高校的网络很快全部恢复正常。

面对疫情，CERNET 网络中心和赛尔公司全员 24

小时手机开机，以保证及时响应用户需求。赛尔各分

公司主动了解用户疫情期间网络使用状况，征询用户

意见和建议，做到有问题及时处理。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CERNET 将继承 “顺应国家战略，团结拼搏奋斗”的

传统，发扬 2003 年 CERNET 在国家“抗击非典”中“坚

守岗位、保障畅通、积极贡献”的精神，与全国人民一起，

与所有用户一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决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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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了 保 证 高 校 全 面 开 展 在 线 教 学 的 需 要，

CERNET 网络保障进入战时管理！”这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CERNET 网络中心主任吴建平在 2 月 15 日举行的

CERNET 疫情防控网络保障视频会议上强调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阻击疫情的决策部署，

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总体要求，及《关

于疫情防控期间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

精神，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网络中心于 2

月 15 日下发了紧急通知，并召开视频会议对疫情防控

期间 CERNET 网络保障工作进行部署落实。全国 41 所

高校的 CERNET 专家委员会成员、核心节点主任和技

术运行负责人近 100 人参加了视频会议。

会议就两天后全国高校陆续开展在线教学的保障

工作进行了战前动员，并重点部署了疫情防控期间的 8

项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工作意识；服从统一领导，

协同快速响应；主管领导带班，运行人员到岗；加强安

全防护，保持健康工作；严格运维规范，保障网络畅通；

加强网络监测，落实重点保障；加强安全管理，排查故

障隐患；实行日报制度，及时互通情况。

会议特别强调，CERNET/CERNET2 各核心节点网

络中心全体同志，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疫情防

控时期 CERNET 网络保障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

杂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保证做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网络就是岗位。继承 

CERNET“顺应国家战略，团结拼搏奋斗”的传统， 发

扬 2003 年 CERNET 在国家“抗击非典”中“坚守岗位、

保障畅通、积极贡献”的精神，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的阻击战。

会议要求，各节点网络中心务必切实落实上述各

项工作，做好疫情期间的 CERNET 网络保障工作。

会议还特别听取华中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武

汉核心节点在严峻疫情中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岗位职

责、保障网络运行的情况，全体与会人员都为“武汉加

以信息技术支持教育教学

CERNET网络保障进入战时状态

油”，深刻认识到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网

络就是岗位。

早在 2 月 6 日，为响应落实教育部《关于疫情防

控期间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CERNET 

网络中心就发出了《致 CERNET 全体用户单位的一封

信》，推出了包括“重点保障教育网主干网的国内外

高质量互联互通，免费按照用户单位应对疫情需求调

整带宽”等最新政策，截至 2 月 29 日，已为 348 个用

户单位免费升级带宽 141G。CERNET 各节点网络中心

及赛尔网络公司也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强

用户沟通，了解用网需求，确保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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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在很多高校迎来 2020 年春季学期第一

课之际，为满足全国高校“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对高品质稳定大规模在线教学平台的

迫切需求，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与国际

著名视频会议服务商 ZOOM 合作，推出了支撑高校在

线教学科研的大规模 ZOOM 视频会议平台和服务（zoom.

edu.cn），并且在疫情期间免收费、不限时长。

根据党中央抗击疫情工作总体部署，教育部下发

《关于在疫情期间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的通知》，

号召以信息化手段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成

为教育战线抗击疫情的一个重要工作。

国 家 的 需 要 就 是 CERNET 的 第 一 任 务， 疫 情

就是命令，网络就是岗位，作为国家教育科研的重

要信息基础设施，在高质量完成基础网络保障工作

的 同 时，CERNET 迅 速 成 立 了 专 家 指 导 组 和 工 作

组，研究如何快速支撑教学科研信息化应用。在充

分 比 较 分 析 各 种 在 线 教 学 和 科 研 系 统 的 基 础 上，

CERNET 利用互联网和技术优势，优先与国际著名

视频会议服务商 ZOOM 合作，首先快速推出了专门

服务高校师生的大规模 ZOOM 视频会议服务。随后，

还将根据高校教学科研的需求，陆续部署其他服务

商的在线教学科研平台和服务。

ZOOM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领先的视频会议系统，

每年为超过 200 亿分钟的视频会议提供服务。全球超

过 10000 多家的教育服务机构，包括 90% 的美国顶尖

大学，都采用了 ZOOM 的视频服务。

与其他大规模视频会议平台相比，ZOOM 具有三

方面显著优势：一是音视频质量优质稳定，自适应网

络带宽变化，实现智能回音消除和音频降噪；二是系

统完善，支持国内外各种主流的用户终端，界面简单

友好，无需专业训练，几分钟即可上手；三是会议功

能强大管理简单，具有极强的音视频交互能力，丰富

的实时共享功能和多媒体研讨方式。

这次 CERNET 与 ZOOM 合作推出的 ZOOM 视频

会议平台和服务 zoom.edu.cn 还具有以下的特别优势：

一是优先的网络和系统资源保障，基于 CERNET 高速

主干网和通畅的国内外互联互通，支持高并发量，并

可以随时扩容；二是周到的技术和用户服务保障，基

于赛尔网络公司的全国技术和用户服务体系，为高校

用户提供及时的技术培训和用户服务；三是广阔的信

息化应用和系统融合潜力，进一步支撑高校信息化的

深化发展。

目前的 zoom.edu.cn 视频平台和服务仅限于高校

师生使用，教师注册时必须使用学校为教师本人开设

的 xxx@xxx.edu.cn 域名邮箱；学生注册时建议使用学

校为学生本人开设的 xxx@xxx.edu.cn 域名邮箱，或其

他个人邮箱。师生可通过任意网络、任意终端参加学

校使用 ZOOM 平台的在线教学和科研活动。

据悉，CERNET 作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国

家教育科研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今后还将根据实际需

要，利用其网络资源与技术优势，积极探索与更多优

秀视频服务平台合作，建设更广泛的在线教育技术服

务平台，给高校提供更多选择，满足高校在线教学科

研需要。

CERNET快速部署大规模视频会议平台

支持停课不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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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广大高校疫情防控期间的科研需要，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近日发布全球学术资源

共享平台——CARSI。通过该系统，高校师生在家就能

访问国内外超过 14 万种期刊、超万种实验和教学视频。

这也是 CERNET 落实党中央抗击疫情精神，以网络支

持科研和教学的系列重要举措之一。

以往大量的学术资源库一般以校园网 IP 地址为身

份认证基础，但疫情期间师生大多无法返校，因此难

以顺利访问相关学术资源库，对于日常科研活动，尤

其是针对疫情的科研攻关都产生一定影响。针对这一

迫切需求，CERNET 网络中心紧急部署，在试运行并

完善的基础上，日前正式发布全球学术资源共享平台

CARSI，以充分满足高校师生居家科研与教学的需要。

作为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的一部分，CARSI

是 CERNET 联邦认证和资源共享基础设施（CERNET 

Authenti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Infrastructure）的简

称，是一项由北京大学发起，CERNET 网络中心组织

管理，北京大学计算中心研发并提供技术支持，为已

经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联邦认

证和全球学术信息资源共享的服务。

2019 年 5 月，CARSI 服务加入全球联邦认证组织

eduGAIN，实现了与 60 多个国家的联邦认证，这其中

包括 2600 多个国外高校与科研单位，1800 多个学术信

息资源提供商。为已实现统一认证的高校及科研单位

与学术信息资源提供商之间搭建了一个全球相互信任

的大平台，彻底改变了传统高校和科研单位人员过去

只能通过所在单位 IP 地址优惠或免费访问全球学术信

息资源的局限。

基于 CARSI 系统，高校师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通过任何终端，以任何联网形式，均可通过校园网账

号访问资源。全程网页操作，无需下载插件或 APP，

无需使用校园网 IP 地址，可支持师生在校外直接访问

国内外需要身份认证的海量科研学术资源。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为全力支撑高校科研攻关与

CERNET发布全球学术资源共享平台CARSI

在线教学，在 CERNET 网络中心统一部署下，北京大

学等承担单位加快 CARSI 资源覆盖工作的同时，也积

极向高校拓展服务。疫情发生一个月以来，CARSI 接

入共享教育科研资源高校数量已达 400 余所，比疫情

初期增长了 300 多所 , 其中湖北疫区已经有包括武汉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

多所高校服务正式上线。签约的学术资源服务机构也

大幅增长，在国外学术资源基础上，目前已签约专项

服务中国的 13 家学术数据服务商，其中包括科睿唯安、

爱思唯尔等 11 家境外著名数据库厂商以及知网、万方

两家国内主要中文学术资源库，涵盖 14 万种中外期刊、

超万种实验和教学视频。据悉，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爆发以来，全国通过 CARSI 访问学术资源的人数快速

增长，已经从疫情初期的 1 万余人次 / 日，快速增长至

16 万人次 / 日。

疫情期间，CARSI 已帮助生物、化学和医学等领

域专家，通过使用资源目录中的高性能计算资源和多

方线上协作，为我国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特效药

研制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有效助力。

CARSI 的推出，不仅有效支撑了当下针对疫情的

科研攻关，也可以有效简化我国高校与其他国家教育

科研网共享应用资源的流程，积极促进我国教育科研

的创新发展。

支持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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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及时做出了延期开学以及“停课不停学、不停教”的重要部署，数千万师生

要在疫情时期进行在线教学，网络办公，这些对于中国高校，特别是高校的信息化部门来说，无疑是一

次前所未有的“大考”！

归结来说，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其一，信息化已经成为疫情防控中保证高校正常运行的关键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必须最大程度地释

放信息化的潜力，IT 部门需要调动有限人力腾转挪移，保障好方方面面的工作。

其二，如何在疫情的“战时状态”及时建立信息快速传递系统，保障学校相关防控措施以及师生情

况等信息的上传下达，实现疫情数据的有效收集，实时监测健康动态，严防疫情输入。

其三，如何克服物理空间上的阻隔，通过信息化手段保证在线教学、网上办公、科研和管理工作的

正常进行，将物理空间隔离的影响降到最小。

天降大任，重担在肩，中国高校的 IT 部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积极配合学校

各项工作，谱写一曲教育信息化抗击疫情的校园战歌！

疫情防控下 
高校信息化面临“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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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做好疫情防控和在线教学是各高校的首要

任务。这除了要压实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巩固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工作局面，还要求学校及时向师生传

达有关疫情的通知，以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自我防护

意识，同时，学校还要及时掌握疫情防控动态。

针对以上任务，为了及时发布权威疫情信息和学

校相关通知，各高校纷纷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

学校主页进行了信息公开，并借助社交网络转发等手

段广泛传播。而在信息收集方面，高校根据教师和学

生群体特点，采取了不同策略。首先，针对教师群体，

通过二级部门的党总支下达到党支部，进行信息通知

和信息收集；针对学生群体，则由学生事务部门依靠

辅导员与学生进行直接联系，点对点地传达通知并收

集学生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针对疫情期间工作特点，上级部门鼓励各高校通

过信息化手段对师生疫情情况进行数据收集、监测和

统计 , 建立疫情防控信息管理平台，充分做好假期中和

开学后的教学、管理、服务及有关数据采集、监测的

信息化准备工作。

我们用信息化思维对这两类数据收集方式中的共同

点和不同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从学校组织到个体的

信息传达，依赖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传播；从个体到组织

的信息汇总，则依赖点对点的确认通信。实际上，两级

实体之间的信息传递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信息有效传

递给对方并得到反馈，只是考虑到传递成本而采取了不

同的策略。然而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传递信息，组织并

不能确认信息已经被学生个体准确无误的收悉，还需要

对个体进行逐个问询确认。

信息化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云计算和移动终端实

现了全覆盖，社交网络实现了生活全渗透，国民信息化

素养已经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各高校也在如火如荼地通

过物联网技术构建智慧校园。而今年突发的疫情让我们

认识到，学校组织与师生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收集缺

乏一个有效的信息化手段。尤其是师生都分散在各地的

情况下，如何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组织和个体之间的信

息有效及时传递？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为了打造一款解决学校和师生之间信息传递的有

效工具，高校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分类整理人员数据，提高师生数据权威性

尽管数据治理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是大多数

高校的数据治理还停留在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譬如

数据标准的制定、数据清洗技术的改进、数据 BI 平台

的建设及多样化且美观的数据大屏的制作。而对于数

据治理中的管理类工作进展不足，甚至无从下手，尤

其是对“一数一源”“一校一库”等治理策略认知不足，

没有标准的治理方法论。这些工作的欠缺，直接导致

了个体数据的多样性，不同口径的数据不同。没有权

威的个体数据，造成信息传递的目标不够明确。

一个高校的人群主要有以下几类：在编教职工、

有编制派遣人才、合同制用工人员、本科生、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生等群体。对于在编教职工、

有编制派遣人才、本科生、研究生这几类人群很容易

梳理，但对于合同制用工人员、非全日制研究生的信

息梳理，需要人群负责部门借助信息化手段逐一排摸，

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在梳理人员数据时，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同一个人在校内有多重身份，或历史上看有多重身份。

这也需要一套管理办法，借助身份证或者特殊 ID 来确

定唯一性身份。

梳理组织架构，提高架构管理灵活性

即便教职工、学生群体的数据具备一定的权威性，

但是谁来管理信息传达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必达性，

依赖有效灵活的组织架构。很多高校由于各自管理的

不确定性导致组织架构不完整，加之对人员变动缺乏

有效维护，十分考验组织架构信息化的智慧。对于组

织架构上缺失的节点，应当制定合理的策略进行弥补；

疫情防控依托有效的信息传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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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组织架构上多余的节点，应当适当剔除。组织架

构如同一棵倒立的树，每一片叶子必须能够找到顶层

的根，换句话说，最高领导者必须拥有一条直观的路

径找到每个学生。

为了维护图 1 中实线所示清晰有效的路径（也就

是主路径），每个学生必须做到“一人一管”。在信

息传递层面上，不能多头管理，如果有第二个管理员

要参与，在授权方面该管理员不能取代主路径上的管

理员，只能与第二个管理员进行沟通，或者取得同样

的查看权限（图 1 中虚线所示），但不能直接参与全

部管理活动。

另外一方面，组织架构是动态变化的。为了及时

跟踪动态变化，学校必须有一套灵活的信息化平台用

于相关责任部门及时维护组织架构。目前，各高校普

遍欠缺该平台，仅仅通过人事系统来维护，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组织机构的完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构建传递工具，提升为信息化基础平台

在信息传递的信息化层面，高校惯用微信公众号

和微博广播信息，通过建群等社交手段收集信息。也

就是说，现有的信息传递技术手段存在随意性、临时性、

不确定性，没有统一权威的官方信息传递技术工具。

实际上，高校若是具备统一集中的信息传递工具，

可以实现个体对信息收悉的确认，也可以及时向组织

汇报信息。在本次疫情及各种需要信息传递的场景下，

都可以实现准确、及时、必达的信息交换，从而避免

现在无法掌握是否所有个体已获知信息、手工汇总数

据等落后的方式。

在这一方面，部分高校借助消息通知中心实现，部

分高校借助企业微信和钉钉实现，部分高校借助自己的

小程序，也有部分高校借助两类工具（组织到个体的信

息传递工具和最近各高校比较流行建设的“战疫通”等

工具）来实现。实际上如图 2 所示，各校在进行信息化

规划时应该把消息平台定位成信息双向传递的平台，并

将其提升为学校的一个基础性信息化平台，向各业务系

统通过 API 提供通知、通知确认、收集信息等服务。

完善数据收集分析规则，发挥平台数据价值

有了有效的信息化基础平台，可以获知师生的动

态，尤其是地理位置、消息确认等信息。学校亦应充

分挖掘这部分数据价值，研究数据分析模型，反哺师

生管理，及时掌握师生动态。

同时，鉴于数据安全及数据隐私相关管理规定，

传递和收集辅助信息时应坚持最少原则，不收集不必

要的信息，未经师生许可不收集隐私信息。信息收集后，

亦应做好相应的数据安全保护工作。

相信经过本次疫情，无论是在线教育、“一网通

办”还是信息传递等信息化工作，都会提高一个层次，

上升一个台阶，各学校也必将重视学校和师生之间的

信息传递工作。师生通过现有的疫情上报工具，也充

分感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性。后续，各部门也将积

极配合学校的信息化工作，给信息化更多机会，从而

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作者单位为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图 1  灵活的组织架构

图 2  信息传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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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陆以勤

信息化技术在 2020 年春季高校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由于

疫情防控是一种紧急状态，需要与时间赛跑，因此要

建立信息快速传递系统，政府各级管理部门的防控政

策和学校紧急制定的各种措施都必须及时、有针对性

地传递到师生当中；同时，为了及时、精准和全面掌

握全校各类师生群体的健康状况、所在位置、旅游探

亲情况、同住人员信息等，需要有高效的信息采集方

式和统计手段。另一方面是，高校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采取了分批回校和人群隔离

措施，为了克服物理空间上的阻隔，保证教学、科研

和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需要通过信息化手段构造科

研、教学、学习、办公的“虚拟空间”，采取线上方式，

将疫情期间物理空间隔离的影响降到最小。

信息的有效传输和全面掌控

疫情防控期间是一种“战时状态”，多地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政府各级管理部门的政策和学校紧急

制定的各项措施需要及时、精准、高效地实施，但由

于疫情防控期间刚好是寒假，师生分散在各地，这时

就需要有一个畅通的消息传输渠道。

2016 年 11 月，华南理工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完成了

基于业务数据的即时消息个性化推送系统——“华工

信使”，该系统和学校数据共享中心对接。经过三年

多的完善，华工信使已经成为全校最大、覆盖面最广

的社交媒体账号及消息推送方式。由于学校的微信企

业号、QQ 公众号、企业微信都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系

统对接，因此可有针对性地同步向邮箱、短信、学校

APP 移动门户、学校微信企业号、企业微信、学校 QQ

公众号、业务系统等多个移动终端推送消息。在疫情

防控期间，管理部门的政策，学校的措施、通知、通

告等都可以有效地推送给师生。

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学校及时、精准了解师生的

健康状况、当前位置信息和变化情况、旅游探亲、同

住人员情况等，鉴于目前社会上的问卷、调查系统填

报和统计功能不满足统计上报要求，华南理工大学紧

急开发了 IamOK 师生健康状态填报和统计系统。

该系统具有如下特点：1. 安全性：从移动端收

信息化在高校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图 1  华工信使推送 IamOK 填报消息

必须强调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信息化都不是单纯的“技术活”，信息空间也不是孤立封闭的空间。

信息化在疫情防控中所起的效果与高校治理过程中信息化的意识和应用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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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在高校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集到数据后，数据存储和流转全部在校内，避免网

络安全风险；2. 精准掌握：与社会上的问卷系统相比，

IamOK 相对严谨，它与统一认证对接，避免重复填报，

统计方便、准确。第一次全体师生填报，后台筛选

出不同人群，再针对不同人群定点发送后续填报通

知和流程；3. 便于提醒：与“华工信使”校内统一

消息推送平台对接，可用微信企业号、短信等多渠

道发送问卷填报提醒，对未填报人员一键发送提醒；

4. 人性化，易用性：与学校数据共享中心对接，减

少数据填写量；除了第一次填报需填写居留地等信

息外，此后支持无变化一键报送；5. 多维度和灵活

的数据统计：根据不同统计上报口径设计统计报表；

6. 支持线下统计和后台导入：针对部分离退休职工、

合同制员工、目前在国外的留学生等使用手机填报

困难的特殊情况，可由二级单位线下统计，在后台

导入的方式收集数据。

高效的消息传递渠道可为填报和统计节省大量时

间。IamOK 系统上线不到 24 小时，填报的各类学生达

90%，为学校尽快掌握疫情期间的信息提供了及时的数

据支持。2 月 16 日，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战疫情》

报道了 IamOK 健康状态在线填报系统。

建造科研、教学、学习和办公“虚拟空间”

疫情防控期间，大部分学生没有回校，教师和

科研人员分批回校，但教学、科研、学习和办公不

能长期停滞。高校会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信息

化的技术手段，构建科研、教学、学习、办公的“虚

拟空间”，克服由于疫情防控期间物理空间隔离带

来的影响，并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学校线上科研、教学、

学习和办公。

1. 在线教学

疫情防控期间，很多高校推迟春季学期学生返校。

为了将此次疫情对教学的影响降至最低，很多高校充

分发挥在线教育的优势，在春季学期的前段时间采用

了在线教学的方式。

在线教学可以通过网络构造教学的虚拟空间，把

现场教学的视频、PPT、黑板、课程活动等课堂教学环

境和教学活动在虚拟空间上呈现，并且可以通过信息

化技术收集课程活动的数据。

目前，在线教学一般分为视频直播、语音直播、

PPT+ 语音、社交网络等方式及其多方式的混用。除了

考虑在线教学平台的直播方式和效果、现场板书呈现、

屏幕共享、PPT 同步显示、课堂互动（课堂作业、弹幕、

发言）、课程通知、文档共享及其同步变化、终端支

持、考勤等功能外，还应该考虑在线教学平台的性能。

由于全国的高校和中小学都集中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

需要考虑对并发数量的支持，同时做好一旦平台无法

支持的预案。

由于大规模采用在线教学，要提早对教师进行线

上培训。1 月 29 日，华南理工教育技术中心就组织了

全校春季课程任课教师在线教学培训。

2. 扩充校外使用校内资源的方式、功能、易用性

和兼容性

抗疫期间大部分师生都在校外。为了保证其能正常

在校外开展工作，需要支持师生校外访问在校内使用的

学术资源 ( 如图书馆资源 ) 和业务系统（如财务系统、

OA 等）、实验室服务器、实验室设备等。方案有两个：

（1）VPN（虚拟专用网）方式

VPN 是校外使用校内专用资源的通用方式，校外

终端登录后可获得校内终端同样的权限。疫情防控期

间学校公共 VPN 系统的压力增加，需做一些更新维护，

如扩容、添加学术资源、增强兼容性、扩展登录 VPN

后的访问权限等。

图 2  IamOK 健康状态填报系统 图 3  华南理工企业微信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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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RSI（下一代互联网校园学习生活交流平

台）方式

CARSI（CERNET Authenti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Infrastructure）是基于 CERNET 的统一认证与资

源共享基础设施。加入 CARSI 联盟的单位，校外用户

通过统一认证不需要通过 VPN 就可以访问校内专用资

源。华南理工是 CARSI 联盟最早的成员之一，疫情期

间网络中心重新升级了 CARSI 系统，并会同图书馆充

实了其资源，将其作为一种校外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

的方式，推荐给全校师生使用。

3. 开通学校网络协同办公、科研系统

为了解决不同工作场景中的协同办公、科研等问

题，学校确定采用“企业微信 + 微信企业号”的现场

+ 远程办公及科研解决方案。

企业微信里的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微

信企业号及学校统一认证平台、数据共享平台进行了对

接。目前，通过每天从本科教务系统、研究生系统同步

班级信息，从人事系统同步人事信息，在企业微信内已

建 6 万多用户，上百个校内二级单位及近 3000 个用户

属性标签。在职教职工用户只要登录企业微信的华南理

工大学，就可以找到其所属的校内二级单位。

由于用户和学校统一认证捆绑，企业微信和微信

企业号内部又是相通的，登录后可以不经统一认证直

接访问学校的业务系统，例如移动门户、网上办事大厅、

虚拟校园卡、IamOK 健康状态填报系统等。

此外，企业微信还有一些面向远程办公的功能。

例如类似钉钉的部门内部打卡考勤；分散在不同场所

的各位同事，可以利用企业微信内置通讯录联系到同

一二级单位的同事，快速召开 300 人以内的远程会议；

与本单位同事共享文档并协作编辑等。

另外，由于 CERNET 和 ZOOM 开展合作，学校考虑

将ZOOM视频会议系统纳入官方推荐的视频会议系统中。

4. 推广校园虚拟卡的使用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加强了身份认证，进出校园

和大楼需要验证身份。校园卡是有效的身份认证介质，

考虑到师生存在忘记携带校园实体卡，或者由于各种

原因实体卡正在办理还未领取等情况，为了方便师生，

减缓师生服务中心申请、补领实体卡的压力，疫情期

间学校完善和推广校园一卡通虚拟卡服务。

华南理工大学于 2019 年 9 月组织并开发了一套校

园虚拟卡系统。校园虚拟卡是将校园现有实体卡的应用

通过手机来实现的一种应用模式，是对校园实体卡的一

种补充应用方式。校园虚拟卡与实体卡共用同一校园卡

账户，用户在使用校园卡消费时可自行选择校园实体卡

或校园虚拟卡，相关校园虚拟卡的领取方法可通过移动

门户（App、微信企业号、企业微信均有入口）完成。

5. 推送社会科研、学习、协同办公和视频会议资源

疫情防控期间，很多机构都免费提供学术、协同

办公和视频会议资源。为了让师生有效地使用社会上

的免费优质资源，华南理工网络中心定期整理社会免

费资源，通过“华工信使”推送给全校师生。

总的来说，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信息化手

段，可以使疫情防控信息得到有效的传递和采集，同

时构成科研、教学、学习、办公的虚拟空间，最低限

度降低疫情防控形成的物理空间隔离造成的影响，为

师生提供便利。而必须强调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信

息化都不是单纯的“技术活”，信息空间也不是孤立

封闭的空间。信息化在疫情防控中所起的效果与高校

治理过程中信息化的意识和应用水平有关。信息化“化”

到学校业务各个方面的程度越深，信息化在高校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所起的效果就越明显。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图 4  华南理工校园虚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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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世新

2020 年 1 月下旬以来，新型肺炎疫情快速席卷全

国各地，对高校的正常教学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

时也对高校的信息化工作尤其是在线教学提出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对此，身在疫情中心的武汉大学信息中心

主任刘昕感受尤为深刻。

为了保障“停课不停学”顺利进行，武汉大学高

度重视，上下一心，未雨绸缪，专题部署，平稳度过了

2 月 17 日的在线开学“大考”。刘昕认为，此次疫情

防控不但是检验在线教学效果的“试金石”，也是各高

校信息化部门查缺补漏的好机会。

为战“疫”胜利提供信息化支撑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疫情期间的各个高校来说，

信息化部门是最忙的单位之一，身在武汉的高校信息化

部门尤其忙碌，在这里向您道声辛苦了。首先请您介绍

一下，针对此次疫情，武汉大学的信息化部门都做了哪

些工作？

刘昕：疫情防控期间，在线开展日常办公、在

线组织教学科研、在线提供管理服务等是确保学校

正常运行的重要途径。学校高度重视，就非常时期

学校信息化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努力做到“四

个确保”。

一是确保网络畅通系统稳定。坚持现场值守和远

程运维高效协同，加强日常巡检和安全巡查，重点保

障与师生教学科研、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线上服务，

优化校园网、信息系统、校园卡等各类服务项目，并

及时向师生发布相关信息。为了帮助校外师生更加方

便、快捷地访问校园网络资源，提供快速稳定的网络

服务，保障 VPN 正常运行，学校紧急扩容 VPN 设备并

新增 Web VPN 通道。同时组织编写《战疫员工自我防

护十条》，发到每一位职工尤其是一线值班人员手中，

普及防护常识，提高防范意识。

二是确保及时响应战“疫”需求。疫情期间我们

对“忙碌”和“紧迫”这四个字感触颇深。1 月 25 日（正

月初一）凌晨，学校教育基金会发起的“抗击新型肺

炎基金”上线后，一时因校友们踊跃捐赠访问量过大

导致系统故障，技术人员连夜完成服务器升级和迁移，

保障捐赠通道畅通；1 月 26 日，配合宣传部及时完成

学校疫情防控专题网站部署在官方移动应用平台“智

慧珞珈”APP 上，受到广大师生高度关注；1 月 27 日，

紧急启动校内云视频会议系统建设并于 1 月 29 日正式

上线，支持音视频会议、文档协作、屏幕共享等功能，

确保学校工作有序正常运转、部门协同联动、信息及

时畅通。同时，为了方便老教师办理校园卡相关业务，

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每周固定安排一个时间在现

场为师生提供线下服务。此外，根据学校疫情防控需要，

还积极配合做好新增校园卡刷卡验证设备，在“办事

大厅”上开发相关填报流程，比如师生健康状态采集、

快速响应战“疫”中的信息化需求

刘昕  武汉大学信息中心主任

—— 专访武汉大学信息中心主任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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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疫情困难补助等。

三是确保网络安全可信可控。疫情

防控期间，湖北等重点区域频遭境外网

络攻击，为切实做好网络安全防护工作，

学校以防攻击、防病毒、防篡改、防瘫

痪、防泄密为重点，制定疫情防控期间

网络安全应急保障预案。启用重保时期

安全防护策略，每天分析研判网络风险，

及时调整防护策略，及时发布网络安全

预警，加强防范与疫情热点词汇有关的

网络攻击风险，扎实做好网络技术安全

防护工作。

四是确保教育教学正常进行。学校

在积极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始终将

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谋篇布局。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学校就着手布置

线上教学相关工作，并经反复沟通研究，确定了“以

学习效果为中心，以多元化途径为框架，以分流错

峰进行为路径”的线上教学工作思路。信息中心积

极配合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制定在线教学组织方案，

为“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中国教育网络》：武汉是此次疫情的中心，信

息化部门遇到的难点也比其他地方多。在支撑在线

教学过程中，信息化工作中的挑战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昕：一是现有平台承载能力不足，难以承担如

此大规模的在线教学，市场上各网络教学平台近期也

均遭遇了很大的压力。目前，全国高校都面临前所未

有的网络拥堵状况，尽管努力做了大量分流举措，准

备了紧急预案，并反复对师生强调尽量减少实时线上

视频直播，但是网络状况和群体行为仍然有不可预料

的地方。

二是因各地交通管制受限，加上武汉市内“禁足”，

大部分技术人员只能在家中远程协同办公，工作效率

和交流沟通等较现场办公要相对薄弱一些，我们也在

自我调整主动适应当前的工作模式和沟通方式。

三是学校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

在线课程的组织管理，如个别课程编排计划不够明确、

外聘教师和多人联合授课的授权匹配、个别基础数据

错误等情况，这是学校虚拟课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

要挑战。

顺利通过在线开学“大考”

《中国教育网络》：教育部针对本次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部署“停课不停学”以来，2 月 17 日

全国首批高校在线开学、线上开课被誉为一次“大考”，

武汉大学的情况如何？

刘昕：前面已经谈到，学校对疫情期间如何确

保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序进行极为重视。

早在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学校分管教学的周叶中副

校长就专门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线上教学相关工

作，并要求本科生院全体员工进入工作状态。期间，

校党委书记韩进、校长窦贤康也密切关注并多次指

导工作，包括信息中心在内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全力

投入到这次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线上开学筹备中。

学校还出台《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延期开学期

间本科教学工作实施办法》。各学院（系）积极应对，

加强组织，一院一策、一课一策，制定了适宜的本科

线上教学工作计划，教师们精心准备授课内容和授课

形式。

2 月 17 日当天，陆续传来有些大学在线教学以及

平台卡顿甚至沦陷的消息，说实话我们心里是非常紧

张的，但基于前期的充分准备工作，尤其是 2 月 10 日

我们专门提前做了彩排预演，应该说还是有些底气的。

最终，17 日上午学校共开设 881 门课，两万两千名学

生参加了在线教学，总体反映较好，我们顺利通过了“大

考”。从 2 月 17 日到 2 月 19 日，学校一共组织进行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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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751 个课头、137862 人次学生参与的线上本科教学，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中国教育网络》：为了确保教育教学正常进行，

信息化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

刘昕：在线教学，我们主要是配合本科生院和研

究生院提供信息技术方面的支撑。

一是优化完善现有在线平台。学校已经建有网络

教学平台和数字化学习中心“珞珈在线”（http://www.

mooc.whu.edu.cn ），集成了 110 余门本校完整课程以

及大量教学资源。学校充分利用已有优质网络资源课

程，安排专门技术力量进行维护。

二是积极拓展新增在线资源。鉴于全国大中小学

同时在线教学的网络资源压力，我们对多家网络教

学平台进行对比评测调研，主动对接相关企业，寻

求资源支持，编制各教学平台的使用教程，并提供

技术支持。

三是开发上线学校虚拟课堂。为了确保教学秩序，

根据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课表，配合本科生院快

速开发并上线虚拟课堂，网络虚拟课堂按照与实体教

室一一对应的方式建立，从 2020 年 2 月 17 日起至正

式开学（具体时间待定）期间，对全体本科生进行网

络教学，同时满足部分研究生课程的教学需求。虚拟

教室支持接入多种教学方式和实时督导，并与学习通、

智慧珞珈平台无缝连接。师生使用统一身份认证登录

后即可按课表计划开展教学。教师可在虚拟课堂发布

授课链接，方便学生进入学习。

四是紧急新增课件共享服务。为了确保学习效果，

紧急配置资源，为师生提供课件共享服务，对比较难、

通过自学很难完成的课程，通过老师录播，录播完让

学生提前把课程下载，自学完再在课堂上讨论。对于

另一类比较容易的课程，通过 PPT 给学生事先预设一

些问题、布置一些作业，再到讨论室里面讨论。教师

将录播视频、课件等教学资料上传后，可随时随地共

享给学生，学生可提前下载学习。

五是开展多次模拟测试培训。编印下发各种平台

的使用指南，组织进行了多轮测试和应急演练，使师

生熟悉了各种在线教学方式的操作使用，发现存在问

题并及时调整补救。

《中国教育网络》：在线教学平台的选择原则是

什么？

刘昕： 对 已 有 优 质 网 络 资 源 的 课 程， 采 用

MOOC+SPOC 方式进行教学。对其他已在珞珈在线建

有慕课的课程，鼓励授课教师以在珞珈在线上采用

MOOC+SPOC方式进行教学为主，并采取多种方式，如“慕

课学习（珞珈在线）+ 在线讨论或其他教学平台”等方

式加强交流互动，提升学习效果。

在平台使用上，以珞珈在线 + 学习通平台为主，

辅以腾讯课堂、腾讯会议、钉钉直播、ZOOM 等多种方式。

在平台的选择上，因时间非常紧迫，以迅捷易实施、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原则，同时需要考虑到多渠道并

行，满足广大师生多样化、个性化的教学需求，同时

在出现故障时可快速切换。

检验在线教学质量“试金石”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此次疫情对中国

的教育信息化以及高校信息化部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

刘昕：首先，应该会大大加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不仅仅是高校，在此次疫情中，整个教育系统的稳定

运行、教育教学，日常管理等工作都离不开信息化，

信息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了唯一的手段，这个已经

引起了从上到下、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具体每个学校的

高度重视。

其次，这是检验在线教学质量“试金石”。此次

疫情，广大师生体现了极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很

快适应了线上办公、视频会议、网络协同等新的工作、

教学方式，更加彰显了信息化的支撑作用。对于广

大师生来说，这次疫情使得他们获得了一次在线教

学的“洗礼”，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定时间段内新型

教学模式的普及，在线直播、录播课程也迸发出了

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甚至有的老师开玩笑说，以后

如果出差就可以用这种模式上课了，效果也不错。

从这句话中我们也能看出，虽然在线教学尚不能代

替线下课堂教学，但依然展现出了未来的发展潜力

和无限可能。

最后，这是信息化部门自我检验的好机会。疫情

阻断了原本在线下的工作，将相应的工作都搬至线上，

这对于高校的信息化工作特别是信息化部门来说是难

得的查缺补漏的机会，发现自我优势和弱项在哪里，

补短板、强弱项，是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各校信息化

部门当前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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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月，高校如期在线开课。此次开课，前所未有，

备受瞩目。对于信息化而言，是实实在在的大考。有信

息办老师直言：压力山大，希望大考顺利通过。为了应

对这次大考，不少高校早在春节一过就开始协调各方资源，

全面着手保障开学第一课的顺利开展。

开学第一课！你通过线上大考了吗？

清华大学采用的在线教学平台是雨课堂。

清华大学在线教学优势显而易见：一是有学堂

在线和雨课堂平台；二是部分教师在线教学经

验丰富，在此前的几年中，学校凝聚了一批会

上网课，会做慕课的教师。

为顺利度过线上开学大考，寒假期间，清

华大学专门成立在线教学指导专家组、在线教

学质量保障专家组、在线教学技术保障专家组

三个在线教学专家组和一个学生学习保障工作

组，支持师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在线授课

和在线学习。组织五场雨课堂使用直播培训，

帮助教师积极适应新环境、新形式，保障教学

质量与教学进度。

开 学 第 一 天， 面 临 考 验 最 大 的 应 该 就

是 平 台 的 承 载 能 力。2 月 17 日 早 上 8 点，

150 余个课堂在云端同时开启，数千名师生

通 过 视 频 直 播、 互 动、 弹 幕、 答 题 等 多 种 手 段 有

条 不 紊 地 开 展 各 学 科 教 学 活 动。 顺 利 通 过 大 考，

平稳畅通。

据悉，2020 年春季学期，清华大学开设了 4254 门

次课程，涉及任课教师 2681 人，选课学生 25091 人。

其中，3923 门次课程进行在线教学，延期、停开课程（包

含实验类课程和一些在线教学效果不理想且不影响学

生毕业的课程等）331 门次。

清华大学：利用雨课堂，顺利通过“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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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北京大学一批教师就开始研究 MOOC，

学校把在线教学作为学校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在北大，许多教师对于在线教学非常熟悉。

2 月 17 日开学第一课，北大采用 5+N 平台上线

上 课。 其 中，5 包 括 直 播 授 课、 录 播 授 课、 慕 课 授

课、研讨授课、教室授课五大网络教学模式，N 包括

Webex、ZOOM、腾讯等商业平台。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效果很好，全程非常流畅。

北大建议教师首选利用北大教学网（在线课堂

Classin），可选用 Canvas 教学平台（视频会议 BBB、

ZOOM）。

值得一提的是，开学第一天还有教室授课，教

师像往常一样用黑板上课，教室却没有一位学生。这

是授课教师一个人的课堂，学生们在家通过“北大直

播课堂”进入自己的班级学习。这种零门槛的网络教

学方式，对教师没有任何技术要求，特别适合人数

多、板书多的课程，受到师生喜爱，“老师们怡然

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在信息化和在线教学方面都

颇具特色的学校。信息化部门人才济济；在线教学方面，

学校多年前就成立了慕课研究院；很多教师拥有慕课

和直播教学的经验。

面对疫情，上海交通大学紧急制定《关于 2020 年

春季学期“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工作方案》，免

费开放 165 门优质在线课程，打造一批保障从本科到

博士研究生，覆盖全体学生的交大特色课程，开启“学

在交大”新模式。

学校号召教师主动适应教学新模式，提高在线教

学质量，并遴选已有线上课程资源，优化任课教师，

将最好的教师放到一线教学中。

上交大通过四种教学模式开展在线教学：

1. 直播教学。教师按课表时间通过 ZOOM 视频会

议平台进行实时直播授课和师生互动。

2. 录播教学。教师录制授课视频，在 Canvas 在线学

习平台课前供学生学习，并开展直播线上课堂教学活动。

北京大学：一个人的课堂怡然自得

自得，同学们都说好，每个人都像坐在第一排”。

据统计，北大 2020 春季学期本科生课程采用直播

授课的课程最多，有 1116 门，占 42.7%；研究生课程

选择研讨授课和直播授课的课程最多，分别有 541 门

和 529 门，占 29.7% 和 29%；其他课程则选择录播、

慕课、专属定制（SPOC）等多种教学模式。目前，新

学期线上课程正在有序开展。

上海交通大学：开启“学在交大”新模式

3. 慕课教学。教师利用好大学在线等自有慕课资

源，课前供学生学习，并按课表时间开展直播线上课

堂教学活动。

4. 研讨教学。教师准备 PPT 课件 ( 可配音频 ) 等

材料供学生课前学习，并按课表时间开展线上课堂教

学活动。

同时，利用公有云的 CDN 和点播服务，把相当一

部分课程访问流量放到公有云上来承载，提升师生访

问体验。

在 培 训 方 面， 先 后 组 织 六 场 中 英 文 ZOOM 和

Canvas 教师在线教学技能培训，总计覆盖 2600 余人次；

联合网络信息技术中心、教育技术中心等部门组建技

术、服务团队。

同时，校党委宣传部和网络信息中心联手打造学

校新水源社区，搭建网络新媒体端社交讨论新平台，

开辟“学在交大”专区，为师生开展网络教与学的互

动交流提供零距离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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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王世新、朴艺娜）

浙江大学：“学在浙大”+ 浙大钉齐发力

浙江大学是一所拥有得天独厚资源的高校。十三五

期间为完成“网上浙大”项目建设目标，充分借助阿里

总部在杭州的优势，联合阿里云共同发起成立创新型组

织“智云实验室”，并以实验室为基础快速积极整合教

育信息化的生态力量，搭建了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

一代高校智慧校园的体系架构。

这次疫情期间，“网上浙大”的先发优势开始凸显：

浙大通过疫情期间对师生健康状态的数据收集，完成了全校

师生通讯录数据的搜集整理，这为后续的学校的“在线教学”

推广以及为后续学校数字化转型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在线上教学中，浙大使用“浙大钉”作为网络直播

平台，以“学在浙大”为主要课程平台。浙大钉是钉钉

与浙大合作共同研发的专有平台，“浙大钉”平台支持

直播课堂和实时录像，并可把课堂录像上传平台，供不

能正常参加直播课堂的学生课后学习。

学在浙大是浙大这几年“网上浙大”项目落地推出

的线上学习空间，支持在线学习、课堂直播和录播。疫

情解除恢复课堂教学后，如仍有学生因疫情防控原因无

法进入教室学习，将通过智慧教室课堂直播、录播，甚

至引入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智云课堂”，可以为其学

生提供网上“送课”。

网上教学以课堂直播为主，部分也可采用录播方式。

少数小班级专业课程可根据学科特点采用线上布置学习

任务，并结合线上辅导答疑的方式，指导学生开展学习。

在某些特殊情况（比如国外留学生在线学习）下，

学院（系）或教师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用第三方平

台开设网上课程，但须向主管部门提前报批。

总体来说，浙大通过这次“在线教学”的推广基本

上完成了智慧教室、在线教学平台以及课程云的整合，

为未来学校在线教学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新型教学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电子科技大学：鼓励使用“成电学堂”线上教学

2 月 17 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也在线上开学。学校在

线教学主要采用“学在西电”和雨课堂平台。

据统计，当日“学在西电”平台实时在线教师 392 人、

学生 6978 人；“雨课堂”平台实时在线教师 185 人、上

课师生 6484 人。

自 1 月 28 日发布延期开学通知以来，西电成立领导小组，

制定了《2020 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工作调整方案》等文件，

按照“延学不停学”的思路，分步骤、分阶段积极推进远程

线上教学工作，努力做到“一院一方案”“一课一方法”。

为保证在线教学的效果，早在 2 月 2 日开始，西电就

以学院为单位开展全覆盖式的培训，保证每位教师都能参

加培训，每个人至少能掌握两种直播工具。2 月 14~16 日

开学的前三天，学校对全校本学期理论课教学班进行了

全面测试工作，实现师生全覆盖，累计 2878 个教学班，

69811 学生人次参与测试。

同时，考虑到疫情期间师生巨大的网络需求，学校及

时调整师生网络流量。疫情期间，师生在校园和家属区开

展工作均无限制使用校园网；此外，增加校外访问入口带

宽，调整网络访问策略，为学校下一步开展网上课程学习

和录直播服务提供基础网络保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培训，培训，培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电子科技大学以“按照教学日历如期开课，教学要求

与教学质量不降低，注重主动学习的习惯养成和学习能力

培养”为总体要求，充分利用好学校和全国范围的优质网

络课程资源，以多种模式、多种形式有机结合进行线上教

学与互动，保障学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

量，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进教学方

式和学习方式改革创新。

在线上教学方面，学校采用 SPOC、MOOC、PPT+ 音频、

直播、QQ 群、微信群、视频会议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

台等多种教学模式与方式。对于线上教学平台的选择，学

校鼓励教师使用“成电学堂”平台进行线上教学，教师也

可以选择校外平台进行线上教学。信息中心实现了教务管

理系统与“雨课堂”“爱课堂”和“超星学习通”直播软

件的教学数据对接，并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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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开学期间，高校选择什么样的在线教学平台？

将以什么方式进行在线教学？在在线教学过程中，遇

到的挑战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近日，由高校信息

化部门老师自发组织了一个调研。

此次调研共收集了来自 30 所高校的问卷。这 30

所高校来自全国各地，规模大小不一，他们所提供的

信息可作为一个小的样本，局部反应高校当前在在线

教学中的相关情况。

参与调研高校基本情况分析

此次调研共收到了来自浙江财经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宁波财经学院、重庆三峡学院、西北工业大学、

海南医学院、浙江万里学院、青海大学、上海交大、

东北师大、电子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浙江大学等 30 所院校先后提交的调研结果。

调研反馈院校所在地区如图 1 所示。其中华东地

区高校最多，共 9 所，占比 30%；华南地区 8 所，占比

27%；西北地区 5 所，占比 17%；华北地区 4 所，东北

与与西南地区各两所。我国六个区域的高校均有所覆盖。

在参与调研的高校中，开展在线教学活动高校的学

开展在线教学，30所高校情况一览

图 1  调研反馈院校所在地区情况

图 2   开展在线教学活动高校的学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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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规模大部分集中在 1~3 万人之间，详情如图 2 所示。

其中达到 5 万人以上的 2 所；3 万 ~5 万人的共 4 所；1

万 ~3 万人的 20 所，占比最多；1 万以下的高校共有 4 所。

高校在线教学情况分析

问题一：在线教学活动的面向学生群体范围？

如图 3 所示，参与调研的高校基本都向本科生开

展了在线教学，占比达 97%；同时也有 79% 的高校向

研究生开展在线教学；另外仅有 7% 的高校向继续教育

或网络教育学生开展在线教学。

问题二：课程涵盖面要求？

对于学生授课的课程涵盖要求情况如图 4 所示。

70% 的高校要求有教学计划规定的所有理论课程均需

上线教学，可以看出大部分高校均采取了此措施；20%

高校的学院或教师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上线，但要上报

学校相应的实施方案；也有 10% 的高校提出有在线教

学经验或实施条件的老师和课程可以线上教学。

问题三：在线教学开展有无硬性要求或具体指标 ?（多选）

各高校对在线教学开展有无硬性要求或具体指标

方面，各校的情况差异明显，如图 5 所示。50% 的高

校对采用的教学平台或工具有硬性要求或具体指标；

50% 的学校只制定目标，其他不做硬性要求或具体指

标 %；33% 的高校对采用的教学模式有硬性要求或具

体指标；同时 30% 的高校对上课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或

具体指标；还有 20% 的高校对学生参与度或活跃度等

有硬性要求或具体指标。

问题四：拟采用的在线课程类型？（多选）

高校拟采用的在线课程类型如图 6 所示，大部分

高校均采用了 MOOC、SPOC、视频直播这三种课程类

型组合教学模式。其中选择 MOOC 平台的高校占比达

87%，选择视频直播的高校也达 87%，选择 SPOC 的高

校占比为 80%。

问题五：如有使用 SPOC 在线课程拟采用的平台？

使用 SPOC 在线课程的高校中，拟采用的平台情况

如图 7 所示。60% 的高校均采用基于公有云教学平台

的 SPOC 课程；20% 的高校选择基于开源架构的校内

私有云 SPOC 课程平台（如 Moodle、Canvas 等）；还

有 20% 的高校选择基于商业软件的校内私有云 SPOC

课程平台（如 BB）。

问题六：如有使用MOOC在线课程，拟采用的平台（多选）

在使用 MOOC 在线课程的高校中，他们拟采用的

图 5  各高校对在线教学开展有无硬性要求或具体指标情况

图 6   各高校拟采用的在线课程类型情况

图 4  各高校课程涵盖面要求情况

图 3  在线教学活动的面向学生群体范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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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和老师采取激励政策；另外有 13% 的高校选择其

他政策措施。

问题九：学校进行在线教与学活动的师生有何条件保障

（多选）

在疫情期间，多数高校对师生的在线教与学活

动提供了诸多保障措施，具体情况如图 11 所示。

80% 的高校组织开展了全校性技术操作培训；同时

也有 80% 的高校组织校内部门和技术力量进行在线

指导、答疑；47% 的高校购买第三方平台的技术服

务；还有 23% 的高校协调电信运营商为师生提供流

量优惠；另有 27% 的高校采用了其他保障措施。  

平台情况呈现出多样性，如图 8 所示。73% 的高校拟

采用中国大学 MOOC；47% 的高校拟采用学堂在线；

43% 的高校拟选择爱课程；33% 的高校拟选择其他平

台；30% 的高校拟使用智慧树；还有各 23% 的高校拟

采用地区性 MOOC 平台或好大学在线；10% 的高校拟

使用网易公开课；另外 3% 的高校拟采用优课联盟。

问题七：如有使用直播教学方式，拟采用的平台？（多选）

在拟使用直播教学这种方式的高校中，他们拟采

用的平台情况如图 9 所示。73% 的高校计划使用雨课堂，

50% 的高校选择 ZOOM 等其他成熟平台，47% 的高校

拟采用腾讯课堂，还有 40% 的高校拟采用钉钉，另有

17% 的高校拟采用运营商平台。

问题八：学校对疫情期间开展在线教学有何政策支持？

（多选）

针对疫情期间教师开展的在线教学活动，大多数

高校采用了线上课程、教学工作量、学分认可等多种

政策支持措施，具体情况如图 10 所示。97% 的高校实

施了线上课程、教学工作量和学分认可政策支持措施；

40% 的高校将在疫情结束后允许和鼓励部分课程以线

上教学为主；还有 20% 的高校还将对开展效果良好的

图 7   高校使用 SPOC 在线课程拟采用的平台情况
图 9   高校使用直播教学拟采用的平台情况

图 10  学校对疫情期间开展在线教学政策支持情况

图 11  学校对进行在线教与学活动的师生采取的条件保障情况

图 8   高校使用 MOOC 在线课程拟采用的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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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统一身份进行认证对接，各校的情况不尽相同，

如 图 14 所 示。37% 的 高 校 不 做 对 接， 只 导 入 用 户

基本信息；30% 的高校采用部分应用与学校统一身

份认证对接；还有 20% 的高校采用全部应用与学校

统一身份认证；13% 的高校不做对接，采用教师和

学生自建。

问题十三：学校在使用云端应用的时候，是否同步学校

课程、选课数据？

学校在使用云端应用时是否同步学校课程、选课

数据的情况也各有不同，详情如图 15 所示。34% 的高

校选择采用中间库方式同步学校课程、选课数据；33%

的高校采用人工导入方式同步学校课程、选课数据；

20% 的高校采用人工导入方式只同步学校课程信息，

学生信息由教师维护；只有 3% 的高校采用中间库方式

只同步学校课程信息，学生信息教师维护。

问题十：学校对疫情时期开展的在线教学质量如何评价？

（多选）

对于疫情期间学校开展的在线教学质量的评价标

准，详情如图 12 所示。50% 的高校都选择通过导出学

习平台的活动数据进行评价；43% 的高校也将采用由

学校教学督导员进行在线监督评价；还有 40% 的高校

将通过学生的教学反馈进行评价；另有 23% 的高校目

前还暂无任何评价计划和方案。

问题十一：您认为疫情时期开展在线教学的主要困难 ?

（多选）

对于疫情期间学校开展在线教学存在的诸多困难，

大多数高校认为主要表现在教师对在线教学相关操作

尚不熟悉；另外学校缺乏好的教学平台与相关技术指

导、服务支持力量也是重要因素；同时课程相关在线

资源匮乏也是在线教学开展困难的部分原因，具体情

况如图 13 所示。

问题十二：学校在使用云端教学平台或直播系统的时候，

是否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对接？

学校在使用云端教学平台或直播系统时是否与

图 13   疫情时期开展在线教学的主要困难情况

图 14   学校在使用云端教学平台或直播系统时是否与                      

学校统一身份认证对接情况

图 15   学校在使用云端应用时是否同步学校课程、选课数据情况分析

图 12   学校对疫情时期开展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情况

问卷调查访问：https://app.buaa.edu.cn/site/form/formtempl

at?formid=27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整理：《中国教育网络》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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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志文

在线教育面临大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教育部宣布 2020 年春季

开学延期，并提倡“停课不停学”，鼓励各地各校因

地制宜积极组织开展线上教学。在线教育以前所未有

的姿态受到全国的关注，但这无疑也是对行业的一次

大考。

2 月 17 日，各学校相对集中地开始网上授课。大

考的结果，是一地鸡毛。

钉钉被中小学生们打成 1 分，QQ 也发布声明，说

“我们本来就不是为在线教育发明的”，呼吁大家手

疫情会让在线教育驶上快车道吗？

下留情，还有一些著名大学五花八门的在线平台也出

现了各种问题，尤其是一些看上去很美的在线教育或

者在线学习系统，几乎一开就黑屏瘫痪。

当然，我们也需要包容。1.8 亿中小学生，3000

万在校大学生，可能没有任何一家系统伟大到能支撑

这么庞大的需求。但崩溃的系统、卡顿、黑屏，也给

从业者、管理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现实的问题，我们到

底需要什么样的在线教育平台？

这次大考提醒我们，大道至简，在线教育平台首

先要解决线上教学最基本的需求。第一，可以做基本

的视频教学或者教学活动；第二，可以插播课件或者

相关文件；第三，可以做一定的交流。

但永远不要忘记一点：稳定运行，这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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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保障。总结来说，就是首先要保障能用，其次

是好用，能稳定上课。

在这次“史上最大规模在线复课”中，为什么大

家优先选用的，不是一些在线教育平台，而是腾讯会议、

ZOOM、钉钉这些视频会议系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这些系统已经久经考验。这类视频会议系统功

能其实很少，常用的就是两三种，而最常用的几乎就

是一种：能视频讲课或者讲话。

很多在线教育平台动辄就是二、三十种功能，

似乎很完美，岂不知这种完美在实战面前就是找死，

难用。任何一个系统，一旦复杂了，就必然影响基

本的运行服务，这是一个基本和浅显的道理。在这

次大考面前，这些在线教育平台连基本的服务都没

有办法满足，甚至系统彻底崩溃了。开玩笑地说，

现在最不能用的，就是专家做的所谓完美的在线教

育系统。

在线教育会因此开上快车道吗？

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欢呼，在线教育遇到一个前

所未有的机会，各在线教育企业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营销，股市上一片欢腾。

不可否认，这次疫情防控对于在线学习起到了莫

大的推动作用，从习惯到意识。但从短期看，我持相

对谨慎的态度，此次疫情对教育或在线教育的影响可

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疫情过去，我们基本上还是会

回到原来的轨道。

为什么这么说？为防范疫情采取极端的政府管理、

社区管理模式，把所有人都驱赶到了网上。在客观上

营造了或者说模拟了独特的新的市场机会，充满想象

力，教育是其一。但从根本性去看，这只是暂时的，

疫情过去之后，我们的主体教育还是以学校为主体的

教育，教学组织形式还是以教室、班级为形式的教学

形式，分数评价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和其他

行业是完全不同的，如互联网金融对银行的影响，电

子商务对百货大楼的影响。

这里还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信度。教育是最

讲究信度的，比如，是不是政府办的，是不是名师，

这都和互联网无关。

当然，对于教辅市场即培训机构和市场，可能会

有一些变化，但总体变化不会太大。因为家长与学生追

求的东西并没有变：资质，名师，结果（分数）。

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会对在线学习本身有一个

深远的影响，即会出现大量小众的形式与服务，内容

也绝不会仅仅限于知识性学习，限于目前狭义的在线

教育。在这一批萌芽中，可能长出新一代的泛化的学

而思，或者是其他切入教育，但完全不同于现在在线

教育模式的服务。到底是什么？就看谁能做出大家真

正需要的内容了。

在线学习永远不可能替代学校教育，           
因为人生无法压缩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未来，互联网必然会改

变我们学习的方式，但在线学习，永远不等于在线教育，

也不可能替代学校教育，不能替代教育本身。

教育有“育人”的功效，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知

识，是人的成长过程。学校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进入社会做准备。

先从家庭到学校这个小社会，然后再进入真实的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协作，妥协，忍让，斗

争等等。如果一个孩子聪明，知识性学习完全可以加速，

压缩，但成长的过程，也就是综合的教育过程是不能

压缩的，因为人生是无法压缩的。所以在线教学并不

是教育的全部。

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期间，不仅仅要继续学习知

识，更需要利用这段特殊时期，让孩子们参与其中，去

行动，思考，获得更大的成长，而不只是在线上课。

疫情给了“互联网 + 教育”再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

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也的确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可以想象，疫情过后，各级政府以及学校在教育信息化

上会再次掀起一个建设、投资的热潮，成为一个所谓的

风口，但我想提醒，我们需要深刻认知教育，才能知道

用户需要什么，才能实现“互联网 +”。

如果只是跟风，无非是再重复 2013 年 MOOC 风潮，

淘宝、百度等互联网企业高调涌入，俞敏洪也捶胸顿足

检讨起步晚了，但最后还是一地鸡毛，剩下几个活着的？

当然，你若有钱，有闲，任性，那没有办法，因为

永远都有无知无畏者！

（本文根据腾云“病毒与未来”系列的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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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文 / 郭炯

疫情防控期倡导“停课不停学”，各地纷

纷推出网络直播课 + 课后作业等方式，出现了

将传统教室直接搬到网络平台上的现象 , 也出

现了“教师不爱做直播，学生不爱上网课”的

声音，还有家长反映学生真不爱看，真坐不住，

不同学科还要换不同的平台上课⋯⋯等问题。

在线教学不是简单地将网络作为知识传播途

径，更不是在线被动观看教师授课。将在线教

学当作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填补延期开学不足的

当下，是推进“互联网 +”教育的绝好时机，但不能

在网络环境下沿用传统教学方式，让学生将缺乏交互、

反馈等很痛苦的学习方式误认为是真正的在线教学，

从此留下“病根”。网络学习空间作为支持在线教学

的重要环境和共享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服务的

主要渠道，该如何恰当发挥作用，尤其在基础教育领

域该如何应用，有以下几点建议。

利用空间创新资源应用方式，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各地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经过多年建设，汇

聚了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区域教育

部门和学校提供的特色学习资源，以及教育企业等

社会力量提供的多样化优质学习资源。师生可通过

空间免费、便捷地获取这些资源。如何应用呢？绝

不是将这些资源直接推给学生，美其名曰学生可根

据需要进行点播学习或进行基于资源的自主学习等。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缺乏自主学习

能力，种类繁多的资源无疑会增加他们的认知负荷，

也会由于缺乏监管、指导和学习输出的引导，而使

他们的学习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真正的学习无法

发生。在师生分离的状态下进行在线教学，需要与

面对面教学不同的设计，核心是资源的选择和学习

活动的设计。可尝试利用空间创新资源应用

方式，开展基于资源的主题探究教学、项目

教学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让学生行为、

思维与情感全方位参与其中。

以主题探究教学为例，空间汇聚的各类

资源具有开展这类教学得天独厚的优势。给

学 生 提 出 一 个 有 探 究 价 值 且 可 行 的 主 题 任

务，并提供必要的、能够指导学生完成任务

的资源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指导建议，以及相

应的评价方式。在主题探究教学中，教师将

嵌有主题任务的情境、资源、探究过程建议、

成果形式要求和评价方式等呈现在空间中，探究中

产生的过程性学习成果和最终成果都要求学生依据

相应的时间节点上传至空间，采用教师点评、家长

点评和学生互评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主题任

务可以来自一节课，也可以是一个单元的统整，且

最好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要具有科学性、知

识性和开放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教师在教学设计

时需要先结合主题对空间中的资源筛选后（可有一

定的允余）提供给学生，以便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

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找寻，根据需要也可配以其他网

络资源。当然，任务绝不是简单的通过收集、整理

教师提供的资源中的信息来完成，而是需要学生经

历较为复杂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

将遇到的困难、疑问等上传至空间，教师进行实时

或非实时在线解答与引导。主题探究教学在帮助学

生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够培养学生信息素养、

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等。

利用空间开展思政教育，                                     
促进学生家国情怀的养成

通过空间获取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优质教师资

源和各类应用服务，可以支持学生进行各学科知识

的学习，但在此次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更应该渗

疫情防控期，网络学习空间如何发挥作用

郭炯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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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透思政教育，但不能是说教式的。

这次疫情中涌现出很多勇于担当的科学家、医

护工作者，奋勇挑战的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者，

有爱心的捐钱捐菜的农民朋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社会各界的志愿者等，他们表现出了同心协力

的民族精神、爱国情结和极大的人格魅力。而民族

精神教育是思政教育之基，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政教

育之核，人格教育则是思政教育的基本要求与本质

所在。还有一位中学生的“挺住！我把外公和妈妈

都借给你” 看哭了很多网友。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政

教育素材。例如教师利用空间组织开展以“疫情中

的他”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引导学生关注、感悟这

些爱岗敬业、有责任担当的中国人民在特殊时期所

做出的选择，感受家国情怀，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

的教育，也许比讲授更入心。看似一个简单的在线

讨论活动，其实并不简单，需要教师精心的设计和

组织。讨论前教师利用收集、编辑的相关事迹材料

创设情境，引出讨论话题，讨论中教师扮演组织者

和点评者的角色：当有学生讨论跑题时拽回来，当

有学生使用不当语言时加以指正，当有学生始终潜

水时点名发言等，讨论后教师进行高度概括与总结。

这些都发生并记录在空间中，学生可以反复浏览观

点，不断深入思考，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有

意见冲突时该如何处理等技巧，提升沟通交流能力。

利用空间开展生命教育，                                                         
促进学生对生命的感悟

生命教育是直面生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育，

其目标在于使学生学会尊重生命、理解生命的意义

以及生命与天人物我之间的关系，学会积极的生存、

健康的生活与独立的发展，并通过彼此间对生命的

呵护、记录、感恩和分享，由此实现自我生命的最

大价值。各地可以利用空间，组织多学科优秀教师，

引入家长资源，以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作为生命教

育的背景，从不同视角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护

举措、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理性的介绍，

然后让学生围绕“如果我被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我会怎么办”“我的一位小伙伴瞒报他

近期有接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经历，我

该怎么办”“今天我家餐桌上出现了妈妈烹调的野

生动物，我该怎么办”等主题进行交流，或者构建

虚拟班级，组织跨年级、跨班级的交流。我们也可

以有进一步的迁移训练，以“学校突发病毒性流感，

该如何防控”等为主题，要求学生小组合作进行防

控方案设计等。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学生从此次危

机事件中有所感悟，有所敬畏，更加理解生命的意义，

唤起尊重生命的良知，也让学生具有应急处理突发

事件的思维意识。

利用空间引导并督促宅家坚持体育锻炼             

疫情防控期，各地教育部门可以通过空间向广大

师生转发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健康教育手册》，做好防控宣传，尽可能保

证师生身体健康。然而健康教育不仅是宣传保健、预

防疾病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树立健康意识，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具备基本的运动技能。宅在家

中的学生更需要锻炼，增强抗疫能力。

济南某一中学体育老师从 2018 年开始利用空间指

导学生寒假期间进行体育锻炼的做法值得推广。这位

体育老师制定了五个适合在家中锻炼的运动套餐，并

将各项目的动作分解图和规范动作视频上传至空间，

要求学生选择其中一个套餐进行锻炼，并每天在空间

中上传运动视频片段。这位体育老师最初通过逐一浏

览上传的视频指出学生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指

导，谨防运动受伤。但工作量有些大，于是利用空间

中的互评功能，引入学生互评与指导，自己抽检。这

位体育老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逐渐将空间从寒假指导、

督促学生锻炼应用到了日常的体育课教学中，得到了

学生、家长和学校的普遍好评。利用空间既支持宅家

锻炼打卡，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又能帮助学生发现

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还能使学生在互评中更好地掌握

运动项目的动作要领。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期，我们要与病毒抗争，这也

是一个最好的时期，让我们可以静下来认真思考、尝

试利用空间开展在线教学。

（作者单位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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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20 年将是 IPv4 / IPv6 混合的世界
——IPv6 网络迁移经济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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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逐期刊载了该报告，本期

是最后一篇，分析报告的结论。

本节将讨论本报告背后的关键问题：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IPv6 会消亡吗？ IPv6 会成为世界焦点吗？在可预见的未来，我

们会生活在一个混合的世界里吗？尽管我们不能 100% 确定，但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未来 20 年内我们将看到一个混合的世界。

我们看到一个快速增长的移动互联网 IPv6 部署，并将越来越多

的流量转移到一个只有 IPv6 的网络。但快速增长的大型网络运

营商的动机与互联网上许多其他网络不同。IPv6 将主导一些更新

的、规模更大的互联网部分；遗留的 IPv4 将在长尾共存。在可

预见的将来，正如 IPv4 专用网络使用 NAT 一样，转换技术会连

接 IPv4/IPv6。未来最有可能的平衡是在一个混合的 IPv4/IPv6 互

联网上。

调查结果总结

本报告研究了关于 IPv6 采用当前水平和模式的定量数据，

并试图基于对影响 IPv6 部署的经济激励因素的分析来解释这些

数据。报告将 IPv4 和 IPv6 描述为相互竞争、互不兼容的网络协议。

IPv4 是一种成熟的、具有高惯性的遗留技术；IPv6 是一种较新的、

不兼容的网络协议，需要额外的投资来部署，并迫使部署人员承

担维护与遗留协议兼容性的成本。我们的分析集中在网络运营商

的动机上，而不是设备 / 设备制造商或内容提供商。

我们已经证明网络运营商的 IPv6 部署决策是离散和独立的。

因此，最好在 AS（自治系统）级别跟踪 IPv6 部署模式。根据数

据显示，在一些市场中，一个或两个主要的 AS 已经将高达 90%

的网络转换为 IPv6，而同一市场中的其他主要 AS 没有明显的部

署。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尽管大型运营商通过 IPv6 扩展网络似

乎确实节省成本，但 IPv6 部署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虽然 IPv6 在过去 7 年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但最好将其部署轨

迹理解为每个网络运营商转换全部或部分网络而做出的离散决策

的累积结果。因此，在国家一级和 AS 一级的部署中出现停滞是

很正常的。当网络运营商完成在其部分网络中部署 IPv6 的承诺

并保持在该水平时，就会出现停滞。进一步扩张需要新的投资决

策。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下降的迹象。我们不能确定出现问题的原

因。可能是测量错误，也可能是有运营商关闭 IPv6 网络。

考虑到 IPv6 部署的额外成本，一个国家的财富（以人均

GDP 衡量）与国家一级的 IPv6 部署水平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关系。人均 GDP 的差异解释了各国 IPv6 部署水平差异的近一半

(.499)。该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01)。研究还发现，较低的市

场集中度与较高的国家 IPv6 能力率相关 , 无线 (-.267, p =<.01) 和

固定宽带 (-.347, p = <.01) 的服务市场都是如此。我们没有发现

明确证据表明 IPv6 部署创建了一个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市场

集中度和 IPv6 之间的负相关部署可能存在两个原因 : 市场中更多

的参与者，增加了其中一个做出任意部署决策的可能性；一个更

加开放的市场允许新公司（如印度的 Reliance Jio）使用更新的

基础设施进入，IPv6 的成本结构更加有利。

IPv6的好消息和坏消息

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有关于 IPv6 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对于

需要发展的网络运营商，特别是软件和硬件生态系统需要大规模

升级的移动网络，部署 IPv6 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它减轻了对增

长的主要限制，并且可以提供一条摆脱大规模 NAT 操作复杂性

和成本的途径。我们对双栈和转换方法的建模表明，对于快速增

长的网络，IPv6 部署可以减少（但不能立即消除）对更多 IPv4

地址资源的需求，关键变量是流量比（即流向 IPv6 和 IPv4 主机

的流量比率）中流量向 IPv6 迁移的速率。IPv4 地址价格的上涨

为部署 IPv6 提供了额外的刺激。

但是，已部署的网络需要维护与未部署的网络间的兼容性，

这会造成转换到 IPv6 网络的压力。此外，许多企业网络不需要

增长太大，而且 / 或者仍然可能留在一个与 IPv4 绑定的变化较

慢的软件和硬件生态系统中。我们的建模工作中出现的另一个问

题是，一旦 IPv6 部署者之间的 IPv6 流量比率达到一定水平，他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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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 IPv4 地址的需求就会开始下降。因此，这些运营商可以向

市场释放 IPv4 地址资源，这将缓解 IPv4 资源短缺，有助于 IPv4

网络继续保持较低的增长水平。

收敛场景

虽然有一些因素可能推动整个互联网在 IPv6 上趋同，但很

难提出能够明确导致这种结果的方案。

也许最可能的情况是部署 IPv6 的成本代价将会逐步减少，

因为遗留的基础设施将会贬值并退出生产，而软件的不兼容性将

会被发现并解决。随着所有网络设备、计算设备和应用程序逐渐

具备 IPv6 的能力，终有一天我们醒来时会发现 IPv4 可以被关闭

而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需要多长时间？低于

20 年的时间预测似乎都是不现实的。例如，微软似乎用了 12~15

年的时间才淘汰了过时的操作系统，而这些系统的在互联网的植

入程度和主导地位都不及全球主要的网络协议套件重要。并且

微软软件产品有专门赞助商可以协调撤销产品支持的过程； 而

IPv4 网络则没有。尽管不是所有，但是大部分的新设备和新应用

程序都可以同时使用两个 IP 版本。淘汰 IPv4 的最后一步将是一

个全球性的分布式决策。随着 IPv4 作为全球网络运营的一部分

而萎缩，很难预测主要服务提供商何时会最后关闭所有的 IPv4

网络，因为它们维护残留的 IPv4 网络的成本将很低。

一些观察人士希望，IPv4 地址的日益稀缺和不断上涨的价格

将推动世界走向融合。我们的分析和建模工作为该逻辑提供了一

些支持，但也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种逻辑。IPv4 地址不断上涨的

价格和 NAT 的运营成本实际上刺激了 IPv6 的部署。但是对于已

经拥有所需 IPv4 地址资源的静态网络，这并不是问题。此外，尽

管价格上涨将刺激 NAT 和 IPv6 在快速增长的网络中的部署，但

IPv6 部署者在减少自己对 IPv4 地址的需求方面的成功，可能会使

更多的 IPv4 地址可供其他人使用。IPv6 部署人员最终发布的不需

要的地址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其他网络的技术需求。

我们看到云提供商购买了大量的 IPv4 地址，以便充当两个

互联网之间的桥梁。云提供商是否有可能通过向 IPv4 网络提供

折扣或补贴来降低转换成本？虽然这可能会给一些处于部署决策

边缘的组织带来有效的压力，但很难看出单个供应商的激励或折

扣如何大到足以把所有边缘运营商都推到边缘。尽管我们的一位

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而且一些内容提供商确实通过 IPv6

提供服务，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内容提供商之间存在定

价差异。

另一个可能的融合场景是，越来越多的关注集中在几个使用

IPv6 的大型 Web 站点上。一个高度集中的生态系统可能使那些

只有 IPv4 的小型站点的长尾被 ISP 和其他中介机构切断而不被

任何人注意。这将创建一个碎片化的互联网，可能会刺激滞后网

络采用 IPv6。然而，集中度和围墙花园的问题和 IPv6 与 IPv4 的

竞争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被排除在外的内容提供者和站点将

更多是因为它们的访问者较少，而不是因为它们使用 IPv4。由于

所有支持 IPv6 的主要内容提供者都已经准备好了转换技术或双

栈技术，使它们与 Internet 上的 IPv4 资源兼容，因此很难看出终

止对 IPv4 的支持会带来什么经济收益。Facebook 和谷歌的巨大

增长基于一种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注重接触尽可

能多的人，因此维护仅有 IPv4 访问能力用户的长尾访问的成本

相对较小，但是丢失这部分用户覆盖范围的损失可能很严重。而

当用户遇到意想不到的访问障碍时，服务提供商（ISP）们可能

还会接到更多的技术支持电话。

然而，将重点放在集中的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上是有道

理的。由于大型云计算和内容提供商占据了互联网更大的份额，

如果他们能从中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一优势

推动世界其他地区进入 IPv6。市场领导者经常在克服集体行动障

碍方面发挥作用。问题是，它们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和它们可以

用来促进网络进化的方法都没有明确的说明。此外，这个世界太

大了，世界上一个地区（如美国和欧洲）的市场领导者不一定也

是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俄罗斯或印度尼西亚的领导者。

考虑到许多国家没有明显的 IPv6 部署，它们集中在发展中

国家，并且存在许多不需要增长的企业网络，很难想象在不久的

将来会有一个干净的 IPv6 网络。然而，我们要补充的是，这个

结论只是一个有根据的预测，而不是基于所有已了解的潜在相关

事实的科学预测。有太多的变量和未知因素无法确定未来 20 年

世界标准发展的方向。例如，全新的标准和技术可能会出现，替

换现有的整个系统。尽管如此，对全球互联网技术社区来说，最

明智的做法是期待未来 20 年出现一个混合的 IPv4/IPv6 世界，并

据此制定计划。 （责编：项阳）

（翻译：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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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训平台让计算服务更灵活

文 / 张运动   李会民

中科大实训平台建设背景

从计算机诞生开始，如何借助其为

科学研究提供服务就成为计算机最重要

的应用。随着计算机性能的发展，高性

能计算（HPC）逐渐演变为科研和工程

领域前沿研究的代名词，通过单机并行、

跨节点并行等多种手段提升计算能力，

充分发挥物力资源计算性能一直是 HPC

的重要特点。近十年来，互联网行业逐

渐兴起，基于海量数据的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手段成为帮助人类解决问题、提升效率的关键，HPC

的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模糊。HPC、大数据计算、人工智

能等方向在系统层逐步融合，成为更大的计算框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超级计算中心（以下简称“中科大超算

中心”，http://scc.ustc.edu.cn）于 2003 年成立，是国内最早的校

级超算平台之一。本着推动科学计算、促进人才培养的建设方针，

中心面向校内所有有高性能计算需求的科研院系、实验室、教师、

学生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建有“研究生超级计算实验训练中心”

培训超级计算相关人才，并建有苏州分中心提供基于寒武纪智

能芯片的超级计算资源等。中心现有系统的总理论计算能力达

到 3.17PFlops（千万亿次 / 秒），居国内高校前列，另外，作为

安徽省高校科研协作高性能计算公共平台及中国科学院超级计

算环境合肥中心，分别为安徽省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高校用户

和中科院内用户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

中科大超算中心主要任务是为有高性能计算需求的用户提供

计算和培训服务。传统的服务模式是，用户登录到高性能计算集群

的登录服务器提交计算任务，后台通过批处理作业调度系统对任务

进行自动分配。这种模式适合于成熟的计算任务，但是在服务于培训、

小规模实验或者对资源要求比较灵活的场景下，面临诸多挑战。

1. 在进行集中培训时，管理人员需要为参加培训人员创建

账号，这些账号使用的时间和频率不会太高，但仍然需要遵从

超算中心的统一管理。参加培训人员多数对超算的使用方式不

太熟悉，从系统登录到使用作业调度系统都有一定的复杂度，

用户使用过程经常会出现问题，同时也给超算中心运维管理人

员带来了比较大的工作量。

2. 用户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诸多，对环境的要求比较灵活，

传统的超算服务模式无法适应。例如，不同用户在进行机器学

习实验时，使用的框架、依赖的系统库都有很大区别，有些用户

还需要使用 root 权限安装系统组件。

3. 系统使用的培训与用户的实际操作是分离的，用户很难

将培训材料上的内容与真实的操作环境对应起来。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科大超算中心建立了一套专门面向

计算提供服务的实训平台，该平台的主要目的是辅助超算中心

的高性能集群，为用户提供更加灵活的软硬件资源服务。

技术方案

中科大计算实训平台基于高性价比多核心服务器，在主流

的 Kubernete 编排工具和 Docker 容器框架之上构建实训业务，

通过简洁的用户交互界面提供服务。

1. 功能设计

针对第 1 节中提到的问题，中科大超算中心在设计实训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超级计算中心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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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时主要考虑到两种场景：一是学习入门用户，这类用户需要一

个计算环境和引导说明，按照明确的操作步骤完成学习；另一个

是小规模实验 / 科研用户，这类用户需要一个能够自定义的计算

环境，供自己专属使用，并且权限相对较大。

根据这两种场景的需求，系统最终为用户设计了“自助

实训”和“自助上机”两种基本功能。自助实训满足学习入

门用户，固定计算环境和引导说明；自助上机满足小规模实

验 / 科研用户，为用户提供灵活的资源规划，并赋予操作系

统 root 权限。此外，平台还为管理人员设计了后台管理功能，

方便对平台中的用户、实例、资源申请、资源配置等进行管理。

2. 平台设计

平台基于容器技术设计，主要原因是容器相比虚拟化具有

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由于不需要为每个应用分配单独的操作

系统，实例规模更小，管理起来速度也更快。

根据分层、高内聚低耦合原则，平台基本架构设计如图 1 所示，

系统分为以下几层：

（1）资源管理层：主要负责对底层资源的管理，包括资源

引擎适配器负责、集群拓扑管理模块、资源池管理模块；

（2）业务支撑层：主要负责构建业务支撑，包括模板管理模块、

实例管理模块、镜像管理模块；

（3）业务层：按照功能设计，包括自助上机和自助实训两

大功能；

（4）交互层：主要负责处理用户交互，包括连接管理器、

消息分发器、引导管理器；

（5）系统服务层：主要负责提供对平台的系统管理，包括

用户管理、角色 / 权限管理、系统配置管理等。

关键模块设计

下面对平台的几个关键模块设计方法进行简要介绍。

1. 资源引擎适配器的主要工作是隔离系统与其他第三方调

度系统的差异，资源引擎适配层需要提供原语级别的封装，原

语接口具体实现是根据第三方引擎而具体定制的，编程约束整

个系统只能使用原语接口，不能直接调用任何编排引擎的实现。

2. 集群拓扑管理模块管理集群的物理拓扑（有多少集群，

集群中有哪些物理节点，每个物理节点有多少 CPU、内存、

本地存储等信息）、节点的在线状态等，为上层资源池管理

提供基础设施的状态数据。

3. 资源池管理模块负责为资源池分配资源，资源池是资源

分配的基本单位，任何一次资源分配请求都需要根据调度策略

找到具体的资源池，从资源池中划分具体的资源。

4. 模板管理模块为用户提供了应用与服务的使用配置描述，

在用户运行或启动一个服务时，以此描述为基准向系统提交具

体的运行请求。

5. 实例管理模块主要是资源调度申请释放、环境实例创建

销毁等生命周期管理，这一层是面向硬件和环境的管理层，与

具体用户和业务无关，负责与资源池管理和资源引擎进行交互，

聚焦于环境实例的生命周期管理。为业务提供环境实例生命周

期管理，负责管理和用户的关系，管理到期时间，通过调用环

境管理子系统来操作具体环境实例的状态，资源排队等待的管理，

为多元业务形态提供可扩展的基本实例管理能力。

6. 镜像管理模块管理着应用环境的核心部件——镜像。当

用户复制或编辑一个镜像后，系统会为镜像生成一个新的版本，

并规范其命名与版本标记。在用户运行一个真正的业务实例时，

系统会从镜像管理模块中获取到真正的镜像加载连接，并将其

装载至具体的物理节点内存中。

7. 系统分为学员、教师、管理员三种视角，其特点参见表 1、

表 2、表 3。图 1  平台架构

研究与发展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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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情况及未来规划

1.HPC/AI 实训服务

平台设计了 HPC 和 AI 相关的实训项目，内容包括 Linux 操

作系统、各种编译工具、作业调度系统、应用软件、机器学习框架、

经典算法等。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快速获取计算环境、数据、引导等。

2. 材料计算服务

平台底层配置了基于 Intel Xeon Phi 众核架构的硬件环境，

该环境非常适合面向材料计算提供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了

Materials Studio 等材料计算专业软件，用户可以申请独立的单机

或多机并行环境进行科学研究，该环境不受作业调度系统限制，

大大改善了中小规模用户计算体验。

中科大计算实训平台未来将立足于实训服务，拓展更多的功

能，包括建立私有镜像库、提供工作流构建服务、提供数据共

享服务等。这些功能模块将为用户提供更灵活的计算资源，促进

中科大高性能计算产学研一体化环境的建立。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功能 价值

自定义课程 可以根据需要优化已有课程和自己定义新的课程

自定义环境
可以为自己的课程定义复杂的环境设置，预装软件和上载数据，当学

员上课时会使用教师定义的一致环境

导入已有环境
可以根据自己课程的需求导入厂商提供的环境安装包，让学员使用教

师指定的一致环境

编写实训教学指南
可以编辑图文教学指南，并利用系统丰富的提示、引导功能构建生动

的全新实训课程

预约上课资源
可以提前预约一次上课时要使用的环境资源，避免上课时学员众多而

找不到实训环境

教学数据统计
可以查看教学平台中的教学统计数据，针对性的加强课程内容或作为

教学汇报数据

创建集群级、GPU

等复杂教学环境
可以创建复杂环境完成全新课程的设计

表 1  学员视角

功能 价值

自定义课程 可以根据需要优化已有课程和自己定义新的课程

自定义环境
可以为自己的课程定义复杂的环境设置，预装软件和上载数据，当学员

上课时会使用教师定义的一致环境

导入已有环境
可以根据自己课程的需求导入厂商提供的环境安装包，让学员使用教师

指定的一致环境

编写实训教学指南
可以编辑图文教学指南，并利用系统丰富的提示、引导功能构建生动的

全新实训课程

预约上课资源
可以提前预约一次上课时要使用的环境资源，避免上课时学员众多而找

不到实训环境

教学数据统计
可以查看教学平台中的教学统计数据，针对性的加强课程内容或作为教

学汇报数据

创建集群级、GPU

等复杂教学环境
可以创建复杂环境完成全新课程的设计

表 2  教师视角

功能 价值

自动化管理系统现

有设备

纳管设备，并在系统中设定设备用途，之后系统便会按照规划用途自主

管理环境的使用。

管理系统内实例
管理员可以管理和操作系统内所有实例的生命周期，对异常实例进行

处理

集中管理审批申请 可以集中管理学员使用环境的申请，提升学院学习和实验环境的利用率

人员与组织结构管理 规划和管理系统内的人员和组织结构

数据统计与分析
管理员可查看系统资源、实训课程的利用情况，识别资源瓶颈，统计系

统活跃情况，为扩容提供数据依据

表 3  管理员视角

图 2   HPC 实训项目

图 3   AI 实训项目

研究与发展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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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50 个

NIC2019 年 12 月

文／朱爽　

2019 年 12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101B，其中获得最多

的是美国，96B；其次是巴西，1B。除亚太、欧洲、拉美、北美等

地区 IPv4 地址已耗尽外，非洲地区处于 IPv4 地址耗尽第一阶段。

各地区 IPv4 地址消耗情况，参见表 1。在过去的 12 个月，美国获

得的 IPv4 地址最多，共计 435B；其次是埃及，24B。

12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计 350 个，其中欧洲

137 个，拉美 118 个，亚太 62 个，北美 28 个，非洲 5 个，分别

来自 59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88 个；其次是美

国，25 个。12 月没有较大的申请。12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

为 1186*/32，其中分配地址数量最多的是荷兰，131*/32；其次是

塞尔维亚，104*/32。在过去的 12 个月，获得 IPv6 地址数量最多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4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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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 0.11 0.16 7.23 2020-04-13

APNIC 52.65 0.26 0.17 53.09 2011-04-19

ARIN 99.48 0.37 0 99.85 2015-09-24

RIPENCC 49.07 0.07 0 49.14 2012-09-14

LACNIC 11.28 0.08 0 11.37 2014-06-10

IANA 0 35.33 0 35.33 2011-02-03

TOTAL 219.44 36.22 0.34 256 /

的是中国，6787*/32；其次是美国，5504*/32。

12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30 个，IPv6 地址申

请 41 个，EDU.CN 域名注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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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CERNIC IPv4 地址申请

申请月增量 [1 - 30] （计算单位：个）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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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Total

US 3 4 16 76 50 7 88 5 5 84 3 96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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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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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1 1 1 1 1 1 3 2 2 1 1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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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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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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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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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0 0 8 0 0 0 0 0 0 0 0 0 8

EG 8 0 0 0 8 0 0 0 0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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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Total

NL 106 152 100 209 146 135 208 208 258 764 100 131 2517

DE 81 170 155 209 252 300 261 227 353 184 205 97 2494

BR 66 68 72 76 95 96 85 98 103 107 96 88 1050

IT 41 241 89 33 72 66 91 57 76 73 147 66 1052

FR 95 107 81 98 112 161 80 73 137 88 92 58 1182

RU 57 210 202 314 224 256 576 721 393 346 361 56 3716

GB 106 81 139 114 129 89 146 131 136 113 139 41 1364

ES 120 105 144 64 81 18 56 48 73 33 72 40 854

US 22 329 310 22 25 16 280 301 18 4119 30 32 5504

CN 4119 2059 9 15 8 7 265 12 265 8 11 9 6787

排名 国家 IPv6 用户占比 IPv6 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1 马约特岛 69.61 101983 146509

2 印度 62.78 359762370 573018594

3 比利时 60.40 6269738 10380262

4 美国 56.73 141013356 248555214

5 圣巴泰勒米岛 49.91 2457 5103

6 马来西亚 47.90 13325923 27819645

7 德国 47.72 33201286 69578211

8 希腊 47.34 3793000 8012784

9 台湾（中国） 43.24 11096986 25663775

10 圣马丁岛 41.68 8442 20253

42 罗马尼亚 17.03 2332456 13696997

43 中国 16.42 133112857 810603217

201501 201912

201501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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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峰值 55G

文 / 邢亚吉

2019 年 12 月 CERNET2 主干线路平

均可用率 99.65%。

12 月主干网流量与 11 月相比相差

不大，12 月入流量均值为 38.36Gbps，相

比 11 月 增 加 了 4.54%， 与 2018 年 同 期

相比增加了 39.00%；12 月出流量均值为

57.14Gbps，相比 11 月增加了 10.74%，

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67.77%。

12 月 CERNET2 出 口 流 量 与 11 月

相 比 略 有 增 加。12 月 入 流 量 峰 值 为

55.08Gbps；出流量峰值 34.37Gbps。

从 12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来看，北

京（清华大学）、北邮和北大节点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位。

北京（清华大学）节点居于首位，占到总入流量的 13.31%，

平均值为 5.10Gbps；其次是北邮节点，其均值为 4.57Gbps，占

11.91%；第三位是北大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7.97%。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6NOC2019 年 12月

文 / 李锁刚

2019 年 12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12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相比 11 月没有明显变化，网络应用趋于稳定。从主干

网的流入 / 流出流量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流量增加了 21.59 G，出

流量增加了 16.32 G；从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来看，相比于 11 月入

流量增加了 2.01 G，出流量增加了 4.98 G。CERNET 主干网流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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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第二，东北地区第三。

图 1~2 表示 2019 年 12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项阳）

入流量：139.16G              出流量：137.44G    

图 2  2019 年 12 月国内互联流入 / 流出流量

NOC2019 年 12 月

入流量：365.08G               出流量：402.91G

图 1  2019 年 12 月 CERNET 流入 / 流出的主干流量

CERNET 主干网入流量 365G

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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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9.50%；其次

是北邮节点，占到总出流量的 9.36%；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大

节点，其占总出流量的 8.57%。 （责编：项阳）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19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19 年 12 月 CNGI-CERNET2 主干

网出流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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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因疫情的影响，学校开学延期，大部

分教学任务从现场授课改成了网络授课。

为了保证高校全面开展在线教学的需要，

CERNET 网络保障进入战时管理，以保障

主干网络的通畅运行。除网络保障外，各

学校的信息系统服务保障也是当下重要任

务。由于大量原本只能在校内访问的业务

现在需要允许校外进行访问，带来了诸多

的安全风险，在做好服务开放的同时也需

要做好相关的安全评估。

近期要提防各类利用当前疫情中出现

的热点事件进行传播的恶意程序。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软 1 月和 2 月的例行安全公告共

修复了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557 个安全漏洞。

受影响的产品包括：Windows 10 1909 & 

Windows Server v1909（100 个）、Windows 

10 1903 & Windows Server v1903（101 个）、

Windows 10 1809 & Windows Server 2019

（101 个）、Windows 8.1 & Server 2012 R2

（75 个 ）、Windows RT 8.1（70 个 ）、

Windows Server 2008（16 个）、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R2（19 个）、 

Windows Server 2012（49 个）、Microsoft 

Edge (HTML)（7 个）、Internet Explore（9

个）和 Microsoft Office-related software（11

个）。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IE 浏览器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20-0674）和

Exchange server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

2020-0688），前者在 1 月时发现了少量

的 0day 攻击，该漏洞存在于 IE 浏览器脚

本引擎 jscrypt32.dll 文件中，成功利用该

漏洞的攻击者可获得和当前用户相同的用

户权限，如果当前用户以管理员权限登录，

攻击者便能够控制受影响的系统，进而安

装程序、更改或删除数据、创建新账户等，

该漏洞已经在 2 月的更新中得到了修补。

而第二个 Exchange Server 的漏洞则使得普

通的邮箱用户可以获取邮件服务器的管理

权限。该漏洞的详细利用信息已经被公开

披露。建议用户及系统管理员尽快安装上

述补丁程序。

2.Oracle 2020 年一季度的安全更新，

修复了其多款产品存在的 334 个安全漏

洞。本次安全更新提供了针对 134 个高危

漏洞的补丁，有 270 个漏洞可被远程利用。

使用相关产品的管理员应根据自身的情况

进行补丁升级。

3.Apache Tomcat 是目前网络上使用

最为广泛的轻量级 java 中间件服务。近

期 Apace Tomcat（9.0.31、8.5.51 及 7.0.100

之前的版本）被曝出其服务中的 AJP 协

议存在实现缺陷导致相关参数可被修改，

攻击者通过构造特定参数可以读取服务

器 WebApp 下的任意文件，要是服务器端

同时存在文件上传功能，攻击者还可以上

传 jsp 程序来控制服

务 器。 目 前 Apache

已 经 在 最 新 版 本 的

Tomcat 中修补了该漏

洞，建议使用 Tomcat

的服务员尽快对相关

服 务 进 行 升 级， 暂

CCERT月报

时无法升级的可以在配置文件中关闭 AJP 

Connector 服务或是将该服务的服务端口监

听到 localhost（默认服务监听在 tcp 8009

端口）。

4.2 月底召开的 RSA Conference 2020

安全大会上，有研究人员详细披露了博通

及赛普拉斯制造的 WiFi 芯片中存在的一

个通用漏洞可能导致相关设备的无线链路

被监听。该漏洞利用了接入设备与无线

AP 断开关联时出现的“弱点”，当用户

设备或访问点受到攻击导致网络断开时，

设备会把所有未发送的数据帧放入发送缓

冲区，然后尝试继续通过无线网络发送。

此时设备不是使用先前协商的会话密钥来

加密数据，而是使用由全零组成的密钥，

这就使得无线数据很容易被解密。博通和

赛普拉斯的 WiFi 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各类

无线设备中（包括苹果、三星手机及 pad

及部分华硕及华为的 AP 中）。部分厂商

目前已经在设备上修补了该漏洞（如苹果

公司），其他厂商则需持续关注相关的更

新动态。 （责编：项阳）

开放外部访问需做好安全防护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对于原本校内访问的业务建议尽量通过

VPN 服务来提供外部的访问通道，对于那些

业务访问量巨大而无法通过 VPN 服务来访

问的服务，需要做好安全防护及安全监控后

再开放外部访问。

同时对相关服务的权限控制进行梳理，

避免出现通过该开放服务访问到其他未开放

服务的问题。

另外学校在此特殊时期可能需要引入很

多新的业务系统（如在线教学系统）并与学

校原有的信息系统共享身份认证，在做此类

系统用户信息授权时应做好用户隐私信息的

保护。

安全提示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2 月 CCERT 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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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2019 年报

2019 年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中国第一

文 / 朱爽

IPv4地址分配

2019 年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649B，

获得 IPv4 地址数量列前三位的国家 / 地区，

分别为美国 436B，埃及 24B，巴西 16B。

截至 2019 年底，全球 IPv4 地址分配

总数为 3681591840，地址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见表 1。各地区 IPv4 地址

空间耗尽时间及剩余地址数量见表 2。

IPv4地址转让

2019 年亚太地区有 1124 条 IPv4 地址

转让记录，其中跨地区的转让交易有 155

条记录，969 条是在亚太地区内部转让，

其中国家 / 地区内部转让的有 827 条，比

如印度 73 条，日本 66 条，澳大利亚 41 条，

香港地区 23 条等等。2019 年中国境内转

让较多，共 517 条；从境外转让到境内的

较少，共 3 条；从境内转到境外的增多，

共 52 条。中国境内的记录示例见表 3。

IPv4 地址空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日期

101.32.0.0/14 CNISP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90711

111.208.0.0/14 CNNIC/TYKD CNNIC/JSCNNET 20191127

49.152.0.0/14 CNNIC/TYKD CNNIC/JSCNNET 20191127

101.42.0.0/15 CNISP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20191125

106.12.0.0/15 CNNIC/putian CNNIC/Baidu 20191129

140.179.0.0/16

Amazon Connec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Beijing) Co., LTD

CNNIC/sinnet 20190122

161.189.0.0/16

Amazon Connec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Beijing) Co., LTD

CNNIC/WESTCLOUDDATA 20190218

表 3  IPv4 地址中国境内转让部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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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国家 / 地区
IPv6地址分配

2019 年 全 球 IPv6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为 36499*/32， 获 得 IPv6 地 址 分 配 数

量 列 前 三 位 的 国 家 / 地 区， 分 别 为 中

国 6787*/32， 美 国 5504*/32， 俄 罗 斯

3716*/32。

截至 2019 年底，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总计 37496 个，分配地址总数

为 298098*/32, 地址数总计获得 4096*/32 

( 即 /20) 以上的国家 / 地区见表 4。

CERNIC地址分配注册

2019 年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

请 126 个，IPv6 地 址 申 请 163 个，EDU.

CN 域名新注册 318 个。截至 2019 年底，

IPv4 地址分配记录总计 4951 条，分配地

址总数 14360064 个；IPv6 地址分配记录

总计 2379 条（包括 39*/32, 2340*/48），

EDU.CN 域名注册总数 6264 个。 （责编：

项阳）

表 1  IPv4 地址分配总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 地区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总数 ( 个 )
1 美国（US） 1609603072
2 中国（CN） 340245248
3 日本（JP） 204528640
4 德国（DE） 123162496
5 英国（GB） 114797336
6 韩国（KR） 112476160
7 巴西（BR） 86092032
8 法国（FR） 82627344
9 加拿大（CA） 69913600

10 意大利（IT） 54999872

表 2  各地区 IPv4 地址空间耗尽时间及剩余地址数量

( 单位 : /8 或 A)
IR 剩余 (/8) 预计耗尽日

AFRINIC 0.16 2020-04-13
APNIC 0.17 2011-04-19
ARIN 0 2015-09-24

RIPENCC 0 2012-09-14
LACNIC 0 2014-06-10

IANA 0 2011-02-03
TOTAL 0.34 /

排名 国家 / 地区
地址数

（/32）

申请数

（个）

1 美国 (US) 50673 6329

2 中国 (CN) 47845 1817

3 德国 (DE) 22429 2563

4 英国 (GB) 20136 1942

5 法国 (FR) 14066 1218

6 俄罗斯 (RU) 12050 2353

7 日本 (JP) 10008 611

8 澳大利亚 (AU) 9324 1389

9 荷兰 (NL) 9265 1674

10 意大利 (IT) 9262 885

11 巴西 (BR) 6551 6973

12 西班牙 (ES) 5535 873

13 波兰 (PL) 5376 811

14 韩国 (KR) 5246 160

15 阿根廷 (AR) 5198 927

16 南非 (ZA) 4757 296

17 欧盟 (EU) 4387 71

18 埃及 (EG) 4106 12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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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2019 年报

2019 年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增长 23.5G

文 / 李锁刚

2019 年 CERNET 网络运行平稳、安全。CERNET 主干网网络

平均可用率 99.991%，延时合格率 100%，丢包率合格率 100%。

2019 年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比 2018 年增加了 23.5G；国内互联

互通总流量比 2018 年增加了 17.5G；国际互联总流量比 2018 年增

加了 1.1G。教育网服务质量得到改善，完成了为各类高等院校提

供便捷高质量的网络服务的目标。

2019 年 CERNOC 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 重要保障

2019 年完成两会、高招、国庆 70 周年等各类重大活动及特殊

时期的网络保障任务共 8 次。在国庆 70 周年期间，按照工信部通

管局要求和 CERNET 网络中心安排，派人到管局现场进行 7x24 小

时值守。

2019 年完成教育部全国视频会议网络保障 11 次。目前教育部

视频会议系统全国分会场 126 个，全部为高清视频系统，开会时

峰值流量达 480Mbps。

2019 年继续对重点用户和重要应用的网络访问进行带

宽保障，包括国家超算中心的访问流量、ETS 托福考试、国

际学术数据库访问、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中外合作办

学以及网络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 SIGCOMM 2019 等。

2019 年继续部署探针监测 CERNET 主干网用户体验及

访问质量，分析解决 CERNET 用户网络访问问题，累计优化

操作 26 次，不断优化 CERNET 主干网用户的网络访问体验。

2. 网络安全

连续第三年应教育部学生司要求进行全国高校招生网

站的安全扫描检查。收集并检查了 2261 所高校的 2522 个

招生网站，并将检测情况及时上报学生司，有效保障了高

招的顺利进行，并再次获得教育部学生司的感谢信。自主

研发的“高招网站安全服务平台”通过了公安机关二级等

保备案的年度检查。

为做好国庆 70 周年期间网络安全保障，梳理和完善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应急响应预案，参与工信部组织

的京津冀地区网络安全应急演练，以及 CERNET 网络中心

组织的内部安全演练。

搭建了 CERNET 网络安全监测平台，监测异常流量、

路由劫持、网络威胁、涉嫌违法网站等事件 399 起 ( 次 )，

发现网内 1594 个 IP 地址疑似感染挖矿木马或 Mirai 僵尸病

毒，协助工信部持续检测 CERNET 范围内未备案网站，并

做出及时通知和处置。这些工作有效保证了 CERNET 主干

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3. 支持 IPv6

继续推进 IPv6 部署，完成了 CERNET/CERNET2 统一

接入系统的建设工作，与 CERNET2-NOC 共同运维统一接

入系统，提高了 BGP 安全性，优化 IPv6 国内互联互通流量，

为 1800 多个教育用户同时开通了 IPv4 和 IPv6 路由。

CERNET 国 内 互 联 互 通 IPv6 互 联 线 路 总 带 宽 达 到

183.5G，配合工信部完成骨干网 IPv6 互联互通的开通任务，

CERNET 国内互联互通 IPv6 总流量已突破 50G；完成 IPv6

用户国内互联互通 10 个国家级骨干点联接，有效改善了教

育网 IPv6 用户的访问体验。 （责编：项阳）

图 1  2019 年 CERNET 主干网流量

图 2  2019 年 CERNET 国内互联互通流量

图 3  2019 年 CERNET 国际互联流量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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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CERNET2 新接入单位同比增 97.5%

文 / 邢亚吉

2019 年是 IPv6 发展突飞猛进的一年，CERNET2 在这

一年里也紧随其后迈着大步发展的步伐。

由图1可以看到，IPv6 BGP前缀数量由2019年年初的6.6

万条增长到年底的 8.2 万条，同比增长了 24.2%。由于 2019

年 CERNET2 网络升级，大力推动网络接入，所以接入主干

网络的单位相比 2018 年有大幅度增长，较 2018 年增加了

97.5%。

由图 2 的 CERNET2 主干网流量曲线中可以明显地

分辨出主干网在寒暑假期间与平时的流量变化。从整体

趋势上看，2019 年流量相对平稳。2019 年 CERNET2 主

干 网 入 流 量 峰 值 达 到 了 72.61Gbps， 比 2018 年 增 加 了

27.4%；出流量峰值达到了 95.03Gbps，比 2018 年增加

30.9%。

2019 年随着 CERNET2 网间带宽的扩容，网间入出流

量相比去年有较大增长。入流量峰值达到了 55.08Gbps，出

流量达到了 34.37Gbps，如图 3 所示。

CERNET2 的持续稳定运行是各高校开展学术和科研

的基础，为学术交流及科学研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

作用。

从图 4 可以看到，2019 年 CERNET2 主干线路故障率

平均为 0.44%。最高故障率 10.63%。

所有节点的核心设备的可用率在 99%以上 ,如图 5所示。

北京、北邮、北大占据了流量统计的前三位。其中北

京节点居于首位，其年平均入流量为 4932Mbps，约占总入

流量的 15%；北邮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4072Mbps，约占

总入流量的 12%；北大节点年平均入流量为 3749Mbps，

约占总入流量的 11 %。2019 年出流量居于前三位的为北京、

北邮、北大三个节点，分别占年总出流量的 11%、11% 和

9%。

2019 年对 CERNET2 来说是成长最快的一年，也是最

富有意义的一年。越来越多新鲜血液的涌入为 CERNET2 注

入了新的生机。2020 年 CERNET2 将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推动 IPv6 发展再上新台阶。 （责编：项阳）

（本文作者系 CERNET2 NOC 负责人）

图 1  IPv6 前缀数量统计

图 2  2019 年 CERNET2 主干网出入流量

图 3  2019 年 CERNET2 网间流量情况

图 4  2019 年 CERNET2 主干网线路故障率

图 5  2019 年 CERNET2 核心节点可用率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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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蕊 1   赵志辉 1   宋婷玉 2   吕志学 2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清晰规划了“促进

智慧校园建设全面普及”路线图，开启了

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新征程，在基础环境

建设、应用集成、教育管理和资源共享等

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更高挑战。与此

同时，随着我国成为国际信息化发展及

5G 标准制定等方面的重要力量，5G 通讯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及应用也为高校信

息化的发展带来新契机。

在这两重背景下，前有高屋建瓴、体

系完备、全面融合的发展战略作指导，后

有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技术做支撑，

高校信息化发展必将进入突飞猛进的“快

车道”。作为高校信息化的主要载体，智

慧校园建设也将迎来更大挑战。高校信息

化工作者应群策群力，发现不足，寻找突

破口与发力点，探索智慧校园发展新契机。

中国人民大学 2004 年开始建设数字校

园，先后经历了网络校园、网络门户、数字

校园、智慧校园等阶段。经过 15 年的发展

与迭代，依托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通过不断

完善信息资源和应用系统，学校已经初步探

索并建设出重在系统和数据整合的新一代更

智慧、更实用、更加人性化的新型智慧校园

服务平台——“微人大” 智慧校园平台。

智慧校园建设面临的问题

总结中国人民大学“微人大”筹备、

建设与维护各阶段经验，当前智慧校园建

设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1. 体制机制不够灵敏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整体结构与信息系

统全生命周期中，虽然各大高校都形成了

自己的智慧校园特色，但是“教辅服务单

位”的不利地位与多年来不被重视造成的

短板普遍存在。以中国人民大学及中国政

法大学为例，受限于文科院校特征、开发

团队薪酬待遇吸引力不足、专业技术岗教

师流动困难、内部培养体系不完善等现状，

信息化建设不够灵敏的问题越发突出。

2. 智慧校园与高校业务融合力度不足

当前，高校智慧校园的建设大多已完

成独立技术生态的构建，但是通过智慧校

园平台保障高校业务更需要从全局层面统

筹协调，甚至要打破并重新构建现有人事、

财务、教务、学院等信息体系的结构。短

期来看，实现信息化与高校核心业务全面

融合难度很大。

 3. 信息共享与信息安全双重挑战

信息共享是大数据时代的基本趋势与

核心要求，但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普遍存在

数据孤岛问题，各个信息管理系统间数据

不同步，数据不统一，难以获取，难以回写。

这些数据集中在用户、部门、专业、身份、

课程、建筑等校园业务的核心数据实体中。

如何构建可信、安全、统一的信息共享平

台，是高校智慧校园建设中的难点。

与此同时，任何信息的共享都涉及到

信息安全问题，尤其高校信息化的使用主

体为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们在对网络极

度依赖的同时又不具备相应的信息素养，

需要高校信息化在建设中充分考虑用户信

息安全保障。

改进措施及发展规划

1.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系统性建设

首先要加强全局化统筹。以 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改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为契机，

“微人大”构建校园信息化生态圈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2020.2-3 中国教育网络 49

各大高校意识到统筹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性，多已开始组织校级信息化领导机构，

统一部署协调信息化专项建设、网络安全

等事宜。其次，在管理机制上，可探索增

设具备市场竞争力待遇的 CIO 制度或正高

级工程师职称，全面实施员工绩效及激励

制度，鼓励员工与相关院系进行科研攻关、

技术协作创新，并充分利用教师教学及学

生社团资源，从而为高校信息化建设探索

全面发展途径。

2. 推进智慧校园和高校业务的深度融合

当前，高校信息中心与其他业务单位、

院系的信息化模块多为基于服务器托管、

网站与信息系统备案、基础数据接口互通

等方式构建的基本管理体系。未来，智慧

校园平台要实现与高校业务的多元应用融

合，用信息技术推动服务水平与教育质量

提升。一方面，可通过智慧校园平台迭代

升级与各应用模块进行深度融合；另一方

面，可探索全校信息化人才的垂直化管理，

通过每年一度的信息化建设专项经费，培

养人才、锻炼队伍，构建更专业、跨实体

单位的信息化协作团队。

3. 以数据中心促共享，以统一认证保

安全

构建高校主导的数据中心是高校信息化

建设的需要，也是智慧校园、校园信息大数

据平台建设的基础。数据中心可以统一全校

数据标准和交换方式，在统一认证、信息化

平台数据存储、业务系统接入规范、数据同

步共享标准、数据接口开放、用户核心信息

保护等方面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现便捷

快速的维护、升级优化与迭代更新。

统一认证是信息化服务与信息安全最

佳选择。通过统一认证平台，在用户无感

的前提下整合各家认证方式，解决校内多

身份管理的难题，在提供一体化便捷服务

的同时，保障数据安全，最大化地将核心

数据与信息控制在数据中心。除此之外，

学生可能存在本科生、研究生等多个身份，

教师也可能同时身兼数职。自建认证可以

彻底消除一人多账户的情况，终结了账户

信息冗余。

“微人大”平台构建实践

在应用层面，“微人大”平台已经构

建了服务、课程、学务、应用四大中心并

投入使用。自投入使用至 2019 年 11 月，

微人大服务中心合计上线了 74 个部门的

1900 多项服务 / 申请，完成了 72 万次线

上服务申请，配合线下的高校一站式服务

大厅，已基本实现了全校服务的无纸化、

信息化、数据化转化，将“一张表”工程

落到了实处。

1. 积极探索新机制下的智慧校园建设

平台

2019 年初，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化建

设就确立了“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业务部

门推进应用、信息技术中心技术支撑、多

部门联动”的推进机制。

在应用层面，中国人民大学“微人大”

平台已经着重构建了服务、课程、学务、

应用四大中心，如图 1 所示。

服务中心是“一张表”工程的有效解

决方案，将全校的复杂业务化零为整，化

繁为简，将高校管理职能中 270 多个表格

融合为申请、报销、预约、报修、调查问

卷五类线上自主服务流程，构建了一个真

正的一站式校园业务办理平台。

课程中心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探索，

通过将课程信息、班级信息、相关课程融

合到线上平台，实现动态的教学大纲、教

学进度、课件传递及作业提交等功能，切

实通过信息化技术为教学服务，为师生提

供一个跨越时间、空间的自主教学平台。

学务中心则是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学科

特质，针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

法改革创新而构建的全新思政教育平台。

该平台不仅可以将每个学生的组织学习、

专项活动、活动奖惩、导师评价等信息记

录换算成思政积分，还可以通过积分数据

的采集和分析，构建筛选模型和换算公

式，为每一个参与者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画

像”，进而表彰先进、警醒后进。同时，

还可识别出独特个体，第一时间推送预警

信息，保证全校学生思政教育的顺利进行。

应用中心是智慧校园与高校业务深度

融合的产物，在信息中心与各业务部门的

协作下，应用中心聚合效果显著。仅 2019

年，“微人大”应用中心新上线应用 33 个，

为全校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更

多的便利，当前，微人大应用中心已经拥

有在线应用总量 110 个。

“微人大”平台对需求保持高度敏感

与快速反应，通过敏捷开发架构，以 7 天

为周期不断迭代更新，陆续上线了个人中

心和支付中心，已基本构建全面覆盖、自

成体系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2. 搭建数据中心作为智慧校园的基石

在智慧校园建设之初，建设团队就明

确要构建自己的大数据中心。结合中国人

民大学的实际情况，学校的大数据中心建

设架构如图 2 所示。

整个大数据中心由下往上分别是数据图 1  中国人民大学“微人大”应用中心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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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人民大学“微人大”数据中心

源层，数据采集层，大数据处理层，数据

应用层。

数据源层主要的数据来源有结构化数

据、半结构化数据及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源主要是统一数据库、一

卡通数据库、计费认证数据库等。半结构

化数据源主要是各种应用和设备的日志信

息，包括上网日志、Web 服务器的访问日

志等。非结构化数据主要是各种来自互联

网的数据及相关业务系统数据。

数据采集层主要由 Sqoop、爬虫和

Flume 组成，分别用于采集结构化 / 非结

构化数据，存盘写入 hdfs、hbase 进行存储。

大数据处理层主要由离线计算引擎

(hadoop) 实时流式计算引擎 spark，从底层

数据 hdfs hbase 中抽取数据，通过资源调

度工具 (mesos 等 ) 进行大数据并行处理。

数据应用层基于大数据框架的各种服

务，提供整个大数据中心平台管理维护模

块、各个主题数据的统计展示模块、基于

机器学习算法的智能应用模块。

3. 整合数据中枢保障实现共享

数据中心是微人大平台的数据中枢，

不仅存储了平台的各项基础数据和业务数

据，更重要的是给数据制定了一整套数据

标准和交换方式。通过数据中心，维护标

准的数据接口，提供统一的数据共享方法，

为不同应用场景、应用需求提供不同数据

接口，断绝业务系统间的引用关系，形成

数据共享星型结构。

数据中心基于教育部数据标准，整合

了十大类、三百多项个人相关的结构化数

据及其他学校基础数据，从个人基本信息

到教学信息、科研信息，从学校基本信息

到楼宇信息、资产信息，包罗万象。

数据中心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数据同步。数据中枢采用 PUB/SUB 的机制，

通过消息队列，保证数据同步的实时性，日

志机制可以保证数据送达，同时，同步是异

步的，不会因为一个对接系统宕机，原系统

就无法使用，摆脱了数据服务与技术实现方

式解耦，同时保证数据与服务的高可用性。

数据中心提供对于用户信息导入功能

的工具支持，包括数据导入管理涉及的批

次、激活码等业务，提供生成、管理、使

用等逻辑支持。通用数据的存储以数据中

心为准，其他系统以星型结构挂载于数据

中心周围。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中心，提供

数据共享 243 个（视图共享接口 197 个，

程序调用接口 10 个，数据同步接口 36 个）。

数据中心作为数据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数据提供了安身之所，更为数据提供了

交互舞台，让数据在流动中发挥更大价值。

对各高校而言，数据整合是一个长期、复

杂的过程，涉及组织架构、管理流程、技

术攻坚等多方面内容，通过持之以恒的探

索和付出，保障了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

享，加快了智慧校园、数字校园的建设进程。

4. 打造统一认证确保身份安全统一

在实践中，统一认证技术主要解决

了三个问题：一是统一入口；二是定义

UID，也就是用户唯一标识；三是启用安

全认证协议，确保师生信息安全。

通过统一认证，我们实现了适配多语

言，多技术方案的统一 AC 入口。在其上，

以 OAuth 2.0 安全认证协议为蓝本，进行

扩展，为第三方应用提供认证，师生不必

再次输入账号密码，只需一个“微人大”

账号和一次登录，保证用户认证的安全性。

统一认证的实现是将“用户接入”作为

一种“数据资源”来管理发放。任何一个厂

商的第三方应用如果想接入学校，必须向信

息技术中心申请应用开放入口授权，如果合

作结束或者出现隐患，我们可以随时关闭入

口，让对接工作更具主动性和安全性。

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作为中国人民大学

智慧校园的基石，整合数据中枢实时信息

共享，打造统一认证确保身份安全统一三

项技术应用，实现了推动“微人大”快速

发展迭代的“三架马车”，切实保障了高

校信息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对高校

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虽

然经过多年积累，各大高校均已基本构建

了完善的服务体系，但是在 5G 通讯技术、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前提下，也出现了

现有体制机制应对方式不够灵敏、建设水

平相对滞后、与高校业务深度融合困难、

高水平信息化人才不足等问题。高校教育

信息化必然会趋向于信息服务体系的精准

化与个性化。在高校智慧校园建设中，要

认清新技术的应用只是手段，根本目标是

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为高校立德树人这

一根本出发点服务。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1 为中国人民大学；2 为中国政法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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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慧校园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

华南师范大学

文／陈国华  刘丽清  林南晖  郑凯

校内机构和岗位设置是高校各项工作得以组织和运行的架

构基础。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为各类智慧校园信息化应用提供

机构分类、机构关系、岗位职责与权限数据，是智慧校园一个非

常重要的信息化基础服务平台。为促进学校机构、岗位、人员配

置等信息向智慧校园信息化虚拟世界的实时性、自动化、全面化

推送更新，华南师范大学结合自身实际，自主设计和开发智慧校

园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充分挖掘和发挥组织架构的潜在价值，

为网上办事大厅、企业微信号、电子印章平台等公共服务体系、

各职能部处的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化应用的运行，提供机构和岗

位权限实时变化信息，指导更新信息化应用的岗位人员和权限信

息，以信息化手段实现高校工作运转的一体化。

建设背景

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变化，国内高校近几年机构

调整频繁。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学校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自

2019 年开始探索学部制，先后成立了物理学部、教师教育学部、

心理学部三个学部；同时，学科整合和科研发展使得学院、科研

院所整合拆分现象较为普遍，机构和人员信息快速变更。

高校的机构设立、职能划分、岗位调整、人事任免等数据往

往分散在学校组织部、人事处等管理部门，导致

本校师生、校外人员及第三方合作机构等难以及

时获取相关信息，给学校开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混乱和困惑。新时代学校赖以运转的智慧校园信

息化应用由于组织架构老旧、岗位人员信息变化

过快、数据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难题，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学校信息化应用和支撑环境的全局性和

一体化，成为学校信息化推进过程中的一大痛点。

为解决这一问题，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办建设

管理办公室、网络中心通过两年的业务理解、需

求设计和应用开发，构建了智慧校园组织架构基

础服务平台，对分散在各行政管理部门及二级学院的数据进行整

合，将机构、岗位、人员三要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组织架构基

础服务平台分党委系统、教学科研与行政单位、常设议事机构三

个主要业务线条，全面清晰地展示了整个学校的组织架构体系及

重要岗位的人员任职信息，通过网页、API、数据中心同步等多

种方式，不仅支持教师个人随时通过网页形式查看组织架构的相

关信息，同时也为学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应用提供重要指导。

整体模块设计

为更好适应机构、岗位、人员等信息的快速变更，为更加系

统科学地展示学校整体架构体系，学校摆脱了传统单层的二级单

位列表模式，将全校机构分为党委系统、教学科研与行政单位、

常设议事协调机构三大模块（如图 1 所示）。

1. 党委系统

目前，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下设的各个

部门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日常工作，党委起着决定性的领导和指

挥作用。党委系统本身有着自己的组织架构体系，并不完全与行

政教学体系一致，例如在行政管理部门中，因人数限制或主管业

务相近，某些部处会组合在一起设立一个党支部；在教学科研单

位中，也存在两三个学科相近的学院共同设置一个党组织的情况。

因此，在设计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时，学校将党委系统作为一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图 1  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整体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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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师 2020] 华南师范大学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 华师 2020-16] 华南师范
大学第九届教学督导委员
会本科教学分委员会和研
究生教学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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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块单独呈现，同时在平台内部数据库模型中，建立了党委与

教学科研、行政管理部门之间 1:N 的关联关系，一个党组织可同

时与多个部门相关联。

2. 教学科研与行政单位

教学科研单位与行政管理单位是高校教学、科研等业务日常

运行的承担单位，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学

校内部各单位之间形成了多种复杂的关系，经梳理，可归纳为三

大类（如图 2 所示）：

（1） 上 下 级 关 系：

这是各单位之间最常见、

最经典的关系，例如，部

（处）→科室、学院→系等。

（2） 合 署 关 系： 校

内存在若干职能相近又相

对独立的机构，由于学校

机构编制的原因，这些机

构未能取得机构代码，因

此不能算作一个完全独立

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常常被安排在一起，进行合署办公，

形成合署关系。例如，在学校，校友会、基金会与党办、校办

合署办公，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人民武装部与学生工作处合署

办公。

（3）挂靠关系：挂靠在形式上类似于上下级部门，但相对

于下级部门，挂靠部门在业务上往往更加独立。

因此，在构建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时，学校对内部各单位

之间的上下级、合署、挂靠关系进行统一梳理与标识，并清晰展

示在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学校教职工可随时进行查看。

3. 常设议事机构

为推动工作的开展，学校常常会设置各种议事协调机构，成

立跨部门的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等，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形

式，在开展跨部门协调工作时发挥关键作用。由于议事机构本身

生命周期不长，涉及的人员、部门往往都非常复杂，因此，许多

高校在信息化工作过程中很容易忽略该类机构。然而，议事协调

机构有着丰富的内在价值，它明确了机构成立的目的及意义、清

楚列明各部门及人员的工作任务，是学校阶段性重点工作开展的

重要依托和协调组织。

在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设计阶段，学校系统分析了常设议

事机构的内在逻辑关系，探索将常设议事机构纳入组织架构体系

的有效方法，把常设议事机构作为组织架构体系的三大模块之一，

并将其与教学科研单位、行政管理单位进行关联，这对于进一步

厘清各部门及人员的工作职责、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推

动学校工作的顺利开展都将提供良好助力。

技术解决方案

机构、岗位及其对应的人员、权限是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

的核心要素。传统的人事系统虽记录了教职工详细的个人信息，

但由于岗位不是其维护的重点，因此当直接从人事系统获取人员

岗位信息时，经常出现岗位缺失、人员岗位匹配错误等问题，大

大阻碍了其他信息化平台的应用。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的关注

点在于机构、岗位及人员的设置，信息办委派专人根据学校“红

头文件”发文，以人工或半自动的方式实现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

台数据的自动更新，很好地解决了“一人多岗”“空置岗位”等

问题，通过标准的 API 数据接口为下游应用提供准确、实时的数

据源。

1. 技术选型

在技术选型阶段，基于对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的运维、

监控等因素的考虑，学校最终确定采用后台 node.js+ 前端 express

的技术方案。相比于 Java、PHP 等其他后端技术，node.js 具有

以下独特的优势：

（1） 前后端语言互通，均采用 JavaScript 代码。有助于消

融前端与后端之间的技术边界，对于系统的维护工作十分有利，

能大大降低人员维护成本，解决当前学校面临的技术人员不足情

况下从前端到后端的系统维护难题。

（2） 采用事件驱动和异步机制，非堵塞式 I/O。node.js 能

充分利用系统资源，在高并发情况下具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对于

本平台的 I/O 密集型 Web 应用场景非常适用。

（3） 适合处理 RESTful API 请求。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

建设的目的除了供本校教师随时查看组织架构体系外，主要还是

为了给学校其他信息化平台提供岗位、人员的数据同步服务。因

此，需要提供 RESTful API 数据接口，而这恰恰是 node.js 最为理

想的应用场景，只需要请求 API，组织数据进行返回即可。

2. 关键算法

（1） 岗位设置与更新

在设置岗位时，同一级别的岗位，对其岗位负责人常常会有

不一样的职务称谓，例如同为二级行政管理部门，可能存在“部

长”“处长”“部（处）长”等多种职务称谓。而同一职务称谓

有时又指向不同级别、性质的工作岗位，例如对组织部负责人一

般称之为“部长”，学校新成立的教学科研单位——教师教育学

部，其负责人也称为“部长”，因此岗位设置时非常容易混淆。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了“标签化”方案，为机构和岗位打

上标签。例如机构标签有“二级单位”“党政管理机构”“教学

科研机构”等，岗位标签有“主管教学”“主管科研”“二级行

政正职”“教学科研机构副职”“办公室联系人”等，下游应用

可以根据岗位标签做相应的权限处理，很好地解决了人员权限分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图 2  学校各单位之间的关系

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挂靠部门

上级部门下级部门 1 上级部门下级部门 2上级部门合署部门

上级部门合署部门 1 上级部门合署部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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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问题。

在更新岗位时，需要重点解决“一人多职”的问题。通常情

况下，一个人如果身兼数职，那么必定有一个岗位是全职，其他

岗位为兼职，这是高校人事工作安排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需要注

意的是，单位之间如果存在合署关系，那么合署单位负责人岗位

会表现出与一般兼职岗位不一样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兼职岗位

较为独立，而合署单位负责人岗位则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即存在

合署关系的单位，其负责人往往统一任命，并且任期及任职人员

往往都是相同的。为此，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设置了“关联岗

位”这一特性，将合署单位之间的岗位进行关联，并根据单位之

间的关系设置“主岗位”和“从属岗位”（见图 3）。若“主岗

位”发生变动，如任职结束或者任职人员更换，则“从属岗位”

也将自动做出相应调整，另外，“从属岗位”无法单独进行更改

或删除，只能跟随“主岗位”进行相应的变动。如图 4 所示，算

法 1 给出了岗位更新的伪代码。

（2） 常设议事机

构岗位解析

常设议事机构中的

岗位设置往往需要涉及

多个部门和人员，由于

涉及人数较多，因此常

常出现重名现象。如若

单纯依赖人工方式设置

岗位，那么将大大增加

系统维护人员的工作量。为此，针对校发公文格式相对固定的特

点，学校设计研发了一套针对常设议事机构岗位设置的智能解析

算法，批量智能解析任务分工及岗位人员设置，极大提高了系统

维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学校发布的关于成立某议事协调机构的公文格式中关于岗

位人员的文本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采用“岗位：人员列表”

的格式。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种高效算法，如图 5 所示，实现对

常设议事机构岗位人员的自动解析。

针对人员重名这一常见现象，在算法的第 6 行和第 9 行，对

提取的人名先进行去

除空白字符等相关处

理，然后再进行解析，

从人事处教职工数据

列表中查询是否存在

重名现象。如若重名，

则采用缓存替换算法

中 常 用 的 LRU 算 法

进行排序，将最近任

命人员的姓名排到最

前面，平台维护人员

只需点击确认即可，大大减轻了系统维护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

工作效率。

应用效果

华南师范大学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于 2019 年正式上线。

上线之后，本校教职工通过统一身份认证进入组织架构基础服务

平台查看学校的机构、岗位、人员等信息；另外，通过 API 数据

接口，网上办事大厅、企业微信号、电子印章平台等公共服务体

系、各职能部处的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化应用能实时获取和更新

岗位设置、人员配置等信息。在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的支持下，

学校组织架构体系不断完善，业务流程不断优化，管理更加规范

科学。这里以网上办事大厅为例，介绍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主

要应用在哪些方面。

网上办事大厅是面向师生服务的一站式校内办事业务服务

平台，通过跨部门整合、优化学校各项行政服务数据和流程，

提升师生办事效率。网上办事大厅的核心功能是在线上提供各

项办事流程，每一个流程节点都需要提供准确、实时的岗位人

员审核信息。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为网上办事大厅提供了重

要的支撑，如图 6 所示，组织架构基础服务平台通过 API 接口

把岗位设置、人员配置等数据推送到学校的数据中心，数据中

心再将实时数据准确推送到网上办事大厅。根据岗位人员数据

（Org 开头的数据），网上办事大厅可对各项办事流程的审核

节点进行岗位及人员设置，当岗位更新及人员变动时，将自动

更新审核节点的岗位人员信息，有效提高网上办事大厅的信息

更新效率。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网络中心）

图 3  合署单位的关联岗位

图 4  岗位更新的伪代码

图 5  常设议事机构岗位解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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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上办事大厅获取岗位人员数据的过程

组织架构基础平台 学校数据中心 网上办事大厅
RESTful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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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登科

“后统一”技术路线让信息化
成为战略支撑点

“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间，我国

高校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曾成功探索出一

条“先统一”技术路线。部分高校在这一

阶段先行整合全校 IT 资源，集约化统筹建

设校级“四统一”平台（即统一身份认证

平台、统一信息门户平台、统一数据交换

共享平台和统一通讯平台），以整体带动

局部，继而再以拼图方式补全各业务系统，

以期最终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全面发展。

“先统一”技术路线有过历史性贡献，

也存在被证明的缺陷：由纯技术部门主导

建设，无法从管理上紧靠高校核心教学科

研业务，成效不够明显，师生获得感不足；

建设不连续导致一定程度浪费；“重”平

台，“轻”业务系统等。通过对此类高校

信息化现状与实际需求的系统分析发现，

各部门业务信息化系统建设出现了不平衡

和不充分等问题，不能满足师生日益增长

的教学科研生活需求，将制约学校发展。

未经历过先统一建设模式的高校大都

信息化基础设施欠缺：业务系统建设更多

以满足业务部门管理需求为目标，没有从

师生视角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数据只在部

分部门实现一定程度集中，各系统之间受

限于技术与制度因素还未实现充分的数据

交换与共享；部分处室仍然存在数据重复

录入问题，不仅增加了师生和工作人员工

作量，而且极易造成录入不准确的问题；

各业务系统之间相对独立、缺乏融通，缺乏

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要求的开

放性、协同化运行支撑环境。

与此同时，大型互联网

企业主导下的信息化系统快

速演进，各种新理念与新技术

不断涌现，高校自身在这波

信息化浪潮中被认为“略显

疲态”。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清晰地呈现出智能化、开放

化、个性化与社交化等特征，

出现了众多的“深耕型”软件服务提供商，

高校各个细分业务领域大都形成了成熟而

且典型的部门业务系统。其中部分领先的

系统供应商甚至成为事实标准拥有者，其

实施和应用可以直接促进高校治理向先进

梯队看齐。由此可知，存在“后统一”技

术路线让后发掉队的部分学校实现跨越式

发展，直接促进其高校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后统一”技术路线下的信息化建设

以已建成业务系统为根基，以建设“共享

数据库”为核心，逐步兼容并打通部门间

业务系统，形成校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以解决师生问题为主线，从以管理为本转

向以服务为本，以“服务和业务分离”的

方式，保留职能部门支撑系统，逐步迁移

公共服务到校级统一平台；以建设网上办

事服务大厅为切入点，解决校级线上业务

流程无法建设的顽疾，促进核心系统交互

标准化、规范化，形成学校自有数据标准

体系，有效解决师生办事堵点，提高工作

效率，控制学校运营及协调成本，让信息

化逐渐成为学校发展的战略支撑点。

在智慧校园建设中实践“后统一”

2018 年以来，东北大学通过智慧校

园规划和建设，实践出了一条可行的“后

统一”技术路线。2018 年，学校制定了《东

北大学智慧校园规划 (2018-2020)》，开

始建设基础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基础平台

于 2018 年 12 月试运行（图 1），连接了

33 个已有业务系统，基于共享数据库实

现了 357 个数据接口服务，并实现了全接

口化新型门户，当年数据交换量就超过了

10 亿次，初步实现了数据有效流动。东

北大学基础平台于 2019 年 6 月正式完成

建设，目前累计数据交换量已经达到 198

亿次，增量数据超过 9000 万条。

建设基础平台的同时，学校以倒逼机

制实现了师生网上办事服务大厅从无到有

的突破。“让数据多跑路，师生少跑腿”，

东北大学办事服务大厅于 2018 年 10 月建

成并上线试运行，截至 2019 年 12 月，在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东北大学办事服务

大厅已经成功上线事务流程 150 余项。

“后统一”技术路线在东北大学智慧

校园建设中得到实践并有效落地。这条技

术路线不再一味强调打破孤岛，而是以共

享数据库建设为核心推动力。东北大学智

慧校园建设实践快速取得成效，得到了师

生和学校领导的好评。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实践一条可行的“后统一”技术路线

图 1  基础平台入口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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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行 , 对网络的建设、运营、维护，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

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落实国家政策，响应《网络安全法》要求

的背景下，高校网络安全建设项目纷纷上马，网络安全设备也逐

渐完善，校园安全防护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近几年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事件仍然频频发生，这就促使我们对进一步提

升校园安全防护能力进行分析与研究。

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学校在校园网出口部署了防火墙，

并且分别部署了两台 Web 应用防火墙（WAF），对网络机房和

数据机房的网站服务器进行防护，但是在实际运行中，我们发现

服务器仍然能够收到来自网络层和应用层的大量扫描和攻击。

为了对单台安全设备的识别与防护能力进行分析，我们随机选取

WAF 中已经识别出的攻击信息，并且对该源地址同期的 URL 全

记录及端口访问全记录进行回溯。

我们随机选取了源地址为 104.192.83.219 的恶意地址访问信

息，发现在 WAF 上识别到 13 条攻击信息，而 URL 访问全记录

中有 56 条记录，并且大多数均为恶意尝试行为，该地址的端口

访问记录更是高达 217 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基于规则

匹配的安全防护设备，只会过滤系

统已有规则的恶意访问，对于规则

外的访问，以及其他类型的应用扫

描、端口探测是不做处理的，这就

导致大量的不可见恶意访问已经触

达服务器，成为重要的安全隐患。

所以，我们不但要关心已经被识别

的恶意访问，更要关注那些未被识

别的恶意访问。

多设备联动防御模式的尝试

为了解决单设备规则匹配的防

御极限问题，我们尝试了 WAF 设备

与边界防火墙联动处置的模式，即

文 / 王雁军

随着网络安全形势的日趋严峻，校园网络安全意识大幅提

升，防护设备也逐步完善，防火墙、WAF、IPS、漏扫等设备开

始在校园网中发挥作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依靠单一

设备，防护能力有限，无法对校园网安全起到质的提升作用。本

文针对当前高校虽然部署多种网络安全设备，却仍然无法打破单

兵作战、孤岛式防御，安全防御能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现状，

提出了多设备联动防御的防护思路，力图实现校园网络安全防护

能力的大幅度提升。

当前高校网络安全现状分析

党和国家对网络安全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

没有国家安全”的战略论断。2017 年 6 月 1 日，《网络安全法》

多设备联动防御提升校园网安全

北京林业大学

图 1   WAF 识别的典型记录

图 2   URL 全流量识别的典型记录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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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WAF 上发现的恶意地址，直接在边界防火墙上进行阻断，

从根本上阻止恶意地址访问内部网络。

为了验证思路，我们在防火墙上建立了五个测试策略，分别

对恶意地址的端口探测、UDP 攻击、扫描行为、TCP 访问，以

及其他类型访问进行了验证。通过三个月的运行发现，WAF 大

约识别出 112 万次攻击，而防火墙的命中记录已经超过 1220 万次。

另外，考虑到恶意地址手工添加的实效性问题，实际数据应当远

远不止于此。

由此可以发现，边界设备的阻断能力更加直接并且有效，但

是由于边界设备的运行原理及维护模式在日常的运行中并没有充

分发挥它的防御能力，必须依赖于第三方实时、有效的数据，并

且需要配合及时、准确的策略调整操作，才能真正将正在发生的

非法攻击挡在校园边界之外。

多设备联动防御模式的改进与效果

在上述联动防御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若采用手工添加的联动

阻断模式，人力成本非常高，并且无法及时添加，防御效果也会

大打折扣。另外，随着恶意地址的不断增加，防火墙的规则库会

变得非常庞大，运行效率下降严重。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设计了多设备自动联动模式。首先，

建立第三方日志分析系统，将 WAF、IPS、VPN、漏扫等设备的

图 3   WAF 识别攻击数

图 4   防火墙阻断恶意地址访问数

图 5   自动化联动防御效果图

syslog 进行集中采集，以源

地址、目标地址、时间、频

率、来源、攻击级别、应用

类型、漏洞级别等因子对数

据进行标签化标注，通过机

器学习聚类算法，建立有效、

稳定的恶意地址评估模型，

按照评估结果形成实时、有效的恶意地址库；其次，开发设备通

用操作程序，利用命令行或者设备提供的 API 接口，针对不同的

恶意地址和攻击目标，在不同的设备上自动转换为防御规则。同

时，为了保障设备的运行稳定性和处理性能，我们分别以 30 分钟、

60 分钟、120 分钟为阻断时间基线，建立了恶意地址退出机制，

对于长时间没有访问的恶意地址从防火墙规则中移除，从而保证

设备配置的最优化。

通过实践优化后，经过近一年的运行，学校已经识别出有效

恶意地址 145648 个。通过对实时流量和安全日志的分析，找出

正在发生的恶意攻击行为进行动态、精准阻断。到目前为止，平

均每小时阻断恶意地址数量为 30 个左右，已经可将原来每小时

近 1500 次的攻击，有效减低到每小时 200 次左右。

下一步设想

虽然我们已经成功将到达内网的攻击数量大幅度降低，但是

在当前网络安全攻击呈现专业化、职业化、集团化的大背景下，

尝试性、探测性的攻击数量降低并不代表安全风险的降低，能否

降低网络攻击的有效性，才是校园网应对网络安全风险能力的重

要体现。在已到达校园内部的网络攻击中，有效性攻击是指过滤

掉无效请求后，攻击数据真实到达服务器，并且服务器返回响应

数据的请求；高危攻击是指攻击数据到达服务器，并且是针对服

务器的系统、应用等特性专门构造的攻击。下一步，我们要持续

增加数据来源，将服务器、交换机等数据也引入到分析模型中，

提高对有效攻击和高危攻击的识别率，从而达到降低校园网络安

全风险的目标。

校园网安全防御永远在路上而没有终点。随着黑客攻击技术

与攻击手段的升级，校园防御技术和手段也必须不断更新换代。

多设备联动防御是打破常规设备运行模式，以联动防御、整体防

御为思路的一种有效尝试，实际运行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

们有理由相信，打破安全设备单体防御局限性，以兼容、开放的

心态，构建以数据共享、情报共享为基础的多设备联动综合防御

体系，必将为高校安全防御能力提升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实现

方式。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信息中心）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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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云计算赋能学科建设

文 / 本刊记者  朴艺娜

云计算似乎带有点老生常谈的意味。过去几年，

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很多高校在开发和使用云的过

程中，难免存在很多顾虑，所以云计算并未如专家预

测般在高校迅速增长。如今，画风突变，越来越多的

政府部门、高校纷纷转向云计算，通过建设云计算平

台推动学科发展。比如，上海市教委就专门建设了上

海教育云，以期对云计算服务统一管理，纳入安全管控。

尤其在近期，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企业延迟

复工，学校延迟开学。在共克时艰的关键时期，“云”

迎来了发展机遇。无论是在线教育的云课堂，还是

远程办公的云会议，大家对“云”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云”冲破了空间障碍，为阻击疫情注入了新

动力。

云计算平台推动学科发展

2019年，越来越多的高校不断完善云计算平台建设，

并逐步实现对云计算平台的统一采购、管理和运维，通

过为用户提供高质和高效的计算服务，助推学科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云计算平台不仅针对本校，而且面

向其他高校用户，旨在为各不同学科的发展提供云计

算服务。近年来，为了能够使教师在使用计算平台时

更加顺畅，上海交通大学提出学科融合的计算服务模

式，服务重点就是学科。科研用户负责提出新想法及

设计基础程序，计算专员主要负责发掘需求和优化性

能，通过代码优化帮助它跑得更快，即“您负责创新，

我负责计算”，如图 1 所示。以瑞金医院陈赛娟院士

团队的基因分析为例，其需求是复杂基因组分析流程

优化。网络信息中心在前期合作中协助其开发既快又

准的基因组分析流程，将分析时间从 1 周缩短至 13 个

小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超算中心不仅能够满足高性

能的计算需求，而且为超算人才培养提供服务。该中

心本着推动科学计算、促进人才培养的建设方针，面

向校内有高性能计算需求的科研院系、实验室、教师、

学生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并建设“研究生超级计算

实验训练中心”用于培训超级计算相关人才。中科大

计算实训平台基于高性价比多核心服务器，在主流的

Kubernete 编排工具和 Docker 容器框架之上构建实训业

务，通过简洁的用户交互界面提供服务，中心现有系

统的总理论计算能力达到 3169 万亿次 / 秒。

在计算能力上云方面，浙江大学采用校企合作的图 1  学科融合的计算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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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构建学校的专有云。学校运用阿里云的飞天操

作系统构建了专有云能力体系，专有云平台搭建完成

后，一些教授对其进行了相关测试，发现在数量相同

的情况下，专有云的计算能力是之前私有化部署的 70

倍。浙江大学将“网上浙大”进行重新梳理，整理成

为浙大魔方（如图 2 所示），其中，“爱上云端”里的“上

云”指的就是数据和业务上云。

可见，云计算在提高计算效能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由专业的计算团队为不同学科的用户提供更加高效和

高质的计算服务，使得教授、专家可以拥有更多时间

专注于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建设教育云加强统一管理

为形成统一规范管理的教育云服务，并将其纳入

整体安全管控，构建服务于各级各类教育单位的教育

云平台，部分省市地区开始选取试点学校和服务商进

行教育云的建设。

上海第一个提出了教育云网融合的设想，基于上

海教育城域网（SEMAN）的网络互连优势建设上海教

育云（SHEC），聚焦教育行业特点与共性需求，将多

家云网基础设施服务商接入 SEMAN，为行业提供集基

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数据即

服务（DaaS）、身份即服务（IDaaS）、软件即服务（SaaS）

等于一体的云资源服务，各教育单位可按需选择并充

分利用 SEMAN 的高速可靠互连，统筹建管本地和云上

信息化基础设施，从而通过专业化队伍提高信息化基

础设施运行质量，通过集约化服务降低总体信息化基

础设施投入成本，通过统一管理更好地建立安全立体

防护体系；同时，上海教育云还将从云模式部署网站群、

数据交换、认证服务等基础应用平台，引入各类优质

教育云应用，更加方便地服务于各教育单位管理、教学、

科研及师生校园生活。

作为试点学校之一的上海海事大学，积极配合上

海市教委工作，已测试使用第三方云计算服务商半年

有余。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王玉平认为，

上海教育云的建设尽管存在上公有云时普遍遇到的过

渡期问题，但也有其优势：首先，通过教育云的统一

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校自建云服务时表现

出来的参差不齐；其次，与学校自建云服务时的一次

性投入相比，购买第三方云服务无须一次性投入，降

低了投资风险；第三，教育云从网络和计算基础设施

上统一提高各高校的 IaaS 水平，使得人员紧张的信息

办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加专业和高层次的信

息化建设工作；第四，上海市教育云的承载网络是城

域网，为高校节省了上云的大部分网络带宽成本。当然，

城域网的稳定运行是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的因素。

上云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过渡期费用方面。第

一，云服务商的引入，免去了信息办对数据中心机房

的运维，但是在双轨并行阶段，现有机房的运维工作

仍需进行，这就意味着机房的运维费用是双份的；第二，

第三方云服务的成本也较高校自建贵，云服务商的计

费粒度比较细，CPU、内存、存储、网络年费价格不高，

但因为需要按时间购买服务，从长期持续缴费来看，

价格优势不明显；第三，网络安全设备需要并存两份，

现有机房一份，云服务也需要购买一份，增加了费用

支出。

深圳也开启了教育云的建设工作。为积极推动深

圳教育云的发展，开展了项目教学应用区域试点先进

学校名单公示、深圳教育云项目教学应用优秀课例征

集评选等活动，并发布了《深圳教育云项目教学应用

推广实施方案》等文件为教育云建设提供指导。今后，

深圳教育云教学应用试点将不断扩大至全市各区，进

一步推动学校深化应用，加快教育云建设，完善教育

云教学应用各项功能。

总之，云是未来的趋势。其他省市由于部属院校

囿于数据安全、经费开支制度等问题，并没有像上海、

深圳这般大力开展教育云的统一部署工作，但作为先

行者，相信以上教育云的建设案例也会为其他地区提

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图 2  浙大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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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引入新型计算服务模式

调整组织结构

1973 年，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成立，至今

已有 47 年的历史。中心成立之初的定位是为师生提供

能够上网的基础环境，并提供技术服务。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中心的定位从原来的信息提供转向能

力输出，而如何让学校更多部门和科研团队使用服务

及平台，是中心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为了实现

该目标，2017 年，中心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下设三

个部门和一个办公室。

基础业务部

将原来中心最核心的基础业务，如校园网、邮件、

DNS 等全部归化在该部门，其目标是能够让学校的师生

随时、随地、随心地使用学校提供的各类基础技术服务。

计算业务部

从中心统计的 2012~2018 年的计算资源采购增长趋

势可以发现，随着学校的业务发展需求不断提高，计算

资源采购增长非常迅速，平均年增幅达到了 14%，因此，

中心决定将计算业务独立出来。

整个计算业务独立出来后，在超算平台之外提供

云计算平台和人工智能平台，并将它们打造成统一的

计算平台，从而满足学校各种各样的计算需求。这不

仅仅局限于科研计算方面，也包括教学计算和管理计

算的需求。

数据业务部

数据业务部的目标是结合大数据，为学校的决策

提供支撑，把数据更好地利用起来。

综合办公室

综合办公室主要负责智慧党建引领和制度规范保

障。

组织架构调整完成后，计算业务部和数据业务部在

近两年取得了良好发展。计算业务部从过去的 6 人发展

到 25 人，数据业务部从过去的 10 余人发展到 35 人。

校级计算平台发展的多个阶段

上海交通大学校级计算平台经过多年发展，可以

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分散建设若干个小平台，能够支

持单个院系或课题组的计算需求；集中建设几个大平

台，服务全校，管机器，开账号，提供系统运维；建

设专职计算服务团队，提供计算优化服务，解决用户

遇到的性能问题；在学科融合的服务模式中，由计算

专员主动深入，在学科前沿研究领域发掘潜在的计算

需求，如图 1 所示。

第一阶段：院系分散建设

由于每一个院系都独立建设平台，计算资源难以

共享、利用率低、规模较小；在机房环境方面，缺

乏专用机房、供电缺乏保障、能耗故障率高。另外，

更关键的是没有岗位编制，缺乏专业的运维人员，

而且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安全问题容易被忽视。

第二阶段：集中建设几大平台

为应对不同需求，网络信息中心首先建设三大计

算平台：云计算平台、超算平台、AI 平台，面向用户

上海交通大学

除了基础支持服务外，让用户在使用计算平台时更加顺畅也很重要。为此，上交大提出

一种学科融合的计算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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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如学生培养需求、云计算需求、数值计算

需求及 AI 计算需求。

平台建设完成后，整体规模非常大。超算平台的

CPU 是 Intel 6248，26000 核，存储是 10PB + 300TB 

NVMe SSD；云平台的 CPU 是 Intel 6148， 12000 核，

存储是 12PB + 300TB NVMe SSD，同时配置了 3TB 大

内存节点。云平台的定位是在支撑传统的信息管理需

求之外，支撑一部分科研基本需求。随着深度学习的

不断发展，用户需求日渐强烈，为此信息中心专门建

立了人工智能集成平台，购买了 8 台 DGX-2 服务器。

目前，平台已经做到了学校的学科全覆盖，学校

科研团队也开始利用计算平台的计算能力。例如，物

理与天文学院陈民团队的激光尾波场模拟研究是要进

行一个超大规模的计算，规模达到 2 万核。研究激光

纵向啁啾对尾波场电子加速的影响，这项研究能够为

激光尾波场加速的实验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撑，

为粒子束武器、空间辐射环境模拟等研究提供基础。

计算结果显示，大规模测试（2 万核）支持高精度模拟，

观察到更精细结果。小规模测试（1792 核）与天河二

号进行对比，同等问题求解速度提升至 2 倍。

有了大平台的支撑，学校计算资源的采购增长

出现明显变化。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计算资源采购

额 不 到 2018 年 的 64%， 全 年 预 计 不 超 过 2018 年 的

80%。

第三阶段：建设计算服务团队

目前，计算服务团队由三部分构成，系统运维 8 人，

技术支持 9 人，学科支撑 8 人，共计 25 人。随着用户

需求的不断提出，一些新功能的实现都是依靠这 8 个

人的系统运维团队来负责和支撑。技术支持团队更多

是利用自身计算机的背景去解决用户提出的需求。

在学科支撑上，密西根学院鲍华团队提出需求，

他们要进行声子玻耳兹曼方程（BTE）大规模数据模拟，

这项研究基于声子玻耳兹曼方程模拟介观尺度下的导

热问题，是芯片散热等微纳尺度热输运问题的重要研

究手段。计算服务团队协助将原有代码进行大规模并

行化，在性能上提升 1.8 万倍，用时从 2 周缩短到 2 分钟。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张文军团队关于二值化

神经网络研究也提出了需求，即深度学习算法分析。

二值化神经网络是指在浮点型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将

其权重矩阵中权重值和各个激活函数值同时进行二值

化得到的神经网络。计算服务团队利用 GPU 最新的硬

件特性加速了原有代码，最终实现了 66.3 倍加速。

第四阶段：学科融合的计算服务模式

2018 年起信息中心开始思考，除了基础支持服

务外，能不能让用户在使用计算平台时更加顺畅。为

此，提出一种学科融合的计算服务模式，其中的重点

就是学科。科研用户主要负责研究、收集他们提出的

新想法，然后设计基础程序；计算专员通过代码优化

让它跑得更快，计算专员主要负责发掘需求和优化性

能，如图 2 所示。

以瑞金医院陈赛娟院士团队基因分析为例，其需

求是复杂基因组分析流程优化。在前期合作中，信息

中心协助瑞金医院开发既快又准的基因组分析流程，

将分析时间从 1 周缩短到 13 小时，分析结果发表于

2018 年 PNAS 杂志。将计算流程平台化，将分析流程

进行封装，变成一个可以一键使用的服务，极大降低

了分析流程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研究者和医学工作者

获得高质量的分析结果，并有望成为临床数据分析的

一个标准流程。

总之，校级计算平台的发展经历多个阶段，从分

散建设到集中建设，再到性能优化和学科融合，未来

还会有新的阶段需要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进一

步思考和探索！

图 2  学科融合的计算服务模式

图 1  校级计算平台发展阶段

（本文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罗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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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

算服务技术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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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一群两治构建网站业务群混合云

文 / 赵琼

　　

中山大学自 2009 年开始探索基于网站群思想进行

建站和运维，经过多年技术演进和迭代，特别是经过

十九大时期的学校专项网站治理行动，基本实现校内

网站的统一上群。随着学校安全管理的进一步深入，

尤其在安全防护、监测和预警方面，诸如附属医院等

独立法人机构的网站也需纳入统管范畴。为保留其自

主设计灵活性和业务延续性，我们开始探索基于公有

云构建学校混合云试点，扩展学校现有站群到公有云，

并开展了初步实践。

信息基础设施概况

中山大学已形成广州、珠海、深圳“三校区五校

园”的基本办学格局，现有在校学生数量约 6.14 万

人，教职工数量约 0.85 万人。在校园网络方面，已建

成跨 3 座城市、覆盖 10 家附属医院的大型网络，全网

采用 IPv4/IPv6 双栈技术构建，互联网出口带宽 32Gbps

（含 1Gbps 的 IPv6 出口带宽），部署无线接入点 2.2

万余个，对各校园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宿舍、行政

办公等区域实施了无线网室内覆盖，最高并发 IP 数量

超过 10 万个，其中无线网并发终端数量约 6 万个。在

数据中心方面，充分利用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虚拟化

技术，学校已基本完成了“云”化演进，形成了基于

特定业务的若干个私有云服务，如网络基础支撑业务、

核心信息系统业务、科研项目支撑业务，网站群业务

等。数据中心计算 CPU 核数约 1500 个、计算内存数约

10T、存储容量约 1000T、虚拟机数量超过 600 台。在

网络安全建设方面，基于 Cloudera Hadoop 平台构建了

校园网全流量分析平台，结合威胁情报形成统一威胁

展示页面，并与网络防火墙联动对威胁 IP 实施阻断，

进一步提升了态势感知、安全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

网站群建设成效及进阶需求

网站群是实现网站统一管理和集中安全防护的有

效手段。中山大学自 2009 年开始探索基于站群思想

进行建站和运维，但未强制使用，只有极少量的网站

入站群。2016 年，学校以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及网

站集群建设为抓手，建立由信息安全技术防护、信息

安全管理制度和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响应等构成的信息

安全保障体系，致力保障学校网络平稳运行及核心信

息资产安全。出台《中山大学互联网网站管理办法》，

并在此基础之上，启动了信息系统和网站安全综合治

理行动，要求对校内网站实行三个统一管理：统一运

维、统一防护和统一监测，并要提高网站安全应急处

置时效性。其中对网站采取“两个必须”措施，一是

必须通过校内网站备案，二是必须迁移到学校统一站

群，否则，将不予以对外开放。近四年，经过持续综

合治理行动，校内累积 330 余个网站完成到站群的迁

移（如图 1 所示），原来二级网站分散的情况得到根

本扭转，网站安全势态得到较大缓解。

随着网站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学校

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对于附属医院等独立法人机

构类的网站，也要实现上述的三个统一管理。一方面，

这类网站都由医院自行建设和运维，其对外发布方式

多样化且分散，有通过本地数据中心发布的，也有基图 1  近四年入站群网站数量统计

网站群业务混合云的核心思想是一“群”两“治”，即对站群进行公有云和私有云的分布式部署。

同时，两云之间通过物理互联专线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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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有云形式发布的，首先需要解决集中网站发布问

题；另一方面，根据对医院网站管理需求的调研，由

于其行业特性，对于网站的域名管理、网站设计、内

容管理、交互式应用等需尽量维持不变，即保留医院

对网站的自主管理权限。

基于此管理目标，并结合现状，我们提出了一“群”

两“治”技术路线，即构建网站群业务混合云，并陆

续将该类型网站迁移到混合云之中。混合云融合了公

有云和私有云，出于安全考虑，企业更愿意将数据存

放在私有云中，同时又希望可以获得公有云的计算资

源，以获得最佳的实践效果。同样，一“群”两“治”

路线也是源于混合云理念，即是将一个网站群业务按

照功能化组件进行分布式部署，核心关键性组件置于

校内私有云，非关键性组件可以置于校内，也可以置

于校外公有云，使其在一个相对空间里，实现统一管

控网站的两种不同策略。

网站群业务混合云构建

现有网站群架构

学校网站群平台基于开源 Drupal 系统构建，逻辑

架构如图 2 所示。在建站层面上，采用前后端分离技

术。前端系统由两大功能组件组成，一是内容管理组

件，提供网站内容编辑、内容设计、界面设计等功能，

适用于静态页面发布站点；二是信息聚合与应用组件，

提供网站交互应用功能，如投稿、投票、资源预定、

报名等，适用于需要提供交互式应用的站点。后端由

六大功能组件构成，具体包括代码管理（代码库，用

于网站开发）、数据库、全文搜索引擎、文件服务、

Drupal 平台、站群管理及监控（提供网站的增减、修改、

备份与恢复功能）。在网站对外发布层面，利用应用

交付设备、WAF 及防火墙实现了统一网站发布和统一

防护，进一步加强了网站安全。在日志审计层面，将

网站群站点的访问日志（主要为 Apache 日志）、系统

日志等都接入了学校统一日志管理与分析平台进行存储

和分析。

实施拓扑

网站群业务混合云的核心思想是一“群”两“治”，

即对站群进行公有云和私有云的分布式部署。基于现有

站群架构基础，将后端系统（包括代码管理等六大功能

组件）定义为核心关键性组件，仅在校内私有云中部署；

前端系统（内容管理等两大功能组件）定义为非关键性

组件，在校内私有云和校外公有云中各部署一套，然后

私有云与公有云之间采用物理专线互联，即形成混合云。

具体实施拓扑如图 3 所示，对于网站群私有云，与原有

一致，不需要做任何变化；对于网站群公有云，一方面

需要利用云主机、云存储、云数据库等资源构建网站群

前端系统，另一方面也需用到云安全资源构建统一的应

用发布和安全防护策略，云安全资源的配比可以根据业

务需求按需提供，本方案是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三级标准进行配比的。同时，两云之间通过物理互联专

线打通，整个网站群混合云雏形构建完成。　　  

实践效果

网站群业务混合云的构建，是基于特定业务、满足

特定管理需求的一种实践方法，具有较高灵活性和业务

扩展性。对于网站访问者，其体验与过去一致；对于网

站管理员，其拥有对网站的自主管理权限，且重点关注

域名管理、网站设计、内容管理、交互式应用等方面，

不需要考虑建站的工具、硬件资源及安全资源的配比问

题；对于学校来讲，网站管理的三个统一目标得以实现，

因为网络得以延伸到公有云，同一套站群核心的分布式

部署，能实现网站的统一管理，基于云应用发布和云安

全防护可以制定与校内一致的安全策略，实现入群网站

的统一防护，将公有云设备日志、系统日志、镜像流量

等通过专线发送到学校现有的安全大数据分析平台，实

现统一监测和预警。

（作者单位为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图 2  现有站群逻辑架构

图 3  中山大学网站群业务混合云实施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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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架构及面临的挑战

很多高校过去采用的都是传统的烟囱式业务系统的

集成架构，由不同的供应商单独开发，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集成，然后在底层搭建数据交换平台，上层搭建一个

身份认证平台和一个综合门户。

近年来，同济大学在业务系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

索，从传统的烟囱式结构，到 SOA 架构应用系统，再

到微服务平台架构，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态势。这些

架构通过数据交换平台连接在一起，根据不同业务需求，

发生不同的交换作业，并通过数据治理平台对底层数据

仓库积累的大量数据进行纠错等工作。学校的业务系统

架构如图 1 所示。

每一代架构都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第一代是单块

架构，其特点是紧耦合，系统复杂、错综交互，牵一发

而动全身，是完全封闭的架构；第二代是 SOA 架构，

其特点是松耦合，通常通过 ESB 进行系统集成；第三

代是微服务架构，其特点是解耦，可扩展性强，能够自

动弹性伸缩，并且高可用，升级、扩容时不中断业务。

云服务的开发需要一定的平台支撑，否则会给运营

带来更大的麻烦。目前，同济大学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第一，由于传统架构不支持高可靠和高并发需

求，业务过多耦合，导致新增、修改功能引发业务

系统故障。

第二，在学校业务变革方面，老的系统无法满足

“十三五”期间同济大学一流学科竞争力的提升，以

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业务需求。新的模块化，本研一

体化的系统设计迫在眉睫。 

第三，业务弹性和基础设施资源供给之间存在矛

盾。高校业务的周期性特点非常强，高峰期的业务量

和低谷期需求差异在 10 倍以上，如何将由于资源供给

同济大学

基于微服务开发一体化教务管理系统

图 1  业务系统架构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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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务需求之间不匹配带来的业务失败率与资源浪费率

最小化，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教务系统发展历程

2011 年，同济大学教务系统开始改造，目标是

建成本硕博贯通培养的一体化教务管理信息系统 4m3.

tongji.edu.cn(4 指 4 年制本科，m 指可变学制硕士，3 指

3 年制博士 )。系统在 2014 年上线后，由于业务功能不

断调整和增加，单块系统架构耦合度高的缺点造成系统

存在运行稳定性差、bug 多、界面不友好、浏览器不兼

容等问题。

在从传统 IT 架构向互联网架构转型的过程中，信

息办计划采用“大平台、微应用”战略，将学校需要改

造的系统，如科研、资产、学工等信息系统全部构建到

统一的平台之上。最终，决定采用新型微服务架构、

成熟稳定的商用 PaaS 平台，支撑各类共享服务和 DEV/

OPS 一体化。

上述方案具有以下特点：以开放的业务能力快

速响应需求，灵活定制服务；数据实时打通，能够

基于实时数据提供准确服务；系统任意服务能力线

性扩展，自动实现负载均衡，应对用户数量不确定

性；持续的业务沉淀能力，共享服务开放运营建设

生态。

新本研一体化教务管理信息系统于 2018 年底招

标，2019 年 1 月签订合同，计划开发时间 1 年。目

前，已上线本研迎新报到模块、学堂导师管理模块、

本科生微专业 / 辅修、语言强化班报名 / 录取 / 缴费

功能，以及非全日制研究生教务管理主体功能，而

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其余教务功能于 2019 年底

上线。

“一体化”的理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一体化学生信息模型，本硕博贯通培养。“双一流”

大学中有近一半的硕士研究生来自本校，因此，同济

大学设计的学生信息模型贯穿了其在校培养的全生命

周期；第二，资源配置一体化，提高资源利用率；第三，

知识体系一体化，本硕课程互选互认。例如，保研的

本科生在本科阶段可以选修硕士课程，入学后计入学

分；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导师可以要求其补修

本科或硕士课程。

微服务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是服务模块的

边界更清晰。微服务强调模块化结构（REST 接口调

用），这对大型团队开发非常重要；二是支持独立

部署。简单服务更易部署，由于服务是自治的，出

现问题后不会引起系统崩溃；三是允许技术多样性。

可以混合使用多种编程语言、开发框架和数据存储

技术。

同济大学教学管理系统微服务划分，即重新梳

理系统业务流程，以“服务”视角重组和整合业务

场景 , 并按照微服务划分原则对一体化教务系统进

行服务划分。

图 2 和图 3 是教学管理系统已上线的迎新模块界

面。该模块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刷脸报到和身份核

查，新生报到前要完成的任务、完成率，报到现场的

实时统计数据等情况，一目了然。目前 , 该模块已经

连续使用两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本文根据同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许维胜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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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服务技术论

坛”上的讲话整理）

图 2  迎新任务统计

图 3 实时大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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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云形成云网融合格局

文 / 王明政  朱宇红

上海教育云建设背景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信息化随之进入 2.0 时代，云、大、

物、移、智等信息技术将更深度地与教

育教学融合，助推教育现代化。

工信部《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 年 )》指出，“云计算是信息

技术发展和服务模式创新的集中体现，

是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

是“承载各类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并

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

域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政府要求，上海市电子政务云

已进入快速建设期，将以“1+16”为主体架构实现市

区两级政府各部门基础设施共建共用、信息系统整体

部署、数据资源汇聚共享、业务应用有效协同，并将

针对一些规模较大的特殊行业根据行业特色建设行业

云。教育行业的量大面广、公益性质等特点决定了上

海教育云应该成为行业云之一，作为上海市电子政务

云有机组成部分，统筹推进教育系统各单位上云。

与 此 同 时，《 上 海 市 教 育 信 息 化 2.0 行 动 计 划

（2018-2022）》也已发布，上海教育信息化发展将从

技术驱动向育人为本转变，从碎片化建设向系统推进

转变，从脉冲式应用向常态化应用转变，集约、共享、

安全、可信成为新时代对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出的

基本要求，建设上海教育云成为行动计划的重大任务

之一。

各教育单位对上海教育云的统筹建设有所期待。

在《上海市教育网络统一接入与安全管理调研》（以

下简称调研）中约有 94% 的教育单位愿意使用上海教

育云，并对上海教育云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希望与要求。

在上述背景下，迫切需要研究确定上海教育云发

展策略，并逐步落到实处，使之能够为上海各级各类

教育单位提供更节约、更便利、更规范、更安全、更

专业的服务，实现上海教育信息化 2.0 的可持续发展。

两种政府主导云发展模式分析

行业云是由行业内或某个区域内起主导作用或掌

握关键资源的组织建立和维护，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

式，向行业内部或相关组织和公众提供有偿或无偿服

务的云平台。根据行业云的定义，政务云属于行业云

的一种，是面向政府行业，由政府主导，企业建设运

营的综合服务平台。

上海教育云是上海政务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决定了它必须与上海政务云融合对接，

以同级别的安全等级保护实现跨行业的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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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行业云定义，上海教育云是由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主导，实现在教育行业纵向系统内为各教育单位

统一提供云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政务云的发展模式

应该是上海教育云发展策略制定的蓝本。

以下考察国内外两种政府主导的云发展过程与特点。 

1. 上海政务云

根据《上海市电子政务云建设工作方案》，上海

政务云是按照“集约高效、共享开放、安全可靠、按

需服务”的原则，以“云网合一、云数联动”为构架，

建成的市、区两级电子政务云平台，依托政务专网实

现市政府各部门基础设施共建共用、信息系统整体部

署、数据资源汇聚共享、业务应用有效协同，开展政

务大数据开发利用，提升为民服务、现代治理水平。

目前，上海政务云已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选取了

上海电信和移动两家云服务商分别构建双活系统，并

将云基础设施接入政务外网，优化承载电子政务云的

传输网络，实现“云网合一”，已有 100 余个委办局

的应用系统完成了云迁移；同时正在开展 PaaS 中间平

台研究， “以云服务目录为基础，建立云服务管理机制”；

并通过“一网通办”的实施逐步提供统一的应用平台

框架服务，各部门最终将在统一标准规范下，开展应

用建设，达成数据共享，实现跨部门业务协同。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上海政务云是专有云 + 云

服务模式，由两家云服务商承担了初期的基础设施专

项投入，政府先用后付，实现了政府各部门信息化基

础设施的集约建设，服务商的集中也有利于中间平台

层的统一，能够更好地促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互连互

通、业务协同，实现统一标准、统一数据的目标。原

则上，这种模式在建设投入期即需预估并满足一段时

间内总体需求，云的弹性特征体现得不明显；各委办

局只能在两家云服务商中择一，集中的云迁移工作压

力较大，而对于一些特定需求仍需另行建设；此外按

使用量统一决算的模式可能导致每个机构未对所需资

源认真评估，从而占用资源过多。

目前，政府上云的主导力度较大，国内各省市政

务云建设模式相近，机构应用上云的整体速度也较快。 

2.G-Cloud

G-Cloud 是英国政府面向采购云计算服务的公共

部门打造的创新平台，包含云托管（IaaS 和 PaaS）、

云软件（SaaS）和云支持三类服务，支持公共（因特网）

或专用网络访问。G-Cloud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1）框架协议（Framework Agreements）。包

括一系列与众多服务商建立的框架协议，用于简化

政府机构采购云服务的流程。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

业务影响级别、用户加入与离开等都作为框架协议

的一部分；

（2）数字市场（Digital Marketplace）。提供一个

开放的云服务市场。在市场上，云服务商根据 G-Cloud

的规范要求经审核批准后发布云服务；政府机构搜索

云服务商数据库，寻找符合 G-Cloud 规范要求的云服

务，最终形成合作机会。

G-Cloud 从 2011 年 3 月宣布计划后至 2015 年，

在所有的英国政府机构中采用了一个或以上的云服务

的比例上升了 40%，50％的政府新 IT 支出转移到基于

云的服务。至 2017 年，G-Cloud 包含有 2800 个云服务商、

19000 个云服务产品、合同金额超过 24 亿英镑。

英国政府机构的上云之路，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明确的“云优先”战略引导政府机构从传统定制开发

IT 项目向标准云服务采购转型，除非可以证明替代方

案更具成本效益，所有机构的所有 IT 项目均将通过云

提供服务；高效、简洁、灵活的采购流程大大优化了

政府机构的 IT 项目周期；开放、透明、充分竞争的数

字市场聚合了丰富的合规云服务产品，各机构均可从

中寻找最佳产品；云服务产品的合规要求得到体现，

本地中小企业云服务商贡献了 47% 的合同额、73% 的

合同数，而美国主要供应商亚马逊网络服务（AWS）

和谷歌最初于 2012 年均曾被英国政府排除。
上海政务云优化传输网络实现“云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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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G-Cloud 的经验已被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

拿大等多国政府借鉴，建立类似的云服务市场，为政

府机构云转型服务。

上海教育云发展策略

在参考两种政府主导云的发展特点，结合教育单

位需求调研，研判上海教育信息化现状与优势，并考

虑促进教育信息化市场的生态发展、与上海政务云对

接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上海教育云的发展策略。

1. 云网融合

上海教育信息化水平能够处于全国前列的原因之

一是上海教育城域网（前身是上海教育与科研计算机

网和校校通网）的稳步发展为之奠定了基础。上海市

曾拥有全国最早的省市级教科网、最早实现了市区两

级校校通，在“十二五”期间又将两套基础设施合二

为一为上海教育城域网（SEMAN），形成全国第一个

100G IPv4/v6 双栈主干网，利用本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的 2700 余公里教育管道光缆传输高速互联了几乎全市

所有教育单位。

数年来，SEMAN 一直稳定运行，承载了互联网访

问、多校区互联、视频会议、安全监控、标准化考场

等多类应用。其主干节点的光缆多路由保障了整网具

有较强的可靠性；100G 的核心带宽容量及方便的扩容

能力足以支撑教育单位更多的应用和质量的保证；各

接入单位通过 SEMAN 访问云服务商，可减少互联网带

宽的支出，而在调研中 80.6% 的高校希望通过上海教

育云建设降低资费。 

因此参考上海政务云“云网合一”的模式，充分

利用现有的 SEMAN 优势，与云服务商合作，形成云网

融合的格局是上海教育云发展的基本策略。这一策略

要求教育云基础设施服务商须通过两个以上节点接入

SEMAN，并需对 SEMAN 现有出口结构和服务逻辑重

新设计，以便为各接入单位带来便捷上云、降低成本

等受益点。

2. 多云准入

前述两种云发展模式不同点之一是云服务商的数

量，上海政务云通过招标明确两家，简单易行，也有

利于今后政府信息化的统一；G-Cloud 服务商和用户均

可自主加入或退出，有利于竞争发展，而事实证明这

一模式是成功的。

从云服务提供商看，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云计算

产业发展正如火如荼，不论是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还是

新兴的云服务商都在技术架构、服务内容、服务模式

等方面构建自身优势，其竞争态势对用户是利好的，

当然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下部分云服务商会面临关闭或

者被收购。

从上海教育行业看，上海有 16 个区、64 所高校、

82 所中职学校、20 余家直属教育单位和 3000 余所中

小幼儿园，需求各不相同，对服务支持要求量大面广，

管理模式和资金来源也与政府不同，特别是高校强调

自主办学，重心在于支持教学和科研，而且学科繁多，

对于信息化支持的要求各有不同，指定一两家云服务

商并不合适。

从调研数据看，62% 的教育单位希望自主选择云，

同时 70% 的教育单位希望教委统一监管，内容包括统

一服务标准、统一准入标准、统一提供部分应用等。

从技术架构看，SEMAN 具备多家云服务商直连的

条件，并且可以基于 SEMAN 进行统一管理，提供统一

服务平台，使各教育单位通过 SEMAN 自主选择云服务

商，多家云服务商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技术力量，为教

育单位提供更好、更个性化的服务。

综上，上海教育云发展策略之二是多云准入，即

通过准入机制为教育行业筛选一批具有一定商务、技

术实力的云服务商，并签订类似 G-Cloud 的框架协议，

将其云资源加入上海教育云资源池，整体符合上海教

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并基于云网融合技术方案提供各

种教育云个性化服务，各教育单位可随需选用各类云

资源和专业服务，加快上云步伐，快速分享各教育单

位应用经验。

3. 安全分区

云计算能够统筹利用各类资源，具有快速、按需、

弹性服务等优势，应该对各教育单位有着很大的吸引

力。然而，在调研中，从未使用过任何云服务的教育

单位占到 55%，说明各教育单位对云尚处于望而却步

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安全和技术支持能力。

目前，安全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对信息化部门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调研中集中反映为“缺人缺钱

缺能力”，50% 的高校信息化部门人员少于 10 人，

74.63% 的中职校信息化队伍少于 5 人，直属单位大多

只有 1 人负责信息化工作，安全的专人专岗很难做到；

66% 的学校没有或不确定有安全专项资金；42% 的高

校中高级技术人员不超过 3 位，61.2% 的中职校没有

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安全人才更加缺乏。而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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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带来更多新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数据安全性、非

本地模式的关键时期保障等，对学校安全“三缺”现

状带来更大压力。

同时，上海教育云是上海政务云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而决定了它必须与上海政务云融合对接，以同级别

的安全等级保护实现跨行业的数据共享，确保跨部门

的工作协同，对公众服务的一网通办。

此外，各级各类教育单位各有特点，特别是 IT 技

术能力水平差异很大，部分市、区、校的基础设施和

信息系统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需要针对不

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级别的安全要求采用不同的云发

展策略。

综上，上海教育云发展策略之三为安全分区，可

将上海教育云分为市级部分和区、校部分，各部分之

间通过 SEMAN 高速互联，并配套不同级别的安全管理。

其中市级云分为专有云和公有云两部分，专有云通过

招标选择 1~2 家云服务商，所提供的云资源须使用独

立的机房场地及物理设备，达到相应安全水平，服务

于上海市教育系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对接上海政务

云；公有云则为直属单位和中职校等技术力量薄弱的

学校提供集中服务。区、校云则可以根据本区、校需

求在准入的多云中自主选择构建，市、区、校公有云

均由市级统一安全监控和服务管理。

4. 应用共赢

软件云化，即软件服务商将软件和信息资源部署

在云端，使用者根据需要自主选择软件服务，近几年

正在飞速发展，但上海教育系统内云端应用并不多。

纵观上海教育行业应用服务商，大多为学校定制开发

软件，除了极少部分具有相对比较成熟和标准的产品

外，大量中小企业即使有向云应用服务转型的意愿，

也缺乏云 SaaS 的经验，资源有限、推广的能力也有限，

转型风险较大。

而调研数据表明，教育单位对应用上云的意愿较

积极，可上云的应用首推教学类和门户类应用，即使

管理类应用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教育单位认为可以选

择上云。

因此，上海教育云的建设应能促进教育应用云模

式的转变，通过提供上海教育云基础设施与安全服务，

使各类教育应用服务商更专注于开发 / 定制具有教育特

质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发挥其行业和技术优势，提

升服务水平，开拓新的领域，在一个开放、规范的市

场上，服务教育，有序竞争。

上海教育云在应用层面上的策略是应用共赢，即

利用孵化试点、评估评价、共享推广等机制聚合上海

教育云各方参与者，包括各教育单位、SaaS 云应用服

务商、IaaS 服务商，以及相关社团、媒体等，通过类

似 G-Cloud 数字市场的服务，助力供需两侧各得所求，

加速形成以云教学、云管理、云分析、云服务等为核

心的健康互惠、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云端生态体系。

本文确定了上海教育云发展策略，由此也能明确

地给出上海教育云的定义与发展路径：

上海教育云（ShangHai Education Cloud，简称

SHEC）是基于 SEMAN 的网络互连优势，聚焦教育

行业特点与共性需求，能够安全可靠运行、满足教

学科研与管理要求、可由各教育单位随需灵活选用

的网络、计算、存储、应用、安全、服务能力等各

种云资源的集合。其基本发展路径是将多家云网应

用服务商接入 SEMAN，为上海教育行业提供集基础

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数据即

服务（DaaS）、身份即服务（IDaaS）、软件即服务

（SaaS）等于一体的云资源服务，各教育单位可按

需选择，统筹建管本地和云上信息化基础设施，从

而通过专业运营队伍提高信息化基础设施运行质量，

通过集约化服务降低总体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成本，

通过统一管理更好地建立安全立体防护体系；同时，

上海教育云还将以云模式部署网站群、数据交换、

认证服务等基础应用平台，并引入、孵化各类教育

云应用，更加优质、便捷地服务于各教育单位管理、

教学、科研及师生校园生活。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

“云计算是信息技术发展和服务模式

创新的集中体现，是信息化发展的

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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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说话”精准支撑双一流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

图 1  数据的采集更新标准

文 / 吕淑艳  罗倩  张亨国

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国家

相继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

对于增加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一流教师、一流学生、一流环境、

一流管理、一流设施”是“双一流”大学

的应有之义。

高校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

以一流的学校管理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基

于校务管理数据的精准化服务为实现高校

的一流管理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对校务

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从多个维度展示高校

的两大群体——教师和学生，可以切实提

高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服务

于“双一流”建设的方方面面。

校务数据的建设

1. 信息系统产生大量校务数据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学校各职能

部门以任务驱动为导向，为满足工作需求，

提高工作效率，完成了信息系统建设，包

括人事系统、科研系统、财务系统、教务

系统、学工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研究生

综合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审计系统、

离退休工作管理系统、教学资源平台等，

这些系统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学生方面包

括学生学号、学院、籍贯、辅导员、年级、

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食堂用餐、洗澡等

生活信息；选课、图书借阅、成绩等学习

信息。教职员工方面包括学历学位背景、

职称、单位、在校经历等基本信息；教师

上课记录等教学信息；教师著作、论文、

项目等科研信息。从管理者的角度，可以

看到学校人事、资产、财务、科研、教学、

学工等系统包含在内的人、财、物及教学、

科研的产出等信息。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

分析，可以对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很

好的数据支撑作用。

2. 数据标准的建立

为消除各信息系统的“数据孤岛”，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实现数据规

范管理及衔接、流通顺畅，中国政法大学

对全校各信息系统进行实践调研，进入系

统观察数据。在借鉴国标、行标的基础上

结合学校数据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学校数据

标准，实现源头数据汇集到学校数据中心。

目前，数据中心已经形成了九大基础信息

标准集，包括公共管理信息标准集、本科

生管理信息标准集、教学管理信息标准集、

研究生管理信息标准集、教职工管理信息

标准集、科研管理信息标准集、财务管理

信息标准集、资产与图书管理信息标准集

及一卡通管理信息标准集。

3. 数据的采集更新

依据学校数据标准，定期对学校基础

信息进行采集，实现数据从源头系统到数

据中心的同步更新，依据生产数据信息系

统的作业强度采取了不同的同步频率和同

步时间，见图 1。初步实现了校内各业务

系统数据的交换、存储和共享，极大便利

了学校人事管理、教学开展、科研统计、

学生管理等工作。

校务数据精准服务框架的建立

将从各信息系统收集到数据中心的数

据完成预处理后进行模型构建，对师生进

数据中心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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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维度、多面向、多角度的描述，即建

立师生的标签体系。然后在构建的标签体

系基础上进行挖掘与运算。这个阶段通常

会用到相似度计算、回归分析、聚类分析、

关联分析等算法模型，形成个人画像（如

教师画像、学生画像）、群体画像（如院

系画像、专业画像）、全体画像（如学科

画像、学校画像）等。最后，根据画像结

果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及可视化，为学

校、院系及师生个人提供精准服务。逻辑

框架如图 2 所示。    

1. 学生数据标签体系建立

从多角度刻画学生画像，为学生教育

管理工作提供指导。将收集到的学生数据

（包括基本数据、学业数据、生活数据、

社交数据）打标签，包含基本特征标签、

学业标签、生活标签、社交标签。其中，

基本数据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家庭成员信

息、通讯信息、助学贷款信息等；学业数

据主要包括选课信息、成绩信息、图书借

阅信息、网络课程学习信息、第二课堂学

习信息等；生活数据主要是一卡通消费信

息、门禁刷卡信息、勤工助学信息、住宿

信息；社交数据包括上网时长信息、第二

课堂参与信息。

对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产生事实

标签，比如学生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

等。模型标签需定义规则，构建模型来生

成，可以构建贫困模型、学业成绩模型、

就 业 模 型 及 社 交 模

型。在事实标签和模

型标签的基础上，可

以 通 过 预 测 算 法 挖

掘 出 学 生 的 预 测 标

签，预测学生是否需

要被资助，以及学业

成绩、就业倾向和社

交情况。经过以上过

程 可 以 得 到 学 生 的

标签体系架构，如图

3 所示。

2. 教 师 数 据 标

签体系建立

教师作为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是“双

一流”建设的主要关注目标。从多维度

对教师的统计分析，可为学校“双一流”

工作的决策提供支撑。数据中心汇聚的

教师数据分三类：基本数据、教学数据（包

括课堂内外的教学及实践数据）和科研

数据，将三类数据打标签，包含基本特

征标签、教学标签和科研标签。基本数

据包括教师基本信息、学习、工作简历、

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

特殊人才等；教学数据包括教师排课信

息、课程评价、培养研究生、指导本科

生及研究生毕业论文、指导本科生及研

究生学年论文、指导本科生创新实验项

目、指导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科研数

据包括教师发表论

文、主持或者参与

科研项目、发表著

作、发表咨询报告

信息、获奖等。

通 过 对 教 师

基本数据的统计分

析，能够产生事实

标签，比如教师的

性别、年龄、政治

面貌、职称职务等。

模型标签需要定义

规则，构建模型来

生成，可以构建教师超工作量模型，教师

科研考核模型，教师教学考核模型。在事

实标签和模型标签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预

测算法挖掘出教师的预测标签，预测出教

师的教学、科研成果。比如根据教师的

职称信息、教学和科研情况及其他获奖

情况等，预测出教师在下一步的职称评

定及学校定期考核评价中的结果。经过

以上过程可以得到教师的标签体系架构，

如图 4 所示。

校务数据精准服务场景

1. 促进师生个体自我认知与发展的完善

以往师生自我认知都是主观的、感性

的，在校务数据的支持下，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与挖掘，能够实现精确刻画师生多维

度的画像，使得师生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

认知自己，有助于师生发现影响自我发展

的因素，进行自我调整，科学引导师生的个

人发展，实现师生的个性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从而实现“双一流”建设中对于培养优秀师

资队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

2. 为师生进行资源的精准化推荐

师生画像中标签体系的建立描述了师

生特征，据此可为师生进行资源的个性化

推荐。以教师的标签体系为基础，可实现

对教师的教学、科研、图书、学术活动等
图 2  数据精准服务逻辑框架

图 3  学生的标签体系架构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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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化推荐，并实现消息推送，比如推

送上课时间、地点、学生人数、评教结果

等信息，以及结合教师研究方向、阅读偏

好、科研成果等信息分析出的科研方向，

推荐相关的科研成果、科研团队、学术论

坛等资源信息。

3. 为师生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务

基于学生画像，对学生提供精准的管

理与引导服务，包括成绩预警、就业引导、

精准经济资助、学业指导、个性化学习资

源精准服务等。全面把握学生学习生活情

况及规律，实现精准发力，使各项学生管

理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开展。

中国政法大学基于校务数据构建学生

分析模型，预测学业成绩、社交情况、经

济状况及在校预警（学习、生活和失联预

警），助力学院辅导员、学生处等学生管

理工作者了解学生在校学情、生活情况，

用数据支撑学生管理工作，为学生提供精

细化的学业指导、生活服务，使教育大数

据在高校的管理中发挥价值。

基于教师画像，可以在教师的工作绩

效评价、岗位聘任、评优评奖、科研水平

预测、个人发展特点分析等方面提供定量

化的决策依据。避免传统的考核和评估不

严谨、人情化的情况，客观数据支撑不仅

令人更信服，也使相关管理工作更顺利和

高效。

中国政法大学按照人事处、科研处、

教务处及研究生院制定的教师科研、教学

考核标准和教师教学超工作量标准，构建

教师评价模型和教学工作量评价模型，助

力学校人事处、科研处、教务处和研究生

院等学校机关部门及各学院工作，节省了

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基于真实客观的

数据将科研从全校、学院、学科、教师四

个维度进行了可视化展现，将教学从全校、

学院、职称、课堂内外、教学成果五个维

度进行了可视化，“让数据说话”辅助了

领导决策。

4. 为学校宏观决策与管理奠定基础

对学生和教师群体的精准画像，可以

服务于宏观层面的决策制定及智能管理。

通过画像发现其学习和生活方面的行为规

律，从管理上制定相应策略，主动给予

关注和引导，从而提高整体学生的学习成

绩；对招生数据、在校生表现数据，以及

校友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发现优质生源

在地区、学校、选拔方式等方面的分布规

律，从而为学校调整招生政策提供辅助和

参考。

对教师群体进行精准画像，可以对学

校的教学情况、科研情况的历史、现状、

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全面分析，找出盲点和

弱点，有针对性地改进，为学校提升教学

科研实力和水平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学校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尤其在

师资培养和人才引进上，为解决高校人事

管理工作的两大核心问题“内引外培”提

供建设性意见。

对教师群体的科研数据的深度分析，

可以发现校内潜在的教学和科研方面高产

量的科研团队和机构，从而予以重点关注

和支持；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称、不

同岗位（教学科研岗、教学岗及科研岗）

教师群体科研成果的统计分析，为学校的

科研人才储备，以及科研队伍的可持续建

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对不同学院、科研机

构、不同学科科研成果的分析，为学校进

行科研资金、项目的投入、考核评价方式

及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对教师教学情况的

分析，掌握教师课堂内教学和课堂外教学

实践活动，有助于学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及师资的均衡分配，使学校的教学活动有

的放矢，实现精准化管理。

通过对校务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实

现对高校教师和学生的精准画像，能够对

学生提供精准服务，如学业预警、精准就

业引导、精准资助、个性化成长方案制定

等；能够对教师进行准确描述和客观评价，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决策

提供数据支撑服务。由此可见，基于数据

的服务模式相比于传统的服务模式更加客

观、高效与精准，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双

一流”建设。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图 4  教师的标签体系架构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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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问题

随着“互联网 +”与教育的融合越来

越深入，信息化建设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成为提高教育管理、决策、服务能

力的新推动力。《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 》《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等政策制度的出

台，表明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重视加

强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纵观近十年的高

校信息化建设过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仍然有以下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1. 数据冗余和数据不一致

当前，不少高校在进行大数据平台建

设时发现，虽然各个部门在使用业务系统

时产生了许多业务数据，但是当某个业务

系统的业务数据修改后，其他相关联的系

统仍然在使用历史版本数据，造成了数据

的滞后性和重复性。

2. 缺少常态化的数据治理体系

许多高校虽然已经建立了各个业务系

统，但是业务系统的集成化程度低，且对

于业务系统只是停留在基本的使用及维护

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数据中心平台对高校

内的数据进行统一治理，业务系统数据在

共享性、及时性上已经不能满足日常业务

需求。各个应用系统之间“各自为政”，

形成了“信息孤岛”，缺乏一个整体性的

信息资源体系。

3. 缺少适合本校的数据标准和规范

各个高校应用系统中存在“数据共享

度不高、历史数据缺失”等问题，究其原

因是缺乏适合本校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所

以无法将业务系统中杂乱的业务数据进行

重构。统一的数据标准是数据治理的基础，

制定数据标准对高校进行有序的、规范化

的数据梳理具有重要意义。

4. 缺少适合高校的大数据平台

除单个业务系统中的业务数据外，用

户在系统中也会留下很多行为数据，这些

行为数据中有结构化的，也有非结构化的。

如何构建适合高校的大数据平台架构，将

非结构化数据纳入到大数据平台中来，也

是研究的重点。

思路和做法

浙江传媒学院信息办于 2010 年正式

推行信息标准，并在自主搭建数据中心交

换平台的基础上实现了全校各业务系统间

的数据交换与共享。目前为止，全校 90

多项业务系统数据已经全面打通，应用遍

及教务、学工、资产、财务、人事、科研

及后勤服务等各领域，形成了一套相对科

学的数据管理制度和办法，保证了全校数

据存储的完整有效、数据查询的方便快捷、

提供服务的快速可达，为智能分析提供了

维度多样、质量可靠、内容权威的数据基

础，为构建智慧校园大数据平台、探索数

据个性服务奠定了基础。在对高校异构数

据进行整合治理、构建大数据平台时，我

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构建数据中心标准集

首先对高校数据中心建设平台进行统

一规划，参照教育部教育信息化行业标准，

结合高校实际的数据现状，制定符合本校

实际情况的《信息化数据标准》，我们将

这些标准分为校外标准代码子集和校内标

准代码子集两个大类：

校外标准代码子集类

（1）国家标准（GB）代码子集：引

用国家标准文件，如行政代码区划，民族

代码区划等。

（2）教育部标准（JB）代码子集：

引用教育部标准文件，如教育管理信息等。

（3）高教行业标准（HB）代码子集：

引用高教学会标准文件，如学科分类代码等。

校内标准代码子集类

（1）学生管理数据子集 (XS)；（2）

教学管理数据子集 (JX)；（3）教职工管

理数据子集 (JG)；（4）科研管理数据子

集 (KY) ；（5）资产管理数据子集 (ZC)；

（6）办公管理数据子集 (BG)；（7）财务

管理数据子集 (CW)。

这些数据标准为学校大数据平台建设

浙江传媒学院加快数据治理形成“数据流”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图 1  高校数据治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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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参考依据，为数据交换、数据分析

奠定了标准基础，提高了数据交换共享效

率。由于数据标准来源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产生变化，所以在建立后还需要根据

实际的使用情况对数据中心标准进行扩

充更新。

2. 对高校异构数据进行数据治理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数据治理流

程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1）业务系统源数据。主要指的是

分散在各个业务子系统内的数据。这类数

据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只在本业

务系统才会使用的数据，如新闻发布系统

的新闻数据，流程平台中的流程审批数据

等；第二种是各个业务系统交叉使用到的

数据，如人事系统中的教师个人信息数据，

还会在教务系统、科研系统、一卡通系统

中使用，如果不针对该数据进行治理，容

易形成“信息孤岛”。

（2）针对步骤（1）中的业务复用数据，

可使用 ODI、Kettle 等 ETL 工具将数据从

业务系统抽取到数据中心原始库中，通过

对原始库中的数据进行数据质量分析，得

出完整的数据质量报告，进而决定数据是

否需要预处理。如可以根据数据清洗的需

求进行阈值设置，若阈值大于 50% 时说

明数据质量尚可，可以进行数据预处理，

若数据阈值小于 50% 则说明数据质量偏

低，此时需反映给各个数据源头部门，对

数据进行整改。

（3）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在数据

中心内形成了国家标准集、行业标准集，

以及符合校内实际情况的校内标准集，针

对这些标准集我们将再次进行数据质量核

验，对数据标准未及时更新或者数据不全

的情况进行告警修改，其余通过核验的数

据针对不同场景再次进行预处理，形成教

务、人事、科研等场景的数据域。

将业务系统中的业务数据进行抽取、

清理，推送到数据中心的标准表中，再推

送给其他系统进行数据复用。通过这种方

式，分散在高校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就不

再孤立，而是形成了一条条“数据流”，

为后面的大数据分析奠定了数据基础。

3. 纳入非结构化数据，构建教育大数

据分析与决策平台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决策系统以数据中

心标准集为基础依据，整合教育信息数据

资源，围绕学校、教师、学生等主题，建

立以学工、教务、财务、科研、人事、资

产等业务权威主题数据库，使用 ETL 工

具，构建统一的数据存储环境和数据交换

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互通、资源

共享，保障数据安全。此外，我们还使用

Flume 日志处理工具，将非结构化的网络

日志数据转化为结构化的可分析数据，并

且在相关师生知情、用户授权同意的前提

下，对用户上网行为记录进行深度分析，

结合 Ruby 爬虫引擎抓取的互联网数据，

形成了一个内外网相结合的综合大数据分

析平台。通过 Hadoop 技术的海量数据计

算处理能力，经过数据集成

和数据建模，以丰富的数据

呈现方式、自助式数据服务

和态势分析等功能，实现科

学的教育大数据决策。

学 校 通 过 制 定 高 校 统

一的数据适用标准，制定

数据共享规范和机制，建

立数据交换平台，使得高

校数据“跑起来、管起来”。

通过数据标准的管理，提

升了数据安全性、交互性。大数据治理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业务部门与 IT 技

术部门协同配合，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

程。目前，学校的大数据分析主要是对

校内每个数据域的概况分析，后续将加

入个性化业务需求的数据分析模块，为

各个业务部门提供更多的数据服务。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浙江传媒学院网络数据中心）

图 2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决策系统总体架构

图 3  浙江传媒学院数据交换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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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发

展阶段。期间，高校基本建成了相对完善的

数字化校园，建立了面向各部门的业务系统

和信息化应用系统，如智慧课室系统、一卡

通扩展系统和基于人脸识别的智能监控系统

等，在数字化校园建设方面也开始不断深入；

基于三大平台的系统集成，基本消灭了信息

孤岛，实现了数字化校园全业务数据的集中

沉淀，数字化校园不断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所以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根也在此，

即为完成学校的根本任务提供全方位的支

撑服务。新时代的“智慧校园”“智能校园”

建设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的建设，

应该打造一个统一的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

构建适合现代教和学的智能化的校园空间，

让教者能更方便地传授，学者能更愉快地

接受，更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下一代智慧校园建设思路 

1. 下一代智慧校园应用需求

以教育信息化 1.0 为标准的智慧校园建

设，以业务流程整合和数字化为主要目标，

平台建设为主，实现管理教学服务信息化，

这还远不能支撑现代化的“教和学”。下一

代智慧校园建设必须从整体化、智能化的角

度进行思考，在全面分析未来业务需求的基

础上，以系统性工程的方式进行建设。

一是学习资源智能化需求。要建设符

合教育信息化 2.0 的微课资源、数字图书

资源、远程教学资源等，需要具有泛在接

入、大容量、低延时、高并发等特征的新

型网络体系的校园网络，建设满足支撑整

个大学教学过程的教学平台，实现学生课

内、课外学习的新媒体教学资源利用。

二是智能教学空间需求。需要有高度融

合结构特征的网络作为基础支撑，推动网上

学习空间、智慧课室、VR 图书馆、VR/AR

实验室在校园内和教学科研中的应用，带动

线上线下结合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改革。

三是教学大数据需求。此前的学生数据

是仅从学工、图书馆、一卡通和网络等系统

收集的业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足以进行

学生行为的数据挖掘，需要在下一代智慧校

园引入“云”+“端”的计算模式，整合学

校的视频监控系统，加入更多物联网传感器、

交互设备，建立更多维度和粒度的数据采集

体系，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融合。

四是现代化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引

入人工智能辅助的现代化教育管理与监测

是下一阶段的热点，其关键是要有丰富的

数据量，有足够多的数据来源。在教学大

数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云端计算和智能

终端边缘计算两者的能力，采用视频数据

智能分析、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计算，加以

校园大数据的挖掘和推演计算，得到教学

的全过程数据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全方位描

绘，从而进一步实现智能教学监测评价，

助力教学改革，推动教育管理现代化。

2. 下一代智慧校园建设思路

结合当前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以信

息化 2.0 为建设指引，嘉应学院进行了下

一代智慧校园建设方向的初步探索。下一

代智慧校园建设思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融合。物联网设备、监控设备、

自助终端等过去以孤岛形式存在，在下一

代智慧校园中需作为整体建设考虑。下一

阶段，将融入下一代智慧校园包括光控、

温控、远程控制、资产定位、能源、安防、

消防体系等智能化设备管理，也包括智能

化交互的人体感知、人脸识别等，形成一

个 5G、物联网、下一代物联网的融合网

络体系，为“教和学”提供空间。

（2）共享。将在校生基础数据、课

程数据、学习过程数据、实习过程数据，

通过大数据平台和分布式文件资源系统进

行归集，将物联网数据与业务数据进行整

合，实现多维度、细粒度的数据，将沉淀

的数据进行治理和归档，建立学校统一的

“微服务化”接口标准，为“教和学”提

供一致的 PaaS 开发环境。

（3）创新。基于 PaaS 轻应用敏捷开

发方式研发学生电子学习档案、学生画像

等各种“教和学”的创新应用。利用人工

智能对各学生数据画像进行分析，研究其

学习过程、生活习惯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利用教学空间、教学平台更有针对性地进

行个性化教学，为“教和学”提供导向，

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符合“教和学”需求的             
支撑体系建设

1. 传输网络体系建设

除推进 IPv6 部署外，在现有无线网络、

有线网络、监控专网的基础上，增加 NB-

IoT 或 LoRa 的物联网设备专网，规划物联

网设备子网，预留各种物联网传感器网络

接口。配合运营商 5G 建设，做通运营商

5G网络到校园网核心网络的网络层路由，

保障5G网络与校园网网络数据交换通畅，

实现多种网络融合的传输网络体系建设。

物联网网络体系包括接入终端、物联网接

入层网络、物联网传输网关、物联网管理

嘉应学院 : 借助数据画像开展智能化教学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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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输网络示意

中心等。物联网的接入终端应充分考虑光

控、温控、远程控制、资产定位、能源、

安防、消防等各类设备。物联网的接入层

网络应规划经济、可行的有线和无线结合

的布线方式。物联网的传输网络应与现有

校园网骨干网络融合，实现骨干网络与校

内物联网网络、校外 5G 网络无缝对接。

传输网络如图 1 所示。

2. 智慧教学体系建设

智慧教室归根到底是一个教室，无论

它多有“智慧”，都要实现教室的功能。 

智慧教室的概念应当是更加“智慧”地帮

助教师传递教学信息，更加“智慧”地帮

助学生接受教学信息的场所。智慧教学硬

件体系不单是当前“智能控制课室”建设，

而应该是在智能控制的基础上利用 4K 高

清直播、全息投影教学、AR 沉浸式互动

学习等教学手段，加上了人工智能的智慧，

实现打破物理课堂空间限制、打破 40 分

钟课堂时间限制，构建由现实课堂向整个

教学过程延伸的教学空间。智慧教学体系

如图 2 所示。

智慧校园体系建设

1.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目录元数据

归类

面向下一代智慧校园的建设，所有数

据采集都是为“教和学”提供数据支撑，

以学生数据画像为主线，采集教学、生活

各维度的数据。元数据采集维度由以下几

部分组成：一是招生、入学、迎新、学工、

党团、综测等学生业务系统；二是教务、

教学平台、图书馆、网络等教学系统；三

是一卡通、生活服务等生活系统；四是人

脸识别监控、门禁数据、物联网控制数据、

传感器监测数据等行为监测系统。将以上

数据源按照学生入学到离校、从起床到睡

觉全周期时间进行采集，并根据时间线串

联，建立学校数据仓库目录，设定不同的

采集粒度，根据数据目录进行数据采集，

并对采集的元数据进行严格的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数据长度限定。目前，学校

已建立全套的规范和标准共 12 大项、221

个小项，建立数据目录 23 项。

2. 基于数据仓库的数据归档与治理

在建立数据目录基础上，采集的数

据来源于各不同系统，存在同一值的不

同表示、数据格式、命名习惯、拼写错误、

不合法值、空值等各种情况。通过对各

个业务系统数据库的数据字典进行分析，

在数据入库过程中建立预处理清洗规则，

将数据清洗为元数据标准的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数据长度，并定期审计标准

元数据源，防止出现数据污染。目前，

学校利用数据中间件实现 22 类、共 136

个数据集成交换规则，设定标准元数据源，

通过已建立预处理清洗规则、匹配规则共

348 条，已完成 63845 条数据入库清洗，

建立学生学业主题、学生综测主题、学生

日常消费主题、教师主题等数据仓库用于

数据共享开放。

3. 基于共享规则的数据流转与使用

图 2  智慧教学体系示意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76中国教育网络 2020.2-3

围绕数据仓库采集、组织、分类、保存、

发布与使用等信息生命周期，将学校各类

人员角色分为数据提供者、数据管理者、

数据使用者和平台管理者。每个角色都在

数据流转和使用过程中遵循数据共享规范

和标准，包括数据采集责任和范围，数据

共享和开放条件等。目前，学校已建立多

个主题的共享规则，利用数据中间件建立

了周期性的数据流转与交换模式。以学校

迎新业务为例，各部门仅需要在业务系统

中办理主管的业务，数据会自动流转到其

他部门使用，学生在各学院办理入学业务

时，仅需要在微信上支付相关费用，系统

自动将缴费信息同步到宿舍管理系统，即

可完成宿舍房间分配，无需到财务处、学

生处、学院、后勤处等多个部门办理，实

现“数据跑腿”。

4. 基于数据聚合的流程再造

在实现初步的数据治理后，学校对当

前的应用系统进行了服务与业务剥离，服

务对象不再需要通过主页登录、门户登录、

业务系统跳转、具体业务办理等多个复杂

流程，直接通过微信小程序直达业务界面，

完成免登录、免填基础信息，完成短流程

的具体业务办理；业务人员通过原业务系

统按流程完成业务办理。目前，学校对学

生综测系统进行了流程再造开发。原学生

综测系统需要学校每位学生集中在短时间

内在线办理，具体操作需要登录统一门户、

跳转学工系统、跳转综测系统、填写个人

信息并提交，流程再造后，系统通过预处

理为学生填好各类数据后，学生通过绑定

的小程序，自动登录认证、自动跳转数据

确认界面，大部分学生只需点击“确认”

键即可完成操作。流程再造大大减少了学

生办理业务的时间，大大降低了系统高并

发的压力。

5. 面向“教和学”整体融合教学改革

面向“教和学”整体融合教学改革

探索是实现人工智能驱动的智慧教室与教

学平台融合。包括三部分：一是借助无线

网、物联网设备使智慧教室成为配备智能

硬件的教室，实现无线网络覆盖，配置各

类传感器和摄像头，达到教学环境灯光控

制、录播摄像头自动跟随、多屏投屏互动、

AR/VR 技术的应用，实现沉浸式教学；二

是构建课内课外的数据采集机制。课外数

据采集机制主要采集学生的教务系统、教

学平台等学习相关数据，实现学习行为影

响分析、学习行为路径分析、学生行为关

联性分析和学业成绩预测的数据化教学；

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过程的各

种智能化、自动化、个性化的研究，建立

人工智能“助教”，这个“助教”通过数

据化的智能化教学平台，给予学生更需要、

更感兴趣、更容易理解的知识，通过沉浸

式智慧教室，给予学生更适合、更舒适的

学习环境；四是通过构建深度学习的推演

核心，利用学生在各个应用系统、教学平

台中的日常教学、日常生活、课余活动数

据，建立人工智能标签推荐和协同过滤算

法，根据数据去定义标签，描述基本特征、

行为刻画和兴趣模型，建立学生数据画像；

五是通过标签库驱动算法自动推荐符合学

生兴趣的内容，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通

过不断学习，不断调整算法，从而多维度

发掘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关联数据，提

高教学质量。

智慧校园运维和保障

智慧校园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与管

理涉及到各院系、各部门，应用上牵涉到

教学、管理、服务、科研各个领域，建设

内容包括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应用系统，

及标准规范、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必须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才能保障智慧校园建

设目标的完成。

1. 组织机构和经费保障

智慧校园是“一把手”工程。为此，

学校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副校长

为副组长，其他学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为

成员的嘉应学院智慧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领导，定期研究智慧校园的建

设，层层落实责任，定期检查，及时解决

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智慧校园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智慧校园建设工作办公室，

具体负责智慧校园建设的日常事务工作。

学院通过专项资金、校企合作、市场置换、

项目申报等多种渠道提供智慧校园建设资

金，将建设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务预算，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资源建设和应用

系统建设。

2. 人才队伍建设

智慧校园的建设、管理、应用，关键

在人。学校成立专门工作机构，设置不同

职能的信息化岗位，建议设置的岗位包括

信息化规划与建设岗、信息系统管理与开

发岗、云平台数据中心管理岗、网络信息

安全岗、信息系统应用支撑岗。每个岗位

由 1 人或多人负责。

3. 网络安全运维

学校信息化工作部门设立网络安全

专岗，专人负责网络安全工作。落实网

络安全等保制度，定期梳理网络层和应

用层安全策略，熟悉和利用防火墙、数

据库审计系统、堡垒机、Web 应用防护

系统、漏洞扫描系统等网络安全设备，

发挥设备最大效用，提高学校应用系统

和服务器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同时，

定期对业务系统和网站进行挂马、暗链

检测和防篡改，定期进行漏洞扫描并向

各个应用系统技术支持人员发布系统的

漏洞扫描报告，督促做好漏洞修补工作，

预防黑客入侵；部署网络安全态势系统，

收集日志，全面掌握数据中心的网络安

全状况；另外，限制外网直接访问非必

要对外的业务系统，为校外师生访问业

务系统提供 VPN 渠道，最大限度减少受

黑客攻击的可能性。

下一代智慧校园的核心是为“教和学”

服务。在前期各种便利性、智能性日常服

务应用建设的基础上，将这些应用数据、

监控数据转化为数据画像，通过数据画像

为学生提供更有效的智能化教学，借助物

联网设备提供更舒适的学习环境，实现教

学质量的实质提高，即为智慧校园建设的

意义所在。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嘉应学院信息网络中心）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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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直播方案示意

百年校庆，南开大学网络直播攻略

文 / 朱悦  焦宝臣  张四海 

高校的迎新晚会、毕业典礼、校庆

等重要大型活动，是学校宣传自己，激

发师生爱校爱国热情，让校友了解母校

的重要方式。大型活动的网络直播是更

多不在活动现场的相关人员了解活动的

重要途径。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直播

作为一种新兴的在线娱乐或服务方式，具

有第一时间性、现场感、同步交互性等特

征。因此，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展现高校

重大活动现场，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

已成为各高校的迫切需求。

本文从实际需求和当前主流技术架构

入手，给出了可行的网络直播方案。以南

开大学百年校庆网络直播为例，分析如何

实现高校重大活动的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方案

1. 网络直播需求

高校网络直播需求通常有两种形式，

主分会场和网络平台：

对于主分会场直播，通常是由于高校

具有多校区，在其中一个校区举办重大活

动，需要将主活动现场直播到其他分会场。

这种形式通常对直播视频、音频质量有非

常高的要求，对直播的及时性和稳定性也

要求较高。

网络平台直播，是将重大活动的内容

在网络平台上向网络用户直播。网络用户

可以通过电脑 PC 端和移动终端观看活动。

这种方式通常要求网络直播平台具有良好

的兼容性，一方面能够兼容 PC 端浏览器，

另一方面也能够使针对不同操作系统的移

动端有简单的播放解决方案。

2. 网络直播方案

通过上述对网络直播需求的分析中可

以看出，不论是主分会场直播还是网络平

台直播，都需要良好的网络作为数据传输

的基础保障；同时，对图形和音频的信息

采集，以及信息数据的处理均有很高的要

求。为此，以校园有线网络作为基础，利

用高清摄像机采集活动现场声音及画面作

为直播源，通过硬件编码器将直播源提供

的流媒体上传至流媒体服务器，使用流媒

体服务平台进行直播频道管理和服务器性

能监控，最终在分会场或用户的个人终端

上呈现直播内容。图 1 为网络直播方案的

示意图。

（1）直播源

校内直播源一般取自活动现场高清

摄像机。活动现场如果有高清摄像头可

以和高清摄像机画面共同组成画面直播

源，此外，现场环境声嘈杂也可以利用

麦克风等收音设备的声音输入作为声音

直播源。

（2）硬件编码器

视频编解码是网络流媒体传输中不可

或缺的。随着人们对视频清晰度要求越来

越高，视频分辨率的不断提升导致视频文

件体积巨大，意味着单位时间内需要传输

或接收的数据量也大幅度增加，网络视频

传输的负担越来越大。

硬件编码器是一个能够对数字视频

进行压缩或者解压缩的设备，它取代传

统的采集卡或软件编码而采用硬编码方

式，可以对视频的帧率和码流等参数进

行输出设置。硬件系统更加稳定，图像

效果更加完美。

（3）流媒体服务平台

流媒体服务平台主要提供流媒体服

务管理。平台具体功能包括频道管理，

管理员可以自定义频道名称，在已有的

流媒体服务器上创建频道。频道可以选

择“推流”（将采集封装好的内容传输

到服务器）或者“拉流”（拉取服务器

已有的直播内容），然后生成 RTMP（Real 

Time Messaging Protocol 实时消息传输协

议）或 HLS（Http Live Streaming 视音频

流输出地址）。管理员可以进行频道的

开启、关闭和切入垫片等操作，从而控

制直播内容。组网管理是指对现有的流

媒体服务器进行分类管理，包括新建、

删除流媒体服务器和启动、关闭、重启

服务等。统计报表功能以折线图图形化

的形式来展示当前流媒体服务器的使用

参数，如负载、内存使用率、CPU 使用率、

网络流量、连接数，以便管理员及时发

现负载过高的服务器并进行处理。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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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播观看平台

通过直播观看平台，可以将音视频内

容呈现给直播受众。因为不但要有主分会

场直播形式，也要保证直播受众能够使用

自己的电脑或手机等终端观看，所以直播

观看平台要有多种媒体播放方式，同时具

备良好的兼容性。

网络直播应用分析

南开大学有八里台校区、津南校区和

泰达学院三个校区，形成了“一校三区”

的办学格局。2019 年 10 月 17 日举行的

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不但是学校的重大活

动，而且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校庆

活动的直播也成为重要工作，包括不同校

区主分会场的直播和网络平台的直播，具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下面以南开大学百年

校庆活动为例，介绍具体的网络直播方案

如何实现。

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活动的网络直播具

有多校区观看、网络要求高、观众多和分

会场要求效果好等特点。为此，充分利用

南开大学现有的网络和直播系统，对图 1

中给出的网络直播方案进行优化并完善，

最终形成了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大型活动网

络直播技术方案，如图 2 所示。

1. 直播源

为保障不间断直播，采用了两路直

播源的方式，即主会场直播源和本地资源

直播源。“主会场直播源”通过邀请专业

摄录团队对主会场的校庆活动进行录制形

成。除主会场活动外的宣传片和其余现

场实况录像，利用笔记本电脑收看后以

HDMI 信号形式接入硬件编码器，作为“本

地资源直播源”。

2. 流媒体服务器

在流媒体服务平台共部署九台流媒体

服务器，播放控制服务器是直播平台管理

服务器，主要提供频道管理中频道的开启、

停止、切出（切换垫片）功能。为了简化

流媒体服务器组网拓扑，便于各终端获取

流媒体，设置一台流媒体服务器供编码器

推流，其余七台流媒体服务器均在此处拉

流供用户终端观看。

3. 直播观看平台

直播观看平台除了要为分会场提供视

音频源外，还要让用户能利用 PC 或移动

终端观看直播。为了营造良好的观看体验，

美化设计了直播观看平台的 PC 端浏览器

观看界面，同时优化了播放器的兼容性，

使其能在多种浏览器上播放。

对于移动端的播放，鉴于企业微信

的强大功能，其拥有内部管理高效、文

化建设丰富、内容保密可控、内部沟通

便利等优势，因此已经在企事业单位获

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南开大学构建了微

信企业号平台，并开发了“网络电视”

微应用为在校师生提供视频直播服务。

借助于微信平台，可使用户使用不同系

统的终端观看。

对于未加入南开大学微信企业号的用

户，流媒体服务平台将接收到的视音频流

进行处理后，即可发布生成移动端直播观

看链接，用户直接在移动端使用浏览器打

开直播链接页面即可观看直播内容。

4. 直播保障方案

为了保障重大活动的网络直播顺畅进

行，需要特别针对网络及直播设备和系统

做更加精细化的部署，具体如下：

（1）网络保障

为了保障网络稳定，要采用有线网络。

在当前校园网络大二层架构的情况下，对

各会场有线网络进行双路由、双节点链路

保障，实现网络链路的双备份。

（2）硬件备份

为了保障直播不间断，需要对使用的

硬件进行备份，即部署两套关键设备，形

成一主一备。硬件设备具体包括：主会场

笔记本电脑播放源、硬件编码器、分会场

的 PC、网络交换机等。这样当一台设备

出现故障时，备用设备能及时替换，保障

直播不间断。

（3）流媒体服务器均衡负载

由于 PC 端观看用户较多，将直播观

看平台设计与流媒体服务器部署相结合，

通过 PC 端的访问页面设置多个访问链接，

每个链接的观看页面对应不同的流体服务

器，从而达到引流和均衡负载的目的。同

时，为移动端部署对应的流媒体服务器，

保证移动端的直播观看效果。

综上，通过科学合理的网络直播方

案，在充分的直播保障下，南开大学百

年校庆的网络直播工作得以顺畅且高效

地完成。

高校重大活动的网络直播已成为活动

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当前，主分会场直

播和网络平台直播已成为各高校网络直播

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 PC 端和移动端的

网络直播，是必不可少的形式。这不但要

求网络直播的连续性，而且要求直播能够

在不同浏览器的 PC 端和不同操作系统的

移动端都能顺利进行。为此，我们给出了

“直播源”“硬件编码器”“流媒体服务

平台”和“直播观看平台”构成的网络直

播方案，并以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网络直播

为例，将该方案具体化。同时，还在网络

保障、硬件备份和流媒体服务器均衡负载

三方面，为不间断直播提供了技术保障。

本研究可为其他高校开展类似重大活动的

网络直播提供可行的技术方案参考。（责

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南开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图 2  南开大学校庆活动网络直播技术方案示意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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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复旦大学一站式服务

大厅（简称“eHall”）正式投入使用，在

过去的四年中，它为全校师生提供了“一

站式”在线服务，例如在线申办、监督和

评价等。

自管理与服务分离的建设模式在复旦

大学铺开后，“烟囱”式的管理系统功能

被渐渐分解，管理信息系统越来越专注于

后台管理，与师生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逐

渐剥离。当师生用户填报集中于“一表通”，

管理人员的审核集中于统一的“工作流引

擎”，学校的跨部门审批业务和多头管理

的业务需求逐渐增加，这些需求是以往信

息系统建设模式难以覆盖的。例如，讲座

会议审批、修缮项目申请、采购申请、外

贸合同管理等业务，都存在字段多，判断

逻辑多，跨多部门，存在多分支，流程流

转环节复杂等特点，再加上各部门信息化

程度不同，对业务理解不同，前期需求确

认困难，也会导致后期的实施周期漫长。

这种情况下，采用原型法进行软件开发就

显得很有必要。

原型法概述 

快速原型法，简称原型法，是惯用

的软件开发方式之一。它是指在投入大

量资源进行开发之前，首先确认基本的

需求定义，通过可视化的开发环境，快

速创建出一个可供用户测试的目标系统

的初始版本。根据用户的反馈意见进行

相应的补充修改，经过和用户反复沟通

确认、版本修改，最终得到用户满意的

原型版本。

系统的原型能直观展现用户需求，可

减少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因需求改动而反复

修改产生的工作量。而高保真原型设计能

体现特定功能的交互，用户可从多个维度

入手对系统进行体验，为系统的后期开发

提供完善的设计流程和业务流程，有利于

开发人员后期快速准确地开展工作。

原型法的开发过程主要包括确定用户

的基本需求、设计初始原型、试运行和评

价原型、修改和完善原型及提供相关文档

等阶段。

Axure 软件介绍

Axure 也称为 Axure RP（Axure Rapid 

Prototyping），是一种专业的快速原型设

计软件，能够协助从事需求分析、功能设

计和界面展示等工作的人员快速、高效地

创建目标系统原型及相关说明文档等。此

外，它还拥有开启多人

协作设计模式，管控开

发版本等功能。

目 前 主 流 的 原 型

设 计 工 具 有 Axure、

Balsamiq Mockups、

Justinmind 等。跟其他

工具相比较，Axure 有

以下亮点：一是动态面

板，能够清晰梳理出产

品 的 整 体 架 构； 二 是

Axure 中有丰富的函数，

可以更周到地考虑产品

细节，例如一些非常规操作的提示、复杂

的交互等；三是中继器，对于多次重复的

单元，中继器适合进行数据传递，用户

可以对页面的信息属性和内容进行清晰

的判断。

一站式服务系统原型设计

需求确认

以外贸合同管理系统为例，展开对一

站式服务系统原型设计的探讨。经过和业

务部门沟通，我们了解到进口货物办理事

项存在以下问题：学校每年的进口货物申

请量大，线下办理周期长，各院系（部门）

的老师要跑多次才能办理完成，以及资产

处的老师进行数据管理和信息维护工作量

大等。为了简化进口货物办理过程、让用

户少跑路、减轻业务部门的工作压力，学

校对各二级单位进口货物实行网上申请与

审批，并将服务名称确定为“外贸合同管

理系统”。

以 Axure 原型设计一站式服务系统

图 1  首页布局设计

复旦大学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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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业务部门老师的初步沟通，

我们确认了具体的字段信息，包括确

认字段填写类型，归纳整理需填写多

条信息的“货物信息”和“经费信息”

模块的相关字段，以及根据提交的货

物总金额的不同，需要上传不同附件、

报送不同审批部门等相关要求。此外，

和以往开发服务需求不同的是，业务

部门要求本系统由“填写申请表单”

阶段和“合同信息维护”阶段两部分

组成，方便审批人员和维护人员工作，

减少系统切换操作。

系统功能模块分析

1. 功能模块分析

本系统主要分为“填写申请表单”阶

段和“合同信息维护”阶段两部分。“填

写申请表单”阶段具体包括申请人信息、

接货人信息、货物信息、经费信息、收款

信息、其他信息、附件信息、联系方式模

块；“合同信息维护”阶段在“填写申请

表单”基础上，增加了合同其他信息模块。

此外，各审批环节需要在“填写申请表单”

模块基础上增加审批意见模块。

2. 页面布局设计

经过同业务部门沟通，已确认本系统

的服务对象为全校教职工。根据用户的行

为习惯分析，教职工大部分申请及审批业

务都是在 eHall 平台中办理，所以本系统

的整体布局设计和复旦大学自主开发的一

表通平台的通用表单布局保持一致，但是

考虑到业务部门的具体要求，本系统的首

页布局设计如图 1 所示。

原型设计

页面布局设计完成后，进行本系统的

原型设计，包括“填写申请表单”阶段、

“合同信息维护”阶段和审批环节各功能

模块的面板设计，以及特定按钮或字段的

交互动作的设计。

1. 功能模块面板设计

在“填写申请表单”“合同信息维护”，

以及各审批环节界面，按照功能模块划分，

设计并创建各功能模块的面板。

2. 交互设计

在已创建的功能模块中，增添交互动

作，使各字段、页面之间，形成一定的动

态联系。本系统主要通过设置函数关系、

创建动态面板和中继器来实现，主要包括

以下几方面。

信息提示设计：包括错误信息提示、

确认信息提示等，比如在申请人点击“提

交”按钮时，设置一个动态面板，会弹

出信息确认框；当合同信息维护环节最

终结束时，系统自动弹出审批通过确认

框。

操作按钮设计：根据系统要求进行设

置，操作按钮通常和动态面板及相应的函

数关系设置相配合。例如不同流程分支的

条件判断，通过设置函数关系判断“合计

金额”的取值范围来决定流程走向，如图

2 所示。

一对多模块交互设计：“货物信息”

和“经费信息”模块，主要是利用中继器

和函数关系实现，如图 3 所示，通过操纵

对应的功能按钮，能够控制“经费信息”

模块的字段及数据的展现。

生成原型页面文件及需求文档

系统原型设计完成后，可生成包含

CSS、JavaScript 和 HTML 代码的页面文件， 

在浏览器中安装相应的 Axure 扩展程序，

即可浏览系统原型页面，经过演示原型系

统和反复修改后确定最终版本。为了方便

后期开发，在特殊字段处添加相关说明和

文字描述，形成并导出规范的需求文档。

实施效果

目前，一站式服务系统技术平台稳定，

在自主研发过程中，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的关键是对需求进行精准设计。在采用原

型设计后，需求调研和原型设计平均占据

整个开发周期一半的时间，后期开发过程

中的需求调整幅度小，业务上线后能够长

期稳定运行。

本文以一站式服务大厅中的外贸合同

管理系统为例，使用 Axure 作为原型设计

工具，构建高保真原型，在与采招办、资

产处、财务处及外贸公司等校内外用户确

认需求过程中实现了快速迭代。用户通过

原型界面，能更直观地了解表单、数据、

功能等，需求设计人员对用户的需求调整

快速响应，为后期系统的自主开发工作提

供了一份清晰明确的需求文档，大大提高

了沟通效率和开发效率，为提升机关效能，

深化管理改革，加速一站式服务建设，促

进一网通办的校务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图 2  操作按钮设计  图 3  一对多模块交互设计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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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建设智慧校园，提供智

慧服务逐渐成为国内外教育界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应

用的日趋广泛和流程引擎技术的不断完善，各高校也加快了推进

信息技术与教学和管理深度融合的步伐，着力打造以线上一站式

服务大厅为主的智慧管理服务平台，推动高校职能部门从各自为

政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全校视角下的协同工作服务平台，基本实

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师生少跑腿”的管理服务目标，但同时

也暴露出服务大厅与学校信息门户未能进行有机融合，后台管理

和访问方式不统一，不能提供个性化服务等问题。

服务大厅现状分析

近年来，各个高校通过建设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数据交换和

统一信息门户等三个信息化软件基础支撑平台，为线上一站式服

务大厅提供了统一数据和统一入口，而服务大厅的成功应用则打

破了提供服务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对师生的人性化需求给予了极

大满足。

随着服务大厅的建设及其应用实践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逐

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应用与服务整合问题。

首先，统一信息门户平台和一站式服务大厅虽然在前端实现了应

用整合与统一呈现，但双方的后端系统仍是各自独立且相互割裂

的；其次，在服务大厅建设之前，部分业务系统的可剥离和类流

程服务已经与信息门户进行了深度集成，服务大厅对这部分服务

重新整合的代价较大，因此这些服务仍然保留其原有访问方式，

从而造成应用和服务分散于信息门户与服务大厅之间，缺乏统一

访问通道的问题，导致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困惑与不便。第

二，个性化服务问题。智慧校园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为用户

提供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服务大厅虽然突破了时空限制，为

用户提供了较好的人性化服务，但却未能有效利用用户的时空属

性尤其是空间位置属性，打通身份和场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用户在服务大厅使用的服务仍然只能简单地按照使用频率、

关注热度、性质类型、部门单位等方式进行筛选和分类，不能实

现根据用户身份和时空场景的个性化推荐推送服务。

服务融合门户系统架构

服务融合门户是基于建设一体化智能管理与服务平台的思想，

依托校园 GIS 系统和身份认证系统，实现物理校园环境与虚拟校

园服务平台之间的连接，建立起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的位置服务

平台，并与信息门户和一站式服务大厅进行深度集成，将三个平

台融合为一个面向用户的一体化智能服务平台，打通身份、精细

化位置、界面、应用、流程、数据、消息等集成通道，实现基于

情景的个性化服务推送，提供以人为本的在线服务。

服务融合门户平台采用五层架构，如图 1 所示。由下至上

分别是基础设施层、数据管理层、服务管理层、应用服务层和用

户感知层，从基础设施到基础支撑平台再到应用和服务管理及终

端用户，覆盖了智慧校园建设的全部维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服

务持续发展体系。

1. 基础设施层。智慧服务的底层环境，由云平台、校园网、

物联网、数据库、计算和存储资源及其他软硬件支撑设施构成，

为数据处理层提供全域数据 , 并承担通信和泛在计算服务。

2. 数据处理层。由数据采集平台、数据治理平台和数据监

控运维平台组成，对空间数据、业务数据、基础数据、属性数据、

机器数据等进行综合采集、存储与治理，并开展数据流向监控、

数据采集监控、数据访问监控和数据安全监控工作。为上层提

供数据访问、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 API 和数据订阅等一

服务融合门户提升师生个性化体验

图 1  服务融合门户系统架构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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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数据服务，打通数据全域通道。

3. 服务管理层。基于位置智能的服务融合门户的核心层，是

位置服务、信息门户和服务大厅三个平台从各自为政走向融合统

一，形成智慧服务一体化平台的主要支撑。这一层的主要应用系

统包括开放位置服务平台、开放应用管理平台和快速开发工具。

开放位置服务平台采用分布式开源 GIS 架构，提供位置信息和定

位导航服务；开放应用管理平台采用微服务架构，对智慧校园各

种应用和服务进行集中管控与连接，支持多终端自适应的应用注

册、发布、版本管理、访问统计与行为分析；快速开发工具支持

敏捷开发，提供流程重构、表单定制、图形绘制等多种开发工具。

此外，平台还通过将位置信息与身份信息联动，对用户当前位置、

常去位置及用户身份进行关联分析，实现基于情景的个性化消息、

应用和服务推送与推荐。

4. 应用服务层。依托下三层提供服务，是面向学校的信息共享、

查询、统计、分析等全局业务需求而建立的服务框架，利用数据

交换、位置信息和身份认证实现数据共享、单点登录和权限管理，

解决跨场景、跨系统的身份识别和认证问题，以全局服务模型来

实现应用整合。应用服务层按照服务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分为以

下四个类型：（1）面向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等以人为中心的

全局信息服务；（2）面向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校园生活等

以业务为中心的全局服务；（3）面向学校各院系部处管理人员

和领导及校领导的管理分析和决策支持类全局服务；（4）面向

各业务系统的全局数据同步服务。

5. 用户感知层。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融合门户的多终端

呈现 , 包括拼接大屏、PC 端网站、手机端网站、微信公众号、

APP、微信小程序等多种类型终端的应用，同时也支持自助打印，

多媒体终端机和其他智能终端设备的交互与展现。通过服务标准

接口，Html 5、J2EE 等多种类型封装方式的应用，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位置服务融合设计

服务融合门户采用 “大平台 + 微服务” 的设计理念，把传

统意义上的服务大厅、 PC 门户、移动门户等割裂的系统融合起来，

通过空间信息互联，引入位置智能服务，完成了位置、身份、界

面、应用、流程、数据、消息的互联互通，消除信息服务的分散

性，实现信息服务的情景化，提升智慧校园服务的一体化、人性

化和个性化体验。

1. 基于开放位置服务平台的数据融合

开放位置服务平台位于服务融合门户的“服务管理层”，它

利用感知设备和网络通信技术，提供基于空间位置的信息记录，

通过收集记录的空间位置信息和设备状态及属性信息，实现业务

数据与空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有效融合。如图 2 所示，开放位置

服务平台首先依托感知设备对用户位置数据进行持续采集和转换，

然后通过位置数据对接组件、身份数据对接组件、位置身份关联

组件、位置数据加密和位置数据共享组件实现空间信息与身份信

息互联融合。当用户登录服务融合门户时，平台即可精准关联需

求用户的位置行为记录，记录包括：实时位置（当前登录时间点

的位置数据）和时空位置（某个时间段的位置数据集），当用户

在门户中访问相关服务时，平台根据服务属性匹配相应的位置行

为数据，形成基于位置、用户、业务的一体化融合数据，实现位

置身份数据与业务数据的互联支撑。

2. 基于位置智能的情景个推

服务融合门户中，通过位置身份数据与业务数据的互联支撑，

可以实现物理环境数据伴随身份及权限信息的分级分角色呈现，

基于此完成教务、学工、资产、迎新、离校等业务数据的接入、融合、

统计、分析，构建附带身份及位置属性的融合数据模型，当用户

登录或使用服务时，门户匹配数据模型并通过 API 调用地图信息

平台和可视化数据中心的位置服务功能，从而实现面向用户的不

同场景下服务及消息的个性化精准推送。

通过长时间位置数据的积累（实时位置数据 + 时空位置数据）、

多元化业务数据的接入，依托可视化空间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

可以逐渐提升融合数据模型的准确性，降低无效个推的干扰，让

基于位置智能的情景个推更加精准全面。

信息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通过建设基于位置智能的服务融

合门户，突破了传统服务大厅的应用模式，整合了分散的应用服

务访问路径，将物理环境与人相结合，满足了用户位置身份感知

和获取个性化服务的诉求，形成了一体化、智能化的管理与服务

平台，是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对智慧校园如何为

师生提供个性化服务提供了借鉴思路。 （责编：朴艺娜）

( 作者单位：1 为黄淮学院信息化办公室；2 为泰国博仁大学；3 为黄河水利职业

学院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图 2  开放位置服务平台架构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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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疫情防控期，为及时、全面、精准掌握师生的健康动态，高校紧急开发健康报送平台，并陆续投入使用。各高校健康报送平台

的开发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系统开发过程中又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本期我们将介绍几所不同类别、不同规模的学校在此方面的

相关案例和思路。

疫情防控报送系统

疫情信息收集模式选择

面对疫情，信息化从业者首先想到

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收集数据。

由于疫情防控工作刻不容缓、分秒必争，

必须在第一时间确认信息收集的模式。

浙江大学放弃了传统的信息采集上报模式，

而是选择了一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型

信息采集模式。两种模式的特点如下 :

传统二级采集模式。以往面对各种

上级统计信息，高校一般会采取二级上报

模式，即一级（院系）收集数据，然后

交由二级（学校）统一上报，一般采用

邮件加 Excel 上报。

移动端采集模式。移动端采集模式

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可以便捷触达每一

位师生；健康信息由师生本人负责，可

使管理更加精细；充分利用移动端优势，

可记录师生每天打卡位置信息，提供轨迹

回溯，支撑疫情防控；可为后续工作建

立信息发布和采集的服务渠道。

健康打卡平台建设回顾

浙江大学按照相关要求，由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信息技术中心联合党

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国际

教育学院等单位，迅速响应、攻坚克难，争

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上线了健康打卡平台。

浙江大学健康打卡平台建设及时快速，

填报范围包括学校全体师生。根据学校要

求，自 2 月 6 日起，全体师生须于每日中

午 12：00 前，通过平台如实填报个人健

康信息。每天近 7 万左右师生通过健康打

卡平台报平安。

工作组织与协同

健康打卡平台的快速建成并投入使用，

离不开学校的正确领导，信息技术中心

的艰苦研发，以及相关部门和院系的全

力配合。

学校方面，由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成立健康打卡工作小组，组织相关负

责人召开视频会议，为平台的建设奠定

了重要基础；健康打卡业务小组由两办、

学工、研工和信息技术中心的老师组成，

主要负责采集信息项设计、数据统计要

求、打卡群体确定、技术平台支持等工作，

面对疫情，上级部门对信息采集工作不

断提出新的要求，也都由该小组负责落实；

健康打卡辅导员和办公室主任专用群是

业务小组联系师生的重要纽带，我们基

于“钉钉群”建立，因为“钉钉群”更

协同作战是健康打卡平台的重要保障

浙江大学

加便于工作的协同，我们的一些信息采

集都是依赖于钉钉的填表服务得以快速

实现，事实证明这一举措非常好地解决了

不同群体之间的协同问题。

信息技术中心方面，技术平台开发组

主要由校方和公司方人员组成，做到与辅

导员、办公室主任“钉钉群”信息的隔离，

以确保其可以集中精力快速迭代和保障系

统正常运行。同时，建立了“战疫通”后

端工作保障群，由信息技术中心的骨干和

青年老师组成，主要针对当天的运行情况

进行复盘，将常见问题整理成 FAQ，交给

技术支持人员，有效地帮助技术开发人员

屏蔽前端杂乱的需求。

面对数量众多、分工不同的工作小组

和工作群，如何保障其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尤为重要。在整个工作协同中，浙大运用

了“钉钉”作为工作平台，利用“钉钉”

的基础协同服务组件很好地解决了远程协

同办公的问题，如填表服务、信息公告、

网盘、审批等，能够快速解决信息搜集，

流程审批、文档共享等功能。

总的来说，健康打卡平台工作得以顺

利开展的关键在于协同机制，在短时间内，

让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工作伙伴可以协同作

战。从目前的上报数据来看，平台的效果

已经超过预期目标。 （责编：朴艺娜）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84中国教育网络 2020.2-3

文 / 孙秋瑞

上线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掌握全校

师生疫情防控相关情况，做好准确、高效、及时的信息报送工作，

按照学校要求，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中心在 48 小时内完成需

求调研，系统开发和部署，数据初始化和测试工作，自 1 月 31 日、

2 月 1 日、2 月 4 日起，陆续开通了全校教职工、国内学生、留

学生的“微”打卡报平安服务。

该系统依托学校校务数据中心提供基础数据，以微信企业号管

理平台为技术框架，按照教育部、北京市等上级部门要求 , 并结合

我校实际情况设计填报内容，依靠手机位置定位（仅定位到所在城

市）等手段科学化采集数据，确保数据填报的准确性及可操作性。

面向师生个人，填报页面分为基本信息和每日上报两个内容。

首次填报需填写基本信息，其中，姓名、学工号、手机号均通过

校务数据中心获取，其他需填写居住地址、现在地点、14 日内

发热、接触、是否感染等相关信息，如有接触进一步填写行程信

息等内容。每日一报包括当天的相关情况，如体温、位置、出行

情况、接触情况等内容。基础信息只需一次填报，每日一报需要

每天打卡，在结果统计中，系统根据基础信息的行程起始时间和

每日行程时间综合计算 14 日内接触情况，并智能设置 2020 年 1

月 23 日之后火车过而不停的相关情况，不予统计，计算最终结果。

二级单位是填报工作的执行主体。二级单位管理权限的设置，

采取内部两级设置，单位负责人负责单位整体情况并负责每人上报，

单位联系人、辅导员等具有相关子权限，可以督促师生填报。各管

理员均具有一键提醒等功能，可以直接对未报送的师生发送提醒微

信。同时，二级单位管理员具有详细的数据统计功能，如在京人数、

在京接触湖北数、疑似感染数，针对这些数据，可随时联系高危学

生，做到心中有数。

党委教师工作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可对相

关人员进行专项监控和统计，系统同时配置了辅导员、外籍教师等

群体的专项工作，上报数据均有据可查。

高效率疫情信息报送依托于优质数据

北京师范大学

为了更好地动员师生，信息网络中心联合党委学工部、教

委教师工作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通过垂直通知（直接将消息

通过微信发送到师生端）、层次通知（各二级单位对本单位人员

进行联系督促）和广而告之（宣传部等部门通过官微等形式发布）

的方式，多方位宣传，做到了通知宣传无死角。自上线以来，师

生积极参与，基本做到了线上填报全覆盖。

经过几天运行发现，该系统的填报时间集中在每天上午 8

点 ~11 点，这个时间段需承受超过 2.5 万人的填报和超过 10 万

人次的登录。系统由 7 台服务器提供前端服务，挂接硬件负载均

衡，目前运行稳定。

思考

在整个系统上线和运行中，有一点启示和大家分享：信息

化促进高校现代化治理已成为目前的共识，管理信息化是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管理信息化的核心是数据的沉淀和服务的提升。

本次空前紧张的系统上线能快速完成，我认为关键有如下

几点：

1. 完整的校务数据。北师大于 2012 年开始建设校务数据共

享平台，2016 年成立校务数据管理中心，对校务数据的生产、存储、

共享和分析有完善的保障；2. 统一的入口。自 2015 年以来，学

校形成了 PC 端的信息门户、移动端的微信企业号和移动应用

APP“掌上师大”三位一体的门户平台，师生已经习惯将这三大

平台作为入口办理事务；3. 良好的信息发布渠道。学校建立了统

一通讯平台，可按需通过短信、微信和邮件将消息通知到个人；

4. 快速形成的需求闭环。通过信息化手段避免信息采集冗余繁复，

流于形式，做到师生愿意填，填报无障碍，填了就能用，覆盖

无死角；5. 建设了微信企业号管理平台。可以借助该平台提供实

名或匿名的问卷、投票等公共服务，本系统即采用该平台迅速部

署，省略了用户管理，系统发布，统一身份认证对接等诸多步骤，

并采用敏捷开发，先把信息采集起来，再逐步完善个性化的需求，

最终形成完整的数据和报表。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信息网络中心）

疫情防控报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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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疫情信息报送依托于优质数据 开展数据对接共享 服务校园疫情防控

文／锁志海   任炜   徐墨   罗军锋

建立师生健康档案  织密信息防控网

西安交通大学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全面启用在校教职工、

在校学生、留学生及临时人员每日健康线上打卡功能，保障全

覆盖、无遗漏，并逐步建立起特殊时期每一位师生精确、规范、

实时更新的健康档案。

学校师生综合服务大厅“健康每日报”平台终端涵盖微信

企业号、小程序、PC 端及 APP 端等多个入口，保障师生随时

随地点击即可完成健康填报。

师生填报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每日填报信息等。其中，

基本信息均来自系统数据，无需填写，基于学校完备的中央数

据库建设，实现短时间内打通并校准全体在校师生的基础数据；

只需要填报一次的信息，如当前所在详细位置等，不需要重复

填写，可随时在线变更。

系统在保障实时跟踪健康数据的同时，尽可能减轻师生重

复操作和填写的负担。

师生完成填报后，对每日填报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分级授

权，建立层层管理的分级模式，可按照不同需求精准定位需要

高度关注的人群，便于快速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比如，学校

本科生每日填报管理，以班级为最小单位进行数据授权，既可

以实现独立精准、精细化的数据管理、多维度统计和分析，又

可以按照班级实时查看未填报人员的详细数据以便管理。按照

辅导员、书院、学生处三级数据授权和独立管理，实现“足不

出户”即可实时、准确、高效掌握全校本科生疫情防控相关情况。

近日，学校师生服务访问次数稳步上升，每日填报率达到

95% 以上。

据分析统计，师生每天填报的时间集中在上午 9:30~10:00

和下午 15:30~16:00，平台高峰时间点在 9:30、15:30，平台承

载高峰超过 0.9 万人的填报和超过 0.9 万人次的登录。大流量

的并发登录与填报是对学校基础计算环境、服务平台的考验。

通过多级缓存技术、集群化部署为高并发访问提供弹性的横向

西安交通大学

图 1 “健康每日报”系统访问次数统计

图 2 “健康每日报”系统服务次数统计

扩容能力，结合硬、软件负载均衡器可提供高性能、高并发的

业务访问能力。作为填报主要渠道的微信企业号，账号绑定师

生已达 99.38%。

学校全体师生“健康每日报”线上打卡从获取业务需求、

填报表单设计、基础数据校对、查询功能分权、其他功能研发、

功能和性能测试到最终交付上线，全程仅用时 2 天；从启用上

线到每天超过 95% 师生通过该平台完成健康信息填报，用时仅

1 天。截至目前，学校师生已累计完成填报 39.5 万人次，平台

服务总次数高达 75.57 万，系统运行稳定。

这就是疫情期间高校业务管理和信息化快速碰撞后做出的

应急响应。线上填报平台解决了业务数据统计不实时、逐级数

疫情防控报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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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工作繁琐的问题。

学校微信企业号消息中心、统一消息协作平台等多平台，

实现将通知消息有效、精准送达至每位师生的任务，提醒师生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及时完成健康状况的填报。

此外，为了帮助师生掌握全国疫情实时动态、普及疫情

防控知识，学校通过与国家权威数据中心开展数据对接共享，

在微信企业号、APP 等多渠道同步上线“疫情动态实时查”

功能，提供疫情地图、疫情追踪、鉴真辟谣、同程查询、发

热门诊等 8 类查询功能。   

特殊时期的突发事件处理要求响应及时，同时数据需求和

统计复杂，以及随着疫情发展趋势变化而快速迭代的业务需求，

都需要信息化能够精准而又敏捷地随之变化和响应。

此 外， 疫 情 防 控 要 求 掌 握 健 康 状 况 无 遗 漏、 全 覆 盖，

需要支持留学生填报的双语版填报页面、支持学校临时人

员的专属链接；需要有精准送达的消息中心；更需要有稳

定 高 效 的 运 维 闭 环 来 保 证 全 校 师 生 的 稳 定 准 确 及 时 填 报，

全力做好师生健康档案，为随时开课下足功夫，为学生开

学做好准备。

优化升级 VPN 平台保证科研学习有序开展

为 确 保 疫 情 防 控 时 期 师 生 远 程 科 研、 工 作、 学 习 有

序开展，学校优化部署了高性能 SSLVPN 服务器，新增了

WebVPN 平台，以充分保障师生在校园网外访问校内各类

线上资源畅通。

此外，为提升师生使用体验，学校还开通无客户端 VPN 服务，

无须注册，采用统一身份认证直接登录使用，系统支持电脑、

PAD、手机等终端设备。

据统计，学校 VPN 注册人数已达 3 万 6 千人，每日使用

访问近 8000 人次，最高同时在线 2000 多人，为全校师生在校

园外无障碍访问和下载校内图书馆网络数据库、文献资源，以

及远程办公、提交学术论文、撰写科研基金项目、访问高算平

台等提供全面保障。

交大师生同上一堂课 全新方式部署新工作

2 月 7 日上午 10 点，世界各地 5 万余名西安交通大学师

生同上一堂课。学校通过直播方式，通报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情况和新学期各项工作部署，鼓励大家做好防护工作，坚定

信心，理性面对疫情，不负韶华，克服困难继续前行，为抗

击疫情做出交大人应有的贡献。

课程结束后，很多师生表示，在特殊时期聆听这样一堂课，

非常提振信心，交大人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终将

战胜疫情，重新汇聚在交大校园，迎来更好的发展。

这是西安交通大学在特殊时期的全新工作方式。为上好这

堂课，学校铺设专网，启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等三条线

路，保障直播通畅，学校官方微博、哔哩哔哩站、今日头条号、

抖音号、原点新闻 APP 等 10 大平台同步直播，授课视频支持

重复观看。

此外，学校网络信息化中心技术人员主动担当，利用各类

工作微信和 QQ 答疑群，全力为师生做好 7×24 小时线上咨询和

答疑，保障健康每日报的正常填报、保障 VPN 的正常使用、保

证线上课程如期开展。同时，成立“新学期、新方式网络课堂

保障小组”，全力保障师生网络课堂如期开展。

疫情在继续，健康填报不中断，信息服务不终止，挑战依然

存在。信息化在特殊时期定会扛起一面全新的大旗，发挥更大能

力和优势去应对这场战“疫”带来的挑战。首先要继续做好健康

填报工作，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建立完善学校师生个人

健康档案 ; 其次要发挥各类信息化平台优势，应对接下来不断涌

现的教学、生活、学习、科研等方面避免人员面对面接触的网上

办事需求，用行动践行“不跑一段路、不推一扇门”信息化建设

理念，全力保障学校各项业务不停滞。 （责编：朴艺娜）

( 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

图 3  VPN 平台在线用户数统计

图 4  VPN 平台访问统计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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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振峰

信息化在服务教学、科研、管理方面

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学校治理体系

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

共睹。软件系统逐步代替手工，大平台集

成逐步消除孤岛林立，数据逐步作为资产

存在。随着基于数据的分析报告、规划决

策的产生，学校高层也越来越重视信息化。

信息化愈加成为学校治理能力提升、治理

体系完善的利剑和抓手。

当下，疫情防控工作依旧严峻。返校

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入校后人员的流

动，以及各个环节的不可预知性，对任何

一所高校来说都是考验。郑州科技学院按

照上级要求，详细部署防控工作，作为信

息组的一员，我参与了信息化方面预案的

制定，以提升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具体事务

处理能力。

本文将以开学前、开学时、开学后三

个时间段，介绍如何在疫情防控期间，力

争做到心中有“数”，并对体现“信息化

促进治理能力提升”的具体实践和部分预

案模拟加以分析。

开学前做到心中有“数”

开学前，完成师生健康状态初次登记、

每日健康打卡、追溯档案功能，做到心中

有“数”。

记载初始状态。1 月 26 日，河南省

教育厅下达相关文件后，学校敏锐地认识

到事情的严重性，全校上下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工作，并于当天召开相关会议，成立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下设多个工作组，下

达了信息组的任务：第一时间摸清全体师

生目前的状态，做到心中有“数”。26 日

当天，联系学校基础平台服务商，同时着

手开发健康初次登记功能，接入基础平台；

27 日，完成 3 万余师生健康初次登记。初

次登记所在区域、健康状态、最新联系方式，

前两项为选择项，如果联系方式发生变化

则更新，功能单一，操作灵便。数据及时

收取，交由疫情防控工作组进行下一步部

署。即时提供数据支持，使得决策制定有

了相对科学的数据依据。

记载日常动态数据。随着疫情发展，

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决定随时掌握师生

健康动态。2 月 2 日，开始基于基础平台开

发每日健康打卡功能，该功能结合上级主

管部门要求的每日填报数据格式开发，包

括当前是否健康、有无发热咳嗽状况、个

人现在状态（正常、医学隔离、疑似、确

诊等）、是否接触重点疫区人员、现居住地、

应急联系方式等，力求最小化输入，自动

采集不再人工填写。如“现居住地”数据项，

采用 IP 地址对应的省市县位置和获取手机

GPS 位置两个数据自动获得，校验自动采集，

其他也基本为选择项。另外，考虑到居家

隔离，数据变动不大，因此设计次日打卡

默认数据为前一天数据，若无变化，直接

提交，有变化则更新，力求师生用户最简

化操作。

及时更新，解决并发拥堵。2 月 6 日，

通知实施每日健康打卡工作，实时收集数

据，上报数据。学校掌握了每日的数据，

做到心中有“数”不慌张，制定后续计

划有依据。由于第一版中“获取 IP 地址

和获取手机 GPS”自动获得所在区域功

能，受限不同种类手机安全性设置不统

一、公共 IP 地址列表不全面、IPv6 格

式考虑不周、国际跨时区等运算判断设

计缺陷等问题，导致耗费大量服务器运

算资源和接口调用频率超限，当日访问

拥堵。为此，我们及时调整思路，退而

求其次，将所在区域地址更换为省市县

三级联动选择，增大接口调用后状态存

活时间，减少接口调用频率，紧急升级

更新后，系统运行正常，每日健康打卡

随之恢复正常。

按需升级，提升管理效能。由于需

要每日打卡，用户难免会有情绪。为了

郑州科技学院

心中有“数”促进治理能力提升

图 1  学生打卡情况统计

疫情防控报送系统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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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完成率，每日打卡功能增加组织架构

扁平化管理功能，谁的人谁督促，数据一

竿子插到底。面向各院系辅导员开通查看

督促功能，随时查阅管理班级的学生列表，

分班显示打卡情况，列表可一键电话督促，

随时与已打卡但健康状况有异常的学生一

键通话，问候具体情况；面向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开通本部门教职员工的打卡列表，

及时掌握本部门情况；面向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主要人员，开放打卡总体情况、

各院系打卡完成率排名情况，以及各部

门教职员工健康打卡统计和排名情况（如

图 1）。

形成追溯档案。2 月 14 日，按照上

级文件要求，基于个人每日打卡数据，建

立师生个人健康档案（时间轴，如图 2），

同步发布到基础平台，便于对健康状况的

后期追溯和存量数据变化进行分析。

心中有“数”，有备无患，提升决策

前瞻性科学性。根据日常数据形成师生分

布大屏展示（如图 3），一目了然。例如，

地图显示的动态数据按县级统计、按地级

市统计，学校较大比例学生来自河南省内

重点区域。基于此，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在选择校内隔离区域面积、隔离区域日

常备用医护物资、餐饮物资、管理队伍等

方面提前着手安排。

开学时控制人员流动

开学时（模拟预案已部署），人脸识

别通道严格授权，控制校内外人员流通，

制约区域间流动。

人脸识别通道严格授权，严把入门关。

开学时，人员来源情况复杂、基数大等众

多不确定因素，使得即便按照预案错峰入

校，管理难度、管理压力依然很大。为此，

信息化在学校大门入校环节、入公寓环节，

提升日常人脸识别通道管理等级，除出校

健康检测外，严把入门关。严格控制无关

人员和人脸识别系统之外的人员入校，严

格控制系统授权。其中，公寓授权根据每

日健康档案和入校健康检测数据，及时取

消授权，未授权人员一概不得进入公寓。

开学后出示电子健康码通行

开学后（应对预案），电子健康码作

为重要凭证，可减少猜忌带来的恐慌，减

轻因未知因素带来的群体性管理问题。

为了应对开学后各种复杂情况，学校

已部署上线电子健康码功能，出入校内各

场所及大门，出示电子健康码通行。

开学后，人员流动量大，校园空间相

对集中，存在传播隐患。集中教学、集中

餐饮、集中住宿、图书借阅、自修室学习、

运动场馆锻炼等密集型场馆的人员相对集

中，存在管理困难。图 2 师生个人档案

图 3 师生分布大屏展示

电子健康码的设计，基于基础平台的

师生个人基础信息（院系 / 部门、班级 /

科室、姓名、学号等），采集人脸识别通

道系统的人脸照片，基于以上数据的日常

健康打卡档案数据和入校健康检测数据，

形成如图 4 所示的电子证件健康状态码，

根据后台数据按照无异常、隔离期、较长

隔离期数据自动生成绿色、黄色或红色，

也可扫码查询其健康打卡档案等信息。在

不同管理区域出入，需主动出示电子健康

码证件，也可进行扫码抽查。

通过如上措施，一是可以限制不同状

况的师生交叉接触，二是可以减少未知带

来的人人自危的恐慌。特别是进入餐厅时，

按需主动出示电子证件健康码，并以此分

区域设置挡板避免交叉混座带来的风险。

除此之外，适时将同行人查询、全国

疫情查询、小区疫情查询、周边疫情查询

等平台，以及疫情知识库问答平台以链接

的方式植入基础平台，可方便师生第一时

间掌握疫情实时动态，了解疫情相关知识。

（责编：朴艺娜）

图 4 电子健康码

（作者单位为郑州科技学院）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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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仿真实训培养技能型人才

文 / 袁先珍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省一所

高职学院，2008 年被列为国家示范性高

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

疫情发生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时间定制开发健康卡程序，并与学校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实名操作，师生

基础信息来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教务管

理系统，提供官微、APP 和 PC 端等多个

入口，师生可随时随地完成健康填报。

网络教学 任务不减

在线教学方面，学校依托 2 个国家级

教育资源库及 400 多门校本课程，通过学

校的“轻工教育在线”网络教学平台进行。

平台还引入通识课程 300 多门和创新创业

课程 60 多门。开课形式以主讲教师牵头，

专业教学团队成员参与，以课表规定的教

学班为单位在网上开班，实施线上教学。

通过“轻工教育在线”网络教学平台

实现师生实时互动、直播答疑，开展课堂

形式的教学活动。教师基于手机端开展课

堂考勤、作业布置、考核、在线考试等工作；

学生线上自主学习、在线答疑、作业和测验等。

云端实训 强化技能

职业院校注重技能型人才培养，开设课

程大部分是理论 + 实践课或纯实践课，而利

用一般在线资源或直播方案进行教学达不到

传统实验实训课的教学效果。为此，学校使

用云实训方式实现远程在线虚拟仿真实训，

通过模拟真实的实操场景，结

合项目式教学模式来提高实践环

节教学质量。其中食品供应链

仿真、虚拟化工仿真、3D 材料

成型仿真、自动驾驶技术实训、

中央空调维修仿真、VR 模拟导

游及外贸业务能力操作实训、云

评估 CAS 询价系统等就是学校大

量云实训中非常典型的应用，师

生通过云端平台远程即可开展实

验实训互动教学。

异构平台 集中监管

网络教学不仅可以使用学校自建平台，

师生还可借助中国大学 MOOC、智慧职教

MOOC 学院、学银在线等国家开放型教学

资源平台，开展在线教学服务。为了实现

多样化平台的统一管理和监控，学校制订

《线上课程教学管理规定（试行）》，对

线上教学质量、线上教学管理、线上教学

成绩的考评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开

发“在线教学课堂督导”系统，提供线上

开课查询、统一签到、同行听课、督导评

价等功能，加强对教学实施情况的监控。

疫情宣教 咨询疏导

同时，开通教育校园百事通的疫情小

百科 SAAS 化模式的应用服务，为师生提

供基于人工智能 AI 自然语义识别的咨询

服务助手，24 小时在线为新生答疑解惑。

系统提供疫情最新进展、患者同程查

询、在线问诊新型肺炎小区速查，个人防护，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自评，返校预防等功能。

疫情小百科专业的知识库、数据分析等功

能兼具新颖性、实用性、便捷性和智能性，

给师生提供一个随时随地快速触达所需服

务的通道，解答学生和教职员工有关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常识。

学校心理咨询中心通过 QQ 平台提供

在线心理辅导，面向急需情绪疏导和心理

支持的师生提供一对一的专项心理咨询。

线上指导 网络招聘

了解毕业生顶岗实习落实情况，邀请历

年招聘资源库优质企业、校企合作企业、产

教联盟企业、职教集团企业、地方人才部门

推荐的重点优质企业、校友企业等参会。通

过学校就业网、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群等线上渠道，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打造线

上网络招聘会，融个性化就业指导、毕业生

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就业大数据统计分析

于一体，为毕业生精准推送岗位，稳定毕业

生就业核心指标（初次就业率、专业对口率、

平均薪酬）。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报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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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线教学实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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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中南民族大学原有核心网络于 2014 年

按照双活特性改造完成，核心交换机分布在

校内相距 1 公里的两座数据中心机房，以

vrrp 和 port-channel 协议在逻辑上构成一

个整体，上行至运营商的互联网出口，下行

至各个楼宇的汇聚交换均双万兆链路以动态

LACP 连接到两座机房的核心交换机，也就是

说对端设备都“认为”核心交换是一台设备，

以期在核心拓扑中出现任意单点、单链路故

障，甚至单机房停止，都能在用户无感知下

连续运行，继而在工作时间从容处理突发问

题，如图 1 所示。

防火墙是整个拓扑的“中枢”，上端

是校园网与互联网的边界，下端连接数据中

心与网络中心两个核心区域。核心交换以下

保持汇聚、接入的三层网络结构 ，用户以

DHCP 获取仅限校内访问的 IPv4 地址后，通

过 L2TP 校园网认证获取 IPv4/IPv6 地址，即

通过 BRAS 整合有线、无线为一张网双栈准

出到互联网，继而实现校内和互联网均同一

入口接入校园网。

双活核心拓扑解决了连续可用性并适用

于学校应用和运维的同时，也带来了伸缩性

等问题。

1. 安全设备的重要地位

拓扑中的防火墙处于南北向流量的“咽

喉”，一台出问题时必须由另一台承载全网

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负载，选型兼顾各个技术

细节都满足的设备种类不多，可选范围缩小

也间接带来采购竞争减小和价格高昂。若将

擅长不同特性的安全设备串接在一起，多次

过滤防护即造成潜在“单点故障”位置，也

影响用户体验。

2. 网络结构难以获取全局流量

防火墙是整个拓扑结构中流量最齐全的

汇聚，并拥有 NAT 前后的会话表，虽然两个

墙之间做到了会话同步，但在各自承载一半

流量的负载均衡模式中，想获取全网所有流

量需要跨机房采集至少两个设备，难以将镜

像流量汇集在一起使用，且存在防火墙开启

镜像导致性能不足、万兆端口数不足等实际

问题，制约了对全网流量的分析、缓存系统

的部署。

3. 组网扩展和流量调度有局限性

在这个以南北向流量为主的拓扑结构

中，新增设备或串接测试设备变得困难，并

且新串入设备必须在生产环境中动线，增加

物理连接上的脆弱性和潜在不稳定，也无法

选择影响面较小的区域或 IP 范围，区域间

的互访和控制都高度依赖防火墙，特殊的流

量调度缺乏灵活性。

想象总是美好的

有感于自诞生以来就非常火热的 SDN

数控分离理念，这种类似“瘦 AP”的技术

架构在现网结构中最适宜替换到防火墙的

位置，继而易于实现全局流量的调度、新

增设备的敏捷部署，以及基于自动化配置

的安全和运维。

1. 设备选型

SDN 听起来很美，但现实很骨感。在校

园网这种规模的园区网中，SDN 的应用案例

SDN 加持校园核心网络“超级汇聚”

中南民族大学

图 1  原有双活核心校园网拓扑

文 / 高杰欣  张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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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为零，国内外知名网络设备厂商的解决

方案除了要求必须全用自家的软硬件，还得

更换大量现网其他设备才能部分实现预期效

果，纯 OpenFLOW 的白牌交换机且不谈性能

和质量如何，能说出来的厂家就寥寥无几，

所以设备选型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按照 OpenFLOW 标准，一张流表可以使

用任意字段组合去做查表，在当前的商业芯

片中，必须使用 TCAM 表来实现，但 TCAM 在

普通交换机中主要用于二、三层处理，一般

仅有 4k~16k 表项数支持，是一种昂贵的资

源，如果按照 OpenFLOW 动辄几十 K 甚至上

百 K 的流表要求，在匹配字段数目和转发性

能上存在短板，同时存在部分字段只读无法

修改，流表动作无法立即生效等先天不足。

为此，对 SDN 交换机的选型实则是对可编程

交换芯片的选择，重要考量的是硬件表项及

TTP 表项映射。

2. 想象的样子

想象中的方案，由 2 台 SDN 交换机分别

替代原有防火墙的物理拓扑位置，每个 SDN

交换机配置一台独立的 OpenDayLight 控制

器并相互作为主备部署，原有防火墙以旁挂

方式迁移集中到一个机房，新增 2 台防火墙

到另一个机房，在新拓扑中保持了双活形态，

如图 2 所示。

在组网细节上，超级汇聚的诞生由如下

4 个方面构成：

（1）控制有道。每个 SDN 交换机独立

配置一台服务器运行控制器程序，每个控制

器既是同机房 SDN 交换机的主控制器，又是

另一机房 SDN 交换机的备控制器，控制器程

序仅承载交换机接口提供的信息上收和流表

下发的轻量工作，最大限度保持其自身的稳

定可靠，围绕安全和运维自动化的分析判断

和各种辅助功能以插接 APP 的形式与控制器

实现联动。

（2）北联边界。SDN 交换机在替代防

火墙的同时，以堆叠方式构成逻辑整体，

可替代边界接入交换机，互联网出口仍保

持动态 LACP 接入到两个机房，继而可利用

OpenFLOW 接口获取的状态数据实现安全初

筛，在网络的边界就把潜在的威胁通过计数

等简单的方式发现和丢弃，在边界形成一定

的防 DDoS 能力，同时，控制器上安全相关

的 APP 也能够对发现的威胁在边界上就进行

消减。

所有互联网出口在 SDN 上的汇集及流

表的自由定义，又为出口选路提供更灵活的

能力，将原本在防火墙上承载的 NAT 一并由

SDN 来实现，SDN 交换机上可以获取校内所

有区域实际 IP 地址，对于流量的分析更为

便捷，由 SDN 交换机实现向互联网访问选路

也更集中统一。

（3）南汇园区。SDN 的下联分别是校

园网核心、数据中心核心及卡务核心三个区

域，未来还可能有门禁核心等新的细分区域，

每个区域之间的相互访问过去通过防火墙的

zone 实现隔离与防护，现在则基于流表实现

更精细的管控，新区域也可像积木一般快速

接入到骨干网络或移除，这对区域间流量调

整带来的网络震荡也会降到最低。

针对 SDN 流表对流量管控的灵活性，设

想将用户区域的流量设定为出互联网方向不

过防火墙，互联网入用户区域的流量仍受保

护，这样就能为用户缩小几毫秒的延迟体验，

并且减轻防火墙的工作负载。

（4）旁路护航。SDN的旁路以安全设备、

流量分析及测试设备接入为主，每个新接入

设备可以按需选取所需区域的指定或全部流

量，接线不影响在线的业务，调试可以从逐

个 IP 到逐个地址段慢慢扩大，对指定流量能

够设定经过一个或多个不同安全设备多次过

滤，这些特性使得在生产网络中割接上线和

下线变得更为从容。

在端口镜像方面，传统交换机一般会

建议一个镜像源端口对应一个目的端口，

并且一台交换机会有镜像数量的限制，但

在 SDN 交换机中，只要吞吐量未用满，则

没有镜像数量的限制，并且能将多个源端

口累加的大流量根据源和目的 IP 分拆到多

个端口加以利用，使超级汇聚在流量的释

放上更具灵活性。

基于上述想象，SDN 交换机既是主干枢

纽承载核心流量，也是一个流量选择分配

中心，这与常见的“分流器”设备完全不同，

对提升整个网络调度能力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痛并快乐的实践

对于新兴的 SDN 技术实践，不期而至的

困难一定会比乐观的想象来得更为猛烈，技

图 2  SDN 在校园核心网规划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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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现的理想性和演进过程的曲折性就是折

腾不休的 IT 生活生动的写照。

1. 暂时割舍

对 SDN 规划方案寄予的厚望，一方面

来源于对技术了解的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也

来源于对产品的过于乐观，收到样机后开展

的模拟测试结果不得不割舍了几个期盼的特

性。

（1）做不了堆叠。一般来说，堆叠主

要解决交换机数量扩充和逻辑上一台设备的

整体性，而所用样机的产品定位，主要是超

融合、边缘接入和小规模私有云，现有接口

已经是 48*10G+6*100G 的高密度，可以满

足大多数场景需求，虽然可以设计 100G 业

务口实现堆叠，但目前主流云数据中心采用

的 leaf-spine 结构天然解决了端口扩展和

整体性的问题，在高密度的场景中，堆叠也

容易成为性能瓶颈，故而并未设计堆叠。从

OpenFLOW 的角度来看，交换机都只是转发资

源，多台交换机的管理复杂度也是控制器层

面所承担的。

由于堆叠特性的缺失，两台 SDN 交换机

在两个机房也就成了两个孤立的设备，因为

控制器软件的成熟度还远不如 SDN 交换机硬

件，这对网络的逻辑结构产生了影响，相应

的双活、容灾的策略和机制也要随之调整。

（2）不支持 802.3ad。IEEE 802.3ad 是

执行链路聚合的标准协议，在普通交换机里

非常普遍，然而样机并不支持，这一方面影

响双核心交换双链路上行接入，更不用说运

营商双链路基于堆叠跨机房的接入，这一特

性的缺失意味着必须有过渡和折衷的方案。

（3）不记录会话状态。正如普通交换

机对流量的处置是有进有出，既不做 NAT 也

不记录会话状态，纯 OpenFLOW 交换机也不

做会话状态的处理，因为这属于控制器的分

工，纯 OpenFLOW 交换机也不支持会话状态

的处理，而控制器若要实现会话状态的管控，

则需要付出巨大的性能开销，以及控制器结

合交换机的定制开发。因此，用户主动访问

互联网的流量不过墙这一设想，短期是无法

实现的，同理，基于地址池的 SNAT 需要记

录映射关系和会话状态，也不能在改造中实

现。不过对于NAT，源地址和转换地址为1:1

映射转换，OpenFLOW 还是能够轻松驾驭的，

这可以应用在数据中心服务器地址发布上，

并不适用于用户访问互联网。

2. 分步骤实施

正如双活网络的部署期望有故障发生时

能在白天更从容的处置，从原有网络到 SDN

的割接也尽力做到用户无感知。

（1）双活到单活。第一阶段的准备工

作是将原有网络的关键配置进行梳理，重点

是理清各种情况下的流量走向，并将双活置

为单机房运行的单活模式，以便在另一个机

房将 SDN 上线前所需的准备做好，特别是

SDN 一端新接防火墙涉及原有防护策略迁移

和一些辅助功能的停用。

（2）单 SDN 割接。当另一个机房的

SDN 物理连接和流表等配置准备就绪，割接

动作实质是在原单活的上下联设备将路由改

到 SDN 一端，修改路由的时间仅仅数秒，割

接的时间可以选择在线人数较少的周末，这

样也能立即观察到用户访问和数据中心等其

他区域是否存在问题，便于快速处理和回退。

割接能否一次成功的关健因素，取

决于流表的准备情况。样机除了完全支持

OpenFLOW-v1.3 协议，还具备多级流表特性，

支持 3000 任意流表项和 8000 精确流表项。

多级流表可以提供灵活的规则和动作组合。

如：一级流表匹配 MAC、VLAN 等，匹配后的

动作是修改 DMAC 或增删改 VLAN，二级流表

匹配 IP 五元组等，动作是做 QOS，三级流表

将规则匹配后转发到特定接口。多级流表组

合起来的功能非常丰富，充分满足实际的应

用需求。精确流表是需要配置很精确的值，

比如特定 IP、端口等，任意流表则是模糊匹

配的意思，比如 IP 可以带掩码、端口可以

带掩码，规则可以匹配一大段，节省条目。

本例中的超级汇聚，流表的编写在某种程度

上，就是换了种写法的路由表，可读性还没

有路由表那么高。 

单 SDN 运行既可能存在单点故障，也存

在 SDN 交换机和控制器成熟度带来的潜在问

题，因此这一过渡的单活阶段在改造期间存

在的时间需要尽可能缩短。

（3）按需导流。单 SDN 割接成功，形

式上看起来旁路的防火墙已经属于将指定流

量导入的服务链模式，防火墙在逻辑上仍串

接在网络中。接下来再选取指定的流量用于

镜像分析、缓存加速及串接测试设备则变得

轻松简单。按需考验着 SDN 对网络可扩展性

的能力是否达到了想象中的灵活。

（4）主备机制。将不同网络区域相互

之间的访问进行组合，指定每一种互访的组

合主从分别通过哪一台 SDN 交换机，“主”

表明的是默认走向，“从”发生在检测到“主”

发生情况就切换。

检测机制运行在控制器上，受限于控制

器 APP 开发的深度，目前仅能以端口状态的

up/down 作为判断条件实现切换的触发，若

能进一步参考路由可达性、负载、服务可用

性等多维度因素实现智能化的分析与自动切

换才是更为理想的落地。

（5）持续迭代。改造进行到此并不是

结束，在生产网络中实测了仍在演进中的技

术并不能简单用行或不行来说 SDN，在现有

组网中，流量可视化分析是相比改造前最容

易实现管理创新的发力点，同时，安全运维

强调的监控、日志、自动化运维等议题也有

了更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3. 刷新经验

在生产网络上做如此大的调整动作，没

有现成的经验可取，虽然做了一定的“充分

准备”，总还有很多新的“没想到”在等着。

（1）当前的控制器采用物理服务器承

载，并未关联和开发太多的 APP 应用，主体

是 OpenDayLight 开源的框架和接口，因此

对服务器的性能要求并不高，但服务器的稳

定性还是需要保障的。

（2）SDN 交换机带外管理承载与控制

器的连接，比一般带外管理更为重要，该接

口不管是与控制器直连，还是连接同一个交

换机，都难免发生控制器与交换机失联的情

况，因此在 SDN 交换机选型时，要特别注意

“失联”后的流表保持及重启后的流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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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减少意外情况下 SDN“大脑空白”导致

的全网中断。

（3）SDN 交换机与各网络区域互联，

OpenFLOW 接口并不具备配置 IP 地址特性，

类似互联地址的配置，需要在 SDN 交换机与

对端交换机以绑定 MAC 地址的方式，实现二

层的互通，这在改造之初是完全没想到的。

（4）习惯了子网掩码和静态路由的配

置命令，校内 IP 路由的条目虽多，也从未

感觉繁琐，但在 OpenFLOW 流表作为路由的

替换下，需要人为计算转发的优先级，是个

费神又容易出错的环节。

相关思考

SDN 的实际部署进度比最初的计划推迟

了很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控制器在

扩展性、API 接口等方面的特性与实际的需

求还存在较大的滞后。除此之外，改造后的

物理拓扑会看到所有设备和区域都是相连接

的，如果目标网络要求隔离，虽然逻辑上会

比传统网络断开得更为彻底，但与某些安全

制度要求还是存在抵触的，也需要在规划中

有所割舍，但仅仅是以“超级汇聚”的方式

部署，就足以看到 SDN 诸多令人心悦的改进

和提升，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想象。 

1. 运维和开发的相辅相成

近些年来，运维场景与程序开发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运维人员已不仅要擅于操作每

一个工具，也要掌握和精通几个编程语言来

提高运维效率，SDN 的改造实施和持续运维

也离不开开发的支持。

实施与编程的界限已模糊不清，亟

待网络工程师在新的和不熟悉的领域尽

快转型。

2.SDN 开发不是做控制器

传统交换机的控制器是按照大家都默

认一致的既定规则和方式进行转发，SDN 开

放的是对控制器进行自定义的能力，一方

面是对设备全局流量的掌控，另一方面则

是通过接口进行能力输出。因此，SDN 的应

用开发并不等同于控制器开发，单纯做控

制器已经在传统交换机中做到相当成熟了，

图 3 为 SDN 应用开发示意图。

控制器为 APP 提供相关的流量、状态、

计数等必要的信息，APP 不仅从日志系统、

监控系统、流量分析系统等获取运行信息，

还可以从防火墙、WAF、IPS 等安全设备获取

信息，APP 综合各方面的数据和状态可以创

造很多新的联动场景，实现很多过去无法想

象或实现的能力，APP在其中就是智慧的“基

因”，对控制器下发相应功能的流表，按需

实现攻击防护、故障转移、流量优化的功能，

即 APP 的开发既围绕网络又超然于网络。

3. 基于 SDN 的数据中心

SDN 的概念出现至今，实际应用和讨论

最多的是 SDWAN 和 SDDC 两大场景。SDWAN

逐渐在大型企业的分支网络中生根落地，高

校的网络规模和业务复杂度远不及企业应用

场景，SDWAN 应用鲜有提及。SDDC 在高校应

用场景的关注度和熟悉度要远高于 SDWAN，

这其中不乏一些商业产品的推波助澜，即使

高校数据中心的应用规模有限，叶脊 (leaf-

spine) 网络架构已经越来越多的得到认可，

图 4 为 Leaf-Spine 架构示意图。

leaf-spine 二层结构相比传统三层架

构，在 SDN 加持下的优势也更为明显，主要

表现在：

（1）节省资源，leaf-spine 拓扑只有

二层结构，数据中心部署需要的交换机相应

减少；

（2）降低延迟，每一个 leaf 节点和另

一个 leaf 之间少则一跳，多则两跳，越是

规模大的组网结构，减少延迟和等待的效果

越明显；

（3）多链路传输，leaf与 spine有多条

链路，spine越多，leaf可用路径越多，这对

改善数据中心东西向传输是非常显著的。 

SDN 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技术迭

代眨眼翻篇的 IT 时代，在现网用起来了才

是最终的评判标准。有人消极地说 SDN 已经

死了，但我们相信 SDN 作为一个概念不会消

亡，SDN 在提高网络元素可编程性，和降低

对专用硬件依赖性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中南民族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图 3  SDN 应用开发示意

图 4  叶脊结构示意

读者服务网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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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是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常常因为形式、渠道单一，面临学生学习积极性

不强的难题。因此，在一些学校，一场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

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为核心的“大思政课堂”改革正在悄然兴起。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正是其中之一。过去几年中，学校对思政

课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大改造，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校由张小兰教授主持建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慕课是河北省职业院校

在线精品课程。疫情防控期间，已被北京、湖北、江苏、安徽、河北、

浙江等 24 省和直辖市，累计 126 所高职高专院校引进 SPOC 教学，

选课总人数达到 17 万多人次。

其中疫情最重的湖北地区，将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概论》

慕课应用于 SPOC 教学的学校占湖北省高职高专院校总数的近三分

之一，为全国高职高专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提供了有力支持。

接地气的思政大课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概论》慕课能够被众多高职高专院校

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接地气!课程团队以“五个一”的教学设计，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融入到慕课的教学内容中，落细落小

落实。

一个教学模块。春节前后，课程团队提前谋划，在即将开课

的慕课教学体系里，增设了一个新模块——“万众一心 抗击疫情”，

从教学设计上将抗“疫”专题作为学习者必学内容。

一封致学生的信。2 月 17 日开学第一天，课程团队精心设计

了“概论课教师致全体同学的一封信”，开启了《概论》第一课，

提升同学们对课程的信任感和亲切感。

一个专栏。《概论》慕课开课后，课程团队增设了“战疫专栏”，

专门介绍本院师生参加抗击疫情的模范人物和感人事迹。

一个精华贴。在线上课堂，课程团队发起了“在抗击疫情中，

你思考这些问题了吗 ?”的精华帖，同学们在跟帖中，感受家国情、

社会爱、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一个主题讨论。任课教师在线上课堂交流区组织所教班级开

展了有关抗击疫情的专题讨论，学生们参与度很高。 

打造符合职业院校特征的思政课

慕课学习是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的一大特色。任课教师在线上交流区组织学生

开展有关抗击疫情的专题讨论。各种与生活相关、当下相关的讨论话

题得到同学们热情参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课以开放共享的慕课为平台，积极尝试建设服务于校内外全体学

习者思政课网络空间，打造“共享开放”的教学环境。老师可在手机

上提问答疑，学生也可通过手机回答问题、发表观点，师生互动交流，

构建了一个既符合自身职业院校教学特点，又能充分发挥在线精品课

程整体优势的创新教学模式。

相比本科院校，职业院校的思政课课时较少，因此，在线教学内

容更需要紧扣课程主题框架，着重提升符合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和理

解能力，注重基础知识讲授，以课件、微视频、互动等多媒体形式，

让学生既可以通过移动终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又可以充分利用碎片

化的时间更高效率地掌握相关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主

动性。

目前，职业院校思政课在线课程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落后于

本科院校，特别是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少之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在线学习、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拓展性学习等教学模式的运用。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概论》在线课程的建设、推广、应用等各

项工作经过几年的尝试发展，已经初具体系，为更多国内职业院校的

MOOC 和 SPOC 教学提供了借鉴。 （责编：朴艺娜）

战“疫”中的思政课

助力停课不停学，这所高职的《概论》慕课吸引 17 万人在线学习

读者服务 新视角

文 / 本刊记者  张彤

《概论》课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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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新视角

常熟理工学院的信息化建设长期坚持“以师生为本，服务师生、

服务管理、服务决策”的核心理念，采取购买专业系统与自主研发

相结合的建设原则，在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一定

程度满足了师生服务、领导决策、教育教学、移动应用等方面的需求，

但在不断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特别是近几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新问题。

信息化建设遇到的问题

1. 校园 APP 数量繁多

移动应用孤岛增多主要表现在校园用户碎片化的各种需求不断

增长。为满足校园用户需求，在传统 PC 应用的基础上，与之对应的

APP 应用不断涌现，这些移动应用相互独立，移动端业务孤岛现象日

益严重。因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推广、传播能力强，且上手相对简单，

各职能部门相继注册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宣传推广自己的应用和服

务，导致校园公众号应用繁多，且缺乏统一管理，校园公众号应用

孤岛问题未得到解决。

2. 企业微信带来的问题

微信企业号的关注需要事先导入学校组织架构，将手机

号码作为该企业号的用户身份标志。首先，校园用户手机号

码更换频繁，每次更换后都需要管理人员在微信企业号中删

除身份，重新加入；其次，每年都会出现大量新的校园网用

户拿到老的校园用户注销的手机号，导致新的校园用户的身

份信息无法绑定。给校园用户带来了不少麻烦，同时也加大

了维护管理工作的难度。

3. 校园移动支付混乱

当前，移动支付相当普及，单一的实体校园卡的支付模

式已无法满足校园用户移动支付的强烈需求。由于学校始终

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移动支付手段，很多校内商户私自张贴

个人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非校方统一管理的支付码，不

仅扰乱了学校正常的财务管理和结算方式，带来管理混乱和

竞争无序，而且增加了食品卫生安全监管的风险，给学校规

范化管理造成巨大压力。由于传统的实体卡支付已经规模化

应用，如果简单地在校园引入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必然导致

常熟理工学院

你问我答的混合云校园应答系统

两套网络线路、两套终端设备、两套对账体系，造成管理维护负担，

也会遭到财务部门抵制。

4. 传统统一身份认证单一问题

由于传统 PC 门户的身份认证平台建设时间比较早，其在技术性

能方面明显落后，并发性能不足且认证方式单一，成为用户体验提

升的瓶颈。我们认为，这是在信息化建设前期对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缺乏前瞻性规划从而设计不足，形成了一个缺少开放的、去中心化的、

扩展性强的统一身份认证管理平台。

校园应答系统服务解析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学校充分利用微信平台的 O p e n I D，

通过 A u t h2.0 认证为校园用户确定一个云身份，并利用微服务

平台调用 A P I 实现混合云、公有云和私有云资源相互连通形成

资源整合的应答系统。具体操作过程如图 1 所示，针对校园用

户的问题，通过移动端利用微信 OpenID，通过 Auth2.0 认证确

文 / 张尔喜  先晓兵

图 1  校园应答系统全过程

智能移动终端

（Smart  Device）

微信平台

（WeChat）

微服务平台

混合云

公有云 私有云

百度云 阿里云 腾讯云 一卡通 教务系统 站群系统 学工系统⋯ ⋯

Auth2.0

API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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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在云中的身份，然后校内微服务平台将根据问题类型通过

A P I 接口传输到混合云、公有云或私有云，混合云、公有云和

私有云之间相互连通确定用户问答后在云中查找答案，并将最

终整合的消息内容推送到用户端。该应答系统一方面保证了用

户身份安全，节约了成本；另一方面为师生提供了便利，满足

了师生需求。

混合云、公有云及私有云查找答案，并将其推送到用户端的服

务过程如下：

1. 校园用户通过网络连接打开智能移动端的微信、文字或者语

音输入要问的问题；

2. 将问题及校园用户微信的 OpenID 传输到微信平台进行

Auth2.0 身份认证，如果认证成功，该问题会被传输到微服务平台，

如果不成功，需校园用户

绑定身份后再认证；

3. 问题传输到微服务

平台后，微服务平台调用

API 接口在混合云、公有

云及私有云中寻找问题所

需的资源；

4. 通过在云中查找问

题所需的资源形成消息目

录后，传送到智能移动终

端的微信上。

上 述 过 程 中， 校

园用户通过浏览器点击

需要认证的系统链接；

返回用户授权地址；用

户浏览器重定向微信平

台的微信开放平台用户

授 权 地 址； 用 户 通 过

Au t h2.0 认 证， 并 通 过

cod e 获取 Op e n I D 后到

微服务平台完成用户认

证全过程。同时，校园

应答系统还形成了学生

服务相关分类、教师服务相关分类、家长服务相关分类、学校部

门服务相关归类等服务内容。

目前，在学校各相关业务部门的配合下，首先将师生在校期间

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类问题进行梳理，采集并形成各类问答集

和对话交流集，其中涉及教务、图书、校园卡、校园网络、校园生

活及管理与服务等诸多方面。结合已收集的问答集和交流集，形成

具有本校特色的知识库，同时结合微信 OpenID 用于校内用户个人身

份标识和识别。经过一年多的自主研发和探索尝试，构建了学校的

师生应答系统。

知识应答系统能够智能回答师生在校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同

时能正确地为用户提供成绩、课表、消费等多种个人信息问询，成

为师生的贴心校园小帮手。这种以智能客服代替传统人工客服的服

务方式，将学校的管理服务与移动终端和移动社交网络相结合，提

供无处不在的泛在服务，大大增加了服务质量和服务时长，减轻了

各类管理人员的重复性、事务性工作，提升了管理水平。 （责编：

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常熟理工学院信息化办公室）

服务类型 服务名称 说明

教务服务类

课程表 提供相关的课程表信息

成绩信息 提供相关的成绩信息

学生信息 学生信息查询

考试信息 考试信息问答

校历信息 学校校历信息服务

学分查询信息 学分信息服务

图书服务类
证件信息 读者借阅证件信息

借阅信息 借阅信息

一卡通服务类

一卡通信息 一卡通使用者信息

余额查询 一卡通余额信息查询

消费记录 一卡通消费记录查询

财务服务类
缴费信息查询 缴费信息查询

学费信息 学费信息的查询

资讯服务类
通知公告 学校通知公告

校园新闻 学校新闻信息服务

 对话服务类 人机对话服务 互动聊天及解疑

其他服务类
部门服务查询

各个部门服务电话、责任人、服务范围
等内容

天气查询
通过天气 API 和 PM2.5api 提供天气

查询

图 2 知识服务列表

图 3  知识问答系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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