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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我国实施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收官

之年，也将是纯 IPv6 全球大规模部署元年。在全球 IPv6 迈入发

展快车道的大背景下，拥抱纯 IPv6，参与纯 IPv6 的实践，是下

一代互联网难得的中国机遇所在。

向纯 IPv6 演进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CERNET 早在

二十多年前就着手布局 IPv6，坚持纯 IPv6 主干网的建设。2004

年启动的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纯

IPv6 主干网 CERNET2，成为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与设备

的重要实验平台。

敢于选择一条完全不同于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纯 IPv6 技术

路线，才使中国有可能在互联网升级换代时实现弯道超车。虽然

在其后一段时间里，我国 IPv6 的发展一度不温不火，以致于“起

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我国第一步路就走对了，为 IPv6

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 2017 年 IPv6 规模部署的两办通知提振下，我国 IPv6 发

展由点及面，深入推进，IPv6 活跃用户快速增长，拥有的地址

总量跃居世界前列，IPv6 改造等各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形

成了 IPv6 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从长远来看，发展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既是互联网

演进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此过程中，需要推动互联网向纯 IPv6 演进，开辟一个端

到端可控的全新互联网，让应用部署更加简洁容易，让技术创新

更加激动人心。这不仅是构建一个更扁平、更高效、更安全的互

联网的基础，也是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生态的全面升级，它将深刻

影响未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和应用的创新发展。

在这一点上，高校应该更有胆魄，因为高校历来是创新的

重要源头。最早互联网进入中国，始于高校。我国在下一代互

联网领域的诸多建树，也多源于高校。在全球拥抱纯 IPv6 的今

天，我国高校更应该借着这股东风，积极接入采用纯 IPv6 技术

的 CERNET2，选择最优的两代网过渡技术，参与到纯 IPv6 的

创新实践中来。

站在 IPv6 的新起点上，建议相关高校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

度，持续增加投入，鼓励科研创新，并增强产业生态意识，推动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提升我国在下一代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作出高校贡献。

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纯 IPv6 时代，就在不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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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量子互联网蓝图：计划在十年内建成

美国能源部（The Department of Energy，DOE）近日在芝加哥

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量子互联网（Quantum Internet）

蓝图，计划在 10 年内建成一个全国性的量子互联网，帮助美国

立足全球量子竞争前沿并引领新的通信时代。DOE 将该项目视为

21 世纪的“阿帕网（ARPANET）”，对其寄予厚望。

蓝图设置了四个关键的里程碑：现有光纤网络上安全量子协

议的验证，跨校园或城市发送量子纠缠信息，拓展城市间的量子

网络，通过量子中继增强信号拓展州际量子网络。

DOE 称，量子互联网可能首先在银行和医疗服务等行业推广，

应用于国家安全和航空通信领域。最终，可在手机上使用的量子

互联网技术将对全球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广泛影响。

（来源：美国能源部）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法加德等 15国成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

为使更多的国民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的便利，加拿大、法国、

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等 15 个国家日前正式成立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

该组织将重点关注 4 个领域的发展，包括：合理使用人工

智能、数据管理、对将来就业的影响、创新和商业化。专家们

还将探讨人工智能应对和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方式和潜在贡

献。该组织的秘书处将设在国际经合组织，同时在巴黎和蒙特

利尔建立 2 个技术中心，加拿大将在 2020 年 12 月主办该组织

第一届年度会议。

（来源：法国外交部网站）

澳大利亚发布《2020 年网络安全战略》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发布了《2020 年网络安全战略》，概述了

其确保个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和企业在线安全的方法。

按照该战略，澳政府将投资 16.7 亿美元，建立新的网络安全

和执法能力，协助行业加强自我保护，并增强社区对保护在线安

全的理解。该战略包括价值 13.5 亿美元的网络增强态势感知和响

应（CESAR）计划，并从政府、企业和社区三方面提出了愿景。

其中，政府方面计划采取的行动包括：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打

击网络犯罪、保护政府数据和网络、共享危险信息、强化网络安全

伙伴关系、支持企业满足网络安全标准和强化网络安全能力等。

（来源：澳大利亚政府官网）

日本修订 IT 基本法推进社会
数字化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

本政府以新冠疫情防控为契机，加

快完善数字化社会的法律环境，面

向物联网时代，拟建设覆盖国土全

境的新一代通讯标准 5G 的基础设

施网，并提出将数字服务惠及全体

国民。

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计划在

2021 年的通常国会上提出并讨论

《高度信息通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

法》，即《IT 基本法》及其他相关

法律的修订方案。此次修订也是该

法设立以来的首次全面调整。

根据 IT 基本法修订案，总务省

将负责在那些人口稀疏、通讯运营

商无法获得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的地

区铺设光纤网络，并在非居住区域

建设 5G 基站。

信息通讯白皮书显示，2018 年

日本的互联网使用率中，13~59 岁

人群使用率超过 90% 以上，老年群

体则相对偏低。IT 基本法修订案提

出，要将数字服务惠及全体国民，

制定更加优惠的资费套餐，总务省

将于今年夏天提前行动，在东北、

北陆、九州等地区试行推广面向老

年群体讲解智能手机使用方法的志

愿者服务。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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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教育中断，学校长期停课将进

一步加剧学习机会的不平等。尽管人们努力在疫情危机期间通过广播、

电视和网络继续学习，但仍有许多人不具备这个条件。即使那些能够接

受远程教育的学生也面临挑战。

为此，各国应在“数字素养和基础设施”以及更灵活、公平和包容

的教育系统方面进行投资，创建适合未来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教

育这一促进平等的重要工具。

数字声音

政策与焦点·数字与声音

2259 万

从教育部获悉，全国所有普通

本科高校春季学期全部实施了在线

教学，108 万教师开出 110 万门课

程，合计 1719 万门次；参加在线

学习的大学生达 2259 万人，合计

35 亿人次。

40.01%

从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获

悉，截至 2020 年 7 月，我国 IPv6

活跃用户已达 3.62 亿，约占中国网

民的 40.01%；我国已申请 IPv6 地

址资源总量达到 50209 块（/32），

IPv6 地址资源位居全球第二。

2400 万

联合国 8 月发布的政策简报指

出，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可能将

有 2400 万名学生无法在新冠疫情导

致的停课后于 2020 年重返校园。

8800 万

工信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 5G

发展呈现加速态势，截至 7 月底，

5G 终端连接数已达 8800 万。

889 亿

据工信部统计，今年 1~7 月，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889 亿 GB，

同比增长 34.1%。其中，通过手机

上网的流量达到 859 亿 GB，占移动

互联网总流量的 96.6%。

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但教育却依然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与工业

化时代的最大区别就是教育资源不再集中在学校，随着教育资源的泛在化，未来

的教育能更好地实现个性化。理想的状态是所有孩子都能够通过统一平台找到所

需要的各种教育资源，这也是教育新基建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第六届“互联网+教育”创新周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阐述了教育新基建的重要意义。

以智慧、互联为理念，基于智联网技术框架重塑“人机物环”关系，通过“智

联教室”建设打通空间、时间、知识之间的壁垒，形成三维空间与时间及知识两

个维度协同融合的“五维教育”，将推动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生产关系，推动

新时代教育生产力的变革，释放教育潜能，实现学生和教师“有价值的成长”。

在2020全球智慧教育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提出，

要从智慧社会发展整体视角和框架出发，思考未来教育。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将改变教师角色，促进教学模式从知识传授到知识建构

的转变，同时缓解贫困地区师资短缺和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人工智能赋能学校，

将改变办学形态，拓展学习空间，提高学校的服务水平，形成更加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学习环境；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将改变治理方式，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

化和资源配置的精准化，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湖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在谈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育”时

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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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推进

IPv6 应用普及，促进 IPv6 技术、产业、

网络、应用协同发展，2020 年 8 月 28 日，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在北京举

办“2020（第三届）中国 IPv6 发展论坛”。

本次论坛以“协同贯通、创新发展”为主题，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

小伟，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

长闻库，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尤政出席会议并致辞。推进 IPv6 规模

部署专家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CERNET 网络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作主题演讲。国务院

办公厅信息公开办、广电总局科技司，以

及重点领域代表作典型发言与经验交流。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表示，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两办发

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

部署行动计划》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按

照部门分工，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加强组

织协调，狠抓工作落实，协同推进落地见

效。各级政府部门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基础电信企业全面完成

LTE 网络和固定网络的 IPv6 升级改造，

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网站及应用规模上线。

他表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

认真查短板、找差距、促提升。在巩固提

高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长效机制，拓展广度和深度。丰富 IPv6

应用资源，提升 IPv6 服务质量，积极构

建有利于 IPv6 发展的产业生态。不断提

升企业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建立互联互通、

高效运转的协作机制，全力推进 IPv6 规

模部署工作取得实效。

下一步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责任担当，全力落实 2020 年目标

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引导更多互联网应

用开展 IPv6 升级改造，改善 IPv6 网络服务

性能，支撑更多用户向 IPv6 迁移，推进各

项工作向纵深发展。推动 IPv6 前沿技术创

新，加强 IPv6 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试验

验证与应用示范，扩大 IPv6 应用推广范围。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

长闻库表示，当前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完成

IPv6 升级改造，IPv6 网络质量与 IPv4 基

本趋同。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云服

务平台等应用基础设施持续提升 IPv6 服

务能力。主流手机终端和智能家庭网关设

备全面支持 IPv6，基础电信企业门户网站

和自营 App 均完成 IPv6 改造。下一步，

要从云、管、端、用等方面全面深入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工作。提升 IPv6 网络服务

水平，扩大 IPv6 服务覆盖范围。增强固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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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园开园

8 月 28 日上午，我国第一个专注于

IPv6 产业创新的科技园区——“下一代互

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园”盛大开园。

下 一 代 互 联 网 及 重 大 应 用 技 术 创

新园是北京市政府批准、海淀区政府大

力扶持的中关村科学城重点项目，由清

华大学和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建

设。园区以“带动下一代互联网产业发

展、服务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为使命，

依托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和 CERNET2 的科研技术实力及应用示范

效应，高水平、大规模、深层次地推动

IPv6 产业集聚，打造国家 IPv6 高端人才

聚集区、体制机制创新前沿阵地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策源地。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

士邬贺铨，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尤政，中央网信办信息发展局局长秦

海，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印春，清

华大学原副校长、赛尔网络有限公司董事

长康克军教授与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CERNET 网络中心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吴建平教授一

起上台，共同启动下一代互联网及重大应

用技术创新园开园仪式。

开园仪式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

长王志勤主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区长林剑华出席仪式并致辞。

林剑华指出，作为首都科技创新的核心

区，海淀区委、区政府始终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切实增强科

技创新工作，作为高度的政治担当和行动

自觉。下一代互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新

园项目，是海淀区深化落实“两新两高”

战略，着力提升中关村科学城北区高能级

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创新型

“高精尖”产业体系，打造以产业创新为

核心的新时代海淀高能增长极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希望园区在下一代互联网核心技

术和重大应用产业创新方面，成为加快海

淀全产业链发展的强大引擎。

定终端 IPv6 支持能力，加快存量智能

家庭网关 IPv6 升级替换。引导应用生

态向 IPv6 升级，推动各主要应用商店

开展 IPv6 支持度检测与标识工作。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尤政表示，目前全球互联网正处于

IPv4 向 IPv6 换轨的关键时期，也是互

联网科技创新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北

京市和海淀区相关部门支持下，清华

大学和赛尔网络公司共同建设了下一

代互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园，促

进我国互联网及其应用创新和跨越式

发展，为中国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的发

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主题演

讲 中 表 示， 截 至 2020 年 7 月， 我 国

已分配 IPv6 地址的 LTE 用户占比已

超过 90%，IPv6 活跃用户数已达 3.62

亿，约占中国网民的 40%，三大基础

电信企业 LTE 核心网 IPv6 总流量达

4372Gbps，IPv6 流量占比达 10%，国

内用户量排名前 100 位的商业网站及

应用已支持 IPv6 访问，我国 IPv6 规模

部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表示，计

算机体系结构、软件操作系统和互联网

体系结构已成为数字世界三大基础性关

键核心技术。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面临

着可扩展性、安全性、实时性、移动性

和高性能等重大技术挑战。IPv6 解决了

IPv4 互联网的扩展性瓶颈，给未来互联

网体系结构解决这些重大技术挑战提供

了一个新的创新平台。IPv6 下一代互联

网将是未来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未来互联网的主要创新平台。

在本次论坛上，推进 IPv6 规模部

署专家委发布了《中国 IPv6 发展状况》

白皮书，举行成果发布仪式，举办“IPv6+

产业沙龙”、“IPv6 与教育科研新发展”

分论坛。来自政府部门、中央企业、

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科研机

构、金融机构的代表近 200 人参加了

论坛。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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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率先实现高校             
edu.cn 域名全覆盖

据悉，截至 2020 年 7 月底，广东 154 所普通高校和 7 所省

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网站已全部使用 edu.cn 域名。这意味着，

从此以后，edu.cn 正式成为广东全省正规普通高校统一的网站标

识，成为广东正规高校的权威标志。此举在让诸多“野鸡”大学

尽数现出原形的同时，也为老百姓提供了简单可靠的验证办法。

根据互联网域名的国际惯例，高校和政府机关一样，使用独

立的域名系统，即采用“edu”系列，如哈佛大学（www.harvard.

edu）, 北京大学（www.pku.edu.cn）。

对于 edu 域名的管理，一直有着严格的行业规定，主体必须

是正规教育机构，拒绝商业化买卖。上世纪 90 年代，国务院授

权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以下简称“教育网”）网

络中心负责运行和管理二级域名 edu.cn。按照规定，“edu.cn”

注册域名单位必须是我国依法设立的各级教育和科研单位。

正是基于这一传统与管理要求，edu.cn 域名被严格限定在国

家相关部门批准设立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范畴，网站是否采用 edu.

cn 域名，已成为区分正规高校和冒牌、野鸡大学的重要标志。

据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普通高校均采用 edu 域名，但仍有

部分学校因为种种原因，未注册使用 edu 域名。此次在广东省教

育厅相关部门的努力推动下，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普通高校

网站 edu.cn 域名全覆盖的省份。

以往，每年高招季，无办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和网络诈骗

的“野鸡”大学往往通过假冒正规高校网站混淆视听，蒙骗考生

和家长，造成恶劣影响。而今年，因为疫情原因，考生、家长

主要通过网站来了解高校，更容易让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有可

趁之机。

为规范教育网站管理，保障广大考生利益，广东省教育厅

于 2020 年 4 月启动普通高校统一网站标识专项整治行动，明确

要求“全省普通高校网站（系统）必须全部使用 edu.cn 域名”。

3 个月的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果，随着全省普通高校 edu.cn 域名

全覆盖，有力提升了普通高校网站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edu.cn 域名在广东全省普通高校的全覆盖，首先提高了高校

网站辨识度，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网站域名有效避免踩到“野鸡

大学”这颗雷。

与此同时，统一使用 edu.cn，也便于加强高校网站安全规

范管理，破解了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的源头集中管控困境。使用

“edu.cn”域名的高校网站（系统）将纳入教育系统网络安全

通报预警平台统一监管，由教育网提供一键断网服务，以此实

现网络安全源头集中管控。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IPv6 是英文“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互联网协议第 6

版）的缩写，是国际互联网技术和标准组织 IETF 推出的用于替

代 IPv4 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标准。互联网发明之初使用的是互

联网协议第 4 版，即 IPv4，可用地址大约 45 亿。随着互联网的

不断发展壮大，IPv4 地址资源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互联网的应用

和发展，据统计，我国 2020 年 IP 地址缺口将近百亿，严重威胁

中国未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

上世纪 90 年代末 IPv6 被提出，以解决互联网 IP 地址不足

的发展问题。1998 年，CERNET 建设了我国第一个 IPv6 实验床。

2004 年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启动，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

的纯 IPv6 互联网 CERNET2，也成为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

与设备的重要实验平台，先后在两代网过渡技术与源地址认证等

领域获得了突破性成果，制定了 20 余个互联网标准 RFC。

近年 IPv4 地址资源彻底枯竭，互联网换轨时机来临，全面

进入 IPv6 时代，各国纷纷发力 IPv6。2017 年，我国也启动了“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以抓住互联网从 IPv4 到 IPv6 换轨带来的

发展先机，2020 年则是这一计划的关键之年，计划 IPv6 活跃用

户达到 5 亿，占我国互联网用户的 50%。截至目前，在 IPv6 地址上，

中国紧随美国位居第二位，其次为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

IPv6 是中国互联网产业“新基建”的核心和底层基础，作

为下一代互联网创新的起点和平台，IPv6 在全球范围内的部署，

既是网络技术的大势所趋，也是一次重新定义互联网世界格局的

重大机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明确指

出下一代互联网是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性科技领域，

对产业升级发挥着关键的引导性作用。

下一代互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园，作为我国第一个专注

IPv6 科技创新和产业生态发展的科技园区，将为提升我国在世界

互联网发展格局中的国际地位，助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核心技术

突破，加快 IPv6 科技成果转化，集聚产业资源，完善产业生态，

构筑面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硬科技”、“新基建”和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各级各类产业升级，贡献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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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Pv6发展步入黄金时代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7 月 30 日下午，广州南沙。

满头银发的邬贺铨院士匆匆走进“2020 年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的会场，在落座前他停顿

了一下，专门跟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星

教授握了下手。这次有意无意的握手未必会被

摄影器材抓拍下来，却无形中表达了某种历史

隐喻：他们多年来为 IPv6 鼓与呼，做而行，共

同经历了 IPv6 起步时后来居上的“白银时代”，

以及之后十余年无可奈何的“青铜时代”，如

今 IPv6 在中国终于步入令人振奋的“黄金时代”，

他们心中应该也是感慨万千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其中浓缩的，却

是中国互联网先驱、科研人员的远见与坚持，

以及一个时代的嗟叹和反思。

实际上，在一年前举行的“2019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

上，李星教授已经发出了互联网界的“李约瑟之问”：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 IPv6 研究和实践的国家之一，如

果 20 多年前我国就推出 IPv6 部署行动计划，如今全球 

IPv6 将会是什么格局？

每个熟悉 IPv6 历史的人自然明白他的言下之意：

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是全球最早开展 IPv6 研究和实践

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不是 IPv6 大

国，甚至一度在部署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这个问题放到当前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全

面竞争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尤有深意，无论能否找到答

案，我们都需要重温和复盘两国在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方

面竞争和反转的历史，希冀从中找出某些规律，对今后

我国科研趋势把握以及其他大型的科研项目有所借鉴。

白银时代：一鸣惊人

我们先将时钟拨回到 1973 年，美国的 Vint Cerf 和

Robert Khan 等众多互联网先驱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

于向世界奉上了奠定互联网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基础的

TCP/IP 协议。当 IPv4 协议（互联网协议第四版）在

1981 年问世的时候，工程师们总共设计了 43 亿个 IP

地址，这一数量对于当时的用户来说完全是个天文数

字，然而时代的确是限制了科学家们的想象力：截至

今年 3 月，仅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就突破 9 亿，按照一

个中国人有三个联网终端（笔记本、手机、PAD）计

算，就会占据全球一半还多的 IPv4 地址。但实际上中

国仅有 3.38 亿 IPv4 地址，人均还不到 0.45 个。目前，

全球 IPv4 地址均已耗尽，这个问题不解决，地址危机

将直接影响全球互联网的发展进程。

IPv6 因此应运而生，作为互联网协议的第六版，

它 将 IPv4 的 32 位 地 址 格 式 扩 展 至 128 位， 相 应 的

IPv6 有拥有 2 的 128 次方个地址，相当于地球上每一

平方米可以获得 10 的 26 次方个地址。这意味着，如

果需要，地球上每一粒沙子都可以拥有一个 IP 地址。

对于 1994 年才全功能接入中国的互联网，我们的

接受程度是一个逐步加快的过程，然而对于被誉为下

一代互联网的 IPv6，相比美国一开始的“漫不经心”，

中国某些学术机构和个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

超前意识，这也为中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

突破的后来居上提供了某种可能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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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v6 诞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互联网

以及 TCP/IP 协议发源地的美国除了 2003 年左右比较

重视并在有限范围内推进之外，IPv6 长期被忽视。这

可以归结为相对需求的经济命题，当时，全世界大部

分的网络资源和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70%

以上的 IP 地址为美国所有，互联网原有的架构并不影

响他们的发展战略和运营商盈利空间，因此他们很少

感受到自地址容量紧张的压力。

当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国家对 IPv6 还没有

充分重视的时候，中国已经走在前面。1997 年，清华大

学李星教授领衔的研究组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IPv6 试验

网，并于 1998 年代表 CERNET 接入到全球 IPv6 试验网 

6Bone，这是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

件，意味着我国正式踏上 IPv6 研究和发展之路，这早于

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欧盟的 IPv6 研究始于 2000 年，

美国的教育网接触 IPv6 则是在 2002 年以后了。

 之后在邬贺铨院士等专家的推动下，国家开始重

视 IPv6 网络的建设。2003 年，在 57 位院士建议下，

经国务院批复，8 个部委联合启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

示范工程 CNGI。由于 IPv6 与 IPv4 不兼容，包括国际

IETF 推广以及国内外大多数运营商都采用的是双栈技

术，但承担 CNGI-CERNET2 建设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当时已经认定 IPv6 必然是未来互联网建设的趋

势，在吴建平院士带领的 CERNET 专家委员会的坚持

下，决心要建设纯 IPv6 的主干网络，一步到位，这才

有了现在全球规模最大的采用纯 IPv6 技术的下一代互

联网主干网 CERNET2，并创新性地提出了真实源地址

验证技术及 IPv6 翻译过渡技术 IVI。2006 年，互联网

之父 Vint Cerf 参观 CERNET2 之后热情称赞，认为在下

一代互联网的建设上，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根据国际互联网组织的统计，当时全世界 IPv6 互

联网普及率排名中国第一，美国第二。从用户数量来看，

中国是 500 万，基本都是 CERNET2 的用户，美国仅为

200 万。如果按照这个步伐和速率走下去，更大程度的

后来居上和 IPv6 超前普及完全可以期待。

就在此时，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我国整体

上的 IPv6 发展热潮突然“熄火”，这段在互联网核心

技术和 IPv6 部署暂时领先的“白银时代”戛然而止。

 青铜时代：剧情反转 

正当中国 IPv6 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世界上其他

国家却慢慢反应过来了。

原因也很简单，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用户的

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互联网是关系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治理更是深刻

地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基于

互联网协议第四版 (IPv4) 的全球互联网正面临着网络

地址消耗殆尽、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制约性问题，加

快构建高速率、广普及、全覆盖、智能化的下一代互

联网 (IPv6) 成为当务之急。

美国很快也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变得“认真”

起来。谷歌等巨头们开始部署 IPv6，学术网 Internet2

开通 IPv6，设备商提供 IPv6 解决方案，运营商提供

IPv6 服务，操作系统全面支持 IPv6。2012 年发布《政

府 IPv6 应用指南 / 规划路线图》全面推动 IPv6 的商用

部署。随着网络宽带化改造和 LTE 网络的建设，美国

IPv6 商用化进程明显加速，IPv6 地址申请量位居全球

第一，IPv6 网络覆盖规模比例超过 40%，主流 ICP 内

容服务商全面支持 IPv6。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没有闲着，欧盟发布文件要求

运营商和大型网络部署 IPv6，用政府采购促进和带动

IPv6 发展和布局，为推动欧洲 IPv6 网络研究，欧盟投

入约一亿欧元资金，在这个过程中，比利时因为“地利”

搭上了欧盟的顺风车，成为 IPv6 部署的最大受益者，

由于其首都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它顺势发展

为全世界 IPv6 部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有趣的一幕发生在我们的邻国印度身上。2010 年，

当时印度的互联网用户仅 2000 万。IPv6 论坛主席 Latif 

Ladid 还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表示，印度方面并不重视

IPv6 网络技术，对 IPv4 向 IPv6 网络过渡不积极，与中

国相比不在同一个级别上。然而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

人绝对没有想到，就在短短 9 年之后，印度的 IPv6 用

户数突破 3 亿，是全球 IPv6 用户数的一半还多。

反观中国 IPv6 的发展，则一度陷入了雷声大、雨

点小的尴尬境地。尽管我国是全世界最早开展 IPv6 研

发和应用的国家之一，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原因比较多：一是用户长期在 IPv4 环境下获取网络服

务，习惯于用私有地址通过 NAT 上网，还没有形成对

固定 IP 地址的使用习惯和强烈诉求，因而未能给网络

运营商造成向 IPv6 演进的足够压力；二是中国互联网企

业整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缺乏像谷歌、亚马逊那样拥

有着极强社会责任感的大企业向 IPv6 迁移；三是网络运

营商和信息提供商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四是政府决策部

门和产业领域受到一些五花八门技术的干扰，等等。

这段大逆转可以称之为中国 IPv6 发展史上的“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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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当然，即便是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期，中国

IPv6 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从来没有放弃过呼吁和努力，像邬

贺铨院士、吴建平院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依然以自

己的满腔热情投入到推动中国 IPv6 发展的事业当中。

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2017 年，曙光再现。

黄金时代：突飞猛进 

2016 年 11 月，全球互联网最具权威的技术标准化

组织——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体系结构委

员会（IAB）发布了一个声明，希望未来的互联网协议

标准全部基于 IPv6 来制定，新设备和新的扩展协议不再

兼容 IPv4。这个公告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 IETF

正式确认未来互联网将建立在 IPv6 的基础上。也因此，

IPv6 成为互联网技术无可争议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而对

于以“万物互联”为目标的物联网，IPv6 同样是下一代

人类智能生活的枢纽工程。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 IPv6

的发展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紧急时刻，相比很多国家，

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

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指出我国基于 IPv6 的下

一代互联网发展的总体目标、路线图、时间表和重点

任务，提出用 5 到 10 年的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

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 商

业应用网络，是加快推进我国 IPv6 规模部署、促进互

联网演进升级和健康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

IPv6 规模部署的集结号已经吹响，平时离散的所

有建设力量集结成军，齐头并进。自《行动计划》发

布以来，政府部门、中央企业、基础电信企业、互联

网企业、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科研机构等迅速行动起来，

纷纷制定具体的落地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加快 IPv6 

升级改造，效果有目共睹。目前，中国已分配 IPv6 地

址的用户数快速增长，IPv6 活跃用户数显著增加，截

至 2020 年 7 月，我国 IPv6 规模部署取得重大进展，

IPv6 活跃用户已达 3.62 亿，约占中国网民的 40.01%，

IPv6 地址资源位居全球第二。

据 APNIC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7 月 1 日，

我国 IPv6 用户数增长迅速，全球排名从 2019 年初的第

66 位跃至第 6 位，释放出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动能。而

放眼世界，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的预测，全球 IPv6 正在步入发展快

车道，未来 5 年里，全球 IPv6 用户的占比将达到 70%

以上，这其中必然有中国的重要贡献。

在今年广州南沙举行的“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

联网峰会”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互联网之父 

Vinton Cerf、全球 IPv6 论坛主席 Latif Ladid、下一代互

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主任刘东等国内外专家还在中国正式

发布了全球首份“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向纯 IPv6 发展联

合倡议”，倡议将 2020 年作为全球大规模加速部署纯

IPv6 的元年，呼吁所有人参与到纯 IPv6 最佳实践的贡

献中来，共同推进纯 IPv6 规模部署与 IPv6 融合技术，

为当前数字经济和未来的繁荣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这无疑体现了我国在 IPv6 部署方面的远见和决心。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技术认知层面，大部分人都已

经意识到，IPv6 是下一代互联网创新的起点。在互

联网发展的历程上，数据通信产业经历了 Native IP、

MPLS 两代协议。下一步，应该依托我国 IPv6 规模部

署进展成果，整合 IPv6 相关产业链力量，加强基于

IPv6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体系创新，从网络路由协议、

管理自动化、智能化及安全等方向积极开展 IPv6 创新

研究、试验验证、应用示范，不断完善 IPv6 技术标准

体系，将有力提升我国在下一代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竞

争力。

政府坚定部署，业界坚定执行，学界坚定支撑，

中国 IPv6 进入黄金时代，名副其实。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困难，不断寻找最优解，尤

其是要解决 IPv6 技术创新方面的阻碍、瓶颈以及部署

动力问题，这样才能够保障 IPv6 规模部署乘风波浪，

尽快成为我国物联网、5G、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基础

和底层逻辑。

2004 年 1 月，CERNET 与美国、欧盟等全球最大的八大学术互联网宣布开通全球 IPv6 下一

代互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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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Pv6 用户发展情况

根据 APNIC Labs（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

html）提供的全球 IPv6 用户数及 IPv6 用户普及率的数

据（该机构的测量工具对中国数据的测量可能不准确），

截至 2020 年 6 月，全球 IPv6 用户数排名前五位的国家

/ 地区依次是印度（3.58 亿）、美国（1.43 亿）、中国

（1.2 亿）、巴西（5 千万）、日本（4 千万）（表 1）。

中国 IPv6 用户数也在今年一步升到了全球第三，涨幅

惊人。巴西，美国，日本 IPv6 用户数同比涨幅也较大，

都实现了超过 20% 的 IPv6 用户年度增长。根据 Vyncke

提供的全球 IPv6 用户量趋势图，排名前五的国家或地

区 IPv6 用户比例增长曲线图分别见图 1 到图 5：

全球加速推进 IPv6 部署

全球域名系统 IPv6 部署情况

在域名系统方面，根据 Hurricane Electric 提供的数

据，截至 2020 年 6 月，在全球 1511 个顶级域中，有

1489 个支持 IPv6，占总量的 98.5%，在这 1511 个顶级

域中，有 1485 个权威服务器支持 IPv6，占顶级域总量

的 98.3%。另外，经测试全球共有至少 15114074 个拥

有 AAAA 记录的域名，占总域名量的 5.9%。在 Alexa

排名前 100 万的网站中，共有 203197（20.3%）个网址

在 AAAA 记录中提供 IPv6 地址。同时，全球共有 5 万

1 千多个网址可以通过 IPv6 起始的域名提供 IPv6 访问。

全球网络 IPv6 部署情况

在 网 络 方 面， 活 跃 的 BGP 路 由 条 目 达 到 了 约

排

名
国家

2019 IPv6

用户

2020 IPv6

用户
升 / 降 涨幅

1 印度 338295384 358254167 ↑ 19958783 5.90%

2 美国 111352563 143225029 ↑ 31872466 28.62%

3 中国 - 127070190 ↑ 127070190 -

4 巴西 43387224 53430700 ↑ 10043476 23.15%

5 日本 32937212 42170198 ↑ 9232986 28.03%

表 1   全球 IPv6 用户数（估值）排名

图 1   印度 IPv6 用户比例增长曲线图

图 2   美国 IPv6 用户比例增长曲线图

图 3   中国 IPv6 用户比例增长曲线图

图 4   巴西 IPv6 用户比例增长曲线图

图 5   日本 IPv6 用户比例增长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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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PNIC 全球各国 IPv6 部署程度 (2020 年 7 月 )

90000 个，对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 28%（图 6）。

在全球已分配的前缀中，有流量的前缀达到了

14378 个，占已分配前缀的 6.8%；已宣告的数量为

91483，占已分配前缀的 43.3%；已宣告且聚合前缀

的有 49038 个，占已分配前缀的 23.2%；未宣告的有

70800 个，占已分配前缀的 33.5%（表 2）。

全球综合 IPv6 部署情况

从思科（Cisco）提供的全球 IPv6 部署情况统计数

据（图 7）来看，截止到 2020 年 6 月，综合 IPv6 部

署率在 30% 左右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占了地图面积一

半以上。全球 IPv6 部署率是根据各个国家地区的网络

（IPv6 Prefix/Transit IPv6 AS），IPv6 网站及 IPv6 用

户等数据按照一定权值并计算得出的 IPv6 部署综合情

况。图中颜色越深的地区，表示其 IPv6 部署程度越高，

相应的 IPv6 部署率数值越大。 

表 3 分别统计列举了各大洲一些代表国家或地区

IPv6 部署情况，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区域一

些代表性国家和地区 IPv6 部署总体都超过了 40%，非

洲国家 IPv6 部署率整体比较落后。

根据 APNIC Labs（https://stats.labs.apnic.net/ipv6）

国家 / 地区 IPv6 能力（图 8）统计，截止到 2020 年 7

月，有 16 个国家 / 地区 IPv6 能力率突破了 40%，23

个国家 / 地区 IPv6 部署率突破了 30%，39 个国家 / 地

区 IPv6 部署率突破了 20%。

表 4 展示了各大洲的 IPv6 支持能力。亚州地区，

南亚地区 IPv6 支持能力最高，整体水平达到了 55%，

东亚以及东南亚也达到了 21% 和 19%，西亚仅有 5%,

中亚几乎为 0。美洲地区方面，北美地区也达到了

51%，中美和南美也分别达到了 22% 和 21%，加勒比地

区仅有 3%。欧洲方面，西欧地区 IPv6 支持能力较高达

到了 43%，北欧有 27%, 东欧和南欧仅有 9% 和 8.5%。

非洲地区 IPv6 支持度较差，没有一个地区超过 5%。

图 7  Cisco 全球各国 IPv6 部署程度（2020 年 6 月）

( 来源：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全球 IPv6 测试中心《2020 全球
IPv6 支持度白皮书》)

图 6   活跃 BGP 路由条目增长趋势

　　表 2   全球 BGP 路由条目增长趋势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有流量的前缀 14378 6.8%

已宣告 91483 43.3%

已宣告并且聚合前缀 49038 23.2%

未宣告 70800 33.5%

已分配 211321 100%

国家 /
地区

Active 
prefix(%)

transit  
AS(%)

Content(%) users(%) totle(%)

美国 32.54 68.32 56.53 42 53.62

加拿大 41.97 75.43 59.46 27.5 49.19

巴西 48.33 75.22 63.41 34.7 53.99

墨西哥 18.07 70.69 65.53 35 53.59

英国 32.04 78.68 62.43 30.1 52.18

法国 37.22 75.93 61.96 39.9 56.27

德国 45.58 85.23 59.71 47.7 61.33

比利时 31.9 77.69 68.27 54.7 65.25

俄罗斯 25.35 53.35 39.16 4.51 23.3

中国 6.89 84.1 24.26 0.47 23.56

表 3   全球部分国家 IPv6 部署程度（2020 年 6 月）

表 4   各大洲 IPv6 能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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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互联网也受到

影响。但每隔十年都会有类似的高潮和低谷，虽然此

次新的十年由低谷开始，但我保持乐观并坚信这个十

年，互联网的发展环境将好于以往任何时期，因为我

们迎来了物联网、5G、云计算等技术的重要发展时期。

双栈功能不利于发展 IPv6

整体而言，互联网目前正在向纯 IPv6 网络演进，

我们应共同朝此方向努力。如果关注互联网演进的关

键指标，目前的互联网基本构成是 IPv4 网络结合地址

转换技术（NAT）与 IPv6 网络并行。然而，由于没有

足够的 IPv4 地址空间，NAT 技术的滥用没有节制，

在当前 IPv4 和双栈互联网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如再添

加 IPv6 网络，网络状态将变得越来越糟。其中，很

关键的一点是，目前的互联网不够严谨，任何人都可

以随意在企业内或互联网上添加一个网络，这无疑将

损害互联网的能力和安全性。基于此，我认为 IPv4、

IPv6、NAT 三种方式同时运转所造成的复杂性，将很

不利于全球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同时，双栈功能也不

利于 IPv6 发展，我们需要向一个端到端可控的全新互

Latif Ladid：向纯 IPv6 演进的全球互联网

联网演进。因此，必须迈向纯 IPv6，我们将于 2025 年

及更远的未来向纯 IPv6 网络迈进。

致力于纯 IPv6 的先驱们已经验证了以上观点，比

如谷歌、Facebook、YouTube 等大公司都是目前纯 IPv6

的最佳实践代表。对于众多的企业而言，要在企业内

外实现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单点传输，使用 IPv6 可以拓

展新功能实现端到端模式。尤其是需要高质量服务的

场景，我们可以取代像 MPLS 这种多跳的传输功能，

通过 IPv6 网络使用单跳的单一源地址、单一目标地址

的传输方式，提升网络的部署效率。IPv4 网络无法拓

展这种功能。事实上，IETF 早已宣布不再对 IPv4 进行

维护而会重点支持和关注 IPv6 的发展。

综上，我认为在 NAT 的背景下网络已足够繁重，

而 IPv6 网络与 IPv4 网络并行，NAT 的负担会进一步

加重，只有在纯 IPv6 的环境中，互联网才能更简洁也

更容易部署新的应用。

目前，全球纯 IPv6 的流量占比约为 30%，显然，

还有很多企业、机构没有部署 IPv6，所以大部分使用

IPv6 服务的用户需要依靠电信运营商。单就规模而言，

中国 IPv4 网络的部署为全球第一，而在 IPv6 方面，得

益于 Reliance Jio （印度信实工业公司）在印度全境推广，

印度目前 IPv6 网络规模排在世界第一位。然而，近两

年中国 IPv6 部署取得快速进展，中国已拥有超过两亿

IPv6 用户，这为中国规模部署 IPv6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Latif Ladid   全球 IPv6 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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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领域使用 IPv6可简化部署

当前很多中国企业正在推进基于“IPv6+”

的各种新型服务，例如与多协议标签转换

（MPLS）及分段路由技术（SRv6）结合形成

的解决方案等，此类新服务赋予互联网提供高

质量服务的能力。由于在结合使用 IPv6 的情

况下，可实现仅通过两跳或者一跳，即完成源

地址和目标地址间的通信，从而改善传统的

MPLS 中，经历多跳传输导致的效率受损。在

5G 这种需要低延时的场景中，服务质量的提

高将影响自动驾驶等诸多垂直新领域。通过这

种影响，我们就能推动更多行业部署，比如说

电信运营商在运维中使用人工智能，结合 IPv6

能够加快部署并获得更多的自治能力，再比如

其他垂直行业如金融领域也将收效明显。

在所有应用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指标是

物联网。在未来的部署过程中，我们将不得

不更多地关注 5G 的场景。在诸如对低延时

要求高的场景中，特别是物联网垂直领域使

用纯 IPv6 可进一步简化部署。物联网将会取

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基于 IPv6 的物联网。

我们在欧洲电讯标准协会 IPv6 产业规范小组

（ETSI IPv6 ISG）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议题，

在这里我们收集大量的 IPv6 最佳实践。同样，

3GPP 对 5G 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总结两个机

构的工作成果，我认为下一步应推广 IPv6 结

合 5G 在更多的设备上使用，尤其是物联网。

与之类似，如果我们在云计算领域使用

添加了 IPv6 支持的 OpenStack，将获得没有“后

门”的服务。否则有可能会危害数据主权和

数据隐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权限

接入云服务的人都可以获取数据。我认为这

是可以通过 OpenStack 或类似的开放平台解

决的重要问题。

引用著名的互联网发明人温顿·瑟夫所

讲的一句话，这很有趣但很重要，因为他是

IPv4 的发明者，却坦言 IPv4 只是实验网，

IPv6 才是商用型网络。他本人也在过去的 20

年间不遗余力推动 IPv6 的发展，我希望大家

共同参与推动 IPv6 的部署。

 ( 本文根据全球 IPv6 论坛主席 Latif Ladid 在“2020 全

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上发言整理 , 未经本人审阅。  

整理：王世新 )

村井纯表示，人类正处新冠疫情重要历史时期。日本 8 月起将开启重新

定义信息技术的战略，其中包括抗疫经验，以及相关经验如何更好地帮助、

调整日本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类似，此次疫情中，日本信息通信技术策略受

到了深刻的影响。互联网技术被应用到各个角落，对部分行业的影响尤其之大。

首先，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工业领域融合，其次，在农、渔、林业等行业，由于

供应链的断裂不得不依靠在线销售。最后，对于教育行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此外，在医疗健康领域，疫情期间，所有设备通过互联网给医院和健康

中心传输大量远程数据，直接实现“医院到家”，改变了原有的连接方式。

互联网对日本所有领域都很重要，但目前而言，覆盖率依然不足。在日

本部分地区，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的互联网接入率已达 99%。但整体而言，

互联网覆盖率仅有 60% 左右，剩下 40% 未接入的领域主要包括农、渔、林

业等领域，意味着互联网还没有形成完全覆盖。

这种需求无疑将推动新时期日本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成为相关新策

略的着眼点，而 IPv6 网络无疑是众多新设备进行互联的核心。人们在这场基

于 IPv6 网络的变革中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将促使整个互联网向纯 IPv6 方

向发展。同时，政府也会因此改变相关规定来适应变化，从而推动 IPv6 相

关行业的发展。

目前，日本光纤通信的基础设施是由纯 IPv6 构成的骨干网，而 IPv4 仅

仅是一项增值服务。所有四家国有的主要电信运营商也已经开始对手机提供

日常 IPv6 服务，IPv6 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设完成。

相信在新的形势下，IPv6 网络相关服务也将日臻完善，5G 及 5G 以上的

骨干网都是或将基于 IPv6，因为 IPv6 的骨干网更简单、更安全，可以将所

有软件解决方案置入骨干网架构中。

对于拥有最多人口和互联网用户的中国而言，部署 IPv6 更具重要意义。

日本IPv6发展新纪元

村井纯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村井纯：

 ( 本文根据村井纯在“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上发言整理 , 未经本人审阅。整理：王世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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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IPv6发展新纪元

IPv6是必然选择

互联网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虽不可见，

却与水和电一样不可替代。

互联网上众多应用为大众提供各种服务，鉴于对

互联网的强劲需求，我们需要其持续提供优质服务，

因而整个互联网系统需要稳定、健康地发展。

目前的互联网拥有众多数字空间体系，还将迎来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社交媒体的融合和挑战。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截至今年 7 月约有 210 亿物

联网和其他设备接入互联网，数量约为全球人口的三

倍。预计到 2025 年，5 年内数量会增长 50%，2030 年

至 2035 年数量会持续增长，最终突破 1000 亿甚至更多。

这也是不能继续使用 IPv4 的原因，它无法支撑千亿级

的设备连接。因此，自然而然，我们需要选择 IPv6。

目前的挑战在于能否在 IPv6 网络中使用地址转换技术

（NAT）？答案是否定的。

IPv6网络不需要NAT转换

使用 IPv6，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网络安全，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关注 IPv6 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情况。然而，

正如几年前亚太网络中心的 Geoff Houston 所言，如果

能够在不使用 NAT 的情况下运行 IPv6，将更有利于网

络事件的司法追溯。当然，我们在不使用 NAT 技术的

前提下，运行 IPv4 也可提高安全性，但 IPv4 地址不够

KilnamChon：自然而然，我们需要选择 IPv6

用。所以，大部分情况下 IPv4 只能结合 NAT 使用，不

能形成解决安全问题的优质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将带来互联网社群的又一新挑战。一

方面，人工智能很重要，因为它将成为主要的互联网应用；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概念，具有

巨大的潜在风险，所有社群和用户都要求其具有透明性

以及可解释性。由于使用了 NAT 技术的网络将会增加人

工智能相关算法运行的难度，使用 NAT 技术的网络将造

成人工智能治理上的问题。因此，无论从性能上还是安

全方面考虑，都不应在人工智能时代使用 NAT 技术。

同样，社交媒体也存在着类似的挑战，比如隐私问

题及在互联网、电视和其他媒体上的信息滥用，所以要

加大对数据治理和社交媒体治理的关注。我们可以借鉴

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完善数据治理和社

交媒体治理，而 IPv6 应是所有治理方法的共同选择。

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很多人必须在线远程

学习。但仍有一些地区没法实现远程教育，因为当地

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在线教育软件系统不够稳定。而

能够实现端到端连接的 IPv6 网络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三点建议

鉴于 IPv6 将在打造一个强劲互联网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针对相关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众所周知，IPv6 相较于 IPv4 具有很大的优

越性。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中，我们需要一个基于 IPv6 而

非 IPv4 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从而更好地保障网络安全。

其次，IPv6 网络将进一步完善物联网，促进人工智

能的发展。在物联网中，数据将更复杂且更具重要意义，

在整个系统中，互联网和数据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

关系。我希望未来能够在此领域加大探索的力度，找到

更好地处理和耦合数据与互联网之间紧密关系的方法。

最后，建设新系统不应再使用地址转换技术（NAT）。

NAT 的使用将引发大问题。目前，由于在 IPv4 时代形

成的技术惯性，仍有人选择在 IPv6 网络中使用 NAT。

但我认为，若想合理设计一套系统作为今后互联网的基

础设施提供支撑服务，一定不能使用地址转换技术。  

 ( 本文根据 KilnamChon 在“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上

发言整理 , 未经本人审阅。整理：王世新 )

KilnamChon   韩国科学技术院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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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

上，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

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作了《提升 IPv6 的价

值》的报告。他表示，当前中国 IPv6 的实际流量还不高，

必须持续挖掘和提升 IPv6 价值，增加企业对于 IPv6 的

刚需，以增强其升级转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

IPv6 是新基建的基础，必须要把握住 IPv6 在新基建中

的重大发展机遇。

持续挖掘和提升 IPv6 的价值

邬贺铨院士指出，截至 2020 年 7 月，IPv6 活跃用

户已达 3.62 亿，约占中国网民的 40.01%。但从实际流

量上看，全网 IPv6 流量占比大概只占到 10%，流量与

用户数占比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原因在于：  

首先，目前多数网站和应用的首页支持 IPv6，再

点击进入下级页面时，新的页面往往仅支持 IPv4，这

是导致 IPv6 流量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其次，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习惯回家去看流量占比

较大的视频，此时，流量就会通过 WiFi 和以 IPv4 为主

邬贺铨：IPv6 是新基建的基石

的固定宽带光纤，而直播、游戏等这些大流量业务，

相关网站转到 IPv6 的比例还比较小。

再次，IPv6 网关的改造比较滞后，因为很多用户

觉得反正可以上网，没有必要特别更换为 IPv6。

最后，CDN 与云平台的 IPv6 改造方面也有差距，

大概只有 50%~60%，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改造，导

致 IPv6 用户数比例看起来不低，但流量上看还是比

较“惨淡”。

从现阶段来看，想要在 IPv6 规模部署层面取得更

大的突破和进展，关键是要想方设法提升 IPv6 的价值。

我们要深入思考为什么要向 IPv6 演进，驱动力是什么？

很多国家发展 IPv6 的初心，就是要解决 IPv4 地

址不足的问题。以印度为例，该国申请到的 IPv4 地

址与印度的网民数比，是 10 个网民平均才能拥有 1

个 IPv4 地址，这使得印度成为最积极主动发展 IPv6

的国家之一。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积极向 IPv6 转换，是因为

IPv4 的地址是动态分配，而 IPv6 的地址数量比较多可

以实名溯源，这对国家安全和反恐都有着重要意义。

那么企业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先看美国，美国的互联网大企业是主动向 IPv6 转

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执行美国政府的行政

命令或者要求，也不意味着他们缺乏 IPv4 地址，而是

因为他们都是国际化的互联网公司，拥有大量的发展

中国家用户。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 IPv6，因

而带动了国际化互联网公司的转化。

而在中国，我们 IPv4 地址早就不够用了，但我们

找到了地址翻译这种办法，一直采用私有 IP 地址转换

予以应对，虽然缓解了 IPv4 地址不足的压力，但也完

全落入了对私有 IP 地址依赖的陷阱，因此向 IPv6 升级

的动力不足。当然这个不能完全归咎于我国互联网企

业，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开发企业对 IPv6 的刚需，要体

现 IPv6 的价值，否则大家依然缺乏转换的动力。

比如 SRv6 和 APn6 等新技术，可以改进网络性能

和服务水平，提升用户体验，这些都是 IPv6 可以开发

邬贺铨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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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现在 5G 来了，它的商用解决了高速率、高可

靠、低时延的问题，但是端到端网络的性能还需要核

心网来支撑，这就需要 IPv6 发挥作用了。

另外，我们基于对用户身份和地址的准确关联，

可以实现对网络内容的精准管理。以后对互联网的安

全管理，不一定非要采用现在这种对某些网站一刀切

的方式，可以用精准的白名单的方式来管理，IPv6 提

供了这个可能。也就是说，既然有了 IPv6，我们也要

相应地改进互联网管理方式，使得用户获得更方便的

体验和应用。

新基建为 IPv6 带来重要机遇

邬贺铨院士表示，要借新基建之机，特别是增量

大规模建设的机遇，我们要大量建设新的云平台、云

服务中心、数据中心等。这些“新增量”没必要再走

老路，完全可以基于 IPv6 甚至纯 IPv6 进行建设，并通

过 IPv6 来提质、降本、增效。

新基建包括三大部分：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

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

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又分为以 5G、物联网、工业互

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

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

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

可以说，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基建里面的主体，并且领

跑新基建。

有人表示，好像新基建里面没说 IPv6，事实上

IPv6 是新基建的基础，这个基础设施不限于运营商

提供的基础网络，还有企业自建的数据中心以及第

三方互联网数据中心，它提供虚拟化的网络计算存

储的资源。

当然作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云服务是少不了

的。这里主要涵盖两个层面：一是 PAAS 平台的服务，

它提供数据挖掘的软件工具、人工智能的分析算法，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开创环境；二是 SAAS 软件

的服务，实际上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软件和管理软

件，作为一个工业互联网核心平台提供商，它还需要

提供工业、行业应用的相关数据，行业相关 App，以

及行业相关操作系统。

大多数企业是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企业，当然应用

企业也需要有一些本企业对应的App和软件操作系统。

可以看到在整个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里，作为基础的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这些融合起来，构成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扩展了应用领域，领跑新基建。而新的应用对

于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支持融合智能交通、智慧

能源等，这些技术和应用对于网络响应和速度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 IPv6 的网络技术创新还有很大空间

邬贺铨院士认为，为了提升 5G 的性能，必然要求

核心网也要提升相应的能力，这也是现在发展 IPv6 非

常重要的契机。

回顾历史，我们走过第一代移动通信是模拟蜂窝，

一个小区依靠频率的不同区分用户；2G 是数字的，以

时序的不同区分用户；3G 就是以 CDMA 区分用户；

4G 把频率、时间等多个域都利用和提升起来，速率峰

值可以实现 100 兆。

现在 5G 来了，跟前几代相同点在于都是十年一代，

峰值速率 10 年 1000 倍，最大的不同在于前几代都是

面向消费者使用的，而 5G 则是面向产业和智慧城市的，

可以支持移动宽带增强、高可靠低时延、低功耗大连

接等多种场景。5G 跟 4G 相比，在多项性能上都有一

到两个数量级的提升，解决了无线技术的问题。

当然，5G 的移动宽带增强、高可靠低时延、低功

耗大连接还是要核心网相应的保障，而 IPv6 则能够起

到支撑端到端的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应用的。

毫无疑问，新基建会加快 5G 基础设施的建设，也

对 5G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与垂直行业融合的应用

期待网络具有超宽带、高可靠、低时延、大连接的能力，

而这正是 IPv6 可以发挥作用的最佳机会。

总之，运营商希望精准地了解客户需求，提供差

异化的服务，同时保持对网络的控制权和安全性。而

ICP 和工业客户希望网络业务能力能够开放和灵活按

需提供。和 IPv4 与 MPI 相比，基于 IPv6 的 SRv6 和

APn6 在兼容运营商和客户要求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

势。但是 IPv6 的价值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提升，

其中 IPv6 可编程的空间潜力很大。

所以很多空间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发和标准化，

基于 IPv6 的网络技术创新永远在路上！

（根据邬贺铨院士在“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发言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整理：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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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2020全球IPv6下一代互联网峰会”上，

清华大学李星教授作了《纯 IPv6 的实践和展望》的报告。

他表示，CERNET 在二十多年前就着手布局 IPv6 并坚持

纯 IPv6 网络的建设，这一步无疑是走对了。纯 IPv6 是未

来的必然趋势，当前倡议全球 IPv6 规模部署向纯 IPv6 演

进，可谓恰逢其时。

另辟蹊径，坚持纯 IPv6 骨干网建设

首先我们还是应该简单回顾一下 IPv6 与 IPv4 的不

同之处，也就是 IPv6 的特性，这可以看成是近二十余

年来互联网体系结构变迁的源头问题。

通俗地讲，在目前广泛使用的互联网 IPv4 协议中，

表示一台联网设备的地址是由 32 位数字记录的，这意味

着整个互联网最多能够容纳 2 的 32 次方地址，也就是约

40 亿台设备，当时互联网协议的设计者当然不会想到，

日后互联网会以如此速度在全球迅速发展和普及。随着

智能终端的多元化、物联网的发展，人们对 IP 地址的需

求开始指数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IPv6 应运而生，它

最初的设计意图就是解决寻址的可扩展问题，2 的 128 次

方的地址使得“地球上的每一颗沙子都有一个地址”。

因此虽然 IPv6 与 IPv4 有地址转换、地址分配等诸多差异，

但地址的数量级无疑是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区别。

然而，由于 IPv6 的设计者过于理想主义，没有注

意到 IPv4 与 IPv6 将长期共存这个现实问题，放弃了与

IPv4 的兼容，换言之，它们之间无法进行平滑的“升

级换代”，这是 IPv6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到现在，

二十年多来一直难以大规模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是我国第一个全

国性的互联网。回顾 CERNET 建设历程，1994 年 7 月初，

CERENT 试验网开通，采用 IPoverx.25 技术进行连接；

1995 年，第一个采用 TCP/IP 和 DDN 专线的全国互联网

主干网 CERNET 建成；1997 年，CERNET 全国主干网

DDN 线路升级到 512K，同年又开通了北京到西安、成都、

沈阳的 512K 卫星信道；2000 年开通了 155M 光纤网络，

2014 年 CERNET 建成 100G 光纤网。

在建设过程中，CERNET 对于 IPv6 的研究和建设

也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1994 年，CERNET 开始建

设 IPv4 网络，仅仅三年之后就意识到必须要着手建设

IPv6 网络，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有大约 3.2 亿学生，

几乎与美国人口相当，而我们发现根本不可能给每一

位学生申请到一个 IPv4 的地址。

之后在邬贺铨院士等专家的推动下，国家开始重

视 IPv6 网络的建设。2003 年，CERNET 与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等运营商一起参与了

下一代互联网 CNGI 项目。由于 IPv6 与 IPv4 不兼容，

包括国际 IETF 推广以及国内外大多数运营商都采用的

是双栈技术，但教育网当时已经认定 IPv6 必然是未来

互联网建设的趋势，下定决心要做纯 IPv6 的主干网络，

一步到位，这也就是现在全球规模最大的采用纯 IPv6

技术的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 CERNET2。

在具体运营过程中，教育网通过高性能的网络、免

费使用等激励政策在校园推广 IPv6 的使用，并采用源地

址认证保障网络安全，在过渡上，采用 IPv4 over IPv6 隧

道技术和无状态翻译 IVI。现在来看是这种策略是非常成

功的，数据显示，教育网有一半的流量都来自于 IPv6。

立足实际，IPv4 与 IPv6 长期共存

2004 年，CNGI-CERNET2 纯 IPv6 网络建成，当时

李星：向纯 IPv6 演进，恰逢其时

李星   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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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既然有最新的 IPv6 网络了，是不

是可以关掉 IPv4 ？遗憾的是，即便 10 多年后的今天来

看也是不现实的，根据 ICANN 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

的 IPv6 普及率已经比较高了，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

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 IPv6 的普及率非常低，所以即便

2025 年中国全面部署 IPv6，但一旦考虑到“一带一路”

等政策要求，中国自己的 IPv6 仍然需要同全世界的 IPv4

互通 ,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纯 IPv6 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但 IPv6 与 IPv4 将长时间共存这个前提条件却不会改变。

从技术角度看，在由 IPv4 向 IPv6 过渡时可以采用

双栈技术、隧道技术和翻译技术。大多数运营商的网络

都采取的是以双栈为主，隧道为辅，万不得已才使用翻

译。但如果所有人都采用双栈这条路，那么所有人都等

待着别人去改造，也就没有人会升级 IPv6。这意味着双

栈的技术路线没有有效建设 IPv6 的激励机制。

在如何与 IPv4 打通这一问题上，教育网最初采用

IPv4 over IPv6 隧道的办法，取得重要的进展；但是后

期发现隧道仍不能使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所以又发

明了解决 IPv4 协议和 IPv6 协议的互联互通技术“IVI”

技术。之后发现有些应用并不支持 IPv6，所以又开

始研究双重翻译，由于双重翻译和隧道的外特性都是

464，因此可以把隧道和翻译都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了

中国在互联网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在全球 IPv4 地址空间（IPG4）中，每个运营商取

出一部分 IPv4 地址，被用来在 IVI 过渡中使用，被取出

的这部分地址称为 IVI4（i）地址，这部分地址不再分配

给实际的 IPv4 主机使用，而是把映射成的 IPv6 地址分

配给 IPv6 主机使用。

IVI 技术方案出来以后，IPv4 和 IPv6 互通的基本问

题解决了，成为公认的当前互联网 IPv4 向 IPv6 过渡最靠

谱的方式。IVI 系列技术获得了 9 个国际互联网标准化组

织 IETF 的 RFC，并已经被其他 RFC 标准引用达 141 次以

上，成为 IPv4 和 IPv6 互联互通最核心的互联网标准。

其基本技术概念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IPv4 和

IPv6 本身不兼容，不可能真的“互通”。第二，翻译

互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翻译器将真实的 IPv4 计算机

映射成虚拟的 IPv6 计算机，同时通过翻译器将真实的

IPv6 计算机映射成虚拟的 IPv4 计算机，使得在互相不

兼容的 IPv4 和 IPv6 协议空间内，分别有真实的计算机

和虚拟的计算机进行端对端的通信。第三，如何实现

IPv4 对 IPv6 的翻译是关键。IPv6 地址为 128 位，一个

IPv6 的子网就有 64 位，可以轻易地表示 32 位的 IPv4

地址，但如何用有限的 IPv4 地址表示 IPv6 是基于算法

表示和解决的，这才是 IVI 最大的突破点。

重新定义，从 IPv4 向纯 IPv6 平稳过渡

现 在 来 看， 双 栈 和 隧 道 都 不 能 直 接 过 渡 到 纯

IPv6，必须通过翻译技术。向 IPv6 过渡有两种技术路

线，一种是硬着陆，一种是软着陆。采用双栈技术的

IPv4 到 IPv6 过渡可看做是过渡技术 1.0。注意双栈需

要两次硬着陆才能完成这个过程，第一次硬着陆是从

纯 IPv4 升级到双栈，第二次硬着陆是把双栈的 IPv4 关

掉，成为纯 IPv6 网络。因此最佳的过渡技术路线应该

是软着陆，我称之为过渡技术 2.0，即通过 IPv4/IPv6

翻译技术，使现有的 IPv4 系统与 IPv6 互联互通，新建

纯 IPv6 网络，实现与 IPv4 互联互通。

从实际应用角度来说，为什么用翻译技术改造 IPv4

网站更安全 ? 恰恰因为双栈需要两个硬着陆，第一个硬

着陆从纯 IPv4 转换成双栈时，所有三层以上设备都需

要实现 IPv6，这对防火墙是个巨大的考验，很容易造成

安全事故。而通过翻译来改造网站，由于现在的大网站

一般都是电信、联通、移动多出口，所有的安全策略都

是基于 IPv4 的，只需要加一个翻译器，网站本身依然

处于 IPv4 状态，基于 IPv4 的安全措施依然有效，对外

还可以提供 IPv6 的服务，这意味着只要 IPv4 网站没有

出现安全问题，相当于镜像的 IPv6 网站就没有后顾之忧。

更有意思的案例来自于教育网。一般我们传统印

象中，IPv4 和 IPv6 好像是相互独立的两套系统，所以

才会有所谓的“翻译”。而在我们的最新概念中，基

于 IPv6 的近乎无限的 IP 地址，我们更倾向于将 IPv6

看成是一个整体，而 IPv4 不过是它的一个子集，不要

小看这样一个认知角度上的转变，由于翻译技术是无

状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翻译器在不同

的地点对于这对“包含”关系随时进行流量的调度。

从实践层面，我们甚至认为，这种调度方式有时候比

SRv6 调度的更灵活，更快，而且还保证了 IPv4 的服务。

倡议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向纯 IPv6 发展是大势所趋，

恰逢其时。我作为 IPv6 技术的研究者以及相关项目建设的

实际参与者，非常欣慰。正如联合倡议中提到的：推进纯

IPv6 规模部署不仅是构建一个更扁平、更高效、更安全的

互联网的基础，也是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生态的全面升级，

它将深刻影响未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和应用的创新发展，

希望我们都参与到纯 IPv6 最佳实践的贡献中来。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教授李星在“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

上发言整理。整理：王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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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上，中国电

信研究院副院长陈运清对云网时代 IPv6 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 IPv6 赋予网络的能力做了分析。

他表示，融合了 5G+ 人工智能 + 云等技术的泛在智联

时代离不开 IPv6 这一底层基座，而在融入智联物联网

过程中， IPv6 也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云网时代 IPv6 的

发展是一个联动过程。

5G 时代离不开 IPv6

中国电信于 2016 年启动了网络重构计划。运营商

网络十分复杂，某种程度上像头大象，必须一步一步走，

难以完成飞跃，脱离现实改造网络基本不可能。我们

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引入新技术元素，顺应网络整体发

展，不断增加业务能力。在重构过程中，我们引入了

以下几项新技术：

1. 软件定义网络（SDN），因为 SDN 的理念是可

编程和控制。其优点是可代入灵活性，有助于运营商

开展业务，引入 SRv6、SC1 等业务必须借助 SDN 技术。

并且该技术可带来敏捷、开放和智能等特点。

2. 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将传统的 CT 业务部

陈运清：促进云网时代的 IPv6 发展

署到云平台上，实现软硬件解耦。但其推进十分艰难，

原因是难以降低成本。直至我们发现合适的切入场景，

局面才有所改观。从开始时的边缘设备到目前正在建

设的 5G 核心网，均已成为引入 NFV 实战的切入点。

3. 云网融合，因为全行业的 IT 系统及所有应用都

在网上，通过云网融合，可避免网络演进的可生长性

出问题，从而提升全网演进水平。

在以上改造的基础上，需增加业务的生态能力，

通过市场驱动进一步促进改革。要实现该目标，需充

分利用现有数据，介入人工智能的技术服务实现整网

调度和业务开通。因此，在注能、注智之后，需将

5G、AI 和云组合后添加至网络中，从而带动更多增值

业务。

在网络重构过程中，IPv6 作为一个基本要素，与

人工智能、5G 均不冲突。只有实现端到端 IPv6 部署，

才能更好适应 5G、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至于如何实现，第一步充分考虑用户需求，第二

步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符合用户业务预测的网络

内部业务和对外客户服务。中国电信在 IPv6 底层基础

设施之上，利用丰富的数据构建大数据湖。并基于此

构建相关的 AI 赋能平台。AI、大数据与基于 IPv6 底

层设施的网络结合，为原本较为机械化的网络增添了

智能要素，使其更了解实际业务意图，成为开展两线

业务的重要抓手。

一线是对内业务，自我解剖应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因为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本身有很多要素和大

数据，需要在网上开展智慧运营。例如从工单场景、

基站节能场景、DC 节能场景等入手，开展对内赋能。

网络的演进跟整网智慧运营密不可分。如果网络不断

改变，而运营手段停滞不前，该网的敏捷、开放、安

全等特性将难以达标。

二线业务是利用网络提供更好的对外行业应用服

务，这与 5G 密切相关。我们正在构建从底层到编排层，

直至上层网络 AI 引擎和大数据引擎的联动，形成闭环，

达到网络重构敏捷、开放、安全的效果。

陈运清   中国电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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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是泛在智联的基座

5G 技 术 三 个 最 主 要 的 场 景（eMBB、uRLLC 和

eMTC，分别对应大宽带、低时延和海量连接），其实

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切片和边缘计算都需要

行业应用来真正驱动，否则低时延、保障和海量连接

等特性将难以发挥。

因此，虽然 5G 带来了新技术的能力，但要迎接

5G 时代的到来，必须明确相关应用场景。目前最明确

的场景是大视频领域，5G 首版标准 R15 已于 2018 年 6

月完成，超低时延在今年 7 月完成基本版本的 R16 中

实现了定义。而 R17 将在海量连接方面有所进展。可见，

整个 5G 时代标准的推进，网络的推出及业务的衔接需

要一个联动的过程，该过程与 IPv6 类似。

至于在 5G 时代，整个网络的挑战与网络重构的衔

接关系，因为 5G 包括了“2C”和“2B”，必须解决

这两方面的进展。互联网未来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是“物

的连接（IoT）” 领域。该领域与“人的连接”不太一样，

比如机器的连接对时延和带宽的要求是一个联动体，

相关技术手段需能匹配用户的基本要求。

比如无人机既需要网络提供足够的控制保证，同

时又能提供相关边缘计算的本地分流，此外，还可能

涉及开放，以上三种主流技术组合才能满足一项用户需

求。目前的网络不是以前单独部署后直接提供业务，而

是必须灵活调动网络技术手段才能满足某一场景需求。

网络必须实现或接近智慧调度才能满足 5G 时代复

杂的场景要求。所以在 5G 的 SA（独立组网）场景下，

5GC（5G 核心网）的演进应作为第一个切入点。此外，

以边缘计算 + 切片 + 灵活的 SLA（服务等级协议）是保

证客户感知的关键性网络重构技术，没有这一技术保证，

所提供的行业应用很难让客户满意。

因此，需要将网络的各种要素和资源进行模块化重

新组合，而组合过程需结合大数据、云、人工智能等技术。

基于以上需求，未来的网络可能会朝几个方向发展。

首先，5G 的三大基础能力是低时延、高带宽和海

量连接，今后这方面的能力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的物

联网连接强时带宽相应减小，今后有可能实现连接增

强的同时，带宽也有所提升。

其次，面对复杂的网络，全面管理连接肯定有难度，

如何进行分区、分域的智能自治，甚至跨域的网络资

源调度？智能自治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目前业界

提出的自动驾驶网络，智能自治网络都属于该范畴。

再次，还要追求极致性能，达到医疗领域和很多

关键性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标准。目前，业界还没有明

确的标准，都在不断的探索，但必须朝着这个方向进行。

最后是可信安全，引入云技术后，如何打造一个利

用云产生的内生安全技术，这是一个挑战也是努力方向。

其实 5G 并不是终点，而是面向泛在智联领域的起

点，泛在智联这个广大场景融合了 5G+ 人工智能 + 云

等技术后，运营商的网络和客户将进入新的场景。在

此之后，进一步发展跨入 6G 领域。

而在以上所有场景中，IPv6 起基座作用。因为

IPv6 的地址可溯源、安全内生，能保证网络自治、海

量连接的可追溯和真正的反向可控。所以，IPv6 作为

未来泛在智联的基座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中国电信的 IPv6 演进

由于摸着石头过河，IPv6 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

前十几年，IPv6 主要面向地址枯竭的问题，对于用户

而言，并没有带来额外的体验和价值，因而对于云服

务商没有太大吸引力，难以拓展该协议。

2017 年，两办启动了 IPv6 规模部署行动，加之

5G 时代、物联网时代的到来让大家都意识到 IPv6 的关

键作用，目前其推进速度相较之前已有很大提升。

2018 年、2019 年，中国电信进行了 IPv6 全面改造。

4G 核心网、承载网等端到端的 IPv6 通道已建立。对 5G

核心网、承载网、终端等的改造都在有序进行，作为一个

基础要素进行推进。此外，我们还进行了 SRv6 和 EVPN（以

太网虚拟专用网络）改造，将现有承载网改造成最大的支

持 SRv6、EVPN，且可部署的商业网，这比停留在标准层

面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电信 IPv6 的总体演进思路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规模部署，网络改造在 2017、2018 年

完成，具备服务能力。但还没找到明确的商业驱动。

第二阶段通过网络优化提高 IPv6 的渗透率和流量，

经过该阶段，很多网站开始主动进行 IPv6 改造，形成

非常好的 IPv6 原生应用环境。

网络优化应用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在南

沙地区实现差异化的 IPv6 访问；而国内学生访问国外

学术网站和丰富的科技资源时，也可通过 IPv6 实现差

异化的客户体验。此外，由于 IPv6 可溯源，针对客户

的 IPv6 访问可做更精细化的 SLA 服务定制，区别于普

通的 IPv4 业务，从而提升业务流量的价值。

第三阶段，至 2025 年将形成基于 IPv6 底层基座

的下一代互联网。目前中国电信在端到端层面，骨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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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网、接入网等都进行了 IPv6 相关改造。并且，在

国际出入口、互联互通方面也都进行了 IPv6 基础资源

的改造，中国电信全网已具备 IPv6 Ready 能力。

根据数据显示，IPv6 活跃用户在不断增长。数据弱

项主要在于固定宽带的网关，因为在用户侧已实现部署，

没有进行升级。相信随着用户端不断演进，固定宽带整

体的 IPv6 应用也将有所提升。而在移动端，用户量已达

全球领先水平，IPv6 分配地址数和连接数均在 2 亿以上。

从流量上看，流量超过 TB 级别应是一个里程碑。

不同于印度起始 IPv4 地址极少，直接推进 IPv6 部署，

我国申请的 IPv4 地址较多，核心驱动不足，之前的

IPv6 流量相对较低。但随着业界的认同和国家的推进，

国内 IPv6 流量已达 TB 级别，是历史转折点。

从移动宽带、互联互通层面看，在中国电信网络上，

移动流量和宽带流量均已实现 100% 以上提升。虽然 IPv6

流量对用户全部流量占比仍在 10% 以内，但中国具有巨

大的市场空间，相信其进展速度将呈指数级攀升。

流量主要来自内容源，其中一个优秀进展是云服

务，比如视频应用、大众点评以及常用的沟通工具等。

在这些应用中，IPv6 的流量占比都在朝两位数发展，

部分应用 IPv6 流量占比已超 50%。

总之，中国目前 IPv6 的使用已进入成长期，而非

起步期。

如何更好地开发 IPv6 的价值

如果没有 IPv6 这一底层基座，上层应用也将受到

影响。在网络重构过程中，我们发现基座由各个不同

层面的网络组成，如 STN 网络、骨干网、云资源及企

业端到端网络等。如何将 SDN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结合起来？在承载面，为了简化对业务的处理，

我们推出 EVPN，将所有 VPN 业务进行归一。同时，

为了结合 SDN 的技术，满足用户低时延及灵活流量调

度的需求，我们进一步结合 SRv6 和 VPN，打通整个端

到端的通道。

但该任务知易行难。因为运营商网络的管理和配

置都是分段的，只能通过大量的编排器进行联动。除

了编排器，还需和云端联动，所以整体调整难度相当大。

而通过 SRv6 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该技术使

运营商可通过编排器和 SDN 的控制器来跨域调度，直

接满足用户需求。甚至可以进一步结合 SDI 技术，灵

活地向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正如前面所说，与上层应用的衔接必须引入人工

智能技术，进行云网融合，完成底层分析数据的上行

和上层分析结果的下达，实现灵活的智能自治网络。

总之，以端到端的 IPv6 作为 CTNet2025 架构下全

IP 的基础承载底座，目的是获取相应的网络能力以支

持 SRv6 和 EVPN 等技术演进，从而更好地为今后 5G

和云网融合等场景服务。

如此做可达成三个目的：第一，分钟级开通。第二，

急速上云。第三，促进云网业务的快速发展。

此外，还能更好地满足 5G 时代的时延保障，实现

新老平面共存（如原有的 MPRS 政企客户平面和新建

的 SRv6 平面）、智能选路、平滑转型，让“大象”比

较灵活地向前奔跑。

整个SRv6的商用进程主要是在城域网的IP Ran层面，

现在称为 STN。这项工作真正的意义在于将 SRv6 这一理

念灌注到设备层面，并且实现端到端打通，从而有可能

去打造一个基于 SRv6 和 EVPN 的大规模智能网络。

另外，除了拉动流量，我们还尝试通过在物联网

注入 IPv6 提升末梢用户的感知价值，而不只是通过降

价来推广。

例如类似此次会议等需要采集信息的重要领域，

我们推出名为除颤仪的产品，内置了符合 IPv6 标识的

模组，让每一个物理标识和 IPv6 地址形成映射，使得

物联管理平台能够以 IPv6 的方式管理末梢终端，而此

类管理将给用户带来不可估量的新价值。

以前网络界的一个难题是 IPv4 地址不含位置，但

在 IPv6 地址上，我们可借助标识了解用户的位置和状

态，对物品进行安全认证，防止物联网产生的大量攻击，

避免僵尸网络的攻击。

此外，未来 6G 领域可与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结合，

通过空天一体的方式破解缺少位置记录的难题，通过

GPS 网络、北斗导航获得物体位置，通过 IPv6 地址，

获得其身份认证，甚至可以反向控制。在重要物资、

设备，与生命安全相关领域采用这一技术，将产生大

量新价值。例如，学生家长愿意多交网费，让学生在更

优质的网络环境中上网课。而对于不能丢失或涉及生命

安全的重要物品，如果植入 IPv6 模组，能够随时进行管

理、控制，带给用户的将远超一个连接的价值。而且未

来海量连接与云网融合后可以更好地发挥此功能。

在整个智联物联网中实现这一新生价值，实际上

打开了 IPv6 应用的新空间，引领其最终走进 IoT，步

入更高应用层的时代。

（本文根据中国电信研究院副院长陈运清在“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

联网峰会”上发言整理 , 未经本人审阅。整理：郑艺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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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目前，转向 IPv6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回顾 IPv6 的发展史，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IETF 提出名

为 IPng 的计划，IPv6 是其中的方案之一，经过几年的

发展成为标准。IPv6 在本世纪初已在我国受到关注和

重视，将近 20 年之后，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 20

年其实 IPv6 走得非常艰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顶向下发展起来的“瘦网胖终端”

IP 的发展史是一个自顶向下发展的历史。

以 1969 年 10 月 29 日 C.S.Cline 在 UCLA 和斯坦

福 SRI 之间所做实验中记录下的日期为起点，今年是

互联网 51 周年。在此之前， L.Kleinrock、Paul Baran、

Donald Davis 等互联网先驱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互联网非

常重要的概念基础：分布式组网和分组交换。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互联网史上的另外两个重要

人物 Vinton Cerf 和 Bob Kahn 合作建立了 TCP/IP 网络结构，

IP 位于下层物理网络和上层各种应用之间。该结构一个重

要的理念是通过中间层协议支持不同网络的应用，提供公

共服务。此外，两位“创始人”还提出网络的作用是尽可

能快地进行分组传输，而不做太多可靠性工作。也即进行

不确定 / 不可靠分组交换，尽量把网络简单化。这大大提

汪文勇：IP 怎么了？

高了互联网的可扩展性，导致后来互联网飞速发展。

在 IP 之前的传统网络的特点是：网络很复杂，但终

端简单。比如传统的电话交换网络，电话机非常简单。

而 IP 网络的理念则相反，是网络尽量简单，终端可能很

复杂，应用、可靠性等都在终端上实现。这个结构的好

处就是网络协议简洁，组网成本低，所以网络扩展性很好，

应用承载能力强，可支持丰富多彩的语音、图像、文本、

视频等等应用。我们把这种结构称之为“瘦网胖终端”。

在此基础上，最后才进行 IP、TCP/UDP 协议等各

种具体协议的底层实现。所以整个 IP 互联网的发展史，

从 6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从顶层理念、高层设计到

底层实现，是一个自顶向下的过程。

网络结构由“细腰”变成“水桶腰”

如何评价当前的 IP 互联网发展现状呢？如果将早

期细腰的 TCP/IP 结构比喻成“小鲜肉”，单一 IP 协议

提供基本的、精练的公共网络服务，目前的 IP 互联网

则由于协议越来越复杂而变得越来越臃肿，已变成一

个“中年油腻男”。网络层除了 IP 主协议，还添加了

大量辅助协议，提供多种网络服务，试图集安全、性能、

可靠性和可控可管于一体，导致其变成“水桶腰”。

过去几十年中，IP 虽然一直尽心尽力地完成着承

上启下的工作，但也面临着质量、寻址、安全、网络管理、

新的场景、新的需求等多方面的质疑和考验。为了解

决或者弥补 TCP/IP 性能、功能、安全性等等问题，我

们给 IP 层增加了许多功能和辅助协议，但如此一来，

在 IP 能力提高的同时，也导致网络层也越来越臃肿，

而网络结构也由纤纤细腰变成了水桶腰。不完全统计，

过去几十年 IP 协议相关的 RFC 标准数量已经积累到几

百个，其中包括基本协议、编址、寻址、路由等等，

这就是水桶腰的体现。

不仅如此，互联网正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可

以说出现了“腰椎间盘突出”：因为 IPv4、IPv6 共存，

导致出现两倍数量的服务接口，需要上下层做适配修

改。此外，互操作性也存在问题，复杂度进一步增大。

可以说，互联网其实是到了“换腰”的时候。

汪文勇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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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也要自顶向下

IP 确实需要变革，但关键是从什么地方变？怎么

变？ IP 协议的发展是一个自顶向下的过程，先有基本

理念，后有顶层设计，最后才是具体实现。这是一个

被证明成功的过程。因此，某些方案选择更改 IP 协议

的某个字段，或某种地址表达，这种仅在协议上进行

的具体实现层面的修改，其实不是真正的变革，没有

太大意义。还是要回归本质，自顶向下变革：从顶层

理念上提出挑战，至少应该从高层设计开始、在系统

结构上解决问题，这才有可能成功。

自顶向下变革的两个典型案例是 SDN（软件定义网

络）和 CCN（内容中心网络），二者是 2000 年之后对

IP 协议进行最深刻反思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有些

非常有用，比如 SDN 现已广泛运用，有些可能还在研

究和实践中。总体上，我们将类似的变革称之为“clean 

slate”，也即从头开始，就是要自顶向下。

比如，SDN 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通过控制器完

成各种集中管理和资源配置。所有的策略问题、路由

问题，都通过控制器来解决，控制器维护全局网络视图，

网络对于应用程序和用户是一个单一的逻辑交换机。

这一思路颠覆了传统 IP 网络的分布式自组织顶层理念。

传统的 IP 网络是让分布式路由器通过协商来管理路由、

策略、组播等。而 SDN 采取可编程的集中管理完成这

些工作，在许多场景中体现出特别的优势。

又如 CCN，它提出的挑战直接针对分组交换。在传

统的 IP 网络中，所传输分组的内容对网络、路由器和交

换机没有任何意义，把对网络没有意义的数据以分组的形

式传到目的地，这是分组交换的基本思想。CCN 反其道而

行之，它的基本理念恰恰是关注内容，用户 / 应用要访问

的是具体内容，网络要知道和管理具体内容所在的位置。

当然，SDN 和 CCN 在承载上还是要用到 IP，但它们

在高层理念上对 IP 的挑战是明显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方

案，在理念上对传统的 TCP/IP 其实并没有形成挑战，诸

如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新的 IP 协议之类，都是在协议细

节上、在技术实现层面做些工作，有些工作还非常非常少，

看起来都没有太大意义，构不成颠覆 IP 的态势。

不能“换腰”要“瘦腰”

所以，对“IP 怎么了”的回答是：“IP 没怎么，

IP 挺好的，虽然 IP 目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发展

演进。”我们认为比较现实的 IP 演进之路不是“换腰”

而是“瘦腰”，第一步解决“腰椎间盘突出”问题，

把双腰变成单腰，实现纯 IPv6 结构。不仅如此，还要

重新回归简洁，进一步把腰变得更加坚实有力，形成“小

蛮腰”。具体有以下几点基本想法：

首先，可以在以太网上做工作，TSN（时间敏感网

络）、TTE（时间同步协议）、更高速以太网等。光通

信上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现在光传输的带宽已经

非常高，依然发展很快。5G、Wi-Fi6 等无线通信技术

也都提供很好的物理特性支持。这些底层技术的进步

将大大缓解 IP 面临的压力。

其次，通过 SDN 或 QUIC 之类的新协议，让 IP 层

尽可能变得简洁、有力，让网络的开销和成本降下来，

然后把具体应用需要的个性化特性往上或者往下放。

譬如，工业互联网目前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要实现工

业互联网，至少从应用场景上需要满足几个要求：一是高

带宽，二是高实时，三是高可靠性。这些要求通过 IP 和

TCP 来做其实都非常难，但 TTE 可以做到，其做法是提供

三种传输模式：TT、BE 和 RC（数据帧类型）。TT 是一

个强调可确定性的一种传输服务，在 TT 上做了适当的 IP

封装以后，就意味着 IP 承载可支持实时业务。此外，TTE

还支持所谓安全性（safety），通过一些冗余手段来支持物

理网络本身的可靠性，从而上层的 IP 也获得了可靠性。

以上演进模式提供了解决现有问题的一个有效方

案，证明 IP 是完全可以瘦下来的，IPv6 完全可以做成

很强壮的小蛮腰。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QUIC（基于 UDP 传输层协

议）。QUIC 的思路非常有意思，传统的 TCP 协议很可靠，

但相对于 UDP 和 IP 而言十分复杂，效率低，适应性差。

如何能兼有 TCP 面向连接的可靠性，同时又让其尽可

能的高效？ QUIC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的一

个重要理念就是回到“瘦网胖终端”的思路，让终端

和应用决定需要和采用什么传输特性。网络不提供统

一的传输模式，而是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将决定权留

给终端，从而最大程度满足应用的个性化需求，同时

也简化了网络的复杂度。这就体现出“小蛮腰”的特点。

总之，做小蛮腰需要上层和下层协议来共同支持，

而且，如果能充分结合上下层协议的特性，IP 协议将

变得非常简洁。

最后，想再次强调：IP 没怎么了，它非常好，尤

其是 IPv6。在诞生 50 年后，当世界完全进入 IPv6 时代，

互联网会焕发“第二春”，请大家继续努力。

（本文整理自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汪文勇在 “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

联网峰会”上所做报告。整理：郑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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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上，欧洲电

讯标准协会 IPv6 产业规范小组（ETSI IPv6 ISG）副主

任解冲锋以《后双栈时代的 IPv6 网络演进》为题，针

对“后双栈时代”的特点、IPv6 的发展现状等方面进

行了介绍，并指出，IPv6 是全球网络发展的共识，希

望大家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中国实现由双栈

向纯 IPv6 逐步发展演进。

IPv6 网络是大势所趋

近两三年，IPv6 取得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国家

的信息基础设施已全面支持 IPv6，形成完善的国际国

内 IPv6 互通体系，以及活跃用户数量显著增加等方面。

由此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很多国内的 App 和业务

已开始规模使用 IPv6；二是尽管 IPv6 仍存在一些问题，

但规模流量的使用情况表明其整体具有可靠性。

我认为将“后双栈时代”的特点有几个方面。首

先，IPv6 网站的全面部署，已成为一种通用能力，且

无所不在；其次，IPv4 地址日趋紧张，已不具备为客

户和业务分配地址的能力；再次，通过较长时间的运行，

证明 IPv6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等性能；最后，网络技术

创新应基于 IPv6 来进行，基于 IPv4 创新的时代已过去。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国外部分运营商的 IPv6 普及

度非常高，个别运营商用户数量已接近 90%，并且均

为纯 IPv6 用户。这些运营商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

且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整体而言，目前还有几个

技术趋势需要关注。首先，IPv6 技术本身已被证明具

有高度的可用性，新热点不断涌现：如何发现端到端

路径的最大 MTU，如何对 IPv6 的性能进行被动式测量

等。其次，纯 IPv6、相关标准、物联网，以及对接设

备规范定义等方面也值得关注。

IPv6 已具有成熟网络能力

如今，中国的 IPv6 取得较大发展，但总体看来仍

以双栈为主，未来如何谋求持续发展，是值得思考的

问题。从国外的讨论来看，双栈并非无法持续，但我

仍希望中国可以“朝着以 IPv6 为核心或纯 IPv6 的方向

去走”，让网络更智能、更简洁。

从前期在一部分场景下的应用测试来看，IPv6 单栈

的情况并没有降低用户体验值，所以未来的网络还是要

以单一的 IPv6 协议为路由和转发的主体，而非双栈，这

也可以降低对安全的挑战。另外，要保持网络的开放和

互通，并逐渐降低纯 IPv6 设备的成本。

IPv6 是全球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轴线，也是网络技

术创新的基本起点和平台，很多技术都是基于和围绕

IPv6 来做的。网络强国一定要看清技术的主流方向，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对技术的发展脉络更要

把握得准。

在中国，IPv6 已实现规模部署，并成为“成熟”

的网络能力。我建议大家积极拥抱和使用 IPv6，因为

我们已具备该能力。希望网络逐渐从双栈向纯 IPv6 演

进，以 IPv6 为核心构建信息基础设施，降低对 IPv4 的

使用和依赖，以减少给整个生态和产业带来“麻烦”，

并希望通过 IPv6 新型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创新，进一步

支持 5G、云网融合及物联网等发展，进一步支持国家

数字化转型。 

（本文根据 ETSI IPv6 ISG 副主任解冲锋在“2020 全球 IPv6 下一代

互联网峰会”上发言整理 , 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朴艺娜 ) 

解冲锋：以 IPv6 为核心构建信息基础设施

解冲锋   欧洲电讯标准协会 IPv6 产业规范小组（ETSI IPv6 ISG）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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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需要 IP 协议创新

数字经济越往深处发展，除了跟国家治理政策以

及网络带宽有关外，更多则跟网络本身的特性有关。

网络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能够走多远。网络本

身的特性则要从网络协议上看，网络协议能不能具有

可扩充的能力决定了业态创新的丰富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特别在今年提出要加快推进新基建。“新基建”包括

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表面上看，这些新型

基础设施是一堆路由器，一堆交换机，一堆服务器，

还有一堆网络交换设备。但是抛开这些设备外在表现

来看，这些设备组合在一起能不能发挥强大的功能，

关键在于设备之间的通信能力，而通信能力就涉及到

IP 协议。

数字经济时代对网络安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419 讲话”中提到，“要以信

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

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这句话可

以看出，今天的网络数据中夹带的是什么？有技术流、

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涉及到很多个人信息，这

对网络的安全性是极大的考验。安全问题需要在现有

的条件基础上，以可控的成本解决，这需要依靠网络

协议给予支持。

IPv6 为网络多样性服务提供可能

随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各种网络应用对新型

网络基础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比如城市物联网，

摄像头、信号灯、水电气表、智能广告牌等，每一个

独立的通信设备都需要一个 IP 地址。并且，每一个设

备对 IP 地址、IP 网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智能汽车需

要低时延，共享单车要求大连接，而对危化品运输的

车辆，我们更希望实现实时监控。这不仅需要足够的

IP 地址，也对 IP 协议背后的多功能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之，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的网络应用有着不同

的通信需求，这些需求总结起来有：

第一，大流量。在足够的网络带宽基础上，才能

用最好的调制解调模式来提高数据的传送力。

第二，大连接。需要有充足的网络地址支持。

第三，低时延。低时延性能除了跟 IP 协议有关，

更与网络架构有很大关系。只有在网络架构设计合理

的情况下，才能利用现有的 IP 协议去优化服务。

第四，高可靠性。高可靠性与网络结构也有很大

关系。

而这些通信需求，演化出数字经济时代网络需要

具备的各种能力：

第一，独立唯一的网络标识能力。任何一个网络

设备要参与网络活动，都要有唯一的网络标识。

第二，多样化的网络接入能力。数字经济的业态

创新对于多样化的网络接入能力有更强的需求，因此

路由表的设计十分重要。IPv4 协议在设计时没有考虑

聚类因素，导致地址分配时路由表查找效率低下。

第三，端到端的通信能力。目前很多智能居家设

陆峰：IPv6 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陆峰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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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非端到端的通信，属于不同厂家的设备、智能产

品的综合集成。但是，未来这个综合集成的高效益，

必须依靠端到端的通信。

第四，安全性也很重要。IPv4 要保证端到端的安全，

需要增加额外的安全协议，比如 SSL 协议。

此外，IP 协议的可扩展性显得更为紧迫。IPv4 协

议没有提供可扩充的功能，我们无法在网络层，只能

在应用层上做工作。IPv4 应用层有很多协议，支撑了

各种应用的发展，然而对网络的 QoS 保证，我们能做

的工作非常有限。

那 么， 什 么 样 的 IP 协 议 具 备 这 些 能 力？ 相 比

IPv4，IPv6 协议则为上述网络多样化的服务功能提供

了可能。IPv6 网络协议具有如下优点：

一是IPv6具有很大的地址机制空间。这也为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比如说我们的移动手机

足够多，网络地址不够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IPv6。

二是 IPv6 使用更小的路由表。 IPv6 的地址分配一

开始就遵循聚类的原则，大大减小了路由器中路由表

的长度，提高了路由器转发数据包的速度。

三是 IPv6 增加了增强的组播支持以及对流的控制。

使网络上的多媒体应用有了长足发展的机会，为服务

质量控制提供了良好的网络平台，为视频流的分发提

供了可能。

四是 IPv6 协议加入了对自动配

置的支持。对 DHCP 协议的改进和

扩展，使得网络（尤其是局域网）

的管理更加方便和快捷。

五是 IPv6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利用 IPSec 对网络层的数据进行加

密并对 IP 报文进行校验，在 IPv6

中的加密与鉴别选项提供了分组的

保密性与完整性，极大地增强了网

络的安全性。

六是 IPv6 允许扩充。在 IPv6 中，

那些由 IPv4 选项提供的特殊功能，

通过在 IPv6 头部之后增加扩展头部

实现。路由、时间戳、分片和超大

分组等功能都在 IPv6 扩展头部中实

现。IPv6 可以包含多个扩展头部，

以满足不同的技术或应用需求。

对 IPv6 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建议

综上所述，IPv6 协议特性为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

提供了可能。如何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IPv6

地址空间里留下很大的空白区域，这块区域需要我们

去丰富、去创造。对此，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要大力推动基础网络、应用平台的 IPv6 部署。

第二，要推进各类网络终端对 IPv6 的支持。尤其是

城市物联网、工业物联网、智能家居、移动智能、车联

网等，这些终端的地址分配目前用 IPv4 已经难以解决，

尤其是在需要端到端通信能力的情况下。

第三，要推动基于 IPv6 的应用创新，大力发展各

种基于 IPv6 的网络应用。未来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的过程中，如果网络提供了低时延、切片、高可靠功能，

针对这些功能就会有更多的业态创新。

第四，要紧紧抓住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数字政

府以及智慧生活的契机，以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 IPv6

的创新应用。

第五，加快完善 IPv6 的域名解析。此外，目前针

对 IPv6 协议的配套保障是不完善的，在这种情况下，

要尽可能地完善这些应急处置配套保障，形成完善的

产业生态功能。 

智能汽车需要低时延，共享单车要求大连接，而对危化品运输的车辆，我们更希望实现实时监控。这不仅需要足够

的 IP 地址，也对 IP 协议背后的多功能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30 中国教育网络 2020.9   

汪琼：混合教学有望成为高校主流教学模式

文／本刊记者  王世新  郑艺龙

“虽然此次大规模在线教育

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但过程

中令参与的师生意识到线上教学

其实不难。同时，在线教学具有

多种形式，可获得高质量的教

学效果。因此，疫情期间的线上

教学经历无形中有力地推动了中

国高校教学改革的发展。”接受

本刊采访时，北京大学汪琼教授

如是说。

教学层面的问题，                     
线下面授照样存在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

此次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的主要特点是什

么？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 

汪琼：国内线上教学大致经历了三个

发展阶段，各阶段均与当时的教育技术发

展状况相适应。

前期，线上教学以课外文献阅读和线

上文字交流为主，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主要

作用是引导和解惑。在此阶段，参与师生

的基本信息化素养（如打字速度，在线阅

读习惯）对线上学习体验的影响很大。

2012 年后进入 MOOC 时代，MOOC 主

要以教学录像的方式呈现，学生可以在屏

幕上看到教师，这让线上的学生获得了被

“教”的直观感受。同时 MOOC 有非常体系

化的课程框架，属于一种完整的课程组织

方式，从而给人一种正规的线上学习感受。

在 MOOC 学习中，教师充足而高质量的教

学准备是学生获得高质量学习效果的保障，

但制作 MOOC 课程所需的繁重工作量以及

所面临的“高技术”门槛，使得许多教师

望而却步。

此次疫情期间，大多数高校教师采用

“直播”方式进行教学。我的个人感受是，

国内广大教师群体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教学

方式。直播教学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方面，

教师在直播教学中所投入的幕后工作量相

比 MOOC 课程少很多；另一方面，直播平

台所具有的功能和氛围，可形成与面授课

非常接近的过程体验。在经历磨合期之后，

师生很快对线上教学驾轻就熟，找到了彼

此都舒适的平衡点。

疫情期间，可能大部分师生都是第一

次感受和体验在线教学，而这种体验在短

时间内大量地进行，冲击了他们对教育教

学的认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内

师生对线上教学的态度和认识已经发生转

变，线上教学活动有望成为中国高校的新

常态教学活动，而混合教学有望成为中国

高校的主流教学模式。

《中国教育网络》：疫情背

景下，社会上对在线教学产生过

一些批评，比如对课程的互动性，

以及对在线课程的组织是否遵循

线上学习的规律等，您如何看待

这些批评？

汪琼：我认为没有必要对

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求全责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线上

课堂无需改进。而是关于课堂互

动性、满堂灌等问题其实也同

样存在于面授课堂中。

实际上，在传统的大学课

堂中，老师和学生的交流也不多，

教学质量本质上还是由教学内容、

方式和方法决定的。换言之，学

生上课是否听讲，并不取决于传播途径（面

授或者在线直播），而在于老师的授课水平，

否则不能解释许多在线课程有非常高的选

课量。

此外，在线教学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

在此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在线教学的社会

实验中，大部分教师还是新手，首要任务

是完成基本授课。在此基础上，假以时日

熟悉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思考如何设计

课程、如何增加互动，如何调动学生的兴趣，

提高学习效率。

《中国教育网络》：经此一“疫”，

很多人对在线教学常态化充满了憧憬，对

此您有何看法？对于未来的在线教学，您

有何建议？

 汪琼：随着高校陆续复课与开学，“线

上教学的效果到底如何，能否达到同质等

效以及是否会常态化”等问题被普遍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受益于网络技术的发

展，目前的线上教学与以往的线上教学在

汪琼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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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已有明显的差异，线上教学成为多

种可选教学活动之一，承担了教学过程的

某一环节。因此，对线上教学质量的评价，

对线上教学质量保障的归因，不能只在全

线上教学背景下讨论。

近几个月，我也观察到许多教师和专

家分享了在线教学经验，比如，提到要明

确教学目标、加强师生互动、少满堂灌等，

这些提醒很有必要。

如果要在这些已经广泛传播的观点和

经验之上添砖加瓦，个人有两个建议：一

是教无定法、见机行事。教学应当是灵活的，

需根据具体内容和环境进行调整。线上教

学并不存在金科玉律，选择目前最合适的

方法，保证教学质量即可。二是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对于任何的教学变化，师生都

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亲身参与线上教学时

懂得需要循序渐进，评论他人的线上教学

实践时最好也换位思考，体谅包容。

直播与 MOOC 是一种互补关系

《中国教育网络》：录制 MOOC 课程

的门槛是显而易见的，此次疫情期间，很

多老师发现直播授课比 MOOC 录播相对

简单，这是否会进一步削弱教师对 MOOC

的热情，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汪琼：疫情期间的网络授课属于混合

教学的一个阶段，是在线教学的一种形式，

而 MOOC 则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它拥

有完整的课程内容、教学理念和教学逻辑，

属于在线教育的范畴。

虽然目前国内高校基本上都将 MOOC

视为一种教学资源，比如将 MOOC 视频学

习作为面授课程的辅助组成等，而不是将

其作为完整的在线课程来使用。但事实上，

MOOC 设计的是学生完成课程学习的全过

程，视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学生需要历

经视频讲解、提问讨论、练习作业等完整

的学习过程来完成 MOOC 学习。可见，网

上直播教学和 MOOC 二者出发点不同，前

者是从学科知识传授有效性角度来设计，

后者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地消化和吸收学

科知识。

此外，MOOC 这种教学形态，课程质

量通常比较高，用户体验较好，而实时的

直播教学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

学思路，重在解决生成性问题、启发思维，

查漏补缺，弥补了 MOOC 在此方面的不足。 

因此，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方式上，

直播教学和 MOOC 之间其实不是相互削弱，

更多的是一种互补。

《中国教育网络》：MOOC 是 2012~2013

年传入中国大陆的，您认为在教学方面，它

当前主要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汪琼：MOOC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还

是教师对所授课程的线上教学规律的把握。

我国高校的 MOOC 对面授课程“搬家”情

况比较严重。其实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教师，

他们有很好的教学思路，但是做在线课程，

需要有热情才能将这些好的想法落实下来。

如果只是强制性安排做 MOOC，老师就会

比较被动的应对，也就不会有全身心的投入。

如果教师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热情与

兴趣，没有用心揣摩其所教授的内容在线

上教学中的最合适形态，依然按照传统的

面授模式进行授课，那么在注意力容易分

散的网络环境下，学生将很难保持对这类

视频持续的观看热情。 

海外名校的一些 MOOC 做得非常用心，

整个课程的场景和内容的编排，像 “电影

大片”一样引人入胜，并且课程教师很善

于从生活中的事例切入，使学生感觉课程

内容和生活、工作息息相关，这样的课程

设计无疑会更加受欢迎。

解决这一挑战，需要从开阔眼界开

始。在国外，教师发展中心或者教学发展

中心非常注重给教师交流提供平台，经常

举办各种各样的针对教师优秀教学实践交

流活动，已经形成一种惯例或者说文化，

所以国外教师对于在线学习中的很多模式

和形式耳熟能详，很容易将其借鉴到自己

的 MOOC 制作当中。越来越多的优秀案例

形成了可借鉴、可竞争的氛围，实现了互

相启发，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而在国内，

学校的教师发展中心之类的部门也在发挥

这样的作用，大多都是在起步阶段。

此外，线上教学的节奏和线下教学的

节奏也有所不同，如何把握节奏，并做出

适应其规律的课程设计是很重要的。 

2003 年，我们曾在面向中央电大的

研究生班上做过实验。当时一学期有 4 门

课需要在线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

现如果这 4 门课程像面授课一样并行开课，

学生学习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后来改为一

个月集中学一门课，4 个月学四门课，对

比来看，学习效果比前者好很多。

北京大学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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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揭示出一个道理：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在某些教学管理方面可能存在明显

的差异，适应线上教学的模式也许在线下

教学中完全不能接受。目前国内最大的问

题就是有些课程将线下教学的方法生硬地

套在线上教学上，所以教学效果不佳。解

决思路是须跳出传统的方式，去寻找线上

学习的规律，从而做出适应这个规律的教

学方式。

《中国教育网络》：您一直用“带学

生游园”来形容教师的角色定位。那么，

在这样的线上课程中，学生和老师之间是

一种什么关系？

汪琼：美国有一句谚语，“你把牛带

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牛饮水”，在线教

育就是这样。作为老师，我们创造学习的

环境、学习的挑战，但要不要学习仍然是

学生自己的事。所以，在在线教育的环境下，

求知欲更重要，个人的自律性更重要。

虚拟现实                                    
将在未来教育中大行其道

《中国教育网络》：在高等教育信息

化过程中，您认为人工智能 AI 技术能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

汪琼：人工智能的应用很广泛，现在

最常见的是聊天机器人，可以回答很多问

题。例如系统发现前来咨询财政资助的学生，

根据其提供的个人资料进行分析后，可提

供奖学金服务。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AI

技术可以带来很大便利。

但是，基于统计数据进行预测的 AI

技术其实是有风险的，有些判断还是要依

赖人工。

此外，最近几年人们广泛提到自适应。

例如在 2016 年，曾经有一门生物信息学

课程被做成一个自适应教学的 MOOC。学

生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某些

基础知识技能，该 MOOC 里的相关内容可

以帮他补习，学习者不用再另外找资料学习。

就连最基本的计算机编程知识（如“递归”）

也有提供，几乎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学生

也可以学习这门课，照顾到所有学生的情况。

这种自适应学习看似合理，但其实是

有问题的。因为所有课程都是有容量的，

学习时间在学习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自适应课程中，会造成学习差的学

生可能需要花费别人的 3~4 倍时间、精力，

才能取得和别人一样的成绩，结果导致成

绩较差的学生没有多余的时间学习其他课

程，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学习路径。

我认为 , 如果是从个人终生学习的角

度来说，每个人性格、爱好不一样，需要

个性化教学，这是可以的。但在学习者规

模宏大的高等教育里，正确的自适应性学

习应该是像上世纪 60 年代斯坦福大学所做

的分层教学自适应，即在学习之前先对学

生进行测试，然后根据结果将学生划分为好、

中、差不同等级。对于相同的知识点，为

不同等级的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内容，成

绩差一些的就学简单一些的，学习优秀的

就学更加深入的知识点。如果学习过程中，

成绩差的学生连续两次取得好成绩，那么

可以适时调高他的等级；同理，如果成绩

优秀的学生连续取得较差成绩，就调低他

的等级。这样可以保证每个人都通过学习

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内容而达到相应的教学

目标，这是学校体系下可行的自适应学习。

《中国教育网络》：现在大家觉得在

线教学潜力无限，由此而衍生的一个比较

火的词叫“未来课堂”。您觉得未来的课

堂是一个什么样子？

汪琼：我心目中的未来课堂应是基于

物联网，它让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更

紧密。例如，2006 年，MIT 对一门电磁学

的授课教室进行了学习空间改造，改造后

的样子基本可视为未来课堂的雏形。

传统学习中，电磁学的理论课和实验

课分开进行。先讲理论课，然后去实验室

做实验。课程改造之后，学生先花 20 分钟

通过课件学习知识点，然后分组做电磁实验。

有的负责动手做实验，有的负责观察，有

的负责记录或其他工作，分工协作下，实

验报告很快就能出来。如果数据与公式不符，

可以重新再测。

由此一来，就解决了物理教学的两

大问题：一是过去的理论和实践课分开

进行，理论课学起来比较枯燥，学生不

爱听，做实验的时候，实验老师还要帮

大家温习公式、定律等知识点，占用了

实验的时间。二是过去经常会出现实验

完成后回去写报告的时候发现数据与公

式规律不符、不能验证定律正确性的问题。

应对这个问题，学生采取的方法往往是

编造数据。从科学伦理的角度来说，这

是客观上教唆学生学术作弊。如果学生

能够在课堂上及时发现问题，必要时重

新设计实验方案，调整测量，这才是支

持科学探究的学习环境。理论和实践同

时进行的课堂能解决传统教学中的很多

问题，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未来课堂”。

《中国教育网络》：在未来教育中，您

认为有哪些新技术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注意？

汪琼：在众多新技术中，我比较看好

AR/VR 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即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增强现实可能会更快实用。

在参加 2019 年英国教育技术展时，我

注意到，近 1/3 的展台都在展示 VR/AR 技

术如何与教育更好融合的案例。伴随技术

的进步，这种技术的应用难度和门槛降低

了很多，非常值得关注。

虚拟现实对于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无法估

量，尤其是在理论学习时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如上述 MIT 电磁学的案例，理论无缝贴合实

验，或者叫即时学习（Just in Time）。

类似的学习模式会在丰富的虚拟现实

技术之下衍生出更多，它将学生真正带入

到一种“沉浸”的状态之中，与过去干瘪

枯燥的课堂教学形成巨大的差异，展现出

明显的优势。

以虚拟仿真教学为例，虽然当前模

拟的真实度上会有差异，但实际上教学

效果并不太受影响。VR/AR 对于理工科

实验或者职业教育来说更加重要，无论

是做电子实验也罢，还是学习修理车辆

或者模拟开飞机，都离不开虚拟现实技

术的发展，而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孩子们

的神奇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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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歆杰：做好在线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郑艺龙

经过 1 个学期焦头烂额，充

满了紧张气氛的在线教学大规模

实战，及至暑假，几乎所有的高

校以及教师都暂时舒了口气，但

是新学期已经开始，疫情虽然得

到了控制，但部分地区、高校依

然要进行在线教学的可能性还是

存在的。

清华大学在线教学指导专家

组组长于歆杰教授认为，此次疫

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对广大

教师群体教育教学理念的启蒙效

果是非常显著的，但在线教学想

要做到“实质等效”，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尤其需要体制机

制的配合和支持。

线上教学如何“实质等效”

《中国教育网络》：在您看来，相关

部门在疫情期间高教层面提出“实质等效”

的原因何在？

于歆杰：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前一学

期的课可能是下个学期、甚至是后面几个

学期不同课程的基础。如果这学期的课没

开课，或没学好，可能会影响以后几个学

期的学习。高校里前后课程的逻辑关系、

课程间的配合度都比中小学要高很多。因

此，我认为教育部从一开始就提倡的“实

质等效”是非常重要的，学生需要保证这

一学期的学习质量，才能为后续的学习打

下相对扎实的基础。

《中国教育网络》：能不能结合您的

经验谈一谈高校的在线教育如何才能做到

“实质等效”？

于歆杰：真正想做到实质等效非常困

难，因为业已习惯的线下教学中，尽管各

个学校老师教学水平不同，学生素质不同，

但至少各个学校包括课堂环境在内的基础

设施是有保障的，教学进度是可以正常完

成的。但在今年大规模的在线教育中，在

所有环节存在变量的情况下，要保持实质

等效很不容易。

首先，要继续优化基础网络。网络是最

重要的基础设施，我将其比作打仗用的枪。

目前基础网络确实还存在一些盲点，但我国

在这方面进步明显，大多数地区的网络条件

允许学生接受较高质量的在线教育。

其次，教育工具和平台很重要，如果

说网络基础是枪，教育工具和平台就是枪

里的子弹。今年其实可以称之为智慧教学

工具的爆发式增长年，不管是用户量、自

身定位，还是功能都呈现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是在线教学平台

的用户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

比如常用的钉钉、腾讯会议、

雨课堂、学习通等，用户增

量都是非常可观的。另一方

面，在线教学平台自身的功

能越来越丰富，并以更快的

速度更新迭代。这是特别重

要的一个变化，因为只有工

具强大了，才能保证高等教

育线上教学战役的顺利进行。

2020 年以前，这些平台

工具的设计基本都定位于辅

助、补充老师的面授课，比

如上课过程中的查缺补漏，

或者课后学生交互等，当时

没有现在“全体系实时交互

在线教学”的需求。但在疫情当中，在线

教育平台成了主力军，倒逼着实现了功能

上的“鸟枪换炮”。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老师们的信息素

养。如果说基础网络是枪，工具平台是子

弹，那么老师们就是拿枪的人。疫情期间，

大多数学校都采取纯在线教学。大半年过

去了，不同学校在线教育的实施方式、老

师们的授课方式有很大差异，具体可以分

为两大类。

第一类主要是面授课“搬家”。利用

某一网络教学工具把原来在教室里上的课

在网上完成了，但这很难做到实质等效。

其实，网络授课和教室授课有很大区别。

网络授课时由于缺乏仪式感，老师、学生

都很容易疲劳和走神，如果没有良好的课

程设计，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之所以很多老师对在线教学不满意，

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教学工作的转换，单

于歆杰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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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只是将教学活动实现从教室场景到网络

场景的上移，由于不能像在教室里一样获

得学生的及时反馈，就会越上越心虚。

第二类是老师对教学进行了重新设计。

正如在线教学刚开始时，我定义的线上教学

16 字原则：成效为道，数据为器，交互为体，

直播为用。在一个直播或实时的场景下，应

主动设计交互环节，利用网络平台定量或不

定量地采集学生反馈，保持其注意力。

教学管理、方式亟待转变

《中国教育网络》：除了以上三个方

面，您觉得还有那些方面需要作出转变来

提高在线教学的质量？

于歆杰：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直接因

素，此外还有一些间接因素也需要作出调整，

比如学校的管理模式和课程的教授方式。

首先是学校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原来

清华是两节 45 分钟的课，中间休息 5 分钟， 

组成一次 95 分钟的大课，从实质等效的

角度来看，这对于在线教学来说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对于老师来说，由于在线教学精力非

常集中，要时刻关注方方面面，也因此比

课堂内教学要累，而对于学生来说，由于

一直盯着屏幕也很容易疲劳，因此要进行

相应的改变，像我采用的是“20+2”模式，

即讲 20 分钟休息 2 分钟，学生可以借这

个时间上趟厕所、看看远处等。还有的老

师采用的是“30+3”，这都是可以的。但

学校的角度来说，这些调整可能就破坏了

惯性的教学秩序。这虽然只是一个小例子，

但也表明线上、线下教学的巨大差异对于

教学管理的挑战。

与教学管理相似，教学方式也将有所

改变。过去老师们上课常常需要重复上很

多遍，因为为了确保课程质量，或受教室

容量限制，课程的学生容量不能太大。

但如果以在线方式进行的话，500 人

在空中教室一起听课是没问题的。因为学

生可以看到、即时听到老师讲课，老师也

可以通过设计采集反馈，然后再通过一些

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等方法，将原本需要重

复三次的授课，通过高质量的空中大课堂

一次完成。也就是说，会因此形成新的教

育模式、教育形态。如果想得再远一点，

终身教育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完成。

《中国教育网络》：考试一直是教

育界很多人质疑在线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

点，中国一直是一个考试大国，大家觉得

在线教育如果不能解决考试问题，就不能

替代课堂教育。您觉得未来的在线教育要

怎么解决考试问题？

于歆杰：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问题不

大，因为我所教的电路课，原本也都是线下

考试，此次采取线上考试结果也还可以。

而整体上关于考试，我觉得可以分成

两种类型来看，一种是社会上的考试，比

如英语四、六级，研究生入学考试等，类

似这种大部分人只要愿意都能报名参加的

考试，对监考的要求就非常高，因为存在

部分人想要通过非正常手段来获得原本无

法获得的资格的可能性。

对于这类考试，可以要求学生具有适

合监考的硬件条件。比如此次研究生入学

复试，需确保正面和背后两个摄像头，而

且全程录像不能中断，如果做不到就不用

参加了。这种考试作弊的诱惑比较大，所

以必须要求在考生端实现比较严苛的监考

环境才能保证公平。

另外一种考试是对学校里课程的考

试。在清华我们推荐了三款不同的考试平

台供老师们选择，但不管是哪种平台都不

能圆满地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在这种情

况下可以采取一些办法。

首先老师们可以改变出题角度，主动

放弃一些需要学生记忆才能够答对的考核

点。其次，在监考方面也要采取相应措施，

还是需要学生出镜，根据我们的调研，要

求学生配备一个摄像头还是能够实现的。

第三，对于在校学生而言，在线考试其实

是一个很好的思政教育的机会。刚过去的

这个学期，清华大学在期中考试和期末考

试都设置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有一道分值

为一分的主观题，要求学生在一张纸上抄

写这样一句话：我承诺在考试期间不就考

试内容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如有违背视为

作弊，然后签名写日期。这一措施配合考

试之前的学风教育，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此外，在考试执行方式上，清华的老

师也有两种尝试，目前看来也都是有效的。

一是出题量比线下考试多很多，不

管是选择题、填空题还是主观题，让每个

人都做不完，让他们没时间交流。二是强

行让全班同学同步考试。当然不能突然进

行这样的考试，考试之前大概一周左右，用

以往的一套试卷给学生进行了这一流程的练

习，让学生主动调整适应这样的考试方式。

《中国教育网络》：从您的角度来看，

此次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对我

国教育事业有何影响？

于歆杰：我认为此次疫情引发的在线

教学对于广大老师群体而言，是一次教育

教学理念的启蒙运动。

举个例子，我对教学改革比较上心，

经常参加各种教学研究的活动，但我发现

经常来听的总是那些人。也就是说过去将

近 20 年中，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非常

用心，但只能撬动清华大学上课老师中的

10%~15%，剩下的老师对这一改革没有那

么上心，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授课质

量可控，没必要进行改革。

然而疫情一来，让老师们不得不接受

新的模式，无论对线上教学满意与否，这

一学期下来，他们会发现线上教学和课堂

教学不一样的地方，后期可能会总结回到

教室上课可以借鉴的经验。因为几乎所有

老师都被迫参与，所以此次疫情期间的大

规模在线教学对广大教师群体教育教学理

念的启蒙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线

教学是一个颠覆线下教学惯性的系统性工

程，需要对传统教育模式实现理念重塑、

结构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构，在某种

意义上要形成一种新生态、新常态，因此

要更好地进行在线教学，甚至寄希望于以

此改变中国的教育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政策与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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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种新的大学形态
云中苏大建设之路

“如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未来对于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个

领域来说，必将面临着疾风骤雨般的解构和重塑。”



36 中国教育网络 2020.9   

“云中苏大”要成为高教数字化转型引领者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一个是坚持锐意改革，敢为

人先，先后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多个“第一”的中国高校；一个

是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始终致力

于构建万物互联智能世界的全球

顶尖 ICT 企业。这两者前所未有的

深度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

应？对此，高度重视、亲自主抓“云

中苏大”各项工作的苏州大学校

长熊思东最有发言权。

在接受采访时，熊校长的一句

话让人动容，“没有一个校长会觉

得学校有‘闲钱’，所以必须把有

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要紧的事情上，

云中苏大就是当前最要紧的事情之

一，哪怕再困难，学校也下定决心

坚持下去。”

在他看来，“云中苏大”是联通高等

教育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要主动争当全球

高校向数字大学转型探路径、出经验、定

标准的先行军。

高校信息化的四大挑战

《中国教育网络》：众所周知，2016 年

以来的“双一流”是继 211、985 工程之后中国

高校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您如何看待信息

化与“双一流”以及大学治理体系的关系？

熊思东：这个问题中，涉及两个很紧

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双一流”建设，另

一个是“治理体系”，两者相辅相成，都

与信息化发展密切相关。如何做好“双一

流”的建设？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扎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

为我们推进“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

也就是要通过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来答好“如何建好世界一流

大学、世界一流学科”这一世纪战略命题。

在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一是要

坚持正确的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

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已经找到了

一条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的正确道路，就是进一步坚持、推

动和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

民主管理为基础的内部治理体系。二是要

寻找合适的路径。我们既要尊重中国的传

统，又要面向未来，吸纳国际上最先进的

技术手段。这对于完善大学治理

体系、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将发

挥出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引领作用。 

“云中苏大”建设在这方面

已经初步尝到了一些甜头，我们以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型数字化技术为基础，打造

了云中苏大运营中心，我们称之为

IOC, 又称为“云中大脑”、“学校

驾驶舱”。IOC 打通了不同部门、

不同平台的“数据孤岛”，将全校

海量数据汇聚其中，通过数据建模、

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借助可视化

平台可以全面感知校园运行综合态

势和现实场景。除了宏观的感知，

依托云中苏大平台，也可以让老师

和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身的成长

发展状态，为因材施教、精准育人

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发挥大数据

的预测功能，辅助学校和各个部门进行科

学决策、精准管理，助力大学治理从经验

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我相信，随着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迭代，

智能数字技术将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赋能“双一流”建设。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当前的高

校信息化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是挑战？ 

熊思东：“信息化”近些年来讨论得

比较多，但“信息化”其实是一个具有悠

久历史的老话题。自从人类产生知识以来，

就开始注重信息的整理、储存和交流，从

口口相传到纸张、图书、计算机、移动设

备，从图书馆、电教化再到互联网，从文

熊思东   苏州大学校长

——专访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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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到字节、比特，变的是载体和形式，不

变的是信息化这个主题。

因此，一谈到高校的信息化存在哪些

短板、问题和挑战，第一个就是对信息化

的认识问题。

一开始，我们认为信息就是一种储存

方式，看重如何放。之后，发现信息不仅

仅要有地方放，还要放到合适的地方，并且，

不仅要容易放，还要容易取。于是，大家

开始考虑存取介质和载体的问题，慢慢实

现了从纸质到数字的演化过程。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我们又不再满足于存取本身，

而是希望通过算法等先进的信息化整合手

段，通过信息的数字化、智能化对管理、

教学、科研等现实中的工作进行赋能。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个关键阶段。从这个角度来

看，信息化已经不再局限于一种技术、一

种手段、一条路径，而是开始支撑我们的

管理决策，影响我们的办学形态。可以说，

它已经突破了过去简单、传统的信息概念，

并很有可能会演化成一种新的大学形态。

我认为未来将会有“三所大学”。第

一所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物理空间的大学，

这所大学如果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书院，已

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就算按照西方现代

意义上最早的大学来看，也经历了一千多

年的岁月。经历了时间的磨砺，这所物理

空间的大学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改变。

第二所大学就是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来办一

所云中大学。我们与华为合作建设的“云

中苏大”之于苏州大学，实际上就是有别

于物理空间，处于平行状态的一所新大学。

在这里，信息化获得了升级，不仅仅在局

部提升了管理水平，改善教学和科研，而

且通过整体和系统的架构形成了一所全数

字化大学。第三所大学我们称之为“看不

见的大学”，它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

是依托物理空间大学和云中数字大学，凝

练出的一所精神永存、灵魂永驻的大学，

这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从这个角度再看高校的信息化部门，

就会发现它本身就是生产力部门，是赋能

的部门，也是引领高校未来发展的部门。

但是现在很多大学还将信息化部门定位成

辅助、保障的后勤部门，对于信息化重要

意义的认识明显不足。

高校信息化的第二个问题是 To be or not 

to be。首先，如果现在问是否需要发展信息

化，大部分人会不假思索地说需要。但接

下来的问题“什么时间需要”“什么阶段

需要”“什么程度需要”，就不好回答了。

因为当前信息化还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

一个恒定的形态，比如，5G 还没完全推广，

6G 便已经开始进行研究，那是不是要等到

8G、9G 出来了以后再发展呢？如果这样想，

发展信息化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其次是在局部还是全部进行信息化改

造，是把它作为辅助的教学手段、研究手

段、管理手段，还是在管理架构上进行一

次深度甚至颠覆大学形态的改革，这直接

决定着高校在信息化层面的具体举措。

最后是不断迭代的信息化技术与大学

之间存在认知距离。大学是一个知识密集

型的地方，但在 5G、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面前并没有先天的

优势，亟待填平认知鸿沟。

高校信息化的第三个问题是大学的能

力。我想大学有三种能力。一种是静态的

能力，比如拥有基本的网络架构，拥有软

件和算法等，但想要适应 5G 时代的智能

信息化，这还远远不够；二是成长的能力，

信息化从来不是固化的，而是始终处于高

速发展迭代的过程中，高校能否获得信息

化深度思考、自我学习、自主学习的赋能，

是一大考验；三是对未来预见和准备的能

力。总体上来说，大部分高校信息化建设

还只局限于当前的技术水平，不太重视未

来可能出现的变局。

高校信息化的第四个问题，是信息化

（ICT）企业与大学用户之间还缺乏共同

的话语体系和共同感兴趣的现实场景。随

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间隙正在

加大，集中体现在高校提出的现实需求，

企业不认为是重要或者值得解决的，反过

来也是一样。有一个术语称之为科学问题

的凝练，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在共同场景和

需求方面的凝练，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目前，云中苏大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

的尝试。我们专门成立了云中大学联创中

心，探索打造了“1+1+N”模式，这里的

两个“1”分别指的是苏大和华为，“N”

指的是生态伙伴，即在苏大与华为强强合

作的基础上，还充分吸纳社会技术力量，

遵循需求导向、联合开发应用、共研行业

标准，在变革以往信息化建设中高校“单

兵作战”模式的同时，也有效解决高校与

ICT 企业的“间隙”问题。

云中苏大通往高等教育的未来 

《中国教育网络》：您刚才说了大学

的三种形态，那么“云中苏大”应该就是

通往您心目中第二种大学形态的关键，您

认为它的意义何在？

熊思东：我们熟悉的物理空间的大学

形态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特别是近年来，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发展如此之快，技

术迭代如此之猛，全球的不确定性如此之

大，这就需要一个与这些趋势相匹配的大

学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在苏州大学，就是

通过信息化手段建设具备数字化、镜像化、

智能化基本特征的“云中苏大”。“云中

苏大”将通过跨界、链接、开放的智能信

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便利融通各种资源

和力量，突破教育固有的时空、资源、身

份等限制，由此催生高等教育从传统的“一

所学校、一间教室、一位教师、一群学生”

转变为“一张网络、一个终端、成千上万

名学生、学校教师任挑选”的新型教育形

态，实现“人人、时时、处处”学习，使

每一个学习者都行进在“上好学”的路上。

一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云中

苏大将逐步突破学习地理的界限、学习功

能的界限、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界限以及各

个行业之间的界限，重新构造学习的场景，

把产业和教学、科研和教学通通融合起来。

学生可以跨越学校、教室和老师，实现时

时可学、处处可学。

二是打破了知识体系上的层级。传统

政策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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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是按照学科和专业

的难易程度设计的，往往是先容易再难，

先浅再深。在新形态下，教育资源更加惠

普，打破传统的层级界限。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选择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

把握学习节奏，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三是打破了师生互动的间隙。在未来

的云中苏大，学生能够从更多渠道来获取

知识，这将进一步撼动老师的垄断地位。

同时，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有更多的渠道来

沟通交流。比如，线上教育的弹幕提问将

替代传统课堂的师生问答，老师不会再被

一个学生的问题打断课程。师生之间的关

系更加平等，更像一种新型学习伙伴。

四是实现了虚拟大学与现实大学的

无缝对接。我们依靠新技术可以打造一个

沉浸式的课堂，为学生提供一个虚拟仿真

的学习环境，这个环境将无限接近现实。

学生能够用自己的多维感官来全面参与整

个学习过程。比如，苏大和华为联手打造

了 360 教室，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能够身临其境地观察手术室里面的操作细

节，实现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深度融合。

五是让大学管理与服务变得更加精

准。云中苏大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智能信息技术，让高校管理者能够更精准

地了解到大学发展的态势，预测大学的未

来发展方向；同时，让老师可以更清晰地

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需求。

《中国教育网络》：我们注意到，“云

中苏大”项目自启动以来，您一直亲自参

与，对此寄予厚望，能介绍一下您为何如

此重视这个项目吗？

熊思东：学校和我本人之所以重视云

中苏大，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物理空间大学的缺陷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来解决，一种是借助传统的线下

建设；另一种是借助信息化手段。而苏州

大学选择了后者，融合了最先进的技术，

是当下信息化手段的“集大成者”，并为

未来演化预留了空间。

第二，从大学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必

将呈现出无处不在的学习，无处不在的科

研，无处不在的管理，因此必须不断更新

理念和手段，这些都需要一个更为宏大的

平台和更为灵活的机制，可以实现线上与

线下更有效的转换。 

第三，如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未来对于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

个领域来说，必将面临着疾风骤雨般的解

构和重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云

中大学建设的原因，它既有解决当下现实

问题的利益诉求，也有布局未来高等教育

发展，探索全数字化大学建设的深远意义。

这同样也是为什么在“云中苏大”构

建过程中，我们经常称它走进了高等教育

的“无人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去系

统性、整体性、建构性地进行这方面的探

索，而我们要敢于勇闯“无人区”。恰恰

是基于这样的探索，“无人区”的“一小

步”才有可能成为高等教育前行的“一大

步”，为全球高校向全数字大学转型提供

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疫情验证了                             
“云中苏大”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教育网络》：新冠疫情的爆发，

改变了全球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对于您以

及苏州大学都有哪些触动？

熊思东：此次新冠疫情客观上超常规

加速了大学的信息化进程，超常规深化了

教育信息化的改革，超常规促进了信息化

的全球性布局，并倒逼我们的工作和思考。

不夸张地说，新冠疫情对高校信息化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 

苏州大学近几年来大刀阔斧地进行了

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建制性的信息化建

设，这次新冠疫情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在全球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没有耽误

一门课，没有缺一个学分，没有对课程进

行任何缩水，不仅仅解决了学生学和老师

教的问题，还解决了大学的管理问题。更

重要的是，此次疫情加深了我们对“云中

苏大”建设的信心和迫切感，等于通过实

践倒推证明了它的意义和正确性。 

《中国教育网络》：这次疫情对于云

中苏大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触动？

熊思东：云中苏大的建设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

基本网络、基本框架，数据中心的建设，

也包括跟华为公司成立联创中心等。 

第二个阶段是数据的整合，解决如何

有效使用数据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打破

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数据孤岛，打通底

层数据并实现数据的整合。我们目前正处

于第二阶段，其中也包括进一步深化基本

框架，同时产生让师生可感知的信息化。

第三个阶段，未来我们将在更大范

围内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和

全面赋能，开始解决实际中的重大问题。

这次新冠疫情也引发了我们更加深刻的思

考。比如苏大的公开课广受欢迎，有的公

开课同时在线 100 多万人，在全球都非常

有影响力。这让我们思考，未来大学的形

态是什么？未来大学的行为准则是什么？

如何解决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思考都

将融入到未来“云中苏大”的建设中。

《中国教育网络》：“云中苏大”的

建设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对于它

的建设有什么样的考虑？

熊思东：没有一个校长会觉得学校有

“闲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要

紧的事情上。我们认为，云中苏大解决了

现实大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

之下的教学、管理、科研等，比如要提升

大学的办学效率，要强化线上教学的体验，

要构建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要打造更

加先进的科研平台等。云中苏大是解决这

些要紧问题的“利器”和“捷径”。

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我觉得不仅仅

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更要紧的是要为大

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

度来说，云中苏大意义重大，学校将不遗

余力地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云中苏大”

是连通高等教育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未来要创

造一种新的校园生活、制定一套未来大学标准、

探索一种新的大学形态。 （责编：项阳）

特别策划



2020.9 中国教育网络 39

曾伟经：华为全面助力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云中苏大”是近距离观察

华为在教育领域布局的好机会。

在与华为政企业务教育业务部总

经理曾伟经的交流中，可以明显

感受到华为对于教育的热心，与

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健康数字化生

态的雄心以及助力中国教育的数

字化转型，为教育现代化贡献力

量的初心。

 信息技术助力                          
教育数字化转型

《中国教育网络》：华为如何

看待教育？

曾伟经：华为公司的创始人、

CEO 任正非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教育。前

不久，他带队访问上海交通大学等四所大

学时说：中国的未来与振兴要靠孩子，靠

孩子唯有靠教育。

在去年接受采访时他说，“我关心教

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

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

此前他还表示，“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

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

任总的话表达出了华为人对于教育的

热忱和重视，也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我

们对于教育的感情绝不仅仅是“在商言商”，

并非只停留在业务层面的重视上。作为全

球领先的 ICT 企业，响应教育强国的国家

战略，用领先的信息化技术助力教育的数

字化转型，为教育现代化的达成和实现做

出应有的贡献，既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

们的使命。

《中国教育网络》：在我们的印象中，

华为是家传统的硬件厂商，随着这些年的

技术创新和行业深耕，华为中国政企业务

在教育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曾伟经：华为不是纯粹的硬件公司，

而是一家典型的 ICT 企业。除了在硬件方

面的不断积累，华为每年还会投入大量的

资金在云技术、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

方面的研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教育领域，华为早已从设备供应商

转型为解决方案供应商，可以针对学校具

体工作中的难点、痛点提供一整套的数字

化转型解决方案。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包

括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

型，几乎也都遭遇了数据孤岛、未来演进

等问题。当前，从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到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

战略引领下都迎来了巨大的发展

机遇，亟待信息化的支撑和赋能。

但大部分中国学校在信息化建设

方面还处于转型探索阶段，普遍

存在数据难打通、应用碎片化、

业务不协同等问题。华为作为全

球领先的 ICT 基础设施和智能终

端提供商，愿意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参与教育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与

人才培养合作，建立长期、稳定、

密切的合作关系，利用华为数字

化技术全方位优势，共同实现数

字化转型的目标。

《 中 国 教 育 网 络》： 年 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大家都认识到信息化对教育的

价值与意义。但教育行业比较复杂，高

教、基教、职教之间差别巨大，信息化

的需求、应用的场景都不一样，针对差

异如此巨大的市场，华为在教育行业数

字化转型方面有什么建议？

曾伟经：深入到每个教育版块的深处，

挖掘它们不同的重点和需求，这既是教育业

务的难点，也是关键。对于高等教育，我们

希望帮助高校重构内涵式发展的智慧校园，

打造全联接、全感知、全智能的云中大学；

对于基础教育，我们希望协助教育有关部

门以及中小学推进优质均衡教育，让教与

学不止全面，更懂千人千面；对于职业教

育，我们寄希望与职业院校一同深化产教

融合，为智能时代输出数字人才。

当然，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不同的教

育板块，不同的学校也有共通之处，比如

曾伟经   华为政企业务教育业务部总经理

政策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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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平台赋能，坚持

生态落地，保证持续迭代，增加全校全员

参与建设的积极性等。特别应该强调的是，

学校的数字化转型必须是“一把手”工程，

而不可能单靠一个部门完成，信息化的过

程其实就是打破不同部门的数据孤岛和壁

垒的过程，必然会牵涉不同部门之间的数

据和利益，必须依靠“一把手”的强力推

动才会更有效率。

 “云中苏大”                            
取得阶段性胜利和成果

《中国教育网络》：“双一流”启动

以来，高校信息化建设进入深水区，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华为如何通过信息

化来助力高校的发展？ 

曾伟经：“双一流”是中国大学继

985、211 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机遇。“双一流”

的基础是学科，根本是人才，核心却是先

进的大学治理体系，而信息化无疑是其中

最重要的底层逻辑之一。我认为华为在这

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可以在教、学、

研、管、服方面全面提升，来支撑高校的

数字化转型。

一是以科研计算平台助力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计算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科研

中非常成熟的技术手段，华为可以为大学

师生提供算力充沛的科研平台，全面提升

高校科研生产力和竞争力。

二是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空间。未

来大学的教育、研讨是不是必须将学生束

缚在一个物理空间里，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华为可以与学校共同打造一个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师生之间可以随时研讨的学习

空间，将物理课堂延伸到公共区域，建设

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另一方面，通过网

上办公大厅和移动服务门户，重构校园服

务，提升师生满意度，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工作。

三是通过态势感知支撑决策，提升

管理效能。在未来，数据将成为决策的

关键支撑，如何动态地掌握高校的状况

和重要工作进程来实现更加科学的决策，

将成为高校领导的必备技能和重大考验。

华为通过对数据的智能运营和管理，可

以有效推进高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中国教育网络》：华为与苏州大学

的合作不管是从合作模式还是建设过程上

看都有很多亮点，请您介绍一下云中苏大

合作的意义、建设方向以及取得的阶段性

进展？

曾伟经：云中大学是苏州大学和华为

共同提出，旨在通过信息技术重构大学形

态，立足于现实大学与云上大学有机结合，

相互促进，最终实现智能化的云中大学。

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校园管理服务等方面开展积极

探索，实现更高效的资源调度和配置，有

望成为全球首个基于华为沃土平台的智慧

校园解决样本。

将“云中苏大”打造成未来大学的

典范，能够为高校向全数字大学的转型

提供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这是为未来高等教育打造的

一个数字化转型的“样板间”，可谓意

义重大。

此次双方合作打造“云中苏大”，是

在现实苏大基础上，建设一个镜像化、数

字化、智能化的未来大学。这其中，数字

化是基础，镜像化赋予数字以生命，让数

字变成数据，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让现实校园更智能。

经过华为与苏大的紧密合作，“云中

苏大”的实践验证了我们架构的合理性，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我们希望有更多

学校部门、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共同打造

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云中大学数字平台和

应用，发挥“云中大学”模式示范效应，

为中国高校数字化转型做出贡献。

《中国教育网络》：华为通过“云

中苏大”项目打造的“数字平台”让很

多创新应用能够在该平台快速成长，请

谈谈华为数字平台的价值主张和具体内

涵是什么？

曾伟经：华为的数字平台可以提供平

台支撑层的能力，这个平台以云计算为基

础，整合各类 ICT 技术，包括物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把现有教育信息化烟囱式

的数据打通，向上提供一个应用开发的平

台，向下可以通过无处不在的联接做到云、

网、边、端的协同和优化。同时，这个平

台是一个开放共赢的平台，通过提供这套

平台，华为可以支撑生态伙伴去重构新的

业态，能够对生态合作伙伴赋能，帮助他

们更好地应用这些技术。

下一步，华为将持续推进“智能重构

教育，创新联接未来”的价值主张，进一

步贴近校方需求，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携手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构建一个多样的、繁荣的 ICT 生态圈，致

力于使校园更智慧，使教育更智能，从而

加速高校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中国教育网络》：当前以 5G、云

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发

展迅猛，学校传统的信息化人才培养方

式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在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方面，华为与高校开展了哪些深入

的合作？

曾伟经：华为近年来在数字人才培养

领域做出了表率。面对未来几年中国 ICT

领域百万级别的人才缺口，华为希望能够

与更多的学校一起合作。华为还积极支持

国家 1+X 制度建设，持续完善和优化培

养体系。

在协同育人方面，华为联合校企培养

ICT 人才、共建华为 ICT 学院、打造 ICT

产业人才标准，华为的创新训练营方案协

助“双一流”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同时，

华为还连续举办多届 ICT 大赛，搭建起全

球大学生 ICT 竞技舞台。

当前，华为已经与国内超过 300 所院

校开展了校企合作，每年为产业培养认证

人才超过 2 万人，以培养更适合产业需求

的人才。 （责编：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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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大学，探索高校数字化转型之道与术

文 / 杨一心   张惠展

2018 年 10 月 10 日，苏州大学与华

为在上海华为全联接大会（华为 HC 大会）

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近两年的云

中大学探索之旅，云中苏大成为华为高校

数字化转型目标第一个样板点。一路走来，

云中苏大创造了中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多

个第一：建成首个高校数据中台、第一个

试点 5G+VR 手术示教教室、第一个实际

部署人脸报到应用、产生第一个云中苏大

原住民、第一个在高校现场成功孵化的云

中教室、首次以“云中苏大”项目案例方

式写入华为公司 2019 年公司年报，同时，

创立首个在高校实际注册的云中大学联创

中心。云中苏大走出了高校数字化转型之

“苏大模式”。

云中苏大是华为与高校数字化转型合

作之典范。依托于苏大场景，华为与合作

伙伴在学校现场孵化成功高校数据中台和

云中教室两大解决方案，云中苏大的合作

生态创造了多赢的合作局面，为云中苏大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疫情缓解之后，苏大开放校园，从今

年 4 月开始，陆续接待了全国 11 批、50

多个高校、140 多人次的到访交流，云中

苏大的建设理念、模式创新和建设成果获

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赞赏。

苏大数字化转型之道

云中苏大这两年取得的一些成绩，在

战略上得益于“三转”：转观念、转架构

和转机制。

转观念

未来已来，人类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

了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的数

字化转型早转晚转都得转。2003 年的非

典推动了电子商务发展，2020 年的新冠

必将驱动全行业数字化转型。高校正处于

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落后地位，只有奋起

直追，加大投入，转变发展观念，才能追

上时代的步伐。苏大人历来“醒”得早，

曾经创造了中国高校的四个第一：中国最

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举办的大学；在中

国最先开展法学（英美法）专业教育；最

早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硕士学位；中国

第一家创办学报的大学。云中苏大是中国

高校第一个提出“云中”概念的高校，首

次提出了“数字化、镜像化和智能化”特

征的云中大学，清晰地描述了未来大学的

形态特征，为云中苏大建设确定了目标。

为广泛教育师生和驱动学校各部门学院投

入到云中苏大的建设，学校书记校长亲自

参加云中苏大的“开工会”“推进会”“联

席会议”，其他校领导也在自己分管的领

域积极配合，协调云中苏大工作在本领域

的落地。全校师生的参与、高层领导的亲

自参与，为云中苏大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工作氛围和合作基础。

转架构

高校的组织架构是按照业务条块分

割的部门负责制组织，在工业化生产模

式，需求变化小、技术更新慢的情况下

是一种高效的组织形态，但在新技术的

冲击下就略显低效、部门墙严重。云中

苏州大学

政策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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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在顶层设计之初，为获得各部门学

院的支持，校长确定了不做大的组织架

构调整的原则，先通过技术手段打破组

织壁垒，完成思想松土后再做调整；组

织不调整，但可以先让数据流动起来，

数据的流动最终会倒逼组织的变化。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苏州大学成立了高校

第一个“数据资源管理办公室”，承接

全校数据领域的管理、维护和应用责任，

回归数据是管理而不是技术的定位。通

过这一看似很小的架构调整，解决了一

直困扰校领导的信息化管理权问题，所

有信息化建设收归“数据办”审批，确

保三统一原则：架构统一、数据统一、

技术统一。

转机制

思路统一、责任归位基础有了，下

一步就是怎么干的问题了。苏大信息化

历经 20 年的发展，跟全国大多数双一流

高校一样，都处于中等信息化困境期，

主要表现为：说起来应用都有，但就是

大家都不太满意；延续原来的小作坊的

信息化建设方式，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尤其是现在的需求基本都是跨部门、

跨领域的。为充分调动各类资源、解决

跨领域的综合性问题，苏大与华为以及

合作伙伴，成立了 1+1+N 的联创中心，

共同需求、联合创新。这一组织从今年

1 月 7 日正式成立以来，通过日常运作，

已经成功联合研发出一个解决方案和四

个科研课题，验证了联创中心运作机制

的可行性和生命力，为下一阶段解决跨

部门跨技术领域的全局性问题提供了良

好的解决方案。

苏大数字化转型之术

从战略到战术历来是最考验人的，再

好的战略没有战术落地也是一句空话。在

云中苏大建设过程中，坚持了三新：新应

用、新模式和新技术。

新应用

信息化做得好与坏，最终要靠应用

来体现，在原有的各专业系统上进行修修

补补无法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唯有新应用

新体验才行。作为敢为天下先的苏大人，

有的是好主意新思路：为让师生感受到

5G、VR 与教学相结合的威力，联创中心

建设了一间 360 手术示教教室，学生可以

在学校近距离感受现场手术的操作，打破

了医学生只有到了大三才能进入手术室隔

着玻璃窗观看的限制，重塑了医学师生关

系；为让学校各业务部门积极主动开放数

据，除了行政命令之外，苏大腾出有四百

多年历史的方塔院子，用于学校 IOC 使用，

建成了全国最漂亮的 IOC；为解决师生抱

怨的停车位不好找的问题，苏大部署了基

于 NBIoT 的停车导引系统，一进校就知道

哪里有车位。通过类似这些新应用，激发

师生兴趣、倒逼部门合作、提高师生获得

感。8 月 31 日，学校召开了 2020 年首次

云中苏大工作会议，大家明显感受到师生

对云中苏大的感知和支持。

新模式

大学是个小社会，从老师到学生，从

教学到科研，从管理到服务，服务对象和

服务内容纷繁复杂。教育信息化整个行业

有数万家从事相关业务的公司在参与，但

是其中乏有规模超 10 亿者，总体而言，

更像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云中苏大创新

了 1+1+N 的合作机制，为了避免空转，

联创中心通过众筹方式募集了两百多万资

金，完成了在苏大注册手续，正式成为苏

州大学下属协同创新科研单位，学校为联

创中心提供 400 多平米空间作为办公和开

发场所。通过联创中心现场研发，打造了

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教室，这是首个

“长在”云端的智慧教室，集成了 3 个厂

家（包括华为）的产品和技术，如果不是

在学校现场，可能很难做出这种高端体验

号化的解决方案。今年 4 月 7 日，苏大校

长熊思东在这个教室讲了一节“新冠我拿

什么拯救你”的公开课，吸引了校内外、

海内外 100 多万师生在线观看和互动，验

证了联创成果，并在最近博远楼的智慧教

室项目中竞争胜出。联创中心的解决方案

开发解决了需求与供应两张皮的问题，践

行了快速迭代、快速试错的互联网开发模

式，为解决新需求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开发

模式。

新技术

大学作为新技术萌芽的根据地并不

意味着就先拥有新技术，新技术的应用

还有工程化和产品化的过程。纵观大部

分高校应用现状，大部分技术应用仍然

停留在 10 年前，数据不开放、功能难开

放是最突出的问题，最主要原因是应用

架构陈旧、技术落后。云中苏大作为面

向未来的探索工程，势必要用新技术解

决老问题。这两年云中苏大应用了一系

列新技术，并取得很好的成效。2019 年

上半年，联创中心开发上线了苏大数据

中台，建设了 8 大高校主题库和若干专

题库，支撑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

和物联网数据的应用，支撑了离校大数

据和 IOC 的应用，为“十四五”期间建

设全量数据中心奠定了平台、数据和工

具基础。今年学校在建设大学工系统时，

应用了最新的流程引擎和微服务开发框

架，将原来一个大应用拆分成十几个小

功能，并通过流程引擎，实现了快速、

高效的功能开发任务，为苏大积累了最

新的应用开发模式、技术和人才队伍。

下一步，联创中心将加快 5G 在大后勤大

实验室管理的应用，新技术的加持必将

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应用。

云中苏大到今年十月就两岁了，经过

两年的砥砺前行、探索出一套匹配高校数

据化转型之道与术。未来，云中苏大将继

续努力，为师生创造新的校园生活，为行

业探索新的大学形态，为国家探索未来大

学的标准。 （责编：项阳）

（作者为苏州大学-华为云中大学联创中心联席主任）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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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服务器的管理机构可轻易修改根区文件内容甚至可移除

特定的顶级域？目前全世界仅有 13 个根服务器？此类针对根域

名服务器的传言一直不休，在日前举行的 2020 年北京网络安全

大会上，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RSSAC）主席 Fred Baker 回应了这些问题。

Fred Baker 表示，关于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根服务器，目前流

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传言，但这些传言都不准确。

根服务器系统及相关机构

Fred Baker 在报告中重申了域名系统的运行原理：先从根服

务器节点获得域名顶级域（如“.cn”）信息的索引。而通过顶

级域的权威服务器可获得二级域名的索引。其后，在二级域名

的权威服务器上，可获得各个域名所对应的服务器 IP 地址，或

者是域名所属的子域名。

根服务器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首先需要获得根区文件，

然后将其分发到根服务器的运行管理机构，根服务器节点将对

全球域名服务器所发起的查询请求进行响应。全球目前可能分

布着超过一万台域名解析服务器。根区文件维护者（Root Zone 

Maintainer）根据从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获取的文件提

供根区数据。

目前，一共有 12 家相互独立的企业或者组织机构在负责管

理运行域名系统根服务器节点。其中的一些组织实际上隶属于美

Fred Baker：DNS 根服务器的事实和传言

国军方，它们不属于公司或企业，这类组织需要区别对待。例如，

美国国防部网络信息中心（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NIC），

它是负责运行管理根服务器节点的机构之一。此外，还有一些组

织机构分布在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以及东京，主要是欧洲技

术社群，而 WIDE 项目管理着日本的根服务器节点。

1983 年，IETF 的 RFC 882 和 RFC 883 两个文档对互联网域

名系统 DNS 进行了描述与定义。1984~1985 年，早期根域名系

统于美国建成，该系统由四台服务器组成，它们分别使用四个

独立的 IP 地址。此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根服务器的数量经

历了多次增加。1987 年，新增三台服务器，1991 年新增一台，

1993 年又增加一台，1998 年再增四台。至此，根服务器系统增

加至 13 台，并各自拥有 1 个 IP 地址。

当时，分发根域名服务器地址的人是 Jon Postel （注：被誉

为互联网之神），他邀请不同机构共同运维根域名服务器，并

长期负责管理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Jon Postel 去世（1998 年）之后，没人了解

该如何新增根服务器的入口，或如何修改变动根服务器。

在此情况下，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运行管理根

域名服务器系统将近 20 年。

期间面临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如何设计完善运行流程，以

转变 DNS 系统面临的困难局面。经过多次讨论和实践，根服务

器系统不断演进，最终形成当前规模。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

DNS 根服务器系统共有 1086 个根服务器节点。

引入数字签名技术

在 过 去 十 几 年 中， 互 联 网 工 程 任 务 组（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已经对根区文件的信息做出了一

系列优化与改进。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变化是，使用数字签名

技术来保障域名系统的安全性，即 DNS 安全扩展（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的引入。目前几乎所有顶

级域均已支持 DNSSEC，并且其中有许多顶级域对所包含的二级

域名进行签名，许多二级域名进一步对其子域名进行签名。

Fred Baker

ICANN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主席

前 IETF 主席

“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行管理是高度独立的，尽管其中一些机构属于美国政府，但他们并不是

由政府来运作的。” 

研究与发展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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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的主要功能是验证用户所接收的信息是否准确。当

某个客户端发起域名查询请求时，可能会被劫持或转发到未经授

权的根服务器管理者，导致域名响应的内容与互联网号码分配机

构（IANA）所提供的信息不一致，造成所谓的 DNS 伪造攻击。

如何检测这类攻击？如何才能知道应答响应的内容是否合

法？解决方案是对数字签名的内容进行校验。如果数字签名是伪

造的，就意味着应答内容是非法的。通常，域名解析服务器负责

验证数字签名记录。除了域名解析服务器之外，任何发起域名查

询的设备、系统均有权利，RSSAC 也强烈建议其去校验 DNSSEC

的数字签名记录。

根域名系统管理的十一项原则

2014 年，Steve Crocker（ICANN 董事会主席）曾向 RSSAC

提出一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Jon Postel 先生去世之后管理根区文

件规范流程的缺失？

2015 年，RSSAC 委员会相聚在工作组讨论这一问题，并从

当年 9 月开始，召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最终形成了一份技术报

告，也即 RSSAC037 文档。该报告内容可在网上查阅，其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是提出管理根服务器系统所应依据的 11 条原则，具

体内容如下：

1. 为了维护一个全球性的互联网，需要一个全球统一的域名

系统，从而使用户在不同地区或使用不同域名解析服务器时，对

于相同索引内容总能获得相同解析结果。

2.IANA 是 DNS 根数据的来源。

3. 根服务器系统必须是稳定可靠、富有弹性的平台，能够为

所有用户提供域名解析服务。

4. 根服务器操作的多样性是整个系统的优势。如果所有人都

使用完全相同的软件，当域名系统出现故障时，所有人都会遇到

此类故障，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多样性是一项基

本的设计原则：需要操作不同的 DNS 软件，使用不同的硬件设备，

使用不同的网络获取数据。多样性是加强系统健壮性的重要因素。

5. 体系结构的变化应该来自于技术的发展和已证明的技术需

求。

6.IETF 定义 DNS 协议的技术操作。所有改变的驱动力都

应源自技术层面，而技术上的推陈出新多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发起。

剩余的五项原则均直接面向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行管理机构

（RSOs）。

7.RSOs 必须以诚信正直的精神来维护互联网的共同利益。

8.RSOs 必须保持透明。作为一个互联网组织机构，要保持

透明，能够说到做到。

9.RSOs 必须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并鼓励其参与。在 IETF 和

ICANN 的组织架构下，RSOs 不仅需要与客户以及合作者积极沟

通，也需要吸引并鼓励技术社群中的利益相关方一起参与。

10.RSOs 必须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应受到任何一

个派别的操控。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行管理机构其实是高度独立的。

尽管其中一些机构属于美国政府，但是并非由政府来运作的。

11.RSOs 必须保持中立与公正，并提供必要的（从 IANA 获

取的）信息。

根服务器的运行管理机构，必

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他们不

应当受到任何一个派别的操纵。

研究与发展 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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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根服务器系统的不实传言

Fred Baker 表示，关于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根服务器，

目前流传着许多不同传言，但这些传言都不准确。

一种说法是，域名系统根服务器可以控制互联网流

量的转发路径。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服务器不会控制任

何其他事项，它只负责分发根区文件的信息。数据包转

发的过程路径信息是由互联网路由器所决定的。

第二种说法是，根服务器的管理机构可以轻易地

修改根区文件的内容，甚至可移除特定的顶级域。假如

服务器通过修改配置，拒绝响应用户所发起的查询请

求，上述说法某种程度上可算是成立的。但通过验证

DNSSEC 的数字签名，可轻易发现此类篡改行为。一旦

DNSSEC 校验失败，便可得知解析结果并非源自互联网

号码分配机构（IANA），被篡改的内容也会被直接抛弃。

因此，尽管理论上而言，根服务器节点可修改根区文件

数据，但修改后无法通过 DNSSEC 数字签名的校验。

第三种说法认为，管理根区文件数据和提供解析

服务是一样的。但二者并不相同，管理主要涉及数据

存储和使用规则的制定等，而解析则是对数据内容的

响应。

第四种说法认为，某些特定的根服务器比其它根

服务器更为重要。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实际上所有的

根服务器的运行管理机构是完全平等的。用户可以向

其中任意一个发起域名查询请求，最终得到的结果也

将完全相同。

第五种说法是，目前仅存在 13 个根服务器。实际上，

全球共有超过 1000 个根服务器节点，但是这些根服务器

节点共享 13 个名称（identities），分别对应着负责运行

管理的组织机构。

第六种说法认为，ICANN 控制了所有根服务器运

行管理机构。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根服务器的管理机构

比 ICANN 存在的时间还要长。而且根服务器管理单位

RSSAC 也仅有少数人从属于 ICANN。

Fred Baker 表示，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行管理机构，

必须以诚信正直的精神来维护互联网的共同利益。同时，

根服务器的运行管理机构，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他

们不应当受到任何一个派别的操纵。

“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行管理是高度独立的，尽管其

中一些机构属于美国政府，但他们并不是由政府来运作

的。” Fred Baker 表示。 （责编：项阳）

（本文整理自 Fred Baker 在 2020 年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上的报告，

整理：郑艺龙）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RSSAC）是 ICANN 技术社群的 10 个

技术委员会之一，其成员主要为互联网域名系统根服务器

的创始者。该委员会的使命是成为联系技术社群、董事会

以及域名根服务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渠道，主要负责提供

与域名系统根服务器相关的咨询和建议。因此，RSSAC 重

点关注根服务器系统的工作机制，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

ICANN 技术社群等问题。

2013 年 7 月 18 日，ICANN 董事会批准了 RSSAC 的初

始成员和领导层，并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任命了新的代表。

（详情见 https://www.icann.org/groups/rssac）

组织 代表 候补 任期

Cogent

（美国 Cogent 通信公司）
Paul Vixie Brad Belanger 2020.12.31

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s 

Agency

（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

Kevin Wright Ryan Stephenson 2022.12.31

ICANN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Matt Larson Terry Manderson 2021.12.31

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

（互联网系统协会）

Fred Baker

 ( 主席 )
Jeff Osborn 2021.12.31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 Ames 

Research Center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艾姆

斯研究中心）

Barbara 

Schleckser
Tom Miglin 2022.12.31

Netnod

（瑞典 Netnod 公司）

Lars-Johan 

Liman
Patrik Fältström 2021.12.31

Réseaux IP Européens (RIPE)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re

（欧洲网络协调中心 RIPE NCC）

Kaveh Ranjbar Anand Buddhdev 2020.12.31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美国马里兰大学）
Karl Reuss Gerry Sneeringer 2022.12.31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美国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

Wes Hardaker Suzanne Woolf 2020.12.31

United States Army Research 

Laboratory

（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

Howard Kash Kenneth Renard 2022.12.31

Verisign, Inc.

（美国 Verisign 公司）

Brad Verd

 ( 副主席 )
N/A 2021.12.31

Widely Integrated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WIDE) Project

（日本广泛集成分布式环境项目 (WIDE 

项目 )）

Jun Murai Hiro Hotta 2020.12.31

相关背景

表 1  RSSAC 由负责运行全球根服务的组织的代表组成

研究与发展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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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F 组织结构与会议

在 IETF 的发展过程中，IETF 的组织

结构也不断地变化。目前 IETF 的组织结

构如图 1 所示。

互 联 网 协 会（Internet Society，

ISOC）是一个非营利的社团组织，有超过

80 个团体会员和超过 2 万 8 千名个人会员。

互联网协会是 IETF 的法人。

互 联 网 体 系 结 构 委 员 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IAB）负责对互联网

的 体 系 结 构 进 行 监 督 审 查， 对 IESG、

IETF、IRTF 和 ISOC 的运营进行监管。

IAB 也 负 责 确 认 批 准 IESG 的 成 员， 对

IETF 的标准制定过程进行监管。IAB 还

负责 IETF 与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之间

的 协 调 工 作， 如 电 气 与 电 子 工 程 师 学

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国电信

联 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等。

互联网研究任务组（Internet Research 

Task Force，IRTF）专注于互联网上的长

期问题。

互 联 网 号 码 分 配

局（Interne t Ass igned 

N u m b e r s A u t h o r i t y，

IANA） 是 互 联 网 名 称

与 数 字 地 址 分 配 委 员

会（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的一个部门，负责监

督全球 IP 地址和自治域系统号码分配、

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DNS）

和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以及互联网协议相

关符号和参数的分配和注册 ICANN 是基

于全球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

模型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

征求意见稿是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发布的一系列标准备忘录，以编

号排定。RFC 文件是由互联网协会（ISOC）

赞助发行，由 IAB 领导，RFC 编辑部直接

负责。

IETF 行政支持（IETF Administrative 

Support，IASA）提供支持 IETF 标准流程

所需的管理结构。

IETF 行政总监（IETF Administrative 

Director，LAD）负责日常业务监督。

互 联 网 工 作 指 导 组（Internet 

Engineering Steering Group IESG）负责组

织 IETF 的工作组（Working Group，WG，

每个工作组都有一个指定主席（或者若干

副主席）。

领 城（area） 是 工 作 组 按 主 题 的 集

合。每个领域都有一个领域主任（Area 

Director，AD），大多数领域还有两个副

领域主任，AD 任命工作组主席。AD 和

IETE 主席构成互联网工程指导组（IESG），

负责 IETF 的整体运作。

IETF 的领域也在不断演进，目前的

领域构成如图 2 所示。

每个领域下有若干个工作组。IETF

的具体工作在工作组中进行。来自世界

各国的网络工程师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自 愿 地 组 合 在 一 起，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讨

论 组 开 展 工 作。IETF 工 作 组 主 要 开 发

IETF 详细说明和指导方针，其中很多详

细说明最终成为了标准，以 RFC 的形式

发布。

IETF 可以说是 IAB，IASA，RFC 编

辑部，IAD，IESG 和各个领域和下属工作

组的集合。

建立新工作组

领域主任（AD）、个人或团体都可

以是新工作组的发起人。建立新工作组

的具体步骤是，首先要向研究课题所属

领域的 AD 提出申请，经 IESG/IAB 批准

后即可建立兴趣小组（Birds of a Feather，

BoF），讨论并确定该项技术的主题、内容、

范围及期望取得的里程碑。如果 BoF 认为

有必要深入研究，则由 BoF 的牵头人提出

成立工作组的申请，并由 IESG 和 IAB 审

批。工作组的建立流程如图 3 所示。

IETF 的运作：揭秘互联网标准如何破茧成蝶

图 1  IETF 的组织结构

图 2  IETF 的领域划分

通用领域

gen

应用 / 实时应用 app

传输 tsv

网络

int

路由

rtg

运行管理

ops

安全

sec

IETF 可以说是 IAB，IASA，RFC 编辑部，IAD，IESG 和各个领域和下属工作组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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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IETF 会议

IETF 没有会籍，任何人都可以注册

和参加 IETF 会议。IETF 每年组织召开 3

次会议，其惯例是春季在北美、夏季在欧

洲、秋季在亚太地区召开。值得指出的

是 IETF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交流，会议上

做出的决议也可能会在电子邮件讨论组中

被推翻。工作组没有正式的投票规则，而

是依赖于大致共识。RFC7283 指出：“特

别是 IETF 应该不接受‘多数统治’的理

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决策仪式是‘哼

唱’而不是投票”（ In particular, the IETF 

is supposed not to be run by a "majority rule" 

philosophy. This is why we engage in rituals 

like "humming" instead of voting）。

IETF 从创立至今，已经举行了 107

次会议，作为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研究团体，

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工作效率之高，可

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从第 1 届到第 98 届

IETF 会议参会人数如图 4 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从第 37 届会议（1996

年 7 月）到第 57 届会议（2003 年 7 月），

参会人数达到一个高峰，其间正是 2000

年 前 后 互 联 网 泡

沫 的 时 间， 之 后

参 会 人 数 趋 于 稳

定。 此 外， 从 第

91 届 会 议 开 始，

正 式 统 计 了 远 程

参 会 的 人 数。 随

着 网 络 音 频 和 视

频 应 用 的 发 展，

远 程 参 会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了 更

加经济有效参与 IETF 的途径。

IETF 互联网标准制定规则与现状

IETF 标准相关的文档包括互联网草

案（Internet-Draft，I-D）和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草案

任何人都可以提交互联网草案。一篇草

案的生命周期为 6 个月。草案可以在互联网

上免费下载。草案是供 IETF 讨论的文档，

不能把草案看作标准、论文或正式的报告。

大多数草案并不会成为 IETF 的 RFC。

互联网草案的命名惯例为：

个人提交的草案：draft- 提交人姓名

- 工作组名称 - 题目 - 版本号。

工作组草案：draft-ietf- 工作组名称

- 题目 - 版本号。

如果需要在其他互联网草案中引用互

联网草案的内容，必须标注为工作进行时

（work in progress）。注意当一个互联网

草案成为 RFC 时，其规范引用（Normative 

References）部分是不能有互联网草案

的， 仅 可 以 在 参 考 引 用

（Informative References）

部分中使用标注为“工作

进行时”的互联网草案。

征求意见稿

RFC 是互联网标准以

及 IESG、IAB 和 IRTF 等机

构发布文档的正式渠道，

每个 RFC 有唯一的编号，

RFC 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

下载。RFC 的发布由 LAB 领导，由 RFC 编

辑部直接负责。每篇 RFC 都有 ASCII 文本

格式。ASCII 文本版本是最权威的，它必须

是对所描述标准最完整和最精确的详细说

明，包括所有必要的图表和图解。

RFC 分为不同的类型，最重要的是

标准 RFC，包括最佳实践（Best Current 

Practices，BCP）、建议标准（Proposed 

Standard，PS）、 草 案 标 准（draft 

standard，DS）、互联网标准（Internet 

standard，STD）。

STD 是互联网标准的最终形式。它

的演化进程是从建议标准到草案标准再到

互联网标准。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从

PS 到 DS 到 STD 的流程相对漫长，因此目

前全世界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基于建议标准

（PS）运行的。注意应始终检查 RFC 的

当前状态，然后再作技术决策，因为新的

RFC 可能会更新（update）或废弃（obsolete）

旧的 RFC。

非标准类RFC包括：信息类（Informational）、

试验类（Experimental）、历史类（Historical）。

有三个途径能够使互联网草案演进成 RFC

第一个途径是经过 IETF 领域下的工

作组。以个人名义提交的草案必须属于

该工作组宪章（charter）所规定的里程碑

（milestone）。经过邮件讨论组和 IETF

会议中的讲解和辩论，可以寻求工作组的

采纳（adoption），在取得“采纳”的大

致共识后，则可成为该工作组的草案。然

后经过若干次 IETF 会议（一般 3 到 5 次）

和可能的中间会议（interim meeting），以

及大量的电子邮件讨论组的讨论，可以进

入工作组最后询问（WG last call），之后

可以提交 IESG。

第二个途径是对于没有相应工作组的

文档，经过领域主席（AD）个人提交到

IESG。

上述两个途径都要提交到互联网工程

指导组 IESG 讨论。IESG 首先进行 IETF

范围内的最后询问，经过多次反馈和修

改，得到所有的 IESG 的成员认可后（no 

comment），即可批准。图 4  历届 IETF 会议的参会规模

图 3  工作组的创立流程

兴趣小组

IETF 公示

工作组主席、任务描述
目标和里程碑

领域主席

互联网工程
指导组 IESG

IAB

互联网体系

结构委员会

社区

工作组创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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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将送交 RFC 编辑部，授予 RFC

编号，进行文字编辑和格式协定，最终成

为 RFC 发布。

从个人提交的草案到工作组草案，到

IESG，到 RFC 编辑部，到最终成为 RFC

发布，这个过程最快也要 2 年以上，有时

候需要 5 年，相关流程如图 5 所示。

第 三 个 途 径 是 针 对 非 IETF 提 交 的

RFC，其流程如图 6 所示。

如果不同意 IETF 的任何决议，是可

以上诉的。第一级上诉提交到工作组主席，

如无法解决则可提交到领域主任（AD），

如仍无法解决则可提交到互联网工程指导

组（IESG），如还无法解决则可提交到体

系结构委员会（IAB）。

截 止 到 2017 年 7 月 3 日，IETF

已经发布了 8000 余篇 RFC。其时间分

布如图 7 所示。

在这些 RFC 中，标准系列有 263

个最佳实践（BCP），108 个互联网标

准（STD），141 个草案标准（DS），

3246 个建议标准（PS）。非标准系列

RFC 有 2577 个信息类（Informational），

486 个试验类（Experimental），297

个历史类（Historic），888 个未分类（早

期的 RFC）。其分布如图 8 所示。

从 发 布 者 来 看，5585 个 RFC 由

IETF 发 布，67 个 由 IRTF 发 布，104

个由 IAB 发布，317 个是独立提交而

发布的，如图 9 所示。

从领域来看，有 569 个 RFC 是应

用领域（app），有 564 个是实时应用

和基础设施领域（rai），有 109 个是

实时应用领域（Ort），有 524 个是传输

层领域（tsv），有 887 个是互联网领域（int），

有 827 个是路由领域（rtg），有 503 个是

安全领域（sec），有 614 个是运行管理

领域（ops），有 27 个是通用领域（gen）。

按目前领域分类归并后的分布如图 10 所

示。

随着以 Linux 为代表的开放源码运动

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发展，特别是软件定

义网络和云计算的发展，参与 IETF 的志

愿者们也在思考 RFC 标准和开放源码的

关系。越来越多的网络协议标准具有开放

源码的发布，在 Github 等网站供下载。

IETF 近年来力推 IETF 黑客松（IETF 

Hackathon）项目。黑客松又称“编程马拉

松”，其灵魂是合作地

编写程序和应用。IETF

黑客松是标准和开源的

结合，其意义在于：通

过黑客松开发活动产生

的可运行代码，可以促

进对 IETF 标准的完善

和改进。

IETF 关注的是互

联网分层模型之间的

互操作性（不是一致性）。由于不具备稳

定性和规范性，开放的源程序和文档是无

法取代 RFC 标准的。 （责编：项阳）

本文节选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中国计算机学会所发

布的《CCF2016-2017 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报

告》中“互联网最新研究方向与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一文的第 2 部分“IETF 组织结构”，作

者：李星，徐明伟，崔勇，李贺武，毕军，杨芫，李琦，

段海新。图 7  IETF 已发布 RFC 的时间分布

图 5  IETF 文档提交流程

IESG RFC 编辑部

工作组文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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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非 IETF 文档提交流程

个人提交文档

RFC 编辑部 IESG

提交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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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已发布 RFC 的所属领域分布

图 9  已发布 RFC 的发布者分布

图 8  IETF 已发布 RFC 的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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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使命，以信息化促进学生学习发展

正成为全球高校教育信息化的主要趋势。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一

个复杂、系统的工程，如何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如

何以信息化推动和引领高校教学变革，是高校教学管理者面临

的时代挑战。要应对这一时代挑战，我国高校领导与教学管理

者迫切需要更新和完善自身的教育领导力。

LTL 项目致力于提升学习技术领导力

EDUCAUSE 组 织 的 学 习 技 术 领 导 力 项 目（Learning 

Technology Leadership, 简称 LTL），致力于提升其成员高校教学

管理者的学习技术领导力，即实现学习理论、技术掌控力与领

导力三者的有效整合，为更好处理学校教与学实践问题，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EDUCAUSE 组织 2012 年启动 LTL 项目，面向学校教务处、

学习支持服务中心等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教学设计、教学技术、

学习支持、数字化学习等服务的非教师人员，提供系列培训。

面对面与在线相结合，团队教学（Team-based Learning）与项目

式教学（Project-based Learning）相结合开展培训。鼓励学员结

合自己的经验与知识，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专题学习。项目持

续运行九年多，促进了美国高校教学管理者群体的专业发展，

推动了美国高校教学信息化建设的深入。

学习技术领导力的构成与内涵

LTL 项目从五个方面培养学习技术领导力：促进学生成功、

开展有效学术交流、采用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为组织变革提

供数字化领导力、管理技术行动。

1. 促进学生成功

EDUCAUSE 组织认为高校教学管理者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之

一就是通过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帮助学生获得学习成

功。而要促进学生成功，高校教学管理者就需要形成服务思维、

促进教学理论与技术融合、让学生获得资源、与学生多交流、多

元化和包容。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高校教学管理者首当其冲

就是要服务于学生发展，促进学生成功，所以 EDUCAUSE 将其

作为学习技术领导力的第一条要求。信息时代要为学生提供优质

的学习服务，高校教学管理者就必须对学习理论与技术融合有深

入理解，能帮助学生获取所需学习资源，主动参与学生学习活动。

此外，高校学生的学习需求一般多元、多变，所以高校教学管理

者要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就需要包容学生各种需求，提供多样性

的教学服务。

2. 开展有效学术交流

教学与学习是高校重要学术活动形式之一，高校教学管理者

需要具备有效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EDUCAUSE 提出学术交流

能力就是使用有效的沟通技巧与教师、学生等学术利益相关者进

行协作。主要聚焦五个方面：与教师的互动、项目协同、问出正

确的问题、参与难题解决、创建支持网络。

这一能力要求的提出，意味着高校教学管理者不再仅仅是教

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评价者、监督者，而是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

教与学共同体中的一员，主动深度参与到教与学活动，共同致力

于促进学生成功。

3. 采用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

高校教学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影响重

大。高校管理者在决策、解决问题和管理学生时要优先使用基

于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红利之一。

EDUCAUSE 组织提出要做到这一点，高校教学管理者必须具备

良好的数据处理能力，确定学术数据来源，了解数据安全和隐私，

确定工作和资源优先顺序，提出并证明数据资源的合理性，并根

据数据提出问题解决方案。

教学改革解决方案是高校教学管理者智慧的结晶，而数据是构

成智慧的前提，从数据到智慧需要经历信息和知识的升级与转换。

编者按：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组织 EDUCAUSE 的 ITL 项目从促进学生成功、开展有效学术交流、采用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为组织变

革提供数字化领导力、管理技术行动等五方面提升高校教学管理者的学习技术领导力。本文分析了 LTL 项目中学习技术领导力的

内涵与构成，并就我国高校教学管理者学习技术领导力的培养提出了建议。

如何提升学习技术领导力
——EDUCAUSE 组织 LTL 项目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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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能力强调高校教学管理者不仅是教与学数据的

收集者，更需要通过专业分析，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升级为知识、

内化为推动教学改革的智慧，而这种能力也可称之为数据智慧。

4. 为组织变革提供数字化领导力

EDUCAUSE 组织提出高校教学管理者要能以数字化领导力

引领高校变革，需要把握教与学发展趋势，找到利益相关者和变

革拥护者，确保教学信息化行动与组织战略一致，保持变革发展

的持续动力，形成实践探究共同体。

以信息化推动教学变革发展是信息时代高校教学信息化发

展的战略使命所在，也是高校教学管理者的使命所在。要引领这

场变革，就必须具备相应的数字化领导力，能正确把握教学改革

走向，紧密围绕学校教学发展需求，建立实践共同体，携手以信

息化推动高校教学变革。

5. 管理技术行动

伴随着教学信息化的发展，高校教学管理者不仅需要管

理教学与学习活动，同时也需要管理教学技术与学习技术。

EDUCAUSE 组织提出高校教学管理者要具备对各种技术行动进

行战略性管理的能力，包括确定技术使用的道德框架，设定技术

使用的明确目标，能提供及时培训，管理好技术应用的关键底线，

强调技术使用的绩效提升。

当前部分高校教学管理者将教学信息化简单理解为用信息

技术处理教与学活动中的数据，更多关注数字化教育资源、平台

的建设与应用，而忽略对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管理。高校教学管

理者对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管理是确保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时能

合伦理性、合科学性、合教育性，确保能够为信息技术教学应用

提供系列保障和支撑措施，确保其最终能落脚于促进学生成功。

总结与启示

我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明确提出

要开展系列培训以提升管理者教育信息化领导力，随后我国基础教

育领域针对中小学校长教育信息化领导力开展了系列培训。相对而

言，我国高校管理者教育信息化领导力的培训很少，而专门针对学

习技术领导力的培训更为鲜见。当前我国高校正步入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的关键时期，EDUCAUSE组织的LTL项目中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1. 我国高校教学信息化的深入发展需要教学管理者提升学

习技术领导力。

此次疫情，在线教学让我国高校践行了“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保证了高校教学功能在特殊时期的运转。教育部提出在线

教学将推动高校教育理念、教学平台、教学方式、教学关系的全

面变革，在线教育要从“新鲜感”向“新常态”转变，从“单声

道”向“双声道”转变，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

这就要求我国高校教学管理者要对学习理论有高度理解，对技术

融会贯通，对教学管理能果断决策，更需要在实践中切实将三者

深度结合，而这种能力即是“学习技术领导力”。

2. 我国高校教学管理者要加强对学习理论的学习，能从学生

学习视角出发。

“以学生为中心”已然是信息时代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核心

理念，教学管理者正在以系列政策推进其在高校课程教学中的践

行，这与 LTL 项目强调促进学生成功殊途同归。然而我们必须

正视的是，我国高校教学管理者更多具备的是教学管理、教学理

论相关的知识与实践经验，对于学习理论，尤其学习科学的前沿

研究知之甚少。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少政策或教学改革方案的重心

仍然只聚焦于“教师教学”，而很少关注“学生学习”。学习技

术领导力中，技术与领导力以“学习”为中心而实现整合，所以

我国高校教学管理者学习技术领导力的培养，一定要抓住“学习”

这一核心要义，加强对“学习理论”的学习，要学会从“促进学

生学习”的视角推动高校教学信息化发展。

3. 教学管理者对学习理论、信息技术与领导力三者的整合能

力对我国高校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起到关键影响。

学习技术领导力是学习理论、信息技术、领导力三者整合而

成的一种能够推动信息时代高校学习方式变革的领导力，而非某

个单个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

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固然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促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点之一，但作为提供政策引领、机制保障、

服务支撑的高校教学管理者，也需要将学习理论、信息技术与领

导力相融为一体，从而不断提升自身学习技术领导力。这样高校

所出台的政策、措施才有可能正确引领学校教学信息化建设方向，

切实促进信息技术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 1 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2 为陆军工程大学基础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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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帮 助 学 生 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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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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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 IDS 系统的监测之外，通过

第三方获取开源威胁情报（OSINT）进行

分析也是 SIEM 重要的一部分功能。在

DiSIEM 项目中，也专门对 OSINT 进行讨

论，本次的内容将着重介绍项目对开源威

胁情报的分类、使用方法研究以及项目

参与方 DigitalMR 所使用的威胁情报源，

在下一期中将介绍 DiSIEM 项目如何对

OSINT 进行处理。

OSINT 的分类与使用方法

DiSIEM 项 目 收 集 了 与 安 全 相 关 的

OSINT 的不同数据源，并进行了分类研究。

表 1 给出了 DiSIEM 的分类方法，从大类

上根据情报来源类型分为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并从非结构化情报中将“暗网”独立

作为一个分类。表 1 提供了每种来源类型

情报的示例，以及从这些数据源收集数据

所需的技术。

DiSIEM 项目对这三种数据的定义和

类型给出了具体的说明：

1. 结构化数据源

以明确定义的格式提供结构化数据的

资源。从这些来源获得的数据以机器可解

析的格式出现。结构化数据源提供了机器

可解析的信息，并通常提供用于以编程方

式访问其内容的 API，因此此类情报可以

很容易集成进入 SIEM 系统。常见的结构

化数据源包括漏洞 / 攻击代码数据库和 IP

黑名单 / 防火墙规则库。

漏洞 / 攻击代码数据库提供了结构化

漏洞 / 漏洞利用代码描述。漏洞数据库使

用不同类型的字段和文本描述来描述每个

漏洞的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等信息。漏洞

数据库的内容通常已得到正式确认，因此

其情报数据是最可靠的。但这种可靠性存

在时间代价，通常从检测出漏洞到录入

漏洞数据库的过程中存在较长的时间间

隔。两个最重要的结构化漏洞数据库是

美国国家漏洞数据库 NVD 和通用漏洞枚

举库 CVE。其他漏洞库还包括 the Exploit 

Database 和 Vulners 等。NVD 由美国政府

维护，主要描述与安全相关的软件漏洞、

配置错误、产品名称和影响指标。CVE 是

由 Mitre 公司维护的著名漏洞数据库。

IP 黑名单 / 防火墙规则库是另一类常

见的结构化数据源。通常黑名单、白名单

或防火墙规则集都以文本文件的形式存

在，文件的每行有一个 IP/ 规则。软件可

以直接读取每行的数据。IP 列表和规则

的来源很多，DiSIEM 在报告中给出了一

份详细的附录。

2. 非结构化数据源

提供主要内容为自由文本格式的非

结构化数据资源。尽管此数据类型相对结

构化类型需要更多处理，但文本信息中通

常包含更丰富的情报。例如博客和新闻

编者按：

为增强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系统 SIEM 的能力，欧盟的地平线计划（Horizon Plan）资助了 DiSIEM 项目。DiSIEM 项目报告重点

讨论了 SIEM 相关的安全测度、概率模型、开源情报收集、威胁情报融合、可视化技术应用、安全事件的云存储等六个方面的项目成

果，本刊将逐期刊载介绍。上期介绍了如何入侵检测中的多样性和冗余，本期将介绍开源威胁情报分析在 SIEM 中的应用。

开源威胁情报分析在 SIEM 中的应用
——DiSIEM 项目及其研究成果（五）

表 1   情报来源示例及所需技术

相比漏洞库可能会包含更多的信息（如最

新披露的 0day 漏洞），但非结构数据也

对自动化处理提出了艰巨的挑战，因为从

自由文本中提取概念仍然是自然语言处理

（NLP）的难题。因此，虽然非结构化数

据很有吸引力，但将它们用作 OSINT 来

源并非易事。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可以从

技术博客文章和科学文献中有效地收集数

据，因为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相比，技术写

作往往具有稳定的结构和更少的歧义。

DiSIEM 项目中使用的非结构化数据源

之一是 Twitter，这是一种微博客服务，用户

可以在其中发布文本和媒体内容。由于发布

内容有 140 个字符的限制，推文往往提供更

简洁的信息，因此推文对于发布快速状态更

新很有吸引力，新闻网站、博客作者和其他

feeds 通过 Twitter 发布包含内容标题的推文，

以提高他们生产内容的知名度。Twitter 是一

个受欢迎的 OSINT 数据来源，因为快速审

查推文标题就可以提供当前新闻和趋势的概

述。推文对于自动处理也很有吸引力，因为

小而精的信息比大文本更容易处理。

3. 暗网

“互联网的黑暗面”，主要包括各种黑

客站点和论坛，以及漏洞的地下交易市场。

这些丰富的信息都是关于恶意活动的情报

源，其中大多是非结构化数据。暗网只能使

用匿名工具（例如 TOR 网络）访问，它为

访问用户及托管在它上的服务提供匿名性保

护。因此，暗网是买卖和讨论各种非法商品

和服务的理想场所，例如僵尸网络，漏洞利

用代码，病毒软件和各种恶意服务。

研究与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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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讨论和开发漏

洞的地方。在威胁的开发阶段收集有关的

信息，或者收集尚未使用的待售威胁信息，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可以让防御者

在攻击者之前采取行动。事实上，Nunes

等人已经成功地采用了这种方法在暗网市

场和黑客论坛上获得了零日漏洞的数据。

开源威胁情报使用的研究

DiSIEM 项目组同时对 OSINT 使用方

法的研究也进行了归纳，并分成了七类不

同的应用。

1. 收集与基础设施相关的 OSINT 研究

该部分的大多数工作都使用 Twitter

作为数据源，并遵循相同的使用原理。首

先，从用户那里获得关键字集合，然后使

用该关键字集合来设置过滤器选择包含一

个或多个关键字的推文，以便仅收集可能

与用户相关的内容。然后，使用机器学习

或者统计学习方法来将推文分类为相关或

不相关。除了使用关键字收集推文外，还

可以选择仅从安全账户收集推文，从而可

以减少与安全无关的推文数量。

2. OSINT 收集和提取方法

该部分工作主要是提出收集和处理

OSINT 的方法，然后可以将其应用于更特

定的上下文中。主要包括对于黑客论坛、

博客等网页页面中抽取的文本进行二分类，

分为与安全相关或无关；从安全文本中抽

取网络安全相关的概念，比如攻击手段、

攻击目标等，并转换为机器可读的模式。

3. 将用户行为与 OSINT 的关联

这一部分的工作主要是通过 OSINT

与用户行为的关联以推断是否存在恶意活

动，或者通过观察到的用户行为和系统配

置与 OSINT 的关联来预测企业的基础设

施是否易受攻击。

4．使用 OSINT 订阅的网络防御系统

该工作主要是订阅有关 OSINT 数据

源并将其转换为机器可读格式，然后将这

些信息部署到如 IDS、防病毒软件等网络

防御系统上进行安全保护。

5．从 OSINT 收集漏洞利用数据

该部分工作包括使用 Twitter 收集有

关安全数据库（例如 NVD）中尚未存在

的现有漏洞的信息，或者预测漏洞被利

用的情况。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表明，

有关漏洞利用的信息平均在 Twitter 上发

布两天后，才被收录在 NVD 中。因此分

析 Twitter 新闻流可以提供比 NVD 等漏

洞库更有价值的漏洞情报数据。

6．IP 地址黑名单

IP 地址黑名单数据源是获取有关外

部威胁信息的好方法，用户可以从多个

OSINT 数据源中收集相关信息并部署到防

火墙等系统中，监视和检测和这些恶意 IP

相关的攻击行为。但是一些黑名单中存在

大量的假阳性的信息，因此对黑名单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受到了关注。

7．其他

这一部分的工作不符合上面提到的

任何类型，主要包括从推文中发现新的

0day 漏洞以及学习应用程序行为特征和

其已知漏洞之间的关系。

DiSIEM 中使用的 OSINT 数据源

DiSIEM 项 目 采 用 了 不 同 类 型 的

OSINT，包括和安全相关的结构化情报

信息（如 IP 黑名单或白名单或防火墙规

则），从特定的安全相关 Twitter 帐户的

推文，还利用项目参与者 DigitalMR 公司

专用的情报分析平台 Listening247 对大

量社交媒体源和其他非结构化源（如博

客、论坛或者网站）的情报数据进行解

析。Listening247 曾成功应用于市场分析

研究，在本项目中针对网络安全目的进

行新的定制。DiSIEM 还使用 vepRisk 工

具从 NVD 或 CVE 之类的数据库中提取、

解析和存储漏洞相关数据。

通常，DigitalMR 的 Listen247 可以

从各种来源收集包括文本和图像在内的

各种类型数据，这些来源包括博客、社

交网络、新闻、暗网、公告牌 / 论坛以

及 Internet 上可供市场研究的其他公开可

用数据（见图 1）。这些数据是非结构化的，

并根据类型有不同的更新速度。 

Listen247 平台原来是为了用于市场

研究进行数据分析，这些数据通常都带有

与相关性、情感和情绪有关的信息，它们

可能会被打上标签，以分类学的方式对这

些数据进行分类，从而可以按主题将数据

组织成一个层次化的结构。例如，一条关

于两个人一边喝百事可乐一边看足球比赛

的微博可以被归类为“场合”，更上一层

则是“运动”场合。本质上，这是一种分

层聚类的形式，而对于网络威胁也可以进

行分层聚类。

对于与漏洞、漏洞利用代码和补丁

程序相关的情报数据，DiSIEM 中使用了

vepRisk 工具。vepRisk 通过后端的服务模

块从漏洞、漏洞利用代码和补丁程序的公

共数据库中挖掘、提取、解析和存储数据。

vepRisk被打造成公共安全数据的知识库，

并提供了用于分析和可视化底层数据的

Web 界面。vepRisk 目前考虑了六种不同

的漏洞数据源：NVD、Security database、

CVE、CVE Details、Security focus 和

CXSECURITY。 此 外，vepRisk 还 从 各

种软件供应商（如 Microsoft、Debian、

SuSE Linux、Cisco）获取补丁信息，并从

Exploit database 中获取漏洞利用代码。

DiSIEM 为运营 SIEM 平台的工业合作

伙伴提供了一份 OSINT 数据源清单，企

业的安全分析师定期监控这些来源，以接

收与其受保护的基础设施相关的事件。这

些来源的数据不断被收集以形成一个足够

大的代表性数据集，从而能够研究高效的

OSINT 处理和分析技术。 （责编：项阳）

（翻译：薛晓萱   宋长平   杨望）

图 1   DigitalMR 数据源

研究与发展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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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美国推出“净网”计划的当天，国际

互联网协会（ISOC）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失

望，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违背了互联网的初衷，

违背了互联网全球互联、开放、去中心化的本质，违

背了技术架构的公平普适性。

以下为声明：

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                                          

关于美国“净网”计划的声明

我们非常失望。 美国是资助互联网早期发展的国

家，然而现在正在考虑会将互联网割裂成碎片的一系

列政策。一个更加令人堪忧的趋势是，政府为试图短

期赢得政治得分，而直接出手干预互联网，不考虑其

所导致的长期损害，而“净网”计划正是这一趋势的

部分表现。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互联的网络，体现在网络基

于自发原则相互连接，没有中心权威。 正是这种架构

成就了互联网。 今天宣布的美国“净网”计划挑战了

这个架构的最核心。

仅“清洁运营商 Clean Carrier”和“清洁电缆 

Clean Cable”计划就会迫使大量网络流量进入第三方

国家，延长了数据必须穿越的距离，增加了监视和操

纵网络流量的潜在可能，加大了互联网中断的风险，

并普遍增加了每个人上网的成本。

一个政府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技术考虑来决定网

络如何相互连接，这违背了互联网最初理念。 这些干

预措施将极大影响互联网的机动性、韧性和适应性。

如果此举措进一步扩散蔓延，互联网为人类带来

更广泛合作互利、全球覆盖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将受到

严重威胁。

这样的政策只会增加走向“碎片网（Splinternet）”

的全球势头——一个支离破碎的网络，而不是那个我

们在过去 40 年中所构建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需要的互联网。 （责编：项阳）

国际互联网协会就美国“净网”发布声明

（原文：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news/statements/2020/

internet-society-statement-on-u-s-clean-network-

program/，来源：伏羲智库）

近日，首届中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在 2020 年中

国互联网大会期间成功举办，论坛以在线形式召开。论坛

以“包容治理、数字普惠”为主题，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

长尚冰、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

王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刘杰、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际合作局二级巡视员刘颖等出席

论坛并发表讲话，多位国际互联网组织负责人、国际专家

发来祝贺视频，来自企业、研究机构、高校、网民群体等

专家和代表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交流探讨，论坛由中国互

联网协会副秘书长裴玮主持。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尚冰表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

延更加凸显了互联网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中国

IGF 工作组将通过开展相关工作，对内凝聚中国社群共识

并产出方案、成果，对外展现中国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和经

验，促进中国社群与国际各方的互动交流，践行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互联网治理造福人类。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指出，全球国家、区域和青

年 IGF 平台（NRI）已发展至 131 个，这些 NRI 在推动本地、

区域和国际更好地理解互联网治理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

地作用。他表示，互联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

平台，我们要推动人人都能连接入网。

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王磊表示，要落实多边和多

方合作，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各国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

国际准则，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同时，

充分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

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多方主体作用，加强沟通与协作，

构建全方位、多层面的治理架构。

在主题发言环节，参会嘉宾围绕社团在互联网治理

的作用、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互联网国际治理体系演

进及我国参与情况、全球网空治理态势与国际规范等话

题分享了深度思考与相关实践。 （责编：项阳）

（来源：中国互联网治理论坛）

首届中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在线举办

研究与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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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全球 IPv6 地址新增数中国最多

NIC2020 年 7月

文／朱爽　

 7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57B，其中获得地址最多的

是美国，52B；其次是巴西，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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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耗尽第二

阶段。在过去的 12 个月 , 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517B，其

中获得地址最多的是美国，376B；其次是巴西，20B。

7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计 352 个，其中拉

美 183 个，欧洲 78 个，亚太 59 个，北美 22 个，非洲 10 个，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5  2020 年 7 月 CERNIC IPv6 地址申请

申请月增量 [1 - 191]（计算单位：个 )

分别来自 61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150 个；

其次是美国，19 个。7 月较大的地址申请，有一个 /21 和一个

/24 来自中国。7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3156*/32，其中

获得地址最多的是中国，2311*/32；其次是巴西 , 150 个。在

过去的 12 个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29771*/32，其中

获得地址最多的是美国，9049*/32；其次是荷兰 , 2752*/32。 

7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17 个，IPv6 地址申

请 24 个，EDU.CN 域名注册 25 个。 （责编：项阳）

图 4  2020 年 7 月 CERNIC IPv4 地址申请

申请月增量 [1 - 30] （计算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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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Total

US 5 5 84 3 96 41 5 28 27 15 15 52 376

BR 1 2 2 2 1 2 2 2 1 2 2 2 20

CA 1 2 0 0 0 1 0 1 0 0 0 1 6

NL 2 2 1 1 0 0 0 0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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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 2 1 1 1 0 0 0 0 0 0 0 0 5

MG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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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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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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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Total

CN 12 265 8 11 9 3 2 11 20 2 6 2311 2660

BR 98 103 107 96 88 98 119 158 81 103 109 150 1310

GB 131 136 113 139 41 57 8 26 33 24 64 144 916

DE 227 353 184 205 97 99 85 96 60 66 35 49 1556

IT 57 76 73 147 66 112 40 33 16 24 26 40 710

ES 48 73 33 72 40 25 24 32 56 8 16 40 467

RU 721 393 346 361 56 41 81 18 194 42 177 25 2455

NL 208 258 764 100 131 113 73 41 968 45 26 25 2752

FR 73 137 88 92 58 40 64 18 16 25 33 25 669

US 301 18 4119 30 32 28 25 4139 36 283 19 19 9049

201508 202007

201508 202007

图 6  2020 年 7 月 CERNIC EDU.CN 域名注册

注册月增量 [2 -147] （计算单位：个 )

201508 202007

图 3  近 12 个月 ASN 号码新增数最多的国家 / 地区 ( 单位：个 )

ASN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Total

US 120 95 120 81 102 121 104 82 118 102 122 242 1409

BR 100 103 112 102 91 99 127 159 83 102 110 150 1338

GB 22 27 26 25 17 16 12 26 16 20 21 25 253

DE 20 35 27 32 25 24 15 27 33 27 22 25 312

RU 29 25 40 48 27 28 26 25 10 19 19 20 316

NL 13 27 17 18 15 12 12 17 12 26 15 19 203

BD 13 16 10 22 19 17 18 15 13 12 14 17 186

CN 9 7 8 12 9 3 6 161 39 19 27 14 314

IN 104 2 2 4 8 4 106 5 8 4 5 5 257

ID 0 1 0 0 100 0 1 100 0 0 0 1 203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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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CERNET2 出口入流量峰值 32G

6NOC2020 年 7月

文 / 陈永庭

7 月 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80%。

7 月主干网流量与 6 月相比有所减

少。7 月 入 流 量 均 值 为 16.73Gbps， 相

比 6 月减小了 10.72%，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减少了 24.00%；7 月出流量均值为

23.62Gbps， 相 比 6 月 减 小 了 10.27%，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4.51%。

7 月 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较 6 月

相 比 有 所 减 少。7 月 入 流 量 峰 值 为

32.14Gbps；出流量峰值 31.37Gbps。

从 7 月的入流量分布图 1 来看，北

京（清华大学）、西安和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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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

平均值为 2.42Gbps；其次是西安节点，其均值为 1.65Gbps，占

9.89%；第三位是南京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8.64%。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从 7 月的出流量分布图 2 来看，西安节点出流量为最高，

其流量为 2.52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10.67%；其次是南京节点，

占到总出流量的 10.29%；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京节点，其占

总出流量的 6.47%。 （责编：项阳）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20 年 7 月 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20 年 7 月 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文 / 李锁刚

2020 年 7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

7 月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相比 6 月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高

校进入暑假。主干网总流量相比于 6 月减少了 78.05G；国内互联互

通总流量相比于 6 月减少了 26.8G; 国际互联总流量相比于 6 月减少

了 1.44G。

图 1~2 表示了 2020 年 7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项阳）
图 2  2020 年 7 月 CERNET 国内互联互通流量

NOC2020 年 7月

图 1  2020 年 7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

7 月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比 6 月降 78G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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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8 月，高招工作正常开展，期间教育

网运行平稳，未发现影响严重的安全漏洞。

网站安全事件数量较 7 月稍有上升。近期

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蠕虫木马病毒。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 软 2020 年 8 月 的 月 度 例 行 安

全公告，共修复了微软旗下多款产品中

存在的 120 个安全漏洞。涉及的产品包

括 Windows 操作系统、IE/Edge 浏览器、

ChakraCore、 脚 本 引 擎、SQL Server、.

Net 框 架、Windows 编 解 码 器 库 等 多 个

Windows 平台下的应用软件和组件。这里

面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Excel 软件远程代码

执行漏洞（CVE-2020-1563）及 EDGE 浏

览器 PDF 文档阅读器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20-1568），这两个漏洞都可以

通过引诱用户打开特定的文档来进行利

用。一旦攻击成功，攻击者将能以用户当

前的权限执行任意命令。建议用户尽快使

用系统自带的自动更新功能进行补丁更

新。相关漏洞的详细信息可参见：https://

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

guidance/releasenotedetail/2020-Aug。

2. 8 月 Apache Struts2 官 方 发 布 了

安全通告，公布了两个安全漏洞 S2-059

（CVE-2019-0230） 和 S2-060（CVE-

2019-0233）。其中 S2-059 属于远程代码

执行漏洞，造成漏洞的原因是因为 Apache 

Struts2 的框架在被强制使用时，会对标签

的属性进行二次赋值，攻击者可以将包含

攻击代码的值赋给标签进而达到执行任意

代码的目的。该漏洞被利用的前提条件是

Struts 标签属性中强制使用 OGNL 表达式

时，才可能被触发。另一个 S2-060 漏洞

存在于文件上传功能中，攻击者可以通过

特殊参数请求导致服务崩溃，达到拒绝服

务的效果。上述两个漏洞在 2019 年 11 月

份发布的 Struts 2.5.22 版本中均已修复，

建议未升级的用户尽快升级进行防护。

3. 宝塔服务器运维面板是百塔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一款服务器管理软件，支

持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可以通过 Web

端远程控制管理服务器，是很多网管及系

统员爱使用的管理软件。宝塔运维面板软

件相关版本中使用 phpmyadmin 系统管理

数据信息，由于该系统的用户身份权限

配置不当，通过访问 phpmyadmin 的特殊

管理端口（tcp 888）可以无需身份认证直

接登录数据库，从而进一步管理该系统所

管理的服务器。目前宝塔面板软件官方已

经发布了最新版本修复该漏洞，建议相关

管理员尽快升级，如果无法确认是否存在

类似风险，可以通过在边界防火墙上限制

tcp 888 端口来临时缓解该风险。

4. 终端检测响应平台 EDR，围绕终

端资产安全生命周期，通过预防、防御、

检测、响应赋予终端更为细致的隔离策略、

更为精准的查杀能力、更为持续的检测能

力、更为快速的处置能力。在应对高级威

胁的同时，通过云网端联动协同、威胁情

CCERT月报

报共享、多层级响应机制，帮助

用户快速处置终端安全问题，构

建轻量级、智能化、响应快的下

一代终端安全系统。最近发现国

内部分厂商的 EDR 平台在实现

上存在系列 RCE 漏洞，攻击者利

用相关漏洞，可在未授权的情况

下向目标服务器发送恶意构造的

HTTP 请求，从而获得目标服务器的权限，

实现远程命令执行。相关漏洞涉及国内多

个 EDR 厂商。建议用户尽快联系相关厂

商进行确认和产品升级，同时出于安全考

虑，请将相关安全产品使用防火墙保护在

内部网络中。 （责编：项阳）

宝塔服务器运维面板曝严重漏洞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得益于国内对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视，

各种实战类的攻防演练开展得如火如荼。

随着演练的开展，众多的国产软件漏洞也

被暴露出来，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类

国产安全产品的漏洞。这让用户多少有些

心慌，原本用来保护安全的产品为何变成

了最大的风险点？其实大可不必心慌，这

是正常现象，安全产品里的各种功能也是

软件实现的，是软件就一定会存在漏洞。

最近暴露出来的之所以都是安全产品的漏

洞，除了有厂商自身疏忽的原因外，更多

是因为这些安全产品已经是网络中直面攻

击的第一道防线，它们承受的攻击最多。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安全，所谓的安

全始终是动态的防护过程，我们只需认真

地去应对这个过程，有了漏洞及时修补，

通过合理的策略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最小

的范围内。

安全提示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2020 年 7~8 月 CCERT 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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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地址指数日趋势

2020 年 7 月，随着暑期来临，7 月 IPv6 日活跃地址

指数呈下降趋势，经休息日时，活跃地址指数呈有规律下

降。7 月的日活跃地址指数在 7 月 1 日达到峰值，达 630

万个。

7 月高校门户网站 IPv6 支持度广西最高

图 1   2020 年 7 月活跃地址指数日趋势

图 2   2020 年 7 月活跃地址指数省区市统计

图 3   2020 年 7 月门户网站 IPv6 支持情况

统计说明：
门户网站支持度：会员高校门户网站支持 IPv6 访问的比率

活跃地址指数：会员高校在 CERNET2 网络中每日活跃的 IP 地址个数

文 / 邓斌

本文为教育网 IPv6 规模部署监测报告（2020 年 7 月），地

址统计范围来源于赛尔网络教育用户部 IPv6 地址表；网站统计

范围来源于 CERNET 会员单位 1886 所；统计时间截止至 2020

年 7 月。

活跃地址指数省区市统计

2020 年 7 月，在日平均活跃地址排名中，北京地址

数贡献最高，达到 119 万；河南地址数 17.5 万，位列第

11，最接近 31 省区市平均值；新疆、云南、贵州、海南、

西藏不足 1 万。地区分布方面，活跃地址指数前三名分别

是：华北、华东南、华东北。

门户网站 IPv6 支持度

2020 年 7 月，1886 所会员单位中含双一流高校 137

所，普通本科 1080 所，高职高专 634 所，成人教育 35 所。

其中双一流高校支持度最高，137 所中有 81 所支持；高

职高专的支持度最低，631 所中仅有 96 所支持。

门户网站 IPv6 支持度省区市统计

2020 年 7 月，1886 所会员单位中有 438 所支持，平

均支持度为 23.22%。超过平均支持度的省份有 12 个，排

名前 3 位的是广西、山东和广东。其中广西 46 所中有 26

所支持；山东 116 所中有 56 所支持；广东 117 所中有 56

所支持。地区支持度方面，华南、华东北、华中地区的门

户网站 IPv6 支持程度较高。

（作者单位为下一代互联网重大应用技术（北京）工程研究中心）

图 4  2020 年 7 月门户网站 IPv6 支持度省区市统计

（责编：项阳）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IPv6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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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在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主任李京教授两个小时

的访谈里，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与其

他高校单纯追求新技术、新模式不

同，“科大特色”信息化显得异常

务实与内敛；但另一方面，他们对

于科研信息化的极致追求又让人

惊讶。这无疑是对于中科大这所中

国最为典型的研究型大学从信息

化层面的再认识。

而对于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

建设，已经在任上工作 10 年的李

京看得更加长远。他认为，学校已

经下决心理顺信息化机制体制，加

快学校信息化发展，这意味着在即

将开始的“十四五”期间，中科大

的信息化建设将会实现一轮嬗变。

着眼未来，他认为信息化工作人员

除了最基本的技术达标外，管理素

养将成为很重要的标准，这也是队伍建设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特色鲜明的中科大信息化

《中国教育网络》：对于行业内的人

来说，中科大的信息化非常“特别”，那

么能否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中科大信息

化的基本情况？

李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科

学院所属的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

主，兼有医学、特色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研

究型大学，建校之始就实施“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紧紧围绕国家急

需的新兴科技领域设置系科专业，创造性

 李京：科研信息化要成为中科大核心竞争力 

地把理科与工科即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相

结合，注重基础课教学，高起点、宽口径

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

才，这也决定了它特别重视科研，重视教

学。因此你会发现，中科大“双肩挑”的

干部特别多。基本上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

都有科研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我是网络信

息中心主任，同时也是计算机学院的教授，

中国科大的行政管理充分体现了教授治校

的特点。

简单回顾一下网络信息中心的历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网络于 1993 年开

始规划建设，1994 年底即开始提供网络

服务。为了适应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

需要，1996 年 4 月学校成立了网络中心，

作为学校的直属单位，为学校提

供公共服务。随着学校信息化建

设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拓展网络

中心的工作职能，适应创建一流

研究型大学对信息化建设工作的

需要，2001 年 6 月网络中心更名

为网络信息中心，从此开始了信

息化建设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

重的新征程。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科大的

信息化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整体

的机构或者运行管理机制，网络

信息中心只是一个副处级的支撑

服务部门，最早的职能只是管理

网络，后来加入了诸如一卡通、

数据中心等信息化的内容，但是

所有应用系统的建设都是放在对

信息化有相关需求的业务部门，

比如本科的教学系统放在教务处

以及下面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研究生的教学和管理系统放在研

究生院，财务有自己的财务系统等。后来

网络信息中心人员多起来后也会帮助院系

或者二级单位建设信息化系统，但至于建

还是不建，建设经费来源，都是由各个业

务部门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管理干部的

专业背景也促成了中科大科研信息化起步

很早，校级超级计算平台（校六大公共实

验平台之一）、云计算平台和科研教育资

源中心都在中科大得到广泛使用，近期也

成立了校级科学数据中心。当然，短板也

非常明显，由于缺乏整体的协调和规划，

不少涉及到顶层规划的信息化建设方面的

工作很难开展。有感于缺乏学校层面的领

导体系，三年前，学校成立了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目前，更进一步的管理

李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主任沙龙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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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体制还在理顺当中，包括人员架构、

经费投入方面都将有比较大的变化，这也

是学校信息化“十四五”规划非常重要的

内容。

《中国教育网络》：庚子年初突发

的新冠疫情对于高校的冲击比较大，网

络信息中心在学校疫情防控期间都做了

哪些工作？

李京：疫情出现之后，学校管理、抗

疫、教学、科研等工作多数都转移到网上，

站在抗疫第一线的网络信息中心自然是首

当其冲。

一是保障网络畅通。2 月初，网络信

息中心由分管网络的副主任带队，全面

做好网络保障工作。疫情期间由于正值

寒假，之后师生又居家办公、居家学习，

因此网络流量走向与平时正好相反，路

由等网络配置等都要进行调整；同时，

原本师生只能在校内访问的各类学术资

源因为延迟开学也无法及时获取，为此

校外身份认证的工作迅速完成，满足了

师生在校外访问学术资源的需求，确保

学术研究不“掉线”。

二是保障网络教学。根据教育部“停

课不停学”的要求，中科大作为疫情期间

首批线上开学的高校之一，必须要保证在

线教学的质量。至上学期结束，网络信息

中心配合教务处、研究生院保障了在线教

学的网络畅通，获得了学校和师生的肯定。

三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战”疫。基于

疫情防控的需要，网络信息中心紧急自主

开发了健康打卡、入校审批等系统，有效

地助力了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

四是保障超算平台平稳运行。作为偏重

于科研的研究型大学，中科大对于超算平台

的需求非常强烈，学校科研人员大约十分之

一左右的论文发表都需要超算做背后支撑，

即便在疫情期间，超算的使用率基本上也是

饱和的。在这方面，网络信息中心做了大量

的维护工作，满足了疫情期间科研人员的

要求，如支持了单细胞测序揭示托珠单抗

有效治疗重症新冠肺炎免疫应答机制研究

发表在了顶级期刊《自然·通讯》。

《中国教育网络》：经此一“疫”，您

认为中科大的信息化还存在着哪些短板？

李京：在这个过程中，中科大信息化

的短板暴露的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信

息化的整体协调能力不强，比如疫情期间

的我们开发出打卡系统，但是有的业务部

门愿意用，有的业务部门不愿意用。当然，

出现这种情况也与中科大规模比较小，用

手工方式也能按时完成统计有关，但无论

如何，这既是资源的浪费也影响到战疫数

据更有效率的收集汇聚。

第二，底层数据没有很好的整合。还

是以打卡系统为例，其中需要比较清晰的

隶属关系，但是中科大的导师、班系与学

生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由于数据的准确

性、完整性有所欠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的麻烦。

第三，网上教学的手段比较单一。在

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方面投入还是不够，

对于老师信息素养的培训也不够。今年上

半学期我代了一门课，突出的感受就是互

动比较差，对于教学效果不好把握。

理顺信息化体制机制是关键

《中国教育网络》：事实上，在信息

化“十四五”编制前发现问题不是坏事，

有助于咱们更好地“把脉”，那么您对学

校的信息化“十四五”规划有些什么样的

基本思路吗？

李京：对于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学

校的高度重视，将会在“十四五”期间予

以扭转。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理顺信息化建设的体制机制。

实际上直到现在，中科大还没有做过全

校层面的信息化规划，在学校的“十三五”

规划里面，全文也仅有两段话涉及到信

息化的内容。到了当前这个时间点还会

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奇怪，

但这的确是中科大信息化的现状，亟待

我们进行扭转。

这一次学校决心要做信息化的专项规

划，很让人欢喜鼓舞。从我的角度来看，

首先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化建设

的体制机制和顶层设计的问题，既要从宏

观上着眼，满足中科大“双一流”建设以

及一流大学治理体系的要求，又要细化到

条块管理、教学、科研、服务等方方面面，

同时还要鼓励业务部门基于自身情况，继

续做好创新。

二是要把底层数据规整好。有一句俗

语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现在可以说，

没有数据不成智慧，这话也适用于现阶段

的人工智能。所谓的智慧校园必然要依赖

数据的汇聚和整理，那么一方面要有足够

的数据源产生的数据来感知整个校园的运

行，另一方面要将数据进行很好的整合，

这就涉及到数据中心的建设问题。

我认为，数据中心的内涵和外延已经

与之前不同，它所汇聚分类整理的除了基

本数据外，还要将中科大积淀了多年的科

研数据、教学数据整合起来，作为未来智

慧校园的“地基”，它不仅仅为学校管理

和领导决策提供依据，还将对学校包括教

学科研在内进行全方位的数据服务。

我曾经有个比喻，如果将网络比作高

速公路的话，数据中心等信息化基础设施

以及各种应用就是服务区，高速公路建设

及运行的规章制度、服务区都是网络信息

中心要建设的，如果高速公路出现堵塞，

到服务区得不到好的服务，那是我们网络

信息中心的问题。但至于高速路上跑什么

车，跑多大的车，这个车是买的还是自己

建的，应该由各二级学院、业务单元去思

考。当然，在未来，我们也要涉及“车辆”

建设、引入和规范。“十四五”期间，这

个高速公路和服务区如何建设得更好，是

需要我们重点考虑的。

三是要做好人、机、物的互联。从当

前的趋势看，做好人、机、物的互联是校

园信息化的方向。除了要建设好校园网之

外，我们还应该打造一个基于互联网、物

联网、5G 等技术，全校统一的信息化基

础设施，以此作为可以进行全面性感知的

智慧校园的基础。

四是从管理走向服务。一方面一站式

主任沙龙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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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最多跑一次的相关理念现在各所大

学都提的比较多，不再过多赘述，关键还

是理念的转型。另一方面，二级学院以及

学校的各业务单元是基本的数据来源，刚

才也提到了，中科大的信息化长期以来都

是各自为战，这是短板，但也是科大特色，

各个学院信息化需求非常个性化，不少学

院长期以来做得比较好，这样我们就不一

定走其他高校信息化的老路，而是将整合

和支持学院信息化作为“十四五”的重要

抓手。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中科大信

息化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发展重点是什么？

李京：每所高校的信息化都是普遍性

和独特性的结合体，中科大的信息化自然

也会瞄准国内一流水平，但不会全面铺开，

盲目求新求全求大。

从理念层面看，高教信息化必须要适

应该校的文化和运作模式，放大它的优势，

弥补其短板，反过来说，我们不能为了信

息化而信息化，为了高大上而追求指标。

我经常强调，信息化一定要与学校的核心

业务关联，中科大是以世界一流研究型大

学为目标的高校，科研是其最根本的底色，

因此我们未来信息化的发展重点也会基于

此，那就是科研信息化。

从资金分配的角度来看，如果都是

2000 万元的资金投入，大部分学校可能

1500 万元用于管理层面的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500 万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层

面的信息化建设，而中科大则会至少有

50%~60% 投入到科研信息化方面，比如

超算，比如数据中心，用于支持全校的科

研工作。另外我们对于国家实验室、二级

学院等个性化信息化需求也要服务好，甚

至服务本身就会成为网络信息中心的研究

课题。从根本上说，科研信息化既是我们

中科大信息化的特色，也要成为中科大的

核心竞争力。

当前，通过仿真计算模拟的方式来辅

助科研已渐渐成为全球主流高效的一种科

研方法，因此“十四五”期间，我们依然

要在科研信息化方面还要投入更多精力和

资金，关键是实现与新技术的融合，比如

我们打算做的将人工智能与超算相结合的

平台，比如我们将中科大长期以来原始而

宝贵的科研数据积累下来，通过数据中心

标准化处理供全校师生重复使用，这将大

大提升科研效率。

信息化人员的                          
“管理”素养很重要

《中国教育网络》：请您为我们介绍

一下信息化队伍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李京：当前网络信息中心主要职责

和定位是负责校园网络和信息化基础设

施的建设、运行和服务；为各部门的信

息化应用的建设提供支持和服务；负责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合肥主节点、

安徽省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建设运维；

负责校超级计算平台及中国科学院超级

计算环境合肥中心（中科大）的管理运维；

负责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中科大的

建设运维。

网络信息中心以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为

主体，目前有员工 39 人（含自聘 10 人），

2019 年新进 1 名硕士。在编的 29 人中，

副高及以上 6 人，中级职称 8 人，博士毕

业生 5 人，硕士毕业生 4 人。加上在读硕

士、博士研究生，在网络信息中心形成了

一支朝气蓬勃的、有较高知识层次、勇于

开拓进取和创新的队伍。

我们的队伍整体上是比较精干的，

我个人觉得这支队伍最大的特点就是每

个领域都有一两位“高手”，比如张焕

杰老师、李会民老师等，这才使得中科

大网络信息中心的各项工作虽然不敢说

业内顶尖，但至少能排个中上等，这是

我们的优势，也体现出信息化领军人物、

高端人才的重要性。当然，这也涉及到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才队伍两极分化

比较严重，有些同志只能做一些辅助工

作，还无法独当一面。

《中国教育网络》：其实一开始我看

到这个数字是有点惊讶的，您觉得网络信

息中心现在的人员够用吗？

李京：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目前中科

大网络信息中心人力资源情况的话，那就

是“奇缺”。即便是当前这三十多人，其

中还有一部分在超算中心，网络信息这块

的人员还是偏少偏弱了，跟北大、上交大

动辄百人的队伍没有办法相比。但是也没

有办法，我们的编制只有 30 人，而外聘

也有限制，只有 10 个人的名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任沙龙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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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次说到建好高速公路、服务区，

造车都感觉没有多大底气，其实现在很多

业务部门都非常希望我们帮助他们一起来

规划建设，我们也很想参与，但却不敢答

应，因为人员实在是太少。基本的开发和

业务维护都捉襟见肘，这种短缺甚至到了

没有 AB 角色可替换的程度，基本上是一

个萝卜一个坑，哪怕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通过远程处理还得照常进行。从这个角度

来看，人员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中科大信息

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教育网络》：那在您心目中，

中科大信息化部门正常人数保持在多少比

较合适，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人员短缺的

问题？

李京：底线是至少要增加 20 个人，

我会争取达到 60 人至 80 人的规模，70

个人左右比较合适。特别是当前网络安全

的重要性逐步提升，等保相关工作一上来，

会牵扯更多的精力和人员。

现在来看，通过增加编制的方式是很

难的，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放开社聘人数的限制，可以让更

多通过社会招聘的人才加入到中心的工作

中来。

二是购买社会服务减少重复性劳动。

既要开源也要节流，未来的信息化趋势是

通过更多的自动化设备来取代重复性劳动

所带来的人力压力，比如最明显的就是金

融业正在进行这样的改变。另外，只要不

涉及网络安全和涉密的工作，完全可以通

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或者与厂商合作

的形式进行外包，将编制空出来招募高端

人才。

三是合建研发中心放出研究员岗位。

研究型大学的网络信息中心最大的好处就

是要求内部人员也要进行科研工作，这样

就意味着可以建立研究室，或者跟其他学

院，比如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建立研发

中心，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联合招聘博士后

来做研究员或者工程师。这种形式最大的

好处在于既不占用编制指标，又可以通过

高校人才政策的溢价来吸引业界的高端人

才，一举两得。

《中国教育网络》：在高教信息化圈

里有一句话，那就是建队伍不易，稳队伍

更难，在这方面中科大是怎么做的？

李京：稳住队伍的“基本盘”并带好

队伍，形成合力，这对于很多高校来说都

是一个难题。

比如职称问题是高校人才队伍建设迈

不过去的槛，因为在学校里的收入跟职称

密切挂钩，也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这个人

在学校的学术认同度。好在中科大对于技

术支撑系列的职称评审是有单一序列的，

论文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看是不是用一流

的技术和服务支撑老师们做出了一流的科

研成果，或者是否支撑了一流的人才培养

工作，这就为我们中心的同志提供了一个

相对容易达到的通道。

当然，副高职称以上的评审最后一

关依然是要面对全体院士、二级学院院长

的投票，这时候是与其他候选教授正面

PK，如果没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仍然

功亏一篑，临时抱佛脚现场再去做评委工

作意义不大，关键还是要做好平时的工作，

体现出我们的价值。

比如我们有意识地让中心的同志走

进重点科研项目，为学术大牛们做贴身

服务，这些大院士、大教授都不用我去

做工作，主动就会说某某确实不错，帮

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这种方式，

这 10 年来，基本上中心能评副高职称的

人都评上去了，我们的副主任甚至评上

了正高职称，这在高校信息化系统是很

不容易的。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中科大网络

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您更看重哪些素质？

李京：我认为摆在首位的应该是责

任心，摆在第二位的是工作的主动性。

大学不像企业，企业的执行力是靠一层

层的推动，团队成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

很多种力量的推动下被动向前，所以执

行力很强；但在大学里，一个人有没有

责任心，工作主动性强不强，其工作效

率和效果差别很大。

第三位是管理能力，当然并不是要求

所有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要有管理能力，但

管理能力在高校信息化的工作中会越来越

重要。比如我们前年在外面公司招了一位

员工，他本科硕士都在中科大就读物理专

业，毕业后去 IT 公司做产品经理。当时

招聘他来的时候有些人是反对的，觉得他

的技术水平不够高，学的也不是相关专业，

但他这两年已经成了中心的绝对主力，开

始负责中心很多重要部门的支持工作，其

秘诀就是管理和协调能力。

高校的信息化部门比较特殊，它独立

进行系统、应用开发的时间和机会很少，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内部和外部的“中间

态”，是内部需求与外部供给的枢纽，这

就意味着具体负责的同志首先要表达清楚

学校的诉求，了解清楚厂商的能力；其次

要代表校方约束和管理开发团队，包括项

目进度、技术迭代等；第三要做好双方的

桥梁，理顺双方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看

成是一个项目经理的角色，但是相对要

复杂得多，不否认这个人必须要具备技

术层面的基本能力，但关键还是要有管

理协调能力。

从长远来看，这种能力更为可贵和

重要。未来科大的信息化体制机制要嬗

变，人员要扩容，队伍要提升，整体的

管理难度将会急剧增加，如果从未来领

军人物和管理方面的干部培养角度来看，

就不能仅仅从技术层面来进行人力资源

画像。

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一直都没有提到技

术这个维度，那是因为技术达标是进入中

心的“及格线”或者说基本素质，我们更

关注技术维度之上的一些素养。

再往下规划中科大信息化人才队伍建

设，我认为重点要解决的，恰恰是将原来

扁平化的管理格局打破，腾出一些中间位

置，让一些有管理能力的工作人员去锻炼，

让他们有成就感、使命感，这不但是稳定

人员队伍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中科大信息

化培养后继管理人才的长远之计。 （责

编：项阳）

主任沙龙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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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CERNET 华南地区网络中心和

CERNET2 广州节点，华南理工大学全力推

动 IPv6 在校内以及广东省教育系统的部署。

华南理工大学 IPv6 部署情况

2020 年底阶段性目标

华南理工大学计划到 2020 年底，实

现五山校区和大学城校区 2020 年新建的

近 3000 个有线信息点和 1500 多个无线 

AP 全部支持 IPv6。即将启动广州国际校

区二期新建的 4.11 万个信息点也全部支

持 IPv6，加上 2019 年建设完成的广州国

际校区一期建设的 4.17 万个信息点，到

2021 年底，新校区建设的 8.28 万个 IP 信

息点将 100% 支持 IPv6。

在应用方面，实现所有基本网络信息

服务均具备 IPv6 访问，包括 DNS 服务、

电子邮件服务、Web 服务、视频以及网络

会议系统等，其中 Web 服务包括全校性

Web 服务（如 OA、统一认证、门户、网

上办事大厅以及 CARSI 等）全覆盖，二

级单位 Web 应用预计达到 80% 覆盖。同

时，利用 IPv6 优势，实现学校部分应用

的 IPv4/IPv6 的访问。

在网络安全方面，将进一步升级 IPv6

网络安全设施，建立针对 IPv6 网络的全

面防护体系和日志溯源平台。

另外，学校将推动校园物联网在 IPv6

方面的支持和应用，探索物联网 IPv6 安

全认证和防护技术，对部分支持 IPv6 的

物联网设备，计划迁移到 IPv6 网络。

目前完成情况

华南理工大学是最早加入 CERNET2

实验网的节点之一，在较早时期已完成了

校园网网络设备 IPv6 升级改造，2019 年

在广州国际校区一期新建的 4.17 万个信

息点全部支持 IPv6。目前，除了个别实验

室或者五山校区教工宿舍自行购买的无线

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外，全校几乎所有区域

的校园网均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接入，

华南理工大学校园网双栈覆盖率总体达

99.5% 以上，校园总体支持 IPv6 的用户达

99.5% 以上，IPv6 用户约有 4.5 万。

在应用方面，DNS 服务、电子邮件服

务以及校级 Web 服务均全部实现 IPv6 访

问，学校近几年部署了基于 IPv6 协议的

负载均衡设备，对于部分不支持 IPv6 的

业务系统采用负载均衡设备进行服务发

布，间接完成了 IPv6 升级，目前全校大

部分公共信息业务系统均已支持 IPv6 访

问，视频以及网络会议系统正在逐步实现。

广东省教育系统 IPv6 部署情况

政策驱动

2019 年 8 月 , 广东省教育厅组织华

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和教育网的专家根据

国家的 IPv6 推广政策，制定《全省教育

系统加快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实施意见》

（简称“IPv6 规模部署 18 条”），明确

了 2019 年和 2020 年的目标、重点任务。

文件明确教育厅将加强和 CERNET 华南

地区网络中心的沟通协调，组织 CERNET

华南地区网络中心和具有技术优势的高等

院校及社会力量为加快规模部署提供技术

支持，开展培训等。根据文件精神，广东

省教育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全面

推进省内院校的 IPv6 接入：对于具备光

纤条件的院校，通过波分设备或独立裸光

纤，通过专项接入 IPv6 教育网；其他已

接入教育网 IPv4 网络的用户，通过双栈

协议在原有线路上增加 IPv6 网络；小部

分学校还可以通过在公网上架设 IPv4/IPv6

隧道，通过广东省网接入教育网 IPv6 网络。

除此之外，广东也加速未加入 edu.cn 域名

学校的登记加入以及 IPv6 的接入实现，

以此为基础进行 IPv6 应用的部署，及实

现学校主页和关键信息系统支持 IPv6。

2020 年 4 月，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了《关

于全省教育系统 IPv6 规模部署进展情况

的通报》，通报了全省教育系统 IPv6 规

模部署的情况，并公布了未启用 edu.cn 域

名的高校，及未启动 IPv6 升级改造的高

校和地市教育局名单。

2020 年 8 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关

于在粤普通高校网站全部使用 EDU.CN 域

名的通告》（简称《通告》）。《通告》显示，

截至今年 7 月 30 日，在粤的 154 所普通高

校和 7 所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网站已全

部使用 EDU.CN 域名，在全国率先实现普

通高校网站的 EDU.CN 域名全覆盖。

技术支持

在广东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华南理工

大学以教育网广东省 NIC 和 NOC 工作组

为依托，联合赛尔公司开展 IPv6 技术推广

培训和研讨，提升 IPv6 部署和应用能力，

到 2018 年底，已完成了三期 IPv6 专题培

训，超过 50 多个院校，100 多名老师参加

了 IPv6 培训。教育网广东省 NOC 和 NIC

工作组还持续开展 IPv6 技术的交流和互助

活动，对部分 IPv6 部署经验较少的学校给

予支持。除此之外，华南理工大学和赛尔

公司在 CERNET 华南地区 2018 年粤西第

一、二次学术会议和粤东第一、二次学术

会议中开展 IPv6 部署的专题技术探讨，推

华南理工大学积极助推全省 IPv6 部署

IPv6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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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IPv6 在当地教育系统部署。

为了加快广东省教育系统，广东省教

育厅委托 CERNET 华南地区网络中心完

成 Pv6 升级改造申报系统的开发部署，主

动监测和公示 IPv6 接入情况（平台地址：

http://gdipv6.gznet.edu.cn/）, 同时，开发“广

东省教育系统 IPv6 应用监测平台”（平

台地址：https://ipv6.gznet.edu.cn/），通过

该平台每天检测广东教育系统的 IPv6 部

署情况，设立 IPv6 监测和考核机制，无

论 CERNET 会员与非会员均检测，检测

指标依据与教育厅文件目标看齐，促进教

育系统的加速 IPv6 规模部署的步伐。

为了加强 IPv6 的安全，还建立了支

持 IPv6 的广东省云安全防护系统，为全

省院校提供 IPv6 云安全防护服务。

IPv6部署过程的难点及其解决方法

在推动学校和广东省教育系统 IPv6

部署过程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难点：

意识问题

有些单位领导对 IPv6 的推广不够重

视，没有认识到 IPv6 部署的战略意义和

紧迫性；也有些领导担心 IPv6 技术不成熟，

部署 IPv6 会影响到系统稳定性；还有些

领导担心部署 IPv6 会大幅度增加投入，

产生拖延和畏难的情绪。意识问题需要通

过政策、宣传、培训、

交 流、 测 试、 实 践 等

多渠道多方式处理。

技术原因

部 分 软 件 系 统

在开发过程未考虑到

IPv6 的 支 持， 例 如 原

应用系统乃至应用所

在 的 OS 系 统 老 旧 问

题，对 IPv6 支持不够，

不支持 IPv6 设置或者

设置后的运行过程存

在诸多问题。这类问

题建议升级到对 IPv6

支持较为稳定成熟的 OS 系统。

还有部分应用系统在涉及地址操作的

软件开发定义时就未考虑对 IPv6 的支持，

导致现在无法实现 IPv6 访问，修改开发

困难，这类多数体现在“地址敏感”类应

用，如电子邮件系统等。对于这类问题，

建议解决方法如下：

（1） 升级应用系统，并加入 IPv6 支

持，如系统全新升级或者重建。

（2） 二次开发修正，对 IPv6 支持

起决定性作用的模块做二次开发使其支持

IPv6，如电子邮件系统在 IPv6 侦听以及

SPF 检测方面加入 IPv6 支持。

（3） 如果以上根据实际条件都无法

实现，并且应用系统属于 Web 应用，可

以通过反向代理的方式实现 IPv4 和 IPv6

连接访问，对外通过 IPv6 提供访问，内

部系统仍然在 IPv4 下运行，这也是最快

速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信息化基础

部分单位信息化基础支持不够导致的

IPv6 应用无法推广，如学校互联网的出

口未接入 IPv6，没有 IPv6 接入就谈不上

IPv6 应用的部署；也有些学校未做 DNS

的 IPv6 支持，没有 DNS 的支持，就无法

实现应用系统的 IPv6“无感知”访问。对

于这类问题，建议尽快实现 IPv6 网络的

接入。当然，在接入 IPv6 网络前，需要

华南理工大学积极助推全省 IPv6 部署

将网络设备改造考虑其中，使其网络设备

支持 IPv6；在有 IPv6 网络接入的基础上，

对 本 校 DNS 系 统 进 行 IPv6 改 造， 实 现

DNS 的 IPv6 支持。事实上，当前的 DNS

技术（产品）对 IPv6 支持都做得很好，

实现起来并不困难。

还有些学校的安全访问未考虑 IPv6 的

安全防护，使学校虽然有 IPv6 接入也不敢

轻易启用 IPv6 的应用系统，这方面也制约

着 IPv6 的应用推广。网络安全需要重视，

虽然 IPv6 的网络安全不如 IPv4 成熟，但

是通过架构调整、系统加固以及增加安全

设备（系统）依然可以提升安全。例如：

（1） 通过调整 Web 架构，只在必要

的地方实现 IPv6，其它模块隐藏到后端私

网的方式，可以大大减少 IPv6 的威胁访问，

实现应用层面的安全。

（2） 采用操作系统本身的特性，如

IPv6 的 iptables 等模块进行访问控制，或者

对不必要的访问模块（如 SSHD 等）关闭

IPv6 侦听服务，实现操作系统层面安全。

（3） 增 购 支 持 IPv6 的 防 火 墙、

WAF、入侵检测以及态势感知等安全设备

（系统），实现网络层面安全。

认知问题

认为 IPv6 的部署需要从上到下全部

实现 IPv6，这种想法其实是个误区。正如

IPv4 网络的公网和内网，往往很多结构复

杂的应用系统，其内部业务逻辑采用内网，

而对外访问采用公网；同理，IPv6 部署也

可以效仿这种架构，对外提供服务的接口

采用 IPv6，而内部业务逻辑采用 IPv4（甚

至是 IPv4 私网），这样的部署架构也可

以提升系统的安全性。认知问题需要管理

者多学习、多交流、多思考、多实践、多

积累经验。

总的来说，下一代互联网在国内的部署

和应用将是大势所趋。广东作为互联网产业

大省，将在 IPv6 规模部署行动中积极作为；

而广东省教育系统也将在这场行动中敢于担

当，发挥示范作用。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教育系统 IPv6 升级改造申报、监测平台

IPv6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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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顾涛   马飞   宋雪飞   赵志辉

高校“一站式”服务的概念，源于上

世纪 90 年代的欧美高校，并很快传入我

国。新世纪以来，国内高校招生人数快速

增长，多校区建设突飞猛进，但是业务流

程和行政系统未能及时有效地同步改进，

学生和教师对学校的满意度逐步降低。基

于此，国内高校开始学习借鉴国外高校的

建设成果，着手建设“一站式”服务中心。

以浙江万里学院于 2003 年 9 月设立的全

国高校第一家一站式学生事务中心为起

点，国内高校纷纷投身于此，近两年更是

掀起建设高潮。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搜索整理分析，了

解国内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和发展的

现状及经验，并对现有国内高校一站式服

务中心建设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实践，找

出共性特征，总结提炼先进经验；通过分

析归纳法，结合中国人民大学一站式综合

服务中心功能建设的现状及不足，分析归

纳出高校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突破

口和着力点，给出精准可行的对策建议，

对于国内高校及时调整建设思路、统筹谋

划、提前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内高校“一站式”                 
服务中心建设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9 年底，全

国有超过 100 所高校对外宣布设立了一站

式服务中心。北京、天津、江苏、浙江、

上海、安徽、山东、湖北、广东、黑龙江

等省市设立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的高校较

多，学校类型涵盖各类本科及高职院校。

1. 国内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服务对

象、名称及机构设置

国内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服务对象主

要为学生、教职工及校内居民三类人群。

一站式服务中心均成立了专门的管理

机构，因服务对象不同，高校一站式服务

中心的名称及机构设置稍有差别，但基本

统一，均以各类“中心”或“大厅”命名。

其中，服务对象仅为学生的一般命名

为“学生事务服务中心”“学生事务中心”“学

生事务一站式服务大厅”，机构一般挂靠

在学生处或就业指导中心；服务对象涵盖

学生、教职工、居民家属等所有服务对象的，

一般命名为“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服务

大厅”“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等，机构

一般挂靠在校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等综

合协调部门。另外，有极少部分高校一站

式服务中心作为单独机构运行。

2. 国内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运作模式

国内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一般采取各

职能部门入驻的方式，即按照一定的原则，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入驻服务中心，并选派

业务骨干固定或轮岗在窗口提供服务，入

驻工作人员一般实行双重管理，集中学习、

工作考核和日常管理由服务中心负责，业

务上接受原部门指导。

也有部分高校探索全权委托机制，即

职能部门将其业务处理权限全权委托给服

务中心窗口，由窗口负责接待、协调、办

理相关业务。

3. 国内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线上、线

下建设过程

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线上、线下

建设工作各有侧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式：一是以实体服务中心为主，即通过

事项梳理，工作流程再造，将服务事项、

管理事项分离，同时选址校园中心或其

他较为便利的办公场所，通过物理集中

中国人民大学全面构建线上线下服务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

全天候的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是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最终目标，但并不意味着线下一站式服务

中心可以简单化甚至略去不建。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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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将所有服务事项聚集在一起，

实现一站式办理，同时逐步开发线上服

务流程，以期实现全部服务事项线上审

核审批，线下盖章落地；二是以线上一

站式服务平台为主，即借助网络和信息

化技术手段，实现服务事项在线集成，

让业务在线上多跑路，师生在线下少跑

腿，但不建设线下服务中心，最终落地

仍需到各业务单位；三是线上、线下结合，

同时根据服务事项，将业务流程重新打

造、服务部门重新规划，实现以部门机

构设置和职能为中心向以学生需求为中

心的体制转变，探索组建具有一支专业

化、多面手服务团队的专职服务机构。

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及运行情况

1. 建设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背景

主要有三个方面：

（1）进一步深化学校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建设服

务型机关，实现行政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

便利高效的根本转变；

（2）持续推动学校“放管服”改革向

纵深发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提升学校行

政体系信息化水平、行政服务便利化水平；

（3）准确把握当前学校事业发展的

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不断尝试新方

式、新手段，推进学校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等各项工作的改革创新，提升学校信

息化建设水平，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

2. 建设目标

依托“互联网 +”的技术手段，在现

有“微人大”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同步建

成中国人民大学综合服务中心线上一站式

服务平台和实体综合服务中心。推进学校

行政工作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

管理和服务，构建全校“一站式”综合服

务体系，提升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逐步

实现师生群众办事“只上一个网、只进一

扇门”（即“一网一门”）。

3. 线下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规模及功

能布局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沿中心线规划打造

四个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学生活动中心、

学生事务中心、学生创新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即为学校线下一站式服

务中心，选址在学校中心线东段，建筑面

积 1132.88 平方米，为北京市高校规模最

大的一站式服务中心。

功能布局上和大多数高校一站式服务

中心一样，主要分为前台业务办理区、后

台保障办公区、24 小时自助服务区、休

闲等待区等。

4. 线下服务中心运行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综合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9 月中旬试运行，10 月 16 日正式挂牌

运行，包括学校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处、

学生处、招生就业处等在内的 20 个机关

部处，学校各类公章、在职证明、财务报

销、在读证明、就业手续办理等 107 项业

务实现一站式办理。

据统计，综合服务中心平均每日接

待师生 500 人次以上，平均每月办理业务

10000 人次以上。其中，后勤集团、财务处、

学生处、招生就业处、教务处、学校办公室、

研究生院、校团委等单位业务办理量较大，

保卫处、科研处、档案馆、理工处、国际

交流处、人事处、人才办、资产与后勤管

理处次之，信息技术中心、校工会、继续

教育处、图书馆等单位业务办理量较少。

此外，24 小时自助服务区也发挥了

其应有的作用。目前可办理业务包括本科

生、研究生成绩单打印、出国用成绩证明、

出国用学历学位证明、财务报销自助投单、

资产报增单和设备条码自助打印、功能卡

自助充值等。

5. 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建

设起步较早。2014 年之前依托数字人大

提供服务，2014 年 1 月“微人大”平台上线，

现已形成由服务中心、课程中心、学务中

心、个人中心等多版块组成的一站式智慧

校园平台。截至 2019 年 11 月，服务中心

版块已先后承担了 74 部门、72 万余次线

上服务。

此外，各单位根据业务需要也先后依

托“微人大”分别开发建设了配套的服务

系统，如办公自动化系统、财务综合门户

系统、货物服务采购管理系统、设备家具

类资产管理系统、房屋管理系统、科研系

统、人事管理系统、学籍管理系统等，共

计 104 个管理系统。其中，31 个教务相

关系统、60 个校务相关系统、13 个财务

管理系统。

2020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国人民大

学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98 次常委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信息化建设 2020—2021 行

动方案》有关事宜，决定成立学校信息化

建设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图 1  综合服务中心 2019 年 12 月业务办理量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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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小组成员由分管校领导和相关职能工

作负责人组成。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是门

户、教学、科研、服务、移动校园、网络

服务、新校区七个平台之一，学校办公室

主任、线下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任服务平台

工作组组长，信息技术中心主任任副组长，

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先有后优、

逐步完善，工作节点、紧前部署”的工作

思路，实现服务平台的一网通办。

国内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         
建设对策探索

国内高校现有一站式服务中心因建设

初衷、建设规模、资源要素、文化底蕴、

领导重视度、机构配合度等方面的差异，

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道、发展方向和发展

质量。对标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及国际高校

高标准服务中心，国内高校现有一站式服

务中心在功能性、开放性、便捷性、信息

化、标准化程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需

要有步骤地调整建设和发展思路，尤其要

做好以下几件事：

1. 重视先期建设及整体规划，逐步优

化调整

正所谓“头关不破二关难攻”。一站

式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此时瞻前顾后，只会拖慢学校整体信

息化建设进度，拖学校整体教学、科研、

管理工作的后腿。

首先，要明确“先有后优”的工作策

略。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是顺应需求的产

物，我们要排除万难，迈开第一步，然后

逐步优化。

其次，要充分调研做好整体发展规划。

在做中学、在学中改、在改中规划，把未

来需要做的逐步形成精细到位、科学合理、

系统化的制度流程标准，形成未来发展三

年或五年规划，严格按照规划执行，不断

积累数据信息形成共识。

2. 重视“线上、线下”的关系，打造

线上服务平台

应该说，打造便捷、高效、安全、可靠、

全天候的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是一站式服

务中心建设工作的最终目标，但并不意味

着线下一站式服务中心可以简单化甚至略

去不建。相反，线下一站式服务中心是高

校服务事项专业化、系统化的必然趋势。

首先，应完善现有线上服务事项。高

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重新梳理、规划、整

合学校现有线上服务事项，以学生为中心、

以需求为目标、以缺陷为导向，不断丰富

和完善线上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流程。

其次，从“线上到线下”，打造线

下一站式服务中心。依托现有线上服务事

项，整合学校需要和可以集中进行的服务

事项，实现“一门式”服务。物理的集中

可以推进行政部门跨层级、跨部门、跨业

务沟通交流和协同合作，同在一个屋檐下，

能很清晰明确责任和义务，有效避免流程

断点、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倒逼线上服

务流程的简化、优化。

最后，从“线下到线上”，打造线上

一站式服务平台。及时总结线上服务事项

和线上服务中心的运行情况，通过业务整

合、流程再造、服务升级、平台完善的方

式，逐步实现“一网化”服务。能通过网

络实现的“手续性”服务项目全部实现网

络化、不落地、全天候、不用跑；而线下

服务中心仅保留一部分不适合网络办理、

必须到窗口落地办理的服务项目，同时为

特殊人群开辟受理或者代理服务窗口，逐

步实现“只跑一次”。

3. 重视流程再造，组建服务型机构

一站式服务依靠的是流程再造，而流

程再造的核心是运用现代化管理思想、市

场运行机制和信息化技术，统筹协调学校

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对业务流程进行根

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从而使服务

成本、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等方面得到质

的提高。

流程再造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学校现

有职能部门的调整优化，通过对业务管理

流程的重构，打破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的

工作状态，逐步实现协同办公、联署办公等。

一站式服务应以流程为中心，而不是

以部门为中心，流程再造后，相应的行政

科室也应该进行适当调整，从根本上转变

行政机关职能，组建服务型机构。

4. 重视团队服务意识，打造专业化、

服务化团队

在机构调整的基础上，通过人事调整

和改革，牢固树立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工作目标的制定、工作计划的实

施、工作任务的开展都要以服务对象为中

心，全力打造一支高效、优质、专业化、

服务化的多面手团队，为师生提供从入校

到离校、从日常学习到党团工作、从日常

生活到就业创业，一应俱全的全生命周期

服务，实现业务办理“一窗多办、一窗通

办”，才能顺利完成再造后的服务流程，

才能有效促进服务机构的发展和提升。而

能否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人事管理格局，

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站式服务的发展方

向，决定了一站式服务道路能走多远。

5. 广泛参与并主导各项行政服务工作

高校一站式服务中心会逐步发展成

“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前台为主、后

台为辅”的发展模式。要做好这项工作，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作为服务提供者，

应当广泛参与并主导学校各项行政服务工

作，要让服务对象从入校到离校、从学习

到生活、从学生到教工，体会到全身心周

到细致的服务。

从优化流程入手，到“创造”潜在需

求，以缺陷导向为指引，到融入对象环境，

从重点设计到挖掘被压抑的服务需求，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作为服务提供者，需要用

心调研服务对象，做到充分了解服务对象，

最大限度地让利服务对象，特别是管理职

能和服务职能冲突的时候，也要尽量让服

务对象感到便利。

高校一站式服务工作任重道远，网络

服务平台、流程优化再造、机构职能转变、

人事调整改革，每一个过程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需要慢慢调整，逐步优化，国内高

校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工作，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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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伟栋   秦道祥

高校信息化经过多年发展，建成了大

量的信息系统，成为信息化管理的核心资

产，也是网络安全工作重点保护的对象，

但这些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现状不容乐观。

首先，高校的信息系统由各业务部门自行

建设和维护，缺乏网络安全规划且开发不

规范，多存在安全漏洞。其次，高校信息

系统知名度高、访问量大，存放有师生、

教学、管理、科研等重要数据，很多系统

面向互联网开放，是黑客攻击的重点对象。

第三，高校受教育部和地方监管，存在任务

重、网络安全检查压力大的情况，而上级主

管部门的工作核心都是以挖掘信息系统漏洞

为重点和抓手。最后，高校信息化部门任务

重压力大，网络安全工作人员多数配备不足，

部分学校网络安全工作是人员兼职，信息系

统的漏洞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信息系统漏洞分类与危害

漏洞也称为脆弱性，是信息系统在需

求、设计、实现、配置、运行等过程中，

有意或无意产生的可被威胁利用的缺陷，

这些缺陷存在于件应用、软件模块、驱动

甚至硬件设备等各个层次和环节之中。漏

洞按照危害程度分为严重、高危、中危、

低危 4 种级别；按照漏洞被人掌握的情况，

又可以分为已知漏洞、未知漏洞和 0day

等几种类型；CNNVD 将信息安全漏洞划

分为配置错误、代码问题、信息泄露、输

入验证、缓冲区错误、跨站脚本、路径遍

历、SQL 注入等 26 种类型。

在网络安全领域，漏洞是一种重要战

略资源。漏洞是黑客们攻击的武器，一旦

被利用就可能导致信息系统被攻击、信息

泄露、数据被篡改、信息泄露或系统不能

正常使用等情况。网络安全对抗时，如果

能找到更多的系统漏洞，可降低攻击威胁

或延缓黑客进攻的时间。漏泄的危害很大，

除了网络安全合规要求之外，如果被外部

发现就可能被上级通报，不及时处理或处

理不当，会被利用导致信息安全技术事件，

影响学校声誉。

信息系统漏泄的闭环管理探索

按照漏泄处理的过程，我们把信息系

统的漏洞管理分为 6 个环节，分别是漏洞

发现、评估、对漏洞所在信息系统采取管

控措施、通知整改、漏洞整改、漏洞复查

和处置，称之为信息系统漏洞的闭环管理，

如图 1 所示。6 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工作重

点和处理细节，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漏洞发现是第 1 个环节。发现信息系

统安全漏泄是漏洞管理很重要的一环。漏

洞发现有主动自行发现和校外发现。自行

发现有上线前安全检查 、定期安全巡检 、

定向渗透测试等；漏洞另一个重要来源是

第三方发现报送，同济大学目前接收的有

教育行业漏洞报告平台、补天、其他安全

厂商收集通报等；第三个来源是上级主管

部门通报。充分利用外部力量和自行主动

发现漏洞是网络安全工作重点，2019 年

发现的漏洞达 200 多个，学校漏洞主动发

现占比 80% 左右，平均接近 1/3 左右的信

息系统存在漏洞，网络安全隐患突出。

漏洞管理第 2 个环节是漏洞评估。评

估目的是保证漏泄的真实性、权威性，这

个工作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评估真实性是

指确认漏洞属于学校单位管理，并且要验

证漏洞真实存在，确保不是误报，评估时

尽量截图取证，后期发送整改通知时提供；

其次要评估漏洞的危害程度，量化漏洞威

胁的可能性及其对业务的影响；第三，根

据漏洞危害程序决定是否上报学校领导、

是否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漏洞验证

是一个费时费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漏

洞数量增多以后，我们召集学校里有漏洞

验证能力的同学组成漏洞验证小组，建立

稳定的漏洞验证队伍；有些比较复杂、难

以处理的漏洞，请求网络安全能力厂商协

助验证，确保发现的漏洞真实存在。

漏洞管理第 3 个环节是对存在漏洞的

信息系统采取管控措施。漏洞是网络安全

管理风险之一，确认后需要采取相应的安

全措施来降低或规避。学校目前对应的措

施有关闭信息系统校外访问、停止域名解

析、停止接入校园网等。网络安全管理的

成败取决于两个因素——技术和管理，技

术是信息安全的构筑材料，管理才是真正

同济大学：漏洞闭环管理降低信息系统风险

图 1  信息系统漏洞处理环节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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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合剂和催化剂。学校在制定相关的网

络安全文件时，要确定网络安全责任制的

机构、人员，授权漏洞处置的合法性，从

制度上加以保障。

漏洞管理第 4 个环节是通知整改。

由于邮件具有可以转发、抄送、不可抵赖

等特性，学校信息系统整改主要采用邮件

通知方式；部分紧急、严重的漏泄，及时

电话通知。邮件通知分为邮件接收人、主

题、正文、附件四个部分。邮件接收人是

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员和单位网络安全负

责人，同时抄送学校网信办与信息办相关

领导和运维人员。邮件主题以“网络信息

安全整改通知书 _XX 部门 _XX 域名（或

IP）_ 日期”命名，方便检索或收到回复

时知道该邮件的大致信息。邮件正文内容

已固定模板，内容包括存在漏洞的信息系

统域名、IP、系统管理员，漏洞名称、被

采取的管控措施、整改周期等。附件有漏

洞扫描报告、渗透测试报告、漏洞截图

及空白的《信息系统网络安全漏洞核查

表》等。整改完成后，被整改部门须提

交《信息系统网络安全漏洞核查表》反

馈材料。

漏洞管理第 5 个环节是漏洞整改环

节。对近几年整改的漏洞类型统计发现，

每年排名第一都是弱口令，说明学校业务

部门管理老师和系统开发厂商缺乏基本的

网络安全意识；排名第二的是信息泄露，

随着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重视，这个问题越

来越多。漏洞整改的目标是消除信息系统

的安全隐患，但是在整改的过程中，业务

部门和厂商缺乏网络安全知识，漏洞修复

时间长、修复不彻底的现象比较多。所以，

在漏洞整改环节中，信息办会提供技术支

持，比如重装具有安全加固的操作系统、

提供漏洞修复方案、协助漏洞修复验证、

迁移网站群等，从而加快漏洞整改速度，

提高漏洞整改效率。

2019 年漏洞类型统计，如图 2 所示。

漏洞管理第 6 个环节是漏洞复查与处

置。漏洞管理也适用网络安全风险处置策

略，即降低风险、转移风险、规避风险、

接受风险。从以往的漏洞管理结果统计数

据来看，部分老旧的网站迁移网站群，即

转移风险；对无人管理、风险高的系统进

行关停和注销，即规避风险。通过漏洞的

闭环管理，目前学校 95% 以上漏洞都得

到了妥善处理，信息系统的风险降低。

信息系统漏洞治理实践

信息系统漏洞风险高、危害多，漏洞

整改工作量大、有一定挑战，也占用了日

常管理工作的大部时间和精力，漏泄治理

已成为高校网络安全工作的痛点和难点。

如何减少信息系统漏洞是网络安全管理工

作努力的方向，以下是学校减少漏洞的一

些实践。

制定《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基线》制度，

明确学校的信息系统达到最基本的防护能

力安全配置基准，供系统开发、管理、运

维等部门和人员参考。根据分析，多数漏

洞是信息漏洞开发和管理不规范产生的，

安全基线是一个信息系统的最小安全保

证。考虑实施情况和易于推广，学校的信

息安全基线从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

应用软件４个方面，满足最小化安装、身

份鉴别、访问控制、入侵防范、安全审计、

补丁升级等具体要求，与现行等保 2.0 的

安全计算环境理念相一致。这个基线适合

信息系统规划、设计、建设、运维等各个

阶段的网络安全合规配置与检查。通过制

定安全基线，为一线信息化管理人员提供

了安全配置的最低标准和操作指南依据，

明确了管理和运维人员的管理控制任务和

责任。通过安全基线管理，可以将漏洞风

险管理前移。

控制信息系统数量，减少漏洞来源载

体。从概率上来说，信息系统多漏洞也会

多，所以控制系统信息数量也是学校漏洞

治理工作的目标之一。教育部在 2016 年

发文要求，对“自管服务器” “僵尸网

站”“双非系统”进行清理和整改。依照

要求，学校关闭由各部门自行管理不在学

校数据中心、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多个

服务器；“僵尸网站”持续不断监控合计

清理。网站群建设也是减少信息系统数

量的措施，现已建立 200 个网站；已计划

将由信息化办公室安排专门经费和人员配

合，把符合条件的网站全部迁到网站群。

同时，信息化办公室根据学校的总体要求，

新系统建设须做可行论证，要通过 OA 申

请，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信息办主管领导

审批后方可建设，信息化办公室严格控制

系统建设经费，控制信息系统数量。经过

以上治理和管制措施，目前信息系统的数

量已减至高峰时的一半以下。

制作基于等保三级标准的操作系统加

固模板。笔者单位 2017 年等保测评的 7

图 2  漏洞类型统计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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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信息系统的差距分析报告显示，主机安

全测评最高的 43 分，最低的 21 分，主机

安全普遍存在安全隐患。操作系统是承载

应用业务的基础，修复过程中可能会导致

业务中断或升级失败等多种问题，存在一

定风险，是等级保护整改过程中的难点之

一。学校在等保工作中探索出使用部署安

全加固模板机后再对应用业务进行迁移的

方式，完成信息系统的主机安全加固，此

方法得到了测评中心肯定，为等保系统顺

利通过测评提供了解决方案。目前该方法

推广到数据中心所有新安装的服务器，新

上线系统的漏洞数量大大减少。

减少攻击面，降低被攻击的威胁。攻

击面是攻击者可能利用应用程序的所有方

式，不仅包括软件、操作系统、网络服务

和协议，还包括域名和 SSL 证书。减少攻

击面就是关闭或限制对网络、系统、软件、

服务的访问，应用“最小权限原则”，尽

可能分层防御。首先，做好数据中心安全

规划，数据中心业务按功能可分为关键基

础设施、运维监控、核心虚拟化、数据库、

一卡通、等保测评、托管机房等区域，不

同区域通过防火墙做好边界隔离。比如数

据库区域采用白名单放行，即使有漏洞，

一般人和黑客也无法访问，安全风险得到

降低。其次，做好访问控制，根据业务和

应用的安全级别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策

略，比如运维、监控等重要业务推荐使用

带外管理，专用 VPN 等方式，重要业务

系统须通过保垒机访问，网站后台管理须

限制校内等。第三，做好特殊端口限制访

问，规定带域名的系统仅开放 80、8080、

443 端口，没有域名的只开非 Web 端口；

关闭了 22、3389、135、139、445 等容易

被黑客攻击的端口。减少攻击面是网络安

全规划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零信任”

安全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内网失陷服务器主动发现。失陷服务

器是指被黑客攻破、被控制的服务器，可

能被盗取数据、植入黑链，当做肉鸡成为

攻击内网的工具，危害很大、后患无穷。

为此，一方面开发校内搜索引擎查找暗链，

定期用网页爬虫抓取存储校内的网页，用

关键词进行查询，人工检验查询结果，经

过几年的治理，暗链问题越来越少。另一

方面是搭建分布式蜜罐系统进行主动诱捕

内网渗透的失陷主机，蜜罐作为一种主动

防御工具，是防火墙、WAF、IPS 等被动

防御很好的补充，通过变换 IP 的方式，

使攻击者真假难辩，让攻击者原形毕露，

通过治理，内网服务器的横向移动攻击现

象也逞下降趋势。

开展信息泄露漏洞的专题治理。信

息泄露是近两年校外通报排名较靠前的漏

洞。随着对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重

视，这类问题越来越多，为此，我们做了

两方面工作。首先是利用漏洞扫描工具找

出存在泄露的信息，有些信息泄露在扫描

报告里只是低微风险级别，确认后通报整

改；另外是利用开源的爬虫工具，抓取网

站里包含 rar、zip、doc、pdf 等文件名结

尾的 URL，人工下载打开检查，找到有

师生简历个人隐私的文件，以及项目科研

信息、文件源码、数据备份信息等，经确

认后以直接发给系统管理不通报的方式整

改。经过近两年的信息泄露专题整改，近

期接收校外信息泄露漏洞的数量在减少。

借鉴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SDL) 开发

的框架，减少软件的漏洞数量。SDL（安

全开发生命周期，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是由微软提出的软件开发的安

全保障流程，将网络安全考虑集成在软件

开发的流程中，在信息系统开发的培训、

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发布、运

维等环节，同步做好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

规划和控制。学校新建重要的业务系统，

遵循 SDL 框架进行开发和部署，漏洞数

量明显减少，安全缺陷也相对降低，信息

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得到提升。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信息系统

的漏洞就像蚁穴一样，是高校网络安全的

威胁和隐患。信息系统漏洞是网络安全工

作的抓手，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发现和挖

掘，通过漏洞的闭环管理，可以有效、妥

善地处理漏洞，信息系统风险得到降低。

通过制定网络安全基线标准、控制信息系

统数量、制作安全加固模板机、信息泄露

治理、减少攻击面策略、失陷主机的主动

发现、实施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等多种漏洞

治理措施，做好信息系统漏洞的事前、事

中、事后的全方位管理，从而减少信息系

统的漏洞，降低校园网的安全风险，筑牢

校园网络安全底线，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水

平。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同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同济大学

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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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锋

2020 年春季学期，全国高校不得不延期开学而广泛采取线

上教学。广大高校精心筹备、各显其能，努力做到了“停课不停

学”。特殊背景下的“停课不停学”，也让广大师生经历了一次

全面、崭新、深刻的线上教学活动体验，体会到了线上教学的优

势、劣势和部分替代传统课程教学的可能性。

高校线上教学情况如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对此，笔者选

取自己所在的武汉大学，开展了线上教学实施情况的问卷调研分

析，指出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发展的相关对策。

高校线上教学实施现状调研

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总体要求，武汉大学积极准备，

调动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干部力量，借助不同技术平台开展了线

上教学活动，保证了学校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全面了解学校

线上教学相关情况，我们于 3 月底开展了线上教学实施情况问卷

调查工作。

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在了解师生线上教学实施个案及总结体会的基础上，设计调

查问卷，分为教师卷和学生卷。采用问卷工具制作在线调查问卷，

通过即时聊天工具等方式在校内开展调研，广泛收集师生意见。

共回收教师卷 738 份，学生卷 4054 份。

调查发现的几个问题

1. 线上教学方式情况

我们将教师课程线上教学方式分为“课程网站”“录播”“直

播”“群信息”“课堂工具”等。“课程网站”是指搭建课程网

站提供导学及教学材料供学生自主学习，如中国大学 MOOC、超

星平台课程网站等；“录播”是指将录制或选用的课程讲解视频

及 PPT+ 旁白提供给学生自主学习，如视频公开课、PPT 旁白配

音等；“直播”是指利用工具分享屏幕、PPT 或视频、音频进行

连线交流，如腾讯课堂、QQ 电话等；“群信息”是指利用工具

进行群多媒体信息交流，如 QQ 群信息等；“课堂工具”是指利

用专门工具辅助课堂开展互动交流，如微助教等。教师为保证教

学效果，在线上教学过程中会结合多种方式，如既搭建“课程网

站”，同时进行课堂“直播”。

教师课程的线上教学方式及学生最喜欢的线上教学方式详

见表 1。教师最常用的方式为直播，占 85.1%；学生最喜欢的教

学方式也是直播，占 51.0%。直播是传统课堂教学的线上形式，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更倾向于这种方式。

2. 教师课程线上教学资料、课程网站搭建及利用现有教学资

源情况

教学内容是课程的核心，可通过 PPT、讲义、讲授视频、教

材等不同资料形式呈现。绝大多数教师（92.8%）都提供了课件

（PPT），44.7% 的教师提供了讲义文稿，40.7% 的教师提供了

讲授视频。

课程网站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有不到一半的教师（48.9%）

搭建了课程网站，而提供较多教学资源并利用网站交互功能的教

师则只有 16%。搭建课程网站并开展教学互动，需要教师投入更

多精力，因此要推动该项工作以更好发挥线上教学的作用，仍需

学校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我国组织并推动建设了大量的精品慕课、资源共

享课等优质课程资源。调查显示，直接使用慕课资源的教师，

包括主要使用已有慕课资源或节选引用慕课资源的教师，共计

22.7%；超过一半的教师（54.7%）无利用（部分课程可能没有

现成慕课等资源）。然而，超过一半的学生（68.1%）在学习过

程中会同步学习现有同类精品慕课等课程资源。可见，学生在利

武汉大学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报告

线上教学方式
教师承担课程的线上教

学方式 ( 人数 / 比例 )

学生最喜欢的线上教学方式

( 人数 / 比例 )

课程网站 182/24.7% 527/13.0%

录播 189/25.6% 1293/31.9%

直播 628/85.1% 2068/51.0%

群信息 468/63.4% 80/2.0%

课堂工具 76/10.3% 37/0.9%

其他 36/4.9% 49/1.2%

表 1  教师承担课程的线上教学方式及学生最喜欢的线

与实体课堂相比，教师认为线上教学方式最大的不足是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状态，而学生认为

线上教学方式最大的劣势是缺乏课堂学习气氛。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2020.9 中国教育网络 71

用现有精品慕课等资源方面高于教师，值得引起广大教师注意。

3. 师生对线上教学方式优势、劣势的认识情况

线上教学与实体课堂相比，各有优劣。与实体课堂相比，教

师认为线上教学方式最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而学生认

为线上教学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学习空间自由、方便获取课程资料、

便于复习，其他优势详见表 2。自主学习是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

一种能力，是未来学习型社会对个人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需

要借助线上教学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与实体课堂相比，教师认为线上教学方式最大的不足是无法

及时了解学生状态，而学生认为线上教学方式最大的劣势是缺乏

课堂学习气氛，其他劣势详见表 3。显然，实体课堂在师生面对

面的信息和情感交流方面更加自由充分，这是线上教学无法比拟

的。因此，线上教学目前仍不能完全取代实体课堂的教学。

4. 师生在线上教学中遇到的困难情况

特殊期间的全员全程线上教学，无论对广大师生的信息化能

力，还是对网络基础设施，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线上教学过

程中，师生遇到的难题详见表 4。师生普遍认为，网速不给力、

网络卡顿是大难题，而对学生来说，教材欠缺则是最大困难。

5. 师生对线上教学体验的总体满意度情况

尽管困难不少，广大师生仍对学校组织的线上教学倾向满

意，师生的总体满意度情况详见表 5。当然，这一满意度仍需努

力改善和提高。

6. 师生对线上教学在传统课程中的作用认识

调查发现，相当大比例的师生认为线上教学对传统课程教学

可以起到部分替代作用，详见表 6。超过一半的师生认为线上教

学可以部分替代传统课程教学方式，这为我们大力推动线上教学

提供了认识基础和底气。

7. 师生对学校应提供的配套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情况

为适应线上教学发展趋势，师生对学校应提供的配套教学管

理制度也有好的意见，详见表 7。由表可见，鼓励教师共建共享

课程网站及教学资源是大家的共识。

教师对线上教学

的优势认识
人数 / 比例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优势认识 人数 / 比例

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
500/67.8%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1838/45.3%

线上交流、学生

发言踊跃
350/47.4% 线上交流、发言踊跃 1142/28.2%

积累共享数字教

学资源
413/56.0% 自主点播、学习可控 2384/58.8%

其他 56/7.6% 学习空间自由 2679/66.1%

方便获取课程资料、便于复习 2585/63.8%

其他 125/3.1%

表 2  师生对线上教学与实体课堂相比的优势认识情况

教师对线上教学的    

劣势认识
人数 / 比例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劣势

认识
人数 / 比例

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状

态
598/81.0%

教师一直讲授、注意力

易分散
2053/50.6%

缺乏课堂教学气氛和

讲课激情
492/66.7% 缺乏课堂气氛 2695/66.5%

师生交流方式单一、情

感教育缺失
442/59.9%

师生不见面、交流不充

分、情感教育缺失
2083/51.4%

教学材料展现运用不

便
299/40.5% 其他 495/12.2%

其他 50/6.8%

表 3  师生对线上教学与实体课堂相比的劣势认识情况

线上教学遇到的难题 教师 ( 人数 / 比例 ) 学生 ( 人数 / 比例 )

教材欠缺 196/26.6% 3114/76.8%

网速不给力、网络卡顿 457/61.9% 2583/63.7%

电脑设备不足 271/36.7% 638/15.7%

电脑工具软件操作不熟 163/22.1% 710/17.5%

网络费用压力大 - 827/20.4%

其他 121/16.4% 265/6.5%

表 4  师生线上课程教学中遇到的难题情况

总体满意度 教师 ( 人数 / 比例 ) 学生 ( 人数 / 比例 )

5（非常满意） 59/8.0% 456/11.2%

4 385/52.2% 1913/47.2%

3 254/34.4% 1301/32.1%

2 31/4.2% 288/7.1%

1（非常不满意） 9/1.2% 96/2.4%

表 5  师生对线上教学体验的总体满意度情况

对线上教学作用的认识 教师 ( 人数 / 比例 ) 学生 ( 人数 / 比例 )

完全替代 20/2.7% 219/5.4%

部分替代 397/53.8% 2400/59.2%

不能替代只可补充 321/43.5% 1435/35.4%

表 6  师生对线上教学作用的认识情况

配套教学管理制度 教师 ( 人数 / 比例 )
学生

( 人数 / 比例 )

支持推动教师建设课程网站 361/48.9% 1762/43.5%

鼓励教师共建共享课程网站及教学资源 471/63.8% 2726/67.2%

支持教师录制课程讲授视频 283/38.3% 2480/61.2%

允许实体课堂播放精品讲授视频 244/33.1% 1291/31.8%

允许线上教学替代部分实体课堂 398/53.9% 1943/47.9%

允许线上教学完全替代实体课堂 22/3.0% 260/6.4%

表 7  师生对学校应提供的配套教学管理制度意见情况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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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看，学校师生对线上教学总体倾向

满意，超过一半的师生认为线上教学能部分替代传统课程教学，

广大师生认为最应鼓励教师共建共享课程网站及教学资源，以期

适应线上教学发展的需要。

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问卷调查客观题答案和主观性意见，发现线上教学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网络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线上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依赖于顺畅的网络环境。从“师生

在线上教学过程遇到的困难情况”客观题调查看，超过 60% 的

师生在线上教学过程中遇到了“网速不给力、网络卡顿”等问题。

因此，需要继续优化网络设施环境。

缺乏教学平台工具培训和集中建设

线上教学活动要借助于各种教学平台工具，不少教师反映需

要加强对教学平台工具的培训，包括网络教学平台、直播、录播

等软件工具。如有老师建议要“加强教师使用线上教学工具的培

训”“帮助教师把好的设想转变为电子化的资源，普及微课制作

技术和设备”。由于网络流量原因，广大教师选择了不同的网络

教学平台，这给学生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对此，有学生强烈“建

议统一教学平台，便于学生操作”。

现有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不足、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近年来，广大高校已积累了大量的优质课程资源，这些资

源需要合理选用共享。如有老师指出，“许多课程都有成熟的

网上慕课，建议充分利用网上慕课，没必要要求老师重新录制

视频，以后也应当允许学生学习视频课程，减少老师的教学压

力”。

线上教学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教学课件、讲义、教材内容

等在网上传播，这引起了一些老师对教学资源知识产权的担忧。

如有老师提出，“在上传教学资源或者直播课程过程中，重视版

权意识。要严格杜绝未经允许，直接上传国外教材电子版和非开

源学术论文等情况发生”。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与实体课堂教学相比，处于线上教学中的师生信息交流不

充分，学生接受学习内容可能会慢一些。因此，有学生提出，

“老师可以讲慢一点，毕竟我们没有教程，否则不如不讲”“老

师上课可以稍微慢一点，不然只能花费大量时间自学”。在线

上教学过程中，也有部分线上课堂师生交流比在实体课堂上更

加热烈，但仍有不少课堂无法满足学生对互动交流的期望。如

有学生反映，“部分老师认为线上教学就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

老师在这中间毫无互动，只是一味地布置作业，学生收获较少”，

不少学生都提出课程要“多互动”。这些问题反映出教师的信

息化教学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发展的对策建议

针对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广大师生的意见或建

议，提出以下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对策建议。

不拘形式，推动并规范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当前，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主要是班级授课制，学校管理制

度也是围绕规范班级授课要求而设计的，如规定固定的上课时间、

地点，组织相应的教学检查和工作量核算。在信息化教学背景下，

已有不少教学活动可以采用线上形式，因此，我们的教学管理制

度需要予以调整，推动并规范不同形式的线上教学开展。

优化网络环境，统一教学平台，推动教师共建共享优质资源

网络环境是高校开展线上教学活动的基础工程，高校需要不

断加强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确保教室、图书馆、宿舍等

学生学习生活场所的网络畅通。线上教学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网络

教学平台，搭建专属网络教学平台的高校不在少数，但这些平台

由于需要技术服务大多归属于学校技术服务部门管理，缺乏必要

的使用要求。也就是说，许多学校并没有在推动信息化教学改革

的高度层面，规划网络教学平台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网络教

学平台的使用效果和作用发挥必然受限。学校应有相对统一的教

学平台，并推动优质教学资源的开发共享，这样才能使教学平台

实起来、活起来。

提供培训支持，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随着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开展线上教学的技术手段和

工具越来越多。如何熟练应用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教学，同时将线

上教学与传统课程教学有机结合，都是老师面临的新挑战。因此，

需要为广大教师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教学指导，让其少受或不

受技术手段约束，同时掌握适合学科特点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方法，这样才能有力推动线上教学发展。

提供资源支持，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无论教学方式如何变化，教学内容始终是教师课程的核心要

素。教学内容离不开必要的载体，而新形势下这些载体呈现出多

种多样的形式，如完整的在线课程、PPT 讲义、教材等。线上教

学的实施需要丰富的教学资源，同时也可以加速教学资源的积累。

丰富教学资源加上教师的引导，学生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实现自主

学习，不断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总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成为时代潮流。高校应主动谋

划并大力推动线上教学发展，从学校教学管理层面进行变革，以

适应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发展的需要。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武汉大学教材建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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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建军   靳京   马文秀

伴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丰富，Pb

量级的各类资源“井喷”式增长，高校中

MOOC、微课、共享课、精品课、开放课、

视频课等层出不穷，但也出现了无从选择

的迷茫。大数据时代，如何分析挖掘教育

大数据资源，探索构建个性化学习资源模

型，使其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相匹配，是

大家一直关注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利用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分析挖掘教育大

数据，培养学生的个性化能力和创新思维

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

方法。

本文在分析大量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构

建案例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

思维模式，就个性化学习环境设计要素中

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提出基于大数据的个

性化学习资源概念模型，并结合河北经贸

大学学习资源平台建设情况，从大数据分

析视角，深入挖掘教育资源本身个性化特

点及其与学习者个性化匹配性，更好地发

挥个性化学习资源的服务效果。

个性化学习资源的内涵及特征

适应性学习、自主性学习、个性化

学习等各类学习方法的最大共同点是要

以学生为中心，营造适合于学生学习的

资源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兴趣、特长

和爱好，把握学生情绪、情感的变化，

科学引导学生高效学习。个性化学习资

源就是在学习者的需求特征、行为记录、

学习情境数据基础上，利用大量的社会

标注数据、大数据挖掘算法和智能推送

工具，在对信息进行过滤、整合、聚类、

重构和集成的基础上，形成与个性化学

习相匹配的学习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多样性、

共享性、协同性、动态性、再生性特征越

发明显，利用数据挖掘中的聚类分析技术，

构建基于资源特征标签，强化学习资源的

特征优势，挖掘学习资源的内在价值和特

征，将对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产生持续

深远的影响。

Web3.0 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大数据

技术的应用，使得教学资源与其他信息资

源一样，可以经过信息资源的消费、评价

反馈、分享扩散、主动提取和分析用户需

求后，将资源和内容加工聚合、迭代再生、

进化更新，逐渐成为与用户需求符合度不

断优化的一种资源服务。这就是学习资源

个性化的过程，学习者的个性化与学习资

源个性化有机组合、相互作用，共同践行

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资源模型设计

个性化学习资源模型设计的理论基础

揭示人类认知过程基本规律的建构主

义理论指出，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

习者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知

识体系的主动建构，揭示了个性化学习的

中心思想。学习资源平台的设计要突出学

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首先学

习情境要与实际情境相符合，强调协作，

为学生讨论交流提供服务，同时注重教学

环境的设计，为学生提供满足个性化学习

的丰富教学资源。

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提出的

“掌握学习”，具有 3 个关键变量：先决

认知行为、先决情感特点和教学质量。三

个变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

掌握学习效果。更好地把握学生的情感特

点，以及对学习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直接

因素，才能够对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科学

的引导。

河北经贸大学：以大数据促进学习资源个性化

图 1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服务框架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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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

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从生理需要、安全

需要、情感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到自我

实现需要。个性化学习就是人类实现自我

的一种情感状态，是人类学习的理想境界。

个性化学习资源模型设计就是为适应学生

的情感变化，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资

源环境和服务。

大数据对个性化学习资源概念的支撑

个性化学习以教育大数据为基础，大

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对学生历史学习行为数

据信息进行记录、挖掘、分析、整合及可

视化呈现，跟踪评价学习资源使用情况、

效果，发现潜在问题，及时进行个性化调

整和引导，提升个性化学习的有效性。这

本身就是学习资源的一种新的组织和服务

方式，是学习资源的个性化体现。

1. 个性化学习资源成为个性化学习

基石，大数据使得个性化学习的落地更加

稳固。个性化学习的核心就在于学习者的

“个性”，包括学习者的个性特征、学习

风格、学习动机、学习需求、情感特征等。

个性化学习环境是个性化学习得以实现的

基础，学习资源又是个性化学习环境的最

重要组件，因此，个性化学习资源是个性

化学习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基于教育大

数据的分析技术能够实现对学习者个性的

刻画、分析及展示，使其个性系统化和抽

象化，使得架构在个性化学习资源之上的

个性化学习更加坚固。

2. 大数据拓展了学习资源的内涵。大

数据背景下的学习资源的建设是以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服务为核心，既有传

统的知识结构，也有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由此形成了“海量、多样、包罗万

象”的数据。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轻松愉悦地学习，同时也利于他们探究更

多领域的学习内容，拓展视野。

3. 大数据增强了个性化学习资源传

递的有效性。大数据时代拓展了学生的

生活圈，各类跨地域、跨专业的学习专

业群、专题讨论、竞赛团队、网络虚拟

兴趣组等的出现，学生之间的学习沟通

最多的是自己的“发现”和“收获分享”。

这就使得那些个性化的资源跨地域、跨

专业、跨群组的传递更加有效，并且通

过资源自身不断迭代更新，资源的个性

化优势越发明显。

4. 大数据时代更加关注学习资源的情

感场景。学习状态及情感变化直接影响学

生学习效果，通过大数据挖掘情感变化因

素并进行适时诊断，及时给予正向的鼓励

机制，如选择推荐能够调整状态的轻松、

休闲或激励资源，可使学生尽快走出情感

倦怠状态，提升学习状态。

5. 大数据提升学习资源与学生个性化

学习的匹配度，提高个性化学习效率。利

用大数据聚类分析每个学习者的具体情况，

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与学生个性、学情匹

配度高、针对性强的学习资源，一方面有

利于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学习氛围形成，同

时有利于学习资源个性化特征的凝聚。

个性化学习资源特征描述

传统网络资源分类大多参考和借鉴文

献资源的分类办法，以及针对数字化信息

资源的公众分类法等。学习资源描述主要

依赖于教育元数据的方式，缺乏对学习者

的需求体现，缺乏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协

同性、动态性、再生性等特征的表达，无

法对学习资源进行准确刻画。

学习资源特征包括内容形式特征和传

播特征。内容形式特征刻画资源一般由教

育元数据表达，描述的是教育资源本身内

在的特征，包括资源类型、媒体形式和格

式、文件大小等。以教育资源 Coursera、

EDx、Udacity，以及国内的网易公开课等

为代表的教育资源为例，其体现出的“碎

片化、焦点化（知识点）和专题化”日益

明显，提高了教学资源的复用性。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教育资源的传播方式也由“单

向性”向“交互性”发展，带动了新的学

习范式、认知方式、师生关系、互动途径

等学习生态的变化。Web3.0 时代，以学

习链接、反思日志、图形图像、音视频、

RSS 订阅、文档收藏等独立短小的数据融

合展现的“微内容”，形成了当下学习资

源的突出特征表示。

建设个性化学习资源平台时，除要求

资源必须具有高质量、多学科、多层次、

多样式外，如何突出学习资源的个性化、

资源的主动服务，成为普遍追求的目标。

信息资源主动服务的实质是在学习者和学

习资源之间建立匹配和映射关系，保证优

质的资源能够主动服务于学习者，将学习

者对该资源的访问记录、学习时长、体验

评价、质量反馈、学习策略和方法等的需

求通过元数据直接、快速地反映到对资源

的描述中，将有利于学习者了解资源的内

容价值，判断资源内容对于学习者的有用

性、适用性等，从而有助于不断改进资源

Web3.0 时代的到来，将资源和内容加工聚合、迭代再生、进化更新，逐渐成为与用户需求符

合度不断优化的一种资源服务。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2020.9 中国教育网络 75

图 2  个性化学习资源概念模型

社会网络分析

AI 推荐算法

社会标注 个性化特征标签

学习资源元数据

质量，逐渐逼近用户需求。资源平台中常

用资源个性化特征描述形式主要有：

1. 学习资源的知识描述

一般以学习资源的教育元数据形式表

示，形式化表示为：RProfile=(Id,Name,For

m,StordForm,Size,Def,Time,Author,Edition,Cr

eateTime,UpTime)

2. 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描述

主要是指学习资源社会标注性数据，

学习者学习痕迹，包括学习记录，考试成

绩，搜索关键字，用户评价、情绪情感环

境等信息，通常采用赋权重向量空间模型

（VSM）进行表示。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描

述可以形式化表示为：

RIndividuation=（R1，R2，⋯，Rn）

Ri 表示对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描述第 i 项。

对应的权重向量表示为：

RWeight =（W1，W2，⋯，Wn）

其中，Wi 表示专家描述的基于元数

据的资源描述的权重。

学习资源个性化特征标签的构建

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

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与其学习个

性密切相关，受学习者的内心情境和所处

环境的重要影响。他提出的学习行为公式

如下：

B = f（P × E）

其中，Ｂ表示学习行为（Behavior），

P 表示学习者个性（Personality），E 表

示当时所处的情境或环境（Environment）。

将个性化资源服务的资源环境中的学习

情境或环境抽象出来，用以刻画学习资

源协同性、动态性、再生性等特征的个

性化的内涵表达，就构成学习资源个性

化特征标签。

学 习 资 源 个 性 化 特 征 标 签 的 建 设

标 准 借 鉴 IEEELOM、Bublin 、Core 及

CELTS-3 等国际标准，作为学习资源元数

据标准的补充，以提升学习资源的准确性

和标准化。主要方法有：（1）采取社会

标注描述教育资源特征的方法，即在社会

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利用群体智慧，倡

导和鼓励广大使用者，从自身角度对学习

资源进行标注，揭示学习资源特征。更加

全面、客观表征个性化学习资源的特性。

（2）探索引入社会网络分析聚合这种跨

学科方法，从分析挖掘社会网络关系的子

群聚类、人际选择、互动关系和信息交流

等方面的研究范式，应用于学习资源个性

化特征标签中。（3）大数据技术分析、

研究海量的社会标注数据，结合人工智能

推荐算法和社会网络分析聚合等多种方

法，实现学习资源个性化特征标签建设。

个性化学习资源概念模型设计

本文在提出的 M-S-S 三元组资源模

型基础上，通过引入用于系统表征学习资

源个性化的特征标签，形成了如图 2 的个

性化学习资源概念模型。

参考 Hadoop 中 MapReduce 数据处理

框架，将以上概念模型具体化，形成了由

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数据服务四部分

构成的个性化资源服务框架。

应用情况

河北经贸大学数字资源平台是近年

上线运行的面向全校的综合资源服务平台

（目前完成了第一期），内容涵盖大部分

学习资源，包括数字图书文献、课程相关

资源、MOOC 资源、精品课程资源、学校

特色资源等，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站式的

学习资源服务。经过几年的应用和完善，

图 3  河北经贸大学数字资源平台页面截图

资源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深受师生的普遍

好评。通过对一段时间的资源使用情况的

爬取数据、log 日志数据和社会标注数据

等的分析，发现一些问题，最主要就是系

统个性化推荐被学生采纳利用程度不高

（小于 60%），也就是系统推荐的个性化

学习资源与学生个性化的资源需求不十分

相符。主要原因在于系统学习资源的描述

大多仅仅局限于元数据层面，对大量能够

体现资源个性化的标记比较少。访问记录、

学习时长、体验评价、质量反馈、学习方

式和方法，以及学习方式与学习内容的关

系等，这些数据尽管大多可以在系统中找

到，但没有很好地被分析、挖掘和应用到

系统中。因此，探索引进学习资源个性化

特征标签用以刻画学习资源个性化特征，

将成为学校数字资源平台二期建设的核心

内容。

实施技术路线第一步是采用 Hadoop

中 MapReduce + 社会网络分析聚合数据处

理框架，对社会标注描述资源特征数据进

行处理；第二步是建立学习资源个性化特

征标签；第三步是利用引入人工智能的深

度学习多 Agent 方法，更新学校资源平台

的个性化资源推荐策略，完善个性化数字

资源推送服务体系，使我校的资源平台真

正成为个性化学习服务平台。 （责编：

郑艺龙）

（作者单位为河北经贸大学计算机中心）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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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卡通不断发展，为学校积累了

大量的数据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

将枯燥晦涩的字母和数字，变成图文并茂

的可视化内容，从而助推学校管理效能，

值得研究和实现。主流的一卡通厂商都有

数据分析平台产品，但是往往都停留在文

档或服务器里，不能很好地满足高校需

求。我们可以利用目前成熟的开源框架和

可视化技术，开发出学校真正所需的软件

产品，挖掘数据价值，为学校提供管理和

决策工具。

数据准备

厦门大学校园一卡通系统包括一卡

通金融系统、免费米饭系统、一卡通身份

识别系统（考勤、门禁、宿管、会签和无

线门锁等）、一卡通水控系统和一卡通电

控系统等，每个子业务系统都是独立的，

当然其数据也各自独立。数据分散形成信

息孤岛，给数据分析和实时展示造成很多

不便，同时数据分析必然是很耗资源的，

会对生产系统的性能造成影响。为此，我

们必须建立一个数据集散地即资源中心，

它包含一卡通所有业务系统的数据，为数

据分析和数据共享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平

台，同时分担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查询和统

计工作，减轻生产系统的压力。

利用 ETL 集成工具 ODI（Oracle Data 

Integrator），建立一套数据抽取和清洗规

则、标准，将分布在各个业务系统的刷卡

交易数据同步到资源中心。首先，我们必

须要有数据库方面的知识储备，包括数据

库基础知识，并熟练使用各种数据库管理

软件，如 Oracle、SQL Server、MySql 等，

上述一卡通业务系统分别用到这三种数据

库软件。随后，我们必须了解各系统的数

据结构，系统供应商一般不会开放数据库

设计，对校方提出的数据需求，响应速度

也可能比较慢，有必要花时间去研究各系

统的数据结构，以便在使用的时候能快速

响应管理需求。操作一卡通业务系统管理

软件的一些功能，并利用 SQL 语句监控

工具，如 Oracle 系统表 sql/sqltext、SQL 

Server Profiler、Nero Profile SQL 等，可以

辅助我们了解业务系统的数据结构。有了

这些基础，我们可以轻松地将一卡通业务

系统的数据，通过 ETL 工具同步到资源

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平台结构如图１所示，

一卡通业务系统数据库统一以视图的方式

提供数据接口。视图简化了数据结构，同

时可联合多表为可视化平台提供真正所需

的数据，简化了 ODI 的数据操作。为了保

证业务系统数据安全，需要创建一个只有

查询相关视图权限的数据库账户，ODI 通

过该账户连接业务系统，依据 ETL 规则，

按照既定的数据标准，建立同步任务，定

时从视图中抽取数据，写入到资源中心数

据库中，为校园一卡通可视化平台提供数

据服务。

开发工具和框架

Java EE 是当前主流的 B/S 架构技术

平台，提供很多技术先进、性能稳定的开

发工具和开源框架，可以极大地提高系统

的开发效率，并提升项目的开发质量。

1. 项目管理

Maven 是一个优秀的项目管理工具，

能够很容易地集成到 Eclipse，非常适合

模块化软件设计和团队开发环境，有利于

提高软件项目的可重用性。使用 Maven 来

管理项目的外部依赖关系，直接在 pom.

xml 文件中配置好 Maven 仓库地址、Jar

包 / 插件名称和版本号，Eclipse 会自动

从 Maven 仓库下载，加入到项目依赖库中 

(Dependencies)。Maven 同样有助于项目内

部的模块化开发管理，项目的每个模块就

是 Maven 的一个 Module，模块间的依赖

关系也在 pom.xml 文件中进行配置。

2. 后台框架

厦门大学：图文并茂展现一卡通数据

图 1  数据资源中心结构

校园一卡通数据所隐含的信息是丰富的，如何将其进行纵向拓展和横向拓展，探索它们之间

的内在联系并进行可视化建模和展示？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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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ring + CXF + Hibernate 的组

合框架搭建后台开发环境，向前端页面

或其他业务系统提供 RESTful 风格的数

据服务。Spring 是一个主流的 Java Web

开源框架，为开发 Java 应用程序提供全

面的基础设施，其他框架在此基础上，

通过简单的 xml 文件配置进行集成。CXF

是一个轻量级 WebService 框架，可与

Spring 无缝集成，用于构建和开发 SOA

应用，它支持多种协议，如 SOAP、XML/

HTTP、RESTful HTTP 等。Hibernate 框

架是一个数据访问中间件，是业务层与

数据库之间的桥梁，它支持 JPA 注解开

发，提供丰富又完备的 API 接口，使得

数据库操作变得简单快速。

3. 前端框架

jQuery、ECharts 和 Bootstrap 都是开

源的前端页面开发框架，可以无缝集成

在一起，并且兼容各种主流的浏览器。

jQuery 是一个 JavaScript 框架，提供快速、

简洁操作 HTML 文档元素的方法，具有

高效灵活的 CSS 选择器，提供 Ajax 异步

操作方法，便于前端与后台数据交互，实

现页面动态无感刷新。ECharts 是一款优

秀的可视化工具，它提供一个商业级数据

图表库，并支持个性化定制开发，具有很

强的用户体验，赋予了用户对数据进行挖

掘、整合和展示的能力。Bootstrap 是基于

HTML、CSS、JavaScript 的前端开发框架，

提供丰富的页面内容、组件和工具集，用

于快速构建用户界面，能够增强用户的视

觉体验。

4. 项目发布

使用 Maven 的 Assembly 插件把项目

打包、发布成能够在 Tomcat 容器下运行

的应用程序。Assembly 将 Tomcat 运行环

境、可视化平台项目及其依赖项、模块、

站点文档和相关文件一起自动化组装成一

个可分发的项目产品文件包，该文件包可

以直接部署到具备 JDK 环境的服务器中，

修改必要的配置信息后，即可一键启动。

平台设计

资源中心是一卡通乃至校园信息化数

据集散地，可以为全校其他业务系统提供

数据服务。充分考虑到可视化平台的前瞻

性和服务性，使用模块化开发方法，基于

分层设计理念，提高平台的可扩展性和易

部署性。遵循 SOA 架构设计模式，使得

系统能够提供 RESTful 轻量级接口服务，

便于其他业务系统的快速接入。

可视化平台的系统结构如图 2 所示，

参照组件化、模块化和分层设计原则对平

台结构进行规划设计。平台结构自下而上

分为资源层、数据访问层、服务层、接口

层和表现层。

资 源 层 就 是 资 源 中 心 数 据 库， 整

合了一卡通所有业务系统的数据，采用

Oracle 数据库管理软件，部署在一卡通内

网的 Linux 系统下，同时启用系统防火墙

iptables 保证数据安全，向可视化平台提

供视图访问接入。

数据访问层参照 JPA (Java Persistence 

API) 规范，采用 Hibernate 中间件实现数

据操作，中间件分离业务与数据，保证数

据安全，同时降低数据操作复杂度，增强

可视化平台在不同数据库间的可移植性。

服务层采用组件化、模块化设计方法，

将服务层实现的不同功能进行解耦，划分

成业务处理模块、Security 模块和 Core 模

块。业务处理模块由账户中心统计分析、

一卡通金融系统实时分析、免费米饭统计

分析等不同组件组成。Security 模块主要

实现 RESTful 接口授权和接入安全认证等

功能。Core 模块提供各种公共基类资源，

便于业务逻辑扩展，同时提供一些基础工

具包，如邮件工具、HTTP 工具、Excel 工

具和 PDF 工具等。

接口层采用 CXF 的 RESTful 协议发

布风格简约的接口服务，不采用 Spring 

MVC 模式是为了进一步解耦业务处理与

数据展现之间的关系，使后台更专注数

据服务，而不关心前端表现，提高数据

服务的通用性，使之能够为更多的业务

系统服务。

表现层通过 jQuery 异步调用接口获

取 JSON 格式的数据，再利用 Bootstrap 和

ECharts 框架渲染到页面，实现一卡通数

据的可视化。

功能实现

以数据大屏的方式，直观展示校园一

卡通各个业务系统的运营情况，包括账务

中心、交易分析、免费米饭、身份识别、

智能水控和智能电控，以前三个模块为例

说明可视化平台实现的功能，其他模块因

实现方式类似且受篇幅限制不再累赘。利

用 Bootstrap 的格珊系统进行页面布局，将

每个模块的页面划分成多个区域展示不同

的数据内容。利用 ECharts 提供的图表库

对统计分析数据进行分类展示，包括柱状

图、饼图、折线图、仪表盘等。通过分析

和展示过去、现在的运营情况，管理人员

能够以此为参考，对未来一卡通业务的发

展做出合理评估，同时也能及时发现系统

的问题，比如因终端设备故障导致交易流

水数据异常、流水滞留等。

为了保护学校、一卡通商户和用户的

敏感信息，以下图片中的信息和数据经过

脱敏处理。

1. 账户中心

图 2  可视化平台系统结构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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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卡通主要发行 4 类卡片，包括

教工卡、学生卡、消费卡和校友卡。如图

3 所示，账务中心模块展示的内容主要包

括校园卡账户发行规模、近一年活跃账户

规模、校园卡总体账户余额、近一年校园

卡开户情况、消费卡办理大户 Top15、校

园卡个人账户余额 Top50。

2. 交易分析

如图 4 所示，交易分析模块主要展示

一卡通金融系统的实时运营情况，包括今

日总体消费和充值情况、账户冻结和挂失

数量、今日消费趋势、今日学生就餐率、

近七日充值和消费金额人次对比及今日商

户营业金额排行 Top15。

按时间段统计金融交易系统的消费

金额，通过折线图来展示今日消费趋势。

学校一卡通交易较为频繁，以 10 分钟为

准进行分段统计，也可按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

3. 免费米饭

如图 5 所示，该模块主要反映免费

米饭的实时消费情况，内容主要有今日和

总体消费人次及数量、今日免费米饭总体

消费趋势及按学生身份占比、近七日免费

米饭消费量及次均消费量、昨日及今日免

费米饭商户营业排行、今日学生消费排行

Top50。

校园一卡通数据所隐含的信息是丰富

的，目前可视化平台所展示的信息比较有

限，后续将进行纵向拓展和横向拓展。纵

向拓展是指引入更多的数据分析指标和维

度，通过不同角度反映有价值的信息；横

向拓展是指结合学校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

进行联合分析，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进行可视化建模和展示。数据资源中心

和可视化平台集成了目前主流的、最新版

本的开发工具和框架，采用基于 SOA 的

软件架构设计方法，具备了技术先进性和

平台可扩展性，可支持学校财务、教务、

图书馆和招生等数据的抽取和存储，可实

现全校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可视化。 （责

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图 3  账户中心分析展示页面

图 4  交易分析展示页面

图 5  免费米饭分析展示页面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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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高校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逐步

形成了信息系统管理复杂、活跃用户群体大、网络环境具有极大

开放性等特点，在日趋复杂和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下，高校面临

极大的安全威胁，成为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的重灾区。Web 应用作

为校园网络服务的主要模式，其安全防护显得尤为重要。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智慧校园应

用环境 , 但学校的网络安全还存在以下问题：1. 网络安全技术人

力储备和经费投入保障不足，安全技术防护体系不够完善；2. 对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认知不足，安全管理水平和师生意识

有待提高；3. 网站和信息系统数量越来越多，技术差异性大、系

统漏洞多，网络攻击频繁，面临着安全、隐私方面的威胁和合规

要求问题。

如何消除安全隐患、降低安全风险、规避安全责任，构

建可信、可查、可控的 We b 应用环境成为学校网络安全工作

的关键。

针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学校加强网络安全顶层规划和统筹管

理，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战略领导小组，制订了相关管理制度，

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层层落实网络

安全责任。不断深化落实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工作，完善网络安全

防护、监测、通报、联动机制，对所有运行的信息系统进行定级，

并完成 16 个二级信息系统的备案、测评和整改。每年定期对师生

进行网络安全教育，重点加强安全技术防护保障（安全拓扑如图

1 所示），并购买了漏洞扫描、安全监测、应急演练与安全事件处

理等相关的安全服务，初步形成了安全技术防护体系。其中，Web应

用的安全技术保障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下一代防火墙降低数据中心安全风险

在互联网出口和数据中心部署高性能下一代防火墙，同时

应对来自校外和校内的应用层威胁。防火墙通过深入洞察网络流

量中的用户、应用和内容，基于行为分析技术，帮助发现未知网

络威胁，并能在攻击的全过程提供防护和检测，有效抵御 APT、

DDoS、变种恶意软件攻击，全面降低网络风险。在出口防火墙开

启病毒过滤、攻击防护、入侵防护等安全模块，同时根据最小开

放原则，只开放必要的服务器及端口，以降低被攻击、被入侵的

风险，提高校园网络的安全性。随机查看一天的运行日志，出口

防火墙成功拦截攻击高风险 23 个、中风险 232 个、低风险 167

个，其中高风险主要为 Web 攻击、网络钓鱼和木马；数据中心防

火墙开启类似的安全策略，拦截来自内部的 404 个高风险攻击，

主要为 Web 攻击及密码攻击。

WAF+SSL证书提升Web应用安全

在数据中心防火墙后串接 WAF 设备，对 Web 应用层的注入

攻击、cookies，以及网络欺骗攻击、XSS 攻击、目录遍历、DDoS

等主流攻击进行阻断。WAF 按照最小开放原则，仅开放网上服务

大厅、网站群、网络学习平台、OA 和邮件等已经通过备案的二

级系统，并在不同时期采用不用的开放策略，在特殊防护期仅在

白天开放，有评审要求的相关网站限期开放。通过 WAF 防护有

效抵御网络攻击、防止系统被篡改、入侵、数据泄露等安全事

件的发生，切实提高了数据中心 Web 应用信息安全防护水平与

管控能力。

为了提升 Web 应用访问安全性，学校引入了 *.gdqy.edu.cn

域名 OV 机构验证型证书，并首先在二级信息系统或必须开放校

外访问的系统上进行部署。OV SSL 证书可证实用户身份，通过

浏览器内置安全机制，可防止钓鱼欺诈仿冒，提高 Web 应用可信

度。安装 SSL 证书后，使用 HTTPS 加密协议访问网站，可激活客

架设Web应用安全六道防线

图 1  校园网络安全拓扑

文 / 袁先珍   刘泽华   董兆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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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浏览器到网站服务器之间的 SSL 加密通道，实现高强度双向

加密传输，防止传输数据被泄露或篡改。

VPN+ 堡垒机提供内网资源安全访问通道

对于未对外开放的 Web 应用，通过 VPN 系统为身处校外的用

户访问内网资源提供安全访问通道，降低直接将内部 Web 应用暴

露在互联网上的风险。VPN 系统远程接入采用严谨的认证方式，

高强度的加密模式，细致的权限分配和访问记录，为学校的内部

业务系统提供 PC 端和移动端的安全接入，实现对业务系统访问

过程的全面护航，保证业务系统畅通无阻的同时规避网络安全风

险，提高远程访问内部业务系统的安全性。目前已将教务管理、

科研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项目化平台、智慧党建等校内

大部分系统加入VPN系统资源，并分多种角色授权提供校外访问。

同时，为了方便运维人员访问主机系统，数据中心搭建了堡垒机，

校外技术人员可以访问授权的主机，进行相应信息系统安装、调

试和系统升级等操作，并全程记录操作过程，降低了远程运维的

安全风险。

云安全防护系统加强 Web 服务器安全管理

学校数据中心服务器通过虚拟化技术搭建私有云环境，按

需为 Web 应用提供弹性资源调度，通过云安全防护对这些虚拟

化主机、云桌面、服务器虚拟机进行统一安装防护和管理，如

图 2 所示。主要实现虚拟机的病毒和安全策略的管控，提供无

代理的病毒查杀，IDS/IPS、网络应用程序保护、应用程序控管、

完整性监控及防火墙保护，透明化地加强安全策略。对数据中

心虚拟化平台提供无代理的安全防护措施，只需要部署一个轻

量级组件在服务器及被保护的虚拟机器上，就能有效协助执行

数据中心内部的安全策略，包括 Windows 及 Linux 系统防病毒、

网络应用程序保护、应用程序管控等。其中防病毒效果最为显

著，虚拟机无需安装任何杀毒软件就能对病毒、间谍软件、木

马等威胁进行查杀，虚拟机上并发的全盘扫描、病毒库更新，

也不会对虚拟服务器产生大量的资源消耗。

网站群系统实现网站的统一建设与管理

搭建网站群系统，将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网站进行逐步迁移，

各类专题网站也强制要求建立在网站群上。同时，对早期开发的全

部独立精品课程网站进行统一的安全整改，迁移到学校网络学习平

台上，各类评审网站也要求建立在网站群或网络学习平台上。学校

每年定期对各类网站进行清查和备案，重新签订网络安全责任书，

对长期不更新、不维护的网站关闭访问，对网站的开办和下线全生

命周期流程通过OA进行规范管理。经过5年的持续整改，基本清

除了孤立小网站和双非、僵尸网站，极大提高了网站的安全性。

数据备份与恢复系统保护 Web 应用数据

数据是高校的核心资产，数据备份与恢复系统的建设和完

善，有利于保障数据的安全使用、运行和维护，是确保信息系

统高效、可靠、连续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是信息系统安全等

级保护的要求，也是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学校

建立了统一的数据备份与恢复系统，对运行在两校区数据中心

的重要信息系统进行分级备份，通过备份策略，在规定的时间

点自动进行备份，不仅对各类数据库进行备份，也对文件和系

统进行备份，备份系统同时挂载了两校区的存储，从而实现数

据的异地灾备。数据库采用每日增量备份、每周全量备份、备

份数据保存 2 个月的备份策略，文件和系统则根据具体恢复要

求定义个性化的备份策略。网络信息安全员每天通过备份控制

中心实时监控备份策略执行情况、备份进度、备份空间情况等，

系统同时设置主动提醒功能将异常备份日志发送给相关人员。

网络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等级保护不仅是

合规问题，更是合法问题。绝对的安全并不存在，网络安全工作

永远在路上。通过网络信息安全的规划和持续建设，学校 Web 应

用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大大提高，并形成了网络安全事件应急联动

机制。下一步学校将继续以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工作为抓手，不断

提升信息资产管理水平和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构建具有防护措施、

实时监测、态势感知、响应和恢复能力的立体动态安全防护体系。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建设中心）
图 2  数据中心云安全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