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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两办发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

行动计划》，使我国 IPv6 再次回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三年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积极行动、协同推进，各部门、各单

位扎实开展工作，我国的 IPv6 发展由点及面，逐步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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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进展，推动 IPv6 快速发展的良好生态正逐渐形成。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 IPv6 规模部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然

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国内 IPv6 流量占比与国外差距非常明显，端对端

IPv6 网络质量较 IPv4 仍有差距，双栈并存造成的诸多影响等问题依然突

出。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寻找短板、差距，反思长期以来困扰 IPv6 发展的

深层次原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三年规模部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着

眼未来 IPv6 的发展：

第一，在关键问题上下功夫。要在巩固提高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深

刻认识当前困扰 IPv6 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现在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 IPv4

协议当初也是战胜其他协议之后才脱颖而出的，IPv4 胜出带给我们的重

要启示就是，能否在网络的扩展性之外，有效弥补和解决当前网络面临

的包括安全在内的各种挑战，是协议能否被广泛接受并部署使用的关键。

因此，当前我们要深入研究 IPv6 的新特点、解决现有网络体系无法解决

的固有问题，探索应用新场景，并结合 5G、IoT 等新技术开展集成性创

新，进一步提升 IPv6 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实现由表及里的嬗变。

第二，让运营方有动力。IPv6 的发展固然得益于政策推动，但本质

上更需要激发 IPv6 建设运营方的内生动力，多维度挖掘 IPv6 价值，建

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努力建成全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产业集群。

第三，让使用者有收获。使用者需求是运营建设方动力的关键来源，

要扩展 IPv6 的应用资源，强化 IPv6 的特色应用，提升服务质量和应用

环境，进一步满足使用者提升网络质量与安全的需求，进一步引导使用

者使用 IPv6 解决既有网络不能解决的新需求，使用户通过使用 IPv6 获

得实实在在的收益，进而拉动建立良好的 IPv6 应用产业生态。

第四，让创新发展有源头。IPv6 的发展为我们参与网络核心技术的

研发和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大 IPv6 领域的研发投

入和支持力度，进一步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相关科研立项，甚至打造

科研“特区”以加大创新力度，进一步增强产业生态的创新意识，加强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是互联网技术产业生态的一

次全面升级，深远影响着网络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创新和变革。只

要我们有决心、有创新，一定可以实现“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

滑演进升级，形成全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体系”的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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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拟投 80亿欧元发展下一代超级计算技术

欧盟委员会近日对“欧洲高性能计算共同计划”进行了升级，

拟投资 80 亿欧元，发展下一代超级计算技术——主要是百亿亿

次超级计算机以及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以加强欧洲数字主权，

维持欧洲在超级计算以及量子计算领域的主导地位，让欧洲多领

域受益，从而促进欧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计划将在两方面推动欧洲在下一代超级计算领域保持领先

地位：建造每秒能执行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研制出

高性能的量子计算机以及结合了量子计算和经典计算的混合计算

机，从而执行当前超级计算机无法执行的操作。“地平线欧洲”

计划、“数字欧洲”计划和“连接欧洲设施”计划都将为其提供

支持。

（来源：欧盟委员会官网）

政策与焦点·外媒速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奖开放提名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国

王教育信息化（ICT）奖开放提名。该奖于 2005 年由巴林国王设立，

2020 年度奖项的主题是利用人工智能（AI）保障学习的连续性和

质量。

教科文组织表示，在新冠疫情引发教育危机的背景下，这一

主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利用新技术应对危机的方式既揭示了新

技术的潜力，也强调了支持新技术发展的必要性——由此，新技

术才能帮助改善学习和促进包容，而不是加剧现有的不平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将根据国际评审团的推荐选出两个

获奖项目。颁奖典礼将在巴黎举行，每个获奖项目将获得 2.5 万

美元奖金和一份证书。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美韩拟加强在 5G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近日，美韩第五届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ICT）论坛闭幕并发

布联合声明，拟加强在 5G 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合作。

声明指出，美韩两国政府将围绕 5G 安全、数据自由流通、

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数字经济等方面加强 ICT 政策协调。声

明强调了国际研发合作对增强 5G 安全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与

私营部门合作，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的“跨境隐私规则体系”促进

跨境数据流通的重要性。此外，声明还指出，两国将通过经合组

织和全球伙伴关系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

（来源：美国国务院官网）

德国将加速推进学校数字化

面对新冠危机给学校教育带来

的冲击，9 月 21 日，德国总理默克

尔与各联邦州教育部长会面，举行

了疫情期间的“学校峰会”。

默克尔强调，德国将加速推进

学校的数字化，努力确保学校在疫

情期间的运转。“所有学校都应尽

快连接到高速互联网，所有教师都

需要合适的计算机来上课。”此外，

德国还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平

台和数字能力中心。

通过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德

国将采购一百万台笔记本电脑供需

要的学生使用，下一步还将为 80 万

名教师配备数字设备，这些都是突

破性的进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德国仍然有很多学校和家庭没有为

日常数字课程做好教学或技术方面

的准备。原因之一是德国高速网络

建设的严重滞后。德国政府计划为

教室接入带宽小于 30 兆比特每秒的

学校提供资助，以改善网络连接设

施。截至 2020 年 8 月底，根据上述

标准需要改扩建网络的学校仍有约

9500 所。

（来源：德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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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亿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大中小学均已分批开学，

全国在校学生总数是 2.42 亿，占学

生总数将近 90%。

64.5 万

据教育部统计，从今年 3 月推

出“全国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平台”

开始，有 11 个省近 900 所高校开

展网签工作，高校毕业生“云就业”

网签人数达 64.5 万。

100

根据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 GSA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 9 月中

旬，全球商用 5G 网络数量已经超过

100 张。全球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7 家运营商已经宣布对 5G 进行了

投资。

14 位

WIPO 近日发布 2020 年全球创新

指数（GII）排名，年度创新能力排

名前 3 位的是瑞士、瑞典、美国；

中国排名第 14 位，是前 30 名中唯

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3883

截至 8 月底，教育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备案管理系统公布了 1791

家企业的 3883 个教育 App 备案。

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我们了解到数字化如何弥补关闭的学校和教室带来的

不足。人工智能及数字设备会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但永远无法代替面对面与同学

讨论、与教师对话的需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文化一样，它必须是人与人在

一起，在相互激励、相互学习、相互合作中寻找解决方案。

首届“中国丹麦教育论坛”上，丹麦前教育部长、前文化部长 Bertel 

Haarder认为，教育应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但新技术无法成为教育的全部。

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已经发生，教育已经由两空间（物理空间、社会关系空

间）向三空间（物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互联网空间）转变。互联网这个全新

的教育教学空间与以前的两空间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并将对教育教学的组

织体系、教学流程，人才培养流程与方式，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在第六届“互联网+教育”创新周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教

授表示，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教学空间。

基于多元教学方法的弹性教学以及面向个性化培养的主动学习将成为未来

教育的“新常态”。在线上线下教育深度融合的条件下，弹性学习将为被动学

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化创造条件，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迈向未来教育的

基本动力。

在“2020全球智慧教育大会-未来教育与教师能力建设”论坛上，国际教

育技术协会（ISTE）首席学习官Joseph South提出设计弹性学习系统的观点。

面向未来，要从时代变革中洞察高等教育的深刻变化：高等教育的

地位作用从原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基础支撑作用向支撑引领并重发展，

体量规模从大众化阶段迈向普及化阶段，结构类型从相对单一结构向多

元多样化办学结构转变，教学模式在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方面实现深度

融合，正在形成富有活力和特色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

在“疫情之下的高等教育变革学术论坛暨云上高博会启幕发布会”

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 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以“面向未来建设

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思考”为主题作报告。



6 中国教育网络 2020.10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第二次工作会召开
本刊讯   9 月 17 日，“智慧教育示范区”

创建项目第二次工作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主会场设在北京市第二中学。教

育部科技司领导、“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

项目专家组成员以及“智慧教育示范区”创

建区域和培育区域的相关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北京市东城区、河北省雄安新

区、山西省运城市、上海市闵行区、湖北

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共 8 个“智慧教育示

范区”创建区域代表汇报了工作进展，创

建项目专家组成员对各创建区域的工作进

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考虑予以了分析指导。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作总结讲

话。他表示，“智慧教育示范区”是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也是我

们面向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创新行动。

希望通过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建设，形成有

区域特色、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中国

经验和中国方案。

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如何通过“智慧

教育示范区”的建设，支撑引领区域教育

现代化工作：一是深刻理解智慧教育内涵，

为强国建设培养创新人才；二是坚持应用

驱动，牢牢抓住发展智慧教育的关键环节；

三是构建智慧教育新格局，打造智慧教育

“样板工程”。

雷朝滋指出，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既定的道

路可以遵循，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和挑战

性的工作，它既承载着对当前教育变革的

期望，又承载着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期盼。

他表示，教育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

启迪人的智慧，培养栋梁之才，为国家

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示范区不仅

要探索未来教育发展的模式和方向，更

重要的是要探索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

何培养人才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在此

方面，“智慧教育示范区”肩负着重要

的使命，要对其具有的战略意义予以进

一步的深刻认识。

此外，会议还研讨了“智慧教育示范

区”创建工作绩效评估办法，并部署了下

一步工作安排，保障示范区创建工作稳定

顺利推进。会议由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李

楠主持。

据悉，教育部 “智慧教育示范区”

创建项目于 2018 年启动实施，旨在推动

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实现教育理念

与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创新，提

升区域教育水平，探索积累可推广的先进

经验与优秀案例，形成支撑和引领教育现

代化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2019 年 6 月 28 日，教育部科技司在

雄安新区举行“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

目启动会。经过遴选推荐、综合评议、集

中公示等环节，确定了首批 8 个“智慧教

育示范区”，包括北京市东城区、山西省

运城市、上海市闵行区、湖北省武汉市、

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

都市武侯区、河北雄安新区，同时，设立

2 个培育区域，包括江苏省苏州市和山东

省青岛市。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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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围绕互联网基础建设、网民规模及结构、互联网应用发展、

互联网政务发展和互联网安全等五个方面，力求通过多角度、全

方位的数据展现，综合反映 2020 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

在疫情期间，我国互联网产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

性，不仅为精准有效防控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在数字基建、

数字经济、数字惠民和数字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我

国应对新挑战、建设新经济的重要力量。

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升，“新基建”进程加速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40 亿，

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3625 万，相当于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互联

网普及率达 67.0%，较 2020 年 3 月提升 2.5 个百分点，约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缩小，城乡地区互联

网普及率差异为 24.1%，2017 年以来首次缩小到 30% 以内，网

络扶贫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已越来越多地被网民所了解和

参与。

2020 年上半年，中央密集部署加快“新基建”进度，多个

重要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截至 2020 年 6 月底，5G 终端连接数已

超过 6600 万，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已开通 5G 基站超 40 万个。工

业互联网领域已培育形成超过 500 个特色鲜明、能力多样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

网络零售有效激活经济“内循环”。截至 2020 年 6 月，

我国电商直播、短视频及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较 3 月增长均超过

5%，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 3.09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4430 万，

规模增速达 16.7%。网络零售用户规模达 7.49 亿，占网民整体的

79.7%，市场连续七年保持全球第一。此外，2020 年上半年，我

国移动支付金额达 196.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1%，稳居全球

第一。

IPv6 规模部署工作再上新台阶

2020 年 3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开展 2020 年 IPv6

端到端贯通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进一步强化 IPv6 规模

部署工作。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 IPv6 地址数量达 50903 块

/32，较 2019 年底增长 0.1%，居世界第二位。截至 2020 年 7 月，

我国已经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达到 14.42 亿，IPv6 活跃用户数已

达 3.62 亿；IPv6 国际出入口带宽从无到有，已开通 90Gbps；国

内用户量排名前 100 位的商业网站及应用已全部支持 IPv6 访问。

随着用户增长，IPv6 流量也大幅增长。截至 2020 年 7 月，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LTE 核心网总流量达 4372.06Gbps，

IPv6 流入流量平均占比达 10.25%。

此外，域名等基础资源整体情况持续优化，技术更新升级

不断加快。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CN”域名数量为 2304 万个，

较 2019 年底增长 2.8%，继续保持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数全球

第一。在域名系统部署方面，我国先后引入 F、I、L、J、K 根

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报告发布

IPv6 活跃用户数达 3.62 亿

图 1  我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图 2  我国 IPv6 地址数量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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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服务器，提升我国网民访问域名根服务器的效率，增强互

联网域名系统的抗攻击能力，降低国际链路故障对我国互联网

安全的影响。

《报告》显示，在互联网资源应用方面，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站数量为 468 万个，较 2019 年底下降 5.8%。截

至 2020 年 6 月，“.CN”下网站数量为 319 万个，较 2019 年

底下降 6.3%。2020 年 1 至 6 月，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

745 亿 GB，同比增长 34.5%。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国内市

场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为 359 万款，较 2019 年底减少 8 万款，

下降 2.2%。

在线教育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

2020 年上半年，在“停课不停学”政策的引导和助推下，

全国 2.82 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教育信息化水平进一步

提升。

从供给端看，在线教育与教育信息化相互促进发展。一方面，

多年来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果成为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的重

要基础。另一方面，在线教育的广泛应用实质性推动教育信息化

实践。疫情之前，校内教育信息化的产品及应用多为辅助功能；

疫情期间，各地学校、政府与第三方企业、平台及时推出在线课

程，教育信息化得以真正向教育创新转变。

从用户端看，疫情期间大众对在线教育的认知和使用迅速

提升。一方面，各地教育部门积极推进网络学习平台使用。2020

年 2 月，教育部及 27 个省份分别开通国家级、省级网络学习平

台，为学生居家学习提供托底服务。截至

5 月 11 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浏览

人次数达 20.73 亿，访问人次达 17.11 亿。

另一方面，各大在线教育平台加速渗透下

沉市场，面向学生群体推出免费直播课程，

用户规模迅速增长。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行

业的日活跃用户数量从平日的 8700 万上

升至春节后的 1.27 亿，升幅达 46%，新

增流量主要来自三、四、五线城市。截至

2020 年 6 月，三线及以下城市在线教育

用户占整体的 67.5%，同比提高 7.5 个百

分点。

数字治理体系及                           
网络安全环境不断改善

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7.73 亿，

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7889 万，占网民整体的 82.2%。在疫情的

淬炼下，我国数字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日趋成为政府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和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驱动力。在制度层面，《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

案）》公布，有望填补数据安全领域的政策和法律的空白，将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法治建设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提高网络综合

治理能力，规范网络空间不同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在

机制层面，疫情冲击下围绕政府、平台、社会的多元协同治理

体系正在加速形成，网格化治理等治理模式推陈出新，推动数

字治理的精度、准度和效度不断提升，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趋

势发展。在服务层面，在线政务服务日趋成熟，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成效凸显，“横到边、纵到底”的一体化政务服务体

系初步形成。

2020 年上半年，我国网络安全环境呈现出不断向好的发展

态势。在政策制定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推动

我国网络安全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在用户安全方面，《报告》数

据显示网民遭遇网络安全问题日趋改善，未遭遇任何网络安全问

题的网民占比连续五年保持提升。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网络安

全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现有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已经从

基础网络安全领域延伸到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工业控制、

5G 等不同应用场景，实现了对于基础设备、基础技术、安全系统、

安全服务等多个维度的全面覆盖。

（来源：中国网信网、CNNIC 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政策与焦点·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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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网络强国基石

文 / 本刊记者  王世新

虽然浪费了多年的宝贵光阴，但自从 2017 年底两办

发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以来，中国 IPv6 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进展。当然，这不

过是步入正轨的中国 IPv6 刚刚走完“万里长征第一步”。

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层出不穷、高速迭代的今天，已

近“而立”之年的 IPv6 在中国加快推动和部署的前提下，

亟待发展和创新，以适应我国的超大规模部署，促进高速、

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筑中国

未来“万物互联”新优势。 

IPv6“生态学”

8 月 28 日上午，位于海淀区北部的一家科技园区盛大

开园，这对于遍地科技园的北京来说并不稀奇，但对于中

国 IPv6 来说却意义重大，这是全国首个专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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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北京市政府批准、海淀区政府大力扶持的中关村

科学城重点项目，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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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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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2017 年两办出台 IPv6 规模部署这个重大利好政

策前，这个 IPv6 创新园就获批并开始建设，不能不说其

超前的眼光。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谓：没有金刚钻，

不揽瓷器活。

2017 年对于中国 IPv6 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水岭，10

多年来已经陷入私有地址陷阱无法自拔的互联网产业，对

于国家如此坚定地推动 IPv6 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

就更谈不上技术、产品和产业上的积累和应对了。

但依托 CERNET 的下一代互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

新园却完全不同。CERNET 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

自 1997 年起开展 IPv6 的相关研究，20 年来从未间断，

截至 2016 年已取得 IPv6 相关 RFC 国际标准 21 项，尤其

是在基于真实 IPv6 源地址的网络寻址体系结构、IPv4 over 

IPv6 网状体系结构过渡、IVI 翻译过渡技术上实现了互联

网核心技术的突破。2004 年开通的 CERNET2 是中国下一

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最大的核心网和唯一的全国性学

术网，目前已经建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纯 IPv6 互联网，

41 个核心节点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拥有超过 1000

万的 IPv6 用户数量……二十年磨一剑，有核心技术、有

用户、有实践、有积累、有成果，建设下一代互联网及重

大应用技术创新园可谓水到渠成。

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也体现了中国 IPv6 经历了二十

余年的蹉跎，在人才、存量技术、创新层面的短缺和匮乏。

为了更好地培育 IPv6 应用创新方面的人才和项目，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与赛尔网络投入重金打造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以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

大赛，五年时间累积投入经费超过 6000 万元。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发表论文 825 篇、申请软著 294 项，申请专利

235 项；另完成百余个可以在纯 IPv6 环境下运行的应用系

统、App、网站以及硬件设备等。在已经通过验收的项目中，

有 23 个项目成果获得专家认可，有 8 个项目获得滚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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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经费 100 万，2000 多名学生参与资助项目研发，对

IPv6 专业人才与复合型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中国 IPv6 的发展也要讲“生态学”。

借鉴互联网的发展史，它从最早的出于军事目的的

“阿帕网” 到互联网，一直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

整个过程就如同凯文·凯利《失控》中的“蜂巢”或者杰

夫·斯蒂贝尔笔下的蚁群一样，并非是由一到两个中心化

的人或者机构预期或者计划建构的，而是在“大道至简”

的体系规则和需求法则下，整个群体都基于各自利益有意

识地为其增砖添瓦，技术创新。随着参与个体数量的增加，

整体的密集程度会突破某个临界点，这样，集群就会从个

体中涌现出来，最终使得最初用于部门联络的“局域网”

发展成为可以连接一切的“互联网”，并成为所有产业发

展和变革的底层逻辑。

下一代互联网及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园实际上也是要

打造这样的一个“生态”，IPv6 创新应用示范将在园区

构建“一核心、两产业、六平台”的产业服务体系。明确

下一代互联网与网络空间安全两大产业功能定位，打造

IPv6 技术转化平台、网络安全创新平台、双创教育孵化

平台、国际业务拓展平台、产业资源交流平台、科技金融

服务平台六大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 IPv6 接入与网络服

务、IPv6 数据中心托管、企业网站 IPv4 到 IPv6 升级改造、

IPv6 技术与应用测试等 IPv6 特色服务，为入园企业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发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的资源优势，抓住国家 IPv6 部署和创新创业契机，集聚

下一代互联网高端创新要素，打造技术研发、人才培养、

产业服务、成果转化等一体化发展的科技创新、孵化基地。

一个 IPv6 产业创新的科技园区立起来了，以此为示范，

希望有更多的创新园、企业、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在全国

生发出来，以产业推动部署，以生态促进发展，在国家的

强力推动下，中国 IPv6 这曾经的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49 年 3 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说：夺取

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句话用来类

比重新回到正轨的中国 IPv6 发展态势，也是相当准确的。

如果从 1998 年清华大学李星教授领衔建立的中国

第一个 IPv6 试验网算起，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研究和实践

经历了星星之火的白银时代和万马齐喑的青铜时代，到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互联

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峰回路转再现

曙光，整整过去了 20 年的时间。

这期间，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IPv6 领域，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关研究和部署后来居上，突

飞猛进。在 IPv4 地址池枯竭的刺激下，我们邻国印度的

IPv6 用户甚至一跃成为全球第一，而当时中国 IPv6 用户

普及率仅排在 67 位。

我国对于 IPv6 的重视并且倾“举国之力”发展，以

至于大多数老百姓到现在为止还对 IPv4 与 IPv6 分不清楚、

搞不明白的情况下，仅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下一代互联

网规模部署就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喜。

这也是逼上梁山，不得不改。即便 IPv4 地址不耗尽，

随着移动终端、物联网以及 5G 的发展，面对 IP 地址的爆

炸式需求，IPv4 也最终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以物联网

为例，其物联终端预计将需要 200 亿个以上的 IP 地址来

进行网络连接，而 IPv4 仅能提供的大约 40 亿左右网络地

址，根本无法满足终端独立联网的需求。仅此一项，发展

IPv6 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事实上，IPv6 已经成为万物互联的根基和保障。换

言之，如果继续沉迷于私有地址转换的“小便宜”，将会

失去新一轮互联网创新革命的“大机遇”。

随着规模部署的推进，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

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IPv6 已然成为包括新基建、教育

专网在内的新兴基础数字设施建设最根本的“基石”。可

以说，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是互联网技术产业生态的一次全

面升级，深刻影响着网络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创新和

变革。大力发展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有助于提升我

国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高端发展水平，高效

支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

促进网络应用进一步繁荣，大幅提升重要数据资源和个人

信息安全保护水平，进一步增强互联网的安全可信和综合

治理能力，打造先进开放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生态。

据介绍，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实施两年多以来，我国

已经初步形成了政企联动，高效协同，多方参与，网络、

应用和终端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IPv6 已经从“能用”逐

渐步入“好用”阶段。

但正如业内人士所说，IPv6 规模部署之后，其发展和

挑战才刚刚开始，可谓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非要有“雄

关漫道，道阻且长”的思想准备和魄力才行，但更重要的

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数据上的繁华，而必须要有“而今迈步

从头越”的决心，亟待高校、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加强

IPv6 的研究、试验和创新，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

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为网络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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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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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技术挑战提供了一个新的创

新平台。IPv6 下一代互联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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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CERNET 专家

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

在 8 月 28 日举行的“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如

此表示。

吴建平院士在论坛上作了《IPv6 下一代互联网体

系结构的机遇和挑战》的主题报告。他指出，互联网

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互联网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

（CPU）、软件操作系统（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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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结构是互联网关键核心技术

吴建平表示，二十世纪后期，人类有两项最伟大

的战略工程，一个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引发了人

们对太空的探索。另一个就是互联网计划，互联网的

诞生及发展逐渐营造出一个虚拟空间。这两个计划深

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社会。

他表示，互联网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互联网体系结

构，旨在研究互联网各部分功能组成及其相互关系。

其中，网络层对下使用各种通信手段，对上支持各种

应用，承上启下，保证全网通达，是体系结构的核心。

互联网体系结构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传送格式、转发

方式及路由控制。传送格式由 IPv4 向 IPv6 演进，无连

接分组交换的转发方式保证互联网的高效传输。在传

送格式和转发方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推进路由控制

不断满足通信和应用发展需求（复杂多变量）以达到

全网最优，成为了互联网研究的重大科学难题。

互联网体系结构已被历史证明具有强大的力量，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它不是为任何特殊应用而

设计的网络，只传递数据包；可以运行在任何通信技

术之上；允许在网络边缘创新——不为增加任何新的

应用和服务而改变网络；足够可扩展；为新协议、新

技术和新应用开放。

互联网体系结构面临重大技术挑战

吴建平指出，互联网体系结构在发展中不断演进

和创新。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面临着扩展性、安全性、

实时性、移动性和高性能等重大技术挑战。其中，应

用需求最迫切、用户体验最明显的三大挑战是扩展性、

安全性、实时性。每一项技术挑战都引出复杂的科学

问题。

扩展性背后的科学问题是超大空间的高效路由寻

址。网络空间扩展为编址和路由带来新的挑战。

安全性背后的科学问题是开放网络的跨域可信访

问。互联网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是互联网

缺乏可知、可溯源的基本信任体系。互联网安全技术

吴建平：IPv6 是未来互联网的主要创新平台

吴建平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CERNET 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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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研究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传统思路“有病治病”，也

就是“补漏洞”，对出现的安全攻击，以“打补丁”

的方式解决单一问题；而另一种新思路是“增强体质”，

另辟蹊径，从体系结构上解决安全可信。

实时性背后的科学问题是竞争资源的实时传输控

制。互联网缺乏实时性保证，许多应用会受到限制。

工业控制、虚拟现实、车联网、远程医疗等重要行业

和领域需要网络实时性保障。

体系结构研究竞争愈发激烈

据介绍，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互联网体系结构的

研究，比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 2013 年建议报告

及欧盟的“ICT in Horizon 2020”报告都提到了对互联

网体系结构的投入。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长期支持互联网体系

结 构 研 究， 其 在 1986 年 资 助 了 采 用 互 联 网 体 系 结

构的 NSFNET。互联网成功后，NSF 仍每五年资助

新 项 目。 包 括 2000 年 资 助 NewArch 项 目（Future-

Generation Internet Architecture），2005 年资助 FIND

（Future Internet Design）和 GENI（Global Environment 

for Networking Innovations）项目，2010 年资助 NDN

（Named Data Networking）、Mobility First、Nebula

及 XIA（eXpressive Internet Architecture）这 4 个未

来 互 联 网 体 系 结 构 项 目，2015 年 资 助 FIA（Future 

Internet Architectures）和 SaTC（Secure and Trustworthy 

Cyberspace）项目。进入 2020 年，NSF 正研究互联网

体系结构下一步资助。互联网体系结构研究从未停止，

竞争越来越激烈。

推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国际组织是 IETF（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该机构最高领导层

为 IAB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即互联网体系结

构工作组，其使命是保证互联网平稳的发展。截至

2018 年 6 月，IETF 已完成 8439 项 RFC（Request For 

Comments），其中，由中国牵头的有 101 项。这说明，

中国在互联网标准制定方面刚刚起步。

IPv6为互联网体系结构提供创新平台

吴建平表示，互联网体系结构是网络空间的“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互联网体系结构存在

设计缺陷，为互联网安全性带来挑战；另一方面，我

国在网络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尚未掌握“命门”。

IPv6 为解决全球性重大安全问题以及我国掌握“命门”

提供新的技术平台。

吴建平回溯了 IPv6 提出和设计的过程：1990 年，

IETF 开始 IPv6 行动，收到 21 个建议；1992 年，7 个

建议被讨论，成立了 IPng 工作组；1993 年，3 个比较

好的建议发表在 IEEE Network 上，进一步讨论，修改、

结合后，形成 IPv6；1996 年，IETF 正式批准第一个

IPv6 标准 RFC1883。

2016 年 11 月，IETF 最 高 领 导 层 IAB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发表关于 IPv6 发展的重要声明。

声明表示，希望 IETF 能够在新 RFC 标准中，停止要

求新设备和新的扩展协议兼容 IPv4，未来的新协议全

部在 IPv6 基础上进行优化。

相比 IPv4，IPv6 主要的变化包括：首先是地址变

长，由 32 位变成 128 位；其次是包头简化，IP 包头

由 13 个域减少为 7 个域，提高了路由器处理速度。

此外，IPv6 增加了组播支持，增加了对自动配置的

支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最重要的是，允许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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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从 1998 年开始 IPv6 研究，至今已有 20 多年。

当国际上对 IPv6 还没有充分重视的时候，中国已经走

在前面。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在 2008 年

完成第一期目标，建成全球最大的纯 IPv6 示范网络；

此外，攻克了一批关键技术，开发了一批重大应用。

我国 IPv6 发展虽中间有过停滞状态，但在我国

政府的大力推动下，IPv6 近来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

2017 年两办发布了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进一步明

确了发展下一代互联网的必要性、主要目标、重点任

务和保障措施，要求“从互联网应用、网络基础设施、

应用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关键前沿技术等五大领域

深化 IPv6 发展。”2020 年是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收官

之年，将会迎来新的突破。

我国推动 IPv6 大规模部署，对拓展网络空间和解

决网络安全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会，给体系结构的创

新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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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院士表示。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

论坛上的讲话整理，整理：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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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Pv6 互联网发展呈加速态势

在“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推进 IPv6 规

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发布了《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我国 IPv6 规模部署工作呈现加速发展态

势，截至 2020 年 7 月，各项指标均取得积极进展。

IPv6活跃用户数持续上升

IPv6 用户数是反映 IPv6 发展状况的核心指标，包

括 IPv6 活跃用户数和已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

IPv6 活跃用户数是指中国内地具备 IPv6 网络接入

环境，已获得 IPv6 地址，且在近 30 天内有使用 IPv6

协议访问网站或移动互联网应用（APP）的互联网用

户数量，直观反映我国网站和移动互联网应用 IPv6 改

造情况。

已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指基础电信企业在近 30

天内为用户分配 IPv6 地址的数量，反映 LTE 网络和固

定宽带接入网络 IPv6 的改造情况。

根据对部分典型互联网应用的实时监测和采样统

计，截至今年 7 月底，我国 IPv6 活跃用户数为 3.62 亿

（图 1），占比达 40.01%。此外，得益于三大基础电

信企业和教育网加快改造进度，我国已分配 IPv6 地址

用户数达到 14.42 亿，其中 LTE 网络已分配 IPv6 地址

的用户数为 12.17 亿，固定宽带接入网络已分配 IPv6

地址的用户数为 2.26 亿。

趋势表明，自 2018 年底开始，基础电信企业 LTE 

网络 IPv6 分配地址用户数增长趋于平稳。根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统计数据，我国 LTE 网络用户总数为 12.82 亿，

分配 IPv6 地址的 LTE 用户比例已超过 90%，综合考虑

LTE 存量终端的 IPv6 支持情况，运营商侧 LTE 网络改

造工作基本完成。固定宽带接入网络改造环节多，周

期长，存量家庭终端升级复杂，改造进度整体落后于

LTE 网络，用户数增长缓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

计数据，目前我国家庭宽带用户已达 4.34 亿，相对于

庞大的宽带用户数量，IPv6 升级改造空间巨大。

IPv6流量上涨

IPv6 流量客观体现 IPv6 协议在我国基础网络中的

实际使用情况。监测结果显示，随着互联网应用加大

上线力度，城域网流量、LTE 网络流量均大幅上升。

截至 2020 年 7 月，城域网流入流量达 4724.42Gbps,

流出流量达到 2280.03Gbps。LTE 核心网流入流量达

4057.10Gbps，流出流量达到 314.96Gbps。

此外，骨干直联点和国际出入口流量也有较大

提升。其中，骨干直联点总流量达 246.27Gbps，国

际 出 入 口 流 入 总 流 量 达 72.09Gbps， 流 出 总 流 量 达

29.17Gbps。相较于所开通的国际出入口 IPv6 带宽，中

国电信及中国联通流入宽带使用率均已超过 95%，需

加快扩容升级。

IPv6基础资源建设和云端改造情况

IPv6 基础资源反映我国 IPv6 资源的拥有及使用情

况，主要包括 IPv6 地址拥有量和自治系统（AS）数量。

当前我国 IPv6 地址申请量保持较快增长，IPv6 地址拥

有量能够满足当前 IPv6 商业规模部署的要求，但是随

着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我国未来

对于 IPv6 地址的需求量依然较大。

截至 2020 年 7 月，我国已申请 IPv6 地址资源总量

达到 50209 块（/32）（图 2），居世界第二位，而我

数据来源：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

数据来源：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

图 1  我国 IPv6 活跃用户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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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在互联网中通告的 AS 数量为 609 个。在已通告的

AS 中，支持 IPv6 的 AS 数量为 325 个，占比 53.4%。

云端就绪度反映我国应用基础设施的 IPv6 支持就

绪程度。截至 2020 年 7 月，三大基础电信企业的超大型、

大型及中小型 IDC 已经全部完成了 IPv6 改造。三大基

础电信企业的递归 DNS 全部完成双栈改造并支持 IPv6

域名记录解析。云服务企业、CDN 企业也加快了 IPv6

的改造进度。

2020 年 7 月，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秘书处

对阿里云、腾讯云、网宿科技、金山云、百度云、华为云、

京东云、帝联科技、Ucloud、白山云、七牛云、中国移动

等 12 个典型 CDN 企业的 IPv6 支持率进行了测试，12 家

企业 IPv4 节点数为 5054 个，经过测试验证，其中，3707

个节点经过测试可以提供 IPv6 服务。12 家企业平均 IPv6

节点占比为 75.99%、平均 IPv6 带宽为 77.93%。

云服务企业加快 IPv6 改造，国内主要 11 家云服

务企业，均加大了对云主机、容器引擎、负载均衡、

域名解析、对象存储、MySQL 云数据库、MongoDB 云数、

据库、API 网关、Web 应用防火墙、DDOS 高防、文件

存储（NAS）、对等连接服务（VPC）、HTTPDNS、

数据库审计、微服务引擎、MapReduce 服务、设备接

入服务（IoT Hub）、区块链服务、视频直播和人脸识

别等 TOP20 云产品的 IPv6 改造。

网络就绪度情况

网络就绪度反映我国网络基础设施的 IPv6 支持就

绪程度。

截至 2020 年 7 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

联通均完成了全国 30 个省，333 个地级市的 LTE 网络

IPv6 改造。

截至 2020 年 7 月，在包括骨干网、城域网及骨干

直联点的固定网络中，三大运营商的骨干网设备已全

部支持 IPv6，并全面开启 IPv6 承载服务；且均已完成

30 个省级行政区城域网网络 IPv6 改造；13 个骨干网

直联点已经全部实现了 IPv6 互联互通。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教育网和科技网累计

开通 IPv6 网间互联带宽 6.39Tbps，IPv6 国际出入口带

宽“从无到有”，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已开通 IPv6 国际

出入口宽带 90Gbps。

终端 IPv6改造情况

在 LTE 移动端方面，苹果系统在 iOS12.1 版本后，

安卓系统在 Android8.0 版本后，已全面支持 IPv4/IPv6

双栈协议。经测试国内支持 IPv6 的 LTE 移动终端包括

华为、小米、三星、苹果、OPPO 等品牌的 48 款手机。

固定终端包括智能家庭网关及家庭无线路由器。

在固定终端方面，三大基础电信企业 2018 年以来采集

的智能家庭网关机型已全面支持 IPv6，正在逐步开展

存量家庭网关的升级工作。

然而，在家庭无线路由器方面，目前市售的主流

无线路由器对 IPv6 的支持度较差，普联、小米、网件

及腾达等 4 个品牌共 13 款新上市的样品均具备 IPv6

协议栈，地址获取及分配正常，但全部需要手动配置

后才能开启 IPv6 协议栈，未做到默认开启。

各类网站 IPv6改造情况开展

据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显示，当前我国网络

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 IPv6 改造比较深入，已分配

IPv6 地址的宽带用户数初具规模，但总体 IPv6 流量仍

旧偏低。后续需加大 IPv6 改造深度和广度。

截至 2020 年 7 月，国内用户量排名前 100 位的商

业网站及应用，均可通过 IPv6 访问；

政府网站：全国 91 家省部级政府网站中，主页可

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88 家，占比为 96.7%；

中央企业网站：全国 96 家中央企业网站中，主页

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81 个，占比为 84.38%；

中央重点新闻媒体网站： 13 家中央重点新闻媒体

网站中，主页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6 家，占比

为 46.15%；

高校网站：教育部公布的 137 所“双一流”高校

网站中，主页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73 家，占

比为 53.3%。 （本文整理自《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

图 2  我国 IPv6 地址数量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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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IPv6 逐渐成为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基于

IPv6 的应用蓬勃发展。那么，IPv6 地址本身发展情况

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 IP 地址

概述，包括 IP 地址的发展史以及管理分配机构等；二

是全球 IPv6 地址的分配情况，相关分配数据传递了什

么信息；三是基于分配数据的一些分析和思考。

IP 地址概述

首先，IP 地址是 Internet 运行方式的核心。每个设

备都需要一个 IP 地址才能连接到 Internet 并与其他计算

机、网络和设备通信。Internet 协议常见的是版本 4 和版

本 6。其实 IPv7、IPv8、IPv9 等也都有相应的 RFC，但

只是实验性协议，没有获得正式认可。IP 地址在互联网

中的重要性可通过图 1 所示沙漏模型充分体现。

近些年，除技术领域外，人们赋予了 IP 地址一些

新的意义，世界统计年鉴以及一些关于网络空间的文

献等，把国家 IP 地址的拥有量用作衡量一个国家互联

网普及率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IP 地址的拥有量决

定了该国网络的发展和演进情况。

那么，人们是如何管理和分配 IP 地址的？

1981 年 RFC791 标准定义了 IPv4 的结构，并将

IPv4 地址分为 A、B、C、D 四类，由于划分标准较为

粗糙，地址空间迅速耗尽。具体表现为路由信息未聚合，

Internet 路由表的增长不受控制，C 类地址（最多 254

个主机地址）太小，而 B 类地址（最多允许 65534 个地址）

太大，无法广泛分配。为此，涌现出各种技术，包括子网、

超网，直至 1993 年 CIDR 无类别域间路由相关 RFC 标

准的出台。

伴随着地址分类的问题，IP 地址的注册分配问题

也逐渐浮出水面。早期 IP 地址注册工作是由被誉为“互

联网之神”的 Jon Postel 在其文本文件里完成的。但随

着 Internet 的发展，注册表的计算已经超出了其文本文

件容量，此项工作已无法完成。随后，他主持创建了

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在此之后，有人提出

需要进行授权注册，且需依据区域分布进行。经过一

系列演进，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层级管理。IANA 授权全

球 5 大区域注册管理机构（RIR）负责本区域内的注册

管理。国家或者地方注册管理机构，甚至是 ISP 都可

以成为区域注册管理机构的会员，申请 IP 地址自用或

IPv6 地址数与国民经济发展正相关

图 1  互联网体系结构沙漏模型

图 2  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的管理体系

全球 IPv6 分配数量从 2008 年开始增加，2014~2015 年出现一个小高峰；稳定 3 年后，

2018~2019 年又持续增高。据对全球 250 多个国家或经济体的统计显示：

负责协调管理全球 IP 地址和 AS（自治系统）号的机构是 IANA，它授权全球 5 大区域注册管理机构 (RIRs)

负责不同区域 IP 地址注册管理。这 5 大区域注册管理机构包括成立于 1992 年，管理欧洲（包括格陵兰

岛）、中东和部分中亚地区的 RIPE NCC；成立于 1993 年，管理亚太地区的 APNIC；成立于 1997 年，

主要管理北美地区（格陵兰岛除外）的 ARIN；成立于 2002 年，主要管理拉丁美洲地区的 LACNIC；

以及成立于 2005 年，管理非洲地区的 AfriNIC。



2020.10 中国教育网络 17

政策与焦点

者分配给自己的用户。

5 大区域注册机构负责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分（图 2），

其中成立最早的是管理欧洲、中东和中亚 IP 地址的

RIPE NCC，于 1992 年成立；1993 年亚太地区的 APNIC

成立；由于美国当初有 InterNIC，管理北美地区 IP 地址

的 ARIN 于至 1997 年才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互联网地址注册机构 LACNIC 于 2002 年左右在乌拉圭

成立；非洲地区的管理机构 AfriNIC 于约 2004 年正式成

立，后两者相对于最早的两个机构晚了约 10 年。

值得一提的是，CERNET 作为 APNIC 的成立会员

（founding member）之一，于 1994 年 12 月申请到了

10 个 B 类地址，这是国内第一块用于全国范围内互连

网络的地址块。

随着 IP 地址分配机构和流程的规范化，IP 地址的

管理有所优化，但很快出现了新的问题——IPv4 地址枯

竭。全球已分配的 IPv4 地址总数为 37.0 亿，目前全球

人口约为 77 亿，人均 IPv4 地址值为 0.37，枯竭是必然的。

2011 年左右，APNIC 宣布进入最后一个 /8 的分配阶段，

IPv4 的分配政策调整为每个用户可申请 /22（相当于 4

个 C 类地址），2018 年又将其调整为 /23（相当于 2 个

C 类地址）。与之类似，其它地区目前最后剩余地址量

也都有限，在可预测的未来地址必将枯竭（图 3）。

针对 IPv4 地址枯竭的情况，各注册机构均采取

了许多措施，比如通过地址转移释放没有被路由的地

址；又如在区内或者区域间转换，区域间转换主要是

在 APNIC、ARIN 和 RIPE 这三大区之间进行。而这三

大区中，ARIN 具有总量最多的可转换地址，这也表明

该地区早期确实申请了较多地址。

在各机构采取措施的过程中，发生了 IP 地址囤积

等行为。为此，CNNIC 今年更新了对其联盟会员 IP 地

址的管理办法，细化了地址转让相关条款，规范地址

转让市场。CERNET 的 IP 地址是不允许转让的。

全球 IPv6地址分配情况

IPv4 地址空间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用尽，但随

着 Internet 的发展，对地址的需求仍在继续。随着移动

宽带和物联网的发展，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数量将大

量增加。截至目前，已有约几百亿数量的设备连接到

Internet。显然，支持未来互联网发展的唯一方法是采

用下一代 IP 地址 IPv6。

IPv6 的发展始于上世纪 90 年初，1998 年 IPv6 标

准协议 RFC2460 获通过，经过 20 年不断演进，2017

年完成其标准化历程。CERNET 于 2000 年 4 月申请到

国内第一块 IPv6 地址（/35）。此后，经过三大区域注

册机构联合研究，APNIC 于 2002 年发布了关于 IPv6

的分配政策。关于 IPv6 地址的分配和管理是业界持续

争论的话题之一：是继续维持 IPv4 的层级分配模式，

还是可以有新的方法？

约在 2004 年，国际电联提出了一个仅基于国家主

管部门的新 IPv6 地址空间分配流程，原因是 IPv6 资源

足够多，可以像电话号码一样，由各个国家自行管理。

5 大 RIR 机构则强烈反对，认为 IP 地址本质上是没有

国家属性的端点网络标识符，且其分配原则必须主要

由与 Internet 生存能力有关的技术考虑来指导，以确保

全球资源稳定、公平和一致分配的需要。目前仍在继

续采用 IPv4 地址的分配模式。

IPv6 地址空间巨大，目前使用的是前三位以 001

开头的地址，也即 2000：：/3 只 3FFF：：：/3. 之间

的所有地址。之前分配的为 /17 或者 /18 的地址块，在

分配原则争论之后的 2006 年，IANA 又为各 RIR 分配

图 3  全球 5 大区域注册管理机构 IPv4 地址耗尽模型 图 4   a-1999~2011 年 ,b-2011~2020 年上半年全球 5 大 RIR IPv6 地址分配情况

（图片来源：blog.apnic.net）
（图片来源：《Internet Number Resource Stat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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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2 的 IPv6 地址。

从图 4 可看出，全球 IPv6 分配数量从 2008 年开

始增加，2014~2015 年出现一个小高峰；稳定 3 年后，

2018~2019 年又持续增高；2020 年仅有上半年数据，

但亚太地区提升趋势明显。整体而言，全球累计分配

的 /32 IPv6 地址分配数量排名依次是欧洲，亚洲，美

洲。成立最早的管理欧洲等地区的 RIPE NCC 每年分

配的 IPv6 地址数量最多，其次是管理拉丁美洲地区

的 LACNIC，管理亚太地区的 APNIC 居中（仅在 2016

年短暂超过 LACNIC），北美地区的 ARIN 和非洲的

AfriNIC 则分别为倒数第二和第一。通过统计数据我们

也注意到，申请 IPv6 地址的会员单位占比较大，已超

过 50%。并且都有一定比例的纯 IPv6 会员。ARIN 由

于 IPv4 地址已经耗尽，所以纯 IPv6 会员比例最高。同时，

IP 地址分配数据也让我们意识到，全球拥有 IPv6 地址

的单位日渐增加，IPv6 时代已然来临。

基于 IPv6分配数据的分析和思考

依据拥有的 IPv6 地址数量对全球 250 多个国家或

经济体进行统计排名，根据截止到 2020 年 3 月的数据

（数据来源 https://labs.apnic.net/dists/v6cc.html），中国

排在第二位（与 IPv4 地址拥有量排名相同）。我们根

据网上公开数据对 IPv6 地址数量相关因素进行了简单

分析，分析显示，IPv6 地址拥有量与 IPv4 地址用量排

名数据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尤其是排名靠前和靠后

位置更为明显（图 5）。

IPv4 地址拥有量排名靠前的，IPv6 地址拥有量也

靠前。排名比较靠前，但却比较离散的两个点分别是

伊拉克和摩洛哥。

那么，IP 地址是否与国民经济有关？如图 6 所示，

基于现有数据，IPv6 地址持有量与 GDP 也具有一定的

正相关性，且同样是持有量排名靠前和靠后位置相对

明显。

最后，IPv6 地址数量与人口数量是否相关？我们

同样也进行了相关分析，如图 7 所示，结果是离散的。

上述 IPv6 分配数量排名与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但其具体成因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地址申请还在持续进行，随着 IPv6 的进一步普及，

相信以上相关性还会动态变化。由于 IPv6 地址资源丰

富，应该不会出现类似于 IPv4 地址在发达地区和落后

地区之间分配数量鸿沟无法抹平的情况。这就使得发

展过程中的相关性更有意义。

我国在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的指导下，IPv6 使

用率定将直线上升。然而，拥有 IPv6 地址仅是开始，

各界需在尽可能探索 IPv6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共同努

力，迎接纯 IPv6 时代的到来。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

图 5  IPv6 地址持有量与 IPv4 地址持有量相关性分析

图 6  IPv6 地址持有量与 GDP 的关系分析

图 7  IPv6 地址拥有量排名与人口数量排名的相关性分析



2020.10 中国教育网络 19

政策与焦点

众所周知，高校的远程教育、在线教育对于视频的需

求极大，特别是此次疫情期间，大家几乎足不出户，但是

教学科研等各项活动不能停，对视频的依赖更加凸显。

视频服务一直是 CERNET2 一项重要特色服务，基

于 IPv6 的视频服务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已初见规模，

并得到了诸多高校的大力支持。

全球视频流量在过去几年中突飞猛涨。而且，需

要强调的是，视频流量的增长不是线性增长，而是呈

指数级增长。可以说，视频流量持续增长已完全成为

全球互联网统一的发展趋势。

从终端设备来看，用户从固定终端到移动终端，

伴随 Wi-Fi 及 4G、5G 技术的发展，视频终端的数量、

视频服务、视频产品也呈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基于 IPv6 的视频服务更有着

重要的应用前景。

CERNET2视频分发平台建设历程

回顾 CERNET2 视频分发平台的建设历程，最

初来源于由北京邮电大学、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北

京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于 2000

年前后发起的 CERNET 大讲堂，它主要是提供跨校

讲座视频分发服务。其初衷是高校拥有丰富的课程、

讲座资源，在多方许可的基础下，我们想在互联网

上进行分享。

基于此，我们与一些老师签署了知识产权协议，

录制他们的课程和讲座，并逐渐积累了几百位教师的

上千门课程。当时的服务中心主要还是在北邮，服务

范围仅在北京地区开展。

2008 年，受 CNGI 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视频直播 /

点播系统应用示范项目支持，我们尝试开展 IPv6 视频

分发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实现，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

大规模视频直播 / 点播系统。

伴随新项目落地，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基础硬件、

开发软件、业务统计等相关内容的建设，从而将服务

范围进一步扩展。

现在，我们的视频分发平台覆盖了全国 24 个省 /

市 / 自治区，41 个城市，纯 IPv6 流量超过 60G，视频

频道超过 100 个，服务 400 余所高校。其中，有些高

校引入视频并就近分发，不占用主干网宽带流量，使

用户体验感更佳。

在视频资源极其丰富的今天，视频服务对网络底

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视频

服务就要保证质量、防止丢包，为此我们严格控制抖

动的硬指标参数。 

平台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北邮，防

疫期间的各类工作部署，各类课程的答辩、硕博士生

招生等，大量通过此视频服务系统来进行，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

加强技术研发，提升视频服务质量

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做好视频服务平台，就需要

能充分利用 IPv6 的服务质量特征、服务能力特征和安

马严：高校协同打造 IPv6 视频服务

马严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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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控特征。

当前，视频分发系统的服务器是纯 IPv6 的，所以

IPv6 用户可以点对点直达保证实时在线，IPv4 用户通

过 IVI 过渡技术无感地连接，IPv6 服务也能有很好的

用户体验。

在 IPv6 视频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与验证方面，我们

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应用 P2P 技术支持视频课程播发、

CDN 平台对 IPv6 技术的应用、视频流调度保障服务质

量的研究、利用 CERNET2 主干网实现跨园区的 IPv6

组播等。通过对相关网络技术进行研究，提升了用户

体验，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

随着平台的逐渐升级，其服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实现了手机移动端便利、实时上网观看重要新闻直播

（如国庆阅兵、体育赛事），实现了多校区 / 校内外观

看（如学生活动直播 / 教学资源线上点播），并为网络

科研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视频服务平台客户端利用 HLS 协议和 HTML5 播

放器提供更好的多类型终端支持，更低延时的直播，

并提供点播资源管理能力。

目前，平台已有百余名高校信息化老师加入，由

吉林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等提供部分视频资源，

并由东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作为

地区性二级分发节点。大家自带粮票、自带设备、自

带线路，共同推动建设，积极性很高。视频服务蕴含

巨大价值，希望更多高校能够加入到这项工作，更好

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促进各个学科发展。

未来，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高校教育视频工作小组，

大家在技术、服务、安全、管理、资源方面实现更多

共享，增加更多视频分发点，形成多级分发 CDN 网络；

汇集更多各类教育和科研资源，

如教育相关课程和学术讲座，信

息化相关培训等，更好服务教育

网的广大用户，并可以面向各级

各类教育用户，以支持信息化工

作、支持教育网发展、支持个人

用户，支持教师利用视频技术学

习、进修，并分发自己优秀的教

学资源。

在相关网络技术研究方面，希

望大家把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方面的发展方向，开展 VR/AR 传

输实验验证，掌握安全、可靠的传

输技术等各类技术研究，迎接高清、

Wi-Fi 6、5G、新型压缩编码、传

输与播放优化、AI 在视频服务领

域的应用，进一步打造高质量视频

服务能力。

( 本文根据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马严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整理：

朴艺娜 )

图 1   基于 IVI 技术的 IPv4/IPv6 高负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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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在中国蓬勃发展，成绩喜人。来自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及《2020 全球 IPv6 支持度白皮书》的数

据显示，中国 IPv6 用户数 3.178 亿，活跃用户数 1.27 亿，

跃居全球第三；中国 IPv6 地址申请量占全球 15.91%，

跃居全球第二。

从我的个人体会看，因为 IPv6 基础设施看不见摸

不着，神秘而伟大，且网站少，应用少，用户缺少获得感，

所以推动起来非常困难。 

另外，IPv6 技术较为复杂，从 IPv4 升级到 IPv6 是

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更为重要的是相关人才的缺乏，

导致大家对于 IPv6 的推进部署缺乏积极性。

而在研究部署 IPv6 方面，CERNET 可谓付出了坚

持不懈的努力。1998 年，CERNET 首次将 IPv6 引进中

国，积极推动 IPv6 研究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多年来，

CERNET 承担了多项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工作，并在

教育科研的关键领域不断创新，开创了多个“第一”。

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养方面，2015 年，CERNET

大力投入创建了“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吸

引了 100 多所高校近千名教师学生参与其中，产生了

诸多研究成果。

这些举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多力量，

共同将 IPv6 这项工作更广泛地推动起来，以积极推进

国家战略，大规模部署下一代互联网。

CARSI 和 eduroam 孵化于 CNGI 下一代互联网，成

长于普遍需求和创新发展的天然的生长环境中，在下

一代互联网方面服务范围广，受益用户多，颇具推广

价值。

CARSI：随时随地访问受限资源

CARSI 是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联邦认证与

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是 CERNET Authenti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Infrastructure 的 缩 写。CARSI 由

CERNET 网络中心管理，北京大学计算中心研发并提

供技术支持，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提供日常运行和用

户服务，为已建立校园网统一身份认证的高校和科研

单位提供联邦认证和全球学术资源共享服务。由于在

CERNET2 环境下研发，所以 CARSI 天然支持 IPv6。

CARSI 服务可以用于解决随时随地访问学校已采

购电子资源的问题，它囊括了 29 万种期刊，380 万册

电子书，5.5 万种实验视频，880 万篇学位论文，3 亿

条专利，10 亿条数据。可以说使用 CARSI 服务，通过

校园网账号和密码，高校师生在家就可以一键直达亿

万电子资源。

2019 年 5 月 24 日，CARSI 服务获准正式加入全

球身份认证联盟 eduGAIN，成为全资格会员。eduGAIN

由欧盟发起，覆盖 68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3875 所高

校用户，3027 个可访问资源。加入其中之后，CARSI

机构用户可以简单接入 eduGAIN 资源，CARSI 资源可

以简单服务 eduGAIN 机构用户，而无需进行复杂的调

试。加入 eduGAIN 之后，我们对 CARSI 系统和管理流

程进行了升级，运行更规范，服务更便捷。期间，如

果没有 CERNET 团队以及赛尔网络有限公司的全力支

张蓓：支持 IPv6 的 CARSI 和 eduroam

张蓓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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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难以坚持到今天。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师生全部被

隔离在校园之外，由此带来了一个巨大困难——VPN

不堪重负，频繁掉线。在此背景下，无需通过 VPN，

无需使用校园 IP 地址即可访问全球电子资源的 CARSI

服务，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疫情期间，CARSI 用户由 22 个学校增加到 592 个，

增长了 26 倍，其中 438 个学校已经上线，接入的运营

服务商由 7 个增加到 59 个，增长了 8 倍，产品数量由

42 个增加到 560 个，增长了 13 倍，单日最高 IPv4 认

证次数 46 万次，单日最高 IPv6 认证次数 5800 次。当前，

CARSI 已经成为英美之外的 eduGAIN 第三大国际合作

组织。

当然，CARSI 服务呈现出的巨大爆发，主要源于

需求驱动，因为它解决了访问资源“一键可达”的问题，

它就像一枚金子，金子总是要发光的。无论是高校还

是服务提供商，都看到了它的服务价值，这个价值就

在于它真正服务科研。我认为，CARSI 是诠释信息化“服

务科研”最为贴切的一个应用。

我们一直强调要修路，但是修完路还要有车，

CARSI 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一辆车。CARSI 可以解决五

大问题：解决高校人员身份真实性问题，为“我是我”

提供证明；解决高校已采购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节

省资源采购支出；解决随时随地资源访问问题，突破

资源仅限校内访问的限制，访问方式更灵活；解决高

校优质资源扩大化应用问题，一校建设成果受惠整个

行业；解决面向特定人群提供服务问题，服务对象更

精准，服务计划可落实。此外，CARSI 服务还具有便捷、

安全、国际化、全面支持 IPv6 及灵活的访问控制等技

术优势。

CARSI 的高速发展还在于其背后的专业化研发和

服务。2019 年 12 月，我们对平台进行了重新构建，旨

在提供更为方便的服务，更为便捷的安装，更为标准

的配置。北大团队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服务，加之赛尔

团队的市场宣传和用户沟通，打造了一支密切配合的

队伍，保证了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能够为大家提供

良好的支持服务。

目前，CARSI 服务已可支持电子资源类、高性能

计算类、正版软件类、就业创业辅导类、多媒体教学

资源类、考试资源类、专利类、数据类等多种类型的

应用，正在为高校信息化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CARSI 的线上环境、预上线环境的全部服务环境均已

支持 IPv6。我们的 IPv6 访问仅有 1%，虽然很少，但

是已经存在，且 95% 的高校都运行稳定，可以证明

IPv6 是发挥作用的。

eduroam：带你畅游世界

eduroam （education roaming) 是专为科研和教育

机构开发的安全的环球跨域无线漫游认证服务。如果

说，CARSI 可以让你在家畅游世界，那么 eduroam 就

是带着你去畅游世界，它可以提供全球教育无线漫游

服务。

eduroam 的信号在美国和欧洲的覆盖程度如何呢？

除了最为普遍的大学、学术会场之外，大学周边的酒店、

咖啡馆、饭馆，甚至欧洲的火车站，都有 eduroam 的信号。

加入 eduroam，用户将感受到极大的便利，出国访问、

学术交流，随时可以使用校园网账号和密码登录上网，

解决出国访问、学术交流，随时上网不求人的痛点问题。

很多老师反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服务，并对我说，“我

用 eduroam 服务，到哪里都可以开会”。

eduroam 服务起源于欧洲，2003 年由欧洲教育网

TERENA 首先提出，在荷兰、芬兰、葡萄牙、克罗地亚、

英国的五所大学测试，并于 2007 年在欧洲正式上线提

供服务。至 2020 年 8 月，全球已有 106 个国家和地区

接入 eduroam，16 个国家正在调试中。

2015 年 4 月，北京大学部署 eduroam.edu.cn 教育

网根节点，2018 年 1 月，教育网节点全面支持 IPv6，

目前共有 103 所高校提交了 IPv6 接入申请，并已完成

了 77 所学校的调试工作。截至 2020 年 8 月，教育网

eduroam 服务已覆盖高校达 257 所。

与 CARSI 爆 发 式 增 长 相 反 的 是， 疫 情 期 间，

eduroam 在每日认证次数、漫游人数、漫游量等方

面，与同期相比均出现了全面下降，这也与大家都处

于居家隔离、国内外人员流动减少直接相关。但是，

eduroam 对于本校师生到其他大学上网和他人来本校上

网都能够提供极大便利，并且能够解决学校的国际评

价问题，可以非常容易地帮助学校建立和提升国际化

形象。

最后，我想说，IPv6 已经从“可选项”变身为“必

选项”，未来可期，满眼是风景，并将带领大家乘风破浪，

协同贯通，创新发展。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张蓓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

理，整理：朴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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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办公厅政

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副主任李辉介绍了我国政府

网站 IPv6 改造的工作进展。

李辉表示，政府网站的 IPv6 改造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网络强国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2018 年，国办和中

央网信办专门就加快推进政府网站的 IPv6 部署改造进

行了专题研究，要求予以加快推进。国务院办公厅政府

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国办公开办）是全国政府网站

内容管理的主管单位，负责推进全国政府网站的 IPv6

改造，2018 年以来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要求，积极督促

全国网站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李辉指出，今年以来，2020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政府网站集约化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提出要求，

到 2020 年底，省部级和地市级政府门户网站要全部支

持 IPv6 访问，二三级页面的支持度不低于 90%，网站

集约化试点地区的集约化平台全面支持 IPv6。

据了解，我国 IPv6 规模部署工作深度不断推进，政

府网站加大对网站二三级链接的改造，充分发挥了示范

引领作用。截至 2020 年 7 月，全国 91 家省部级政府网

站中，主页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88 家，占比为

李辉：政府网站 IPv6 改造要做好示范

96.7%；全国 96 家中央企业网站中主页可通过 IPv6 访问

的网站有 81 个，占比为 84.38%；13 家中央重点新闻媒

体网站中主页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6 家，占比为

46.15%；教育部公布的 137 所“双一流”高校网站中，

主页可通过 IPv6 访问的网站共有 73 家，占比为 53.3%。

为了推进有关工作的落实落细，国办公开办委托

信通院对全国 530 个地市级以上的政府门户网站进行

了监测，根据抽查结果，以公开办函的形式向全国进

行通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确保年底前按时保质的完

成任务：一是抓紧对照任务自查整改；二是要结合集

约化工作推进改造，确保改造工作和集约化工作一并

部署，同步推进；三是及时在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

系统中填报改造任务的完成情况，确保可以实时掌握

整项工作的进度。

李辉强调，下一步将从提高政府网站的建设管理

水平，提升政府网上履职和服务能力的角度，进一步

要求各地各部门政府网站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工作职责。地方政府和部门办公厅室是

政府网站的主管单位，也是 IPv6 部署改造的主管单位。

政府网站的 IPv6 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内容多，

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各主管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

做好与技术支撑以及建设托管商、网络运营商等各个

方面的沟通衔接。

二是确保平稳有序。IPv6 的改造过程中，IPv4 和

IPv6 的网络将同时并存。政府网站要支持两个协议用

户的正常访问，确保政府网站功能不少，服务不减，

不能影响用户正常的使用和访问。要牢固树立网络安

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技术和机制的

保障，做好监测，及时整改，确保网站的安全运行。

三是加强督促检查。年底前完成改造部署是中央

的硬性要求。国办公开办将配合中央网信办等单位开

展 IPv6 部署改造的督查验收，并将 IPv6 的部署改造情

况纳入政府网站的有关检查考核工作。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副主任李辉在 2020 中

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的讲话整理，部分数据来源于《2020 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整理：项阳）

李辉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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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Pv6 的发展方向，中国联通研

究院首席科学家唐雄燕表示，对于包括中

国联通在内的 ICT 企业而言，基础设施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计算基础设施，二

是网络基础设施。近 10 年来计算基础设

施最大的热点是云计算，而未来计算的发

展趋势是从边缘计算到泛在计算。

在 4G 时代，云计算以大型数据中心

云为主。但云端计算与终端设备之间需要

通过网络信道传输，由于网络带宽与时延

影响，云计算受限于网络能力和算力潮汐

效应（算力的潮汐效应：云计算中由于算

力需求与算力输出受网络因素影响导致的

错配问题）。

随着 5G 的发展，出于时延和数据安

全考虑，需要把计算往边缘推送，云计算

出现一个新的产物——边缘云。边缘计算

与云计算协同可实现更快的数据分析处

理，低延迟，以及应用和数据处理本地化。

随 着 互 联 网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进 入

B5G/6G 时代时，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进一

步发展，算力将无处不在，也即实现终端、

边缘和中心云之间更好的协同。泛在计算

时延低、可满足不同量级的算力需求，且

由于边缘设备与终端物理距离近，传输成

本较低。

那么，实现泛在计算之后，网络如

何更好地支撑算力基础设施的部署，从而

使应用和算力更好地结合？ 

唐雄燕认为，网络实际上是为应用

服务的，而目前的应用很多被置于云端。

因此，所有的电信运营商都在推进云网协

同（或者叫云网融合、云网一体），希望

网络服务与云服务更紧密地结合。当然，

目前的云网融合还处在“1.0”阶段。所

谓的“1.0”是指云和网并没有深度融合，

云计算和网络各有一套体系，只是在向用

户提供的服务上进行集成。但随着算力基

础设施更加广泛的部署，包括边缘计算和

终端算力的提升，应用可能会分布在不同

的算力资源上。

唐雄燕表示，到那时，可能需要网络

与计算有更深度的融合，形成所谓的“算

力网络”，也即云网融合的 2.0 阶段。

IPv6 已成三大运营商的发展新契机

国内三大运营商如何看待和推进

IPv6 规模部署，目前成果如何？ 8 月 28

日 , 在“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

中国联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唐雄燕，中

国移动计划建设部项目经理张庚，以及

中国电信研究院高级专家伍佑明分别就

IPv6 部署进行了介绍。 伍佑明

中国电信研究院高级专家

张庚

中国移动计划建设部项目经理

唐雄燕

中国联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中国联通：IPv6下一步发展需与应用结合

实现云网融合必定要求可编程的网

络，才能实现网络对应用的感知，根据应

用需求进行调整和服务。

过去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实际上是一

种亚管道的模式，商业上很难创新或是持

续发展。由于 IPv6 报文的可扩展，实际

上为应用的感知创造了一个条件，使得

“Network as Computer”，即网络可以像

计算机一样进行编程。如 SRH 可使应用

在路径上被指引，报文可携带更多信息，

甚至可携带应用信息，计费信息等，从而

让网络与应用有更密切的关系。

而当网络节点等一切行为可编程之

后，将形成云网一体的系统。如此一来，

业务创新就有新的基础。如业务量控制功

能，实现可编程之后，可以构造一种业务

量控制，使得报文在不同的业务中穿梭时，

能够实现灵活的控制。而这种能力也让 IP

网络与 SDN 等理念可以更好地结合，提

供了一个控制底层网络的基础。

除了对应用的感知，未来网络还需能

够更好地感知用户，为业务应用提供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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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此外，随着算力网络的发展，网

络还被希望能够感知算力资源，实现算

力与网络的深度融合。

网络不但能感知应用，还需要能

感知算力，这也是 CFN（Computing First 

Network）的理念，计算和网络的状况都可

以作为路由信息发布网络，从而可引导应

用在不同的算力之间实现。目前，边缘计

算是运营商开发的重要领域，而这些边缘

计算都是孤立的。但实际上边缘计算的资

源可以统一使用。如果能把边缘计算形成

网络，赋予网络感知计算资源的能力，把

应用放到合适的计算点进行计算，对整体

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联通积极推动云网融合

从 1.0 向 2.0 发展，期待未来迈向算力网

络，在 IPv6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更多的

创新点。

唐雄燕强调，未来网络的创新是开

放式创新，将赋予网络感知应用，感知

算力的能力，真正形成算网一体，实现

应用与网络的紧密融合，成为更高质量的

基础设施。

在这方面，中国联通在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也努力付诸实践。据推进 IPv6 规

模部署专家委员会于 2020 年 8 月发布的

《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披露。

截至今年 7 月，中国联通 LTE 网络分

配地址用户数为 2.41 亿，固定宽带接入网

络用户分配 IPv6 地址数量为 0.33 亿。而在

IPv6 流量方面，中国联通城域网流入流量占

IPv4 流入流量的 1.89%；在 LTE 核心网中这

一流量占比从年初的 3.06% 涨至 8.93%；在

骨干直联点中，相关占比较低，为 1.03%。

在国际出入口，截至 7 月，中国联

通已开通 IPv6 国际出入口宽带 20Gbps

（其中北京出入口 10Gbps，上海出入

口 10Gbps）,IPv6 流入流量为 19.5Gbps,

流入宽带使用率为 97.5%；流出流量为

4.3Gbps, 流出宽带使用率为 21.5%。流

入宽带的高使用率一方面表明流量提升

十分迅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相关

设施依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推进。

中国移动计划建设部项目经理张庚

表 示， 对 于 中 国 移 动 而 言， 推 进 IPv6

规模部署既是国家战略的要求，也是公

司的内生需求。

在国家战略要求方面，2017 年底，

两办印发的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成为相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思路，

是国内 IPv6 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而在公司内生需求方面，张庚提到，

其实中国移动很早就意识到 IPv6 是将来

的必然选择。首先，在 4G 时代建立 LTE

网 络 时， 他 们 发 现 LTE 网 络 的 特 性 与

2G、3G 不同，LTE 的核心网上用户是长

期附着的，而不像 2G、3G 是上网时才获

取地址。整个 LTE 网络既要为 7.6 亿 LTE

用户分配地址，同时还要再分出 5.8 亿

VoLTE 地址。这一地址需求是相当庞大的，

IPv4 肯定难以支撑。

此外，中国移动曾基于物联网规划，

提出一个大连接战略，分析认为物联网

将达到千亿级设备连接，如此庞大的设

备连接需要海量地址的支撑。同时，今

年中国移动预期会在所有地市实现 5G 的

商用，以及网络切片、边缘计算和万物

互联等部署。而这些新技术对地址的需

求量都非常大，因此，IPv6

是必然的选择。

据介绍，在内外两部动

力机的驱动下，中国移动一

方 面 开 展 IPv6 规 模 部 署，

同 时 也 注 重 为 IPv6 改 造 注

入新活力。不仅定标于解决

地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是

站在更高的台阶上发展更强

的网络能力，为今后网络发

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因此，

中国移动对终端、网络、应

中国移动：基于 IPv6发展更强的网络能力

用基础设施以及自营业务都进行了深入

改造。

首先是终端方面，目前在 LTE 网络

下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已达到 7.02 亿，

占所有月活用户数的 95%。考虑到老旧终

端，基本上可改造项目已全部完成。LTE

网络下载 IPv6 活跃连接数达到 6.96 亿，

结合 7.02 亿的分配地址，实际上大部分分

配地址的用户都已成为 IPv6 的活跃用户，

都使用过 IPv6 应用。在内容侧增长比较快，

与年初相比增长了 35%。

在 固 定 网 络 侧， 分 配 IPv6 地 址 用

户 数 量 目 前 达 到 1.14 亿， 占 全 部 用 户

的 71%，可升级网关已升级完成 94%。

中国移动计划今年把可升级网络全部完

成升级。IPv6 的活跃连接数，固定网络

是 0.98 亿，较年初增长了 17%。相比而

言，固定网络的活跃用户数和流量规模

会比 LTE 网络稍差。主要原因是客户自

购家用路由器对 IPv6 支持度相对较低，

但 LTE 网络里手机对 IPv6 支持条件非常

成熟。

第二是网络部分，中国移动的核心

网 设 备、 承 载 网 设 备 以 及 总 部、31 省

的网关安全 DNS、骨干直联点等全部完

数据来源：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

图 1  三大运营商城域网 IPv6 流入流量占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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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电信研究院高级

专家伍佑明介绍，中国电信

在 2016 年启动了 CTNet2025

计划，准备用 10 年时间对网

络进行全面转型 , 基于 SDN、

NFV 等新网络技术对网络进

行重构。在 2017 年，中国电

信进行了 SDN 演进的探索。

在 IDC 的出口、骨干网推出

了 SDN 应用。此外，还推出

了一个智能运营平台。同时，联合华为公司

推出路由器 400GE 端口。2018 年，在云改

战略的网络转型方面，完成了城域网云网专

线一键开通，以及云间高速智能运维等创新。

同时，联合华为公司发布关于切片技术的灵活

以太网技术白皮书。在 2019 年，进行了 5G 和

云时代新型城域网的探索。同时，中国电信在

骨干网以及江苏、广东等省公司开展 SRv6 创

新部署。后续中国电信将基于性能协议重新架

构、运维，打造一个可承诺的智能网络。

据介绍，5G 和云时代对 IP 承载网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首先，

沉浸式业务体验对于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固网带宽和移动带宽至少是目前的 10

倍以上。其次，在实现万物互联过程中，连

接数的密度大大提高，甚至是上千倍的提

升。此外，在远程医疗、自动驾驶等垂直行

业中，应用会有低时延、高保障、高可靠性

的要求。最后，在新型专线中，比如云专线

的开通、运维的要求，需要网络运维自动化。

中国电信在 IPv6 技术创新上的工作主要

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是 iFIT，也即随流检

测技术。这种技术用以实现运维的自动化和可

视化。第二是SRv6和BIERv6，实现网络可编程。

第三是业务的自动化部署，切片技术可以通过

硬通道来做安全性高保障和带宽保障。

成 改 造。 同 时， 所 有 骨 干 直 联 点

的 1.9T 的国内互联带宽也都支持

IPv6。 国 际 出 口 带 宽 开 通 了 50G

的 IPv6 带宽能力，这方面后续还

可继续加强。

第 三 是 应 用 基 础 设 施 方 面，

中 国 移 动 目 前 有 210 个 IDC 都 支

持 IPv6；1162 个 CDN 节 点 支 持

IPv6，CDN 节点的覆盖率目标是完

成 100%；同时，目前有 71 个移动

云产品支持 IPv6，比例也是 100%；

12 个移动云资源池支持 IPv6。

除了运营商本身包括的网络、

应用基础和终端，中国移动对自营

业务也进行了改造。一方面提升网

内 IPv6 流量；另一方面通过改造自

有应用，站在应用角度反向思考网

络是不是还有可以改造的空间，实

现端到端的协同和连通。

在 自 营 业 务 方 面， 中 国 移 动

主 要 改 造 了 网 站、 应 用 和 电 视 三

个 业 务。 二、 三 级 网 站 平 均 IPv6

浓 度 已 经 分 别 达 到 了 96.41% 和

97.92%。App 的 平 均 IPv6 浓 度 已

达到 86.19%。互联网电视方面，目

前改造完支持 IPv6 机顶盒是 2061

万，占可升级机顶盒的 51%。同时，

机顶盒的改造对城域网的 IPv6 流量

实际上具有拉动作用。目前 OTT 业

务里点播流量的 IPv6 占比已达到

6.76%。随着机顶盒的进一步改造，

该流量还会有所提高。

流 量 的 提 升 是 IPv6 规 模 部

署 最 终 的 效 果 体 现。 在 端 到 端 的

改 造 工 作 全 部 完 成 之 后， 移 动 网

IPv6 流 量 占 比 达 到 了 10.1%， 较

年初提升了 6.5PB，比例已超过年

初 数 据 的 2 倍。 固 定 网 络 的 IPv6

流量占比达到 2.4%，与年初 1.3%

相 比， 提 升 明 显， 但 相 对 移 动 网

络 还 有 不 足， 主 要 是 家 用 路 由 器

的 IPv6 支持度较低的原因。

据了解，中国电信高度重视 IPv6 相关

部署，于 2016 年启动了网络重构计划，引

入新技术对已有网络进行改造。在此过程

中，中国电信在 IPv6 规模部署方面也取得

了较大的进展：

首先是用户数方面，截至 7 月，中国

电信 LTE 网络分配地址用户数量为 2.74 亿，

而固定宽带接入网络用户分配 IPv6 地址

数量为 0.78 亿。固网改造进度整体落后于

LTE 网络，升级改造空间巨大。

此 外， 在 流 量 方 面， 截 至 7 月， 中

国电信城域网流入流量为 IPv4 流入流量

的 1.84%，随着后续家庭无线路由器的升

级改造进一步深入，城域网流量还可进一

步提升。而在 LTE 核心网流入流量方面，

中国电信的 IPv6 流入流量对 IPv4 占比为

11.74%，相较于年初的 5.48%，提升明显。

截至 7 月，中国电信骨干网直联点流

量中 IPv6/IPv4 占比为 4.69%，这方面的提升

有赖于进一步发展丰富的 IPv6 内容源。在

国际出入口方面，中国电信于上海进出口开

通 IPv6 国际出入口带宽 20Gbps，截至 7 月

流入流量为 19.99Gbps, 流入宽带使用率为

99.97%，流出流量为 15.03Gbps, 流出宽带使

用率为 75.16%。流入宽带使用近乎饱和，需

加快扩容升级 IPv6 国际出入口带宽。

（根据中国联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唐雄燕，中国移动计划建设部项目经理张庚，以及中国电信研究院高级专家伍佑
明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的讲话整理，部分数据来源于《2020 中国 IPv6 发展状况白皮书》。整理：郑艺龙）

中国电信：推进 IPv6规模部署重构智能网络

图 2  三大运营商 LTE 网络 IPv6 流入流量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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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科技司副司长孙苏川就广电领域推进 IPv6 规模

部署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孙苏川表示，自国家将推进 IPv6 作为重大战略任

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一直高度重视 IPv6 推广应用。

近年来，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加强技术指导。2019 年，广电总局编制印

发的重要文件《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技术指导意

见》，以及目前面向 5G 网络建设和全国有线网络一

体化建设发展，制定组织编制的《4K 超高清电视节

目制作技术实施指南 (2020 版 )》，都对相应的 IPv6

部署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

司编制的《弹性光纤传输网方案》和《广电宽带数

据网的总体方案》均提出了 IPv6 升级改造的要求。

此外，中国广电还编制了 《IPv6 地址管理办法》，

并建立了 IPv6 地址管理系统，为全国有线电视网络

申请、分配、查阅、备案和管理 IPv6 地址提供基础

支撑。

二是重视标准规范。孙苏川指出，为确保全行业

平稳过渡到 IPv6，广电总局在制定行业标准时，将支

持 IPv6 作为一项基本要求纳入了新编制的标准规范当

中。比如，广电总局在中信部的指导下编制的县级融

媒体标准，明确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各业务系统都要

支持 IPv6；正在编制的互联网电视 IPTV 等相关标准中

也对 IPv6 改造提出了要求。

三是开展监督和检查。2019 年和 2020 年，广电

总局两次针对行业的 IPv6 规模化部署进展情况进行

了摸底检查，同向对照任务目标，制定具体的工作

台账，督促加快推进 IPv6 规模化部署的工作进度。

今年，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印发了推进互联网电视

业务 IPv6 改造的通知，进一步推进互联网电视集成

服务平台、传统网络的 IPv6 升级改造和接收终端的

适配。

经过广电系统的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在有线电

视网络方面，中国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的网络终端、骨

干传输网、数据网、数据中心、业务系统等平台，均

支持 IPv6；绝大多数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完成了骨干

网、城域网、接入网 IPv6 的升级改造。在政府网站方

面，广电总局要求各政府网站，包括广电总局自身的

政府网站和新建的电子政务系统、信息化系统和服务

平台均支持 IPv6；大部分省的广电局政府网站也完成

了 IPv6 的升级改造。在媒体网站方面，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网络广播电视台都完成了 IPv6 的升级改造，大

部分省级广播电视台和媒体网站也完成了 IPv6 的升级

改造。 

孙苏川表示，今年是贯彻落实行动计划第二阶

段收官之年，也是规模化部署攻坚战的决胜之年。

广电总局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

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工作指导，与有关部门、企业

一道排查盲点和瓶颈，推进 IPv6 端到端的全贯通，

加快引导和提升流量占比，为实现 IPv6 全面部署贡

献广电力量。

（根据广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孙苏川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的

讲话整理，整理：朴艺娜）

孙苏川：广电领域加快 IPv6 升级改造

孙苏川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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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阿里云高级网

络架构师宋林建在论坛上作了题为《打造基于 IPv6 的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阿里云 IPv6 演进之路》的报告。

IPv6是必经之路

宋林建表示，在下一代互联网的趋势下，阿里云

也着力打造基于 IPv6 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目标不只

是帮助一家企业升级 IPv6，而是要为社会和相关产业

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让其更多地使用 IPv6，降低向

IPv6 升级和过渡的成本和门槛。

在长期对 IPv6 的推动过程中，阿里逐渐坚定了

IPv6 是必由之路的共识。原因是 IPv4 地址紧缺，而包

括云计算、5G、IoT（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对

IP 地址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就阿里云内部而言，在

IPv4 环境下规划地址时确实捉襟见肘。IP 地址管理人

员经常会有何时才能只用 IPv6，而不是双栈网络的感

慨。因此，企业内部其实有纯 IPv6 网络的需求。由于

多年积累，阿里云支撑的业务繁多，全部更新需要一

定时间。但大家已形成一个共识：IPv6 是一条必经之路。

除了企业内部需求，国家政策引导也很关键。2017

年，两办印发了 IPv6 规模部署文件，为 IPv6 产业提供

了强劲推动力，使得整个产业的发展能够自发滚动起来。

网络、终端，以及应用基础设施，不断地在支持 IPv6 的

道路上有更多进展。在 2017 年前后，业界加大了对应

用基础设施的重视。因为通过基础设施的升级，可以让

用户直接体验到，让产业直接感受到 IPv6 的使用。IPv6

的推动就此牵住了应用先行这一“牛鼻子”。

他表示，阿里集团本身有大量的热门 App，同时

还要支撑数以万计的企业在阿里云上架构基础设施，

使用、升级相关业务。因此，只有做到应用基础设施

先行，才能更好地推动更多的企业使用 IPv6。以此为

方针，阿里在基础设施和应用方面做了多项工作。

在 IPv6 的升级改造中，与一个网络或部分终端设

备的升级不同，基础设施的改造其实是应用生态的重

构。纵向而言，涉及从网络层、中间件层到应用层的

改造升级，整体工程相当复杂。从横向的链路全生态

看，基础设施包括端、管、云和应用，涉及 App、网络，

以及与运营商合作、调优。主要的云产品，包括基于

云基础设施上的应用，都需支持 IPv6。同时，还需考

虑如何确保平台目前运营的大量商业 App 和公共服务

App 的连续性。

在 2018 年之前，阿里研发了很多自研设备，包括

安全设备（因为要上 IPv6 必须考虑安全问题）和虚拟

网络（如 under layer，over layer 网络）的升级改造。

2018 年，阿里云多款核心云产品上线。

2019 年和 2020 年，阿里云的工作重点是提升集团

App 的用户数和流量占比，包括服务更多的企业用户。现

在阿里云上有数万的企业用户在使用 IPv6 产品，集团 App

的用户数超过了 5 亿，达到了两办文件要求的第二阶段任

务。阿里的云产品已有 70 多款，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

阿里云三方面改造升级 IPv6

阿里云 IPv6 相关改造升级主要体现在网络、云产

宋林建：阿里云 IPv6 演进之路

宋林建   阿里云高级网络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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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焦点

品和应用三个方面。

在网络上，主要对 IDC 和 CDN 进行改造，包括与

运营商互联互通打通 IPv6。首先，在网络核心技术方

面，阿里云有 IPv6 相关的研发与投入。由于阿里云是

云管端模式，在包括 IDC 云类等的改造中，在用户调

度部分有节奏的灰度上线 IPv6。同时，对部分质量还

没有达到要求的技术进行精准投放 IPv6 业务控制。而

在网络调度方面，则通过与运营商合作进行调优。为此，

阿里自研了交换机和网关。在云平台内部，平台侧和应

用侧都做了大量的核心技术研发，为大规模商用部署和

应用提供基础。2019 年，阿里巴巴完成了唯一由互联网

公司牵头的 IPv6 商用部署技术研发大规模应用申报。

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阿里云在全国有超过 24 个

IDC 机房和超过 700 个 CDN 节点。CDN 对于相应的

业务和应用网很重要，因为大量资源存放在靠近终端

的 CDN，而阿里云的 CDN 早在 2018 年已大规模支持

IPv6。此外，阿里云还对相应的核心设备、链路升级，

对基础网络问题进行调优，为企业提供全球的 IPv6 覆

盖能力。根据相关数据，2019 年 10 月主站 BGP 只有

约 30G。主站 BGP 是末端网络与运营商的接口，流量

不大，但却是核心交易链路或核心调度链路的流量，

能直接反映阿里云网络的活跃度与 IPv6 用户的比例。

不到一年时间，阿里云与运营商的交换流量升至约

60G，BGP 流量翻了一倍。

而对于云产品，主要是对阿里云主打的、应用

程度最高的云产品进行升级。目前，阿里云已有 70

多款云产品已支持 IPv6，覆盖了 99% 的客户应用场

景。云产品是阿里云主打的业务，也是目前阿里云服

务企业的主要形态。在云产品的改造过程中，除了业

务逻辑方面的改造排期和相应的部门间协同，阿里云

还遇到了内、外两个难点。内部难点在于云产品升级

成 IPv6，其管控系统和底层还是基于 IPv4，需要管控

网络的控制系统支持。但网控系统同时又在使用部分

云产品。因此，内部存在依赖和嵌套关系，对其进行

IPv6 升级，需要先解开彼此间的依赖和互相依存关系，

再进行先后排期升级。

而外部难点在于，一些云产品会使用第三方的库和

技术。当这些库和技术没有升级到 IPv6 时，作为公司

个体很难推动一个开源社区。对此，阿里云主要是对外

部软件和第三方插件进行解耦，提升自主研发的比例。

目前，阿里云提供的云产品已形成系列，包括网

络云产品（负载均衡、企业虚拟网、DNS 等）、计算、

存储、数据库、CDN、安全、大数据，以及中间层和

应用服务等都很好地支撑 IPv6。其实，用户可能没有

直接接触中间件，但相关网络产品升级 IPv6 时，其所

依赖的中间件也必须能够支持 IPv6。

在应用方面，阿里云主要关注地址库、应用和月

活用户数的提升。在 2017 年发布两办文件之前，阿里

云没有精确的 IPv6 地址库，业务上线后，连续性存在

很大困扰。但 2017 年之后，阿里云孵化并销售国内唯

一成熟的 IPv6 地址库。而关于应用 App 的改造，其实

早在 2018~2019 年，阿里集团就实行了“全面上云”，

所有的 App、业务都建构在阿里云的基础上。所以这些

应用 IPv6 流量和用户数的上升，也与阿里云的支撑密不

可分。2020 年，集团所属 App 的 IPv6 活跃用户超过 5 亿，

有几款云产品的流量占比超过 50%。尤其是一些拥有大

量 CDN 流量的视频应用，其流量占比甚至超过 90%。

宋林建提到，对于各行业下一阶段 IPv6 的发展，

有几点建议：首先，在提升 IPv6 用户流量的同时，要

持续优化 IPv6 的性能，争取用户使用 IPv6 的体验要优

于 IPv4 的体验。建议行业伙伴，包括政策制定的同行，

一起鼓励和支持基于纯 IPv6 的商用试点。其次，希望

以市场需求促进 IPv6 生态发展。最近一年，政企新建

项目在招标时，都有明确的 IPv6 支持能力的要求，这

也是政府监管部门下发的任务。因此，相关企业在应

标、投标、准备解决方案时，也必然会带动内部去加

速 IPv6 的升级改造，这类推广路线、形式很有效。在

接下来的发展中，建议以市场需求推动行业数字化建

设。新招标应明确指出支持 IPv6，而新产品应该具备

IPv6 部署能力。

( 根据宋林建在“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整理：郑艺龙 )

阿里云在全国有超过 24 个 IDC 机房和超过 700 个 CDN 节点，阿里云的 CDN 在 2018 年

已大规模支持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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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腾讯高级专

家刘峰作了题为《IPv6 应用改造进程》的报告。刘峰

从 IPv6 改造背景、IPv6 改造内容及进展、改造成果、

IPv6 改造的后续规划四个方面，介绍了腾讯公司 IPv6

应用的改造进程。

1.IPv6 改造背景

刘峰指出，从国家层面来看，由中办、国办、网信办、

工信部组成的部际协调工作组，统筹协调规模部署工

作，定期通报分管领域进展；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

委秘书处积极推进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相关支撑工

作，细致指导各个单位进行 IPv6 推进工作。

对于腾讯公司而言，IPv6 是互联网企业面临的重

大机遇。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IPv6 是下一代

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公司必须牢牢抓住这一趋势；

第二，受海外业务需求、国际趋势接轨需要，互联网

公司必须补上 IPv6 这一课；第三，工信部近年来一直

在推动中小企业云化，而随着云化的加剧，IP 地址将

成为一个重要制约，IPv6 是打破这一制约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于互联网安全精准治理，IPv6 能够发挥非常

大的作用；第五，网络基础资源成本有望伴随 IPv6 的

应用推广而下降，对于腾讯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拥

刘峰：IPv6 牵引腾讯产业升级

刘峰   腾讯高级专家

有近 200 台服务器的互联网公司来说，资源成本下降

影响巨大；第六，在安全方面，IPv6 作为一种新的应

用和新的协议，也面临着一些安全挑战，而腾讯是一

家在互联网安全领域非常靠前的公司，所以这方面反

而成为一个很好的机遇。

从公司层面来看，腾讯对于 IPv6 的推进部署工作

非常重视，成立了腾讯 IPv6 改造专项组。在 IPv6 的改

造过程中，因为腾讯六个 BG（业务集团）的相关业务

都有涉及，所以全部参与其中，而腾讯音乐虽然已经

是独立的上市公司，但因为涉及到其几款产品，也被

整体纳入到腾讯内部公司级管理委员会，共同推进。

在改造过程中，腾讯投入人力 600 余人。

2.IPv6 改造内容及进展

刘峰表示，投入如此大的人力和物力，主要是为了开

展三方面的改造工作。一是 CDN，将 CDN 改造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了推进；二是云产品，腾讯对 70 多款云产品进

行了 IPv6 改造；三是 App，对 11 款 App 也做了很好的推进。

CDN 方面，2019 年工信部要求完成本地覆盖率的

85%，腾讯 CDN 本地覆盖率达到 91%；2020 年工信部

下达的指标是节点数完成 85%，地市覆盖 85%，加速

性能 85%，腾讯目前整体的改造指标已经达到 80%。

云服务方面，2019 年，要求完成云服务产品 70%

的改造，腾讯完成率是 76%；2020 年底，要求完成

100%，腾讯目前的完成率已经达到 97%，年底前完成

任务没有问题。

App 方面，在 Top100 App 产品中，腾讯有 11 款产品

被纳入，数量最多。目前，腾讯 11 款 App 产品全部支持

IPv6。在 2020 中期督查中，腾讯的综合成绩优秀，优秀率

18%、达标率 73%，分别高于平均指标的 9% 和 54%。

刘峰最后表示，下一步，腾讯将在监管部门指

导下，加强与运营商和其他企业的合作，逐步提升

IPv6 活跃度和流量；基于 IPv6 发展大数据、物联网、

车联网等相关业务；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努力贡

献腾讯力量。

（根据腾讯高级专家刘峰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

整理：朴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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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发展互联网技术

在“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亚太地区先进网络学会

APAN 主席、清华大学教授王继龙作了题为《网络空间治理》的报告。

报告指出，网络空间是人工法则系统，但缺失基本时空维度等关

键要素定义，网络空间治理需具备网络空间思维，克服“上帝视角”

局限。

互联网技术的本质是共识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大时代，一是正在扮演上帝，因为大家共

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网络空间。二是正在制造上帝——人

工智能 AI，正在创造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

此次人工智能浪潮的起点其实是围棋上帝的出现。以往人

们喜欢围棋，因为它饱含哲理，引人思考。但围棋上帝出现后，

在绝对的计算领域里，所有道理全被击碎。类似的人工上帝会

逐渐出现在所有领域。可能有人会认为科研和创新还得依靠人，

但很残酷的现实是世界的本质是计算，包括所谓科研、创新，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终极描述其实就是一系列计算公式。

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各行各业“人工上帝”

的出现，在不远的将来，人类肯定不必再为了生存而劳动。但同时，

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因为届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唯一价值

很可能只剩下物种多样性。

世界的本质是计算，所谓世界其实是一系列法则演绎的产物。

正如数学中有很多空间，每一个空间定义若干基本法则，就可

以演绎出一个庞大的系统。我们目前所处的大千世界也是由非

常简单的法则演化而来。至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物理世界法则

（也即自然法则）并不多。对于自然法则，我们可以发现、利用，

但不能发明、创造。而人类社会其实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

该系统适用的是人工法则。显然自然法则设计得更好，极致简洁。

人工法则数量较多，但一般都不完美，比如“红灯停，绿灯行”。

所以人工法则的实质是共识，虽然有时可能是强迫性共识。

网络空间其实是一个人工法则的世界。尽管互联网是理工

学科范畴，但互联网的研究对象其实是人工法则问题，与传统

的理学、工学的差别非常大，与社会科学更接近。互联网的技

术实质是共识。尽管互联网的成功极易导致互联网技术崇拜，

但互联网的技术绝非完美。互联网的标准叫做协议，顾名思义

是会商结果。因此，可以认可一项互联网技术，但完全没必要

迷信任何一项互联网技术。

之前我们建设互联网，主要关注点是互联网的基础协议。

现在我们建设网络空间，则需要制定更多基本法则。未来的网

络空间法则，同样未必完美，但必须把握共识的本质，一定不

能自说自话。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共识？我认为应从“认识”开始。

三个定义深化对网络空间的认识

空间纬度定义

一个关于网络空间的本源问题是：网络空间是几维的？虽

然我们创造了网络空间，但并没有系统定义它，我们总是站在

物理世界的角度审视网络空间，例如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 表达

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成为一个独立空间的前提是建立网络空间

自身的空间基准，定义出网络空间自身的基本空间维度。因此，

王继龙：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新视角新思维

王继龙   亚太地区先进网络学会 APAN 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关于网络空间，很重要的一点是真正把网络空间视为一个新的世界。从这一角度出发，所谓网络空间

治理其实就是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创建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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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目前还处于一片混沌，需要“开

天辟地”。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网络空间测绘。传

统的测绘科学与技术是一级学科，以地理

坐标系为基础，以地图为目标进行测绘。

网络空间测绘则是把地理坐标系更换为网

络空间坐标系，把地理地图换成网络空间

地图，把地理信息系统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换成网络空间信息系统。

因此，做网络空间测绘就是设计和定义网络空间坐标系，绘制

网络空间地图，研发网络空间信息系统。

时间纬度定义

网络空间的另一个比较本源的问题是时间。时间其实也是

一个定义量，世界上本来没有时间，我们定义之后才有时间。目

前所谓的世界标准时间，也只是少数几个国家共同维护的一个

标准。

那么网络空间的时间是什么？目前其实没有网络空间标

准时间。尽管我们有网络时间协议，但该协议也只是实现点

对点的时间同步，与物理时间对表。然而，网络空间和物理

世界并不同。首先，网络空间没有时区的刚需，我们在线下

划分时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地理区域的日出日落、

潮起潮落不同步，但在网络空间完全没有类似的差异。此外，

网络空间对于时间精度的要求远高于现实世界，以动作为例，

网络上的动作是毫秒级的，而现实动作主要是秒级以上。

因此，有必要定义网络空间自己的基本时间基准，即网络

空间时。我们目前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完成分布式的时间网络，

通过该时间网络去定义网络空间的标准时，维护和对外提供这一

标准时间，但目前还未最终确定网络空间时间的元年和起点。

网络空间万物定义

尽管大家每天都会使用网络，似乎已经很熟悉和了解网络

空间实体，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网络空间万物的

系统定义。引用道德经里的两句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世界万物本来同为存在，由于人类给不同事物下定义，才使得

不同事物间的区分方便进行。所以，网络空间也需要建立万物

图谱，区分门纲目科，定义名字和属性。

网络空间治理需解决四个问题

关于网络空间，很重要的一点是真正把网络空间视为一个

新的世界。从这一角度出发，所谓网络空间治理其实就是一个

新世界秩序的创建和维护。绝非仅仅是 IP 地址域名等资源的分

配或打黑除恶，而是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

网络空间的方方面面。

在新世界的视角下进行网络空间治理，至少有四个问题需

要解决：

第一是治理的模式，线上和线下整体环境是有区别的，因

而二者的治理模式肯定也要有所区别。网络空间的治理模式一

定要有网络空间特色。

例如，在物理世界中，市场经济似乎优于计划经济。但实际上，

市场经济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调控需要付出

惨重代价。只不过由于我们无法精确把握线下事件，不能做出

完全科学合理的计划，即便设计出完美计划，也无法完美执行，

才放弃了计划经济。

而网络空间将是一个可计算的世界，意味着具备可知性和

可控性。因此，未来网络空间经济的最佳模式很可能是计划经济。

相应的，相对于物理世界的治理，网络空间治理的模式也需有

质的改变。

第二是治理的基础设施。目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设施

其实很薄弱，主要依赖于传统网络管理的基础设施。而这些设

施其实存在严重问题，互联网是全球互联的，但是网络管理系

统几乎互相并不连通。为了支撑网络空间的治理，我们需要一

个开放互联的治理网络，一个类似科幻电影中的“天网”，可

以掌控世界。无论我们喜欢还是恐惧，未来类似的天网的网络

空间治理基础设施必然存在。

第三个问题是治理规则，传统法律法规执行的成本很高，

效率很低，尤其是在跨国执行的情况下。在现有的国际法框架

下，几乎很难解决跨国网络治理问题。因此，在网络空间中需要

更高效的新规则。

第四是治理机制的问题，包括治理的机构，我们以什么样

的机制体制来执行网络治理，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互联网绝不

仅是一个由计算机连接起来的简单组合体。每一台计算机都在

贯彻人类的意志，因此，在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以人为本”

是构建治理体系的第一要素。 （责编：项阳）

网络空间坐标系、网络空间地图、网络空间信息系统

（本文根据亚太地区先进网络学会 APAN 主席、清华大学教授王继龙在 2020

中国 IPv6 发展论坛上的讲话整理，整理：郑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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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王左利  郑艺龙

TCRs的来源

1983 年， 保 罗· 莫 卡 派 乔 斯 (Paul 

Mockapetris) 在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院

提出了关于 DNS 体系结构的 RFC882 和

883，本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域名

系统 (DNS)。从那以后，DNS 成为互联网

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

与很多其它互联网协议一样，它的初

始设计场景为可信环境，并没有过多考虑

安全问题，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多种针

对 DNS 的攻击，其中最难以解决的两种

安全问题为欺骗攻击以及缓存污染问题。

鉴于对 DNS 安全性的考虑，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IETF 成立了工作组专门研

究 DNSSEC 安全扩展协议（DNS Security 

Extensions），利用经典的加密算法和签

名机制，完善了原有 DNS 体系的不足之处。

简单地说，基于安全环境设计的原有

的 DNS 协议采用明文传输，中间人可以

轻易截取 DNS 报文并进行篡改。DNSSEC

则引入公开密钥技术，依靠数字签名保证

DNS 应答报文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工作

机制是这样：权威域名服务器用自己的私

有密钥对资源记录 (Resource Record, RR)

进行签名，解析服务器用权威服务器的公

开密钥对收到的应答信息进行验证。如果

验证失败，表明这一报文可能是假冒的，

或者在传输过程、缓存过程中被篡改了。

互联网之父 Vint Cerf 就是 DNSSEC 技

术部署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在推动的过程

中，ICANN 有一些考虑，那就是如何建设

DNSSEC 信任锚点，让 DNSSEC 根服务器

的密钥管理更加安全可信。DNSSEC 根密

钥是全球互联网 DNSSEC 信任的锚点，所

有的 DNS 解析器必须设置这个锚点才能

正确解析 DNSSEC 数据包。根密钥必须获

得全球互联网社群的信任。由此，ICANN

引入了 TCRs（互联网信任社群代表）体系。

TCRs 主要宗旨是维护根域名系统的

正常运转。为了保证该组织的独立性，人

员的选择有一些前提条件：首先从身份上

看，TCRs 不从 PTI（公

共技术标识机构，前

身是互联网数字分配

机构 IANA）、ICANN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 址 分 配 机 构） 或

VeriSign(威瑞信公司，

管 理 2 台 根 服 务 器 )

的直属人员中选择。

其次是考虑到代表们

所处地理等综合因素。

此外，TCRs 的选择也

会综合其在IETF等相关工作及贡献考虑。

ICANN 第一次 DNSSEC 根密钥生成仪

式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6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

州的 Culpeper（库尔佩珀）召开。

ICANN 推选出的 21 位 TCRs 聚集在此，

见证了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根密钥签署仪

式。仪式上，Vint Cerf 博士总结说，根密

钥的生成和 WWW 出现的意义一样重大，

它的出现会让互联网更安全。

TCRs的自愿和公益

DNSSEC 的根密钥保存在两个数据中

心，其中之一在西海岸，另外一个在东海

岸，两者互为备份。

21 位 TCRs 中，其中 7 位成员所持的

密钥属于西海岸数据中心，另外 7 位所持

的密钥属于东海岸数据中心。按照根密钥

重启 DNS 根密钥服务器的七个人

图 1  举行第一次根密钥仪式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Culpepe

图 2  第一次 DNSSEC 根密钥生成仪式参与人

员的签名（供图：姚健康）

根密钥仪式的举行机制是什么？带有神秘色彩的重启根密钥系统的 7 人需要做什么？

顶级域名可否被移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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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转机制，每年举行 4 次密钥签署仪式，

分别在每个季度举行。举行地点在东西海

岸间轮转。届时，7 位密钥持有人中应至

少有 5 位参与现场的密钥签署仪式，以向

全球表示密钥的安全和可信。

21 位 TCRs 中 剩 余 的 7 位 则 是“ 恢

复 密 钥 持 有 人 RKSH（Recovery Key share 

holder）”，来自中国的姚健康博士是其中之一。

有一种说法是，这 7 人担当共同重启

互联网的重责。姚健康博士表示，媒体经

常用“7 把钥匙可以掌控互联网”，“开

启互联网，需要 7 把钥匙”等标题，实际

上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重启的是根密钥系统。

重启根密钥系统的设计是 2010 年 ICANN

提出的，其目的是以防止互联网根域名系

统基础设施遭受毁灭性灾难，比如发生意

外、战争、灾难等突发极端事件，导致东

西海岸的两个数据中心都遭到损伤不能正

常工作等意外情况发生， ICANN 将召集他

们中的至少 5 位就能恢复根密钥——这种

加密方法被称为 Shamir's Secret Sharing——

密钥被分成几部分，每一部分都独一无二，

其中几部分或全部联合起来就能解密密钥。

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显而易见是一种

万一的情况。ICANN 的 Lamb 表示，只有

在极端灾难的情况下，恢复密钥持有人机

制才会被启动。他说：“可能要等到美国

西海岸坠入海中，而东海岸被核弹击中时，

才会给七个人中的五个打电话。”

这 7 个人不介入具体域名（包括数据

库）管理。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并不需要

一定参与每季度一次的密钥签署仪式。但

每年，ICANN 都会对其所持有的密钥（类

似于一个 IC 卡片）进行年检。早期的检

查机制往往是 TCRs 将所持的装有密钥的

信封放在当天的新闻报纸上进行拍照，以

便于证明密钥是完整和安全的。

后来，有人提出：既然是可信任的代

表，为什么还需要证明是可信任的？而且，

密钥拿来拿去，也容易丢失。自此以后，

ICANN 改了规则，只需要持有者发送承诺

函件表示密钥的安全和完整即可。

从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 IANA 的网站

上查到，当前 TCRs 已从 2010 年的 21 位

更新至 30 位，但据介绍，真正持有密钥

的是 21 位，其他 9 位作为备选密钥持有人。

TCRs 也有自己的更新机制，比如早期互

联网共同发明人 Vint Cerf 博士就是其中一

位 TCRs，参与多次密钥生成仪式，后来

因时间问题，即不能保证出席足够的签署

仪式而退出，从备选 TCRs 中进行替补。

成为一名 TCRs，其工作完全出于自

愿、公益。姚健康介绍说，互联网讲究多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

发言、提出诉求。这样其他人就会知道你

在想什么，你做了什么。互联网的发展正

是由于广大技术专家的自愿贡献，才有今

天的基于开放技术开放标准的互联网。在

互联网的环境里，做贡献是一个关键词。

所以，自愿、公益、贡献，这也是互联网

思维，TCRs 同样如此。

移除一个顶级域的可能性

DNS 根域名服务器话题最近几年一直很

热，围绕这一话题有诸多讨论和担忧，其中

一种说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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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姚健康博士表示，顶级域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国家地区顶级域 ccTLD，另一种通

用顶级域 gTLD。gTLD，以及近年来新出

现的新通用顶级域 new gTLD 属于商业范

畴，和各国主权无关，因此由于运营以及

经济等问题，gTLD 的运营权有可能在不

同的运营主体之间进行转换。

他介绍说，国家地区顶级域 ccTLD 属

于各国的主权相关，因此任何对 ccTLD 的

重大变动都需要获得对应的政府的授权。

出于政治原因，不经 ccTLD 对应的政府的

授权，突然移除一个 ccTLD，其概率是很

小的。“因为这件事收益很小，动静很大，

付出和得到完全不成正比。”

而且，ICANN 当前的机制是多利益

攸关方参与的模式，各国政府代表、社群

代表、运营商代表、域名注册机构代表等

都积极参与 ICANN 的相关工作，推行从

下而上的讨论和决策。这种机制就产生两

种结果，第一，形成一个共识是很慢的，

第二，可以充分吸收各种社区和利益相关

方的意见，很少会做唐突的决定。

但，即便 ccTLD 顶级域名被移除了，

是否就意味着是将其从互联网上隔开？

事实也并非如此，正如中国工程院吴

建平院士所言，DNS 不是互联网的核按钮。

DNS 的作用就像是打电话的电话簿，方便

易记，但没有电话本同样也可以打电话，

只是需要记录相关 IP 地址。互联网最基

本的访问方式是按 IP 地址在访问，域名

解析最后还是解析至某一个 IP 地址上。

然后是 RFC7706 在技术上的支持。姚

健康博士表示，根据 IETF RFC7706，本地

解析器可以直接从 IANA 下载根区数据在

本地运行，相当于在本地运行了 DNS 根服

务器，因此从这些解析器查询域名的 DNS

数据包就不需要到外面的根服务器查询根

区数据了。当前全球有 1000 多台分布在世

界各地的根域名服务器，所以一般情况下，

DNS 根解析都是就近查询本国内的根服务

器，而不需要远渡重洋去国外查询。

他提到，目前有几千个顶级域，用户

可以选择任意一个顶级域进行注册域名。

也就是说域名的替代性很强，相当于某个

电话本用不了，可以换其他电话本查找电

话号码。因此删除其中任何一个顶级域都

不会让任何国家从互联网上消失。

“DNS 域名系统当前已形成了一套

全球互联网利益攸关方共同维护的自治系

统，大家自愿加入，并且变得越来越自治，

很难受某一种意志的把控。”姚健康说。

（责编：郑艺龙）

表 1   7 位恢复密钥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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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F 的延伸、发展与展望

互联网研究任务组 (Internet Research 

Task Force， IRTF) 旨在通过建立长期聚

焦的研究组来推动对互联网演变具有重要

意义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的方面为互联

网协议、应用、体系结构及技术，而与其

平行的机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则是重点关注工程和标准制定方面的短期

事务。IRTF 由诸多具有长期稳定会员关

系的研究小组组成，并由互联网研究指导

组 (Internet Research Steering Group，IRSG)

进行管理。所有的研究组需要定期进行汇

报，并鼓励其举办研讨会 ( 经常性与 IETF

共同举办 )，此外将其研究成果进行整理

发表。

IRTF 现阶段研究组有 10 个（截至

2017 年底），分别为密码技术研究组、

全球互联网接入研究组、人权协议研究组、

互联网拥塞控制研究组、信息中心网络研

究组、协议测量分析研究组、网络功能虚

拟化研究组、网络管理研究组、网络编码

研究组以及物联网研究组。另外，已经终

结的研究组有 27 个。

互 联 网 拥 塞 控 制 研 究 组（Internet 

Congestion Control Research Group，ICCRG）

首要目标在于寻求互联网拥塞控制体

系下的长期可行的解决方案，兼顾合适的

收益与开销折衷；次要目标为提升传输协

议的评价方法，并开发一套仿真测试套件。

ICCRG 将提出 RFC，描述未来拥塞控制体

系结构必须面对的新兴问题的本质，最终

向 IETF 提供适用于互联网规模的方案推荐。

信 息 中 心 网 络 研 究 组 (Information 

实现技术等层面；

人 权 协 议 研 究 组 (Human Rights 

Protocol Considerations Research Group， 

HRPC)

探索人权与网络协议间的关系，及协

议对自由表达和自由联合的影响，对未来

协议的设计开发提供指导；

协议测量分析研究组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for Protocols Research Group， 

MAPRG)

对协议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为协议工

程指导标准环境下的开发和指导 IETF 对

协议的定义都提供支持；

网络管理研究组 (Network Management 

Research Group， NMRG)

研究对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新技术，致

力于解决 IETF 中尚未完全考虑清楚的工

程问题；

网 络 编 码 研 究 组 (Network Coding 

Research Group， NWCRG)

为解决网络编码中开放性问题，开发

网络编码应用以提升网络通信性能，另外

汇总网络编码实现方案，推进基于网络编

码通信的标准化过程。

兴趣小组 (BoF)

BoF (Birds of a Feather) 指的是同类或

者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通常，IETF 领

域负责人对于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成立一

个工作组，会先举行一个 BoF 会议，讨论

相关问题；同时，BoF 会议也可不以成立

工作组为目的，只单纯地作为讨论某个问

题的论坛。BoF 会议能否举行由 IETF 的相

IRTF
Centric Networking Research Group，ICNRG)

为应对以名字标识数据的新兴和数据

流量的激增，从而部署一系列新的服务分

配方案，以新形式实现缓存、备份和内容

分发。研究挑战包括：命名方案的可扩展

问题、路由方案的可扩展问题、拥塞控制

和缓存策略以及安全和隐私问题等。

网 络 功 能 虚 拟 化 研 究 组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Research Group，

NFVRG)

对新兴领域 NFV 进行研究，该领域

需要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围绕如何利用

虚拟化的基础设施来创建网络服务展开。

例如基于网络功能虚拟化的新型网络架

构、NFV 在多个云体系架构中的挑战、

NFV 中的新型操作模型、与非虚拟化设

施和服务的协同存在、实时在线的监控

技术等。

物 联 网 研 究 组 (Thing-to-Thing 

Research Group， T2TRG)

致力于研究实现真实物联网中的相关

问题，使资源受限节点通过其形成的网络

进行通信，并接入互联网，以达到技术革

新。可研究方向包括：部署和可扩展问题、

管理和操作问题以及安全性问题等。

其他研究组简要介绍如下：

密 码 技 术 研 究 组 (Crypto Forum 

Research Group， CFRG)

对密码技术的使用进行探讨和研究，

既可用于一般化的网络安全问题，特别还

对 IETF 研究组提供支持；

全球互联网接入研究组 (Global Access 

to the Internet for All Research Group， GAIA)

针对全球互联网访问问题，提出其挑

战在于社会科学、经济学以及未来互联网

通常，IETF领域负责人对于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工作组，会先举行一个BoF会议，讨论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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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域负责人决定，一般针对某个话题的

BoF 会议只能举行一次，最多不超过两次。

BoF 讨论的内容涉及范围比较广泛，

在 IETF 的网际互联、路由、传输、运行

与管理、应用与实时、安全等各大领域都

存在相应的 BoF，有的 BoF 已经正式成为

IETF 的工作组了。近几年（截至 2017 年）

的 BoF 议题（尚未成立工作组）主要包括：

网络存储同步、文件压缩、域名绑定、智

能交通、网络个性化定制、地址空间管理、

身份驱动网络、可信执行环境、 密钥与

证书管理、ICN、用户数据报会话协议。

BANANA ( Bandwidth Aggregation for 

Network Access ) 是互联网领域一个比较活

跃的 BoF，讨论的问题为网络访问中的带

宽聚合。带宽聚合主要是基于数据包的特

征将本地流量分割到多条链路上，并将多

条链路上的流量重新组合。

BANANA 着眼于设计一个带宽聚合

方案以支持在多链路连接下基于分组的动

态路径选择。该方案将具备三大优势：

一是更高的每流带宽，为用户提供高

带宽以支持其运行某些占用带宽大的应用

程序（如流式视频或内容的上传与下载）；

二是降低成本，传输数据时，优先使

用低成本链路的带宽，只有当低成本链路

带宽耗尽时才使用更高成本的链路；

三是提高可靠性，当一条链路发生故

障，断开时，数据流量可以在另一条链路

上继续传输，从而防止服务中断。

LEDGER 是应用与实时领域进展火热

的 BoF，目标是在不同的支付网络中实现

一种以开放、互操作的方式转移数字资产

( 付款 ) 的协议。该 BoF 由 Ripple 公司发起，

并提出了一个跨账本协议 Interledger，它

定义了一组用于表示数字资产交易以及实

现安全可信交易的协议格式。该项目最早

于 2015 年 10 月在 W3C 社区小组内开展，

并制定了一些技术标准。虽然该 BoF 无意

成立工作组，但它的工作推进得很顺利，

得到了微软和万维网的大力支持，Ripple

公司希望 Interledger 能成为将来的统一支

付标准。

在 IETF 的其他几个领域中，也存在

一些比较活跃的 BoF：

运 行 与 管 理 领 域 的 网 络 切 片

(NETSLICING)，旨在将网络资源进行切分，

给用户打造定制化网络；

路由领域的身份驱动网络 (IDEAS)，

基于身份标识来解决用户在各种接入网之

间实现移动性与多宿主的问题；

安全领域的动态可信执行环境协议

(TEEP)，致力于标准化一个协议，来实现

TEE 的动态配置；

传 输 领 域 的 运 营 商 资 源 部 署 分 类

(ACCORD)，希望寻找一些网络防护措施

来有效管理 RAN。

技术报告

几乎每次 IETF 会议都会举行关于技

术热点、问题、发展进度的报告 (Technical 

Plenary) 并邀请业界的资深技术人士进行

一些题目演讲。近几次的 IETF 会议的演

讲主要围绕如何规范互联网环境、网络安

全，以及新技术服务对于网络的需求。

在 IETF98 会议技术报告上，互联网

技术与人权的问题首次被提及，并进行了

热烈讨论。对于自由言论、个人隐私等问

题，互联网架构和标准的设计在尊重这些

权利的同时，是否要进行统一的协议制定，

或是允许不同地区进行定制化实现将会是

一个持续研究的问题。例如，SA3 工作组

对于 3GPP 协议的安全隐私需求是根据不

同地区的法律法规而制定的，因此对于不

同地区的 3GPP 协议的实现会存在差异。

在此引发了 IETF 对于未来网络协议设计原

则的讨论，以及如何从技术层面规范互联

网环境。

此外，近（IETF98 及之前）几次 IETF

会议的演讲主要围绕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例

如关于互联网架构的安全攻击，以及对未来

安全协议的展望。

在 IETF98 会议中，爱立信公司的技

术专家 John Mattsson 介绍了移动安全技术

的发展历程，并提及了目前移动网络的安

全隐患之一是 GSM 仍然将在世界某些地

区长期使用，例如，欧洲等国家在近十年

将仍然将在物联网设备上使用GSM网络。

同时，如今大部分手机仍然会自动连接

GSM 网络，由于 GSM 技术采用客户端单

向认证，所以用户很可能连接到伪基站上，

也容易被追踪。

5G 技术需要应对大幅增长的移动流

量，以及丰富的需求，包括物联网设备、

多媒体服务等。在安全方面，5G 技术通过

瞬时 Diffie-Hellman 秘钥防范 IMSI 追踪，

同时 5G 技术计划在将来统一使用 EAP 标

准进行身份认证，EAP也将用于3GPP接入。

在 IETF97 会 议 上，IETF 针 对 2016

年 10 月 21 日大规模的 DDOS 网络攻击事

件进行了分析，并对互联网架构的安全威

胁及防御方法进行了总结。

一个防御的核心点是过程自动化，例如，

利用启发式算法和机器学习自动对新的攻击

方式进行动态规则匹配以进行包过滤。

对于 DNS 攻击另一个重要防御机制

是负载均衡，利用任播网络将多个节点分

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数据中心内

部利用 ECMP 进行分布式节点部署。这也

意味着，当今的网络服务为了能够顺利运

行需要大规模的部署，极大提高了互联网

服务的门槛。 

此外，物联网设备的诸多安全隐患也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为了控制成本，

很多的物联网设备使用开源的软件，并很

少会定期更新，形成了大量可攻击节点。

此次网络攻击事件使用的 Mirai 僵尸网络

利用了大量的物联网设备进行 DDOS 攻

击。即使一个轻量级设备也足以建立数个

TCP 连接消耗网络资源。随着物联网设备

的大量部署，这将成为极大的安全隐患。

此外，来自华为的技术专家 Andrew G. 

Malis 在 IETF97 会议上介绍了新应用技术

对于网络端到端服务的需求。他指出如今

互联网的多种服务 ( 包括网络延迟、网络

抖动，以及丢包）妨碍了诸多上层应用的

性能。如今的研究热点是协议内部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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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ETF，如何推进自己的想法？

针对人们在参与互联网标准制定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和误区，日前，IETF 的资

深研究人员 Nick 发了一份邮件。

邮件是发给一个名叫 Khaled 的人。

Khaled 之前提交了一个新的协议方案草

案，自我感觉非常好。但该方案在 IETF

并没有得到采纳，他感到很生气。这一过

程持续了两年，他一直说自己的方案非常

Khaled：

过去几年中，有很多人看过你提议，他们通过几百封邮件的讨论交流后一致得

出相同的结论：你的提议行不通。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你是在要求 IETF 工作组

处理一个他们觉得行不通的提议。

如果你想让 IETF 慎重考虑你的想法，那么你首先需要证明这些提议是可以实

现的。那你就需要从倾听和处理意见开始，尤其是那些被多次提出着重讨论的问题。

关于此，我有几个建议：

1. 写一份你所提出的提议是如何工作的原理实现。或者是讲清楚，你所提出的

技术是如何与 IPv4 或者 IPv6 网络建立连接的？

2. 更新其他协议的规范文件以支持你的提议，如路由协议：BGP、mpls、

OSPFv2、OSPFv3、ISIS 等。仅针对这些协议就至少有 500 个 RFC，所以为什么不

选择一小部分进行更新，使其能够支持你的想法？如果你能编写出一个有效的实现

文档，应该会更好。

3. 为主机应用程序编写一个 API 规范以解决双重寻址问题。

4. 写一份你所提议的“路由协议”的实现细则，它应允许一个网络与另一个网

络交换路由信息。专业提示：确保它能在你提议的技术上工作。

说你不是程序员以及让别人为你的想法编写代码必然是不可取的。现在的问题

是，许多研究人员已经明确表示你的想法不可行，如果你希望你的想法被认真、慎

重对待，那么你有责任去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一直争辩别人应该认真对待你的想法，这件事也是没有用的。除非你能证明它

们是可以工作的，是确实有效的，否则人们不会认真对待它们。

当你写出代码证明你的想法确实可行，然后再回到 IETF，也许那时人们会更

认真地对待你的想法。

       Nick

（邮件原文来源：IETF v6ops 工作组邮件列表）

问题，但是不同协议层之间的协同问题

仍未解决。此外，不同服务提供商之间

缺乏协同，例如 Diff- Serv 协议在公共网

络中不一致的实现，而 Diff-Serv 在企业

及私有网络中使用更多。公共网络中相

似流的聚合是一个难题，如果在主干网

中可以实现低延迟流的聚合，并提供特

定的路径传输，将可以很好地提升性能。

对于 5G 技术，不同应用服务对于

端到端延迟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5G

网络目前推进的一项技术是网络切片

（network slicing），使不同应用或用户

在 5G 网络中拥有私有的独立部分，在

共享公共资源的同时将用户之间的流量

及数据进行隔离，这将是一项新的挑战。

同时，VR/AR 技术对于延迟有着极

高的要求，对于服务器的部署位置，如

何进行路由、带宽控制，都将是研究的

难点。此外，远程医疗、自动化工厂、

智能电网目前都使用私有网络进行作

业。在未来如果公共网络能达到端到端

服务保证，有效控制丢包和延迟，那么

将大幅降低成本。

对于解决方案，自 2013 年以来一个

主要趋势是内容更加分布化，例如，更

多 CDN 的部署以及像 Verizon 等服务提供

商将视频资源放入接入网，将服务内容向

用户侧移动。管理系统需要分析动态网

络延迟状态，并为用户选择最优的服务

器。如今包括 IETF、IEEE 等组织也开展

了多项研究工作。在上层有 QUIC 及 L4S

协议的标准化工作。网络层有 IP/MPLS 

Hardened Pipes、BAS 等工作。链路层有

IETF DETNET、IEEE 802. 1 TSN 以及 IEEE

与 OIF 制定的 Flex Ethernet。3GPP 对于降

低移动网络延迟开展了多项研究，包括 

RAN。在未来端到端服务可保障网络将会

持续成为研究热点。 （责编：郑艺龙）

本文节选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中国计算机学会所

发布的《CCF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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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部分，文中所用数据截

止于 2017 年底，作者：李星，徐明伟，崔勇，李

贺武，毕军，杨芫，李琦，段海新。

好，但自己不是程序员，无法编程验证。

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工作组，重新提出

他的草案，并发出关于 IETF 不够重视其

提议的公开邮件。

对此，Nick 提出四点建议，这些建

议提到的一些问题对于想在 IETF 提交

草案并期望能够成为 RFC 标准的研究

人员同样具有参考价值。邮件内容如下：

                              （责编：郑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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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

9 月 18 日，针对日前美国政

府对 TikTok（抖音海外版）和微信

的禁令，国际互联网学会（Internet 

Society）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

对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是对互联

网的直接攻击。

声 明 表 示， 美 国 政 府 禁 止

TikTok 和微信进入美国应用商店

的举措，是对互联网的直接攻击。

这种极端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互

联网的基础，对互联网的开放性和

可访问性原则以及去中心化的管

理方式产生了威胁。互联网没有

中心，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令人担

忧。

声明进一步表示，这一全面

禁令违背了美国对开放互联网的

承诺。如果美国政府想要支持开放

的互联网，应避免走这条路。相反

地，应先尝试了解这一行为可能对

互联网产生何种影响，并进行影响

评估。任何可能影响互联网的政策

或法规都需要进行互联网影响评

估，以确保我们的行为不会破坏互

联网为所有人服务的根基。

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开放

互联网所带来的互联互通和机遇。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

一举措无疑将适得其反。

近日，全球权威的技术研究和分

析公司 Gartner 发布了 2020 人工智能

技术成熟度曲线报告（Hype Cycl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0）。

对比 Gartner 近三年的报告（如图

1~3 所示），有些技术逐渐落伍被淘汰

了，有些技术依旧止步不前，也有些技

术进步的速度非常之快。

近三年人工智能领域的亮点技术包

括：

2018 年的 BERT 和微调 NLP 模型；

Gartner发布AI领域2020年成熟度曲线

2019~2020 年的 BIG 语言模型，GPT-3

语言模型、自监督学习等等。

报告重点介绍了 2020 年下半年的

一项“出道即巅峰”的人工智能领域革

命性突破技术——GPT-3 语言模型。

这又是什么“黑科技”？简单解释，

这是 OpenAI 高调推出的一款具有 1750 

亿参数的自回归语言模型。从参数量

上看，它比 2 月份刚刚推出的、全球最

大深度学习模型 Turing NLP 大上十倍。

从功能上看，GPT-3 在许多 NLP（神

经语言程序学）数据集上均具

有出色的性能，包括翻译、问

答和文本填空任务，以及一些

需要即时推理或领域适应的任

务，例如将一句话中的单词替

换成同义词，或执行 3 位数的

数学运算。

该 模 型 经 过 近 5000 亿 个

单词的预训练，在不进行微调

的情况下，可在多个 NLP 基准

上达到最先进的性能。GPT-3 

最令人惊讶的还是模型体量，

它使用的最大数据集在处理前

容量达到了 45TB。研究者们希

望 GPT-3 能够成为更通用化的 

NLP 模型，解决当前 BERT 等

模型的两个不足之处：对领域

内有标记数据的过分依赖，以

及对于领域数据分布的过拟合。

GPT-3 在人工智能领域掀

起了又一场革命。AI 大佬们谈

到 GPT-3 时，是这么评价的：

生命、宇宙和万物的答案，只

是 4.398 万亿个参数而已。

（责编：郑艺龙）

来源：https://dy.163.com/article/

FN9GPBDL05311ZKG.html

图 1  2020 年 AI 成熟度曲线

图 2  2019 年 AI 成熟度曲线

图 3  2018 年 AI 成熟度曲线告

国际互联网学会发表声明反对

研究与发展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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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440 个

NIC2020 年 8月

文／朱爽　

8 月全球 IPv4 地址分配数量为 35B，其中获得地址最多的

是美国，27B；其次是巴西，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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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B，其

中获得地址最多的是美国，398B；其次是巴西，22B。

8 月全球 IPv6 地址申请 (/32 以上 ) 总计 440 个，其中拉美

302 个，欧洲 58 个，亚太 45 个，北美 22 个，非洲 13 个，分 ( 本文作者系 CERNET 网络中心 CERNIC 负责人 )

图 5  2020 年 8 月 CERNIC IPv6 地址申请

申请月增量 [1 - 190]（计算单位：个 )

别来自 58 个国家 / 地区。申请个数最多的是巴西，255 个；其

次是美国，21 个。8 月较大的地址申请，有一个 /24 来自美国。

8 月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1071*/32，其中获得地址最多的

是美国，298*/32；其次是巴西，262*/32。在过去的 12 个月 , 

全球 IPv6 地址分配数量为 28225*/32, 其中获得地址最多的是

美国，9046*/32；其次是中国，2663*/32。

8 月 CERNIC 共批复 IPv4 地址申请 20 个，IPv6 地址申请

12 个，EDU.CN 域名注册 5 个。 （责编：项阳）

图 4  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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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Total 

US 5 84 3 96 41 5 28 27 15 15 52 27 398 

BR 2 2 2 1 2 2 2 1 2 2 2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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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2 1 1 0 0 0 0 0 0 0 0 0 4 

NL 2 1 1 0 0 0 0 0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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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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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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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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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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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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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Total 

US 18 4119 30 32 28 25 4139 36 283 19 19 298 9046 

BR 103 107 96 88 98 119 158 81 103 109 150 262 1474 

GB 136 113 139 41 57 8 26 33 24 64 144 81 866 

DE 353 184 205 97 99 85 96 60 66 35 49 66 1395 

RU 393 346 361 56 41 81 18 194 42 177 25 32 1766 

FR 137 88 92 58 40 64 18 16 25 33 25 32 628 

NL 258 764 100 131 113 73 41 968 45 26 25 17 2561 

CN 265 8 11 9 3 2 11 20 2 6 2311 15 2663 

IT 76 73 147 66 112 40 33 16 24 26 40 8 661 

ES 73 33 72 40 25 24 32 56 8 16 40 8 427 

201509 202008

201509 202008

图 6  2020 年 8 月 CERNIC EDU.CN 域名注册

注册月增量 [2 -147] （计算单位：个 )

201509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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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N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Total 

BR 103 112 102 91 99 127 159 83 102 110 150 258 1496 

US 95 120 81 102 121 104 82 118 102 122 242 93 1382 

GB 27 26 25 17 16 12 26 16 20 21 25 20 251 

RU 25 40 48 27 28 26 25 10 19 19 20 18 305 

NL 27 17 18 15 12 12 17 12 26 15 19 16 206 

BD 16 10 22 19 17 18 15 13 12 14 17 15 188 

AU 15 16 3 18 12 15 11 14 15 13 26 12 170 

DE 35 27 32 25 24 15 27 33 27 22 25 11 303 

CN 7 8 12 9 3 6 161 39 19 27 14 8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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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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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环比增 22.84%

6NOC2020 年 8月

文 / 陈永庭

8 月 CERNET2 主干线路平均可用率

99.60%。

受开学季影响，8 月 CERNET2 主干网

流量与 7 月相比有很大增幅。8 月入流量均

值为 20.56Gbps，相比 7 月增加了 22.84%，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57%；出流量均

值为 29.20Gbps，相比 7 月增加了 23.63%，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1.18%。

8 月 CERNET2 出 口 流 量 较 上 月

相 比 有 很 大 增 幅。8 月 入 流 量 峰 值 为

50.25Gbps；出流量峰值为 37.14Gbps。

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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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

平均值为 3.31Gbps；其次是西安节点，其均值为 1.79Gbps，占

8.72%；第三位是南京节点，占到总入流量的 7.64%。
（本文作者系 CNGI-CERNET2 NOC 负责人）

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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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Gbps，占到总出流量的 9.36%；其次是南京节点，

占到总出流量的 8.53%；流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北京节点，其占

总出流量的 8.47%。 （责编：项阳）

（数据来源：CNGI-CERNET2 网络管理系统）

图 1  2020 年 8 月 CERNET2 主干网入流量分布 图 2  2020 年 8 月 CERNET2 主干网出流量分布

文 / 李锁刚

2020 年 8 月 CERNET 主干网网络运行正常。

8 月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相比 7 月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

高校陆续开学，用户逐渐增加。主干网总流量相比于 7 月增加了

58.22G；国内互联互通总流量相比于 7 月增加了 36.05G；国际互联

总流量相比于 7 月增加了 4.18G。8 月 CERNET 主干网进行了高招

网络保障工作，保障工作持续到 9 月下旬。

图 1~2 表示了 2020 年 8 月 CERNET 全网运行情况。 （责编：

项阳） 图 2  2020 年 8 月 CERNET 国内互联互通流量

NOC2020 年 8月

图 1  2020 年 8 月 CERNET 主干网流量

8 月 CERNET 主干网总流量比 7 月增 58G

建设与应用 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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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先伟

9 月教育网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现影

响严重的安全事件。网站安全事件数量

较 8 月稍有上升。

近期国内的攻防演练活动较多，在

攻防演练中，社会工程学攻击也是攻击

方常用的手段之一。通过邮件发送带木

马程序的附件是社会工程学攻击的主要

方式，这类攻击针对性和隐蔽性都较高，

通过传统的安全防护手段较难发现，更多

的时候防范依靠的是被攻击者本身的安

全素养，所以加大对普通用户安全常识的

培训是必要的。

近期新增严重漏洞评述：

1. 微 软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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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个 安 全 漏 洞， 包 括

Windows 操作系统、IE/Edge 浏览器、

ChakraCore、SQL Se rve r、Of f i ce 组

件 及 Web Apps、Exchange 服 务 器、

OneDrive、.Net 框架、Azure DevOps、

Visual Studio、Windows Defender 等多

个 Windows 平台下应用软件和组件。其

中 Exchange Server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20-16875）源于 cmdlet 参数

的验证不当，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在系

统用户上下文中运行任意代码。建议用

户尽快使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更新功

能进行安全更新。除 9 月公告涉及的漏

洞外，另一个 8 月更新的“NetLogon 权

限提升漏洞（CVE-2020-1472）”需要

引起关注，虽然这只是一个权限提升漏

洞，但因为漏洞涉及域控制器，攻击者

可以在未经身份授权的情况下获取域控

制管理员的权限，进而控制整个域内的

其他服务器。现有的安全监测信息显示，

该漏洞有被用来在内部网络进行横向扩

展攻击的趋势。建议内网有域控制的管

理员要额外关注。

2.Apache Sh i r o 是 一 个 强 大 且 易

用 的 Java 安 全 框 架， 通 过 调 用 Shi ro

的 API 接 口 可 轻 松 实 现 身 份 验 证、 授

权、 密 码 和 会 话 管 理。Apache Sh i r o 

1.5.3 之前的版本，由于 Shiro 拦截器与

reques tURI 的匹配流程和 Web 框架的

拦截器的匹配流程有差异，攻击者可以

构造一个特殊的 ht tp 请求来绕过 Shi ro

的认证，从而达到未授权访问的目的。

目前官方已在 Apache Shiro 最新版本中

修复了此漏洞，建议受漏洞影响的用户

尽快下载最新版本。

3.Apache Syncope 是一套用于企业

环境中的开源数字身份管理系统。该系

统支持身份管理、角色配置等。Apache 

Syncope 2.1.7 之前的 2.1.x 中存在安全漏

洞。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执行恶意操作，

包括但不限于文件读取、文件写入和代码

执行。目前 Apache 基金会已经在最新版

本的 Syncope 中修复了上述漏洞，建议受

CCERT月报

漏洞影响的用户尽

快进行版本升级。

4.WordPress 是

当 下 网 络 上 使 用

最 为 广 泛 的 PHP

开 源 网 站 搭 建 平

台 之 一。WP File 

Manager 是 该 平 台

下的一个文件管理

插件，安装该插件

后网站的管理员可以直接通过 Web 页面

管理网站后台文件，包括编辑、删除、上

传、下载、复制和粘贴文件及文件夹。较

早版本 WP File Manager 插件中存在任意

文件上传漏洞，远程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

提交特殊的请求，上传任意 PHP 文件，

并执行任意代码。目前 WordPress 官方已

经针对该漏洞发布了补丁程序，建议受影

响的用户尽快更新。 （责编：项阳）

将内外网作为统一整体进行安全管理

（作者单位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应急响应组）

从近期各种攻防演练结果数据看，

攻击者在突破边界防护时相对较为困

难，但是一旦突破边界防护后，进入到

内部网络后进行横向扩展攻击就变得比

较容易了。因为内部大多数系统并不直

接暴露在外部网络中，安全策略的实施

没有那么严格，存在补丁更新不及时等

问题，从而导致一个漏洞通吃很多个系

统的情况存在。安全策略的实施更多属

于管理而非技术上的问题，把内外网作

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安全管理要比

单独在边界上进行防护靠谱很多。

安全提示

42%

38%

11%6%
3%

97%

3%

2020 年 8~9 月 CCERT 安全投诉事件统计

建设与应用CERNET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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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地址指数日趋势

随着暑期结束，学生分批返校。2020 年 8 月 IPv6 日

活跃地址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经休息日时，活跃地址指

数呈有规律下降。8 月的日活跃地址指数在 8 月 31 日达到

峰值，达 871 万个。

8 月 IPv6 日活跃地址指数呈上升趋势

图 1   2020 年 8 月活跃地址指数日趋势

图 2   2020 年 8 月活跃地址指数省区市统计

图 3   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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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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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统计时间截至 2020

年 8 月。

活跃地址指数省区市统计

2020 年 8 月，在日平均活跃地址排名中，北京地址

数贡献最高，达到 167 万；陕西地址数 21 万，位列第

10，最接近 31 省区市平均值；新疆、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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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北、华东南。

门户网站 IPv6 支持度

2020 年 8 月，1886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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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所支持；高

职高专的支持度最低，634 所中有 89 所支持。

门户网站 IPv6 支持度省区市统计

2020 年 8 月，1886 家会员单位中有 413 家支持，平

均支持度为 21.9%。超过平均支持度的省份有 12 个，排

名前三位的是山东、广东、广西。其中山东 116 所中有 56

所支持；广东 117 所中有 56 所支持；广西 46 所中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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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门户网站 IPv6 支持度省区市统计

（责编：项阳）

IPv6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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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谋在真想成于实干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李艳丽

文／本刊记者   项阳

从学校信息学院毕业

后，李艳丽留在了研究生

院，在那期间，她从事的

与信息化相关的工作主要

是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和数据处理，2017

年 6 月起，她开始担任中

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主任。

“刚到这个岗位时，

看到遍布全校的设备间、

上万件的硬件设备、上百

个应用系统、‘白 + 黑’

的运维、庞大的职能……

从校园网络到应用系统，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智慧教

室改造，面对雨后春笋一

般的信息化建设需求，才

发现自己过去对信息化的

理解只是未来工作的冰山一角。”她表示。

对李艳丽来说，担任信息技术中心主

任，面临着诸多挑战：“从队伍建设到团

队文化，从信息化建设规划到实际落地，

从经费管理到项目建设程序，从信息化与

部门业务、师生需求之间的结合，从信息

技术的前沿到实际应用的结合等等，都需

要统筹、需要思考，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思

路与措施。”

“高校信息化工作，始终处在一个需

要不断学习和充电、了解新技术，并不断

前行的环境中。”扛下了这份责任的同时，

李艳丽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带来的挑战。

李艳丽表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关

键在于一个字“统”。要深刻把握“学

校的信息化最需要什么”，找到学校需

求和信息技术的结合点，把高校最核心

的需求，对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的支持

做到位。

人才队伍建设离不开                        
团队文化这个“软”层面

《中国教育网络》：高校信息化建

设离不开高素质的信息化人才队伍。您认

为高校信息化队伍建设的难点和痛点在哪

里？从学校的角度看，如何

破解这些难点和痛点？ 

李 艳 丽： 众 所 周 知，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

天，信息化人才具有旺盛的

市场需求和较高的市场薪

资。而高校人力资源体系有

着不同于市场化的体制机

制，在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

设上，一方面薪资待遇有

限，一方面职业发展和技术

发展空间有限，不可避免地

面临对专业技术人才吸引

力不足的困境。

同时，在人才队伍建设

和管理方面，每个高校的情

况不一样。具体来看有两条

“路”可以走。

第 一 条 路， 打 造 具 备

一定规模的团队，能够自主

把控所有的系统和数据，不

用担心部门间的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信

息化工作的供给和需求相匹配，可谓是“理

想状态”。但与此同时，即使有几百人的

IT 团队，在规模上达到“最佳状态”，也

会面临问题。人多了，团队的管理会更加

复杂，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也会面临很

多困境。

现实中，绝大多数高校并不具备能够

与自主建设相匹配的人员规模。这种情况

下，队伍建设应该如何展开？这是第二条

路，尽管不能达到理想的规模，但要拥有

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由核心技术团队负

责学校统一数据中心、网络环境、基础平

李艳丽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主任沙龙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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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网络安全管理；了解新技术的发展，

对接业务单位需求，规划学校的信息化建

设方案；把控技术规范和标准。而对于服

务通用性强的和业务专业性强的业务，在

梳理信息化建设专业性业务分类基础上，

借助市场力量完成具体的开发建设。这条

路的难点在于，目前信息化市场化细分非

常明显，具体的建设工作很难只通过一家

公司来做。这么多公司如何把控，相互之

间如何配合和互联互通？系统建完了，如

何维持长期的运维？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

问题。

人大信息技术中心的员工目前只有 30

多人，按照现实，我们只能走第二条路，

但要保证信息不割裂，数据能共享，并且

处理好 IT 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的关系。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信息技术中

心主任，您觉得信息化部门“掌门人”需

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李艳丽：我认为，信息化部门负责人

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

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可以说，信息化部门的每一项工作都是跟

其他职能部门高度交叉融合的，特别需要

顶层设计和跨部门协调。尽管学校有主管

信息化的校领导，有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

导小组，但信息化部门和其他各职能部门间

的沟通配合仍然必不可少。作为信息中心主

任，尤其需要具备这种沟通协调能力，得到

其他部门的认可和配合，要让其他部门感受

到，你是在实实在在支持他们的工作。

其次，要具备“出谋划策”的能力。

信息技术更新换代太快，每个学校面临的

信息化现状和需求不一样，学校的投入也

需要资源平衡，绝不是一味地上新技术。

因此，了解“学校的信息化最需要什么”

非常重要。具体来看，一是要了解信息技

术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全国其他高校的

相关情况，二是要了解学校的整体的资源

状况和阶段性的发展重点，综合考量并找

到其中的“结合点”，以此制定相应方案，

再将方案呈现给学校决

策。信息化部门负责人

要具备这种牵头谋划的

能力。

第 三， 要 具 备 带

好队伍的能力。作为中

心主任，除了必须关注

人员技术提升和职业发

展，同时要有绩效、规

范、公平和原则之外，

我个人非常重视团队文

化这个“软”的层面，

竭尽所能为大家创造一

个温暖而积极向上的工

作环境。

《中国教育网络》：也就是说，“带

好队伍”非常重要。人大信息化队伍建设

是从哪几方面展开的？

李艳丽：人大信息技术中心一直非常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具体来说，要“事业

留人，感情留人”双管齐下。

事业留人，就要让核心技术团队有发

展空间，要给大家搭建技术学习的平台和

机会。我们非常重视团队技术成员专业技

术职称的发展路线，鼓励大家在完成本职

工作的同时，也要在项目和论文等方面有

所投入和提升。学校每年会组织科研项目

申请，我们也会带动大家去申请和承担相

关的科研项目，和大家一起总结实践经验

形成论文，为职称评审打下厚实的基础。

此外，我们实行绩效考核，并按照“中

心——科室——员工”来分级统筹管理，

使“责权利”相匹配，让员工能“多劳多

得”，真正做到以一颗公心来对待工作中

包括晋升、评比等“务实”的事。作为部

门的一把手，要时刻关注团队的发展空间，

能够把学校有限的资源充分地调动起来，

并且让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给大家

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展示才能的平台。

感情留人，则是刚才提到的团队文化

这个“软”的层面。中心建立了“教职工

之家”，并通过内容多样形式活泼的团建

活动增加集体的荣誉感、归属感与温暖感。

依托工会的平台，组织丰富多彩的团建活

动，让团队的每个人感受到温暖和积极向

上的团队氛围，形成良好的团队文化。即

使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心仍组织安排全体

员工进行了多次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在

这样的氛围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遇见问题正向解决，寻求改变而不

是抱怨，团队凝聚力自然也会积累形成。

总而言之，团队文化这个“软”的层面，

入脑入心、用心用情，架起感情和沟通的

桥梁，对于激发整个团队战斗力的作用是

潜移默化的，不可小觑。

《中国教育网络》：就人大信息中心人

员来说，您比较看重哪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李艳丽：首先是专业技术能力。作为

专业队伍，员工的专业技术是首要考虑的

基本素质。

其次，责任心尤为重要。前段时间

在我主讲的部门战“疫”示范微党课上，

我展示了疫情防控期间各种工作的微信截

图，有很多是在半夜 1~2 点、凌晨 4~5 点

的时间。信息技术中心一直全员战斗在疫

情防控阵线上。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心

可谓“常态化”。比如系统的升级运维，

工作、上课期间都不能轻易“动”，只能

微人大界面

主任沙龙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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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动”、暑假“动”。我来信息技术

中心三年来，三个暑假没有休息过，每次

都有大的工程任务。然而，在这样高强度

的运行之下，大家都尽心尽力，毫无怨言。

我时常被大家夜以继日、不叫苦不叫累、

急活重活随叫随到的各种情景感动着，也

激励着我不能懈怠，心存感恩，和大家一

起携手前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信息化

部门也是网络空间的“后勤和保卫”，幕

后所付出的辛苦很难被看到，工作中也会

因为各种原因面临用户的指责和抱怨，这

些都对“信息化人”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数据是基础，智能化是发展方向

《中国教育网络》：疫情对高校的信

息化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您认为，

疫情对高校 IT 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具体

来说，面对疫情挑战，为满足师生远程科研、

教学、学习需求，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

中心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艳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

息化引领教学科研创新一直是近年来的

热门话题和高校信息化工作的重点之一，

但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引领”不是

单纯的上技术、上设备、上系统，而是

需要通过需求牵引、供给推动，让师生

能用、会用、主动用，真正在教学模式、

方式方法上适应这种变革，改变教学中

“教与学”的方式。

观念和方法的转变往往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疫情恰恰成为了这一转变过程的催

化剂，如果说过去这种创新和变革需要以

点带面，疫情则是全面“倒逼”改革，对

信息化而言，既是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

机遇。如何抓住这个机遇，让师生在线上

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工作中“体验”信

息化的实效，让好的东西用起来、让新的

技术和理念得以深入人心，这是对我们专

业水平和建设能力的考验。

疫情期间，信息技术中心全过程服务、

全天候保障，以信息化手段助力疫情防控

工作：如在 10 天内部署全校 45 间会议室

的本地化视频会议系统，建设校园疫情防

控系统，做好线上教学科研工作的技术支

持，快速响应“云毕业”各项工作需要等。

9 月，终于迎来“开学季”。为此，

我们展开了很多工作：在移动校园里开设

了校园疫情防控专栏，展示涉及疫情防控

的相关服务和动态信息，统一信息填报入

口；开设了返校生活通专栏，集合图书馆

在馆人数、餐厅流量、在线点餐等功能，

方便师生查看；与学生处联合建设了学生

返校通系统，同学们在线预约返校时间，

学校实时动态掌握学生返校情况。为保证

新生顺利入校，我们在新生录取阶段就已

经启动迎新相关系统工作的部署，结合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对迎新系统进行相应的

优化，增加了很多指引，完善线上缴费、

绿色通道申请、被服预定等入口，保证新

生在网上办理相关的迎新手续。

《中国教育网络》：在您看来，高校

信息化部门的职责和挑战是什么？

李艳丽：不同的高校结合学校的定位

和发展目标，对信息化部门的定位和承担

的使命有不同的认识。但无论对信息化的

定位是引领，还是变革驱动，亦或是深度

融合，最终都要考虑“如何落地”。也就

是说，要完成信息化在高校中的使命，应

该如何完成信息化自身能力建设？如何形

成信息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这

是定义信息部门职责时绕不开的问题。

高校信息化建设本质是为了支持教

学、人才培养、科研以及管理和服务的发

展，网络与应用的建设，无论是为了提高

管理效率，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还是转

变教育教学模式，亦或是辅助决策，都不

可能独立于业务之外去发展。因此，信息

化建设不仅是高校信息化部门的职责，更

是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各部门工作的保

障，这里涉及全校的统筹和部门间的高度

交叉。所以，我一直认为，高校信息化建

设的关键绝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如何统筹，

如何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良性合作

的机制，保证信息化建设在各部门之间的

顺畅衔接。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互

联网 +”，和谁 + ？怎么 + ？信息化与

中国人民大学网站首页

主任沙龙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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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融合的切入点是哪

里？如何保证这个融合是有效且受欢迎

的？这是每一个高校信息化建设中面临

的最大挑战。

《中国教育网络》：进入“十四五”，

您认为，高校信息化工作应秉持怎样的建

设理念，重点关注哪些元素？您刚才提到，

中心主任要了解“学校的信息化最需要什

么”。在您看来，“十四五”阶段，人大

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化建设？

李艳丽：从刚才提到的“衔接”及“融

合”的角度来看，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规

划，形成“业务驱动、技术引领、标准统

一、融合协作”的建设格局，是我们应该

遵循的建设理念。

高校信息化建设，应关注两个核心元

素。首先是数据，这是所有业务流转和决

策支持的基础，实现从管理支持向决策支

持转变；其次是智能化，这是发展方向，

是师生在信息化中“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的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正是得益于学校

领导的高瞻远瞩和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

遵循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理念，一方面

逐步形成了信息化建设统筹管理的模式和

路径，统一数据标准和建设规范；一方面

建成了学校统一数据中心、数据共享中心

和应用平台。

因此，从数据的层面看，人大的基础

是非常好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学和

服务平台，集成了各个业务系统，虽然有

统一的身份认证和数据共享，但仍偏向传

统的“烟囱式”架构，亟待向智能化和微

服务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现阶段人大信息

化建设工作面临的最大瓶颈。

今年，信息技术中心牵头拟定了《信

息化建设 2020-2021 行动方案》，报请学

校成立了信息化建设工程领导小组，由校

长亲自担任组长。两年行动计划从教学平

台、服务平台、科研平台、门户平台、移

动校园、无感知网络服务、以及新校区智

慧校园等七个平台入手，通过平台集中建

设、数据集中共享、服务集中提供、安全

集中保障的方式，打造信息化大平台，向

移动化、智能化、个性化“升维”，着力

构建以师生为中心的智慧校园。

IT 治理的关键在于 “统”

《中国教育网络》：可以看出，人大

信息化建设在数据建设方面做得非常好。

在数据治理方面，人大具体是如何展开的，

如何化解数据治理方面的风险？

李艳丽：人大的“数据治理”主要体

现在信息化项目建设和数据管理这两方面。

一方面，按照学校规定，业务单位

信息化项目统一到信息技术中心申报和评

审。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遵循学校的信息

化项目管理办法，由此保证学校的信息化

项目尽管分散在不同的执行单位，但遵循

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实施规范。这是通过“体

制机制”的构建来规范“数据”。

另一方面，将学校相关数据纳入数

据中心统一管理，建立规范的数据管理

机制和数据共享平台。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数据

共享建设的深入，各高校系统间都通过

各种形式的接口建立了共享，但是由于

缺乏管理机制和工具，这些接口如同在

一个黑箱里面，随着时间推移，没有人

知道谁创建了它们，没有人知道它们可

不可删除；由于系统间的共享接口越来

越多，各个系统间存在大量的耦合关系，

千丝万缕，学校的信息系统就像被一张

黑网缠住，牵一发而动全身。

为了打开这个“黑箱”，人民大学建

设了可视化的数据共享中心，申请数据填

写之后，由数据的源部门来审批。比如教

职工的职称，需要向人事部门申请，审核

通过后，系统会自动实现数据共享的视图

处理。在数据共享视图的管理页面，我们

能够清楚地查看学校各部门之间共享了哪

些数据视图、数据子集、热门字段，将刚

才提到的“黑箱”全部可视化，不仅能防

范风险，规范管理，还能够通过数据分析

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教育网络》：“IT 治理”是目

前高校信息化十分关注的话题。什么是 IT

治理，可能每个信息化工作者对这个概念

都有自己的理解，大家的侧重点和视角千

差万别。结合人大的信息化建设情况，请

问您对高校的 IT 治理是如何解读的？您认

为未来几年中国高校的 IT 治理应该重点关

注哪些方面？

李艳丽：提到 IT 治理，我的第一反应

仍是“体制机制”的理顺，这是从管理层

面的解读；第二，从技术层面看，也就是

刚才提到的数据治理，这两点都是人大做

得比较成功的方面；第三，通过 IT 手段来

助力学校的治理，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

“IT 治理”。

我认为，未来高校的 IT 治理，最关

键的就在于一个字“统”。学校信息化工

作不能陷入这样的误区：让人眼花缭乱的

新技术不断涌现，为了追求新鲜，不假思

索地蜂拥而上。数据割裂、底层平台不互

通，最后数据成为信息孤岛，无法被学校

所用，也无法发挥信息化规模、智能的效

应。并且，如果一个新技术、新项目从一

开始就没有“统”的思想，后续再重新整

合就更加困难。因此，新的技术和项目可

以由不同的部门来执行，但一定要事先明

确统筹管理的部门，定好标准，再统一按

照这个标准来做。信息化工作的智能体现

在它的路是“通”的，通过顶层设计来统

筹管理，如果从一开始不“统”，那这条

路就很难“通”。这是高校 IT 治理应该

重点关注的元素。

“总结下来，信息化没有完美的路，

哪一条路都困难重重。我们能做的，就是

在充分了解学校现实需求的情况下，选择

最优路径。” 李艳丽如是说。 （责编：

项阳）

主任沙龙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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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从

规划、实施、运行维护到用户服务，各高

校基本已经探索并形成了适合各自信息化

发展的运作规范和体系，其中很多高校建

成了广受师生喜爱的信息化成果，也制定

了相应的信息化工作体系、管理制度与技

术规范。随着“互联网 + 教育”计划的不

断实践，得益于教育信息化合作伙伴的贡

献，高校信息化迎来了更先进、更开放、

更智能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化产品，也将高

校信息化建设者重新放置到了新的发展环

境。作为新一代高校信息化建设者，面对

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的运作规范和体系

也需要做出适当调整。

相比于高校信息化的规划、信息化管

理机制与服务体系，信息化项目是整个信

息化执行层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高校

信息化推进工作路径中的关键节点，项目

执行的结果决定着信息化的成败 , 影响着

后续的服务 , 印证着规划的科学 , 以及信

息化管理机制的合理与否。为此，本文选

取高校信息化项目管理作为研讨对象，破

析应对之策，以提高项目执行成功率。

项目管理流程

所谓项目管理，就是项目的管理者，

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

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

行有效管理。项目管理发展史研究专家

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把项目管理划分为

两个阶段，人们通常认为，项目管理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如曼哈顿计划）。

在 1950 年至 1980 年期间，认为项目管理

者的工作就是单纯地完成既定任务，应用

项目管理的主要是国防建设部门和建筑公

司。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项目管理者

不再被认为仅仅是项目的执行者，而是要

求他们能胜任其他各个领域更为广泛的工

作，同时具有一定的经营技巧，项目管理

的应用扩展到其他工业领域（行业），如

制药行业、电信部门、软件开发业等。

项目管理总体有五个过程：启动过程、

计划过程、实施过程、执行过程、收尾过

程等。

项目的启动过程就是一个新的项目识

别与开始的过程。项目的计划过程通过对

项目的范围、任务分解、资源分析等制定

一个科学的计划，能使项目团队的工作有

序开展。以前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计

划应该准确，所谓准确，就是实际进展必

须按计划来进行。实际并非如此，计划是

管理的一种手段，仅是通过这种方式，使

项目的资源配置、时间分配更为科学合理

而已，而计划在实际执行中是可以不断修

改的。项目的实施过程，一般指项目的主

体内容执行过程，重要的内容就是项目信

息的沟通，即及时提交项目进展信息。项

目管理的过程控制，就是要及时发现偏差

并采取纠正措施，使项目进展朝向目标方

向。项目收尾包括对最终产品进行验收，

形成项目档案，总结吸取的教训等。

从项目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项目管理除了通用的方法论之外，应该还

有一些跟应用领域直接关联的个性方法存

在，而这些个性化的部分就是不同领域项

目管理的差异性，也是专业性体现。项目

管理的五个过程，其价值在于把项目管理

从时间维度进行了阶段划分，有利于项目

的进度管理，从专业性角度而言，则对项

目管理的专业性进行了阶段划分。因此，

在信息化项目管理中，每所高校都会从学

校信息化的组织架构、工作体系、采购、

财务等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能在本校落

地的项目管理流程。如何借助流程发挥质

量管理的作用是信息化建设与管理部门流

程走通以后普遍关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形式上有很多种解法，而

形式能否起到管理的应有作用，是检验形

式是否有效的依据。项目质量是项目的生

命，为此从质量管理的角度进行项目管理

流程的设计是较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

质量管理涉及到角色、职责和任务，下面

以浙江大学为例，列出项目管理的流程设

置情况。

浙江大学的信息化项目管理流程包括

立项审批、采购招标、项目验收三个管理

节点，每个管理节点设置一套办事流程，

办事流程中明确参与者的职责和操作要

求。图 1 所示为立项审批流程。

图中的角色包括拟立项部门，一般是

指承担信息化项目建设的相应科室，在浙

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组织体系里特指系统

部、平台部、教学支持部、数据资源部和

用户服务部；中心办公会议是中心的最高

决策机构，由中心主任主持会议；中心学

术委员会是中心的虚拟组织，关注中心发

展的议事机构，成员主要是中心的高级职

称员工，根据议事事项需要，可以外聘专

家参与议事；规划发展部承担中心所有信

息化项目的行政管理工作。

上述立项流程，对照到项目管理五个

过程，覆盖了启动过程和规划过程的任务

浙江大学：高校项目管理之道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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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立项流程的中心办公会议对项目的

可行性进行了确认，确保了项目的商业目

标，明确了项目执行的团队结构。

经过近一年的项目管理流程化实施，

学校在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一，

项目进度情况变得清晰，项目执行中各角

色职责明确，尤其是项目负责人可以通过

一系列的项目管理模板快速完成相应管理

节点的任务；其二，通过项目管理流程，

新立的项目更符合学校信息化规划的目

标，项目层次普遍提高，项目定位从原来

的科一级提高到校一级，同时也有效规避

了有些隐蔽的功能在不同的项目里重复投

入；其三，通过项目管理流程，拟立项部

门获得了充分的立项建议权，极大促进了

优质信息化产品的选取，尤其是互联网化

产品的引入。

项目管理内容

项目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质量、工期

与成本三要素，项目管理流程的设置和执

行，落实了项目时间进度的“线”管理，

规范了立项、采购、验收等流程“点”上

的要求，对应于项目工期的管控，由于对

项目实施过程和执行过程的管理相对缺少

规范和措施，项目质量的稳定性难以控制，

容易造成项目质量参差不齐。

项目实施过程和执行过程的管理模

式取决于所实施项目的性质，一般高校信

息化项目分为两类，即硬件和软件，硬件

包括网络设施、机房设施，软件包括各类

信息系统的定制开发和成熟软件产品的采

购，以及基于 SaaS（软件即服务）的各类

公有云应用服务。从管理形式则可以分为

定制开发和非定制开发，非定制开发以硬

件、公有云应用服务、成熟软件产品的采

购为主，定制开发又分为完全定制和部分

定制。实际情况上，高校信息化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培育了一批致力于高校信息

化发展的 IT 企业，这些企业或多或少专

注于高校的业务发展领域，具有一定的研

发能力，也定制了很多通用的产品，由于

高校业务的个性化和复杂性，一般还需要

在 IT 企业的通用产品上开展部分定制才

能满足需求，因此部分定制开发市场占有

比例较大。

项目实施过程和执行过程管理的主体

是项目负责人及其项目团队。项目负责人

及其项目团队要对项目进行任务分解并分

头执行，最终提交项目的成品，以实现项

目的商业价值，即学校满意、师生用户满

意、项目团队得到成长。在这个阶段，任

务管理是重点，通过任务管理，可以找到

项目实施的关键路径，明确项目团队成员

的职责，以及需要领导层面参与和投入的

关键事项，如召开协调会、向学校上层汇

报以争取资源等。除了上述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软”性管理，还有与项目建设内容

直接相关的技术内容管理，包括项目实施

功能点的梳理、产品调研与对比分析、实

施方案制定。这个阶段，如果缺乏足够

的项目管理能力及过硬的 IT 业务素质，

容易引发需求调研、系统功能定位、项

目设计等多方面问题，走入信息化实施

层面弯路。

针对项目管理中的技术内容管理，

具体到每个信息化项目所涉及到的技术要

素，往往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难以统一。

然而，技术内容的管理不等同于技术的管

理，作为项目管理，管理的是技术的应用

价值，因此并非不能管理。

针对业务需求调研不明确，以及项目

之间相互孤立的现象，在项目前期，也许

是描述和展现的问题、也许除项目组成员

之外的人也不怎么关心，一般较难发现问

题，往往到了项目实施即将结束，提交终

端用户使用时才暴露出来，这也是很多项

目有好的理念和立项基础，但是达不到商

业价值的重要原因。为了规避类似问题，

学校在立项之后采购之前，要求每个项目

组按照项目建设方案模板阐述项目情况，

并提交中心学术委员会进行项目的建设方

案论证，论证通过才能进入采购，学术委

员会提高项目组评审方案的全面性、合理

性、技术可行性，也会对项目实施范围和

行动路线进行研讨，帮助项目组完善项目

计划。在这个环节，为了辅助项目组聚焦

在说清楚项目的业务需求和设计，方案模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图 1  立项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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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从九个方面对项目组提出了要求，包括

项目背景、建设目标、总体技术设计、功

能模块、安全体系、性能指标、经费预算、

进度安排、工作体系和运行服务体系。

图 2 是功能模块的模板，通过这个模板能

快速发现不同项目之间的建设内容是否重

复。

高校信息化曾经经历过“信息孤岛”

的困扰，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交换中

心、门户等系统的建设，以及高校开始重

视信息化规划和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孤

岛”已一度不再是主要问题。随着“互联

网 + 教育”行动的不断深入，很多高校为

了让师生享用优质的服务，同时降低项目

的管理和建设成本，通过采购公有云、搭

建混合云等应用服务，又重新建立起了“互

联网 +”环境下的信息孤岛。针对这类情

况，学校结合原来的信息化公共支撑平台

（为信息化应用项目提供开放能力的信息

系统，如统一身份认证、校园卡身份识别

等），制定了校级《浙江大学信息化项目

建设标准与规范》，每个项目必须遵照执

行。该规范从信息数据管理、教学数字资

源管理、信息化公共平台接入、信息系统

部署、信息安全管理、用户服务及项目文

档管理等六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规

范要求，从而规避信息孤岛的再次出现。

项目管理形式

任何管理的规范化在带来效益的同

时，都会增加相关环节的工作量，也容易

引起干系人的反感。采用何种形式进行管

理，同时避免走形式，是项目管理能否落

地见效的重要因素。

项目管理流程和项目管理内容从单

个信息化项目的角度进行了规范，最大程

度确保信息化项目从立项到验收的工作成

效。

有调研数据表明，2016 年高校信息

化总体投入平均水平达到 600 万左右，最

高的学校达到 3000 万以上，千万以上的

学校达到 70 家，占 23.6%，因此每所高

校每年需要承担诸多信息化项目的建设应

属普遍状况。如何对项目之间的相互关联

关系进行管理、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估分析

等“面”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有效的形式

推进。

传统的项目组织形式一般以职能部

门划分，即信息化项目从立项开始就归

到了某个业务科室，如网络设施类归到

网络系统工程部门、软件开发类归到信

息系统建设部门，这种形式最大的问题

是协同性不足，尤其在资源不充沛的情

况下容易造成实施周期延长，极端情况

如软件已经开发测试完成，还没有服务

器可以部署，因为服务器建设项目还在

采购中；另一个情况是业务科室的业务

边界往往不一定非常明晰，容易引发重

复立项的问题；最大的弊端是所立的项

目被职能划分所限制，条块分割突出，

降低用户体验满意度。因此，项目组织

形式需要突破职能部门体系，以适应从

顶层设计对项目建设的需要，浙江大学

在近几年的实践中推行了新的矩阵式项

目组织形式，该组织形式结合职能部门

和项目管理，矩阵结构就是由纵横两套

管理系统组成的矩形组织结构，一套是

纵向的部门职能系统，另一套是由项目

组成的横向项目系统，将横向项目系统

在运行中与纵向部门职能系统两者交叉

重叠起来，就组成一个矩阵。即项目成

员不是固定在某个职能部门，是根据项

目性质，由项目负责人从各个职能部门

选择合适人选，项目责任挂在项目负责

人所在部门，并且对项目实行考核，相

应的管理规范通过文件形式公布。经过

近一年的实践，矩阵式项目组织形式已

经形成共识，项目执行效率明显提高，

职 能 部 门 间 相 互 支 持 脱 节 问 题 明 显 降

低。

项目的不确定因素多，有很多新技术、

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研究解决；而

且，项目实施中涉及部门和单位较多，需

要相互配合、协同攻关。项目组不仅需要

相互间协作，还必须得到领导层的及时支

持，而领导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项目中，

为此需要有一种形式来最大程度让领导了

解项目并能获取领导的资源协调投入。针

对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项目汇报例会制

度，所有在建信息化项目每双周集中汇报

进度，让每个项目负责人向领导层和其他

项目负责人汇报项目情况，包括与其他项

目组相关的工作、需要领导协调或解决的

问题，如协调校级领导、协调学校里的兄

弟部门领导、协调合作公司等。会后，由

项目管理的专门机构负责会议纪要和任务

跟踪清单。

高校信息化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信

息化建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信息化建设

体系更为完善，信息化人才队伍的技能水

平更高，为更先进的高校信息化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持续更

新迭代的系统工程，在建设和应用过程中，

需要进行科学全面的绩效评价，深入分析

其中的原因，并据此进行优化。如何对项

目进行绩效评价，从目前的建设指标评价

法，升级转换成商业价值（即从师生、学

校、项目团队角度进行评价）相关的评价

法，是后续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责

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

模块名称

功能点 1 功能点描述

功能点 2 功能点描述

功能点 3 功能点描述

图 2  功能模块定义模板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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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在校园网中逐渐普及，智慧

校园的建设成为高校信息化进程中重要的

一环。随着业务系统不断叠加，接入方式

与接入终端不断增加，网络流量越来越大，

网络升级扩展变得越发困难。高校中传统

的“核心——汇聚——接入”三层网络结

构，已难以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为应对目前网络的缺陷，新建的校园

网通常以扁平化的网络架构为主要发展方

向，而基于 SDN，Overlay 技术是实现二

层扁平化的主流解决方案。扁平化架构和

SDN 的模式可实现网络的自动化管理，用

户标识解耦，多业务融合，策略随行，全

面监控及排障。大大减轻运维人员的负担，

提高网络扩展的灵活性，更好地满足智慧

校园的发展需求。

SDN 技术与架构

软 件 定 义 网 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DN）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 CLean 

State 研究组提出的一种新型网络创新架

构，是网络虚拟化的一种实现方式。其核

心技术 OpenFlow 将网络设备的数据层和

控制层相分离，可以通过开放的软件定义

API 实现网络功能的灵活重构，极大地改

善了网络的扩展能力和灵活性。

目前，学术界和工业界讨论的“SDN”

一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其中，只要

能实现软件定义网络的功能，就是广义

SDN；而狭义上的 SDN，则专指符合开放

网络联盟（ONF）定义的开放架构，在控

制器控制下基于标准 OpenFlow 协议进行

转发的网络架构。无论广义还是狭义，核

心设计思想如下：

1. 控制平面与转发平面解耦

将基础硬件与业务分离，其硬件仅

负责数据转发与存储，因此可以采用相

对廉价的通用设备构建网络基础设施。

且将控制与转发解耦后，更有利于网络

的集中控制，使得控制层获得网络资源

的全局信息，并根据业务需求进行资源

的全局调配和优化，例如流量控制、负

载均衡等。

2. 网络集中控制

集中控制使得整个网络可在逻辑上，

被视作是一台设备进行运维，无需对物理

设备进行现场配置，从而提升了网络控制

的便捷性。

3. 网络虚拟化

通过北向接口的统一和开放，屏蔽了

底层物理转发设备的差异，实现了底层网

络对上层应用的透明化。逻辑网络和物理

网络分离后，逻辑网络可以根据业务需要

进行配置、迁移，不再受具体设备物理位

置的限制。

4. 支持网络接口 API，

灵活可编程

通过开放的南向和北向

接口，能够实现应用和网络

的无缝集成，使得应用能告

知网络如何运行，才能更好

地满足应用需求，比如网络

的带宽、延时需求、计费对

路由的影响等。另外，支持

用户基于开放接口，自行开

发网络业务并调用资源，加

快新业务的上线周期。

ONF 定义的 SDN 架构

如图 1 所示。从上至下，分

为业务层，控制层和转发层。

业 务 层： 主 要 是 体 现

用户意图的各种上层应用程

序， 此 类 应 用 程 序 称 为 业

务 应 用 程 序， 典 型 的 应 用

包括 OSS（Operation support 

system 运 营 支 撑 系 统）、

SDN 网络满足新兴教学模式需求

图 1  ONF 定义的 SDN 架构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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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ck 等。

控制层：是系统的控制中心，负责

网络的内部交换路径和边界业务路由的生

成，并负责网络状态变化事件。

转发层：主要由负责转发功能的网

络 设 备 和 线 路 构 成 的 基 础 转 发 网 络，

这 一 层 负 责 执 行 用 户 数 据 的 转 发， 转

发 过 程 中 所 需 要 的 转 发 表 项 是 由 控 制

层生成的。

在实际过程中，网络设备只做转发，

会出现寻址问题。二层寻址广播域太大会

影响网络稳定，虽然广播域可以通过三层

隔离，但又会带来三层寻址的问题。

OverLay 网络是一种在 Underlay 网络

中叠加多张逻辑网络的叠加技术。通过建

立虚拟专网，使业务隔离的同时，不扩大

广播域，并且能使 IP 地址不随地域的变

化而改变，从而解决 SDN 转发层存在的

问题。

SDN 助力智慧校园建设

1. 智慧校园中传统网络的问题

（1）僵化的传统网络架构。传统网

络基于二三层技术，终端接入网络受预分

配 IP 地址限制，位置固定，人需要适应

网络架构。

（2）传统网络部署管理困难。在实

际的校园网中，存在不同网络厂商的设备

混杂使用的情况，这些设备要通过不同的

方式进行部署，想要统一配置管理十分困

难。一般通过搭建在服务器上的网管软件

（通常使用 SNMP）来管理，网管软件可

生成网络拓扑图，但更多侧重监控，而不

是分配与部署。发生故障时，仍需要人为

修理。

（3）流量控制与负载均衡难以真正

实现。传统网络一般通过搭建冗余链路或

硬件设备实现负载均衡，同时常规的流控

软件，只能实现区域化的流量控制，以及

区域化的流量可视化。如果无法对全链路

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控，就不能合理地进行

流量负载均衡。

2. 基于 SDN 技术的智慧校园实现目

标与架构

为了应对以上的种种问题，使用 SDN

网络技术实现的校园网主要目标如下：

（1）业务隔离。通过改变传统网络

物理端口划分的方式实现隔离，能够做到

隔离与终端位置无关、与中间网络无关、

与接入方式无关，通过自动识别、自动标

记、自动策略分配的方式感知用户终端属

性，自动接入隔离网络、多种隔离手段并

存，满足不同隔离强度。

（2）物联网终端自动上线。通过在

控制器上提前录入物联网终端的 MAC 地

址 / 地址段，在物联网终端触发 MAC 认

证时，控制器对已登记的 MAC 自动创建

认证账号，终端只需使用相应的 MAC 认

证账号即可登陆上线并获得对应权限，无

须管理员手动配置。

（3）位置分离 / 策略随行。SDN 网

络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用户和终端而言整

个网络无状态，其核心就是位址分离，可

以实现用户或终端的即插即用、用户的权

限随行，IP 地址和位置不相关，让同一

IP 可以在任意位置接入，包括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之间做漫游，而不需要更改任何

配置，而且无论用户的位置如何改变，相

应的策略可跟随不变。

（4）快速上线及简化运维。设置初

始配置模板，基于组进行下发策略配置，

使管理员无需对每台设备进行配置。

智慧校园是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它综

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

为师生搭建智慧校园平台，实现教学、科

研、管理、安防等网络化与智能化，具体

架构如图 2 所示。

类似于 ONF 定义的 SDN 架构，智慧

校园技术架构分为应用层，平台层，控

制层及设施层，运用云计算等技术，搭图 2  基于 SDN 的智慧校园架构

智慧课堂 智慧安防 智能停车 ……

统一身份认证 统一信息门户

应用层

云计算 ……平台层 云存储 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

智慧校园云平台

控制层
路由控制 安全策略

互联网 基于 SDN 的校园网 教育网

负载均衡 QoS 策略

有线网络设备 无线网络设备 物联网络设备 其他设备设施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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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于 SDN 的智慧校园云平台，通过统

一身份认证将云平台与学校各项业务深

度融合，通过 SDN 网络主流的 REST 北

向接口，智慧课室、智慧安防的应用可

以通过灵活的软件编程方式调用网络相

关资源；同时主流的网络管理系统也可

以通过控制器的北向接口实现对整个网

络的资源状态、网络运行状态、设备状

态进行统一运维信息的收集，并对网络

资源进行安排和调度。控制层构建了基

于 SDN 的校园网，致力于提供高效、可靠、

安全的网络服务。设施层包括有线无线

网络设备，物联网设备等，为智慧校园

提供基础支撑。

3.SDN 网络部署方案

根据智慧校园架构的思想，实际部署

的 SDN 校园网拓扑大致如图 3 所示。

无线控制器旁挂至核心层 Spine 设备

上，对无线终端进行管理；核心交换机

接入出口防火墙（出口网关），城市热

点旁挂至出口防火墙，作为认证平台及

上网行为管理设备。整个网络拓扑中基

础网络设备均为双机热备，保证网络的

可靠性。

控制器主要包括 Director 网络管控

组件，EIA 接入认证组件，WebPortal 用

户接入认证组件，DHCP 服务器。其中

Director/EIA/DHCP 直连在 Spine 交换机上。

服务器配置双网卡，一个配置 VLAN1，

一个网卡进 VxLAN 4094。

Spine 交换机担任网络核心层，需提

供 20 个以上的万兆端口用于 Leaf 交换机

上行，具体配置数量根据 Leaf 数量决定。

Spine 交换机中双链路上联保证设备与链

路的冗余性。

Leaf 交换机作为 VxLAN 网络真正的

发起点，担任分布式网关的角色，是实现

大二层网络的关键，承担 VxLAN 封装的

工作，并根据控制平台协议确定转发路径。

由此达到终端 IP 与位置解耦，服务与位

置解耦，策略随行等功能。

Director 控制器是 SDN 网络策略的核

心，负责所有设备的制定和配置下发。它

能够自动或半自动发现所有 SDN 设备，

以此呈现整体网络拓扑。Director 控制器

能够对 SDN 网络交换机的 Overlay 部分进

行配置，自动或手动定义 VxLAN 映射和

路由，定义并部署基于访问策略的配置，

按分组进行批量下发。Director 控制器基

本能监控各个子系统的运行状态，包括事

件、故障信息和性能数据。

全局规划网络流量助力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中的视频、数据、仿真实验、

高性能计算等多种业务，对网络实时性

要求越来越高。在传统网络架构下，丢包、

时延、抖动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应的流

控与负载均衡手段无法从全局网络进行

规划控制，难以保障网络质量。而高校

中的精品课程，直播课堂等新兴教学模

式，也对网络提出更高带宽、更高并发

的要求。SDN 网络可以实现全局流量的

监控与调度，控制器通过基于流表项、

端口流量等统计信息的动态获取与分析，

对转发路径进行全盘规划控制，实现网

络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带宽的利用率。

SDN 控制器也能提供自动化的 Qos 策略

配置，当网络检测到突发流量时，可保

障优先级高的应用流量传输，适当调整

其他流量，实现动态管控视频流，提高

网络质量。

构建 SDN 网络，能提供高效智能的

网络管理，给予用户良好的网络体验。虽

然 SDN 网络有以上优势，但由于技术较新，

高校校园网中成熟的案例仍然不多。实际

部署中还需统筹考虑与原校园网的适配程

度，与老旧设备的对接，以及网管人员的

运维压力等因素，最终建设一套能为师生

教学科研提供优质网络的校园网。 （责

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图 3  智慧校园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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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马倩

为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高校需多措并举。本文对西北工

业大学人脸识别智慧校园平台的方案进行深入阐述，总结平台

结合疫情防控系统等对学生返校防疫工作的应用实践经验。

1. 人脸识别智慧校园平台

西北工业大学人脸识别智慧校园平台包含校门、学生迎新

报到、学生公寓、图书馆、办公楼、学生活动中心、国际会议中心、

食堂等多个应用场景。人脸识别终端设备覆盖了校内大部分重

点区域，可通过无感知非接触的方式记录各场景的人员通行和

测温情况。平台功能设计按照使用前端和管理后端进行分类（如

图 1 所示），使用前端包括各应用场景，根据场景需求进行功

能设计。

管理端包括学生处、保卫处、后勤集团、学校办公室、信

息化处及其他部门。学生处对学生进行考勤管理，平台对学生

的在寝、晚归、未出和未归等信息进行实时统计和图形化呈现，

生成各类学生名单及相关数据，通过微信企业号推送每日考勤

报表，并根据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如学院、年级、班级辅导

员等）进行报表分级、分类精准推送，以满足不同管理人员的

考勤需求。

保卫处负责校园安全，平台支持通过前端摄像机进行人脸实时

抓拍，并对抓拍到的人脸进行识别并将人脸信息存入人脸特征库；

支持黑白名单建立及增删改查，实时分析视频中的人脸，比对成功

的人脸将产生告警；支持对历史告警进行检索。后勤集团楼管人员

负责学生公寓管理，可及时将终端设备问题反馈给平台，由运维人

员进行检查维修。学校办负责办公楼出入人员管理，平台提供访客

管理功能，对来访人员进入办公楼记录实时显示、频次统计。签到

管理则对接了学校 OA 系统获取会议信息，实现无感知会议签到，

并推送签到数据，完成签到统计；另外，实现学生活动中心签到、

签离，统计当前在场人员数量，预防大型活动期间场馆人员超负荷

引发安全隐患。

平台系统架构共分为 5 层，分别由基础层、数据层、应用

层、服务层、访问层组成。通过人脸识别终端设备对人员进行

身份核验和测温，记录的数据实时上传至各应用子系统，再汇

聚到平台。系统以标准微服务接口进行业务功能处理拆分与发

布，供应用层进行调用访问，采用分布式服务框架和松耦合设

图 1  人脸识别智慧校园平台功能设计

西北工业大学：构建全面可追溯电子健康档案

计部署，支持服务治理和容量线性扩展，在业务持续增长的情

况下可保障业务平稳运行。业务部门通过统一身份认证在学校

翱翔门户网页、企业微信访问平台，可查询师生、校友、访客

等人群的通行记录和测温数据。平台还结合上课、刷卡数据对

学生是否缺课、在图书馆时长等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为业务部

门提供详细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展示，满足学校可视化运营、精

细化管理需求。

2. 实现学生返校闭环精细化管理和可视化运营

疫情期间，平台在人脸识别终端增加了测温组件模块，满足

学校在防疫工作中对校园内人员身份核验的同时进行测温。学校

要求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管理，校门是唯一的出入通道，由于每天

出入校园人数较多，且人员复杂，保卫处执勤人员需要一一核实

人员身份并测温。学校为了方便学生管理专门设置了学生专用通

道，通过平台与疫情防控系统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学生在防控系

统中填写返校申请和行程信息，审核通过后即可通过人脸识别终

端进行核验测温后无障碍进校。通过对不同情况的学生进行分类，

校门人脸识别设备核验身份后会自动给出是否通行的提醒，减轻

执勤人员的核验压力。学生入校数据实时上传形成返校大数据，

数据包括学生返校情况、累计返校人数、每日返校情况、实时返

校信息、待返校学生情况、教工（待）返校情况，实现学校对返

校情况的全面、精准掌握，提供辅助决策依据。

平台将收集到的所有返校学生的健康数据进行分析汇总，为学

生构建全面可追溯的电子健康档案，并为老师提供便捷获取这些信

息的方式，形成闭环可控的精细化管理体系。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西北工业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

数字校园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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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战队竞技“强网杯”
32 支决赛战队中共有 18 支战队来自高校，可以说高校占据了我国高水平

网络安全领域赛事的“半壁江山”。

本刊讯  9 月 18 日，第四届“强网杯”

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总决赛落下帷幕，上海

交大获季军。据悉，参加决赛的 32 支精英战

队是来自全国各行业的 3121 支队伍经过激烈

线上赛拼杀角逐出来的，代表了全国网络安

全攻防最强实力。

本届“强网杯”赛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命题组牵头负责，

涵盖密码分析、移动安全、浏览器安全、物

联网设备安全分析、虚拟机逃逸、区块链安

全等新兴技术领域和前沿安全热点，让选手

在实战化的比拼中，深入了解新技术应用场

景和新技术潜在安全风险，提高安全保障能

力。线下赛分为攻防混战和巅峰对决两个阶

段。其中，攻防混战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攻防

对抗 + 逃逸破解”双竞赛模式，遴选出 3 支最强队伍进入巅峰

对决阶段，争夺强网桂冠。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冠军花落长亭科技 0x300R 战队，

亚军为腾讯 eee 战队、上海交通大学 0ops 战队获得季军。据了解，

除上海交通大学外，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

科学院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福州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武

汉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17 所高校的战队参加了此次总决赛。

32 支决赛战队中共有 18 支战队来自高校，可以说高校占据了我

国高水平网络安全领域

赛事的“半壁江山”。

据悉，第四届“强

网 杯” 全 国 网 络 安 全

挑战赛作为 2020 年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由 中 央 网 信 办、 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指 导， 由

河 南 省 委 网 信 办、 郑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信 息

工程大学联合主办。

网络安全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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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 建设与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0ops 战队

成立于 2013 年，是中国大陆首支

获得国际 CTF 冠军的战队。创立至今

的七年时间里，上交大网络信息中心始

终对其给予大力支持。0ops 战队通过“寓

学于赛、以赛促学”，屡创佳绩。目前的战队成员主要是就读于

上交大计算机、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等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队名之所以会叫 0ops，是因为 oops 这个单词响亮有趣，在 Linux

内核中也有特殊的意义，意味着系统出现意外。将队名首字母“o”

改成数字“0”则是黑客文化的一种体现，0 在数字排序中总是

名列第一。

清华大学：Redbud 战队

清华大学 Redbud（意为“紫荆”）

战队，由来自清华大学学生网络安

全技术协会的信息安全爱好者组成。

战队的宗旨是不为名次和奖励，只为

锻炼和提升个人的技术水平，加强

和 CTF 优秀选手的交流与互动，并

为国内知名战队——蓝莲花战队培养

后备力量。蓝莲花（Blue-Lotus）战队是一支源自清华大学的

网络安全技术竞赛和研究团队，是中国参与 CTF（Capture The 

Flag）网络安全技术竞赛成绩最为突出的一支国际知名战队。

浙江大学：AAA 战队

浙 江 大 学 AAA (Azure Assassin 

Alliance) 战队，中文名“蓝色刺客联

盟”。是由浙江大学信息安全爱好者

自发组织，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支持

建立的团队。在“以赛代学、以赛代练”

治学精神下成长起来的“浙江大学 AAA 战队”在网络空间安全

竞赛领域有着比较好的传统，在强网杯、DEFCON CTF 等国内

外知名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复旦大学：whitzard 战队

复旦大学 whitzard（白泽）战队，

由复旦大学系统软件与安全实验室于 

2018 年 4 月发起成立，战队成员主要

来自于复旦大学对计算机安全感兴趣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战队致力于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安全实践能

力，通过结合 CTF 比赛和安全攻破类比赛的形式，探索行业和

学界亟需的新型安全类人才培养方式。曾获得 WCTF 线上赛第

一名；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网络安全大赛预赛第一名；三次参加

XCTF 线上赛分别取得了第二名、第三名和第七名的优秀战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Vidar-Team 战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Vidar-Team 战

队（原 HDUISA 战队），组建于 2008 年，

于 2016 年更名为 V i d a r - T e a m 战队。

杭电 V i d a r 在多项国内权威 C T F 排名

中 都 稳 居 前 五， 长 期 拥 有 不 少 于 3 个

国内顶尖实战高手。Vidar 建有自己的

V i d a r—W i k i e（维基），队员们把 C T F 基础知识和比赛中

遇到过或自己开发的题目汇集在这里，新人翻阅题库就好比

“站在学长们的肩膀上学习”。战队成功举办了九届 H C T F

比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ancet 战队

Lancet 战队是由北航

信安实验室的成员组建。

Lancet 名为柳叶刀，是医

生的手术刀，为病人消灾

祛病。Lancet 战队之所以如此命名，正是要做网络世界的手术

刀，既要撕裂网络世界的表面看到安全隐患，也要为网络安全

主刀消除隐患。Lancet 战队曾在 XCTF G-Stage OpenCTF 2017

的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北京邮电大学：DUBHE 战队

北京邮电大学·天枢 DUBHE 战队，

队名“天枢”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

它代表了聪慧和才能。战队主要由核心

团队 10 人和中间梯队 20 余人组成，各

个安全方向都有专门的组别。队员技术

方向比较均衡，技能相当，学习氛围活

跃，虽然是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却已是战果累累。仅 2018 年

度，就荣获国际 HITB CTF 全球总决赛全球第 2 名佳绩；SUCTF 

2018 全国赛第一名；腾讯 TCTF Raising Star 赛第二名；第二届强

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线上赛、线下赛、精英赛三等奖等佳绩。

（责编：郑艺龙）



56 中国教育网络 2020.10

文 / 张宝玲   苏雪   李重阳   朱戈   张俊伟   徐志涛

2016 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进程；2018 年，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中要求各高校严抓本科教育，淘汰“水

课”、打造“金课”，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020 年，新冠

病毒疫情阻断了学生的返校之路，网络教学出现前所未有的实质

性发展。在以上形势下，本文以原子核物理课程为例，进行了“互

联网 +”背景下“金课”打造的尝试和探索。

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资源非常丰富。受新冠疫情影

响，线下授课受阻，网络教学资源和平台突飞猛进。教师如何灵

活、高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和平台是金课打造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这里采用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图 1）和腾讯群课堂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线上课堂教学。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包含电脑端

和手机端（学习通 APP）两部分，电脑端和手机端可自动实现资

源、数据、功能同步，有效保证学生使用习惯的一致性。另外，

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已无缝对接超星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学

术视频等平台资源，为学生拓展学习提供资源支撑。首先，充分

利用以上网络资源，在平台上给学生提供原子核物理、原子物理

学、量子力学电子书等参考资料。此外，对于每一次课都至少提

前一天在教学平台上发送精心准备的教学视频、PPT 文档、习题

等。教学视频的上传有利于学生提前熟悉新课进行预习，防止了

上课期间因网络繁忙导致卡顿而影响学习效果，也有利于课后复

习。腾讯群课堂则主要用于课堂上的互动交流，每一段教学视频

观看结束，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学生可以提出问题，老师通过共

享屏幕的方式将 PPT 展示在学生面前，进行针对性地讲解。群

课堂的应用，让师生共同讨论，各抒己见，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开发学生的创造性。

     微视频让授课内容化整为零

“互联网 +”背景下催生的另外一种教学模式是微视频。目

前，高校学生的手机上网率几乎为 100%，而微视频简短的特点

能让学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并且，微视频的生动直

观性又能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另外，现代教育学理论认

为，学生大脑自然兴奋状态随着课堂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减变化，

课堂开始 5 分钟后约 15~20 分钟属于学生注意力黄金时间，其后

注意力呈现逐步分散趋向。考虑到疫情期间学生的线上学习时间

过长，连续长时间全神贯注观看老师直播讲课无疑是困难的，学

习过程中易于出现困倦跑神、麻痹松懈的情况。因此，遵循学生

注意力的发展规律，充分利用微视频简短生动的特点进行线上教

学，成为让学生始终保持高效的学习行为的良好选择。

具体来说，线上教学的授课内容与线下教学是一致的，但授

课方式采用化整为零，也就是说，将一次课（两个学时）的内容

分成几个知识点来录制。每一个知识点的讲授时间在十分钟左右，

开头结尾均有音乐调节神经。微视频的录制要求课堂所用课件清

晰、生动便于理解。每一个知识点观看结束，课堂就进入交流讨

论阶段（图 2）。在该阶段，针对微视频中的知识点，学生或发

表自己的见解，或提出存在的疑惑，或进行相互交流讨论，老师

给予针对性的指导，使学生深入理解并牢固掌握所学知识。 

这种化整为零分解知识点的方法，有效降低了学习难度，提

升了学习效果。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学生注意力的黄金时间，使

学生在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时间内进行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防

止了问题的堆积。研究认为，只有“微课程”得到系统化的设计

才能发挥微课最大的作用，让学习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在课程建设中，每一学时的几个知识点的微视频都是系统化的，

并努力提供该门课程完整的知识点微视频。另外，该门课程微视

频的设计、实施和评价等也日趋系统化。由于教学内容往往是环

“互联网 +”背景下“金课”的打造

图 1  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

在线教育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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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相扣的，如果一次性不间断地观看几个知识点的教学视频，在

某一知识点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问而不能尽快得到解答，就会影响

后续的学习效果，使学生产生烦躁情绪。而这种十分钟左右视频

观看和十分钟左右交流讨论交替进行的教学模式有效缓解了学生

的上课压力，激发了学生活力，活跃了课堂气氛。

“刷分制”有效加强过程考核

金课的打造要求切实加强学习过程考核，严格过程管理，加

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因此，学习者的有效参

与是其主体性原则。但是，在当前的大学课堂教学中，以出勤率

作为平时成绩主要依据的评价方式导致学生对课程参与程度低，

这与金课的理念明显是不符的。

针对以上问题，采用“刷分制”评定平时成绩。平时成绩在

总成绩中的比重为 30%，基数为 60 分，学生每节课都可以刷新

成绩，现场公布成绩，最高可刷至 100 分。鉴于公平，在不同的

授课阶段刷分方式有所差别。 

在复习回顾阶段，老师首先下达竞答指令，学生抢答题权，

之后老师出题，学生作答。该阶段的一个题目只有一名学生回答，

若回答不正确，则由老师直接给出正确答案，而不再继续提问，

这是由于其他学生知道题目后会查资料找答案。另外，在这一阶

段，老师出题时从最基本、最简单的题目开始，让学生第一次回

答时一般都能达到刷分的目的，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有助于

提升学生后续持续参与竞答的兴趣。复习回顾阶段采用刷分制对

培养学生良好的课前复习习惯非常有效，学生为了能够刷新成绩

会充分利用课前十分钟，达到复习巩固的目的。

在交流讨论阶段，针对视频中的授课内容，学生可以发表自

己的见解，没抢到发言权的学生也可在群里打字交流互动（图 3），

均可实现刷分。由于该阶段是新知识，一个题目可由多名学生回

答，第一名同学回答不正确或者不完善，其他同学可继续回答，

课堂气氛活跃。讨论过程中，老师可将幻灯片直接切换到学生存

在疑问的地方，针对性地进行讲解。交流讨论阶段采用刷分制特

别有助于激发课堂活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开发学生的创造性。

课后习题的解答阶段也有相应的刷分流程。课后习题数量不

唯一，要求学生先看习题，根据个人情况选出自认为有能力解答

的一道题，然后走上讲台写出解题过程。对于同一道题目，解答

学生人数不限，可同时上台书写。对于选中不同习题的同学也可

以同时上台书写。所以，最后黑板上呈现出的是两种情况，一种

是不同习题不同学生的解答过程，另一种是同一习题不同学生的

解答过程。最后由学生和老师共同分析解答过程是否正确，现场

给出评分。在线上课堂，学生可以用草稿纸上或 Word 文档解答

习题，发送作答截图，也可以直接语音讲解，形式很自由。

平时成绩采用“刷分制”有利于学生紧跟课堂进度，融入课

堂教学，积极动脑思考，从而增强对上节课知识的巩固，加深对

新知识的理解。并且，“刷分制”是以学生主动发言为主，有效

地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这对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非常有利。

“互联网 +”背景下“金课”的打造对教师们来说是机遇也

是挑战，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灵活运用现代化教

学工具的能力，改革课堂教学方式，强化教学过程管理，才能让

学生爱学乐学、学有所得，让高校课堂充满活力与魅力，成为真

正熠熠发光的金课。 （责编：项阳）

（作者单位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图 2  化整为零分解知识点

图 3  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

本文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改项目“刷分制在平时成绩评定中的应用探索”（华水

政 [2019]242 号、电力政 [2019]06 号 2019DLYB03A）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原

子核物理”（华水政〔2020〕90 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线教育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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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分析项目为代表的数据治理

领域已经成为全球高校信息化发展的新热

点。 “大数据和学习分析的使用会改变教

育领域”，这已经成为众多高校领导人的

共识。在高校开展数据治理时会遇到一些

挑战（如数据质量、数据获取权限、数据

运用伦理），先行者们也已经探索出一些

解决之道，提出了数据治理成功的关键因

素。从现有高校数据分析应用的案例来看，

数据治理已较为广泛地用于提高学校运营

效率（如提高招生的针对性、降低校园能

耗），以及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如学

业督促、专业指导、就业规划）。

高校数据治理常见挑战与对策

在谈到高校数据治理实践时，一些受

访者提出常遇到如下的挑战： 

挑战 1：如何让各级领导层建立数据分

析思维？

很多领导只是把自己作为数据的消费

者，等待技术团队提供可用的直观工具。

但是一个机构要实现数据治理，是需要业

务部门提出需求和想法，并参与数据分析

工具的设计与开发的，为此，就需要各级

领导参与相关的培训首先从建立数据素养

和数据分析思维开始，提出业务工作中想

利用数据解决的问题。

对很多大学来说，数据治理需要梳理

决策逻辑、清理数据，从哪个业务先开始

往往不能统一意见。据 2018 年 6 月美国

数据治理提升教育教学决策能力

的一项 200 所高校领导人调查发现，教学

部门（如校长、教务长）会更关心学习产

出、学生保持率和毕业率，信息技术部门

则更关心如何提高大学的运营效率。在实

践中，可行的做法是优先与能够应用数据

分析解决问题的团队合作。

挑战 2： 如何保证所基于的数据具有高

质量？

基于数据决策的前提是数据可靠且相

关，数据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否则“输

出将是误导和无效的”。但是学校所收集

的数据可能不完全，或者更新不及时。不

完全的数据，特别是不准确的数据，可能

会带来更危险的决策。但是，所收集的数

据来源多样，种类丰富，也很容易出现同

一个数据（比如一所高校的在校生人数）

从不同的部门得到的数值不一样的情况。

IBM 认为，高质量的数据具有以下四

个特征：

完整性（Completeness）: 要从所有可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利用数据来提高毕业率。2015 年，启动了

the Data Fellows program，一个 55 人的团队两个月开一次会，讨论与学生学业成功相关的指标。这个团队成

立的目的是建立数据所有权文化，形成推动变革的解决方案。在长滩分校，四年毕业率在过去两年（2016~2018）

从 16% 跃升至 28%，与此同时，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毕业率差距从 12% 下降到 4%。

高校数据分析最早是 IT 人员用于改进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管理运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使用

数据分析来帮助推动学生获取成功。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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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来源中关联相关的数据。

准确性（Accuracy）: 数据必须是正

确的、一致的，没有输入错误。

可用性（Availability）: 数据必须在需

要时可以获得。

时效性（Timeliness）: 当下的数据必

须可以获得。

为了提高数据的质量，可能需要多管

齐下。

首先要制订数据治理政策，其次要

开发和部署专门的工具来简化数据收集过

程。美国的大多数高校会选择数据质量工

具通过数据清理、匹配、监控和其他方式，

让质量保证过程自动化。

挑战 3：如何获得各部门系统的数据？

不少学校在开展数据治理的时候，会

遇到部门数据共享的问题。一方面，一些

部门不愿意分享所管理的数据，比如，认

为拥有某些数据是特权，或担心数据安全；

另一方面，即使部门愿意共享数据，信息

系统之间数据互通也会有技术障碍，比如，

学校的信息系统有些是采购或定制的，供

应商往往不太愿意做数据开放或数据导出

接口，即使学校愿意在这方面做追加投

资，也需要逐个系统去谈。有些系统有数

据导出功能，可以定期导入到数据分析工

具中，只是这些数据在利用时很难做到及

时更新。数据需要在整个机构内共享——

分析不应该以竖井的形式进行，也不应该

被视为机构内部门的独有特权。

挑战 4：数据使用边界与伦理

使用学生数据进行学习分析会在多大

程度上引发有关学生数据隐私的问题？高

校如何使用和共享这些数据 ? 如何审查依

据数据的行动是否有伦理风险？当机器学

习算法出错，无意中引导学生走向错误的

方向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目前有很多数据分析项目是基于历史

数据而做预测分析，但所有预测模型都受

人类判断的影响，数十年来对隐性偏见的

研究表明，潜在的认知偏见和系统性种族

偏见，既影响数据模型的设计，也影响对

研究结果的解释。比如，预测模型如果过

度依赖关键的学生人口数据，如财务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种族、性别或文化背景，

很容易使教育机会存在的历史性结构不平

等永久化。预测分析模型另一个潜在偏见

是“确认偏见”，当设计预测模型的人倾

向于寻找并使用信息来支持他们自己已有

的想法或信念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

这些情况下，不能支持他们思想的信息将

被忽略或丢弃，“确认偏见”既会影响选

择（或未选择）的数据类型，也会影响对

那些数据相关的解释。因此，“深入理解

分析方法背后的假设”至关重要。

消除预测模型中偏见的一个方法就是

承认它。要认识到数据的选择、模型的定

义、对发现的解释，以及基于这些模型采

取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受到“隐性偏见”的

影响。在数据上贴上预测分析标签并不能

确保判断错误不会发生，也不能减轻这样

一个事实，即这些偏见在多样性背景下是

极其成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断挑战

数据的来源、假设、数据收集方法、数据

的解释和使用，特别是当数据涉及代表性

不足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方面时。在高等

教育中，我们不仅要注重模拟结果的轨迹，

还要注重改变或破坏现有状态结果的创新

方法。在继续推进数据驱动决策和预测模

型分析的同时，必须牢记数据是可能有偏

见的。 

数据治理项目成功关键

已经有一些数据分析项目获得成功的

高校总结出以下成功经验：

1. 管理层支持：学校管理层是真正希

望获取数据，并努力尽可能多地使用这些

数据。为此，要专门成立数据治理管理机

构，组织人力花时间有效地挖掘数据。

2. 有强大的、标准化的基础设施 : 数

据分析需要更强大的技术架构和熟练的专

业人员。

3. 直观的用户界面和报告 : 研究用户

友好的数据分析产品，使更广泛的校园

范德比尔特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建立了“自动数据质量流程”，其信息系统能够识别数据输入错误，

所有数据问题最终都由学校数据治理团队 (institutional data governance team) 解决。根据大学的说法，该

团队的任务是“建立数据治理政策、程序、标准和指南”，以最大化学校数据的价值。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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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参与设计和展示数据分析成为可

能。当目标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有针对性

时，分析效果最佳。

4. 供应商透明度 : 为了确保模型和算

法是健全的、透明的、没有偏见的，必须

密切参与或了解预测模型和算法是如何构

建的。

5. 持续培训：持续介绍有什么数据分

析系统可用，如何使用，持续培训会提高

使用数据做决策的能力。

除了确保这些因素到位之外，重要的

是确保教师、员工和学生具有数据读写技

能，能有效地解析数据，从而在所有领域

实现性能改进。

高校数据治理应用领域

应用 1. 提高信息化管理运营效率

高校数据分析最早是 IT 人员用于改

进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管理运用，从数

据中获得的见解对于提高运营效率至关重

要，比如，使用数据分析提高网络性能。

随着物联网和移动设备的增长，每时每刻

都有大量数据涌入，学院必须能够动态优

化网络，高级数据分析工具是高校网络监

控工具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对于管理员来

说，分析工具可以极大地减少诊断和修正

网络问题所需的时间，在用户抱怨之前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分析工具将变得

越来越重要。

如，奥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在 Dell 高性能计算设备上部署

了开源安全程序 Elasticsearch。该工具允

许安全人员快速搜索与特定用户名或时间

窗口相关的不当指标，由此发现安全漏洞

的趋势，并相应地调整政策。例如，数据

分析显示，在大学的网络安全问题中，受

损的证书占很大一部分。因此，现在要求

用户每年至少修改一次密码。

应用 2：提高学生学习体验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使用数据分

析来帮助推动学生的成功，这方面的应用

包括：

1. 提升招生效率：基于现有学生的人

口数据和他们数年的学业成绩纪录，从候

选学生中找出最有可能入学且能够毕业的

学生。比如，不少学校基于以往招生数据，

建立了聊天机器人来回答学生关于招生相

关的问题。

2. 改进学费投入：发现那些可以完成

学业但需要帮助的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

成学业，获得最好的学费投资回报。

3. 降低辍学率：许多高校使用数据分

析工具找出哪些人有可能辍学或考试不及

格，采集的数据点包括出勤率、Wi-Fi 使

用情况、图书馆访问量、是否及时支付学

费，当然还有成绩。学校可以给有需要的

学生额外的推动，如帮助他们进入一个更

合适的学习计划。学业顾问根据学生的学

业成绩和选课数据，给出对其学业发展更

合适的建议。

4. 改进课程：教学管理人员根据课

程的退课率和不及格率分析是班容量的问

题，还是授课教师的问题，或者有其他原

因，以修正这些问题。

5. 跟踪学生考勤：根据学生每天的上课

出勤数据，提醒教师关注需要帮助的学生。

6. 减少能源花费：通过设置传感器等

优化能源使用，发现有问题的地区和楼宇，

降低学校运营成本。

7. 管理投资捐赠：从捐赠者数据库、

校友数据库和投资者数据库中发现一贯支

持的人，以及出现了财务亏损的人。

8. 评价教师表现：根据数据做同系教

师之间的比较，或根据学生人口数据、专

业内容和教学方式，将教师与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进行更合适的匹配。比如，根据

课堂出勤率数据，可以知道哪些课受欢迎，

以提供更大的教室。

从数据分析方式来看，目前有三类教

育数据分析方式：

1. 教育数据挖掘（EDM，Educational Data 

Mining）：从大量复杂的数据中为管理人员

找出模式，比如，发现学生成绩计算或在线

考试中存在的问题，预测学生注册率等。

2. 学习分析（LA，Learning Analytics）：

从教学管理系统、学习平台和社交媒体收集

数据，发现学生学习方法和学习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所使用的机构数据包括入学统计数

普度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的“院校研究、评估和有效性办公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ssessment and Effectiveness) 设立了几个委员会，专门负责高校数据治理政策和标准研究，甚至还设立了一

个数据质量小组（data quality subcommittee），专注于寻找数据质量问题的解决方案。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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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中班级排名、入学考试成绩）、教

学管理系统中的记录（过去成绩、培养方

案信息）和访问学校支持服务的次数（图

书馆、服务台、咨询），以及教学过程数据，

如评分数据（测验、作业、参与度和出勤率），

学习管理系统中记录的在线学习参与度信

息（在线讨论、查看的内容、与学生和教

师的互动、在线时间）。学习分析可以帮

助回答以下问题：

3. 教学分析（AA，Academic Analytics）

从教学评估数据中发现问题，给出改进建

议，比如通过增加人为干预提高学生学业

成功率。

从案例来看，使用数据分析提供学业

指导的应用最多。数字解决方案的创新正

在帮助高等教育的顾问最大化他们对学生

学术生涯的影响，为了成功地发挥导师的

作用，学业顾问需要知道他们的学生什么

时候在挣扎，在一切都太迟之前。高等教

育机构可以通过数据驱动的沟通和规划来

缩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一些院校已经

开始将来自网络、学习管理系统、学生信

息系统及其他来源的学生数据提供给学业

顾问，从三个方面协助学业顾问为学生提

供学业帮助： 

1. 合各类通知：以往学生会收到来自

学校多个部门的通知、邮件、短信，同步

平台将这些信息整合到一起，这样学业顾

问就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这个学生的情

况，除了看到学生的学习档案袋外，欠款

通知，没遵守宿舍纪律的警告都可能影响

其学业进展。

2. 制订学位计划 : 以往是学生自己想

好了读什么学位才入学，但是并不知道拿

到学位后能够做什么。如今，顾问们使用

技术来评估学生的表现，并指导他们选择

最合适的专业 , 尤其对那些尚未拿定主意

的学生，帮助他们确定想要什么样的职业

结果，引导他们去选修合适的课程，学习

所需要的技能。

3. 分析和预警 : 一名学业顾问往往要

指导 300 多名学生，特别需要技术工具，

在学生遇到麻烦时立即通知顾问，顾问使

用在线协作空间与学生保持沟通。

数据治理项目发展趋势

2019 年 11 月， 美 国 院 校 研 究 会

（AIR ,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EDUCAUSE 和大学商务官员

协会（NACUB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三

个机构联合发表声明称：数据分析可以解

救美国高等教育。因为根据 RPK 集团的

数据，单是学生留校率的提高每年就能给

大学带来大约 100 万美元的收入。如果大

学扩展数据分析来挖掘他们所掌握的信息

财富，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创新招生、

提高机构效率，有效控制成本。随着国家

在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持续下降，学生入学

率大幅下降，美国大学需要现在就开始进

行数据分析。这三个机构明确表示，尽管

资金可能很难获得，但不投资数据分析可

能会让高等教育付出更高的成本。由此可

见，美国高校会大力发展数据分析，虽然

相对来说，中国高校教育经费充足，但是

借助数据分析改进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还是有必要的。数据治理会成为高校信息

化的发展热点，这是大趋势。

趋势 1：基于数据的决策者是谁？

从早期的管理部门，到如今的师生，

都需要数据做出明智决策。

趋势 2：实时数据分析

实时数据分析是收集数据后立即清理

和分析。很多时候，实时数据分析是通过

边缘计算进行的。通过尽可能靠近数据源

进行分析，用户可以减少延迟，更快地接

收信息并做出后续决策。随着数据收集工

具的进步和机器学习工具的日益普及，大

学可以期待实时数据分析成为校园常态。

美国高校在 2013 年左右就开始做数

据分析的尝试。2018 的一个调查显示，

美国拥有数据分析软件的高校从 40% 上

升到 60%，但是只有 27% 的学校认为所

拥有的程序是完备的、高级的，54% 的高

校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不少学校有了数

据分析的应用案例，但它们仍然是小项目，

大学并未能真正使用大数据。如何有效且

全面地开展数据治理，全球还都处于探索

阶段。 （责编：郑艺龙）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阿拉巴马大学 (University of Alabama) 使用预测分析系统发现，要求提供成绩单副本的学生有离开学校的风险。

现在，管理人员可以注意到学生何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并提供学术和校园资源来鼓励这些学生留下来。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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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春季以来，由北京大学发起的 CARSI（CERNET

联邦认证和资源共享基础设施，由 CERNET 网络中心发起和管理，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落实各高校在疫情防控期

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要求，满足高校师生在校

外访问学术数据库资源的迫切需求，有效解决了高校师生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居家工作学习的痛点问题，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发展

机遇。

加入全球身份联盟                                                 
为服务商接入 CARSI 提供技术基础

2019 年 5 月，CARSI 成功加入全球身份联盟 eduGAIN，为

国外资源提供商在疫情防控期间快速面向中国高校师生提供服务

奠定了技术基础，并有效支撑了国外资源的快速部署和国内资源

的快速推进。

一是调试投入多，上线速度快。 加入全球身份联盟后，调

试上线的高校身份认证服务（IdP）被实时同步给 eduGAIN。如

此大的用户规模和潜在访问量，吸引了诸多主流国外图书馆电子

资源服务提供商短期内申请加入 CARSI。

二是接入便捷，简单调试即可上线。CARSI 给出了针对已经

通过国际上其他联盟接入 eduGAIN 的资源提供商便捷接入方案，

并在技术上完全兼容 eduGAIN，即已加入 eduGAIN 的资源仅需

简单调整即可接入 CARSI。疫情防控期间，该部分 SP 最快可以

在半天之内完成上线。

三是会员推荐优质资源供应商。CARSI 联盟已上线的会员高

校也会推荐一些优质的资源提供商加入。如高校图书馆已经采购

的国内外优质资源、少量非图书馆应用等。

新系统新模式                                                          
为学校接入 CARSI 提供管理和运行基础

加入 eduGAIN 之后的 2019 年 10 月，CARSI 完成了系统升

级和服务升级，将此前十余年积累的建设成果迁移到新系统，并

采用新的模式加以管理，CARSI 服务也从试验运行阶段正式进入

产品阶段。新流程下，学校和服务提供商加入 CARSI 联盟以自

服务为主，便捷、易用。邮件结合社交媒体的沟通方式，有助于

快速解决服务部署问题。

管理方面，CARSI 规范了会员单位加入、技术调试，以及上线、

上线后的运维等各个环节，在线自服务系统涵盖了会员自助注册、

会员端管理等功能。以学校端 IdP 的上线流程为例，明确要求 IdP

上线前在测试环境中经过调通登录流程、确认用户属性的释放、

完成日志上报三个步骤。起初，会有学校管理员对此产生质疑，

但随着上线后的使用和运维，学校管理员很快理解严格是为了确

保学校端 IdP 仅配置一次就能适应所有 SP，且可以在上线后通过

学校端管理系统了解和监测本校 CARSI 服务的运行情况。

服务方面，沟通和技术支持工作以线上“邮件 + 社交媒体”，

辅以一对一技术支持来完成。北大 CARSI 团队安排专人随时解

答 5 个微信群和 2 个 QQ 群中的技术及流程问题，专人负责回复

carsi@pku.edu.cn 邮箱的问题，并在第一时间完成会员资格审批、

学校端组件上线审批、学校及资源端的一些特殊调整或配置等工

作，避免积压。通力合作下，技术基础好的学校可在半天内接入

CARSI，单日最多上线近 20 个学校。

审批方面，疫情防控期间，针对高校和资源提供商两方会员均

不便于寄送盖章后的纸质申请表，CARSI 及时调整管理策略，允许

会员先行审批并上线，待疫情结束后补寄材料，降低了流程门槛。

力争提供优化技术方案                                         
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痛点问题

在技术上，CARSI 一方面为学校和提供商两方提供了逻辑简

CARSI：破解访问全球数据库痛点

Shibboleth
成熟、使用范围广、免费、

适用于高校
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

商业方案（如

OpenAthens）

兼容 SAML，支持商业化

部署
商业产品，收费

SimpleSAML
php 语言实现的 SAML 

2.0 协议，轻量

部分功能不完善，php 语

言不适用部分企业和高校

Spring Security 生态完善 仅支持 SP

表 1   主流方案对比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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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多次验证的部署方案，另一方面提供了一套包含所有服务

组件的预上线测试环境，为简化技术调试、隔离调试 bug，提供

了最大程度的支持。

1. 推出简化安装包，支持快速部署。跨校身份验证主要

依靠 SAML 协议，该协议可以由 Shibboleth、Spring Security、

商业方案、自定义方案等多种方式来实现。CARSI 以 Internet2 

Shibboleth 中间件为技术基础，为受保护的在线资源提供认证

服务。研究发现，IdP 端的部署大致需要服务器环境的准备、

基础服务（如 NTP）的安装配置、网络服务的安装配置（如

Apache、Tomcat）、IdP 组件的安装配置、对接本地认证系统、

属性释放配置、与 CARSI 联盟对接配置、统计数据上报、界面

定制化的配置等。此外，还需考虑安全防护、备份恢复、定期

升级等非功能性的需求。上述工作配置流程较长，且部分配置

较为复杂。因此，北京大学 CARSI 团队推出了简化配置版 Linux

虚拟机镜像文件，学校管理员只需基于此镜像完成对接本地认

证系统、属性释放、页面展现等本地定制化工作即可，大大降

低了调试难度。另外，对于希望详细了解部署细节的学校，提

供了另一套安装包和配套文档，便于不愿使用快速安装包的用

户进行纯手工、透明化的配置，可以了解完整的配置细节。

2. 提高 CARSI 服务安全防御能力，快速解决已知安全隐

患。由于 CARSI 学校端组件需要负责用户认证功能，因此学校

通常对其安全要求较高，多数高校会考虑进行等保测评。对于

所有提供的虚拟机镜像、基于文档搭建的环境等可交付的资产，

CARSI 在推出前均进行了漏洞扫描、渗透测试等安全检测。服

务运行期间，随时根据公布的已知安全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通知给管理员。

3. 完整的预上线测试环境，为成员单位技术调试提供便利。

完整的登录流程由服务资源端发起，在整个过程中用户的浏览

器会涉及到服务资源端、目录服务端（CARSI 联盟维护）、学

校身份认证端的跳转，让某一方的管理员配置所有相关组件很

不便，CARSI 的预上线测试环境应运而生。两方管理员均可将

自己正在部署的组件加入到这套环境中，进行上线前的测试和

验证，该套环境在运作机制上与正式的线上环境保持一致，仅

在数据上做了隔离。在技术调试完成后，只需由 CARSI 联盟管

理员做一次上线操作即可，这种方式在大大降低了错误率的同

时，提高了调试的效率。

4. 项目运行过程中不断吸取反馈，推出新功能。疑似违规

账号通知就是聆听了部分高校管理员在运维过程中的痛点后，

有针对性地开发能够解决各成员学校实际运维问题的功能。此

外，CARSI 还先后支持了 CAS（Central Authentication Service，

中 央 认 证 服 务， 一 种 独 立 开 放 指 令 协 议） 和 OAuth（Open 

Authorization，为用户资源的授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开放而又

简易的标准）等更广泛的统一认证系统、学校端 IdP 服务异常

检测、无教育网域名或邮箱的各级院校加入、各类统计、改进各

种流程等功能的迭代。这些新功能的不断迭代，初衷都是为了实

现成员单位更便捷地接入，以及在实际运维过程中更好地为广大

师生提供服务。

通力合作共同推进 CARSI 推广部署

疫情防控期间，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北京大学 CARSI 团队

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系统完善、新功能开发、流程管理，以及对会

员单位的技术支持上；为各地高校提供直接支持的工作主要由赛尔

网络有限公司各分公司分担。在资源提供商的接入方面，赛尔公司

市场部积极与国内外的资源提供商协调，帮助各企业了解 CARSI 的

接入流程，对 CARSI 的推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截至 2020 年 8 月，CARSI 正式上线高校达 434 所，惠及区

域覆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区，已汇聚了 38 个服务提

供商，涉及百余个资源产品，其中多家中外知名数据库服务提供

商，涵盖超 29 万种期刊，5 万余种视频、有声书等多媒体资源，

300 余万册电子书及教材，1300 多万篇学位论文，超 3 亿项专利

及超 10 亿条数据资源。

CARSI 服务使用量的高峰发生在 5、6 两月，月总认证次数均

超过 1000 万人次，为高校师生随时随地访问需授权的互联网应用

提供了有力支撑。CARSI 服务范围逐步扩大，资源种类日益丰富，

缘自广大高校用户对 CARSI 的关注与认可，以及资源提供方对

CARSI 的信任与支持。CARSI 将继续提供优秀服务，不断拓展资源

种类和覆盖范围，为高校师生足不出户、随时随地享受丰富的数据

库资源，进行在线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便利。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图 1  2020 年以来 CARSI 已上线学校数量迅速增长

图 2  疫情防控期间 CARSI 使用量统计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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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

并成熟，IT 逐步发展成为 DT，这必将进

一步助力高校信息化发展。

2015年首次提出的数据中台的概念，

核心思想是“大中台，小前台”和数据共

享，其在引导新业务发展上发挥了较大作

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随后，国内许多

厂商及企事业单位开始在各个领域建设数

据中台，以期进一步创新。

在此背景下，数据将成为高校信息化

的核心资产，并对高校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数据中台是苏州“云

中大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数据底座，

其数据存储、集成、清洗、服务等组件在

数据处理过程中提供了基础的软件支撑能

力，为“云中大学”和未来的智慧校园应

用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和保障，从而实现

“数据支撑业务开展，业务开展带来更多

数据”的良性发展趋势。

在数据中台的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

厘清高校拥有哪些数据，需要整合哪些数

据，然后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实用的数据

标准和数据模型，进行数据资产的管理和

应用。数据模型和数据标准在数据中台里

处于向上承接业务，向下引导数据的关键

位置，它们是承载数据需求的元数据，是

数据质量校验的对象，是形成数据质量规

则的基础，也是数据集成与存储的起点。

通过数据模型的建设，并由此发现源系统

的数据质量问题并制定相关的流程，从而

达到数据质量问题的收敛，才能支撑高校

业务功能的快速开发和实现。

数据中台：实现数据共享开放

数据中台本质上是在新一代大数据、

云计算、全链接、数据集成、数据建模、

数据算法与分析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推

动下，构筑形成的数据底座，解决数据的

“存”“通”“用”等难题。学校的数据

中台建设，着力解决原有的数据共享平台

存在的数据存储方式受限、数据融合度不

够、难以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特别

是在信息化过程中包罗万象的业务数据需

求，例如对于未数字化业务的数据需求，

对于业务数据灵活的融合需求，高度的数

据一致性需求，唾手可得的数据查询需求，

多样的数据分析需求等。因此，通过数据

中台构建灵活开放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和服

务能力，并以此为依托才能实现高校的数

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放服务能力。苏州大

学数据中台架构如图 1 所示，包含了数据

采集、数据底座、数据服务和数据应用四

大部分。

整个数据中台的建设方案基于开放

的大数据架构，并具备大数据资源的采

集、存储、分析计算、数据资源管理和

服务的能力，以便数据资源在中台内实

现统一存储、管理和有效利用。通过中

台的建设，逐步完善了校园数据资源的

归集整合，梳理形成了学校的信息资源

目录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全面开展数据

共享工作，同时建设学校、学生、教学、

科研、财务、资源与设备、办公、外事、

档案等基础库。其中，数据模型和数据

标准作用于整个数据中台的生命周期，

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湖、主题数据库、

专题数据库和数据服务等，成为是数据

“存”“通”“用”的基础。

苏州大学：数据中台提升服务能力

图 1  数据中台的整体架构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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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建模与设计

国 际 数 据 管 理 协 会（DAMA） 在

DMBOK2 中定义了 11 个数据管理的职能

领域。其中，数据建模与设计是一个关键

的领域，处于中心地位，而数据模型正是

数据建模与设计的核心产出物。数据模型

是数据特征的高度抽象，它描述了业务系

统的静态特征、动态行为和约束条件，为

数据中台的信息表示与操作提供了一个抽

象的框架。

1. 相关定义

首先，我们给出基于数据中台的数据

建模一些相关的定义。

主题域：在较高层次上对高校运转活

动中的基础数据进行概况和分类，是对高

校业务本质的高度抽象，也是高校数据模

型的基础。

实体：客观存在并且可以互相区分的事

物，可以是人或物，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

例如学生、老师、课程等都是实体。

属性：每个实体具有的特征称为属性，

一个实体可以由若干属性来描述。例如学

生的姓名、性别和专业等都是学生实体的

属性。

关系：实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实体之

间是有联系的。实体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

三类：一对一（1:1）、一对多（1:n）和

多对多（m:n）。例如一位老师可以有多

门课程，老师与课程的联系就是一对多的；

如果一位老师只有一门课程，则老师和课

程的联系就是一对一的。

2. 建设思路

在数据中台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特别

开发了基于高校主题域的数据模型，其准

备过程和建设思路如下。

充分调研目前的业务信息系统数据。

在数据模型的实施过程中，重点调研了

31 个业务系统，在充分理解数据和对应

业务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抽象和概括。

参照高等学校管理信息行标。参考该

行标进一步了解高校基本数据的全貌，同

时进行模型规范设计和数据标准

设计。

参考其他行业的主题域模型

设计。目前其他行业的主题域模

型中，一般都有人员或当事人、

机构、财务、资产、位置、产品

或服务等，高校的主题域可以直

接参考。另外，通过参考其他行

业的主题域模型，我们发现主题域数量一

般不超过 10 个，例如在金融行业，IBM

设计主题域为 9 个，Teradata 设计的主题

域为 10 个。

针对高校业务的特点，设计拥有高校

特征的主题域。例如教学和科研等主题就

是高校所特有的，通过这些主题域的设置，

一方面能直观反映高校业务的特点，另一

方面能很好地针对高校业务进行归类。

最终，通过精心设计，数据中台包含

了“8+1”个主题域数据模型，各个主题

域的详细描述如下。

（1）组织：学校的院系，班级，科

研所 / 组，课题组，学术委员会，社团，

行政，学术支撑，后勤等部门，校外赞助

和合作机构等。

（2）人员：学生管理，教师和职工

的人事管理等。例如基本信息、奖惩和补

助信息、工作信息、绩效考核信息等。

（3）教学：教学计划，排课，学生选课，

考试成绩等信息。

（4）科研：科研的项目管理、科研

成果及对外的学术交流等信息。

（5）财务：账务、科目余额、收费、

缴费、借款等信息。

（6）资产：资产的清单（教学、科

研仪器等）及全生命周期管理。

（7）服务：招生，就业，食堂，宿舍，

图书馆，网络，信息化，办公等服务。

（8）位置：校区，建筑物，房间等信息，

及其对应的地址等。

（9）公共：公共的维度和代码等信

息，如经过治理的与数据标准相关的代

码（国标、行标和校标）。

除公共主题域模型外，其他主题域模

型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基于高校主题域的数据模型具有许多

优良的特征。

对数据高度抽象的主题域模型非常稳

定。如果按业务系统进行主题域划分，随

着业务系统的增加，主题域会不断增加，

模型维护的工作量会越来越多。

很容易认清数据源头，找到权威数

据。业务系统重视流程，只关注本业务范

围的数据，同时各个业务系统之间可能会

有数据交互或重合。数据中台通过主题域

模型，把来自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重

新组织、标准化，方便了数据的使用。

方便查看全景数据。例如要统计学生

的信息，直接在人员主题下就可以找到相

关的数据信息，不需要再到本科生教务、

研究生、成教等系统分别查找，提高数据

的使用效率。

3. 实现方法

基于 OLAP 的系统上一般有三种建模

方法。

关系建模：通过实体关系（E-R）体

现企事业单位经营活动的业务要素和业务

规则，通过满足 3NF 设计消除数据冗余。

维度建模：主要思想是将客观世界划

分为度量和上下文，按照维度表和事实表

构建数据模型。

Data Vault 建模：对业务对象、业务

要素进行提炼，将业务主键与业务属性分

离，属性放到卫星表（Satellites），业务

主键放置到枢纽表（Hubs）。同时，业务

主键之间的关联或事件由连接表（Links）

来构建，并通过卫星表来描述这种联系。

图 2  主题域模型关系对照

数据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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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数据仓库上，公共基础层的

数据选择关系建模的较多。该模型的优点

是消除数据冗余，节省空间，但是会对实

体做原子拆分，导致在使用数据时需要做

很多的外部关联，对具体的业务不友好。

例如来自学工系统的辅导员信息是一张宽

表，如果按照关系建模，会被拆分成辅导

员基本信息、辅导员联系信息、辅导学历

信息等。由于数据中台也承担了数据的共

享和交换功能，如果有其他业务系统需要

学工系统中辅导员的原始信息，又需要对

上述拆分的表进行合并，反而增加了 ETL

操作的复杂度。

因此，在大数据项目上，一般采用维

度建模，对数据进行归类和整合，不对数

据做原子拆分。在学校的数据中台建设中，

我们采取了维度建模法，这样模型的实施

效率更高，同时也方便对数据进行理解、

标准化和使用。

对于相应的事实表和维度表的定义和

划分规则如下：

事实表，在业务活动中产生，一条记录

对应一个度量事件。在数据中台中，主要有

事务事实表和周期快照表两类。事务事实表

是交易过程产生事实表，如一卡通的交易流

水、学生借书记录等；周期快照事实表是一

定周期内发生的事实，如学生的成绩等。

维度表，包括参与事务的主体，如学

生、教师、组织机构等，以及其他维度，

如时间、地区、代码等。

在数据中台里，数据的核心处理部分

包含了四个前后关联的组件：数据贴源层、

标准层、主题层和专题层。数据模型主要

是在标准层和主题层中发挥相应的“向上

承接业务，向下引导数据”作用，如图3所示，

示意图中的箭头为数据流的方向。“向下

引导数据”体现在从数据源到贴源层的 ETL

操作，“向上承接业务”一方面规范了专

题层的专题数据库（即另一种的“业务库”）

建设，以及对应的数据应用和数据服务等。

4. 逻辑模型

主题域命名规范按照主题域中文名拼

音的缩写，对主题域进行编码，然后在表

名中加入主题域代码，以区分该表属于哪

一个主题域。具体而言，逻辑数据模型基

于数据中台目前集成的共计 38 个系统、334

张表、7790 个字段进行设计，同时，为了

模型良好的扩展性，特别是对财务、资产

和科研等主题域，参考行业数据和国标进

行逻辑模型设计。

以高校组织主题为例，该

主题域描述了组织的分类，以

及对部分组织的考核等内容。

该主题域的逻辑模型图例如图

4 所示。其中，有关联的部分

都是一对多的关系。

在数据共享平台的基础

上，高校数据中台重新定义了

数据战略，实现数据高质量的

汇聚，承上启下，纵观全局，其构筑形成

的数据底座，解决数据的“存”“通”“用”

等难题，推动企事业单位的业务发展。

数据建模在数据中台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一方面可以识别数据的主从分布，

对来自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标准化，

提高数据的权威性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

是数据治理的桥梁，通过梳理出高密度价

值的数据，为数据治理框定范围和提供指

引，确保各种数据治理活动的高效展开。

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特别采用高校

主题域模型对中台的数据进行建模，详细

设计了“8+1”个主题域数据模型，并采

用维度建模的方式，对每个模型进行了详

细的逻辑模型设计和实现，从而保障了整

个数据中台的建设。

在学校数据中台建成后近一年的试运

行过程中，基于主题域的数据模型基本满

足了校内业务的数据需求，在优化数据管

理的基础上，通过包含数据中台在内的一

系列数据支撑平台相互配合，多管齐下，

共同支撑了整个学校的数据服务和数据开

发。展望未来，大量数据的共享、融合、

分析和计算，将进一步提升和引导业务发

展，从而助力形成良性的高校信息化发展

新格局。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苏州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图 3  数据模型的实现层次

图 4   组织主题域的逻辑模型

数据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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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育行业云平台建设，对于一个

区域（省或区县）或是一所学校，都是一

项极为重要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通过

构建教育行业云平台，可以规范区域或学

校的教育信息化系统建设，形成围绕教育

行业的更为完善的信息化体系，并进一步

提升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应用实效。然而，

教育行业云平台的建设，不能单纯地只从

技术角度来思考系统的建设。教育行业云

平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云计算技术平台。

除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公共技术组件

和数据平台组件等通用性的云计算资源之

外，教育行业云平台的构造更应体现在教

育应用资源的服务提供上。把相关的教育

应用支撑服务、教育数据资源供给和教育

业务逻辑构成，合理有效地融入到教育行

业云平台的建设方案之中，才能真正打造

出符合教育行业特征并满足教育应用业务

需求的教育行业云平台。而这正是作为

教育行业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PaaS

层，其在设计构造与具体实现上，所应体

现出的建设核心理念。

教育行业云平台的总体架构

单从云计算平台的技术架构来看，教

育行业云平台的总体构成与其他行业的云

平台类似，一样也可以由 IaaS 层（云平

台基础设施层）、PaaS 层（云平台组件层）

和 SaaS 层（云平台应用层）构成。其中，

IaaS 层主要是利用以 Hypervisor 技术为核

心的虚拟化平台软件（如 VMware ESXi、

Microsoft Hyper-V、Citrix XenServer、

Huawei FusionSphere 等），统一管理和调

度物理主机（裸机）的 CPU、内存、存储、

网络等 IT 基础设施资源，并负责向教育

行业云上层平台提供基础资源服务。而

PaaS 层则包含了能够为行业应用提供服务

的众多组件。在这些组件中，负责为教育

应用业务系统提供公用服务的公共业务组

件和教育业务组件，以及负责为教育业务

提供数据服务的数据服务组件，则是教育

行业云平台 PaaS 层最为核心、最为重要

的内容构成。对于 SaaS 层而言，其上主

要是部署和运行各类教育应用业务系统，

而 PaaS 层的公共服务资源则为 SaaS 层上

的教育应用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服务与保障。

图 1 所示的教育行业云平台的分层架

构体系，体现了通用型行业云平台的设计

和建设理念，与其他行业云平台具有很大

的相似性。但是，从教育行业对建设云平

台的愿景目标和应用需求来看，这种分层

架构体系的相似性，并不代表教育行业云

平台各层的设计构造与功能实现，会等同

于其他的行业云平台。教育行业云平台的

建设设计，应考虑如何将更多能够提供教

育应用服务的相关组件纳入其中，进而体

现出云计算资源在支持教育教学应用业务

上的服务和支撑作用，尤其是对于处在云

平台中间位置的 PaaS 层的设计与构造，

更是如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PaaS

层的设计与构造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教

育行业云平台建成后的实际应用成效。

PaaS 层服务功能的具体组成

1. 基础性公用服务

首先，来看一个应用实例。当任何一

个教育应用业务系统（如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系统、教学质量分析系统等）想要为本

业务系统增加用户时，可以通过调用负责

用户管理的应用业务系统来选定新增管理

用户，并通过调用负责权限设置的应用业

务系统为新增的用户定义系统操作权限。

而这两个被调用的应用业务系统分别是组

织机构及用户管理系统和角色权限设置管

理系统。前者是

专门管理中小学

校和各类教育机

构信息的业务系

统，同时兼备了

对归属于不同教

育单位的师生及

各类教育工作人

员信息的管理功

能。而后者主要

负责为各类注册

教育应用业务系

统的用户（教师、

教育行业云平台如何合理设计？

图 1  教育行业云平台架构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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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教育工作人员），配置操作权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各类教育

应用业务系统而言，诸如组织机构及用户

管理、角色权限设置，以及教育应用注册、

用户登录认证、统一消息管理等各类基础

性系统功能，都属于各种教育应用业务系

统可复用共享的基础功能。而最重要的是，

这些基础功能又都是每个业务系统不可或

缺的用例，将这些具有共性的系统用例进

行泛化、分离并纳入 PaaS 层的体系构成

之中，则可以形成被调用的公共业务组件，

进而为 SaaS 层的各类教育应用业务系统

提供统一的基础性公用服务。例如，通过

构建单点登录认证（SSO）业务组件，并

与各个教育应用业务系统对接，就可以为

教育用户登录不同的系统，提供统一身份

认证服务。如此，既可以规范各类应用业

务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又可以简化各类应

用业务系统的功能实现构成。

各类教育应用业务系统调用公共业务

组件，复用共享 PaaS 层提供的基础性公

用服务，在教育行业云平台上实现了教育

应用的集成。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教育行

业云平台的体系结构更为紧凑、更加完整、

更趋合理。

2. 业务类公用服务

PaaS 层除了为上层教育应用业务系

统提供基础性、通用类公用服务外，还必

须提供与教育行业业务相关的业务类公用

服务。这类公用服务以教育业务组件的形

式，被相关教育应用业务系统复用共享。

教育业务组件可以由教学质量测评服务组

件、教育评价管理服务组件和教育字典服

务组件等构成。

其中，教学质量测评服务组件是指根

据教育统计与测评理论，基于常模参照系

构建的各种计算分析工具。这些计算分析

工具以教育业务组件的形式，为利用考试

成绩开展学科教学质量测评分析的教研应

用业务系统，提供专门的计算分析服务并

返回教学质量的测评结果。而教育评价管

理服务组件是一种依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模型、教师职业能力发展评估模型等面向

主题的教育评价模型所构建的教育评价引

擎。它同样也是以教育组件的形式，为上

层教育应用业务系统提供评价服务，支持

相关教育评价活动的开展，形成学生综合

素质发展水平（学生画像）和教师职业能

力发展水平（教师画像）等方面的评价信

息。至于教育数据字典服务组件，就是利

用在PaaS层内搭建的数据字典管理系统，

为上层教育应用业务系统提供教育数据分

类代码的查询与获取服务。由此，可以有

效地确保业务系统能够及时更新相关数据

字段的取值。教育数据字典服务组件的使

用可以促使教育应用业务系统的开发建

设，在遵循教育数据标准方面更趋规范。

PaaS 层教育业务组件所提供的业务

类公用服务，与具体的教育业务相关，并

能面向应用为教育应用业务系统提供专门

的服务资源和支撑保障。这充分说明 PaaS

层所提供业务类公用服务，与具体的教育

应用业务场景是相互融合的。

3. 数据服务

通过搭建的数据交换平台，基于建

立的数据交换机制，为各类教育应用业务

系统和数据请求者传递所需的教育数据信

息，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数据服务，是教

育行业云平台 PaaS 层提供公用服务的一

种重要形式。当然，通过数据交换还可以

不断地从外部采集获取数据，用以丰富更

新留存于PaaS层内的各类教育数据信息，

从而更好地驱动教育云平台数据中心构成

的日臻完善，并更好地为教育应用提供全

方位的数据服务。类似于公共业务组件，

数据交换服务也以组件的形式，即数据服

务组件的形式，供应用业务系统和使用者

调用。

但是，数据交换并不是 PaaS 层提供

数据服务的唯一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数

据服务还应该体现在满足教育用户对教育

数据应用的需求上。即利用各类教育数据

开展数据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分析，为包

括教师、教研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内

的各类教育用户，提供专业的数据服务。

支持学情分析、教育评价、教学质量监测

等一系列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并为实施

教育管理和规划教育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这种基于数据分析的公用服务，其具体的

构成为围绕教育主题搭建数据仓库，开展

数据挖掘分析支持教育管理决策，通过数

据可视化展示分析教育业务状况。其实，

教育云平台提供的这种教育数据分析与展

示服务，就是一种独立于教育应用但又服

图 2  PaaS 层数据服务实例

云服务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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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教育应用的公用数据服务。图 2 所示

的是一个关于某区教育局利用搭建的教育

行业云平台，开展区域内学生学业水平与

体质健康关联性数据挖掘分析的实例。对

于形成的分析结果，采用了数据可视化技

术（工具），以图形展示的方式直观呈现，

向教师和教学管理者清晰地传递了隐藏在

两类教育业务数据背后的知识信息，进而

为他们制定教育改革措施，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而这正是

教育行业云平台 PaaS 层，在面向教育行

业应用时所体现出来的数据服务的形式。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数据交换，还

是数据分析展示，PaaS 层的这种为教育应

用提供数据服务的功能，在推进教育数据

整合与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PaaS 层服务功能的技术实现

1. 公用服务的技术实现方法

当我们开发了服务于教育应用业务系

统的公共业务组件和教育业务组件之后，

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部署这些公共业务

组件，才能有利于 SaaS 层教育应用业务

系统对它们进行快速、高效地访问，进而

实现 PaaS 层基于业务组件的公用服务功

能。而对于数据服务而言，也同样面临着

如何有效地部署数据服务组件，以实现快

捷、高效地提供数据交换服务的问题。

对 此， 我 们 可 以 借 鉴 微 服 务 架 构

（Microservices Architecture）技术，在教

育云平台的 PaaS 层独立开发部署各类公

共业务组件、教育业务组件和数据服务

组件，并基于轻量级 API 方式（如 HTTP 

RESTful API），允许以 Web 应用模式运

行的 SaaS 层各类教育应用业务系统，进

行直接调用。同时，也可以通过搭建 API

网关（API Gateway）聚合位于 PaaS 层的

各类公用服务和数据服务组件，形成统一

的服务入口，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包括桌面

浏览器应用、移动端应用在内的各型客户

端，以及第三方应用对公用服务和教育数

据服务的访问请求（如图 3 所示）。

当然，对于公共业务组件和教育业

务组件的部署还可以结合引用容器虚拟化

技术。如图 1 所示，我们可以选型利用相

关的容器管理技术工具（如 Kubernetes）

来创建和部署应用容器（Container），并

将公共业务组件和教育业务组件的相关应

用程序及其依赖打包后移植到应用容器之

中，实现相互隔离。由此，可以有效地实

现基于微服务架构技术降低系统间耦合度的

目的，进而更加有利于公共业务组件和教育

业务组件，在后续应用中的升级与改造。

2. 教育数据服务的技术实现

数据服务功能的实现，首先在于教育

数据中心的建立。利用 ETL 数据仓库工

具我们可以从教育应用业务系统中抽取各

类教育业务数据，并通过清洗、转换、加

载等一系列的加工处理过程，搭建起面向

学生、教师、学校、课程、评价等的各类

教育主题数据仓库，进而在 PaaS 层中建

立起教育数据中心。之后，面向教育应用，

并结合教育测评分析理论，建立数据分析

模型。然后再利用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挖

掘、数据可视化等各种数据处理工具，对

汇聚于数据中心的教育数据，开展统计分

析、挖掘研究。进而将发现的与教育教学

相关的新的知识信息，直观有效地展示给

教育用户。

然而，这种针对教育数据的分析与展

示，就是 PaaS 层面向教育应用的数据服

务功能体现。它在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

有效实施学生个性化教学、助力教学业务

部门监控学校教学质量，以及为教育行政

管理部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由此可

以看到，数据仓库工具、数据挖掘分析工

具乃至数据可视化工具，均是 PaaS 层必

不可少的组成内容，这些数据处理工具我

们也可以将其统称为数据服务组件。

开展教育行业云平台建设时，需要重

点关注 PaaS 层的建设。这是因为 PaaS 层

对教育应用业务的支撑和服务作用，是实

现开展教育行业云平台建设以满足教育应

用需求的关键所在。PaaS 层的设计构造与

功能实现，应当体现出教育行业云平台有

别于其他行业云平台特有的教育行业属性。

除了提供基础性公用服务的公共服务组件

之外，PaaS 还要提供各种业务类公用服务

的教育业务组件，和提供教育数据服务的

数据服务组件。采用微服务架构技术部署

和发布公共业务组件和教育业务组件，是

PaaS 层面向教育应用，提供公用服务的技

术实现途径。而选型数据仓库工具和数据

分析展示工具作为数据服务组件，则又是

实现 PaaS 层为教育应用提供数据服务的技

术实现手段。PaaS 层的设计与构造，应当

清晰地体现出教育行业云平台所应具备的，

教育应用集成、教育数据整合及教育服务

融合的鲜明特征。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

图 3  PaaS 层服务组件部署与调用实现方法

云服务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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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和视频会议以其不受地域空间限制、人员无接触、

会议现场实时展现、用户参与度高等优点，成为高校教学、科研

和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因此学校网络直播和视频会议的需求激

增，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和网络保障成为信息化部门的一项重要工

作。本文梳理了长春理工大学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网络直播和视频

会议需求，描述了网络直播的技术原理并提出了满足多种网络直

播和视频会议的解决方案。

依据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按照会议规模和会场

设置，可将网络直播和视频会议分为五类，表 1 列举了每类会议

的需求与解决方案。

网络直播原理与相关技术

网络直播中音视频流的过程依次为音视频流 -> 编码器 ->

直播平台 -> 用户端。编码器也可先推流至流媒体服务器，再由

流媒体服务器推流至直播平台。网络直播流程如图 1 所示。

1. 音视频源包括电脑桌面、摄像头、摄像机、网络会议终端、

导播台等设备的音视频流。

2. 音视频编码器是指对数字视频进行压缩及处理音视频数据

的网络传输硬件或者软件，由其将音视频流传输到网络直播平台

或者自建的流媒体服务器。OBS 是开源的软编码器，它具有视频

推流直播和视频录制功能，可运行在多种操作系统，支持多种音

视频源，能实现视频的画中画功能。编码器也可以选用硬编码器，

它不依赖于电脑，可独立工作，性能要优于软编码器。

3. 推流是编码器把采集压缩的音视频流传输到流媒体服务

器即直播平台的过程。推流是网络直播端需要完成的工作。硬编

码器或软编码器一般都拥有推流的功能。多个编码器可以串联，

如导播台可直接推流，也可通过编码器后再推流。

4. 拉流是把音视频流从一个流媒体服务器传输到另一个流

媒体服务器的过程，一般需要给出源视频流在媒体服务器的位置，

然后由拉流客户端完成获取音视频流的工作。

5. 流媒体服务器是向用户提供视频服务的软件平台，它的主

要功能是对流媒体内容进行采集、缓存、调度和传输，通俗地说

就是可以实现视频的推流和拉流。SRS 是开源的流媒体服务器软

件，可用于搭建流媒体服务器，支持视频直播和录播。

6. 网络直播平台就是前面介绍的流媒体服务器，常见的有腾

讯乐享、央视频、学习强国、B 站、知乎等。有些平台支持推流

直播，如乐享、B 站和知乎；有些平台仅支持拉流，如学习强国；

也有部分平台既支持推流也支持拉流，如新浪微博。获得推流直

播平台的直播权限后，可获得直播地址和密钥，用于配置推流的

编码器 , 如是拉流直播平台，需要在平台中设置自己的流媒体服

务器地址。

7. 用户端可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观看网络直播，部

支撑多场景的网络直播和视频会议方案

长春理工大学

序号 类型 参会人数 需求 建议方案

1 视频会议 <=300 人

设主会场，主会场和

网络参会人员可交流，

部分人员通过网络参

会并可观看到主会场。

采用腾讯会议、ZOOM 等视

频会议系统，主会场接入会议

终端设备。

2

网络会议 + 直

播 + 身份认证

+ 回放

>=300 人，

支持万人

参会

设主直播现场，可限

定参会人员范围、验

证人员身份、会议考

勤及视频回放。

摄像机采集的主会场音视频推

流到直播平台，通过与学校统

一身份认证对接的微校卡或企

业微信验证人员身份，会议结

束后提供参会记录、会议回放

及网上电子化学习方式。

3

多会场网络会议

+ 直播 + 身份

认证 + 回放

大于 300

人，支持

万人参会

设主会场、多个分会

场，可验证身份、会

议考勤及视频回放。

编码器拉取主会场摄像机 SDI

音视频流，分会场采用视频会

议系统，视频直播软件将主分

会场推流至直播平台，通过微

校卡或企业微信验证人员身

份，提供参会记录、视频回放

及网上电子化学习方式。

4

多会场高清视

频会议 +

+ 直播 + 回放

大于 300

人，支持

万人参会

设多个高清视频会议

现场，各会议现场可

灵活切换，可实现共

享桌面、播放视频等。

高清视频会议终端对接视频会

议系统实现多视角展现会议全

景，同时视频会议系统对接直

播平台，实现视频会议的直播。

5
多平台同步网

络直播

支持十万

人参会

设导播台，负责切换

直播现场的多个场景

并提供SDI音视频流，

多个直播平台可同时

观看直播。

申请多个媒体平台的直播权

限，视频直播软件多路推流至

各媒体平台；搭建流媒体服务

器，为需拉流的媒体平台提供

拉流直播。

表 1  会议的需求与解决方案

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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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平台支持在微信、企业微信等特定的 App 中观看直播。

8. 链路选择。为保证网络直播过程中信号传输畅通、画面

流畅稳定，可配置多条网络链路，所有设备采用有线连接接入

网络，为确保万无一失，重要活动还应提供 4G 和 5G 作为应急

备份链路。

典型案例

在疫情防控期间，长春理工大学在多种场景中应用了网络会

议解决方案，下面举几个例子以示说明。

1. 多平台网络直播的“云”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的受众面广、并发访问量大，有学生、家长、校友

等校内外人士，因此长春理工大学开通了 9 个适合不同受众的网

络直播平台，包括学习强国、央视频、知乎、快手、腾讯乐享、

哔哩哔哩、抖音、新浪微博和微赞。通过网站、公众号、企业微

信、官方微博等多种媒体发布直播预告，用户可自由选择喜爱的

平台观看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使用 4 个摄像机和 1 个摇臂摄像机，摄像机信号接

入到导播台，导播台提供 SDI 输出接口，通过一台硬编码器连接

到工作站，然后由 OBS 推流到直播平台。OBS 中配置了 6 个推

流平台，每个平台单独设置推流目标；其中 1 路推流至使用 SRS

自建的校内流媒体服务器，供其他 3 个网络直播平台拉流。2020

年 7 月 5 日，学校师生、校友和关心学校发展的各界人士在“云

端”共庆毕业典礼，各平台累计吸引 8 万余人次观看。

2. 多场景高清视频会议直播

受疫情影响，长春理工大学与俄罗斯圣光机大学以视频连线

的形式签署联合办学协议，签约仪式包括吉林省教育厅、长春理

工大学、俄罗斯圣光机大学共 6 个会场。学校使用华为 TE30 视

频会议终端对接 Zoom 视频会议系统，TE30 内置摄像头和麦克风，

展现会场全景，将其接入有线网络后，配置 Zoom 视频会议系统

参数，呼叫会议号即可加入召开视频会议。 

通过调节 TE30 的焦距和调整摄像机镜头实现各分会场发言

和签约仪式场景的切换，给参会者提供面对面的沟通体验；同时

Zoom视频会议系统中设置好腾讯乐享网络直播平台的推流地址，

可同时直播会议，其他参会者可通过 App、PC 和手机观看会议

直播。 

3. 多会场复杂模式网络直播

第六届长春理工大学“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线

上启动仪式的会序包括主会场领导讲话、分会场发言、中间穿

插播放 5 个视频，以及外地专家通过网络为会场和家中的参赛

选手培训。按照会序在 OBS 中预设了 3 个场景，如图 2 所示，

直播时根据会序切换直播场景。摄像机采集音视频流到编码器

再到 OBS，在 OBS 中设置了主会场、视频播放、分会场及远程

授课场景。

主会场用摄像机采集会议现场音视频流至编码器，编码器拉

取音视频流至 OBS，OBS 中建立主会场场景。分会场、专家远程

培训采用 Zoom 视频会议系统，OBS 中建立分会场显示器捕获的

桌面共享场景。5 个视频文件在 OBS 中建立 5 个媒体源场景选取

本地视频文件即可。用户参会通过腾讯微校卡验证身份，会议结

束后自动生成参会记录和视频回放。

本文总结了网络直播和视频会议的技术特点，详细介绍了 3

个典型网络直播和视频会议案例，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

通过选择合适的音视频源、编码器、视频直播软件、网络直播平

台和视频会议系统，做好网络直播和视频会议的应急保障，准备

备用链路，优化校园网链路出口，确保了参会人员的参会体验，

体现了我校信息化部门以实际行动支持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

停学”的努力。期望所做工作能为同行提供参考，未来与各位同

学共同做好后疫情时期的高校信息化工作。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长春理工大学）

图 2  多会场复杂模式网络直播流程

图 1  网络直播流程

应用系统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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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疫情防控逐渐进入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全力保障学

校的管理严格有序，如何最大程度确保师生的健康安全，是高校

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对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校园进出管理

进行探索，以期为实现高校安全、健康校园环境提供技术支持，并

以有效的疫情防控迎接对高校治理能力的挑战，确保师生生命健康

安全。

传统访客制度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手工登记，对于保卫学校安全，也曾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化技术的普遍应用，管理手段的不

断更新，其不足之处日益突显。一是访客管理难度大。传统的访

客制度通过在保安处的登记表上登记来访人与被访人信息后方可

进入，保安无法得知来访客人具体的来访事宜、被访问者是谁，

整个过程较为繁琐，效率低下，管理缺乏精确的数据支撑。二是

安全隐患难避免。保安无法有效核实来访人员的真实身份，存在

信息填写错漏、难以辨认的现象，访客身份真实性难以核实，访

客的真实健康状况难以核实。三是访客数据难分析。采用人工登

记的方式，访客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不能得到保障，无法对访

客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需手动翻阅记录本，手工统计，工作量

大，效率低。

高校访客智控平台的方案设计

针对传统访客访校方式存在的问题，中国美术学院整合校园

通行码和杭州健康码数据，设计开发了校园健康通行证和校外访

客预约智控平台，实行校园人员进出管理精密智控，校外来访人

员扫码进出，数据可查，以实现返校复课后校园防控常态化管理

和精准化智控。

1. 总体设计思路

（1）访客数据精准智控

访客智控平台中的访客数据标准化、规范化存储，支持大数

据分析应用、支持领导科学决策、支持智慧校园大脑建设，集中

管理并自动采集各个校门的访客流水数据，使得访客数据规范、

完整、准确。

（2）访客权限统一授权 

访客由被访问人申请预约，访客完善来访人员的信息，并针

对不同的访客类别进行审核授权。访客申请、审核入口统一，只

有特定的人员角色、权限，可对访客进行申请、审核。 

（3）访客身份科学核验 

访客智控平台对接浙江省政务平台健康码数据接口，实时获

取访客健康码信息，实现轻松智慧维稳，及时发现潜在的高危人员。

另外，可采用图像人脸识别对比技术，准确鉴别出访客信息的真伪。

2. 详细流程设计

高校访客智控平台是结合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而

设计的一套系统。该系统为不同角色设定不同的使用权限，详细

使用流程如下： 

（1）教职工为校外访客预约进校

填写访客信息，包括访客姓名、手机号码、单位，选择访问

日期和时间，填写来访目的和同行人数，确认预约。

（2）访客完善信息

访客收到预约短信后，点击短信中的链接，填写个人信息，上

传个人正面免冠照片。如有同行人员，需添加并完善同行人员信息。

（3）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核

申请部门负责人收到审核消息提醒，点击消息，查看详细信

息，进行审核。

（4）防控办审核

对应来访交流、学生事务、维修改造、综合事务等不同申请

类别，防控办相关负责人收到审核消息提醒进行最终审核。

（5）访客进校

访客收到预约成功短信后，点击链接获取访客通行证。访客

凭访客通行证刷码进校。

3. 功能状态设计 

（1）访客预约状态设计

预约人可在每条预约记录的右上角，查看预约当前进度，各

进度状态说明如下：

信息完善中：当前流程的访客已收到预约短信，需要访客完

善个人信息；

部门审核中：流程在部门负责人审核中；

防控办审核：流程在防控办相关负责人审核中。

中国美术学院：访客平台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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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访客通行证状态设计

审核中：预约流程在部门或防控办审核中；

灰码：审核完成后，不在申请访问时间段内或者访客健康码

数据未同步，不得入校；

绿码：审核完成并在申请访问时间段内，访客有健康码绿码，

可在校内临时通行。

高校访客智控平台的技术实现

1. 软件架构

本系统是一个 Web 应用程序，前后端完全分离。后端包含

架构设计中的数据访问层和业务逻辑层，后端数据库使用的是

Oracle，采用 Redis 作为缓存；后端应用使用 Java 语言开发，基于

Spring Boot 框架开发了 RESTful 风格的微服务架构。系统前端对应

于架构设计中的客户端层，主要基于 HTML5 框架开发用户界面。

PC 端使用 Element-UI 作为组件库，基于开源模版开发了系统的管

理后台界面；移动端的预约页面用 HTML5 实现，以企业微信官方的

WeUI 作为基础样式库，在企业号和企业微信里提供原生的视觉体验。

2. 服务器层

服务器层部署应用程序，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处理相当数量的

服务器请求并保证每个服务的响应时间。服务器层具备可靠的持

续运行能力、强大的存储能力和网络通信能力，以及快捷的故障

恢复功能和更广阔的扩展空间。同时，提供数据备份功能，故障

时转移到备份数据提供服务，如果某个磁盘损坏，可从备份的磁

盘读取数据。

3. 网络层

网络层为客户端层与服务层、数据访问层与业务逻辑层的交

互提供数据传输通道，涵盖了每个学校进出校门的服务器层访问

权限，数据下发和客户端层访客的进出访问数据信息上传、客户

端层校园通行二维码数据校验等所有数据信息上传下载的通道，

支持客户端层和服务器层以局域网或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实现数据

交互。 

4. 数据访问层

在应用程序中，数据库的访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对数据

库的访问集中起来，以保证良好的封装性和可维护性，包含访客

信息数据的增删改查、访客访问数据的增查和审核数据的增查。

数据访问层基于访问数据库的类库进行开发，在编写应用系统时，

不因种类过多而受到影响，能够尽量做到数据库无关，当后台数

据库发生变更时，不需要更改业务逻辑层的代码，并且提供对数

据库访问的缓存，特别是数据库连接的缓存。

5. 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是系统架构中体现核心价值的部分。它的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访客预约、审核、访问等业务规则的制定、业务流程

的实现等与业务需求有关的系统设计。它处于数据访问层与客户

端层中间，起到了数据交换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业务逻辑层是一

种弱耦合结构，层与层之间的依赖是向下的，底层对于上层而言

是“无知”的，改变上层的设计对于其调用的底层而言没有任何

影响。在分层设计时，遵循了面向接口设计的思想。对于数据访

问层而言，它是调用者；对于客户端层而言，它是被调用者。

业务逻辑架构如图 1 所示，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平台获取数据

后，存入本地数据库，关联学/工号，建立校内健康码共享数据中心。

统计分析人员及健康码数据质量，找出存在的部分数据异常问题，

修正完善确保数据准确。通过关联的学 / 工号与第三方应用进行

对接，比如每日健康打卡、申领校园通行码等，保护隐私数据。

6. 客户端层

客户端包括校内教师预约模块、校外人员登记模块、审批模

块，尽量实现高内聚低耦合。为用户提供本地服务的程序，与服

务端互相配合运行，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建立特定的通信连接，

保证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实现对业务逻辑层的衔接，响应客户

端程序，适配不同分辨率、不同系统的客户端，即提供不同安装

包，不同分辨率的适配提供相应的 UI 配合设计和切图等。

疫情常态化防控，要继续严控各项防控举措，使用高新技术

探索更快更好的防控管理制度，为学校的返校复学安全有序推进

保驾护航。截止 2020 年 8 月底，通过校园健康通行证和校外访

客预约智控平台预约进校访客达 9776 人次，管控效果明显，师

生反响良好。

平台将信息技术方法和技术手段融入到学校访客管理的方

方面面，促进信息技术与访客管理的深度融合，实现校园防控精

准化和智能化，更好地为校园师生提供服务，实现高校信息化服

务向智慧校园方向发展。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中国美术学院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图 1   高校访客智控平台业务逻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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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教务工作面向全校师生，

工作量大、复杂度高、服务面广，是全校

各项工作的中心、也是重中之重，关系着

学校教学活动和其他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教务工作涵盖教学研究、教务运行、质

量监控、实践教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

多个方面，以学期为单位周而复始。笔者简

单罗列出和学生关系紧密的工作，如图1所示。

从 1 图可以看出，教务工作人员工作

量巨大，工作时间长，假期也无法休息，

每项工作都紧密衔接、环环相扣，一项处

理不好就会影响后续工作的进行。单就教

务运行工作来说就非常复杂，贯穿教学活

动的全过程：前期需要排课，使课程、任

课教师、学生、教室、时间一一对应且互

不干扰，不容有错，否则将影响全校的教

学秩序；中期监督教学过程、处理突发事

件，确保教学质量；后期安排组织考试、

登载成绩，总结成果。其中，还要处理一

些特殊情况，包括安排重修、组织补考，

还有各种竞赛、考试的组织安排。

平时的教务工作按事务归属分派到各

科室，再分派给各位工作人员，大家分工

合作。由于要面向全校师生，所以教务客

服的工作量也很大，而且没有专门的客服

人员，教务工作人员各自解答自己业务范

围内的问题。以往的客服工作一般通过现

场解答、电话、微信、网页留言等方式开展。

然而，这些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教务智能客服的探索

为应对疫情影响，改善日常教务客服

质量，减轻工作人员压力，我校进行了教

务智能客服的探索和实践。

1. 教务智能客服简介

智能客服通过中文语义理解、内容

匹配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具有较强的学

习和记忆能力，可以源源不断的学习新知

识。智能客服在电商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

普遍，技术上已相对成熟，这在很大程度

上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受此启发，

高校教务工作中也可以引入智能客服。结

合教务工作业务知识，我校建设并训练了

一台名为“公大教务”的智能客服机器人。

2. 智能客服的技术实现

现如今轻量型的应用更受广大用户喜

爱，微信用户广泛，因此我们将“公大教务”

的智能客服机器人架设在微信平台上，和

学校原有的企业微信相融合。这样更方便

为全校师生服务，而且所有用户实名制对

管理者来说也比较方便。人询服务能力还

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师生的自助服务请求，

比如密码重置、成绩查询等。

教务智能客服内置三大引擎，智能问答

引擎采用中文语义处理技术，基于教务知识

库，为用户提供自然流畅的交互问答；智能

自助引擎对接原教务应用，为用户增添快速

的自助服务；客服协同引擎，理顺了教务客

服团队的协作机制，为每个用户提供独立的

线上沟通环境，其效果比常用的微信群管理

有很大提升。所有上述系统皆部署在公大私

有云上，保障了教务数据的安全性。

3. 智能客服系统流程

在该系统中，以用户的提问为中心，

用户可以向智能客服提问，智能客服在

知识库中检索，选取答案回复给用户。当

知识库中没有相关知识智能客服无法回答

时，可由用户选择是否转向人工客服提问，

当然用户也可以直接向人工客服提问，由

人工客服给出答复。人工客服可以选择将

某个问答转化为知识，增加到知识库中。

知识库的管理和维护由管理员负责，管理

员也同时负责管理人工客服团队。

4. 智能客服的应用实践

教务工作人员和网络技术人员兵分两

路，紧密配合。

以校园网通知和企业微信通知等形式

告知全校师生“公大教务”的智能客服机

器人上线运行。对用户来说，使用方法非

常简单，无需安装，无需更新，只要有企

业微信或者关注微信企业号即可。目前我

校师生均已开启企业微信并实名认证，具

有良好的使用基础。入口集成在企业微信

原有的“公大教务”应用模块中，便于查

找和使用，而且大家已经习惯接收“公大

教务”推送的通知消息。

“公大教务”的智能客服机器人服

务界面简洁，和日常微信对话界面类似，

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即可实现交流，只需

要输入关键字，智能客服将引导用户找到

相应的问题和答案。服务界面为菜单式导

航，用户选择数字即可获得相应的服务。

对话模式类似于大家熟知的电商智能客服

模式，无需培训，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上手

使用。有部分学生在试运行阶段就自行发

现并使用了智能客服机器人，无意中成为

公安大学：教务智能客服探索及应用

图 1  与学生关系紧密的教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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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测试用户，为系统调试增加了测试数据。

当用户上线提问时，首先应答的是

智能客服，它会和用户简单寒暄给出导

航菜单，引导用户进行功能选择。如果

用户的提问恰好是知识库中已有的问题，

那么智能客服会立即给出答案；如果该

问题不在知识库中，那就不是智能客服

已知的问题，它会根据用户提问的关键

词在知识库中进行检索，把相关问题罗

列出来，由用户挑选相近的问题，然后

智能客服再给出该问题的答案；如果罗

列出的类似问题都不是用户想问的问题，

用户可以选择人工客服。这个过程可能

是个多轮对话过程，用户可以在任意时

刻终止，也可以在任意时刻选择和人工

客服对话。

人工客服的回复分为即时回复和非即

时回复两种。即时回复也就是对话模式，

客服人员会收到即时消息提醒，类似于微

信消息，客服人员可以即时回复。但这种

方式类似于电话方式要求工作人员时刻在

线，所以还需要非即时回复方式作为补充，

用户可以在任意时间留言，工作人员固定

时间查看并回复。两种方式互为补充，基

本可以做到有问必答、答复及时、答复满意。

智能客服有很强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可以源源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前期，人工

回复比较多，但随着问题数量越来越多，

智能客服学习到的知识就越来越多，能够

回复的问题也随之越来越多，人工客服的

工作量随之逐渐减少。

应用效果

1. 工作量统计

自从学期初“公大教务”智能客服机

器人上线运行到暑假结束，200 多天的时

间里，机器人应答提问 3188 次，机器人执

行任务 992 次，人工答复留言 369 次，人

工接待对话 101 次。机器人处理的提问数

量是人工客服的数倍之多。智能客服机器

人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客服人员的工作量。

以自然月为单位进行提问量统计，

结果如图 2 所示。图中曲线变化明显，从

2 月智能客服机器人上线运行开始，提问

量急剧上升，到 4 月中下旬达到顶峰，为

1188 个，然后急速下降，从 5 月中下旬

到 7 月中下旬保持平缓，然后略有下降，

8 月中下旬达到谷底，然后又快速上升。

提问量的变化和教务工作紧密相关，具有

明显的学期特点，开学初学生遇到的问题

最多，随着教学活动逐渐步入正轨，学生

遇到的问题也随之减少，在放假期间提问

数最少，然后一个新的学期开始，提问数

又逐渐增多。

2. 工作时间统计

用户提问量随时间变化情况如图 3 所

示，从早 7 点开始到晚 23 点结束，每个时

间段都有用户提问，最早最晚的两个时间

段提问量最少，占比 1%。其余时间段基

本按中间大两头小的规律缓慢变化，提问

量都达 4% 以上。由此可见，客服工作压

力很大，几乎每个时间段都是工作高峰期。

对人工客服的工作时间统计如图 3 所

示，其中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工作时间处理

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31% 的对话和

22% 的留言都是在休息时间处理的。

3. 提问热点

对所有的学生提问进行词频分析，

学生最关心的是跟读、学分、选课、重

修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学生学习

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比较基础的

规定性问题，和每一位学生都息息相关。

基于此，我们可以增加关于这些方面的

知识，让学生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答复。

4. 应答方式

由于用户的提问量在 4 月中下旬到

达顶峰，所以笔者以此为分界点分两个

阶段分析智能客服机器人的应答方式。

通过对比，明显看到应答方式的变化，

智能引导应答大幅减少，加权知识应答

和智能语义应答都大幅增加，人工答复

和无效提问没有明显变化。

未来发展期望

1. 扩大业务范围

目前，“公大教务”智能客服的服务

对象以学生为主，虽然针对教师的服务量

远低于学生，但仍是教务工作的一个重要

方面，为使教务智能客服更完善更智能应

在服务对象中增加教职工群体。

2. 提供个性化服务

目前，“公大教务”智能客服机器人

解决的都是普遍性的问题，今后应训练机

器人解答个性化问题。例如查询课程、成

绩、排名等信息，只需读取学生身份信息

然后在数据库中查找并把结果反馈给用户

即可。技术实现上并不复杂，却在用户使

用感上提升一大截，使机器人更人性化，

拉近和用户的距离。

3. 提高智能客服的“智能”

使机器人更智能是研究人工智能的科

学家需不断精进的方向，理解人类自然语

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使用中笔者发

现，智能客服在语言理解方面还是有欠缺

的，并不那么“智能”，不具备像人一样

的思维，这也是目前所有智能机器人普遍

存在的问题，需要人工智能领域的进一步

发展。 （责编：郑艺龙）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图 2  以自然月为单位的提问量统计

图 3  用户提问量随时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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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伟经

2020 年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之年，

也是“新基建”迅速发展的一年。“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

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显然，“新

基建”的三个领域需要大量的数字化人才进行赋能。

教育现代化为“新基建”打造“人才底座”，这意味着

教育行业将开启更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不仅要改变

教学流程和教育形态，更将融入教育教学等核心场景，实现“以

人为本，创造智慧”。

教育行业呼唤“懂行人”

数字化的浪潮正在涌入千行百业，教育数字化也随之走

向新兴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创造

了新的教学场景和教育体验，这让教育体系能够从以“施教者”

为中心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发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更

具个性化，也更加贴近“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这条路上，教育行业迫切需要“懂

行人”。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基于多年在教育行业的实践和探索，

推出“懂行”这一全新形象，并提出了“懂行·专注于行业数

字化转型”的全新理念。华为认为，“懂行”的前提在于深刻

理解教育行业的本质，即“立德树人”，并从这一教育的本质

出发，深入到教育的核心业务场景中，才能真正推动教育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

所谓“懂”是指躬身入局，深入教育场景去思考、去发

现数字技术如何与“立德树人”相契合。

所谓“行”是指专注于教育行业，针对“教学”“科研”“管

理服务”等行业关键业务场景，与“内行”的合作伙伴一起，

为客户提供可行的数字化转型之策。

正如华为中国政企业务总裁蔡英华所说，“懂行”并不意

味着华为会比客户更懂他的需求，但华为能够做到不断深入行业，

“懂”这个字是关乎“内心”的，只有躬身入局，沉浸其中，华

为才有能力将需求变成可交付的场景化解决方案；同样，无论新

兴技术如何更新和迭代，数字化有何种新的模式，只有深刻理解

了核心业务场景，才能推动教育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

从教学场景出发，推动多元人才培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教育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基础

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丰富的教育阶段和形态，创造了丰

富的教学场景，但也带来了复杂的场景需求。华为提出“让求知

跨越边界，培育多元人才”。这不仅源于华为多年深耕教育行业

的洞察，同时也是对“多元化人才”这一教育趋势的深刻理解。

在基础教育领域，面对推进优质均衡和个性化的诉求，华为

打造了远程教研系统，以智慧教研提升教师能力，沉淀智能的教

学资源，让优质的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在智能教学资源之上，还

可通过持续积累资源使用数据，构建个人的学习画像，并进一步

进行智能的资源推荐，补齐个人学习短板，强化个人优势能力，

让教与学不仅全面，更懂千人千面。

在高等教育领域，华为打造了高校“智慧教室”场景化解决

方案，基于领先的音视频通讯和处理技术，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

的时空限制，创新教学培养方式，实现与校内外资源多维度的联

接，让老师随时随地可教、学生随时随地可学。同时，华为把云

计算、大数据、AI 等技术和实践经验引入线上教学平台，大大拓

宽师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让师生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信息技术。

在职业教育领域，华为同样深入其中，立足于服务人才的多

元化培养体系，通过打造“产教实训室”等场景化解决方案，解

决职业教育“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帮助学生培养职业实践能力，

更好地匹配市场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产教

融合”。

毫无疑问，未来数字经济所需的数字化人才将会覆盖千行百

业的各个层级，华为将持续用数字技术为其赋能，为社会输送多

元的数字化人才。

从整体规划设计开始，助力科研与管理服务

每一所学校都是多个教学场景的融合，这些场景与新兴技术

之所以能够融会贯通，除了对每一个场景细致入微的观察，更需

要针对全场景的整体设计。

以上海理工大学建设的“全数字化大学”为例，华为基于管

理、技术、架构等现实难题，帮助该校从整体设计入手，对学校

信息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一盘棋”的整体战略思维，并

制定出学校未来 3~5 年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再比如“云中苏大”，

携手教育“懂行人”，打造新基建“人才底座”

案例展示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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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携手华为，利用新兴技术，打破空间局限，与校内外资

源进行多维度的联接，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

华为通过识别校园建设的核心场景，提供有针对性的场景化解

决方案，实现“从 1 到 N”的复制，做到在不同学校的数字化转型

中解决教育行业面临的种种业务转型难题。

在科研方面，华为助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打造了“瀚海 20 超

级计算系统”，通过采用鲲鹏架构，使其具备了更高的可控能力和

技术开放性，能够更好地服务生物信息学计算、流体力学计算等学

科的科研建设，让“科技破局、攻坚不止”。同时，通过对校园管

理的深入理解，华为提出“管理一盘棋，服务一站式、个性化”理

念。其中“管理一盘棋”，旨在通过抹平边界，打破多网并存、信

息孤岛的壁垒，将教学、科研、生活等场景全面打通，实现更高效

的统筹管理；而“服务一站式、个性化”，旨在让校园生活更便捷、

高效，更好地感知每一个学生，打造专属的校园生活体验。

华为希望通过“整体设计 + 数字平台”的核心能力，帮助

更多学校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而“新基建”不仅需要多元人才

的“面”，也需要贯穿管理场景的“线”和在科研领域强劲的“点”，

华为运用自身在这些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助力学校培养可满足

“新基建”诉求的各类人才。 （作者系华为中国政企教育业务部总经理）

与生态一道，构建“新基建”的“人才底座”

教育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离不开生态的建设和繁荣。

从项目的整体设计开始，华为携手合作伙伴共同提供服务。对

于教育行业来说，客户遍布中国，华为更需要携手广大合作伙伴，

将对教育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同步给每一位教育行业客户。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中小学“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为全面落实线上教学、推进智慧教育的发展和创新，华

为携手百余家教育合作伙伴共同发起随时学教育联盟，通过云、

AI、5G 技术与教育结合，为广大师生提供远程线上教学服务，

通过在线直录播课堂、在线教学与网络教研课堂、智能作业分

析和个性化学习等功能，满足学生远程学习中的个性化需求。

无论是对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华为都致力

于成为“懂行人”，通过深入教育核心场景，以 ICT 能力推动教

育数字化转型，为学校、家长、学生及管理部门提供解决方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面向未来，华为将继续深耕教育行业，

以教育数字化理念和技术，为“新基建”事业打造“人才底座”。

（责编：项阳）

案例展示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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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同步中心原理框

多年来，大多高校相继建设了众多业务应用平台，涵盖

教学、行政、服务三大方面，主要有教务、学生、网课、办公

OA、人事、财务、资产、科研、图书、一卡通等管理平台，各

平台逻辑功能具有专门性，技术架构各异，聚纳的业务数据各

具特点，且拥有独立的查询统计功能。事实上，除非综合性大

数据关联分析，业务平台大部分数据无需同步共享。然而，对

于学校公共基础数据，如若应用平台各自录入维护，则会引发

不少问题：增加了工作量；难以保证一致性和完整性；用户 ID

不统一，难以实现统一认证；从业务抽取平台的数据缺乏关联

性，难以进行全校性统计分析。总之，没有公共数据的互联互通，

就没有校园的智慧化。

经过多年集成实践，发现各业务平台需要统一同步的公共

数据并不太多，一般有教师基本信息、学生基本信息、部门机

构信息、班级信息、专业信息、课程信息、房屋信息等，不同

业务平台的需求未必尽然，而教工和部门信息几乎是所有平台

的必需。

数据同步一般方法及问题

对于数据同步，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

表格导入法：从标准数据源系统（如人

事系统）导出 EXCEL 表格（如人员信息），

再使用相关业务系统自带的导入功能，实现

最简单的数据共享。这需要人工操作，也有

业务系统不支持导入导出，现在逐步被淘汰。

代码直读直写法：由软件集成商编写程序

代码，连接源系统数据库，读取数据记录，再

连接目标业务系统数据库，向相关表直接写入

数据。一方面，需要各系统平台厂商技术支持，

提供表结构和字段说明及数据库连接账号，协

商过程繁琐；另一方面，对于新建系统，仍需

专门开发接口，需持续依赖集成商。

中间库共享法：学校分析整理公共数据

特征，建立校本中间库和表视图，手工或定

时从相关标准源操作平台读取数据，更新中间库。同时，编写表

及字段说明文档，提供给业务平台厂商。业务平台厂商二次开发，

连接中间库，手动操作或定时从校本中间库读取数据，同步更新到

各自系统中。此方法强化了业务平台同步自主性，克服了对集成商

的依赖，但是，难以适应某些异构平台和互联网云平台，也不能实

现数据实时更新。

本文提出，开发搭建校本 API 数据接口及同步中心平台，并

配套制定同步协议，同步执行操作从厂商平台交由校本数据同步

中心调用触发，可以克服以上方法的不足，比较完整地回答数据

同步面临的问题。

数据同步中心的实现

1. 公共数据源的选择

公共数据源是一类标准信息，是向各业务平台进行分发的来源，

通常由专门业务系统建立，相关职能部门维护。比如职工和部门信

息取源人事系统，学生信息取源学工系统，房屋信息取源后勤系统，

课程信息取源教务系统。数据API作为只读接口，且加设了授权认证，

基于接口和协议构建数据同步中心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文 / 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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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需要将这类标准信息取出，汇聚成为中间库，而是可以直连读

取数据源，减少了时滞，也是实现实时同步的重要一环。

2. 公共数据接口的实现

Web 应用的 HTTP 虽是传统协议，但一直广为应用，具有很好

的跨平台访问特性。基于 HTTP 协议，开发校本公共数据接口 API

的基本方法是以 get 或 post 向对应接口 URL 提交请求，并携带必

要的输入参数，接口收到请求后，可以直接连接源平台数据库，

查询记录并转换格式，输出为 JSON 结果。

如 GET 方法批量获取员工信息，接口 URL 为：http://xxx.xxx.

xx/api/EmplorerSyn/EmplorerList authkey={authkey}&bzdm={bzd

m}&gwztdm={gwztdm}。输入参数有三个：authkey 表示授权码，

bzdm 表示员工编制代码，gwztdm 表示岗位状态代码；输出为多

行 JSON 数据，输出字段个数，由各校根据自身情况定义，尽可能

丰富，以满足各类业务平台的取舍。如下为员工信息的一部分字段：
[

  {

    "sysid": "05555",

    "bzlb": "10",

    "xm": " 张三 ",

    "xbdm": "1",

    "sfzh": "420202*********",

    "mobile": "135*******",

    "bmdm": "022",

    "xldm": "012",

....

  },

  ....

]

在数据安全性方面，接口平台部署了公网 IP，暴露于公网，

有被非法获取校本数据的风险。为此，定义每个接口输入参数须

包含授权码，后台认证通过后，生成数据输出。业务平台的授权

码互不相同，由校方发给软件厂商，也可动态生成。

3. 接口描述及测试帮助

数据接口API本身以服务形式提供，没有可视化界面。然而，

同步中心平台提供帮助界面，展示接口索引和说明文档，具有接

口测试功能，帮助业务平台厂商技术人员掌握各接口参数，正确

进行同步数据开发。用 .NET 开发 API，其 IDE 提供一个非常便捷

的功能，可以将程序代码对象的注释编译成为参数说明，并按对

象分类索引 public 方法，自动生接口查询和测试界面。如图 2 和

图 3 所示。

4. 同步触发协议

厂商业务平台利用校本 API 接口，不必主动运行同步模块定

时获取全量数据，进行自我更新，以避免消耗大量计算和网络资源。

同步触发协议约定：厂商业务平台提供一个同步触发接口；数据

中心调用厂商接口，并按协议生成接口参数；业务平台被动响应，

取出参数，按协议辨析接口，运行相关数据同步模块，对应调用

校本 API 接口，下拉数据进行同步。

厂商业务平台提供同步触发接口，如 http://xxx.xxx.xxx.xxx/

图 2   接口方法索引和说明导航

图 3  接口描述及测试

图 4  业务平台同步关键字的配置

图 5  手工批量操作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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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yn，数据同步中心以 http 请求方式调用该接口，并添加

get 参数，形成如下 URL 串：

http://xxx.xxx.xxx.xxx/CallSyn?authkey={authkey}&datatyp

e={datatype}&syndma={syndma}&syndmb={syndmb}

参数名称及其设值约定：

authkey：由数据中心动态生成，业务平台取出，作为从 API

获取数据的认证授权码。

datatype：数据标识字，以约定选择校本API数据同步接口。

syndma、syndmb：同步接口所需的参数值。

不同的数据同步类别，datatype、syndma、syndmb 的取值

对应见表 1。

5. 同步配置和集中批量操作

同步类别 datatype Syndma Syndmb 接口调用

单个职工 SIGJS none {sysid}
api/EmplorerSyn/EmplorerSingle?a

uthkey={authkey}&sysid={sysid}

单个部门 SIGBM none {deptid}
api/SchoolSyn/DeptInfo?authkey={a

uthkey}&deptid={deptid}

批量班级

学生
BJXS {lb} {bjdm}

api/StudentSyn/BjStudList?authkey

={authkey}&lb={lb}&bjdm={bjdm}

单个同步

学生
SIGXS {lb} {xh}

api/StudentSyn/SingleStudInfo?aut

hkey={authkey}&lb={lb}&xh={xh}

单个班级 SIGBJ {lb} {bjdm}
api/StudentSyn/StudBJInfo?authkey

={authkey}&lb={lb}&bjdm={bjdm}

单个大楼 SIGDL none {dldm}
api/SchoolSyn/BuildingInfo?authkey

={authkey}&dldm={dldm}

同步大楼

房间
DLROOM none {dldm}

api/SchoolSyn/RoomList?authkey={

authkey}&dldm={dldm}

单个房间 SIGRM none {rmdm}
api/SchoolSyn/RoomInfo?authkey={

authkey}&rmdm={rmdm}

全部专业 ALLZY {lb} none
api/ZyCourseSyn/ZySetList?authke

y={authkey}&lb={lb}

全部课程 ALLKC {lb} none
api/ZyCourseSyn/CourseList?authk

ey={authkey}&lb={lb}

学期课表 XQKB {lb} {xnxq}
api/ZyCourseSyn/TermCourseList?a

uthkey={authkey}&lb={lb}&xn={xnxq}

表 1 不同的数据同步类别情况

图 6  登记单记录业务平台接口

图 7  实时同步时序

业务平台厂商按协议完成接口开发后，在校本数据中心，

登记触发同步接口 URL，配置其申明的同步标识字，是实现集

中手动批量同步和自动实时触发同步的基础，如图 4 所示。

新系统部署和新生入学后，常常需要批量向业务平台导入

数据。所以，在数据中心，有必要开发集中式批量同步操作功

能，不同数据类型对应不同批量操作模块。在操作界面，按配

置的同步标识字，自动列出目标业务平台；手工点选源数据和

目标平台，确定同步时，后台逐个调用唤醒业务平台接口，进

行数据导入更新，如图 5 所示。

6. 单记录实时轻量同步

在日常应用中，公共数据的变更常常发生为单条记录。相

关源平台系统操作变更后，能即时将变更的记录分发到各业务

平台，则为一种实时轻量的同步方式。为此，同步协议对各类

数据定义了单记录接口和同步标识字，各业务厂商提供相应调

用接口，并在数据中心进行登记，如图 6 所示。

数据中心提供实时同步服务接口，进行数据分发。同时，

对有限的几个数据源平台，需要进行必要改进，嵌入数据中心

的服务接口。当源平台（如学工系统）操作变更信息（如增加

一名学生）后，随即调用数据中心接口，数据中心查询对应同

步标识字，逐个唤醒业务平台接口，进行单记录数据同步，从

而实现更新数据的实时分发，如图 7 所示。

本文提出的思考和探索，在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16 个业务

平台进行了成功的应用。实践表明，虽然前期需要进行 API 和

数据中心的必要开发，但建成后，面对新业务平台不断引入，

在公共基础数据同步方面，将为学校后续信息化工作带来很大

益处。 （责编：朴艺娜）

（作者单位为湖北工程职业学院信息中心）

本文得到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2020 年度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研究课题立项支持

读者服务 网管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