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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应用，融合创新 
教育网助力高校教育信息化应用发展举措  



顺应国家形势，发挥生力军作用 

四大举措支持教育信息化 

01 发挥国家基础网络设施作用 

03 推动应用服务支持教学科研 

04 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02 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战略 



发挥国家基
础网络设施

作用 

1 

发挥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生力军作用，落实 “三通两平台”

网络保障工程以及每年高招录取保障工作。 

目前15省已开通教育专用带宽：山东，新疆，安徽，四

川，海南，浙江，广西，广东，重庆，内蒙，河北，甘

肃，宁夏，吉林，江苏。 

落实“三通两平台”网络保障工程 



自然基金委项目申报网站流量优化方案 

解决高校访问isisn页面故障问题，合理调配教育网1G专网流量 

目前网络拓扑示意图 



打造中国教育云数据基地（张北）  

“中国教育云数据基地（张

北）”是由赛尔新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大型云计

算数据中心园区，位于张家口

市张北县庙滩云计算产业园，

是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的重要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也是中国教育云计算服

务的重要承载平台。 

 



超前布局下
一代互联网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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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 

十三五规划建议: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 

#五中全会#【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建议》提出：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完

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超前

布局下一代互联网。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

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CERNET与CNGI-CERNET2网络概况 

全球最大的纯IPv6主干网中

国下一代互联网最大核心网 
 提供IPv6传输线路支持： 

 CNGI-CERNET2总带宽115G，国内

互联总带宽达到10G。赛尔公司为该项

目提供了覆盖20个城市25个核心节点

之间的2.5G和10G传输线路支持。目前，

为600所以上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IPv6

接入服务。 CERNET 主干网开通v4/v6双栈 



推进IPv6大规模商用 

在全国建立一张IPv6/IPv4
双栈骨干网（FAST 6） 

大力发展IPv6接入和托管用户 

支持对IPv6/IPv4的资源访问 



www.cernet.com 

基于目前唯一能够使IPv4 和IPv6 

互联互通的无状态翻译技术和双

重翻译技术（IVI/MAP）的协议

翻译平台。 

IPv4 

IPv6 

IVI/M
AP 

IVI协议翻译系统 分布部署 

IPv4/IP6
互通 

无需应用
层网关 

双向访问 

旁路实施 链路聚合 

高效复用
V4地址 

无状态
技术 

双重翻译 

服务器+软件 



www.cer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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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 IPv6总体解决方案 

   已解决的需求 
 
纯IPv4应用和ALG

问题 

操作系统对于有状

态DHCPv6支持问

题 

DNS解析问题 

灵活配置问题 

 

运筹帷幄！ 即将基于云的网络安全服务业务 



支持下一代互联网产业发展 

• 地理位置：海淀北部永丰产

业基地“中关村壹号”C区 

• 总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 

• 用地性质：科研用地 

• 产业定位：下一代互联网 

• 总体目标：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基

地 

• 投入使用：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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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技术 

研发及培训基

地 

中小企业创

新孵化基地 

应用及设备

服务基地 

国际企业

合作基地 

创新园效果图 

产业服务 

打造互联网行业四大基地 



下一代互联网重
大应用技术工程

研究中心 

下一代互联网创

业资源中心 
创新孵化基地 高校专利服务平

台 

下一代互联网科
技成果转化基金 

以赛尔大厦总部基地和下一

代互联网及重大技术应用创

新园为重要服务载体，重点

建设五大平台，聚焦高增长

领域，聚集优秀创业人才，

聚合优质产业资源，构建健

康活跃的互联网创新创业生

态，带动下一代互联网产业

发展。 

 

五大平台带动下一代互联网产业发展 



推动应用服
务支持教学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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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资源 

开拓应用 

逐步转型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http://project.calis.edu.cn/calisnew/ 

汇聚资源 

http://project.calis.edu.cn/calisnew/
http://project.calis.edu.cn/calisnew/
http://project.calis.edu.cn/calisnew/
http://project.calis.edu.cn/calisnew/
http://project.calis.edu.cn/calisnew/


美国杜克大学-昆山杜克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TUC-FIU合作学院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办公室 

依托高速国际

直连网络，为

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提供稳定

优质的网络服

务。 

助力国际交流 

汇聚资源 



1999年至今，历年高校招生网络保障 

汇聚资源 



汇聚资源 

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合作探索互联

网化考试平台 



开拓应用 

赛尔网络为接入带宽1G以上的用
户，提供免费的BGP服务，并在申请公
有AS号码方面免费提供帮助。 

通过BGP路由技术，学校可以“动

态”获得教育网免费地址列表或其他特

征的地址信息，节省手工操作，更加方

便地实施路由策略，在多个出口之间进

行路由选择，控制流量走向；学校还可

以将自己使用的公网运营商地址块发给

教育网，不必进行NAT地址转换就可以

顺利访问教育网资源。 



 参照美国Internet2的NET+模式，建立

平台 

 建立一个社区(Community) 

 社区会员：所有的高校以及愿意为教育

网用户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企业 

 社区会员需接入教育网 

 社区会员根据接入教育网的带宽将会员

分为A、B、C类。不同类别的会员享有

的权益不同 

 Broker，服务中间商 

1. 社区驱动：每一个服务后

面都有一个学校作为主导

者(Sponsor)，没有

Sponsor的服务不会进入

正式服务周期。 

2. 服务于高校：专门针对高

校需求的合同内容和条

款。 

3. 提高云应用的安全性 

4. 简化服务准入的流程 

5. 社区推动变化！ 

深化应用、融合创新，推广CERNET+IPv6云服务 



供会员单位、区域合

作伙伴和全球合作伙

伴订购使用 

由会员单位发起并

资助完成 

与网络合作伙伴共同

设计完成 

加入云服务的 服务周期 

咨询 评估 服务验证 早期试用 正式可用 



CERNET+IPv6云服
务平台工作目标 

 统一认证平台服务 
 视频会议服务 
 Eduroam 
 网络安全 

 教学视频 、视频会议服务 

 数字化校园基础平台，即统一门
户、统一认证、统一数据等  

 移动办公应用 

 师生生活娱乐应用 

 邮箱、一卡通等通用服务 

 各院系信息化管理系统 

今年内目标：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工作目标： 



EDUROAM申请加入方法 

技术准备 
下载《申请书》&

《承若书》 

网络中心负责人签字加盖网
络中心公章 

发送电子版给
eduroam@pku.edu.cn 

发送打印版给 
eduroam@edu.cn 管理员 

安装配置radius服
务器 

联合调试 

成功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西交利物浦大学 

苏州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宁波诺丁汉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已加入 
高校 

加入 
流程 

开始申请 
www.eduroam.edu.cn 

mailto:%E5%8F%91%E9%80%81%E6%89%93%E5%8D%B0%E7%89%88%E7%BB%99eduroam@edu.cn
mailto:%E5%8F%91%E9%80%81%E6%89%93%E5%8D%B0%E7%89%88%E7%BB%99eduroam@edu.cn
mailto:%E5%8F%91%E9%80%81%E6%89%93%E5%8D%B0%E7%89%88%E7%BB%99eduroam@edu.cn


视频会议服务模式及进展 

服务模式： 

 赛尔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合作，在CERNET+平台上推出视频会议服务 

 视频会议平台（MCU、服务器等）由服务提供商提供 

给用户带来的好处： 

 高校不需要投入巨资搭建自己的视频会议网络平台。高校仅需购买／租赁视频会议中断设备、购买相

应的服务时间即可灵活使用该项服务 

 保护高校的已有投资：如果高校已有部分视频会议终端设备，可以直接加入此项服务，只需购买相应

的服务时间 

 所有教育网的用户拥有单独域名 

 用户可以方便地通过会议控制软件预约、发起会议；通过通讯录方便地邀请与会人员 

目前进展： 

 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赛尔公司（总部及29个分公司）参与服务测试 



赛尔网络增值服务在广东省的实践：网站群管理及云防护 

1、建立学校网站群系统 

2、网站群与微信平台统一管理 

3、省内各学校统一使用edu域名 

4、统一对网站群进行云WAF防护 

5、为省内学校教师配置官方邮箱

（abc@xxx.edu.cn） 

6、超前部署下一代互联网（IPv6） 

Web
防护 

mailto:abc@xxx.edu.cn


技术服务业务逐步转型 

网络系
统集成 发展 

集成 

维保 运维 

单一业务 三位一体 



广东省网络运维服务 

CERNET广州节点现在有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大学城节点及广东省教育厅构建成广东省教育网。各主干区

域通过N*10G端口进行互连。 

 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进行科学化的故障分析 

 没有预防性管理 

 无效的应用监控 

 网络基础设施的性能利用率低 

 没有直观的的图表功能，说明网络或节点的相

关资源使用情况 

教育主管面临的困惑 



广东省网络运维服务-运用网络运维管理平台 

         对局域网、广域网和互联网上的应用系统、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故障监

测和性能管理。可以对应用 系统、服务器、虚拟机、中间件、数据库、电子

邮件、WEB系统、DNS系统、FTP系统、电子商务系统、存储、机房环境等

进行全面深入的监测管理。方便系 统管理人员 随时了解整个IT系统的运行状

况，而且能从应用层面对企业IT系统的关键应用进行实时监测. 

通过PING、SNMP、NMAP等方式定期自动扫描，发现和监测所有IP设备。 

自动更新网络拓扑图并直观反应网络拓扑结构、链路状况、设备信息等。 

真 实、逻辑面板图方便用户对设备进行各种远程操作管理。丰富的报警 

报告能让用户随时掌握系统异动，为网络的规划、扩容提供依据。 



全力支持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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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用户支持创新

行动一 

目          标 
鼓励和激发大学生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方面
进行大胆创新  

支 持 方 向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服务创新 

资 助 对 象 
已接入IPv6下一代互联网的CERNET会员单位在校
学生 

发 布 频 次 每年集中发布一次 

资 金 规 模 每年约1500万 

实 施 周 期 第一阶段：2015～2020年 

项 目 官 网 www.ipv6.edu.cn 

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全力支持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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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用户支持创新

行动二 

大赛主题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是面向CERNET会员高校开

展的竞赛活动，旨在激励CERNET各会员高校学生积极开展下

一代互联网软硬件技术及应用创新研究，培养互联网创新人

才，促进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 

赛项组织 
1.主管单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2.主办单位：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3.协办单位：CERNET网络中心、CERNET+地区网络中心8个 

4. 大赛官网：http://dasai.cerpark.com 

 

第一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  

http://dasai.cerpark.com


创新项目申报339项，138所学校；资

助108项，84所学校，资助经费1055万
元。108个资助项目中，211/985学校
项目76项，普通高等学校项目32项。
84所资助学校中，211/985学校55所，
普通高等学校29所。 

创新大赛经过材料审核与筛选，符合参
赛条件的项目共计208个。经过地区初
赛、全国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个，
二等奖9个，三等奖19个。并对地区初
赛及全国决赛的获奖者给予1000至
50000元不等的资金支持。 

结果汇报 



广东创新项目获得资助4项，广西2项 

华南地区申报及评选结果 

承担单位 技术领域 项目名称 年限 资助金额 

深圳大学 IPv6物联网技术 一种面向互联网+的IPv6异构网络互连技术研究 2年 15 

华南理工大学 IPv6网络安全技术 软件定义网络下IPv6网络环境的安全模型研究 2年 10 

广州中医药大学 IPv6网络安全技术 基于聚类和离群点检测的IPv6网络异常流量识别研究 1年 5 

广西民族大学 IPv6网络教育服务 东南亚语言数字化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及模式研究 2年 1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IPv6智慧校园 基于IPv6的绿色校园能耗监管平台的研究 2年 10 

岭南师范学院 IPv6电商消费 “乐教商学院”教育服务电商平台 2年 10 



广东创新大赛获得资助7项 

华南地区申报及评选结果 

奖项 学校 项目名称 

决赛二等奖（初赛一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基于移动终端的个性化设备管理系统 

初赛一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能源互联网背景下基于IPv6技术实现电力智能设备的互联 

初赛二等奖 深圳大学 面向下一代互联网的文件传输系统——“飞传” 

初赛三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二手失物订阅推送系统scut.cc 

决赛三等奖（初赛二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基于移动IPv6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在健康医疗的应用 

初赛二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基于IPV6的地铁车厢拥挤测量与候车乘客的排队推荐 

初赛三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微设”——基于D2F模式的生活创意设计众筹平台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