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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工程的角度解析美国高校办学体制

倪 军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随着中美高校教育交流和留学生互动的迅速发展和我国高教体制结构的稳步改革袁有必要对美国

高校体制架构以及相应的教育和科研建设尧运作做广泛的调研袁有必要对相关的高校管理系统做深入的了解袁特别

有必要对美国高校系统进行体系结构角度的解析遥 本文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袁对于美国高校的办学体系结构进

行解析和综述遥 这些探索和优缺点借鉴性调研有助于我国高校体系的深入改革袁有助于中美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袁
有助于面向社区和社会的人才培养遥

揖关键词铱 高校教育体制曰 大学体系结构曰 高校系统管理

倪军袁男袁美国爱荷华大学机械工程博士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首席教授袁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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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评

Anatomy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Systems (SoS) in USA

Ni Jun
渊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袁 Sanda University袁 Shanghai 201209袁 China冤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American education exchang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students, there is an urgent and referential need in developing a steady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study on USA-based high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aspect of education methodologie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systems. This paper depicts and summarize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s
and various paradigms of USA-based universities/colleges in perspectiv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The study help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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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前言

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拥有 3600 余所高等院校遥这

些高校所授予的学士尧 硕士和博士学位总数均远超过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遥 美国是拥有最多外国留学生的

国家, 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海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学

习咱1暂遥 美国高校的教学质量称雄于世界,美国名副其实

地被称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遥 美国高校的体制被公

认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遥 这归功于当

年美国办高校的基本理念和体制遥
我国研究者一直在跟踪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袁对

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做了大量的报道咱1尧2暂和分析袁立足于

精为我用袁洋为中用遥 大多数的报道和分析主要着手以

下几方面院办学理念尧行政管理模式尧组织结构袁校长职

责制袁以及对外工作的范畴等遥
耿有权咱3暂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的基本特征

及其建设条件进行了分析袁重温了潘懋元咱4暂所提出的高

等教育的本质袁 把一流大学办学理念特点归纳为三方

面院哲学思想上的伦理本位性咱5暂尧学术自由独立性袁 以

及稳中求进的动态性遥 其中特别强调一流大学办学理

念的恒定性和动态平衡性遥杨学义和李茂林咱5暂选择三所

美国名校为实例来剖析该国大学的办学理念遥
人们往往在大学的行政和学术管理组织结构尧职

责分工尧规章制度以及主要特点上展开报道遥 希望通过

对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了解袁借鉴经验袁推动健全我国

大学的体制改革袁 为推动和完善高校治理结构献策献

计咱6尧7暂遥 杨森炎在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行政管理

组织结构分析尧机构的职能职权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袁提
出国内高校管理实体的改革尧 权力配置的改革以及学

术组织的改革咱8暂遥 张夏莹的学位论文咱9暂中袁把美国加州

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与中国的北大和浙大袁 在组织结构

特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袁 而从提取适合于我国高校组

织结构的调整措施遥 近年来袁人们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中

的权力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平衡管理袁 特别行政管理的

严谨性和学术松散的自由性之间的管理来分析美国高

校教育体系的特点 咱10-14暂遥 在高等院校学部制改革调研

中袁对美国的高校学制做了综合性报道和分析咱15暂遥 该文

章以机构组织结构理论为起点袁 对美国高校的行政和

学术权力进行特征性分析袁 把美国大学的管理结构和

相应职能从纵向和横向进行对比袁 详细地介绍了贯穿

于美国大学校-院-系各个层次委员会的调节和监督职

能袁以强调调整行政和学术之间平衡关系的重要性遥 彭

说龙在 MBA 网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公立大学的行政管

理机构和主要特点的文章中袁以美国社会制度为基础袁
特别是从司法的角度出发袁 简要而清晰地分析了美国

高校的体制咱16暂遥 对校长的产生和职能角度进行探索咱17暂遥
欧阳光华咱18暂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美国董事会为主的决策

监督机构尧校长行政执行管理机构尧教授为主导的学术

机构之间的互补尧互助尧互约尧互制的平衡关系袁力求在

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袁 获取最高有效的动态改革平衡

点遥 马楠楠在她的硕士论文咱19暂中非常罕见地采用了系

统论的观点来解释美国高校治理的动态平衡性遥
在这篇论文里袁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美国的办学理

念是坚持体系的动态稳定性和平衡性为原则的办学战

略遥 办学决策的依据也需要用系统工程中的动态平衡

理论加以理解遥 以往人们没有从现代系统工程的角度,
特别是体系工程渊System of Systems engineering冤的角度

对美国高校体系做深入的讨论和探索遥 我们探索这一

观点的意愿是希望结合我国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袁并
借助体系工程理论和实践袁 改革并健全高校教育的动

态平衡准则和规范袁 实现和完成高校教育体系的持续

性发展规划遥
二尧美国高等教育体系

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受到该国的历史尧文化尧国家

体制尧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遥 这种影响渗透

到教育体系的每一个分系统中遥 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

技发展紧密结合尧 互补共进的特征是由社会市场需求

所致遥 具有这种特征的教育体系平衡使得美国的高等

教育体系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创新改革和渐进演变的发

展状态之中遥 这种体系长期以来形成了美国社会的一

个庞大的社会工程体系 渊Social engineering system of
systems冤遥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设有教育部渊Department of Ed鄄

Ni Jun Anatomy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Systems 渊SoS冤 in USA
deepen the reformation of university systems in China, neutralizes the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USA, and advocates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for Chinese society and reg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ystem of systems architecture曰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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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tion冤袁但该政府机构并非是美国教育体制的最高管

理机构咱20暂遥 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不受联邦教育部的行政

领导遥 教育部的职责是美国各教育机构渊州和地区性中

小学尧高等院校冤尧社会团体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袁有关

教育服务的协作者尧 交流促进者尧 政府教育资金拨款

者尧地区性教育平衡的协调者遥 它帮助各教育机构对培

养人才的决策进行宏观调整袁 以满足国家国家利益所

需的人才需求遥 但它既不是教育的实体袁也不是美国教

育体制的领导者遥
更精确地说袁 美国存在一个凌驾于办学实体制上

的尧比较传统的尧相对完整的尧全国性高校教育思想体

系袁 正是这种思想体系指导美国高校教育实体管理体

系遥 这种思想体系的存在具体反映在高校办学的整体

理念袁贯穿在各项政策中遥 思想体系渊Philosophical SoS冤
和管理体系渊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oS冤的结合乃

是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体系之精髓遥
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中尧各类文章中发现野体系冶

和野体制冶这两个词被广泛应用遥 遗憾的是袁人们往往把

野体系冶和野系统冶混为一谈袁甚至把野体系冶和野体制冶混
为一谈遥 为了科学地阐述高等教育的体系和体制袁我们

有必要通过现代系统工程理论袁 对国际上认同的 野体
系冶和野体制冶概念做简短的介绍和观念的更正遥

体系被定义为由大规模的尧综合的尧具有操作和运

作独立性的尧共存的尧异构的尧时空分布性的尧互连互协

性袁 自适自治性尧 动态变化性等共同特点的系统单元

渊子系统冤群所组成的复杂的大系统遥 体系的综合目标

是所有子系统无法完成的遥 体系中的子系统以一种自

适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属性袁 配合整个体系的系列变

化袁以保持体系的综合特性和功能遥 这种个体子系统和

整体系互相配合的尧 及时变化的系统属性确保了完成

子系统的集成袁以及体系的主要目标遥
根据上述的体系定义袁 人们把体系本身所具有的

特征简单地归纳为院
1援 持续性遥 一个体系永远不会被最后建成或完善遥

体系的发展在时间域上是一个进化的尧自适的尧无止境

的过程遥 它的结构尧功能和整体目标不断被增补尧删除尧
改进和演变遥 体系具有持续不断发展的特征遥

2援 突现性遥 作为整体的体系随着自我的演变和外

界环境的变化袁会发生不可预测的突发性事件和事态遥
3援 稳定性和体系的自我调整性遥 根据体系的演变袁

体系内的子系统单元能够不断了解尧自适尧自始尧扩展

和调整袁以配合整体体系的变化遥
体系在自然界系统和人类创造和研制的人工系统

随处可见遥几乎所有的自然系统均可归纳为体系遥在各

行各业尧 在社会和工程体系中均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认

可遥 在人工体系和社会体系中袁特别是新涌现的突发性

事件之后袁为维护体系的生存和目标的实现袁目前人们

开始建立规范的尧国际化的体系理论和工程实践方法袁
充分采用开放系统原则来实现体系的目标实现遥 比如

策略规划尧模块设计尧标准化接口尧突发事件处理尧自然

选择技术尧能源保障措施尧协同共生机制尧稳态和自治

机制等遥 这就形成当今现代体系工程的核心袁即在开放

系统的原则和策略基础上的袁综合性的尧适应性强的尧
可持续的尧可互操作的方法论遥

一个体系有其共同的目标袁 那就是体系的战略目

标遥 围绕这一体系所指定的一系列规范的规章的集合

为该体系的制度袁即高校教育体制遥 简单地说袁体系是

一个有机系统的集合袁 而体制是确保体系正常运作的

人为的约定规章遥 体系可以是自然的袁 也可以是人工

的袁而体制是人为的遥
体系在不同的应用领域里有着不同的解释遥 美国

高校整体教育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遥 美国高校教

育体系就是一个人工体系遥 比如美国高校整体教育体

系目标非常明确院 为美国社会运作和国家利益培养人

才袁兼顾配合国家科技和商业发展袁以求社会持续性稳

定发展袁以及提升国家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遥
美国高校教育体系决定了这种体系是既完善又涣

散袁既协同又独立的尧联邦性强的大社会工程系统遥 它

是一个社会体系和工程体系相结合的体系遥 用现代系

统工程角度来看袁是一个现代化体系遥 这种体系很难采

用传统的尧 单向的教育行政机构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

的思想来理解遥 判断一个大系统是否是一个体系的主

要方法是判断它是否具备一般体系的特征袁 比如复杂

性尧联邦性尧独立性尧异构性尧社会群集性尧协同性尧自适

性尧自治性尧动态性尧多组分性等体系特征遥 美国高等教

育体系完全符合体系定义中所述的体系目标和所列的

特征遥
它的复杂性体现在它与整个社会体系尧 社会制度

紧密相关遥 它的实体子系统渊高校或教育机构冤参与者

是社会的群体遥 高校虽不受联邦政府的管制袁却要受到

立法和司法的制约遥 高校各个机构和单位既能独立运

作袁又相互协同袁既能自适自治袁又实现监督制约遥 每一

倪 军 从体系工程的角度解析美国高校办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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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构单位根据不同时期尧不同策略可以做不同的调整

和变动袁以适应整体体系的发展和演变遥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高校教育体系没有最终的目标袁整个体系永远呈现

出不完善的状态袁整体体系在无止境地演变遥 比如美国

教育体系从本国本土的培养逐渐转化为国际性办学尧企
业性办学和国际人才的培养袁这是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发

展而出现的演变遥 大批海外留学生的培养和办国际联

合培养的学院机制袁 充分体现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

动态性尧实时性和演变性遥 这些都是体系特征的见证遥
由于这种高校体系袁 美国的高校显示出办学的活

力袁特别是各个高校办学的异构特色遥 比如公立和私立

高等院校并存互补袁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和四年文理性

学院并存遥 在横向上袁各个大学在按照各自的办学理念

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尧规范化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尧学位课

程袁 独立办学遥 同时与类似的大学建立持续性办学联

盟袁以便于教学科研的交流尧互补和合作遥 在纵向上袁给
予学生更多的学业选择机会来考虑综合研究方向或者

专业性发展道路袁使学生能够实时性调整学业袁以满足

社会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遥
美国早期除了创建一大批私立学校 渊后来均成为

名校冤之外袁在上世纪中叶袁美国政府立了叶莫里尔而法

案曳袁授权和赞助各州创办了一大批州政府财政支持的

综合性大学和技术型大学遥 除了传统的人文教育之外袁
开始注重农工技艺方面的教育袁 体现出以社会的需求

为基准的办学思想遥 在以后的办学过程中这些公立大

学不断调整其办学的思路和规划袁始终坚持理工结合尧
文理渗透尧基础和应用并重的尧讲授螺旋式的全面教育

机制遥 美国高校一贯坚持具有稳定性的基础理论教育袁
同时在专业学习中根据社会和人力市场的需求袁 开始

和完善技能应用性强的课程遥 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袁当信息技术刚起步时袁各个高校率先开设 C/C++或
JAVA 编程语言和数据库课程袁以最快的速度培养大批

信息技术人员袁适应社会和人力市场的需要遥 作者当年

在爱荷华大学开设并主讲这些课程时袁 课堂全部坐满

外袁学生为了选修这些课程袁宁愿坐地上或站着修完整

个学期的课程遥
随着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袁 美国高校

的优势尤为突出袁纵横学科交叉尧高校教育结构的多层

次袁比如袁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渊university冤尧专科性技术

性高校 渊institute冤尧 四年制本科学院 渊liberal arts col鄄
lege冤尧 地区性学院和社区大学 渊regional 或 community

college冤等纵向层次的衔接和完善袁成人教育以及网络

远程教育的不断完善袁国际联合办学机制渊在校留学生

和本地学生派送海外学习的健全规模袁 使得美国高校

率先进入面向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前沿遥 当然美国近些

年来也存在不少严重问题袁特别是教育经费的短缺袁由
于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于社会袁 美国高校教育严重受到

美国经济的影响袁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状况下袁这种影

响不太影响高校的教育质量袁 不易动摇大学的整体教

学科研发展的持续性遥
三尧美国高校体系和体制

美国高校的教育体系是一个社会工程体系遥 该体

系目标是院淤满足社会人才的需求曰于保持学术的领

先地位曰盂跟进时代的科教发展步伐曰榆维护学校持

续性发展遥 围绕这个办学目标袁一个高校由许多不同层

次的子系统所组成遥 这些子系统能够独立地完成其特

殊的功能袁除了达到子系统本身的目标外袁各个子系统

之间互相配合尧互相协作尧互相支持袁以保证体系实现

其阶段性目标遥 同时这些子系统之间也互相检查尧互相

监督尧互相制约袁以确保作为整体体系的正常运作和稳

步发展遥 因此袁每一个子系统在该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

要遥 一旦某一子系统破坏和受损袁将会严重影响整个体

系的运作遥 只有当这些子系统能够有机组合和集成袁才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遥 人们只能希望最佳

地尽力完成体系的目标渊根据体系的理论袁一个体系的

目标是无止尽的袁体系的目标是永远在演变尧进化尧发
展的遥 因此体系永远是不完整的袁 永远需要改良和改

革冤遥 针对这一教育体系所制定的系统规范袁可以称为

教育体系制度渊简称为高校的教育体制冤遥
美国大学的法规和制度渊法制冤深受美国立法的三

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以及美国历史文化尧 社会文化的影

响遥 美国高校教育体系和体制基本置位于大学这一独

立实体袁换句话说袁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体系和体制不

受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所支配遥 大学办学的独立性

受联邦和州的宪法所保护遥 州政府只能通过州内教育

协调委员会渊Board of Regents冤对本州所属的大学进行

协调和监督遥 各州根据本州经济状况和教育需求制定

教育发展战略和阶段目标袁给本地的州立大学拨款袁同
时组织监管其教育质量遥 私立大学以商业的形式对社

会开放遥一般不直接获取所在州的政府直接拨款遥有些

私立大学也承担一部分州政府所要求的对州内的高等

教育任务袁比如康纳尔大学遥 联邦政府通过教育部举办

Ni Jun Anatomy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Systems 渊SoS冤 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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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一系列活动来促进和完善高等

教育的策略调整和协作规划遥 联邦政府的其他部委也

通过国家科研基金项目来支持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国家

迫切需要的科技项目开展遥 课题基金项目除用于科研

所需的消耗外袁可以用来增强高校的科研设施袁教育设

施袁以及教授的部分收入袁学生的奖学金等遥 此类联邦

政府的项目基金也面向研究型的私立大学遥 除政府拨

款外袁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一样袁主要的办学资金来源

于社会的捐赠尧资金的商业投资尧学费的收入尧科研项

目的承包尧联邦政府的国家科研基金项目的获取等遥
四尧美国高校的管理和决策权力的平衡

美国高校体系在治校管理上袁 一般也采用三权分

立制遥其具备三个重要系统院淤以董事会为主体的大学

最高权力平衡尧整体评估和办学决策系统渊一般不参与

大学的日常管理袁 并有校外各级人士参加冤曰于以校长

责任制为主体的校和院系行政执行系统 渊管理大学的

日常运作冤曰盂以校务教授理事会 渊Faculty Council冤为
主体的大学学术教育和行政管理监督议政系统 渊直接

参与并监督参政大学的科研教学事务冤遥 这三种系统即

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遥 比如校长的竞选和审议往往由

教授理事会运作和申报董事会批准袁 董事会决定并任

命校长曰 校长和校务教授理事会代表往往参与董事会

的整体决策曰校务教授理事会成员的服务是短期的尧自
愿的袁一般是由来自各院系教授的自荐和推荐袁由校长

办公室决定曰 校务教授理事会可以对校长的管理政策

和方案提出异议袁 甚至可以向董事会提出对校长的不

信任和罢免提案遥 这种美国高校权力分配措施既保证

各自系统的独立性袁又避免了权力的过分集中袁起到了

互相制衡和避免滥权的作用袁 从而实现有效的大学治

理遥 美国高校的高层决策管理的核心子系统可用以下

图 1 来表示遥

在这种体系构架下袁 美国高校往往根据自己不同

的办学理念需求尧特定的学科领域尧特色的教育课程袁
考虑到渊行政和学术冤权力分配的平衡袁设置不同功能

性子系统和相应的组织结构遥
1. 美国高校权利分配平衡性

一个大学的体系结构与该大学所处地区和国家的

宪法有密切的联系遥 根据美国的宪法权力分配的原则袁
教育事务的具体实施基本上不属于美国联邦职权范

围咱15暂遥 高校事务属于各州教育事务袁受各州的法律所限

制遥 美国私立大学在所在州注册认可后袁和企业一样袁
成为一个独立体开展自治的教育服务遥 大学的运作机

制比较接近企业的运作管理遥 尽管私立大学的校长主

管整个大学事务袁各个所属学院具有高度的自治性遥 比

如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尧 管理学院等二级学院的财务和

学术教务系统的独立性非常强遥 科研教学的真正实体

是教师个人遥因此教师的个人权力和权益非常突出遥各

层政府不得干涉大学的事务袁 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是合作协同关系袁而非所属关系遥 根据咱15暂所采用的美

国大学 6 个层次结构形象地描写美国私立大学权力分

配关系袁这里我们采用 5 个层次个体或行政实体渊教授

个体尧系尧学院尧大学尧州政府尧联盟政府冤袁并用 0-1.0 的

尺度来标量大学行政和学术权力分配的平衡关系袁详
见图 2遥

作为教授个体袁其行政权力最小渊0冤袁而学术权力

至高无上渊1.0冤遥作为大学行政管理系统袁其行政权力最

大袁 但学术权力最小遥 这样可以保证学术的自由独立

性遥 不管在何种层次个体和行政实体袁他们的权力的总

和为 1.0遥 在实际中袁这种权力分配往往呈非线性状态

渊见图 3冤遥 只要两种权力的分配能够达到综合的平衡袁
该大学的权益可能处于平衡状态袁 有利于大学管理运

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遥
美国的公立大学往往是州立或市立大学遥 此类大

学在办学理念和模式上与私立大学有所不同遥 此类公

立大学接受地方政府的资助袁 他们必须考虑为地区培

养人才以及辅助地方的经济发展遥 这些大学一般在州

图 1 美国大学的高层决策管理系统

倪 军 从体系工程的角度解析美国高校办学体制

图 2 美国私立高校各实体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线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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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关地方部门所确定的总体发展规划的框架内袁同
样实现高度的办学自治权遥 正如咱15暂所总结美国公立

大学既有相对的独立性袁 同时又会受到州政府的财经

和地方规划的制约遥 在法律上袁该类大学必须承担当地

居民的高等教育培养义务袁 作为对获取纳税人资助的

交代和回报遥 各州通常设立高等教育事务委员会对各

州立大学进行适度的财务拨款尧管理尧监督和协调咱15暂遥
在这种权力分配下袁 部分校级行政管理权力会受到州

政府影响袁 它对于院系尧 教授个体的行政权力影响不

大遥 从理论上讲袁 对学术权力的分配与私立大学相似

渊见图 4冤遥

不管美国公立还是私立大学袁 联盟政府对大学的

影响主要是通过科研项目来间接支持大学的教育遥 随

着美国联盟政府权力的急速膨胀袁 这种影响越来越明

显遥 比如近些年来袁受到美国财经紧缩的影响袁政府给

予大学科研项目和基金大幅度减少袁 迫使各大高校财

政紧缩袁 并且开拓新的资源袁 以维护学校的持续性发

展遥 同时也迫使高校行政结构进行大幅度改革袁管理机

制逐渐偏向于企业化袁以便进一步提高办学效益遥
总之袁美国高校的体系结构主要由办学理念尧政府

和地方的法律和政策尧 办学资金的来源等重要因素决

定其体系子系统的组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遥 接下去袁有
必要对大学体系中的子系统组分和行政机构的组织结

构给出简要的综述遥
2. 美国高校子系统组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

美国校长责任制的行政管理系统是整个大学体系

上层管理组织结构的核心和系统的实施框架遥 这一行

政管理系统刻画出整个大学体系运作机制渊见图 5冤遥一
般来说袁美国大学有多个大学行政机构袁有校长办公室

渊President Office冤尧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的办公室渊Ex鄄
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Office冤尧 财务副校长

办公室 渊Vice President Office for Treasurer and Fi鄄
nance冤尧 科研副校长办公室 渊Vice President Office for
Researc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冤尧负责学生事务的

副校长办公室 渊Vice President Office for Student Af鄄
fairs)尧对外事务的副校长办公室渊Vice President Office
for External Relations冤尧 主管校信息系统的副校长办公

室渊Vice President Offic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冤等遥

美国校长一般是通过社会公开招聘和严谨复杂的

竞选过程产生咱18暂袁由校教授委员会认可袁并由校董事会

任命遥州立大学的校长还须经州教育委员会批准遥校长

或州教育联盟中的分校校长渊Chancellor袁如加州尧伊利

诺伊州冤遥 严格来说袁美国大学的校长不是选拔出来袁而
是推荐和竞选出来的遥 校长办公室不仅是校长的办公

之处袁它是美国大学最高层行政管理系统机构袁是大学

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子系统遥 美国大学校长的职责充分

体现在其办公室日常事务中遥 校长办公室的职能反映

出校长的工作范畴遥 欧阳光华在他关于美国大学治理

图 3 美国私立高校各实体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非线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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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研究一书咱18暂中袁通过对董事尧校长与教授之间的关

系的研究袁明确阐述了校长的职责遥 除了作为学校的象

征外袁 校长办公室所负责的事务主要包括大学对外的

法定代表和发言人袁校级新闻公告的发布尧重大策略调

整和重大事务的表态尧 所属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的任

命尧办学财源的战略规划尧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等遥 比

如校长一般负责召集和促使大学董事会制定战略决策

与发展规划袁 并可向大学董事会提交他认为应经大学

董事会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遥 大学校长负责领导和主

持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工作遥 大学校长是学校最高的行

政长官袁负责大学的一切事务管理与运作遥
五尧结论

美国高校的体制建设受到建国初期的宗教思想

的影响袁在从私立高校扩展为公私立高校并存的过程

中加强了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科目的相互交叉和渗

透袁美国高校的一大特点是在稳定平衡的基础上向动

态性持续性发展和演变遥 每个大学尧学院尧院系的不同

专业保持相对的学术独立性尧自主性和自治性遥 这充

分体现出体系工程的理念所起的作用遥 每个院系可以

独立运作袁但整合在一起的高校实力袁特别是高校之

间的联盟袁使得办学的宗旨和规模大大提高遥 高校管

理结构和决策权力的分配上袁同样受到思想和社会体

制的影响遥 管理阶层之间按所规定的职责行事袁大学

董事会起到宏观监督管理的作用袁校务委员会起到决

策的作用袁而校长责任制和管理层起到日常运作和管

理执行的职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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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特征提取和机器学习方法对杜氏肌萎缩症的
磁共振影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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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援 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尧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研究中心袁上海 201209冤
渊圆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袁上海 200092冤

揖摘 要铱 杜氏肌萎缩症渊DMD冤是一种严重的神经肌肉营养不良性疾病袁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案袁高效准

确的早期诊断和检测对 DMD 的早期干预非常重要遥 传统的肌电图检查具有创伤性袁为了避免创伤性袁本文利用无

创性的磁共振图像渊MRI冤法对 DMD 患者进行检测渊T1 和 T2冤曰利用小波变换对 DMD 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的 MRI
进行小波分解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优化的纹理特征参数曰再基于优化的参数袁利用支持向量机渊SVM冤算法对

MRI 进行分类预测遥 结果显示袁在相同的小波分解水平下袁两类磁共振加权图像渊T1W 和 T2W冤中袁T1 图像能更好

地区分患儿与健康儿童遥 在小波分解水平尧惩罚系数 C 和 RBF 径向基核函数的核心系数 越低的情况下袁分类的

评估性能越好袁小波分解水平为 2 的渊C=1袁酌=0.083冤分类器具有最优的评估性能袁其灵敏度尧特异度及准确率分别

可高达 96.9%尧97.3%和 97.1%遥 该处理方法有望为临床提供客观有效的辅助诊断手段袁可作为 DMD 无创检测的

尝试探索遥
揖关键词铱 杜氏肌萎缩症曰 磁共振图像曰 特征提取曰 支持向量机曰 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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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ular dystrophy 渊DMD冤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渊MRI冤 images. The study adopts two methods: Methods T1-
weighted 渊T1W冤 and T2-weighted渊T2W冤. The images obtained based the methods are based on the 15 boys with DMD
and 15 normal controls. Textural features of the images are extracted and wavelet decomposed, and then, principal fea鄄
tures are selected. Scale transform is then performed for MRI images. Afterward, SVM-based classifiers of MRI image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radical basis function and decomposition levels. The cost 渊C冤 parameter and kernel parame鄄
ter 酌 are used for classification. Then, the optimal SVM-based classifier, expressed as 渊C, 酌冤, is identified by perfor鄄
mance evaluation 渊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冤. The 12 textural features are selected as principal features. The
16 SVM-based classifiers are obtained using combination of 渊C袁 酌冤, and those with lower C and 酌 values that show
higher performances, especially classifier of 渊C=1, 酌=0.083冤. The SVM-based classifiers of T1W images showhigher
performance than T1W images at the same decompositionlevel. The T1W images in classifier of 渊C = 1, 酌 =0.083冤 at
Level 2 decomposition shows the highest performanceof all, and its overall correct sensitivity, specificity,and the accura鄄
cy reach at 96.9%, 97.3%, and 97.1%, respectively. It concludes that the T1W images in SVM-based classifier 渊C=1,
酌=0.083冤 at Level 2 decomposition shows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of all, demonstrating that it is the optimal classifica鄄
tion for the diagnosis of DMD.
Keywords: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feature extracted; support vector machine;k -
nearestneighbor; classification prediction

1 引言

杜氏肌萎缩症或杜兴氏肌营养不良渊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袁DMD冤 是一种严重的尧X 染色体基

因遗传的尧进行性骨骼肌营养不良疾病遥 DMD 发于新

生或幼年男性袁发病比例为 1/3600-6000 新生男婴咱1尧2暂遥
该疾病以骨骼肌进行性坏死为主要病理特征袁是最常

见的致死性骨骼肌遗传性疾病之一遥 DMD 患者一般

在 13-16 岁时丧失独立行走能力袁 平均死亡年龄是

19岁咱3暂遥
DMD 是最常见的致死性遗传学异常疾病袁其发生

源于肌营养不良蛋白基因 渊抗肌萎缩蛋白基因冤DMD
渊Xp21.2冤的缺失或变异遥 人 DMD 基因是目前已知的最

大的人类基因袁DMD 包含有 79 个外显子袁大约 2.4Mb袁
发生在该基因中的无义突变会导致外显子跳跃袁 进而

引发 DMD 基因的错误/异常编码袁 导致抗肌萎缩蛋白

缺失或者劣变咱4暂遥 根据 DMD 基因的治疗原理袁外显子

跳跃剪接法治疗已经成功运用到 DMD 基因的临床治

疗中袁 借用于反义链或反义寡聚核苷酸介导的外显子

跳跃剪接法治疗方法袁跳过 DMD 基因中具有缺陷的外

显子区域而编码正确的抗肌萎缩蛋白袁 缓解或治疗

DMD 症状咱5尧6暂遥 另外袁重组腺相关病毒渊rAAV冤载体和

AAV 衣壳变体的嵌合体具有制止或逆转肌肉衰竭的作

用袁 已有研究报道 rAAV 载体和 AAV 变体嵌合体对治

疗 DMD 动物模型的效能咱2尧7尧8暂遥
临床上对 DMD 的治疗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理论来

制定一个综合性治疗/干预方案袁包括对诊断尧预期尧预
防和积极干预等方面咱1尧7暂遥据 Giglio 等咱8暂报道袁DMD 儿童

和正常儿童之间的超声组织特征具有显著的差异袁并
且抗肌萎缩蛋白的缺失会导致心肌功能的破坏遥 磁共

振成像渊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袁MRI冤是一种无创

性成像技术袁具有超声定位所不具备的优点咱7暂袁例如袁
MRI 图像能够清晰地显示肌肉特征和病灶位置袁 并能

够对 DMD 患者的病变肌肉组织做出综合性评价咱9暂袁而
且从 MRI 图像上提取的特征纹理参数可以作为 DMD
诊断的基本资料咱10暂袁同时可以作为以支持向量机渊Sup鄄
port Vector Machines袁SVM冤 算法为依据的尧 最优 SVM
分类器的选择基础咱11暂遥

SVM 是一种监督式的非参数统计学习算法遥 SVM
算法建立在统计学的 Vapnik-Chervonenkis 渊VC冤维理

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基础上咱12尧13暂袁在解决小样本尧
非线性和高维度模式识别的问题中表现出极大优势咱14尧
15暂遥目前该算法在模式识别尧生物医学工程尧图像识别等

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咱16-18暂遥 例如袁Beom Choi 等咱19暂收集

了包括 DMD 疾病在内的 11 种不同类型的神经肌肉疾

病的 DNA 微阵列数据渊microarray data冤袁并利用 SVM
方法对数据进行建模分析遥分析结果显示袁SVM 方法能

章鸣嬛袁等. 基于图像特征提取和机器学习方法对杜氏肌萎缩症的磁共振影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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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区分这 11 种类型的神经肌肉疾病遥 在设置了合

理的模型参数和惩罚系数后袁SVM 分类法已经成功运

用在肺部 CT 图像咱20暂尧卵巢超声图像咱21暂尧小肠无线胶囊

内窥镜图像渊WCE冤咱22暂尧肝部 MRI 图像 咱23暂和脑部 MRI
图像咱24暂的分类和疾病预测中遥 据我们所知袁目前没有针

对 DMD 的 MRI 图像的合理 SVM 分类遥
为此袁本文运用 SVM 算法对 MRI 图像渊T1 加权图

像 T1W 和 T2 加权图像 T2W冤 进行分类和 DMD 预测袁
分别获得 DMD 儿童和正常儿童的 MRI 图像袁 之后对

T1W 和 T2W 图像进行小波分解袁根据经验从每幅图像

中均提取出 12 个纹理特征参数作为本实验的纹理特

征值遥 根据预测结果动态调整模型参数袁以获取最优

化的 SVM 预测模型遥 并对 SVM 分类的评估性能渊灵
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率冤进行评价袁以期得到能对受检

者的样本数据进行很好地分类和预测的最优 SVM 分

类模型袁本研究可为 DMD 疾病无创检测的探究奠定

基础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采集

本研究涉及的所有 MRI 图像渊T1W 和 T2W冤均来

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小儿神经科门诊袁DMD
患者组与健康儿童对照组的人数均为 15 例袁 均为男

性袁DMD 患者组的平均年龄是 8.4依1.7 岁袁对照组儿童

的平均年龄是 8.8依1.9 岁遥 DMD 患者组均为经肌肉活

检后袁病理结果确诊为 DMD 的患者曰健康儿童对照组

均为运动发育正常尧无慢性疾病史尧无遗传性疾病家族

史的志愿者遥 本项研究已获得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同

意袁患者法定监护人已知情同意遥
本研究采用 GE SIGNA HORIZON 1.5T 磁共振成

像仪渊GE Medical Systems,美国冤进行 MRI 成像袁成像类

型包括 T1 加权图像渊T1W冤和 T2 加权渊T1W冤图像遥 扫

描参数设置为院
渊1冤 T1W 图像院 脉冲重复间隔时间渊Repetition

time袁TR冤=500 ms袁回波时间渊Echo time袁TE冤=20 ms袁扫
描视野渊Field of view袁FOV冤=240 mm袁矩阵=256袁层厚=
5 mm袁间隔=5 mm遥

渊2冤 T2W 图像院TR=3000 ms袁TE=130 ms袁FOV=
240 mm袁矩阵=256袁层厚=5 mm袁间隔=5 mm遥

根据 DMD 病变位置选定分析图像袁共获取有效的

MRI 图像 485 幅 渊横截面图像冤袁 包括 T1 图像 244 幅

渊127 幅 DMD 患者图像和 117 幅健康儿童图像冤 和 T2

图像 241 幅渊122 幅 DMD 患者图像和 119 幅健康儿童

图像冤遥 截取对图像感兴趣的区域 渊Region of Interest袁
ROI冤袁图像大小为 180 像素伊180 像素袁图像样例如图 1
所示遥

2.2 实验方法

2.2.1 利用小波变换提取 MRI 图像的纹理特征参数

目前已有许多方法来提取 MRI 图像的纹理特征袁
如结构分析方法尧模型化方法尧统计分析方法和频谱分

析方法等咱25暂遥 频谱分析方法中的小波变换法是近年来

广泛应用的数学工具袁它可进行时间变换和频率变换袁
具有多分辨率分析的特点袁 且在时频两域均具备表征

信号局部特征的能力遥 故本文采用小波变换法来提取

图像的纹理特征信息袁 利用尺度函数和小波函数的正

交性袁进行二维小波变换袁二维小波变换的分解算法过

程如下院

图 1 DMD患者和健康儿童的 MRI图像样例

a冤 DMD 患者的 MRIT1 图像 b冤 DMD 患者的 MRIT2 图像

c冤 健康儿童的 MRIT1 图像 d冤 健康儿童的 MRIT2 图像

渊员冤

渊圆冤

渊猿冤

渊源冤

Zhang Minghuan袁 et al. Classification of MRI for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with Feature-Extracted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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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某 DMD患者的某幅试验图像的 12 个纹理特征参数渊db4冤

本研究选择 DB 作为小波基函数袁其消失矩阵的阶

数选定 4袁 分别对 MRI T1 和 T2 图像进行 Level=2/3/4
三种尺度的分解袁并进行小波变换袁获得图像的水平尧
垂直和对角共 3 组小波系数遥 根据以往经验袁我们对水

平尧垂直尧对角以及全部小波系数求取均值尧方差和能

量袁可获得每幅图像在第 i 层上的 12 个特征参数袁包括

水平尧垂直尧对角和整体参数的均值尧方差和能量遥
2.2.2 利用 PCA 进行图像纹理特征降维

PCA 是对一系列相关的变量进行正交变换袁 得到

一些彼此互不相关的变量遥 这些互不相关的变量就是

主成分遥 由于各主成分互不相关袁因而它们相互独立遥
实际应用中袁 一般要从所有主成分中提取累计贡献率

尽可能高的综合变量咱26暂遥 为减少数据冗余以提升模型

性能袁故再利用 PCA 进行参数降维袁故可在完成对样本

的测试后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渊PCA冤进行参数降维遥根据

特征根 eigenvalues渊姿c冤的数值来决定提取主成分的数

目袁 本研究中 姿c逸1 作为主成分的入选标准袁姿c 越大袁
对 MRI 分类的影响越明显遥
2.2.3 SVM 分类器设计

本研究采用 SVM 分类器对 MRI 图像进行分类咱27暂遥
以 12 个参数为基础袁选择径向基核函数渊radical basis
function袁RBF冤遥

运渊x袁y冤=exp渊原酌椰x-y椰2冤 渊5冤
我们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袁以核函数参数 酌= 0.083尧

5尧80尧1000 为待测参数袁 惩罚因子 C=1尧10尧100尧1000
用来控制对于错分样本的惩罚程度袁 因此得到 16 个

渊C袁酌冤参数组合遥
首先袁我们分别将 T1W 图像和 T2W 图像随机分成

10 小组渊共 20 小组冤袁并保证每小组中患者图像和健康

儿童图像的分布情况接近总体分布袁 采用十折交叉验

证法渊10-fold cross validation冤组织样本数据遥SVM 的输

入暂定为从 MRI 图像中所提取的 12 个纹理特征参数袁
输出为二值分类院DMD 患者的输出类别号为 1袁健康儿

童的输出类别号为-1袁根据 16 个渊C袁酌冤组合的模型性

能渊灵敏度尧特异度尧准确率冤评估结果来评定最优的

SVM 分类咱28暂遥根据混合矩阵中 DMD 和健康儿童阴阳性

诊断咱29暂袁来评估 SVM 分类的灵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率遥
如表 1 所示遥

灵敏度院灵敏度渊%冤=真阳性伊100%/渊真阳性+假阴

性冤袁即将实际患者正确判为真阳性的比例曰特异度院特
异度渊%冤=真阴性伊100%/渊真阴性+假阳性冤袁即将实际

无病者正确判为真阴性的比例曰准确率院准确率渊%冤=
渊真阳性+真阴性冤伊100%/渊真阳性+假阴性+真阴性+假
阳性冤袁即所有受检者被正确分类的比例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提取图像纹理特征

利用二维小波变换算法袁 在 db4 小波基及 Level=2/
3/4 三种分解尺度下袁提取并统计出每幅 MRI 的 12 个纹

理特征参数遥 以某位 DMD 患者的某幅 MRI T1 和某幅

MRI T2 为例进行数据展示袁小波基为 db4袁归一化后的

参数示例如表 2所示遥 渊T1和 T2分别表示 T1W和 T2W
图像袁L2尧L3和 L4分别表示小波分解水平 2尧3和 4冤遥
3.2 SVM 分类器性能评估

我们对 16 个渊C袁酌冤组合的性能进行评估袁结果显

示袁16 中组合中的灵敏度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遥
如图 2尧图 3 和图 4 所示遥

在小波分解水平为 2 时袁T1W 图像在参数组合为

预测阳性 预测阴性

诊断阳性 真阳性 假阴性

诊断阴性 假阳性 真阴性

表 1 混合矩阵

水平

均值

水平

方差

水平

能量

垂直

均值

垂直

方差

垂直

能量

对角

均值

对角

方差

对角

能量

全部

均值

全部

方差

全部

能量

T1_L2 -0.2559 -0.5291 -0.7028 0.1946 0.1579 -0.1358 0.2771 -0.5570 -0.7766 -0.3435 -0.3708 -0.5834
T1_L3 0.2604 -0.0766 -0.2629 -0.1947 -0.0971 -0.2977 -0.5221 0.0339 -0.2131 -0.0808 -0.0217 -0.1958
T1_L4 -0.3559 -0.1389 -0.3432 0.1499 -0.3314 -0.5474 0.1040 0.4061 0.2402 0.4324 -0.1063 -0.2777
T2_L2 0.3060 -0.9545 -0.9709 0.0844 -0.7450 -0.8879 -0.0951 -0.7936 -0.9058 0.3935 -0.9386 -0.9650
T2_L3 -0.3423 -0.8245 -0.9109 -0.3642 -0.8555 -0.9421 -0.3098 -0.7880 -0.9048 -0.3195 -0.7910 -0.890
T2_L4 -0.0534 -0.9425 -0.9790 0.3353 -0.7466 -0.9064 0.3701 -0.7552 -0.8884 0.2080 -0.8509 -0.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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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C袁酌=0.083冤的 SVM 分类器中灵敏度显著高于 T2W 图

像袁同时高于其他参数组合为渊C袁酌=0.083冤的 SVM 分

类器的灵敏度渊p < 0.05冤遥 T1W 图像和 T2W 图像在参

数组合为渊C袁酌=5尧80 和 1000冤的 SVM 分类器袁对 DMD
诊断的灵敏度均为 100%袁无显著性差异遥 如图 2 所示遥

在小波分解水平为 2袁参数组合为渊C袁酌=0.083 和

5冤 的 SVM 分类器时袁T1W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特异度

和准确率最高袁显著高于小波分解水平为 3 和 4尧以及

T2W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特异度和准确率渊p<0.05冤袁如
图 3 和图 4 所示遥

参数组合为渊C袁酌=80 和 1000冤的 SVM 分类器中袁
所有 MRI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特异度为 0%袁除了 T1W
图像在小波水平为 3 时的诊断特异度为 10%渊图 3冤曰在
所有参数组合 渊C袁酌=80 和 1000冤 的 SVM 分类器中袁
MRI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精确度显著低于参数组合渊C袁
酌=0.083 和 5冤的 SVM 分类器袁特别是渊C袁酌=0.083冤分类

器渊p<0.05冤渊图 4冤遥
以上分析结果显示袁T1W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

要优于 T2 图像袁并且当分类器具有相同 酌 值时袁随着

惩罚因子 C 值的增加袁T1W 图像和 T2W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灵敏度尧特异度和精确率均无显著性差异遥 分类

器具有相同 C 值时袁 随着 酌 值的增加袁T1W 图像和

T2W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灵敏度无显著性差异袁但特异

度和精确率均显著下降袁如图 2尧3 和 4 所示遥 这些数据

表明 酌 值越小和小波分解水平越低袁图像对 DMD 的诊

断性能越高遥 如在小波分解水平为 2 时袁 参数组合为

渊C袁酌= 0.083 和 5冤的 SVM 分类器可能最优组合遥
为了验证该假设袁 我们利用 t-test 检验了 T1W 图

像和 T2W 图像对 DMD 诊断性能差异性遥 结果表明袁
T1W 和 T2W 图像在不同的小波分解水平下渊2尧3 和 4冤
时袁对 DMD 诊断的灵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率之间具有

显著差异渊p<0.05冤如表 3 所示遥
不同的小波分解水平下渊2袁3 和 4冤袁参数组合为渊C,

酌= 0.083 和 5冤 的 SVM 分类器中袁T1W 和 T2W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灵敏度尧 特异度和准确率值如表 4 所示遥
在同一小波分解水平下袁T1W 图像对 DMD 的灵敏度尧
特异度和准确率明显高于 T1W 图像渊p<0.05冤曰对不同

小波分解水平下 MRI 图像诊断 DMD 的性能进行评

估袁 结果显示小波分解水平为 2 时袁T1W 和 T2W 图像

对 DMD 诊断的灵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率均高于小波分

解水平为 3 和 4 时的诊断性能遥 综合分析袁在小波分解

水平下为 2 时袁T1W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最高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 我们推测在小波分解水平为 2 时袁
参数组合为渊C袁酌= 0.083冤的 SVM 分类器袁包括渊C=1袁酌=
0.083冤袁渊C=10袁酌= 0.083冤袁渊C=100袁酌=0.083冤和渊C= 1000袁
酌= 0.083冤可能是最优的分类袁其中在渊C=1袁酌= 0.083冤组
合的 SVM 分类器中袁MRI 图像对 DMD 诊断的灵敏度尧
特异度和准确率最高袁分别为 97.6%袁97.3%和 97.5%遥
4 讨论

近年来袁越来越多的研究热衷于运用 SVM 分类器

来挖掘具有高准确率和高性能的模型咱28暂遥 SVM 是一个

基于核心函数的计算机学习算法的分类器袁 由于 SVM
算法具有高精确度尧 对不同数据资源建模的高度灵活

性尧以及处理大型数据的能力袁SVM 分类器已被成功运

用到医疗预测和分类的任务等多种领域咱30暂遥
小波变换的方法对模式匹配和识别是基于在不同

的尺度和波段上提取的特征参数袁 并且受这类参数的

方向渊垂直尧水平尧角度方向等冤的限制咱31暂遥 本研究提取

了12 个特征参数袁包括水平尧垂直尧对角和整体成分的

方差和能量等袁并以此作为输入向量咱27暂袁同时袁我们利

用非线性的径向基核函数对 DMD 患者的 MRI 图像进

行分类遥 结果显示袁这 12 个特征参数对以 SVM 算法为

基础 DMD 患者的 MRI 的分类确实有效遥
通过比较 T1W 图像和 T2W 图像对 DMD 的诊断

性能袁我们证实袁T1W 图像具有较短的诊断时间尧较高

的灵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率遥 这个结果与 Heijnen 等咱32暂

报道的 MRI 的 T1W 图像对肿瘤诊断的灵敏度高于

T2W 图像诊断的灵敏度结果相符合遥 这表明 T1W 对

DMD 的诊断性能优于 T2W 图像袁可能会作为 DMD 儿

童诊断的较佳诊断方式遥
通过对 SVM 分类器进行性能评估袁 我们证实袁具

有更低的惩罚因子 C 值和核心系数 酌 值的分类器袁具
有更高的灵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率曰并且袁具有相同 酌 的

分类器袁 随着 C 值的增加袁MRI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

L2p-value L3p-value L4p-value
灵敏度 0.0003 0.0003 0.02312
特异度 5.59E-05 3.84E-05 7.96E-06
准确率 4.07E-08 1.69E-07 3.55E-05

表 3 T1W图像和 T2W图像对 DMD诊断的灵敏度尧
特异度和准确率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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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显著下降曰而具有相同 C 值的分类器袁随着 酌 值的

增加袁MRI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显著下降袁 这表明

具有更低 C 值和 酌 值的 SVM 分类器中袁MRI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更高遥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袁我们对比了

参数组合为渊C袁酌=0.083 和 5冤的 SVM 分类器中袁T1W 图

像和 T2W 图像对 DMD 诊断性能的差异袁结果证实了假

设的正确性遥即更低 C 值和 酌 值的 SVM 分类器中袁MRI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更高袁并且渊C=1袁酌= 0.083冤
的SVM 分类器中 MRI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最高遥

通过比较不同小波分解水平渊2尧3尧4冤下 MRI 图像

对 DMD 的诊断性能袁我们证实袁在较低的小波分解水

平下袁MRI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更高袁 且差异水平

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因此袁小波分解水平为 2 时袁MRI 图
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最高袁显著高于小波分解水平为

3 和 4 时的诊断性能遥
5 结论

综上所述袁我们从 MRI 图像中提取了 12 个特征参

数袁 并作为输入向量进行 SVM 分类器的计算遥 通过

SVM 分类器分析袁结果显示不同参数组合渊C袁酌 值冤的
SVM 分类器中袁MRI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渊灵敏度尧
特异度和准确率冤具有显著差异袁渊C袁酌 值冤中参数值越

小袁诊断性能越高遥 小波分解水平为 2 时袁MRI 诊断的

性能高于小波分解水平为 3 和 4 时袁同时 T1W 和 T2W
图像对 DMD 的诊断性能之间也有显著差异袁T1W 图像

显著优于 T2W 图像遥 据此我们证实袁 在小波分解水平

为 2 时袁渊C=1袁酌 值=0.083冤 的 SVM 分类器中袁MRI 的
T1W 图像为 DMD 的最佳诊断模型遥 本研究对 DMD 的

临床诊断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和临床依据袁 为了进一

步证实本研究的有效性袁我们将对更多的 DMD 患者或

者疾病类型进行 SVM 算法分类分析遥

图 2 不同渊C袁酌值冤组合下的 T1W图像渊T1冤和 T2W图像渊T2冤

图 3 不同渊C袁酌冤组合下的 T1W 图像渊T1冤和 T2W图像渊T2冤
对 DMD诊断的特异度

图 4 不同渊C袁酌冤组合下的图像渊T1冤和 T2W 图像渊T2冤图像

对 DMD诊断的准确率

表 4 T1W图像渊T1冤和 T2W 图像渊T2冤对 DMD诊断的灵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率渊mean 依SD冤
L2 L3 L4

T1 灵敏度渊%冤 98.34依0.01*# 92.76 依0.21*# 88.15依0.66*

特异度渊%冤 86.73依1.24*# 79.24依0.82*# 66.79依2.37*

准确率渊%冤 92.90依0.21*# 86.44依0. 11*# 77.95依0.09*

T2 灵敏度渊%冤 88.13 依0.30 84.22依0. 4 85.71依0. 85
特异度渊%冤 61.65依3.55 49.68依3.07 35.54依2.39
准确率渊%冤 78.28依0. 13 71.56依0.07 67.26依0. 02

章鸣嬛袁等. 基于图像特征提取和机器学习方法对杜氏肌萎缩症的磁共振影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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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的商业价值㈠：数据资源和鉴定

倪 军 张丽晓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袁特别是移动通讯技术和设备的完善袁社交网络和社会媒体技术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息交流平台遥在这种平台上袁人们开始进行跨越几乎所有领域的交流和数据交换遥人们

渐渐意识到对于这种社交媒体分析的重要性遥 通过社交媒体分析可以掌握大量的商业或行业的需求袁反馈产品和

服务的质量袁建议新的产品研发等遥 在社交媒体分析过程中袁人们首先必须了解如何开展数据的收集尧数据范围的

确定尧时间的约定尧结构的选择尧数据的过滤处理等规划和准备遥 本文中袁笔者对社交媒体数据分析袁特别是数据资

源和鉴定做了概述性介绍袁侧重强调社交媒体分析在商业决策中的作用曰扼要地回答了社交媒体分析所需要了解

的知识和信息技术尧完成的目标尧分析计算的技术核心尧以及它们在商业决策中起的作用遥 本文通过 7 个部分对社

交媒体分析中数据资源和鉴定袁以及收集处理技术做了概述遥 本文的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社交媒体分析的技术内

涵袁认识社交媒体分析在商业中的作用曰对于帮助开展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袁实现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的信息挖掘

和决策奠定基础遥
揖关键词铱 社交媒体曰 社交网络曰 数据分析曰 媒体计算曰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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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specially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鄄
vices, social networking and social media technologie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daily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in
which people across almost all areas can operate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data exchanges.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media analysis. Analyzing social media have large commercial or industrial needs, in terms of feedback about
their product qualities and services. It helps to acceler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innovative product. In social
media analysis, people must first know how to carry out data collection, datascope determination, time scale, contract
structure of selection, treatment planning and data preparation. Hereby, we depict social media analysis, partic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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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social media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sources, focusing on the social media analysis roles in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Brief answering the relevant questions in social media analysis, the paper addresses the objectives, technical
core, and its role in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The paper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social media big data enhanced infor鄄
mation extraction and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Keywords: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data; social media networks;data analysis; media computing;big data

一尧社交媒体分析计算介绍

社交平台真正改变了我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

活遥人们渐渐发觉它的社会价值和商业潜力遥借助社交

平台不但增强交流和合作袁促进相互的了解尧信息的交

换以及思想的碰撞袁而且可以推动商业的决策和发展遥
如今包容 B2C 和 B2B 运作机制在内的每个商业渠道

都会发现社交媒体的价值遥 比如当企业发现可以利用

社交网络直接与客户和未来客户进行商业沟通时袁他
们立即想到所从事的商业产品的有效性和投资回报

率遥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袁特别在社会市场的调研

方面袁这种商业市场的信息获取逐渐得到了重视遥 人们

需要掌握一种全方位透彻的社交媒体分析方法袁 从而

提高从社交媒体信息中获取商业机遇的洞察力遥 这不

是一项简单的技能袁 人们往往需要在商业经营中通过

不断实践袁才能理解并面对新的机遇所带来的挑战遥 在

调查和分析大量复杂商业数据时袁 人们不仅需要花费

时间袁 而且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去培养洞察力和创造

思维遥 人们需要通过多年的专门数据的分析袁才能具备

独特的见解遥 人们在考虑问题的高度和广度之外袁还要

积极参加与相关商业的社交媒体活动袁专注相关点袁充
分利用合适的工具展开探索袁 从而预测商业事态发展

趋势袁实施必要的修正和决策遥
本文对社交媒体数据分析作扼要的介绍袁 特别强

调该技术方法在商业决策中的作用遥 主要阐述三个问

题院在商业决策中起什么重要作用袁社交媒体流分析计

能了解什么信息尧完成什么目标袁如何处理和鉴定数据

资源遥 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院 淤社交媒体数据

的来源袁 以及当代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曰于 社

交媒体和获取社交媒体数据的方法曰 盂从社交媒体中

获取的商业价值曰 榆 社交媒体分析的方法和步骤简

介曰虞社交媒体数据收集处理和鉴定遥 本文的目的是

帮助了解社交媒体分析与计算的技术内涵袁 特别强调

社交媒体分析在商业行业的价值遥 其侧重点在于数据

的来源尧收集过程所考虑的事项袁数据的鉴定和准备袁

有助于后期的社交媒体数据分析中的数据模型的建立

和计算实施遥
二尧社交媒体数据的来源尧与传统社会媒体的特征

区别

社交媒体渊Social media冤是社会群体用来分享和交

流各自观点及经验的公共社交网络平台遥 这种平台依

托于信息技术的支撑曰在形式上袁它能够以用多种不同

的媒体形式来表达袁比如文本尧图像尧音乐和视频曰在数

据结构上袁呈现异构型遥 常见的流行社交媒体传播介质

包括了博客尧vlog尧微信尧脸谱尧推特等袁也包括具有类似

功能的网络袁例如百度等遥 社交媒体和传统的社会媒体

的区别在于社交媒体允许社交群体在网络上享有更多

的选择权利尧言论自由权利尧编辑权利袁自集或自散社

群权利遥 在特征上袁传统社会媒体与社交媒体也有别遥
主要反映在淤在传播结构上院虽然都可以向全球传播袁
传统社会媒体多属于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尧 生产尧销
售袁而社交媒体通常扁平化尧无阶层尧依照多元生产或

使用的需求有不同的型态遥于在使用范围上院传统的社

会媒体的所属权属于该媒体的业主 渊政府或私人冤袁而
社交媒体可让社交群体共享袁取值便宜或免费袁主要体

现在网络上的无偿使用遥盂在专业要求方面袁传统社会

媒体的专业门槛较高袁 从事该专业的人员必须得到一

定的学科专业培养和达到一定社会文化素养的层次袁
而社交媒体的专业门槛相对较低袁 只要具备中等智能

素养袁因此便于大众的广泛使用遥 榆在即时程度上袁社
交媒体的制作和传播所需要的时间远远少于传统社会

媒体所需要的时间袁使得社交媒体传播更具有实时性遥
虞在媒体新闻载体的内容灵活性上袁 社交媒体的内容

往往可以随时更改袁而传统社会媒体的内容保持固定尧
人力和物力的消耗也比较大遥

三尧获取社交媒体数据的方法

人们可以在许多社交媒体网站上获取社交媒体的

信息和数据遥 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并不只是给人们提供

信息袁主要是围绕人们感兴趣的方面袁通过这种平台与

倪 军袁等. 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的商业价值渝院 数据资源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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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互动袁进行信息和资源的交换遥 比如袁野博客冶所发

出的内容袁野博客冶上所收集的反馈意见或建议袁或者听

取对特定主题内容感兴趣的用户的反馈信息遥 所以社

交媒体平台不单单是发送能阅读到的信息内容遥 社交

媒体是媒体信息交流的全方位平台遥 随着信息网路技

术的完善袁 社交媒体有跨国际大网络的全局性外部平

台袁也有地区局部性内部群体平台遥 比如在微信上的社

交媒体呈现全球性的特点袁 在这些全球性社交媒体平

台上允许人数不多的小群的存在遥 许多小型社交媒体

可以自组汇集成大的社交媒体平台遥 大平台也可以分

解为若干小平台遥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交媒体是一个

多通道的传播遥 常规的传统媒体或者静态的网页可以

看作是一种单通道的媒体交流袁 只要播放一方停止通

讯袁整个媒体传播结束遥 然而社交媒体却是一个发起者

或组织者与最终用户之间的双向通道的交流遥 社交媒

体用户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平台袁 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

法遥 这种信息交换速度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袁而且当

今这种社交媒体的发展速度按指数性迅速增长遥 这完

全决定了当今的社交媒体分和计算基本上是依托于分

布式计算的系统架构实施袁并且具备野云计算冶和野大数

据冶的应用背景遥
四尧从社交媒体中获取的商业价值

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商业运作中客户对

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遥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从社交媒

体中获取商业价值遥
ComcastCares 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提供娱乐尧信息和

通信服务及产品的公司之一遥 该公司提供有线电视尧宽
带互联网和电话服务遥 ComcastCares 公司利用 Twitter
社交媒体群来考察客户满意度遥 Reisner咱2暂指出袁领导这

家公司的世界著名客户关系权威 Frank Eliason 以及他

的团队早在 2008 年就开始通过 Twitter 社交媒体网袁监
测那些对公司不满意的客户在提及公司时所传播的信

息遥该团队的商业策略是通过 Twitter 网上的信息袁进一

步了解客户的需求袁 主动关注那些表达不满的客户袁
其目的是更好地直接为他们服务遥 这种客户至上的商

业理念不但平息了公司客户之间负面情绪的传播袁而
且给那些沮丧的客户一种更人性化的感觉和服务理

念遥 根据 2011 年公司报告袁当 Eliason 离开公司时袁公
司的客户服务部每天将处理六千多份博客文章和二千

多个 Twitter 信息袁从而使客户反馈时间大大缩短袁直接

带来客户满意度的迅速提高遥 该公司通过对社交媒体

的分析来察觉服务质量问题袁 以便尽快修复提升与客

户之间的关系遥 ComcastCares 公司意识到 Twitter 上所

获取的信息用于公司电话中心的服务咱2暂遥 例如袁美国职

业冰球全国赛后季赛的比赛在 ComcastCares 的体育网

络的播放中断了遥 比赛结束后人们抱怨网络播放的服

务太糟糕遥 事实上袁所有其他网络被雷击而断播遥 公司

的中心在几分钟内找出事故原因袁 并通过利用有效的

电话中心资源里的自动通讯系统袁 直接把暂停消息和

事故原因通知观众袁让观众不必进行电话投诉遥 仅此行

为袁该公司估计节省了一百二十万美元遥 另一个例子袁
考虑新上市的产品遥 营销团队花了数百小时来确定新

产品的最佳传达方案袁公司也花费了上百万的广告费袁
却似乎见效不大咱1暂遥

社交媒体的信息数据不单单是从社交网络上获

取袁获取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遥 从互联网上的新闻尧论
坛尧博客袁微信尧Twitter 或 LinkedIn 网站上的聊天信

息袁 到街上人们的日常交谈都可以获取各种社交媒体

信息袁也可以通过邮件选择客户获取对产品或品牌尧客
户服务的看法遥 当讨论新产品和服务项目时袁也可以获

取不同的信息数据遥 比如袁在初始推出新产品之后袁顾
客对产品的关注量会急剧上升遥 短短几天内社交媒体

中对此产品所表示的兴趣和评论可以超出几千次袁用
户之间关于产品的推荐尧估价尧质量尧款式等话题出现

非常频繁袁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袁关注量急速下降遥
出现这种情况袁可能有几种原因袁比如市场公布的方式

不够显要袁或缺乏与顾客沟通袁但绝不能简单地做出结

论院未来的客户不喜欢市场上所推出的新产品遥 更有可

能市场营销的活动还没有完全与顾客的需求产生共

鸣遥这告诉人们做社交媒体分析和计算的必要性遥这种

分析有助于迅速地发现原始商业计划的缺点袁 以便于

少走歪路袁节省时间和财力咱1-7暂遥
五尧社交媒体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社交媒体分析过程基本上有 3 个步骤院数据鉴别尧
数据分析和获取信息解释遥 我们将逐渐阐述每个步骤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遥 解释的核心在于在每个过程中寻

找推演出来的最大价值点遥 在开展社交媒体分析前必

须建模袁 即提出一个具有相关性需要回答的问题遥 比

如袁人们对某公司商业前景所持的看法遥 在力求分析和

回答问题之前袁 分析师必须持有探索性姿态袁 始终思

考院这些问题与哪些人相关袁事态的现状和未来走势袁
事态发生地点袁何时发生袁怎么发生呢钥 为什么会发生袁

Ni Jun, et al. Business Value Using Social Media Analysis 渊Part I冤: Data Resources and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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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发生等问题遥 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决定采用

适当的数据源进行分析袁 这些问题的确定可能极大地

影响将执行的分析类型遥
六尧社交媒体数据收集处理和鉴定

渝 数据的采集尧过滤和汇总

在社交媒体数据进行深入识别前袁 首先要了解数

据的来源遥 人为数据是转化信息和获取终结知识的原

料遥 数据本身作为一个具体的概念可以被视为最低层

的抽象袁人们可以从数据中提炼信息渊和知识冤遥 未处理

的数据是指数字尧字符和短语渊博客尧微博袁微信等冤的
集合遥 这些数据一般是随机的遥

由于数据本身并无意义袁只有对其进行处理解释袁
这些数据才传达出某种信息袁使其变得有价值遥 这就是

数据到信息的提炼过程遥 人们可以按下面 5 个层次来

揭示该过程遥
嘈杂渊原始冤数据院最底层的关于商业新产品渊新服

务项目冤尧相关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市场方面的对

话袁这些对话数据含有许多非专业尧混杂的数据遥
过滤数据院 次层的经过一定处理的有关于商业新

产品渊新服务项目冤尧相关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市

场方面的数据遥
信息院经过分析提炼出来的遥 比如对产品在公告或

推广宣传过程中达到顶峰的结果袁 或者推广销售结束

之后不久客户反馈急剧减弱的结果遥
知识院 是由我们自己营销信息所生成的关于市场

谈话的总体结论遥 知识并非是那些挑选并采纳的一般

市场信息袁而是这些信息的提炼和精辟总结遥
智慧院 智慧是高等生物所具有的基于神经器官的

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渊包含院感知尧知识尧记忆尧理解尧联
想尧情感尧逻辑尧辨别尧计算尧分析尧判断尧文化尧中庸尧包
容尧决定等冤遥 智慧让人可以深刻地理解人尧事尧物尧社

会尧宇宙尧现状尧过去尧将来袁拥有思考尧分析尧探求真理

的能力遥 智慧用于做出商业成功的决策遥 比如袁通过第

一轮市场营销活动的反馈袁 团队觉得这个品牌的产品

在商业价值上不够完善袁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考虑袁应
当给予终端销售或甚至建议停止产品的生产遥 这 5 个

层次的结构可以用以下图来描绘遥
任何社交媒体调查的关键在于所搜索的数据范

围袁以及哪些是感兴趣的问题遥 这就是关于社交媒体数

据正确识别的问题遥 换句话说袁在大量的社交媒体数据

空间中如何寻找我们需要的数据遥 一般我们可以采纳

一下三个步骤院淤收集相关题目的所有数据曰于过滤

掉不感兴趣的内容曰盂重组数据袁 构建有一定意义的

信息命题遥 在过滤的过程中袁我们所需要考虑的是写或

表达这些数据内容的人物对象尧 在何种地点和环境下

所表达的数据内容尧 在何一时间段或时间范围所需要

的数据内容等遥
渔 数据的特征尧类别和描绘数据的结构性

在数据收集尧过滤和汇总过程中或之后袁人们开始

考虑数据的特征属性咱9-17暂遥 这一数据处理过程是在数据

存储和管理分配中必须开展的重要步骤袁 也是社交媒

体数据分析前的一个重要环节遥 此类数据具有以下几

种特征属性院数据的非结构化特征渊Unstructured data冤曰
文字语言特征渊Language冤曰区域或地区特征渊Region冤曰
内容表达形式特征 渊Type of Content冤曰 时间范围特征

渊Time冤曰数据所属权渊Ownership冤遥
一般来说袁 结构数据被认为是可以放置在一个数

据记录和文件渊File冤中的固定数据格式域渊Field冤袁诸如

表格中的某一个列数据遥 这些事先规定的特定数据本

身具有不同的类型数据遥 结构数据往往可以用特定的

数值类型渊数字袁字符袁符号等冤来表示袁这些结构数据

的结果可在预测的范围内袁 而且可以采用关系数据库

渊Relational database冤来储存遥
非结构性数据的结果一般非预测性的遥 可以得到

完全超出预料的范围遥 比如开放性问题的答案可以得

到任何一个词汇袁一个句子袁或一段语言袁其内容没有

特定范围和界限遥 这类非结构数据一般无法用关系数

据库来储存和管理遥 数据中所含有的非结构数据内容

越多袁非结构性成分越大袁数据就越呈现非结构性遥 还

有一种非结构数据是图像尧声音尧视频等多媒体数据遥
关于此类非结构数据袁在社交媒体中的分析和计算袁还
处于初始阶段的研发和探索袁没有更多的实质性进展遥图 员 从数据到智慧提炼发展的金字塔结构示意图咱1暂

价值的升值走向
智慧

知识

信息

过滤数据

嘈杂渊原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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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 对此类非结构数据的处理

将会有新的突破和广泛应用遥
不同的数据信息提供者渊用户们冤可能采用不同的

文字语言袁在当前的全球国际化进程中袁人们开始采用

多种语言渊比如常见的中英文冤混合使用袁来表达观点

和情感遥 即便用同一种文字语言袁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不

同的表达方式和情感描绘习惯遥 这就需要相应的文字

字典和习惯用语词汇来分析不同的社交媒体中的文字

性非结构数据遥 同时袁人们还面临着传统语言表达和现

代时尚语言表达的共兼遥 真正意义上对文字表达的分

析袁不但需要传统的正规语句分析袁还要包含对网路技

术词汇和所有流行词汇的理解和掌握遥
数据的地区性和区域性有时会显出其特点遥 除了

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袁比如商业的服务项目尧产品的销售

价位尧货源和物流的机制均有所不同外袁在不同的地区

所获取的数据类型也可能有差异袁 比如某些地区的反

馈采用计算机网上交流袁 而另些地区当却采用移动手

机袁在输入文字过程中袁手机输入相对比较简练袁同时

采用简化甚至速写的方式遥 这些都会给数据分析带来

不同的技术挑战遥
在表达观点和情感时袁 所涉及到的数据类型有不

同的种类袁 在处理这些数据类型时采用的技术各有千

秋遥 而且每种数据类型的处理和分析都会带来技术上

的挑战遥 对于数值渊整型尧浮点等冤数据进行并行计算处

理以便于加速运算效率遥 对于文字类字符串的处理也

有不同的方法袁当了解文字的语言表达方式之后袁对每

个文字尧词汇和词组袁语句语感袁语态和语义都必须进

行详细的查询尧归类和分析遥 对于图像尧声频渊语音尧语
调尧声音尧音乐等冤尧视频等多媒体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

尤其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手段遥 由于这些数据的

容量巨大袁 人们必须采用大数据对其进行分布式文本

渊Distributed File冤计算和高性能计算渊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冤遥这两种计算技术的融合构建了大数据的技

术核心遥 尽管我们在此文中只涉及到文字数据的处理

和分析袁 多媒体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技术也是另一个同

等重要的技术领域遥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多媒体数据的处

理也可以分解为类似序列数据和文字数据的处理思

路袁只是把每一张图片转化为二维矩阵数据袁把每一个

声频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和单维数值序列袁 把每个视

频转化为多帧的图像序列或三维矩阵数据集遥
从局部地区或范围的社交媒体数据分析来看袁不

同环境下所给出的数据会有不同的效果遥 比如上班族

和退休群体在不同的时段和场景下所提供的媒体数据

会根据输入者的环境和心情有所不同遥 这就需要我们

数据工作人员关注数据的来源袁 提供者的心理状态和

所承受的环境影响遥
在收集数据时袁必须考虑时间的范围遥 这种时间范

围的确定与传统统计学中的时间域取值范围有所区

别遥 统计学的时间范围可以按统计的目标和兴趣来确

定袁 而社交媒体数据的时间概念更关注其数据的实时

性遥 比如只收集过去一年尧一月尧一周或者当日的数据袁
这些数据必须有效反映当前的动态遥 数据往往是实时

表 1 社交媒体数据结构咱1暂

问题 1
渊4种答案选择冤

问题 1
渊3种答案选择冤

同意程度

渊尺度性选择袁1-6冤
开放性问题

渊个人主观意见或提议冤

反馈数据 1
渊用户 1冤 1 1 2 不打算回答

反馈数据 2
渊用户 2冤 2 3 6 肯定贵公司的服务质量

反馈数据 3
渊用户 3冤 4 2 4 希望提高市场宣传的力度

反馈数据 4
渊用户 4冤 1 1 4 你们公司产品的用户使用书不清楚

噎 噎 噎 噎 噎
反馈数据 M
渊用户 M冤 3 3 5 希望得到贵公司的更多的产品信息

Ni Jun, et al. Business Value Using Social Media Analysis 渊Part I冤: Data Resources and Identification

24窑 窑



2016 年第 4 期

性数据袁数据源在不断的流进所分析的数据域中袁这就

需要人们在处理社交媒体数据时袁 关注并采纳数据流

渊Data Streaming冤技术遥 这也反映出其大数据的实时性

特征遥
从这个角度出发袁 社交媒体的数据可以分为静态

数据和动态数据遥 在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前已产生的

并保持不变的数据可以被认为是静态数据遥 而如果在

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袁 数据还在连续不断地产生或

变动袁这样的数据是动态数据遥 具有实时的动态数据被

称为实时性数据遥 真正实时性数据是一种理想状态的

抽象概念袁理论的实时和实际有差异袁这种实际性的实

时数据袁严格来说是一种野近实时冶渊Near Real Time冤遥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所处理的实时性数据一般是指这种

近实时数据袁 而实时性的度量一般根据具体的应用时

间尺度来确定遥
在数据的权限方面袁 人们可以把社交媒体数据分

为内部渊某一企业尧事业尧行业或政府等特定单位机构

范围内冤数据和外部数据渊公众数据冤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即便是公众数据也不能随意使用袁应该遵守所在国家尧
地区和数据管理机构的政策规范和法律规定遥 对于内

部的数据必须严格保护个人隐私权尧 这些个人数据的

权限和权益以及所属权遥
基于以上的考虑袁人们可以开始收集大量的数据遥

收集数据的过程如同捕鱼撒网袁网越大袁捕到鱼的可能

性也就越大袁但消耗也越大遥 捕鱼的种类和大小与鱼网

网格大小和撒网的方式有关袁同样袁价值数据的获取量

和数据采集的范围有关遥一般有三种方式遥第一种是小

范围索取袁确保数据的相关性遥 第二种是大范围索取袁
确保数据的充足袁但需要一种过滤数据过程袁以排除参

杂不相关的数据咱18尧19暂遥 还有一种左右兼顾的折中方法袁
是先进行大范围索取数据袁 在执行并获取初步分析计

算结果之后袁修正数据筛选条件袁再进行第二次数据索

取工作遥
隅 社交媒体数据提供者的背景分析

当获取所感兴趣的社交媒体数据之后袁 人们一般

对于数据提供者的背景进行必要的分析和归类咱20-30暂遥了
解数据提供者的背景有助于确定分析项目的目标的完

成遥 比如在处理和分析大众顾客或用户对某公司产品

的正反面评价的数据中袁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顾客用户

是哪种类型的人群袁他们的背景袁他们购买产品或感受

公司服务的目的意图遥 对这些人群的背景和意图了解

有助于数据的分析和建模遥 人们一般可以从一下几个

角度思考这些问题遥
1. 职业背景院公司内部的评语袁员工职业渊设计尧生

产尧销售尧服务尧维修等部门职业员工冤袁特聘顾问专家

的评语和建议袁决策机构的评语袁公司外部的顾客和服

务对象的职业范围 渊可以看出哪些群体对此类产品感

兴趣冤等遥
2. 情感分析院 针对不同的社交媒体数据信息提炼

和挖掘的目标袁 人们可以从情感的角度给予思考和分

析遥 可以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在野正面冶渊positive冤评价和

野负面冶渊negative冤批评两大种袁当然也有折中的袁温和

渊neutral冤评语遥一般来说当一个数据分析项目的目标是

获取某一新产品的支持度袁 虽然人们会主观地去强调

正面评价的结果袁 但是人们更需要去关注和分析对于

该产品的反面性批评和意见袁 只有这些负面的批评才

能推动建设性的改进和更新遥 我们也可以设计一种评

估比较法袁基于人们情感的分析袁将对产品的评价通过

一种尺度打分的方式进行比较遥 这样就把正负和折中

的不同意见考虑进去了遥 在对于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

的比较过程中袁情感的因素可以不予考虑遥 在某些特定

场合下袁我们也可以考虑特殊群体的反馈意见和看法袁
这样会避免数据的复杂性袁减少分析计算量遥

3. 年龄和性别分析院 不同的年龄和性别对社会事

务的看法和行为是有区别的遥 这种看法和行为与每个

人的成长背景尧生活状况尧经济来源尧政治地位尧宗教观

念尧生活理念尧生理与健康现状等因素有关遥 因此除了

要掌握数据评语提供者的职业背景外袁 在社交媒体数

据分析中袁人们往往要对年龄段和性别进行分析遥 根据

网络社交媒体调查咱18暂袁大约 74%的网络用户会涉及社

交媒体遥 其中在 18耀29 岁年龄段里的 82%网络用户会

涉及到社交媒体袁 在 30耀49 岁年龄段里的 89%网络用

户会涉及到社交媒体袁 在 50耀64 岁年龄段里的 65%网

络用户会涉及到社交媒体袁即便在 65 岁以上的用户中

也有 49%使用社交媒体遥 另外一份报告指出袁社交媒体

用户中 71%的数据来自移动设备袁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袁
妇女是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群体遥 从以下的社会调查

数据中可以看出社交媒体的用户统计比重遥
注意院 这些数据的横向叠加不等于 100%渊用户比

重之和不等于 100%冤遥对于 Facebook 的用户而言袁76%
的女性用户是指在 100 个公众随机抽样调查女性对象

中有 76 位被调查者用过 Facebook 社交媒体网站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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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没有用 Facebook遥 而不是在 100 位 Facebook 用户中

调查 76%是女性袁66%是男性遥 这就是为什么 66%+
76%不等于 100%的原因遥 同样这些数据的纵向叠加也

不等于 100%遥 因为每一位用户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的社

交媒体网路服务袁或者使用其他服务袁或者从来不用社

交媒体网络遥
表中的数据给人们带了许多信息遥 比如袁在社交网

络中袁Facebook 用户占主导地位遥 不管哪个年龄段都比

较喜欢用 Facebook遥 年轻的用户都比较喜欢用 Face鄄
book遥 在 LinkedIn 职业社交网络上袁中年年段开始步入

中高层岗位袁对于职业的要求高袁往往通过 LinkedIn 加

强职业的信息量和寻找更高更好的职位的需求明显遥
这些基本数据信息同样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启发遥 可

以利用这些社交媒体服务网络来宣传政策尧控制舆论袁
传播新闻尧商业广告尧产品信息袁进行商品销售袁反馈产

品客户尧 收集服务改进建议尧 社会对事务事件的看法

等遥 比如根据类似的调查袁可以决定在哪个社交媒体网

络释放或收集关于退休或养老健康方面的政策和消

息袁从以上图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袁采用 Facebook 更为

合适袁因为高年龄的用户不偏向于用 Facebook遥
4. 有地位威望用户与普通用户之间的权衡

在线上有大量名人的演说和研讨袁 这些内容会增

加某一社交媒体的知名度袁被称为野数字足迹冶遥 那些知

名人物出现在该社交媒体的特点是这些人在世界上或

他们所在的社会团体或势力范围内具有特殊的优势或

知名度袁 他们对他人有着一定或者更大的影响力遥 例

如袁一个国家领导或世界领袖给出关于国际事务尧社会

现象或经济的问题的评述袁该评论通常被新闻界广播袁
成为当晚的新闻话题袁 这些领导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

内可以对数以百万人产生影响遥 而个别人的评述袁只会

影响周围的朋友同事和家人袁 他的社交评论的影响力

就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了遥 那些被认为具有高度社交媒

体影响力的人往往会发布一些高质量的文章或博客遥
普通用户往往会跟随他们所说的思路重复他们的观

点遥 那些杰出的人士也会在线对业务进行讨论并发表

具有商业价值的评论或预测遥 反过来袁这些人作为有价

值贡献者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普通用户的赞同和支持得

到进一步提高遥
在社交媒体中袁如何充分利用知名人物价值袁但不

失去社交群体中的量值分析袁 这是对量化和度量分析

的技术挑战之一遥 有许多这方面的探索和讨论袁各行业

内也有许多处理工具和办法来测量这种影响度遥 为此

人们可以采用一些假设和简单的权衡公式遥 在处理过

程中袁人们可以作以下假设院淤有影响力的人的评语尧
意见尧 建议往往会被重复使用曰于有影响力的人后面

总有很多跟随者遥 基于这些假设袁我们定义了一个简单

的度量称为野达到冶遥 这个度量可以用来量化某人所传

出的信息的扩散范围遥 野达到冶可以表达为一个人所讲

事情数量与其他人所获取 渊听到冤 该信息的次数之乘

积遥 虽然这个度量概念还不够完善袁但它可以用来描绘

某个人的信息传播的广度遥 一个人的野达到冶值大是指

他或她发出的信息量大袁 观众也多袁 自然影响力也就

大遥 他的传播范围宽袁吸引读者广遥 野达到冶值的具体计

算可参考咱1暂遥
在商业运作中袁 人们利用有影响力高的人来有效

地大力推广关键营销信息遥 通过具有影响的知名行业

分析师不断谈论金融机构安全问题袁 会影响各个银行

机构对安全问题的重视遥 此外袁如果我们遵循这位分析

师袁像这位分析师一样袁其他人员就会积极参与社交群

体遥 假设 IBM 收购一家专门从事银行欺诈检测公司袁
IBM 的营销团队把这一消息传播到该分析师所在的部

门遥 如果分析师认为这消息非常好袁他会选择野喜欢冶或

表 2 2014 年美国社交媒体用户比重分布咱18暂

主要社交

媒体网站

男性比重

渊%冤
女性比重

渊%冤
18-29年龄段

渊%冤
30-49年龄段

渊%冤
50-64年龄段

渊%冤
65年龄段

渊%冤

Facebook 66 76 84 79 60 45
Twitter 17 18 31 19 9 5

Instagram 16 20 37 18 6 1
Pinterest 8 33 27 24 14 9
LinkedIn 24 19 15 27 24 13

Ni Jun, et al. Business Value Using Social Media Analysis 渊Part I冤: Data Resources and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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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分享冶袁他的大量追随者也都会收到这个消息遥 这就是

社交群体的影响力对公司运作的作用遥
七尧结论

在社交媒体分析过程袁当完成社交媒体数据收集

工作之后袁必须对数据进行识别尧数据分析袁以及着重

数据的信息解释遥 在这里我们主要概述了社交媒体数

据收集处理和鉴定过程袁关于数据信息解释和具体计

算方法将在后期刊物上继续阐述遥 数据收集处理和鉴

定过程主要包括数据的采集尧过滤和汇总袁数据的特

征尧类别和数据结构的辨别和分类袁以及数据提供者

的背景分析渊职业袁情感袁年龄和地位的平衡冤遥 这些分

析的基础工作为后期的数据分析中所用的数据模型

渊包括信息挖掘建模袁数据结构模型等冤提供必要的基

础遥 为后期的数据解释和商业决策信息的可靠性提供

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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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atus of cloud computing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the safety of
cloud computing. The current cloud computing has three service levels: IaaS, PaaS and SaaS. These cloud computing
service modesprompt developers to consider and design corresponding security protection, methods and technical means.
Cloud computing a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network services must provide high secure data services as a prerequisite.
There still lacks high performed cloud comput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measure and system which needs to be accom鄄
p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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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络技术日益成熟以及 Internet 在各个

领域的广泛应用袁新的运行模式必将取代传统模式遥 新

兴的网络资源的使用与交付模式成为新的网络技术的

热点遥 这是 Internet 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必然结果遥 正如

当年 Web 技术的出现是基于满足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方

便交流尧更好沟通的需求一样袁云计算的出现也是互联

网应用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遥 这种新的计算形式被看

成是继个人计算机出现尧IT 信息化之后的第三次信息

浪潮袁在云计算模式中袁信息安全是必须解决的首要的

问题遥 未来网络服务的方向必然是以提供安全的数据

服务作为前提的袁没有云计算中的信息安全袁就没有云

计算的未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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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计算概念的提出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纷纷转型

云计算提供商袁人们对云计算从陌生到逐渐接受袁再到

体会云计算的诸多优势袁几成确定的趋势袁但由于云计

算出现和云落地袁对应的安全标准并未跟上袁对于云计

算安全的疑虑袁限制了人们对于云计算的热情遥
1 云计算

云计算这种新的计算形式带来了 Internet 应用模

式的革命性的变化袁 近些年来发展极为迅速袁 成为了

Internet 发展的新方向遥
1.1 关于云计算

进入二十一世纪袁Internet 的骨干网络结构已经分

布于全球并且稳定运行几十年了袁 而运行其上的服务

器以及终端用户计算机已经达数万亿袁 这无疑是一个

庞大的尧既独立又相互依存的资源群体袁如何更好利用

Internet 这个资源是 Internet 未来发展的新课题遥 IDC
渊Internet Data Center冤报告表明袁全球的大部分企业 IT
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只有 35%袁Google 的数据表明其绝

大部分服务器的利用率在 10%耀50%之间袁这些数据说

明 Internet 资源只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有限利用袁与各

Internet 用户的投入相比袁显然是一个资源的浪费遥 所

以当 2006 年袁Google 首席执行官埃里克窑施密特渊Eric
Schmidt冤提出野云计算冶渊Cloud Computing冤的概念时袁即
得到业界人士广泛的支持遥 那么袁云计算是什么钥 目前

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云计算可以作为 Internet 一种新的

服务模式袁在 Internet 的未来应用中袁它可以将 Internet
上的计算机资源包括硬件和系统软件作为服务提供袁
通过按需付费渊pay-as-you-go冤的方式袁满足用户不同

的需求遥 在云计算的模式下袁可以通过虚拟化技术袁对
网络云中资源的整合袁实现按需资源分配遥 这样可以大

大减少 Internet 基础设施资源的闲置率袁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袁同时降低用户的设备投入和使用成本遥 作为云计

算的用户袁 使用计算机不需要预先购买昂贵的计算机

系统或是软件袁 直接可以购买云计算的服务遥 可以看

到袁 云计算使得用户低成本使用网络提供的服务成为

可能袁所以云计算在近几年发展得非常迅速袁计算机开

发商尧运营商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研发云计算项目袁
如亚马逊 Amazon AWS袁谷歌 Google 云计算渊GAE冤袁微
软 Azure 和 IBM Blue Cloud袁而且国家和地方也相继投

入了若干云计算规划遥 随着制约云计算发展的因素得

到妥善解决袁 云计算必然成为未来 Internet 应用的模

式遥 恰如人们需要的是电力袁而不是电力设备袁人们需

要使用电脑及网络资源袁 但并不需要电脑及网络设备

一样袁云计算在未来的发展有很大潜力遥
1.2 云计算服务

在云计算的模式下袁云中的资源包括硬件尧软件

和服务遥 野云冶中的资源在使用者看来是可以无限扩展

的袁并且可以随时获取袁按需使用袁随时扩展袁按使用

付费遥 因此袁野云冶是一个计算资源池袁通常为一些大型

服务器集群袁包括计算服务器尧存储服务器尧应用软件

服务器等等遥 根据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渊Na鄄
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袁NIST冤的权

威定义袁 云计算的服务模式可以分为 SaaS尧PaaS 和 I鄄
aaS 这三个层次遥 PaaS 和 IaaS 可以直接通过 SOA/
Web Services 向平台用户提供服务袁 也可以作为 SaaS
模式的支撑平台间接向最终用户服务遥 云计算的服务

层次如图 1 所示遥

1.2.1 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以服务的形式提供虚拟硬件资源袁如虚拟主机尧内

存尧硬盘尧网络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等资源遥 用户能够

部署和运行任意软件袁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遥 用户

无需管理或控制任何云计算基础设施袁 但可以选择操

作系统尧存储空间等遥 在云计算时代袁提供给用户一种

只用不买的互联网使用模式袁 互联网用户可以将重心

集中在搭建自己的操作系统尧应用系统上袁服务提供商

可以为用户提供服务器尧硬盘和网络设备袁以及互联网

络尧硬件平台的运营维护服务遥 这对于互联网用户来说

可以节省前期的投入以及日常运维的成本袁目前国内

外有数十家的 IaaS 的服务提供商袁 譬如 Amazon, Mi鄄
crosoft 等大计算机公司遥
1.2.2 平台即服务渊Platform as a Service冤

云计算时代袁 相应的服务器平台或者开发环境作

为服务进行提供袁提供应用服务引擎袁如互联网应用编

程接口尧运行平台等袁或者说将软件研发的平台作为一

Yu Fengxia袁 et al. Security Risks of Cloud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 Security

图 1 三个层次的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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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服务袁提供给用户遥 互联网用户可以在平台上快速开

发自己所需要的应用和产品遥 PaaS 作为一个完整的开

发服务袁提供了从开发工具尧中间件袁到数据库软件等

开发者构建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开发平台的功能袁能
够提供企业进行定制化研发的中间件平台袁 同时涵盖

数据库和应用服务器等袁 提供数据库服务袁 网络服务

等遥 PaaS 可以提高在 Web 平台上利用的资源数量遥 例

如袁可通过远程 Web 服务使用数据即服务袁还可以使用

可视化的 API遥
1.2.3 软件即服务渊Software as a Service冤

云计算最上层的服务袁 即是通过网络访问远程服

务器上的应用遥 用户或企业通过 Internet 浏览器使用服

务遥 SaaS 的服务商可以提供完整的可直接使用的应用

程序遥 对于用户或企业来说袁这是单纯的互联网服务袁
基本没有再开发的需求遥 互联网上的大多数应用软件尧
应用程序袁企业或私有用户完全没有必要购买下来袁有
的应用程序的利用率很低袁 像使用电话要交电话费一

样袁用的时候交应用程序使用费遥 相较于购买形形色色

的应用软件而言袁这样的成本非常低袁所以 SaaS 的服

务方式广受欢迎遥
云计算所提供的三个层次的服务袁 对用户来说只

是租用的对象不同袁租用对象可以是虚拟服务器袁或者

应用服务引擎袁或者是软件遥 野云计算冶服务将所有互联

网计算资源集中起来袁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遥 野云冶中的

资源在使用者看来是可以无限扩展的袁 并且可以随时

获取袁按需使用袁随时扩展袁按使用付费遥 云计算这种互

联网服务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遥
1.3 云计算安全对云计算发展的影响

美国作家尼古拉斯窑卡尔渊Nicholas G. Carr冤在其书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中描绘了云计算的应用前景袁 未来人们对于云

计算的使用如同从电厂获得电力一样袁 这样的预言与

现实有多大的差距钥
阻碍云计算推广的首要问题是云计算的安全问

题遥 当云计算用户把其公司的数据交给云计算服务提

供商时袁 公司的信息包括公司不希望公开的部分甚至

是机密都将委托于云计算的服务商袁 数据和信息都是

公司巨大的财富袁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生存尧发展袁能否

得到必要的安全保护是公司最关心的问题遥 因此袁云计

算的信息安全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袁 将使云

计算的用户以及潜在的用户望而却步遥

2 云计算的信息安全风险分析

云计算为 IT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曰大大降低

了用户的支出成本袁具有广阔发展前景遥 但云计算在可

靠性和数据安全方面的潜在风险也使得人们在期待云

计算时也有着深深的担忧遥 当用户在获得云计算服务

时袁不可避免要将用户数据尧各种信息交给云计算服务

提供商袁 也必然涉及用户的核心数据等机密信息遥 因

此袁云计算用户的信息安全尧隐私安全尧以及所租用服

务的安全袁 甚至云计算系统的安全等成为了云计算推

广与应用必须解决的问题遥
2.1 云计算服务的安全风险

云计算的出现为可能的用户提供了低成本投入

即可获得可扩展的尧根据需要提供的计算服务袁为用户

带来极大便利和应用前景的同时袁 也存在巨大的安全

风险遥
2.1.1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可靠性风险

云计算服务系统可靠性是云计算安全最重要的保

证袁 云计算服务质量依赖于云计算数据中心服务器或

主机的可靠运行遥 再高端的服务提供也必须建立在云

计算数据中心的稳定运行的前提下袁 过去几年里由于

系统故障而造成云计算数据中心大面积宕机的事件时

有发生袁这样的事件严重拷问着云计算的安全遥
譬如袁2011 年 4 月袁 由于亚马逊 EC渊ElasticCom鄄

puteCloud冤2 系统设计存在漏洞和设计缺陷袁 造成其云

数据中心服务器大面积宕机袁使得包括回答服务 Quo鄄
ra尧新 闻 服 务 Reddit尧Hootsuite 和 位 置 跟 踪 服 务

FourSquare 在内的一些网站受到了影响遥
此外袁2012 年 10 月 22 日袁由于亚马逊北弗尼吉亚

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的老化袁 造成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渊Amazon Web Services冤中断袁影响了弹性魔豆服

务袁其后弹性魔豆服务渊AWS Elastic Beanstalk冤的控制

台袁关系数据库服务尧弹性缓存尧弹性计算云 EC2 以及

云搜索等无一幸免遥
2012 年 2 月 28 日微软发生 Windows Azure 事故袁

由于野闰年 bug冶导致微软 Azure 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

服务中断袁中断时间超过 24 小时遥 2012 年 7 月 26 日袁
由于错误配置了网络设备导致了西欧区域的服务网络

中断袁Azure 再次故障袁导致西欧用户受影响遥 此次中断

持续 2.5 小时遥
仅 2012 年袁微软尧亚马逊尧Google 和 Dropbox 四大

云计算服务商就发生 5 次因系统故障导致的服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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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袁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可靠性直接影响了云计算服

务安全性遥
2.1.2 云计算数据的安全性风险

当云计算用户的数据迁移到云中以后袁传统 IT 模

式的数据保密或信息安全方法如法律关于隐私的规定

等就不再适用了遥 对于云计算用户袁将数据交由云计算

服务商进行托管袁 此时云计算服务商就可以查看或访

问用户数据袁但对于云计算用户来说袁即使是云计算服

务商对云计算用户数据进行了监控等操作袁 也难以拿

到服务提供商访问隐私数据的证据袁 无法对云计算服

务商的行为进行约束袁 这就大大增强了用户数据泄漏

的可能性遥 如 2011 年 3 月袁Google 邮箱曾爆发大规模

的用户数据泄漏事件袁大约有 15 万 Gmail 用户发现自

己的所有邮件和聊天记录被删除袁 部分用户发现自己

的账户被重置遥由于此次事件袁Gmail 的用户大受影响遥
在云计算模式袁 由于云计算服务商具有数据的

优先访问权袁因此如果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发现可用

的私密信息袁云计算用户很难发现袁也很难进行追查

取证遥
此外袁 黑客的攻击也是云计算信息安全的一大威

胁袁云计算用户使用云计算服务时袁数据集中到云中袁
这样更方便黑客集中攻击了遥 如 2011 年 4 月袁索尼旗

下 Playstation 网站遭黑客入侵袁黑客侵入索尼公司位于

美国的数据服务器袁窃取了索尼 PS3 和音乐尧动画云服

务网络 Qriocity 用户登录的个人信息袁受影响用户多达

7700 万人袁涉及 57 个国家和地区遥
2.2 云计算用户的安全风险

当云计算服务用户使用云计算服务时袁 只需通过

一个服务入口进入云中袁分享云计算提供的各种服务袁
或者将数据移交云计算数据中心袁 或者访问云计算处

理中心的数据袁或者进行其它的云操作遥 这与传统的一

户一机的模式完全不同袁而是多租户与云的运行模式袁
安全的物理边界消失袁 云计算用户个体的访问认证信

息在共享物理资源环境下显得更为重要了遥 如果用户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袁所使用的登录口令易于破解的话袁
或者未注意严格使用身份认证机制袁 则很容易被黑客

利用袁成为云中数据的安全短板遥 因此袁最终数据的安

全与否很大程度还是掌握在用户手中遥
2.3 云计算安全管理漏洞

与高度重视安全技术相比袁 人们在安全管理上却

缺乏足够的重视遥 对于云计算袁大规模数据聚集在云计

算服务端袁如果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袁就不能实现有效

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袁无法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威胁袁引
发的安全问题可能将会非常惊人遥

2011 年 4 月袁 日本索尼公司发生用户信息泄露事

件袁 约有超过 1 亿个索尼娱乐服务的客户资料和 1200
万个没有加密的信用卡号码被泄露遥 在索尼发现遭遇

入侵后的半个月时间里袁 索尼又接连遭遇黑客入侵却

束手无策袁 只能听从恶意攻击者随意入侵其云端服务

器袁窃取各类用户数据信息遥
2011 年 12 月袁知名程序员网站 CSDN 被爆 600 万

用户的账户密码泄密袁 黑客在网上公开了 CSDN 网站

的用户数据库袁 由于大部分用户在多个网站注册时采

用了相同账号袁百合网尧人人网等多家知名网站先后被

卷入泄密风波遥
在众多泄密事件的背后袁 黑客攻击是其中一部分

原因袁 而大部分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公司内部管理缺乏

有效的制度和制约机制袁相关人员监守自盗造成的遥 在

云计算应用中袁多用户共享数据池尧资源池如服务器尧
存储设备袁共同面对一个或多个云计算服务体系袁如果

在安全管理上没有足够的重视的话袁 数据泄露的后果

更是无法估量的遥
3 基于安全的云计算

由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是云计算服务袁而
非传统的服务器尧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等资源遥 云计算用

户购买云计算的服务袁需要多少资源就可以直接购买袁
网络基础设施尧网络平台尧网络软件等等都是独立于用

户的袁虽然用户并不拥有云计算中的资源袁但却可以自

如的使用云计算中的资源袁 云计算改变了网络资源的

分享模式袁但是也因此带来了信息安全的更大挑战遥
云计算安全与传统领域的计算机安全性以及计

算机网络安全性相比袁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遥 传统的信

息安全是在计算机应用尧 互联网应用如网络银行尧电
子商务尧 网络交易等应用运行中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尧
完整性尧保密性尧不可抵赖性袁经常采用的方法是用户

密码尧身份认证尧数据加密和防火墙等安全技术遥 这在

云计算环境下并不完全适用遥 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首先

应该保证的是服务安全袁正如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可以

为用户以 IaaS尧PaaS 和 SaaS 三个不同的层次提供云

计算服务袁云计算也必须在不同层次提供安全的云计

算袁这样才能使得云计算的资源可以为云计算的用户

放心使用袁图 圆 为云计算提供不同层次服务的安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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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覆盖区遥
3.1 基于 IaaS 的安全

基于 IaaS 的云计算服务袁 在云计算服务中最低一

层袁用户以及企业接受的是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袁为用

户提供的是服务器以及存储设备等袁 基本上就是网络

中的硬件平台遥因此袁基于 IaaS 的安全袁涉及诸多因素遥
3.1.1 云中基础架构的安全

云计算的 IaaS 服务商提供云中服务器袁 以及硬盘

等服务袁因此袁设备的安全尧可靠尧稳定是最基本的要

求遥 当服务商在部署用户群的基础架构时袁同时做好虚

拟服务器以及硬盘的镜像袁 采用安全的技术手段保持

镜像与运作系统的一致性袁 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云计算

基础架构的可靠性袁在遇到突发宕机等事件时袁对用户

的数据袁信息做到最大可能的保护遥
3.1.2 操作系统的安全

安全的操作系统是整个云计算信息系统安全的关

键所在遥 在云计算基础架构中袁操作系统作为虚拟化的

基石袁承载着大量重要的数据信息袁也是调度计算尧存
储资源尧处理业务以及对外服务的重要平台袁其安全性

问题尤为重要遥 因此袁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对于云计算信

息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遥 可以说袁
没有安全操作系统的保障袁 就没有云计算基础架构平

台的安全性袁也就不可能在云应用上实现真正的安全遥
传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使用的方法在云计算中

也可以使用袁譬如用户身份管理尧角色和权限管理尧网
络行为管控以及用户信息管理等袁 都是必不可少的安

全策略遥
3.1.3 共享基础设施的安全

云中的基础设施如 CPU尧存储器以及硬盘资源等袁
对于该系统的使用者而言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袁 更多的

是共享袁所以当网络攻击者得手袁则意味着全部服务器

资源都向攻击者敞开了大门袁类似 hypervisor 这样的软

件中间件的使用袁也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危险遥
共享基础设施中数据的安全隔离是很重要的云计

算安全策略遥 对于使用同一云中基础架构的用户群来

说袁数据安全是使用云平台的最基本的要求袁服务商提

供有效的可监管的分区或隔离策略袁 保证用户的系统

及数据安全遥 即便当某用户的系统被攻陷的情况下袁其
他用户的数据能够不被泄露或受到牵连遥 应用在云计

算中的安全隔离技术应该与应用需求同步增长甚至先

于应用需求的发展袁 才能保证云计算用户群的私有数

据尧公有数据以及共享区域的安全使用遥
3.1.4 用户数据的安全

认证和授权使用在云计算中仍然被认为是有效的

安全手段遥 无论是用户身份的认证还是数据访问的认

证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袁 由于云计算应用中共享

部分相对于传统计算机模式会增加很多袁 所以确定合

法访问者身份对于云计算中的用户本身以及共用用户

都是必要的一步袁 数据访问的认证保证了数据的完整

性袁在云计算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遥 服务商对于云计算用

户安全尧数据安全必须有有效的安全监控手段遥
数据加密或是信息加密在云计算中仍是一个很好

的安全措施遥 对于共用基础设施的用户群来说袁也许某

几个用户的数据就存储在同一硬盘上袁 其中一个用户

的系统被攻击者攻击袁 那其他用户的数据以及信息就

非常危险了袁 如果在云计算中的数据用所属用户的持

有密钥加密袁每个用户的数据需要不同的方法解密袁这
样即使有用户被黑客攻击成功袁 被攻击用户的数据不

至于泄密袁其他用户的数据也是安全的遥 这在云计算中

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策略遥
当然袁 基于 IaaS 的云计算安全不止上述的几个方

面袁云计算应用还会不断出现安全缺陷袁有待于云计算

安全的进一步完善遥
3.2 基于 PaaS 的安全

PaaS 服务商为用户提供了分布式应用程序开发框

架尧开发中间件尧数据库尧操作系统尧开发环境等开发平

台袁允许用户通过网络来进行应用的远程开发尧配置尧
部署袁并最终在服务商提供的数据中心内运行遥 因此需

要比传统系统更复杂的安全防护措施遥因此袁基于 PaaS
的云计算安全方案袁可以从云计算的应用数据安全尧应
用程序接口安全以及应用安全等方面考虑遥

图 2 云计算安全策略覆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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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应用数据安全

基于 PaaS 平台的特点是分布式的应用程序袁分布

式的开发环境袁 应用数据的安全远比传统系统复杂得

多遥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应用数据自身的可靠性袁在分布

式环境中所有的数据做合理的备份袁是很重要的措施袁
可以保证用户在发生系统异常或数据损坏时袁 不会造

成不可恢复的破坏遥 其次袁云计算服务为多用户共享资

源袁 数据泄露以及其用户身份数据的丢失都将导致严

重的后果袁需要做好应用数据的安全隔离尧加密尧访问

控制以及双向认证等措施袁保证用户数据的独立性袁以
及抗攻击能力遥
3.2.2 应用程序接口安全

接口是应用程序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袁 可以说它是

一个连接器遥 PaaS 的应用程序接口是 PaaS 开发平台与

用户应用程序之间的连接器袁 连接器往往是攻击者最

先关注的位置袁如果存在安全漏洞袁对整个系统来说是

非常危险的遥要确保应用程序接口的安全袁PaaS 的服务

商以及该平台的用户开发者必须有强烈的安全意识袁
必须采用安全的网络协议袁设计安全的接口遥

同时还需采取用户身份认证袁 以及有效的访问控

制袁防止攻击者利用接口对系统进行攻击遥
3.2.3 应用安全

应用安全也即是运行安全袁 云计算末端用户在使

用服务时需要确保使用者是合法使用者袁 对使用者的

身份认证尧安全审核袁是必要的安全措施袁可以有效避

免非法入侵者的成功入侵曰 使用网络应用程序扫描工

具袁 可以避免潜在的攻击风险袁 对不同用户系统的隔

离尧安全审查同样对于云计算应用安全很重要遥
3.3 基于 SaaS 的安全

SaaS 位于云计算的各层次的最上层袁SaaS 能够提

供独立的运行环境袁用以交付完整的用户体验袁一种软

件即服务渊SaaS冤模式遥 这种模式对于过去必须购买才

能使用的用户来说袁 成本节约是显而易见的袁 附加的

是袁高质量的设备和一流的专业团队支持的运维袁这对

于任何互联网用户或是软件用户来说袁极具吸引力的袁
但是袁安全问题是最大的变数遥 SaaS 的部署模式让个人

或企业用户的数据不再保留在所属的系统内部袁 对数

据是如何存储和保护缺乏控制和监管袁 对应用程序的

安全漏洞可能导致的敏感数据的丢失无能为力袁因此袁
安全 SaaS 模式是个人或企业用户采用 SaaS 服务的关

键袁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问题是最大的安全问题遥

3.3.1 数据安全

基于 SaaS 的安全应用解决方案袁数据安全是 SaaS
用户最为关心的遥 在云计算环境下袁多个企业多个用户

的数据可能会存储在相同的存储资源上袁 数据安全隔

离是数据安全的基础袁 可以采用安全分区或隔离中间

件的方式袁使用户数据可以逻辑独占所分配的资源袁这
样用户数据有一个安全的落脚点遥 同时袁还应采用严格

的数据访问安全保护策略袁 对使用者以及管理者设置

严格的数据访问管理权限袁实施身份认证尧信息认证和

安全审查等安全控制方法袁 可以有效防止某些特权用

户被攻击者利用或因应用程序漏洞而泄漏企业数据遥
3.3.2 应用安全部署

在云计算环境中的 SaaS 模式的应用袁可以说是低

成本袁零运维袁基于 SaaS 的用户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

就交与 SaaS 服务商遥 SaaS 服务商对其提供的服务首

先确保其安全性袁部署防火墙技术尧入侵检测系统等

安全工具袁防范互联网环境的潜在攻击袁避免引起安

全灾难遥 SaaS 服务商对其服务也需要部署安全审计袁
以识别互联网安全问题或威胁袁确保 SaaS 用户企业数

据的安全遥
3.3.3 网络安全

云计算环境的一大特点就是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访问应用程序袁即使 SaaS 服务商对应用程序

做了可靠的安全保证袁 但是却无法评估任意网段的安

全性遥 所以袁任意点的 VPN 技术的实施在这里显得尤

其重要袁用户对应用程序的访问建立在 VPN 通道上进

行袁 则这样的方式是值得推荐的遥 如果没有方法部署

VPN袁 则可以使用 SSL 确保数据在任意网段上传输的

安全性袁或者使用加密数据来避免安全风险遥
3.3.4 云计算安全标准

时至今日袁 云计算应用已经逐渐被互联网用户接

受袁毕竟这是一种成本低袁前期投资周期短袁零运维的

互联网应用模式袁 它的未来也将会呈现势不可挡的趋

势遥 但是应该看到袁在该领域仍然缺少清晰并公认的云

计算安全标准袁 而在实际应用中迫切需要规范云计算

服务商的安全职责和义务袁 以及云计算用户的数据权

利和责任遥 虽然国际和国内已经出台了若干云计算安

全方面的标准袁但是相对于云计算的快速发展袁仍显得

滞后于发展的需求遥
4 云计算安全未来趋势

云计算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云安全问题袁

Yu Fengxia袁 et al. Security Risks of Cloud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 Security

34窑 窑



2016 年第 4 期

能否确保云计算平台的机密性尧完整性尧可用性袁将很

大程度影响互联网用户是否愿意将其数据和应用向云

计算平台进行迁移遥
我们讨论云计算安全问题时袁 更多的是关注云计

算的安全技术以及安全技术的成长袁 云计算安全管理

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具体的实施遥 实际上袁人是互

联网的最终使用末端袁 除了安全系统以及安全程序本

身的漏洞存在袁 更多的是使用者在操作中的失误或是

安全错误袁导致云计算安全的风险袁安全规章是首要的

安全保障遥
云计算用户也应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袁 明确云计

算服务商的责权界限袁 敦促云计算服务商确保提供安

全的服务遥
云计算在未来的更大发展和前景依赖于完善的云

安全的法律法规制订袁当云计算的应用案例足够充足袁
也为云安全法律法规的制订提供了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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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ossle 混沌平均互信息特征挖掘的攻击检测算法

刘在英 张丽晓 杨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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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传统的网络攻击主动检测方法中常使用混沌系统结合高斯混合模型实现同步控制检测袁在待检测

的攻击信号具有高斯线性特征时袁检测效果理想袁随着网络攻击信号向着非线性随机序列方向发展袁传统检测模型

无法实现有效的攻击检测遥 提出一种基于 Rossle 混沌模型的平均互信息特征潜质挖掘算法袁并根据挖掘的互信息

这种非线性特征解袁实现对具有非线性随机特性的网络攻击信号有效检测遥 根据 Rossle 混沌系统基础模型袁采用最

小均方误差准则设计一个能去除多个已知干扰频率成分的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袁 实现对攻击信号的滤波预处理袁提
取待检测网络数据流的 Rossle 混沌非线性互信息特征袁实现对网络攻击信号的特征挖掘和检测遥 仿真实验表明袁采
用该算法进行网络攻击检测袁检测性能具有明显提高袁检测概率达到 98.7%袁展示了算法优越的检测性能和网络安

全防御价值遥
揖关键词铱 混沌曰 互信息特征曰 检测曰 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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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attack detection method is often used in chaotic systems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de鄄
tection based on Gauss mixture model, with Gauss linear features in the signal to be detected when the attack, network
attack detection effect is ideal, as the signal to nonlinear random sequence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detection model
cannot achieve effective attack detection. A mining algorithm Rossle chaos model of average mutual information feature
potential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is proposed, and according to the mining of this nonlinearity solution, the realiza鄄
tion of the network attack signal detection with stochastic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is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ossle-
chaotic-system-based model, the minimum mean square error criterion to design anadaptive cascade notch filter which
can be used to remove multiple known interference frequencies, to perform the filter pretreatment on the extraction of
attackableRossle signals, to obtain nonlinear detecting network data flow mutual information feature, and to achieve fea鄄
ture mining and detection of network attacks sign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tection performance is signifi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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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lyimproved, and the detection probability reaches to 98.7%. The algorithm shows its superior in detection and has
high security in network defense.
Keywords: chaotic; mutual information feature; detection; data mining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袁Internet
成为人类交流和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遥 各种数据和信

息通过网络不断传输和共享袁 同时带来有关计算机网

络安全的难题咱1暂遥 当今袁网络攻击信号趋于隐蔽化和非

线性随机化袁 采用通常的网络攻击检测算法实现有效

的攻击检测越加困难遥 传统方法中袁攻击检测可以分为

专家知识滥用检测和行为异常的检测两个类别遥 攻击

检测系统的研究其根本还是数字信号在安全领域中的

应用袁 也是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的推进和在现代网络

安全学科中的发展遥 从数据分析和信号处理手段来看袁
对于滥用检测技术来说袁是先建立攻击模式的数据库袁
当检测到的系统和信号与信息或者用户的方式行为与

数据库中的记载具有匹配相关性袁 则可以认为该行为

或这些数据信息是攻击的遥 相反袁则认为是合法的遥 这

种方法的优点是易于实现和准确率高咱2暂遥缺点是开放性

不强袁不能检测数据库之外类别的新的攻击信息袁其有

效性严重依赖于专家特征数据库的更新袁而且袁现实中

这种更新往往是滞后的袁 对攻击数据库特征的选择和

匹配无法有效更新和实现咱3暂遥
传统的网络攻击主动检测方法使用的混沌系统结

合高斯混合模型实现同步控制检测算法袁 在待检测的

攻击信号具有高斯线性特征时袁检测效果理想袁随着网

络攻击信号向着非线性随机序列方向发展袁 传统检测

模型无法实现有效的攻击检测咱4尧5暂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 本文将提出一种基于 Rossle 混沌

模型的互信息特征潜质挖掘算法袁 仿真实验验证了该

检测算法在隐蔽网络攻击检测中的优越检测性能袁能
在很低的信噪比下实现对微弱攻击信号的快速准确检

测袁保证了网络安全遥
1 Rossle网络攻击信号混沌系统模型

1.1 混沌模型构建和混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在网络攻击信号检测领域中袁 传统的网络攻击信

号处理理论都是假设研究信号即时间序列是线性或高

斯性的袁这种假设的线性和高斯性袁虽然有利于信号处

理工作的开展和实现袁 但毕竟现实中采集的各类信号

特别是网络攻击信号的时间序列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

的非线性成分遥 这种成分的存在袁或许并不是阻碍人们

去研究原时间序列的障碍袁相反袁通过非线性时间序列

和混沌的分析的方法咱6-8暂袁可以有效地发现真实采集信

号的本质特征遥 传统该方法中袁采用网络攻击主动检测

方法中常使用混沌系统结合高斯混合模型实现同步控

制检测袁 无法有效满足网络攻击信号呈现非线性化和

非高斯性发展的趋势袁 故本文采用非线性时间序列分

析方法进行信号检测袁 首先构建 Rossle 网络攻击信号

混沌系统模型遥 本检测方法采用混沌同步的 Rossle 混

沌系统袁Rossle 混沌系统是一个三维连续的典型自治系

统袁其数学模型表达式为院
x窑=-滓x+滓y
y窑=-xz+rx-y
z窑=xy-bz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渊1冤

上述 Rossle 混沌系统中袁取参数 滓=10袁r=28袁b=8/3
采用四阶 Runge-Kutta 法解方程式 渊16冤袁 迭代 10000
次袁对混沌序列的研究袁首先需要进行相空间重构袁采
用 C-C 算法得到相空间重构的最佳延迟时间和最小嵌

入维数袁 实现对网络状态特征集在混沌系统中的相空

间重构袁 假设给定的一个二进制网络入侵状态特征向

量集合表示为院
F= f1袁 f2袁噎袁 fn嗓 瑟 渊2冤
把上述网络入侵特征状态向量嵌入 Rossle 混沌系

图 1 Rossle 混沌系统中时延参数

刘在英袁等. 基于 Rossle 混沌平均互信息特征挖掘的攻击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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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袁构建网络入侵特征目标函数袁表示为院

夼1渊k+1冤=夼1渊k冤-滋Re咱y渊k冤渍*渊k冤暂 渊猿冤
上式中袁夼1渊k冤表示初始状态向量袁夼1渊k垣员冤表示二

次迭代网络状态向量袁 滋 为相空间混沌序列重构收缩

系数遥 通过上述目标函数构建袁 得到在上述所示的

Rossle 混沌系统中的采用 C-C 算法得到时延参数变化

曲线如图 1 所示袁通过图示袁得到最佳时延参数为 20袁
从而为进一步构建网络状态特征空间奠定了数据基

础遥 通过上述模型构建和参数的求取袁建立基于 Rossle
混沌模型的网络攻击检测模型基础的分析原理遥
1.2 网络攻击信号的滤波预处理

在上述构建的根据 Rossle 混沌系统基础模型之

上袁 采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设计一个能去除多个已知

干扰频率成份的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袁 实现对攻击信号

的滤波预处理袁算法实现描述如下院
在 Rossle 混沌系统中袁介入网络攻击信号袁攻击模

型为一个非线性时间序列袁表示为院
F渊z冤越 1-b2姨

1-bz-1 袁原员约b约1 渊4冤
上式是对网络攻击非线性信号进行一阶自回归模

型分析的结果袁得到级联滤波传输函数为院
准渊z冤=F渊z冤F渊z-1冤滓 2

n 渊5冤
采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袁输入的网络攻击信号

n渊k冤的实部 nr渊k冤和虚部 ni渊k冤分别为独立的白噪声袁且
均值均为零袁方差为 滓 2

n 袁在保证均方误差收敛概率最

小的前提下袁得到网络攻击信号的攻击过程进行 Rossle
混沌系统参数迭代的平均长度需要满足院

ReE咱n1渊k冤n*2 渊k冤暂=0 渊6冤
基于上述最小均方误差准则袁 设计一个能去除多

个已知干扰频率成份的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袁 设计框图

如图 2 所示遥

在 Rossle 混沌系统模型下袁引入简化的梯度算法袁
得到网络攻击模型输出响应函数的收敛曲线如图 3 所

示遥 由图 3 可见袁通过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袁采用最小均

方误差准则设计一个能去除多个已知干扰频率成份的

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袁实现对攻击信号的滤波预处理袁为
后续提取攻击信号特征袁 有限检测攻击信号提供了信

号源基础遥

2 攻击检测算法

2.1 平均互信息特征挖掘算法的引入

在上述进行模型构建和信号预处理的基础上袁提
取攻击信号的 Rossle 混沌系统模型下的平均互信息攻

击特征袁实现信号检测袁算法实现描述如下院
对监测到的数据不完整的情况下袁 求见最大似然

估计得到参量的估计值袁根据上述分析可见袁该估计值

是非常适合用于对微弱木马攻击的特征检测的和建模

的遥 首先使用高斯混合模型对正常的合法的网络数据

信息进行建模袁得到 3 个估计参量遥 对监测到的数据参

量进行估计以观测是否为网络攻击时袁 截取某一时间

段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遥 如果没有攻击信号袁则 Rossle
混沌系统可以准确算出高斯混合模型的 3 个参数值遥
但若是含有伪装攻击数据袁 根据统计特征的相对差异

性袁 估计出的参数与正常估计得到的参数会有较大的

差距遥 由于均值特征向量能明显反应出高伪装攻击数

据的特征袁 故本文在后面就选择 滋 作为特征量为同步

控制量引入混沌同步系统中进行攻击特征检测遥
设 在越渊哉袁灾冤由监测到的网络信息数据 U 和未监测

到的数据 V 组成的集合遥 因而袁Z被称为完整数据袁U
被称为不完整数据袁而 Z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定义为院
p渊哉袁灾 渣专冤袁其中 专 为被估计的参量集合袁专 的最大似

然估计方法可为通过求得不完整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

蕴渊专渣哉冤的最大值遥 当 灾 为连续变量袁则院图 2 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设计框图

图 3 网络攻击模型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输出响应函数

Liu Zaiying, et al. Attack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ossle-Chaotic-Average Mutual Information Feature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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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渊哉袁灾渣专冤蕴渊专渣哉冤越log p渊哉渣专冤
=蘩Vlog p渊哉袁灾渣专冤dV 渊7冤

通过 E 步和 M 步迭代袁通过迭代最大完整的数据

的平均互信息函数 蕴c渊专渣在冤的期望值来实现对缺失数

据的对数似然函数 蕴渊专渣在冤的最大化袁其中院
蕴c渊专渣在冤越log p渊哉袁灾 渣专冤 渊8冤
在迭代计算中袁 在第 t 次迭代计算后 专 得到的估

计值即为 专渊t冤袁在下一步的 t+1 次迭代中袁使用 E 步迭

代计算得到完整数据的平均互信息函数的期望值为院
匝渊专渣专渊t冤冤越耘喳蕴c渊专渣在冤哉曰专渊t冤札 渊9冤
使用 M 步迭代袁 采用多个网络攻击模型自适应级

联陷波器去除已知干扰频率成份袁 最后通过最大化函

数 匝渊专渣专渊t冤冤越来获得新的 专渊t垣员冤遥
假设 V 为网络攻击行为表现为随机变量且为离散

的袁而且 V 满足分布函数咱啄员袁啄圆袁噎袁啄晕暂袁其中袁啄i越p渊灾越i冤遥
由于院

啄k=G渊V=k渣Ui冤 渊10冤
上式代表 Ui 由第 k 个多维的正态分布得到的概

率袁随着进行第 t 次的迭代后袁啄k 变成了 啄ik渊t冤院
啄ik渊t冤=G渊V=k渣Ui袁专渊t冤冤渊11冤
在此袁第 t+1 次估计袁求解网络攻击模型 Rossle 混

沌系统的全局平均互信息特征向量袁迭代求解过程为院
ak渊t+1冤= 1

晕 移
i=1
N 啄ik渊t冤 渊12冤

滋k渊t+1冤=
移
i=1
N 啄ik渊t冤Ui

移
i=1
N 啄ik渊t冤

渊员猿冤

移k渊t+1冤=
移
i=1
N 啄ik渊t冤渊Ui原滋k渊t+1冤渊Ui原滋k渊t+1冤冤栽

移
i=1
N 啄ik渊t冤

渊员源冤

上式中袁Ui 为网络特征子集袁 滋k 为惯性权重袁啄ik渊t冤
为混沌相空间空间维数袁N 为迭代步数遥 通过上述方程

迭代袁采用本文提出的基于 Rossle 混沌模型袁实现对平

均互信息特征潜质挖掘遥
2.2 基于平均互信息特征挖掘算法的攻击检测算法

通过上述算法引入袁 在实现对基于 Rossle 混沌模

型的平均互信息特征这一非线性网络攻击混沌特征挖

掘的基础上袁根据挖掘的互信息这种非线性特征解袁实
现对具有非线性随机特性的网络攻击信号有效检测袁
过程如下院

首先采用一个二阶级联陷波器可以在复杂网络背

景环境中提取一组网络型号袁 根据 Rossle 混沌系统基

础模型袁 采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设计一个能去除多个

已知干扰频率成分的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袁进行预处理袁
得到输出信号结果为院

u渊k冤=移
i=1
N
A i e j渊赘 i k+夼i冤+n渊k冤 渊15冤

其中袁n渊k冤为背景合法网络信号的干扰袁粤 i 为级联

系数袁通过设定的门限设定其产生系统的门限值为 aFA袁
其中 aFA 可根据网络数据和信息流的实际情况而具体

确定遥 最后袁信息数据信号经过上述方法提取到混沌平

均互信息特征袁 经过混沌同步处理得到输出的数据信

号与门限 aFA 进行比较遥 按照判决门限判决可以准确判

定所检测的网络信号是攻击信号还是合法信号袁 判决

准则描述为院
如果院 e窑=X窑 -再窑

越 再晕渊z冤
U渊z冤 仪

i=1
N
Hi渊z冤逸aFA 渊16冤

则判决为监测信号为攻击信号曰否则袁为合法信号遥
最终实现对网络信号攻击检测遥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网络攻击检测算法的有效

性袁 本文采用实际网络信号采集和仿真测试的方法进

行实验袁 其中实验仿真环境为院IntelCore3-530 1G 内

存袁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袁算法采用 MATLAB 进行

编程实现袁网络信号的采集于 KDD Cup2012 网络病毒

数据库袁 网络攻击类型为 DoS 攻击袁Probe 攻击和 ip鄄
sweep 三种类型袁每类包括 50 个样本袁每个样本有 4 个

属性袁 攻击类型数据集分为 3 类袁 每个类别分别包括

59尧71 和 48 个样本袁每个样本有 13 个属性袁设置检测

起点和检测终点袁对计算机系统进行持续攻击袁采集信

号特征遥 实验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遥

在不同特征子集和网络攻击样本下袁 进行采用

Rossle 混沌模型进行攻击特征建模袁实现对具有非线性

表 1 网络攻击信号实验样本分布

攻击类型 正常样本 攻击特征样本

DoS 2536 632
Probe 2365 325
ipsweep 3658 453

刘在英袁等. 基于 Rossle 混沌平均互信息特征挖掘的攻击检测算法

39窑 窑



No.42016
随机特性的网络攻击信号有效检测遥 其中采集某组样

本原始数据序列如图 4 所示遥

采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设计自适应级联陷波器对

信号进行预处理袁得到滤波输出结果如图 5 所示遥

最后通过提取待检测网络数据流的 Rossle 混沌非

线性互信息特征袁 实现对网络攻击信号的特征挖掘和

检测袁检测到的攻击信号频谱图如图 6 所示袁通过对实

验采集的多组攻击样本进行蒙特卡洛实验袁 得到检测

概率为 98.7%袁展示了算法优越的检测性能袁能准确有

效地定位检测攻击信号遥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算法的优越性袁 针对 3 类攻

击类型数据集袁随机抽取 10 个数据进行攻击准确度检

测袁检测准确率结果如下图 7 所示遥

由上述实验可知袁 本文算法在选择合适的平均互

信息特征和适应度函数后袁 能够准确地对网络攻击信

号进行检测袁检测准确率高达 95%以上袁比传统系统准

确率提高 35.6%左右遥 满足了网络安全要求袁应用价值

广阔遥
4 结论

为有效实现网络攻击信号的检测袁 本文着重提出

了一种基于 Rossle 混沌模型的平均互信息特征潜质挖

掘算法袁并根据挖掘的互信息这种非线性特征解袁实现

对具有非线性随机特性的网络攻击信号有效检测遥 本

文采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设计一个能去除多个已知干

扰频率成份的自适应级联陷波器袁 实现对攻击信号的

滤波预处理袁 最后提取待检测网络数据流的 Rossle 混

沌非线性互信息特征袁构建判决门限和判决准则袁实现

对网络攻击信号的特征挖掘和检测遥 仿真实验表明袁采
用该算法进行网络攻击检测袁检测性能具有明显提高袁
检测概率达到 98.7%袁 展示了算法优越的检测性能袁能
有效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遥

图 7 网络攻击信号检测准确率对比

本文系统

传统系统

攻击检测

准
确
率辕豫

图 6 检测结果频谱分析

频率渊匀z冤

图 5 自适应级联陷波器预处理输出结果

频率渊匀z冤

图 4 原始网络攻击样本

观测样本个数

Liu Zaiying, et al. Attack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ossle-Chaotic-Average Mutual Information Feature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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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中的情感复杂度计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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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人们通过微博表达他们对某些事件的观点和看法袁同时也传达他们的情感袁不同人对事件的情感

也是不同的遥 网络情感是社会情感的体现袁反映了人们对事件的观点和态度袁也体现了事件对个人的影响程度遥 文

本的情感复杂性测量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情感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袁对于了解事件的发展状态袁并预测发展方向具有

重要意义遥 本文针对微博文本进行分析袁在计算文本情感倾向时考虑程度词尧点赞数等多种因素袁通过分析文本内

容了解引发情感的原因袁进而计算文本情感的综合复杂度遥 微博文本的情感复杂度反映了事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袁
监测所有微博的情感复杂性可以帮助知道事件的发展袁指导下一步的行动遥

揖关键词铱 情感; 复杂度曰情感计算曰社交媒体数据

Study of Emotion Complexity Computation in Social Media

Zhang Lixiao Ni Jun*

渊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作者简介院 张丽晓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lxzhang@sandau.edu.cn
倪军袁男袁美国爱荷华大学机械工程博士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首席教授袁上海市"海外名师"袁上海交通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客座教授尧博导遥 电子邮件院sageli@126.com (中国)袁jun-ni@uiowa.edu渊美国冤
*通讯作者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第 4 期圆 园1 6 年 12 月
晕燥援4Dec援 圆 园 1 6

Abs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express their personal views and opinions to an event through micro-blog,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convey their emotions. For different people, their emotions of the event are different. Network emotion i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feelings, reflecting the people's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ev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complexity of a text is to measure the variety of people's emotional response in a text and it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ent and predicting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text we analyze is
the whole micro-blog, including the micro-blog text and its comments. In the calculation of emotional tendencies of the
text, the degree words and the number of praise are considered. The text content is analyzed to calculate the emotional
complexity of a text. The emotional complexity of all micro-blog related an event can reflect the complexity and impor鄄
tance of the event itself. Monitoring the emotional complexity of all micro-blog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ent and guide the next action.
Keywords: emotion; sentiment; emotion complexity

42窑 窑



2016 年第 4 期

1 情感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移动终端设备技术的发

展袁用户不但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渊论坛尧微博冤对购买的

商品尧新上映的影片进行评价袁也对当前热点新闻尧事
件进行评论和发表个人看法袁 这些评论往往包含丰富

的情感和观点遥 通过网络表达个人观点尧意见和情感的

网络舆情可以说是社会舆情的晴雨表袁 实时反映了社

会舆情的动态遥 通常袁一些敏感突发事件一旦被网民或

媒体报道便会引起关注袁相关报道及评论迅速传播袁人
们在发表个人观点和看法的同时也在传播个人情绪尧
影响其他人的评价和情绪袁很可能会引起事态扩大袁发
展方向和影响范围也难以预测遥 对这些带有情感的意

见性文本进行信息抽取袁挖掘和分析文本中的观点尧情
感等信息袁 对意见收集和了解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具

有重要意义遥 所涉及的文本语义分析和文本情感分析

是自然语言处理的重要研究分支袁 涉及统计学尧 语言

学尧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遥
情感分析是将带主观感情色彩的内容进行分析尧

处理尧归纳尧推理的过程遥 文本情感分析的研究包括文

本主客观分类和文本情感极性渊正面的赞赏和肯定尧负
面的批评与否定冤分析袁主客观分析即将文本分为客观

性文本和主观性文本两种类型袁 主观性文本是主观性

评价袁包含着丰富的主观性的意见尧情感尧观点和态度

等遥 情感极性分析的任务就是识别主观文本的情感极

性渊或情感倾向冤袁即划分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袁正向情

感表达的是褒扬袁负向情感表达的是贬抑遥 另外还有情

感极性强度分析袁就是判定主观文本情感极性强度袁比
如强烈贬抑尧一般贬抑尧客观尧一般褒扬尧强烈褒扬五个

类别遥 情感分析的层次包括词汇级咱1-4暂尧句子级咱5-13暂和篇

章级咱14尧15暂遥情感分析的对象也从产品评论尧影评袁逐渐涉

及到微博及其评论遥 相对来说袁产品评论具有明确的评

论对象和特征袁与微博和评论相比更简单遥
近年情感计算各种新的方法层出不穷袁比如基于语

法句法规则的情感计算方法袁 情感词汇词典的构造袁交
叉领域情感计算袁以及非结构化数据的情感计算等遥 部

分研究者利用相关技术对情感强度进行计算与预测遥
2 文本社交情感复杂度

由于个人所处地位尧 经历及与事件的关系不同等

原因袁在对事件的评论中表达的情感也可能是不同的遥
人们对事件表现出来的情绪复杂往往也说明事件的多

面性和复杂性袁 意味着对事件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能是

简单粗暴的遥 而且如果能通过分析文本内容袁进一步发

现引发情绪的具体原因或深层原因袁 可以做到有的放

矢遥 事件情绪复杂度计算袁对于及早了解公众对事件的

态度和情绪袁并正确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本文对文本情感及文本内容两个方面分析袁 确定

文本所表达及蕴含的情感的复杂度遥 即影响情绪复杂

度的因素有两个院情绪本身的复杂度袁引发情绪的原因

的复杂度遥
2.1 微博文本

一个事件发生时袁网络上会瞬时出现很多微博袁而
每篇微博后往往跟随多条评论袁 这些评论都是针对微

博发表的袁内容是相关的袁可以认为微博及其评论组成

一个完整的文本遥 事件相关微博文本的内容和情感是

人们对事件观点和情感的缩影袁 从中洞察大部分网民

对事件的观点和情感遥 微博文本情感复杂度的计算是

事件情感复杂度的基础遥
本文的文本社交情感复杂度研究的对象即整个微

博遥具体来说袁微博的组成部分渊如图 1所示冤包括微博内

容尧转发数尧点赞数尧评论内容尧评论的点赞数和转发数袁
被点赞表示微博或评论的观点被认同袁说明更多人具有

相同的观点和情感遥 新闻文本具有和微博类似的元素院
新闻内容尧分享及其评论渊评论有野顶冶数袁表示赞同冤遥

2.2 文本情感本身的复杂度

情感强度及情感倾向都对情感本身的复杂度有一

定的影响遥 通常来说袁情感倾向分布越平均尧强度越大袁
情感越复杂遥 由于人类情绪系统的复杂性和笼统性袁对
情绪描述和表示还存在争论袁 考虑到研究的特点和需

要袁本文将情感倾向分为三种院正向情感尧负向情感和

中性情感遥 例如院愤怒尧恐惧尧生气尧厌恶为负向情绪袁高

图 1 微博组成元素

张丽晓袁等. 社交媒体中的情感复杂度计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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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尧爱尧满意为正向情绪袁正向情绪是积极向上的袁会强

化我们的心智袁培养我们的信心袁负向情绪是消极的袁
会降低我们的能力和信心袁可能是有破坏性的袁会对自

己或他人造成伤害遥
计算文本情感复杂度首先要分析并计算出文本所

表达的情感倾向和强度袁词汇是表达情感的基本元素袁
在确定了词汇的情感倾向和强度的基础上再计算句子

情感尧评论或微博的情感袁最终确定整个文本的情感遥
2.2.1 词汇情感倾向及强度的确定

在语言表达中袁名词尧动词尧形容词尧副词往往起着

重要作用袁 所以本文主要对这几类词性的词分析其情

感袁每个词汇的情感由一个值表示渊值的范围-1耀1冤袁正
值表示正向情感袁负值表示负向情感袁绝对值越大表示

的相应的情感强度越强遥 我们采用基于情感词典的方

法确定词汇情感倾向袁结合两种情感词典院台湾大学的

情感词典 NTUSD尧知网情感词典的中文部分渊包括正/
负面评价词语尧正/面情感词语袁而主张词语可以认为是

中性情感倾向冤遥
另外袁微博文本的情感标签渊如 冤是一种特殊

的元素袁具有明确的情感倾向袁本文在处理过程中也将

其作为情感词汇对待袁 包括有的用户也会利用键盘上

的符号袁组合成特定的图形表达自己的情感袁如院野:冤冶尧
野:渊冶尧野(-_-冤冶尧野Zzzzz.......冶遥

情感词典中虽然收录了不少词汇袁 但在实际分析

过程中也会遇到没有收录在词典中的词袁 而且在宽松

的网络环境下袁使用的网络语言不断发展尧演化袁已有

词语可能会变异使用渊如院小鲜肉要要要年轻靓丽的女孩

或帅气可爱的男孩袁女汉子要要要敢于担当尧自强自立女

性或女强人袁 也是蛮拼的冤袁 也不断创造出新词新语

渊如院萌萌哒尧吐槽尧颜值尧网虫尧霉女冤遥 对于情感词典中

没有的词汇袁我们做如下处理院
淤 根据其与其他情感词汇的同现情况确定其情

感遥 构建微博评论语料库袁统计新词分别与正向情感词

出现的次数 fp 和负向情感词出现的次数 fn袁 利用公式

渊1冤计算新词的情感 ecx院

eci=
正向情感袁值为 fpfp+fn fp跃fn
负向情感袁值为原 fnfp+fn fp约fn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伤

赏

设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设

渊1冤

于 如果新词所在的句子或评论具有情感标签袁新
词的情感倾向与情感标签相同遥

盂 新词在确定了情感倾向之后加入到情感词典

中袁补充情感词典遥
确定词汇情感的难度在于院 有的词汇有明确的情

感渊正尧负或无情感/中性冤袁有的词汇的情感倾向易变袁
尤其是一词多义的情况袁词汇情感跟修饰词有关遥
2.2.2 评论情感倾向

微博评论通常较短袁大部分只有一句话袁所以评论

的情感计算可以算是句子情感的情感计算遥 句子的情

感倾向的计算方法有多种袁 最简单的一种是统计正向

词汇和负向词汇出现的数量遥 若正向词汇出现的多袁句
子的情感为正向曰若负向词汇出现的多袁句子的情感为

负向曰若正向和负向词汇都没有会出现袁或者正向和负

向词汇出现的都很多袁句子的情感为中性遥
另一方法是提取能表达句子意思的主体结构袁列

出常见几种模式与情感确定规则袁 根据规则确定情感

渊句法工具院斯坦福的句法分析工具尧哈工大的 Depars鄄
er尧哈工大语言云 LTP-Cloud尧Berkeley parser冤遥 但是网

络评论普遍存在语法不规范尧句子较短的特点袁句法模

式也与规范表达不同袁 所以本文只考虑带情感词汇的

结构遥 引发情绪的内容主要为名词和动词短语袁被修饰

的名词和动词为表达事件内容的主体词/核心词遥 主体

词与其修饰词组成野情感描述项冶遥 考虑到一个句子是

个整体袁其情感倾向只有一种袁我们的目的是确定句子

的情感袁 一个句子只提取具有情感倾向的句法结构块

渊情感描述项冤袁 情感描述项的情感倾向即为整个句子

的情感倾向遥
另外还要注意否定词渊如院野不是尧非尧未必尧没有冶冤

对情感倾向的影响袁 这些否定词会使得句子的情感倾

向与原情感词的情感倾向相反遥
2.2.3 情感强度的度量

影响句子情感强度的因素有院程度副词尧点赞数和

发表评论的用户影响力遥 情感的强度跟情感词本身的

强度有关袁而且跟修饰情感词的程度副词有关袁程度副

词会加强或削弱情感强度遥 按照叶汉语词汇大纲曳一书袁
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总共有 32 个词袁甲级词有 12 个院
多尧多么尧非常尧更尧好尧很尧十分尧太尧挺尧尤其尧真尧最遥 乙

级词有 9 个院不大尧更加尧几乎尧极尧极其尧较尧老渊是冤尧
稍尧稍微袁丙级词有 4 个院大大尧顶尧格外尧怪遥 丁级词 6
个院分外尧极度尧极力尧略微尧颇尧愈遥

相对程度副词总共有 4 类院最高级野最冶类尧高量级

野更冶类尧中量级野较冶类尧低量级野稍冶类遥 绝对程度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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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院野极冶类尧野太冶类尧野很冶类尧野有点儿冶等 4 类遥 表 1 是

知网所列程度副词分类袁共 219 个程度副词遥 我们借助

知网确定程度副词的权重遥
另外袁对相应的评论点赞也表示赞同评论的观点袁

点赞人的情感也与评论人一致袁 所以点赞数多代表相

应的情感强度强遥点赞数会增加情感强度遥不同事件微

博的评论数是不同的袁热门微博的评论数多袁一般微博

的评论数少袁都应该在情感强度上体现出来遥 所以情感

强度不是一个归一化的量值遥
评论 ci 情感强度计算方法使用如下公式院
SCi=wipi移j=0

n StijUfi 渊2冤
其中袁wi 表示程度副词的权值袁pi 表示评论的点赞

数袁tij 表示评论 ci 中第 j 个词汇的的情感倾向袁
即评论的情感是所有词汇的情感倾向的总合遥

2.2.4 微博文本的情感倾向及强度

微博往往包含多条评论袁各条评论是不同用户发

表的个人观点袁所表达的情感也可能各不相同袁为了

更明确地表示不同人的情感袁微博文本的情感用一个

三维向量表示渊e1袁e2袁e3冤袁e1尧e2尧e3 分别表示微博文

本中正向情感尧中性情感和负向情感三种情感倾向的

强度遥
微博文本情感复杂度的度量可以采用信息量的方

式计算渊公式 3冤
移ei猿 移i=1

猿 渊 ei移ei 冤log渊 ei移ei 冤 渊3)
2.3 引发情感的文本内容的复杂度

对于同一种情绪渊如负向情绪冤引发的原因可能有

一种袁也可能多种袁如野男子暴打扫地男孩冶事件中的引

发愤怒情绪的原因多种遥 微博文本是事件文本的组成

部分袁微博观点是整个事件观点的缩影袁人们对整个事

件的情感和观点在微博文本中都会有体现遥 由多种原

因引发的情绪相对来说比一种原因引发的情绪要复

杂袁 引发情绪原因的复杂也反映了文本所表达事件的

复杂遥 反映情绪引发原因可以用关键词及关键词间关

联组成的网络图渊如图 2冤体现袁图中关键词有权重尧关
联关系也有权重袁不同权重反映了观点的重要程度遥 关

键词的权重跟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及对应用户的等级有

关袁 关联关系的权重主要考虑关系的支持度和评论的

用户遥 表达同一种原因的关键词通常具有紧密关联袁在
网络图上表现为聚集成簇袁 不同观点的关键词往往聚

集成不同的簇袁 出现频率不同的关键词的权重及关联

关系权重也不同遥

构造文本内容网络图的方法院
淤 词汇是体现内容和情感的基本单位袁 首先对所

有的评论进行分词袁从名词尧动词尧形容词中提取关键

词袁计算关键词的权重遥
于 以评论为单位提取关键词间关联关系袁 计算关

图 2 典型微博的 ALN图

表 1 知网所列程度副词分类

程度副词类型 举 例 程度权值

极其|extreme /
最|most

倍加尧不得了尧不可开交尧不亦乐乎尧不折不扣尧彻头彻尾尧充分尧非常尧极度尧万分尧
无比尧无可估量尧要命

2.0
很|very 多么尧分外尧格外尧够瞧的尧够戗尧很尧可尧颇尧甚尧实在 1.3
较|more 更加尧更进一步尧还尧较尧较为尧进一步 1.1
稍|-ish 或多或少尧略尧略微尧蛮尧稍尧稍许尧挺尧未免 0.8
欠|insufficiently 半点尧不大尧不丁点儿尧不甚尧不怎么尧没怎么尧轻度 0.5
超|over 过度尧过分尧过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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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的权值遥
盂 基于复杂网络的特性 渊如聚集度和平均半径长

度冤来度量文本内容的复杂度 CT遥 由于观点不同袁用户

的评论内容关注点也会有不同袁 相关的观点内容会聚

集在一起袁体现在网络中即有多个社区袁若众人的观点

集中且一致袁评论内容网络也会比较简单遥 反之袁从评

论内容所提取的网络图较复杂遥 引发评论和情绪的原

因的多少以及比例都影响情绪复杂度袁 另外社区的聚

集程度也影响情绪复杂度遥文本 t 的内容复杂度的计算

方法如下所示院
CT渊t冤= 员k 移i=1

k 渊logDi垣渊原niN log niN 冤冤 渊4冤
k 表示文本 t 对应的网络所划分的社区数袁Di 为第

i 个社区的平均路径长度袁ni 为第 i 个社区的节点数袁N
为总的节点数遥

2.4 文本的社会情感复杂度

文本的社会情感复杂度计算需要考虑情感复杂度

及内容复杂度两个方面遥文本 t 的社会情感复杂度的按

如下公式计算院
Complex渊t冤= ST渊t冤*CT渊t冤 渊5冤

3 结论

野利害决定好恶尧距离决定强度冶袁情感是一种表

象袁 情感强度和情感倾向实际上体现的是事件与个人

的关系及对个人的影响程度遥 本文对文本情感及文本

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袁 确定文本所表达的情感及情

感的复杂度遥 本文的情感复杂度计算方法可以用于单

个微博文本袁也可以扩展用于整个事件的微博文本遥 下

一步工作是将此方法用于事件情感复杂度的计算袁并
通过实例验证此方法的度量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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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随着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袁 大数据越来越引起人

们的重视袁同时也成为研究热点之一遥 目前大批数据的

产生实际呈现出从野二元冶向野三元冶转换时期袁即野人
机冶和野机物冶转换为野人机物冶咱1尧2暂遥因此数据的规模发展

迅速咱3暂袁比如谷歌搜索的用户每秒为 200 万以上曰沃尔

玛网上交易每小时超过 100 万笔袁 此时数据库增加数

据量为 2.5PB遥 人类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所产生的数

据以指数形式迅速增长袁并呈爆炸趋势遥 世界著名学术

刊物 Natural咱4暂和 Science咱5暂都就野大数据冶发表专刊遥 不

仅如此袁 大数据对传统工业甚至各行各业均产生深刻

影响遥 2010 年袁美国当时的科技顾问给总统奥巴马的报

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应做出大数据时代

的战略计划咱6暂遥
二尧大数据的定义及内涵

渝 定义

大数据工程构架及核心模块综述

李雪菁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当今海量数据的产生对以往的信息处理技术带来新的挑战遥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袁本文首先

论述了大数据的产生尧定义及内涵袁并按照数据工程处理流程袁阐述了大数据几个方面的处理技术遥 在此基础上袁本
文对数据工程的技术体系各环节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其发展现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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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袁数据的产生呈指数

增长袁数据结构也越来越复杂袁企业对数据的一般挖掘

技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袁在这样的背景下袁IT 行业

诞生了一个新名词野大数据冶遥 到目前为止袁对于野大数

据冶的概念袁不同的行业尧企业和机构给出的定义有所

不同遥虽然对野大数据冶的定义侧重点各有不同袁但总的

来说大数据与传统的数据的属性和处理技术是有明显

差异的袁大数据不单单是一种大规模的数据集袁它的

特性和相应的处理方法袁 管理手段都有明显的差异遥
人们可以在网上或论文中查到不同的定义遥 这些定义

往往建立在行业的理解尧认可和技术可行性基础上所

给出的遥
渔 特性

除此之外袁大数据的特性还有公认的规模性渊Vol鄄
ume冤尧高速性渊Velocity冤及数据结构多样性渊Variety冤袁这
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大数据的 3V 特性咱7-10暂遥 除以上对

大数据特性的通用性描述之外袁 随着各个业界对大数

据认识的不断加深袁 不同应用领域内大数据的具体特

性也存在差异性袁如表 1 所示咱11暂遥
表 1 中列举了不同行业领域中数据工程的应用及

数据的特点遥 而互联网领域中袁用户数目非常大袁数据

量达 PB 级袁且以用户实时查询和需求为主袁因此响应

时间要快袁充分显示其实时性遥
三尧大数据工程技术系统

渝 技术系统内涵

图 1 为数据工程技术处理系统遥 传统数据的技术

包括索引尧查询以及存储等袁而大数据的特点是数据规

模大尧速度快尧数据结构多样化遥 因此传统的数据处理

体系在处理大数据时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袁 如何针对

大数据的特点进行有效的分析袁 如何充分利用享有的

计算设备袁 这些都是数据工程技术处理系统所要重点

解决的问题遥
渔 大数据的采集渊数据获取冤
由于不同领域的大数据的特点尧 数据量及用户数

目不同袁 按照数据结构特点袁 将大数据分为结构化数

据尧半结构化数据以及非结构化数据咱12暂遥 不同数据结构

特点见表 2咱13暂遥

结构化数据可用二维表结构来逻辑表达实现袁一
般采用数据记录存储遥 非结构化数据一般采用文件系

统存储袁比如文本尧图形尧声音尧视频遥 半结构化数据存

储多以 HTML 文档尧XML 文档尧SGML 文档存在遥 据统

计袁 目前大数据的构成中非结构化数据与半结构化数

据占据主体地位袁 且非结构化数据以及半结构化数据

规模呈膨胀式增长遥 而由于半结构化数据以及非结构

化数据的模式多样袁并无强制性的结构要求袁对大数据

的存储尧分析尧呈现带来巨大挑战遥
隅 大数据存储

当数据量在轻型数据库存储能力范围内袁 且仅为

响应用户简单的查询或者处理请求的情况下袁 可将数

据存储至轻型数据库内遥 如图 1 所示袁大数据存储的轻

型数据库包括关系型数据库 SQL尧 非关系型数据库

NoSQL 以及新型数据库 NewSQL咱14暂遥不同类型的轻量级

数据库特点见表 3遥
表 3 是对相关大数据轻型数据库的总结遥 轻型数

据库可响应简单的大数据查询以及处理需求遥
关系型数据库 SQL 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都通过行和

表 1 不同领域数据工程的应用特性

领域

特性

科学

计算
金融 IT 医疗 物联网 互联网 社交网络 移动设备

数据规模 TB GB EB TB PB PB TB
精度要求 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高 高 高 高 高

响应时间 慢 非常快 快 快 快 快 快

应用案例
大型强子对

撞机数据分析
信用卡数据等

病例尧影像
分析

迈阿密戴德县
的智慧城

网络点击
流入侵检测

Face-book尧
QQ 等数据
结构挖掘

可穿戴设备
数据分析

表 2 不同结构类型数据特点

特点 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类型
先有结构
后有数据

先有数据后有模式袁
无规则性结构

具有多样性模式

Li Xuejing Survey of Big Data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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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名称 所属公司 特点

SQL
Greenplum咱15暂 EMC 关系型数据库集群

Vertica咱16暂 HP 分布式 MPP 列式数据库
具有数据库内分析功能

Aster Data咱17暂 Teradata 结合 SQL 与 MapReduce

NoSQL
HBase咱18暂 Google 分布式尧面向列尧开源

MongoDB咱19暂 10gen 操作简单尧完全免费尧源码公开尧随时下载

Cassandra咱20暂 Facebook 分布式网络服务尧高扩展

Redis VMware 超高性能的键值数据库

NewSQL
Spanner咱21暂 Google 可扩展尧全球分布式

Megastore咱22暂 Google 融合 NoSQL 的可扩展性和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

F1咱23暂 Google 动态扩展尧并行 SQL 执行引擎

图 1 数据工程技术处理系统

表 3 轻量数据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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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二元表现形式表示出来袁 因此具有非常好的通用

性和高性能遥 但该数据库类型使用具有一定局限性袁在
以下的情况 SQL 并不适用院大量数据的查询尧非结构化

数据的应用尧简单查询需要快速返回结果等遥 因此袁使
用时需要做出相应的改进才能满足大数据的存储以及

查询要求遥 例如袁EMC 公司的 Greenplum袁该数据库采

取了 MPP 并行处理架构袁这样使得其查询速度大大提

高袁且数据装载速度也比较快遥
NoSQL咱24暂渊非关系型数据库冤主要分为键值(Key-

Value) 存储数据库尧列存储数据库尧文档存储数据库尧
图形渊Graph冤数据库遥 NoSQL 的特点是具有非常高的读

写性能尧 灵活的数据模型以及高可用性遥 表 3 中的

HBase尧Cassandra 属于列存储数据库袁 而 MongoDB 属

于文档型数据库袁Redis 则属于键值存储数据库遥
NewSQL咱25暂类数据库袁如表 3 中的 Google 推出的

Spanner尧Megastore尧F1 均 可 归 为 NewSQL 类 型 遥
NewSQL 保持了传统数据库支持 ACID 和 SQL 等特性袁
并且具有对海量数据的存储管理能力遥

除了轻型数据库袁 大数据的分析以及复杂的挖掘

等均要将大数据导入大型分布式存储数据库或者分布

式存储集群袁这就对大数据存储平台提出更高要求遥 目

前典型的大数据存储平台包括 InfoBrignt尧Hadoop咱26暂尧
YunTable尧HANA咱27暂以及 Exadata咱28暂等袁以上数据库中除

Hadoop 外均可满足大数据的在线分析请求遥
云存储的应用也随着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袁

云环境下的大数据存储将成为未来数据存储的发展趋

势遥 云存储并不是单纯的数据存储袁而是一种服务遥 数

据被放在云上供使用者在不同的时间尧地点尧通过任何

互联网的设备进行获取遥 目前很多公司推出的网盘袁比
如 360 云盘尧百度云等袁这是云存储的应用实例遥 虽然

各个网盘的上传尧下载速度以及容量等具有差异性袁但
网盘的推出以及流行反映了云存储的良好发展趋势遥
当然袁云存储成本以及安全性尧隐私性的问题也是未来

需要突破的重点遥
予 大数据的查询及处理

由于大数据所属领域不同袁 其查询及处理需求的

分类不同遥 表 4 为按照不同标准对大数据处理的分类

结果遥
表 4 大数据处理技术

内涵分类标准 按处理时间 按处理需求

处理模式 在线 近线 离线 海量数据处理 非结构化数据处理 实时数据处理

技术要求
处理时间在秒
甚至毫秒级

处理时间在分钟
甚至小时级

处理时间以天为
单位

批处理 特殊数据处理 流处理

核心技术 流式处理 批量数据处理 批量数据处理
Hadoop

生态系统
文本处理尧多媒体
处理尧图处理技术

流式处理技术

2003 年 Google 研发的文件系统 GFS咱29暂以及 2004
年的 MapReduce 编程模型就是批量数据处理技术咱30暂遥
2006 年 Nutch 项目中的 Hadoop 实现了开源产品要要要
HDFS 和 MapReduce袁 这是目前典型的大数据处理架

构遥 而 Twitter 推出的可用于实时处理新数据和更新数

据库的 Storm 系统咱31暂以及 2013 年 Linkedin 开发的数

据处理框架 Samza咱32暂尧Berkeley 提出的基于内存计算的

可扩展的开源集群计算系统 Spark咱33暂以及 Google 研发

的交互式数据分析系统 Dremel咱34暂是对应的实时处理需

求的典型流式数据处理系统遥 对于非结构化数据处理

技术袁 涉及 GraphLab 咱35暂尧Giraph 咱36暂尧Neo4j咱37暂尧Hyper鄄
GraphDB 咱38暂尧InfiniteGraph尧Cassovary 咱39暂尧Trinity 以 及

Grappa 等遥

娱 大数据的挖掘技术及计算平台

1援 挖掘技术

根据目前数据挖掘的研究方向袁 可以分为有效的

大数据预处理技术和非向量数据挖掘遥 两种技术处理

的数据规模尧速度以及类型各有不同袁因此下面将分别

介绍遥
优有效的大数据预处理技术

流式大数据处理技术针对大数据的大规模尧 处理

速度快等需求袁强调提高数据预处理能力及响应效率遥
目前针对于流式大数据的约简技术袁包括两种方式袁一
种是基于数据的技术袁另一种是基于任务的技术咱40暂遥 其

中基于数据的技术是指通过生成整个流式数据的概要

来实现约简袁包括采样尧卸载技术尧梗概尧数据概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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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尧集成遥 基于任务的技术则是从空间上减少整个数据

流的计算规模袁包括近似算法尧滑动窗口技术尧输出粒

度等方法遥
悠 非向量数据挖掘

大数据的结构多样袁通过表 2 可知袁不但有结构化

数据袁也有半结构化尧非结构化数据袁因此大数据算法

的发展重点是提高对非向量数据的挖掘能力遥 目前对

非结构化数据挖掘算法研究主要集中在频繁项挖掘尧
分类以及聚类等遥Xproj咱41暂算法是将相似性定量化袁即通

过对数据中特殊频繁子结构出现的频度定义相似性袁
从而实现聚类遥

POTMiner咱42暂算法是通过半序树的并行挖掘实现信

息表达遥 由于非结构化数据以及半结构化数据的结构

具有不确定性袁 这将成为未来挖掘技术研究面临的巨

大挑战遥
忧 分布式大数据挖掘算法

数据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类型复杂度的提升袁要
求大数据挖掘算法具备分布式数据挖掘能力遥 算法

BTP tree 及 TPFP-tree 是通过并行计算实现了电网系

统中数据的频繁项挖掘遥 CARM 算法将数据分布于云

环境中的各个节点遥 算法 ARMH咱43暂采用了基于 Hadoop
分布式框架下不同云服务的可用资源袁 实现大规模数

据的频繁项挖掘遥 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分布式数据挖掘

问题袁 分布式数据挖掘的算法实现必须有效地结合大

数据的相关技术袁如 Hadoop-MapReduce 框架以及云服

务等遥
2. 大数据的计算平台

为了满足大数据的海量数据运算需要袁 目前的小

型服务器通过网络搭建集群提供更强大的计算资源遥
为了更方便管理尧部署袁并提高资源使用率袁虚拟化技

术便应运而生袁最终所有的 IT 资源都迁移到野云冶中袁
将根据需求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应用遥 比如谷歌

推出的 Google Compute Engine尧 微软推出的 Azure尧亚
马逊推出的 AWS 等遥 毫无疑问袁云计算将是未来重要

的计算模式遥 云计算平台为大数据技术提供必要的基

础设施和服务模式遥
四尧结论

大数据是现在及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袁 不管是科

学研究领域尧 商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袁 都与数据打交

道遥 未来人们必须面对规模更加巨大尧结构更加复杂的

数据袁并从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遥 因此就要突破传统数

据分析方法以及处理的限制袁 并重视数据之间的相关

关系袁在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快速响应分析需求遥
本文对近几年国内外大数据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介绍遥 在对大数据定义及内涵总

结分析基础上袁 对大数据处理中各个环节涉及的关键

技术进行了归纳与分析遥 文章详细介绍了数据工程技

术体系袁重点描述了数据的存储尧查询及挖掘遥 总之袁数
据工程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袁 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

解决遥

揖参考文献铱
咱1暂 李国杰,程学旗. 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咱J暂. 中国科学院院刊袁2012袁27渊6冤:

647-657.
咱2暂 武延军.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要要要人机物融合的大数据时代咱J暂. 高科技与产业化袁2015袁5院46-49.
咱3暂 冯登国袁张敏袁李昊. 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咱J暂. 计算机学报袁2014袁37渊1冤院246-258.
咱4暂 Goldstond. Big Data: Data Wrangling咱J/OL暂. Nature袁 2008袁 455:15. http://www. nature.com/nature/index.html袁

2013-07-24.
咱5暂 酝atthew B, Mark PH, et 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Open Data in Ecology 咱J/OL暂. Science, 2011,

311 渊6018冤院 703-705. http: //www.sciencemag.org/袁2013-07-23.
咱6暂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Designing a Future: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咱R暂. New York: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10袁10.
咱7暂 Laney D.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咱R暂. Meta Group, 2001.http://

blogs.gartner.com/doug-laney/files/2012/01/ad949-3D-Data-Management-Controlling-Data-Volume-Velocity-and-Va鄄
riety.pdf.

李雪菁 大数据工程构架及核心模块综述

51窑 窑



No.42016
咱8暂 Barwick H. The 义FourVs义 of Big Data咱EB/OL暂. 渊2011-08-05冤 http://www.computerworld.com.au/article/

396198/iii3_four_vs_big_data/袁2012-10-02.
咱9暂 IBM.What is big data? 咱EB/OL暂. http://www-01.ibm.com/software/data/bigdata /what-isbig-data.html袁 2012-

10-02.
咱10暂 Brian H, BorisE.Expand Your Digital Horizon with Big Data 咱EB/OL暂, 2012.
咱11暂 孟小峰袁慈祥. 数据管理:概念尧技术与挑战咱J暂.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袁2013袁50渊1冤院146-149.
咱12暂 王静袁孟小峰. 半结构化数据的模式研究综述咱J暂. 计算机科学袁2011袁28渊2冤院6-11.
咱13暂 Wilde E, GlushkoR J.XML Fever咱J暂.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袁2008, 51渊7冤院40-46.
咱14暂 申德荣,于戈袁王习特袁等. 支持大数据管理的 NoSQL 系统研究综述咱J暂. 2013袁24渊8冤院1786-1803.
咱15暂 WaaS FM. Beyond Conventional Data Warehousing-Massively Parallel Data Processing with Greenplum鄄

Database咱C暂. In Proc.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usi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Real-Time Enterprise, Auck鄄
land, New Zealand, Lecture Notes in Busines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09, 27: 89-96.

咱16暂 蕴amb A, Tran N. The Vertica Database: SQL RDBMS for Managing Big Data咱C暂. In Proc. of the 2012
Workshop on Management of Big Data Systems, Co-located with ICAC 12, San Jose, CA, United States, 2012: 37-38.

咱17暂 Simmen D, Davis J, et al . Large Scale Graph Analytics in Aster 6: Bringing Context to Big Data Dis鄄
covery咱J暂.in the Proc. of VLDB Endowment, 2014, 7渊13冤院1405-1416.

咱18暂 VoraMN. Hadoop-HBase for Large-Scale Data咱C暂. In Proc. of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Network Technology, ICCSNT 2011, Harbin, China, 2011渊1冤院601-605.

咱19暂 Dedee E, Govindaraju M, Gunter D, et 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 MongoDB and Hadoop Platform for
Scientific Data Analysis 咱C暂. In the Proc. of the 4th ACM Workshop on Scientific Cloud Computing, New York, NY, U鄄
nited States, 2013: 13-20.

咱20暂 Lakshman A, Malik P. Cassandra-A Decentralized Structured Storage System咱J暂. Operating Systems Review
渊ACM冤, 2010袁44渊2冤院35-40.

咱21暂 Corbett J C, Dean J, Epstein M, et al. Spanner: Google忆s Globally Distributed Database咱J暂. ACM Transac鄄
tions on Computer Systems, 2013袁31渊3冤院8.

咱22暂 Baker J, BondC, Corbett J C, et al. Megastore: Providing Scalable, Highly Available Storage for Interactive
Services咱C暂. In the proc. of 5th Bienni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Data Systems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silomar, CA, United States, 2011: 223-224.

咱23暂 Rae I, Rollins E, Shute J, Sodhi S, Vingralek R. OnlineAsynchronous Schema Change inF1咱C暂. The 39th In鄄
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Large Data Bases, Riva del Garda, Trento, Italy, In Proc.of the VLDB Endowment,
2013袁6 (11 )院1045-1056.

咱24暂 Michael S. SQL Databases vs. NoSQL databases咱J暂.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0袁53渊4冤院10-11.
咱25暂 Mathew A.How Will The Database Incumbents Respond To NoSQL And NewSQL咱R暂. 451 Group,咱2011-04-

04暂https://cs.brown.edu/courses/cs227/archives/2012/papers/newsql/aslett-newsql.pdf
咱26暂 Thusoo A, Sarama JS, Jain N, et al. Hive-A Petabyte Scale Data Warehouse Using Hadoop咱C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Engineering, LongBeach, CA; United States, 2010: 996-1005.
咱27暂 Frber F, Cha SK袁 Primsch J, et al. SAP HANA Database-Data Management for Modern Business Applications咱J暂.

SIGMOD Record, 2011袁40渊4冤院45-51.
咱28暂 Kunchithapadam K, Zhang W, Ganesh A, Mukherjee N. Oracle database filesystem咱C暂. In the Proc, of the

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Athens, Greece, 2011院1149-1160.
咱29暂 Ghemawats S, Gobioff H, Leung ST. TheGoogle File System咱J暂. ACM, 2003袁37渊5冤院29-43.

Li Xuejing Survey of Big Data Engineering

52窑 窑



2016 年第 4 期

咱30暂 Dean J, Ghemawat S. MapReduce: Simplified DataProcessing on Large Clusters咱J暂. Communications of
theACM, 2008袁51渊1冤院107-113.

咱31暂 Toshniwal A, Taneja S, Shukla A, et al. Storm@Twitter咱C暂. 2014 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鄄
enceon Management of Data, Snowbird, UT, UnitedStates袁2014院147-156.

咱32暂 程学旗袁靳小龙袁王元卓等. 大数据系统和分析技术综述咱J暂. 软件学报袁2014袁25渊9冤院1889-1908.
咱33暂 Zaharia M, Chowdhury M, Franklin M, et al. Spark: Cluster computing with working sets咱C暂. HotCloud爷10

Proceedings of the 2nd USENIX Conferenceon Hot Topics in Cloud Computing袁2010院1-10.
咱34暂 Malewicz G, Austern MH, et al. Pregel: A System for large-scale graph processing咱C暂. In the Proc. of the

2010 ACM SIGMOD Int忆l Conf. on Managementof Data, 2010院135-146.
咱35暂 Low Y, Gonzalez J, Kyrola A, et al. Graph Lab: A New Framework for Parallel Machine Learning咱C暂. In the

Proc. of the 26th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talina Island, CA, United States, 2010院340-349.
咱36暂 Yang S, Spielman ND, Jackson J C, Rubin B S.Large-scale Neural Modeling in Map Reduce and Giraph 咱C暂.

2014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lwaukee, WI, United States, 2014院556-561.
咱37暂 Webber J.A Programmatic Introduction to Neo4J咱C暂. 2012 3rd ACM Conference on Systems, Programming,

and Applications, Tucson, AZ, United States, 2012院207.
咱38暂 Iordanov B. Hyper graph db: AGeneralized Graph Database咱C暂.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WAIM爷10, Berlin, Heidelberg, 2010院25-36.
咱39暂 Gupta P,Goel A, Lin J, Sharma A, et al.WTF: The Who to Follow Service at Twitter咱C暂. 22nd Interna鄄

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WWW 2013,Rio de Janeiro, Brazil, 2013院505-514.
咱40暂 Garber M M, ZaslavskyA, Krisshnaswamy S.ACM SIGMOD Record, Mining Data Streams: A Review咱J暂.

2005袁34渊2冤院18-26.
咱41暂 Aggarwal C C, Ta N, Wang J, et al. Xproj: A Framework for Projected Structural Clustering of XML Documents

咱C暂. In Proc. of the 13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San Jose,
California, 2007院46-55.

咱42暂 Jimenez A , Berzal F , Cubero JC . Pot Miner : Mining Ordered , unordered,and Partially-ordered trees
咱J暂 .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10渊23冤院199-224.

咱43暂 Natarajan S,Sehar S. A. Novel Algorithm for Distributed Data Mining in HDFS咱C暂. Advanced Computing
渊ICoAC冤, 2013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ennai, India, 2013院93-99.

李雪菁 大数据工程构架及核心模块综述

53窑 窑



基于 ISO27001 的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

周胜利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随着互联网日益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袁企业信息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遥 本文根据国际通用的信息

安全标准要要要ISO27001 标准袁针对企业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袁分析了风险评估的方法与降低风险的过程袁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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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extensiv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ecurity
becomes very prominently importan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standard ISO27001, this paper analyzes risk
assessment and reviews necessary process of risk reduction.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the en鄄
terpris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ISO27001;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一尧引言

ISO27001 是国际信息安全管理领域的重要标准袁
来源于英国标准协会渊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BSI冤袁
是在 1995 年 2 月制定的信息安全管理标准 BS7799 基

础上建立的遥 BS7799 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信息安全管理

标准袁2005 年该标准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全部吸纳袁从而

形成了 ISO/IEC 27001:2005叶信息技术-安全技术-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要求曳 和 ISO/IEC 27002:2005 叶信息技

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管理-实施细则曳 两个国际标

准袁最近所颁布的是 2013 版咱1暂遥
ISO27001 定义了建立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渊ISMS冤的

基本要求与方法袁 该标准所设计的核心在于确保在系

统组织结构中建立充分和恰当的安全控制措施袁 通过

有效的控制措施来保护组织结构的信息资产袁 该标准

还增强了包括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信心袁 从而提高

组织的声誉遥 ISO27001 标准采用过程方法来建立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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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尧运行尧监控和评审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袁以维持体系

的正常运行袁并进行持续改进袁从而不断提高组织结构

的信息安全管理水平遥
在当前形势下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袁 如何保证其整

体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袁保障信息系统的可用性尧完整性

和保密性袁防止信息泄密袁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袁维护

企业核心利益等诸方面都显得非常重要遥 参照国际先

进的信息安全管理实践经验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袁建
立一套符合 ISO 27001 国际标准要求的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袁在有效地提高一个企业的信息安全水平袁保障该

企业的业务持续运行袁确保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咱2暂等方面

具有重大的意义遥
二尧基于 ISO27001的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渊Risk Assessment冤袁是一个依据

有关信息安全技术标准袁对企业信息系统中的处理尧传
输和存储环节袁以及信息的保密性尧完整性和可用性等

安全属性进行科学评价的过程遥 这种评价可以检验信

息系统的脆弱性袁 判断系统是否会面临信息安全的威

胁袁是否容易受到威胁源干扰或攻击袁从而产生实际负

面影响遥 因此袁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系统可以根据安全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和负面影响的程度来识别信息系统的

安全风险遥 依据 ISO27001 标准袁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

估主要包括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概念尧 企业信息

安全风险评估的过程和企业信息安全风险控制遥 下面

分别对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概念和过程作进一步

介绍遥
渝 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概念

风险评估是指对信息和信息处理设施的威胁尧影
响和薄弱点袁以及三者所发生的可能性的评估遥

具体来说袁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是指运用风险

评估的方法来确认企业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及其大

小的过程袁即利用适当的风险评估工具袁包括定性和

定量的方法袁来确定企业信息安全风险等级和优先控

制顺序袁以达到科学有效的安全管理袁追求安全性的

最大化遥
渔 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过程

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是企业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的基础袁是一个系统确定信息安全要求的途径袁是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通过风险评

估识别企业信息系统所面临的安全风险隐患袁 并确定

风险控制的方法和优先等级袁从而对其实施有效控制袁

将系统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袁 最大程度上

保证企业网络及企业重要信息的安全遥 企业信息安全

风险评估过程可以如图 1 所示遥

1. 企业信息系统重要性的识别与评估

要实现对企业信息系统进行行之有效的安全管

理袁正确认识信息系统的重要性十分必要遥 在对企业信

息系统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时袁 应充分考虑到以下几个

方面院
渊员冤 企业信息系统所存储与传输的企业信息的重

要程度院 企业核心业务信息与普通公文信息不可同日

而语遥
渊圆冤 企业信息系统所属的使用用户院不同层次的用

户袁其重要性也大不相同遥
渊猿冤 企业信息系统的软件价值院包括系统软件尧应

用软件尧开发工具和其他公用程序遥
渊4冤 企业信息系统的实物价值院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尧

通信设备尧磁质媒体渊磁带尧磁盘冤袁其他技术型设备渊电
源尧空调冤袁办公设备和用品袁以及地理所处位置等遥

渊缘冤 人员与服务院指系统维护技术人员及信息系统

所能提供的计算和通信服务及其它技术型服务遥
不同的系统袁 还可能包含其他组成部分或影响因

素遥 在全面确定了每一项目后袁可根据一定的原则或约

定袁建立一个统一的评估尺度渊标准冤袁尽可能准确地确

定某一特定的企业信息系统的重要性袁 以便为有效的

安全管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遥
2. 威胁的识别与评估

威胁来源于各个方面袁 理论上每一个安全隐患都

有可能演变形成真正的威胁遥 威胁的识别和评估是风

险评估的重要环节袁 可以根据经验和有关的统计数据

来判断威胁发生的频率袁即威胁发生的概率遥 威胁发生

周胜利 基于 ISO27001 的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

图 1 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过程

已有安全控制的确认

风险控制

风险评估渊测量与等级划分冤

威胁识别与评价

信息系统重要性识别与评估

风险评估的原则

薄弱点识别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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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风险数值的大小不是评估的最终目的袁 它的

重要性是明确不同威胁对企业信息系统所产生的风险

的相对值袁即确定不同风险的优先次序或等级袁对于风

险级别高的企业信息系统应优先分配资源进行保护袁
加强管理遥 例前面示例袁可以采用风险数值排序等方法

来划分风险的等级袁确定优先顺序遥
隅 企业信息安全的风险控制

为降低或消除企业信息安全所涉及到的被评估的

风险袁信息安全管理部门应依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袁判断

与威胁相关联的薄弱点袁决定需要保护的关键点袁以便

的可能性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袁 它发生的概率大小可以

采取分级赋值的方法予以确定遥 例如袁可以将可能性分

为三个等级院
非常可能=3曰 大概可能=2曰 不太可能=1遥
评价威胁发生所造成的后果或潜在影响非常重

要遥 威胁一旦发生会造成信息系统及企业信息的保密

性尧完整性袁以及可用性受到损失袁从而给社会尧企业和

客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袁 严重的威胁发生会导致诸

如公共信息服务崩溃尧商业活动中断袁甚至引发严重生

产事故或事件遥
3. 薄弱点评价与已有安全措施的确认

每一个事物或者每一个系统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袁
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可能被威胁所利用的薄弱点袁
这些薄弱点可能来自组织结构尧人员尧管理尧程序尧系统

本身等缺陷遥 企业信息系统应针对每一项需要实施保

护袁保护的内容是必须找出每一种威胁的薄弱点袁并对

这些薄弱点进行严重性评估袁换句话说袁就是对所能诱

发威胁的薄弱点进行可能性评价袁 这种评价同样也可

以采用分级赋值的方法遥
已有安全控制的确认过程是将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进行识别袁并对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确认袁继续保持

有效的安全控制袁以避免不必要的工作和费用袁防止控

制重复实施遥 对那些已被确认为不适当的控制核查应

给予取消袁或者采用更合适的控制手段来代替遥
4. 风险评估

企业信息系统在经过重要性识别与评估尧 威胁与

薄弱点的识别与评价尧 已有控制措施的确认这三个评

估环节后袁 应利用适当的风险测量方法确定风险的大

小与风险等级袁 即对网络系统安全管理范围内的每一

个信息可能遭泄露尧修改尧破坏的因素和所带来的任何

影响做出一个风险测量的列表袁 以便识别与选择适当

的安全控制方式袁 这也是系统在策划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中的重要步骤咱3暂遥
根据某企业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V尧 威胁发生的可

能性 PTV尧威胁的潜在影响 I袁风险 R 的大小计算如下院
R= R渊PTV袁I冤= I伊PTV尧=V伊CL伊PTV=V伊渊1-PD冤伊渊1-PO冤

=C伊IN伊A伊渊1-PD冤伊渊1-PO冤
式中:
I要要要为系统重要性 V 和系统损失程度 CL 的乘积

V要要要为系统的保密性 C袁完整性 IN袁可用性 A 三

项评价值的乘积

PO要要要防止威胁发生的可能性

PD要要要防止系统性能降低或者损失的可能性

风险计算示例院假如一个企业有三种系统袁即企业

财务信息系统尧企业宣传推广系统和企业产品设计系统遥
系统的保密性尧 完整性尧 可用性均定性划分为低

渊赋值 1冤尧中渊赋值 2冤尧高渊赋值 3冤三个等级遥
PO尧PD 均划分为五级袁并依次按照很低尧低尧中尧高尧

很高的顺序分别赋予数值院0.1尧0.2尧0.3尧0.4尧0.5遥
其风险计算结果排序情况袁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风险计算结果排序表

信息系统

名称

保密性

C
完整性

IN
可用性

A
网络系统重要性

V
防止威胁发生

PO
防系统性能降低

PD
风险

R
风险

排序

企业财务
信息系统

2 3 2 12 0.3 0.4 5.04 2
企业宣传
推广系统

1 3 2 6 0.4 0.5 1.80 3
企业产品
设计系统

3 3 2 18 0.1 0.3 11.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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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某种形式加以控制遥 目前降低风险的途径有院
1. 避免风险院 如将企业网络与其他网络采用物理

或防火墙隔离的方式袁从而免遭外部网络的攻击遥
2. 转移风险院通过各种可行的方法袁将风险转移到

其他事物或系统遥
3. 减少威胁院如建立并实施恶意软件监控程序袁减

少恶意攻击等遥
4. 减少薄弱点院 如通过教育与培训来强化操作人

员的安全意识与安全操作技能遥
5. 减少威胁可能的影响程度院 如建立并实施可持

续性计划袁包括应急尧备用尧恢复等内容遥
6. 探测有害事故袁对其做出反应并恢复院建立并实

施对企业信息系统进行监控的程序袁 包括使用专门的

网络入侵检测工具曰建立野网络蓝军冶袁实施信息安全攻

击模拟对抗等遥
企业信息安全风险控制过程袁如图 2 所示遥

理论上说袁企业信息系统绝对安全渊即零风险冤是
不可能的遥 对于残留风险渊或称残余风险冤应该控制在

可接受范围之内遥
实际上袁风险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袁风险管理是

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袁 这就要求企业信息安全管理部

门实施动态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袁 可以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风险评估袁 以便及时识别需要控制的风险并进

行有效的控制遥
三尧基于风险评估的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构建

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化尧 程序

化和规范化的过程袁它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遥 该体系应

建立在系统尧全面尧科学的安全风险评估基础上袁这样

才能体现出预防控制为基准的系统理念遥 在这种体系

建设中应强调遵守相关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袁强
调全过程和动态控制遥 本着控制费用和风险平衡的原

则合理选择安全控制方式保护网络系统袁 确保企业信

息的保密性尧完整性和可用性遥
依据 ISO27001 标准关于风险评估的要求及风险

控制的方法袁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构建步骤如下遥
步骤一院现状调查与风险评估遥 企业信息安全管理

现状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是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基础

与关键袁 风险评估的工作质量会直接影响安全控制的

合理选择袁最终影响管理的效果袁因此风险评估需要得

到足够的重视遥
步骤二院设计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框架模型遥 通

过风险评估得出企业信息系统各种威胁之后袁 就可以

依据这些威胁的程度搭建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框架

模型咱4暂袁如图 3 所示遥

该模型以信息安全策略为中心袁综合运用防护尧检
测尧 响应三者循环一体的管理体系为信息安全策略的

实施提供支撑遥 防护尧检测尧响应三者分别由各自的安

全措施组成袁共同为企业信息系统提供信息安全保护遥
防护主要由它的八大安全措施来完成袁即访问控制尧数
据加密尧身份认证尧人员管控尧电磁防护尧冗余备份尧频
率保护和运营管理遥 检测主要由其五大安全措施组成袁

图 2 企业信息安全风险控制过程

周胜利 基于 ISO27001 的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

风险接受

实施控制降低风险

企业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过程

企业信息安全控制的识别和选择

图 3 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框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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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流量监测尧漏洞检测尧入侵检测尧路由检测和环境监

测遥 响应主要由其四大安全措施组成袁即系统恢复尧安
全记录尧故障处理和杀毒堵漏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不同威胁程度的企业信息系统采

用不同的安全措施袁 威胁程度高的系统所采用的安全

措施更加全面遥
步骤三院 确定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方针及管理体系

的范围遥 主要包括拟定降低风险的方法和步骤袁拟定对

信息系统及系统重要信息进行管理尧 保护和分配的原

则袁落实框架模型的各种要求遥
步骤四院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遥 包括对管

理层渊决策层冤尧审核验证人员及操作执行人员的培训袁
培训的内容应有所侧重袁针对性强遥

步骤五院拟定一个详尽而切实可行的计划遥 主要目

的是为了明确不同时间段的工作任务与目标及责任分

工袁控制工作进度袁突出工作重点袁保证安全风险控制

过程能够按时按质完成遥
步骤六院检测风险控制效果遥 检测最终风险控制情

况袁与风险接受的程度相对比袁如果满足风险接受的程

度袁则风险可能会得到较好控制袁否则从第一个步骤重

新开始遥
四尧结束语

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尧 关乎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事务遥 从技术层面上讲袁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是

一个动态的尧发展的尧不断变化的过程遥 以 ISO27001 信

息安全管理标准为依据袁 用科学的管理理念来设计不

同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袁 才能确保企业所有信息

系统的稳定运行袁才能有力支撑企业信息化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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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剪切测量中的图像处理

徐 婧 倪 军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宇宙剪切渊Cosmic Shear冤是一种宇宙大尺度结构引起的弱引力透镜效应袁背景星系发出的光由于

前景引力场的作用而改变了传播方向袁从而使观测到的星系椭率发生了变化遥 通过对宇宙剪切的测量袁可以研究宇

宙中暗物质的分布尧暗能量及宇宙的大尺度结构遥 本文对加拿大-法国-夏威夷望远镜深度巡天第六次开放的公开

数据进行宇宙剪切测量遥 该测量选择了四个天区中 r 波段 25%最好的视宁度的图像进行处理袁通过 KSB 方法对点

扩散函数渊PSF冤各向异性进行了修正袁从而得到了剪切中的三种常用的两点相关函数袁并对其进行了透镜信号和非

透镜信号的分解袁为利用剪切信号来限制宇宙学模型参量提供了必要准备遥
揖关键词铱 天体物理曰 引力透镜曰 宇宙剪切曰 CFHTLS 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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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smic Shear is a weak gravitational lens effect caused by the large-scal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The light
emitted by background galaxies changes the direction of propagation due to the action of the foreground gravitational
field, so that the apparent ellipticity of the observed galaxies changes. By measuring the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cosmic
shear, we can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dark matter in the Universe, dark energy and the large-scale structure of the U鄄
niverse. In this paper, cosmic shear measurements are performed on the sixth release data of the deep survery of the
Canada-France-Hawaii Telescope Legacy Survery (CFHTLS). In this measurement, 25% of the best seeing r-band im鄄
ages in four fields were selected and the PSF anisotropy was modified by the KSB method. The three commonly used
two-point correlation functions are provided , and the lens signal and the non-lens signal are decomposed. This work
provides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 for limiting cosmological model parameters by using shear signals.
Keywords: astrophysics曰gravitational lensing; cosmic shear; CFH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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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袁 遥远背景天体所发出

的光会受到前景天体引力场的作用而发生偏折咱1暂袁这种

天文现象被称为引力透镜现象遥 由于该现象只与前景

天体的引力场有关袁 而与前景天体的物质状态和性质

等无关袁因此袁利用引力透镜现象袁可以对前景天体的

物质结构进行研究咱1暂遥根据观测到的天体的图像的扭曲

程度不同袁可以分为微尧强和弱引力透镜现象袁其中弱

引力透镜现象又称为宇宙剪切渊Cosmic Shear冤多发生

在星系尧星系团外围区域及宇宙大尺度结构上袁表现为

观测到的天体的图像的非常微弱的扭曲袁 其现象在宇

宙中无处不在袁 可用于研究宇宙中暗物质的分布尧暗
能量分配及宇宙的大尺度结构遥 由于宇宙剪切现象中

像的扭曲非常小袁无法从单个天体的图像上观测到袁因
此需要测量宇宙剪切的统计效应遥

宇宙剪切是当今观测宇宙学研究的热点遥 自从

2000 年宇宙剪切现象被国际上四个独立的学科小组咱2-5暂

首次测量以来袁 随着大量高质量宽/深巡天数据的获取

和开放袁宇宙剪切的研究有了一系列显著发展遥 比如袁
加拿大-法国-夏威夷望远镜巡天 渊Canada-France-
Hawaii-Telescope Legacy Survey袁CFHTLS冤其首要科学

目标之一就是利用弱引力透镜效应探测宇宙的暗物质

分布袁从而确定宇宙学模型参数遥 CFHTLS 巡天计划始

于 2003 年袁分为宽尧深巡天两项计划袁在研究项目中袁
采用了视场为 1 deg2 的 MegaCam 全景照相机袁目前已

向世界公众开放了 7 次数据袁 供各国宇宙学科学家共

同研究和探讨遥
由于大气视宁度渊seeing冤和望远镜系统影响成像袁

点源恒星发出的光线袁经过大气和望远镜系统之后袁所
成的像会扩散成一个面源遥 大气和望远镜系统等对光

线位置产生的影响可以用点扩散函数 渊Point Spread
Function袁PSF冤来描述遥 由于宇宙剪切是对星系成像椭

率的测量袁 而 PSF 各向异性项对星系成像椭率的影响

是致命的袁 所以对其的修正是研究和处理宇宙剪切测

量信号的关键袁 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剪切测量的准确

性遥 本文中所展开的工作采用KSB 渊Kaiser Squires Broad
hurst Method袁 KSB冤方法对 PSF各向异性进行修正咱6暂遥

2006 年袁Semboloni 等对 CFHTLS 深度巡天计划中

的第一次公开数据袁进行了宇宙剪切测量咱7暂袁她的工作

是 CFHTLS Deep 数据首次用于宇宙剪切探测遥 2008
年袁 傅莉萍等对 CFHTLS 宽度巡天计划中的第三次公

开数据渊以下简称 CFHTLS Wide T0003冤进行了大尺度

的宇宙剪切信号测量咱8暂遥这次剪切探测使用了 i忆波段数

据袁而且测量数据覆盖三个独立的天区袁共 57 平方度

区域遥 所得的剪切信号尺度为 230 角分袁至今仍是最大

尺度的宇宙剪切信号遥
本工作是在傅莉萍等对 CFHTLS Wide T0003 宇

宙剪切测量的 KSB 方法基础上袁对 CFHTLS 深度巡天

第六次公开数据 r 波段 25%最好视宁度的图像数据

渊以下简称 CFHTLS Deep T0006 r忆 25冤进行宇宙剪切测

量袁计算了宇宙剪切的三种常用的两点相关函数袁并对

宇宙剪切两点相关函数进行了透镜信号渊E 模冤和非透

镜信号渊B 模冤的分解遥
二尧宇宙剪切的背景知识

渝 均匀各向同性的宇宙理论模型

标准宇宙学模型建立在宇宙学原理基础上袁即假

设宇宙是均匀各向同性的袁 其中包含以下两个假设院
淤宇宙大尺度结构上袁 物质和暗物质的观测性质是各

向同性的曰于观测者在不同位置上观测同一现象所得

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袁也就是说宇宙具有简单的结构袁在
观测上是均匀的遥

虽然宇宙的均匀各向同性在大尺度上的平均是符

合观测结果袁但在小尺度上却不成立遥 也就是说袁小尺

度上宇宙显现出的不均匀性并存在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过程遥
在数学描述宇宙的均匀各向同性时人们常用的度

规有 Friedmann-Robertson-Walker渊FRW冤度规咱9暂院
ds2 = c2dt2 - a2渊t冤dl2 渊1冤
其中袁c 表示光速袁尺度因子 a渊t冤是时间的函数袁用

来描述球状宇宙随时间的膨胀或坍缩遥 dl2 是均匀各向

同性三维空间的线元袁可以表示为

dl2 = d字2 + f 2
k 渊字冤渊d谆2+sin谆d渍2冤 渊2冤

其中袁谆尧渍 是角坐标袁字 为共动半径坐标遥 fk 是球

体的共动半径袁可以写成

fk渊字冤=
K-1/2sin渊运员 辕圆字冤 渊运跃园冤
字 渊运越园冤
渊原K冤1/2sinh咱原运冤员 辕圆字暂 渊运约园冤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渊猿冤

其中袁K 表示时空的曲率遥 当 运越园 时袁时空是三维

平直的野欧几里得冶时空曰当 运跃园 时袁时空是闭合的袁如
球的表面曰当 运约园 时袁时空是开放的袁如马鞍形的表面遥

渔 宇宙中物质的成分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宇宙中物质的基本成分有三种院物质尧暗物质渊dark

Xu Jing袁 et al. Image Processing in Cosmic Shear Measurement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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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引力透镜原理图

matter冤和暗能量渊dark energy冤遥 物质袁即重子物质袁其
压力由其组成成分的分子热运动决定袁 物质的运动速

度远小于光速遥 暗物质的热运动速度等于光速袁例如袁
电磁辐射袁 尤其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渊Cosmic Mi鄄
crowave Background, CMB冤 光子遥 暗能量的密度为常

数袁压强为负咱10暂遥 1965 年袁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彭齐亚斯

渊Penzias冤和威尔逊渊Wilson冤利用厘米波接收器发现了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遥 在随后的测量中袁人们发现这种辐

射在天空中分布表现出了高度的各向同性袁 其功率谱

与温度约为 3K 的黑体谱非常相似咱10暂遥 1989 年 11 月袁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 渊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冤 发射了宇宙背景探测器

渊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冤卫星袁用来测量

全天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遥测量发现袁CMB 的光谱与温

度为 2.728K 的黑体谱非常相似袁 全天的 CMB 温度分

布高度地各向同性袁这与早期观测结果相符袁但它第一

次探测到了 CMB 温度微小涨落袁即各向异性袁涨落值

大约为 驻栽 辕栽抑员园原缘 咱11暂遥2001 年袁NASA 又启动了新一轮

CMB 空间计划袁 名为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

渊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袁WMAP冤遥
WMAP 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全天 CMB 角功率谱袁精度达

到了度的尺度遥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包含了宇宙早期的

信息咱10暂遥 人们开始认识到早期宇宙致密尧高温并且高度

电离袁光子和电子高度耦合遥 由于热介质的不透明性袁
残留的原始辐射是黑体谱咱10暂遥 由于宇宙膨胀和冷却袁电
离物质的密度下降遥 光子和电子退偶时期袁光子从最终

散射面脱离袁在宇宙中自由传播到地球上袁就是今天所

观测到的 CMB遥
隅 引力透镜基本原理

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袁光线受到引力场的作

用发生偏折会聚现象袁被称为引力透镜遥 如图 1 所示袁
在没有透镜的情况下袁光线沿直线传播袁观测者看到

源的真实角位置是 茁遥而在透镜存在的情况下袁由于光

线经过透镜附近时发生了偏折袁 观测者沿视线方向看

过去源产生的像的角位置是 夼袁与源的真实位置发生了

偏差遥
人们在数学上用透镜方程来描述源和像之间的几

何关系遥 由于源尧透镜及观测者之间的距离很大袁所以

夹角 茁尧夼 非常小袁近似地袁浊越茁阅s袁孜越夼阅d袁则
茁越 浊

阅s
越 孜
阅d

原 阅ds
阅s

琢赞 渊孜冤 渊4冤

其中袁琢赞 渊孜冤为如图 1 所示偏折角渊Deflection An鄄
gle冤遥 阅d 为透镜与观测者之间的距离袁阅s 为源到透镜的

距离袁阅ds 为源到透镜的距离袁即宇宙学尺度上的源与透

镜的距离 阅ds屹阅s-阅d遥空间矢量 浊表示源在源平面中的

位置遥 定义标度偏折角(Scaled Deflection Angle)为
琢渊夼冤越 阅ds

阅s
琢赞 渊孜冤 渊5冤

则透镜方程可以写为

茁越夼原琢渊夼冤 渊6冤
对于一个给定的 茁尧夼 可能会有多个解遥 如果源尧透

镜和观测者恰好在一条直线上袁且透镜是轴对称的袁则
产生环形的像袁被称为爱因斯坦环渊Einstein Ring冤遥

会聚和剪切:
定义会聚 资渊convergence冤为表面质量密度的形式袁
资渊夼冤以移渊夼冤移crit

渊7冤
其中移crit 为临界表面质量密度袁可以描绘为

移crit 越 c2
4仔G 阅s

阅d阅ds
渊8冤

人们常根据会聚的大小来区分强和弱引力透镜现

象遥 对于 资跃1 的情况袁引力透镜现象非常明显袁观测到

强烈扭曲的像渊如光弧冤或多重像渊如爱因斯坦十字冤袁
称为强引力透镜现象遥 当 资 远小于 1 时袁称为弱引力透

镜现象袁由于像的形变非常小袁弱引力透镜现象无法在

单个天体上观测到袁 通常观测的是弱引力透镜的统计

效应遥

徐 婧袁等. 宇宙剪切测量中的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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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剪切 酌渊shear冤是一个类似矢量的量袁有如下

形式院
酌越酌员垣i酌2= 酌 e2i渍 渊9冤
其中 渍 为方位角遥 也就是说袁剪切旋转 180毅袁其大

小方向都不变遥 通过引力透镜的薄镜近似袁我们只考虑

二维引力势的引力透镜效应袁 面源通过透镜体产生的

像的扭曲可以通过矩阵来描述遥
予 引力透镜的分类

根据透镜成像不同袁可分为微尧弱和强三种引力透

镜现象遥
微引力透镜是由于前景天体的运动使得背景天体

短时增亮被人们观测到而产生的透镜现象遥 由于其放

大率小袁很难被观测到袁概率通常只有百分之几袁发生

在恒星级天体上咱1暂遥与发生在星系尺度上的强引力透镜

和弱引力透镜现象相比袁 微引力透镜的背景天体质量

小渊如恒星冤袁光线偏折小袁通常难以直接观测到背景天

体所成的像袁而只能观察到其瞬间增亮遥 目前袁微引力

透镜现象被用来探测银河系内的地外行星遥 会聚 资 及

剪切 酌 接近 1 时袁 产生的引力透镜效应称为强引力透

镜咱1暂遥 强引力透镜现象产生多重像且扭曲严重遥 强引力

透镜的像为多重像或光弧袁多发生在星系尧星系团的中

心区域遥 当会聚 资 和剪切 酌 都远小于 1 时袁产生弱引力

透镜现象咱1暂遥 弱引力透镜发生在星系尧星系团外围区域

及宇宙学大尺度结构上遥 弱引力透镜效应表现为观测

到的像的扭曲袁并且扭曲非常微弱渊不像强引力透镜那

样产生多重像和光弧冤袁 其现象在宇宙中无处不在袁可
以用于研究宇宙中暗物质的分布尧 暗能量及宇宙的大

尺度结构咱1暂遥 在观测上袁弱引力透镜现象表现为源的像

形状改变和背景数目密度的改变咱9暂遥 宇宙剪切渊Cosmic
Shear冤是指宇宙大尺度上的弱引力透镜效应遥由于弱引

力透镜现象在宇宙中无处不在袁以及它是纯引力效应袁
所以在宇宙学的研究上具有明显优势袁 弱引力透镜不

涉及复杂的重子物理过程袁 不需要假设前景物质的运

动学状态或物质性质遥 弱引力透镜方法可以探测暗物

质两维分布袁结合红移信息袁就可以得到暗物质三维分

布情况遥 弱引力透镜通过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的演化袁
为暗能量的研究提供了关键途径咱12暂遥 弱引力透镜探测

也存在一些困难院如小尺度上的非线性效应曰重子物理

过程在小尺度上与暗物质分布存在偏差曰 弱引力透镜

信号微弱袁 需要高质量的观测处理和可信的弱引力透

镜信号分析软件曰庞大数据需要大规模的处理尧分析和

计算遥
三尧宇宙剪切的两点相关统计

渝 宇宙剪切的 E/B 模分解

宇宙剪切渊Cosmic Shear冤是弱引力透镜探测的一

个科研热点方向袁 即从统计上测量宇宙大尺度结构对

背景源形状的改变遥剪切场可以分解为散度即 E 模渊E
mode袁其性质类似电场冤和旋度即 B 模渊B mode袁其性

质类似磁场冤两个分量咱13暂遥 因为引力场是无旋的袁所以

剪切的 B 模应该为零遥 但在实际观测中袁由于一些噪音

和非透镜效应等系统误差的影响袁 宇宙剪切的 B 模不

为零袁所以在测量宇宙剪切时袁我们可以将 B 模是否为

零袁作为一种检验剪切测量的系统误差的方法遥剪切 酌尧
会聚 资 和引力势 追 都可以分解为散度和旋度两个分

量袁即分解为 E 模和 B 模咱14暂袁如图 2遥 定义会聚的梯度

为 u袁即
u = 资 渊10冤
u 可以用剪切场 酌 来表示袁即

资=渊 冤 渊11冤

会聚 资 可以写为

资=资E+i资B 渊12冤
这样会聚的 E 模可以表示以 u 的散度分量袁 会聚

的 B 模可以表示为 u 的旋度分量咱15暂袁如下
圆资 耘= 窑u 越 坠1u员 垣 坠圆u圆 渊13冤
圆资 月= 伊u 越 坠1u圆 原 坠圆u员 渊1源冤

引力势也可以分解为 E 模和 B 模

追 越追 耘 垣 i追B 渊15冤
剪切也可以分解为 E 模和 B 模

酌 越 员圆 渊坠1坠1 原 坠圆坠圆冤追垣 i坠1坠2追 = 酌E + i酌B 渊16冤
由于引力场是无旋场袁剪切 酌尧会聚 资 及引力势 追

的 B 模都为零遥

坠1酌1 + 坠1酌2
坠2酌2 - 坠1酌2

图 2 E/B模分解

E mode

B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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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宇宙剪切的相关函数

会聚 资 需要测量表面质量密度的大小袁 它不是直

接可观测量遥 但是剪切 酌 测量的是星系的椭率渊Ellip鄄
ticity冤袁即星系的形状袁可以直接测出袁所以我们通常测

量宇宙剪切遥 以下我们讨论剪切的相关函数及其与剪

切功率谱的关系遥在笛卡尔坐标系中袁含不同极角 准 相

同大小的剪切袁 可以用 酌1 和 酌2 两个分量表示剪切的

方向遥 极角为 准 的剪切 酌 可以分解为切向 酌t 和径向 酌x

两个分量遥 酌t 为剪切的 E 模袁酌x 为剪切的 B 模遥 在笛卡

尔坐标系中袁剪切可以写为 酌=酌1+i酌2= 酌 e2i渍,其中 渍 极

角表示椭率的方向遥 通过两点相关函数的线性组合形

式袁可以定义剪切的两点相关函数遥

四尧对 CFHTLS深度巡天的宇宙剪切测量

渝 CFHTLS 巡天介绍及数据的选择

加拿大-法国-夏威夷望远镜袁简称渊CFHT冤位于美

国夏威夷莫纳克亚渊Mauna kea冤山顶袁海拔 4200 米袁是
由加拿大尧法国和美国夏威夷大学于 1977 年共同出资

建造的 3.6 米光学望远镜遥 从 2003 年起袁望远镜配置

了新的照相机袁名为 MegaCam袁它是一个可以覆盖 1 平

方度天区的大型全景照相机袁 其配置的机械和光学设

备袁统称为 MegaPrime遥 CFHT 使用由 36 块 CCD 拼接

成渊4 行 9 列冤的 1毅伊1毅视场的 MegaCam 探测器进行观

测遥 每个 CCD 由 2048伊4612 个像素渊pixel冤组成袁其中

1 pixel=0.187 角秒遥有三种野巡天冶模块院淤 野非常宽冶巡
天渊Very Wide冤是一个非常宽的浅巡天遥 该巡天覆盖了

410 平方度的天区袁在 g忆尧r忆尧i忆共 3 个波段上进行观测遥
其科学目标是建立深且具成像质量高的银河系恒星样

本袁 研究包括白矮星和棕矮星在内的星族以及银河系

的结构等咱1暂遥 于宽度巡天渊Wide冤覆盖了共 170 平方度

的 4 个独立天区袁有 5 个波段袁u*尧g忆尧r忆尧i忆尧z忆袁其曝光时

长分别为 u*院6000s, g忆 :2500s, r忆 :2000s, i忆 :4300s, z忆 :
7200s遥 这个宽巡天主要通过弱引力透镜效应来探宇宙

中的物质分布和大尺度结构遥 盂超新星巡天和深度巡

天渊SNLS and the 野Deep冶冤该巡天覆盖了 4 个独立天

区袁共 4 平方度袁有 u*尧g忆尧r忆尧i忆尧z忆共 5 个波段袁5 个波段

的曝光时长分别为 u*院33hr袁g忆院33hr袁r忆院66hr袁i忆院132hr袁
z忆院66hr遥 其主要任务是监测 500 多颗 Ia 型超新星的情

况袁 观测高红移星系的分布袁 即研究高红移宇宙的情

况袁并精确限制暗能量参数遥 而星系和类星体系统的统

计样本主要用于精确限制星系演化和恒星形成历史遥
渔 CFHTLS 深度巡天第六次公开数据简介及数据

的选择

CFHTLS 深度巡天第六次公开数据 渊以下简称

CFHTLS Deep T0006冤 覆盖了 D1尧D2尧D3尧D4 四个天

区袁对于每一个天区有两种不同的合成渊Stack冤图像院一
种是取 85%的视宁度渊Seeing冤最好的观测图像合成得

到的图像渊简称为 Dk-25袁k=1-4冤袁另一种是取 25%的

视宁度最好的观测图像合成的图像渊简称为 Dk-85袁k=
1-4冤遥 对于同一天区的两个合成图像袁他们的中心位置

一样咱16暂遥与宽度巡天用了 5 块 MegaPrime 滤波器渊filter冤
不同袁CFHTLS Deep T0006 巡天用了 6 块 MegaPrime
滤波器对 D1尧D2尧D3尧D4 四个天区进行观测遥 这是由

于 袁 在 2007 年 6 月 袁MegaCam 的 i忆波段滤波器 渊i.
MP9701袁称 i 滤波器冤损坏袁从 2007 年 10 月起袁用了一

个新的 i忆 波段滤波器渊i.MP9702袁称 y 滤波器冤替代它遥
滤波器 i.MP9702 和滤波器 i.MP9701 都是在 i忆 波段进

行观测袁但为了区别不同滤波器观测的数据袁新启用的

i.MP9702 的观测数据命名为 y 袁其实并没有 y忆 这一波

段的存在遥 滤波器 i.MP9702 观测的图像和滤波器 i.
MP9701 的观测图像分别存储袁没有混合遥 老的滤波器

i.MP9701 观测的图像仍然命名为 i袁 新的滤波器 i.
MP9702 观测的图像命名为 y咱16暂遥

本文使用 CFHTLS Deep T0006 的 r忆 波段 25%视

宁度最好的合成图像进行宇宙剪切测量遥 数据来源于

加拿大空间局渊Canadian Space Agency冤支持的国家研

究委员会的加拿大天文数据中心渊Canadian Astronomy
Data Center袁简称 CADC冤遥图像数据的存储格式为灵活

图像转换系统渊Flexible Image Transport System袁简称

fits冤格式遥 虽然 i忆波段是 CFHTLS 巡天重点观测波段袁
但是由于在 2007 年 i忆波段更换了新的滤波器袁观测数

图 3 剪切的切向 酌t 和径向 酌x 两个分量

表示三个两点相关函数

徐 婧袁等. 宇宙剪切测量中的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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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成了 i忆和 y忆两部分袁没有进行叠加遥 由于宇宙剪切

对数据质量要求高袁不同滤波器渊filter冤的叠加将带来

很多问题袁比如点扩散函数渊PSF冤模式不同等因素袁因
此袁我们并不主张将 i忆和 y忆叠加袁而是选择同样具有高

观测质量的 r忆 波段的图像进行处理遥 此外袁由于 25%
比 85% 的图像视宁度更好尧更统一袁点扩散函数渊Point
Spread Function袁PSF冤修正好袁而宇宙剪切探测要求高

视宁度的图像袁所以选择 25%的图像进行处理遥 我们利

用 CFHTLS Deep T0006 r忆 25%对 D1尧D2尧D3 和 D4 四

个独立天区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遥
隅 宇宙剪切测量历史回顾及本工作的科学目标

自 2000 年袁宇宙剪切现象被四个独立的工作组首

次测量以来咱2-5暂袁宇宙剪切测量便成为弱引力透镜研究

的热点之一遥 十几年来袁科学家在宇宙剪切测量方面做

了很多重要工作咱7尧9尧17尧18暂遥在此介绍两个与本文有关的工

作遥 2006 年袁Semboloni 等对 CFHTLS 深度巡天第一次

公开数据渊以下简称 CFHTLS Deep T0001冤进行了宇宙

剪切测量 咱苑暂遥 她在 u*尧g忆尧r忆尧i忆尧z忆五个波段上袁 测量了

D1尧D3尧D4 这三个彼此独立的区域的宇宙剪切信号袁i忆
波段上探测的星等极限达到了当时的观测极限 25.5遥
这是 CFHTLS 深度巡天第一次测量到的宇宙剪切信

号袁也是 CFHTLS 本身第一次宇宙剪切信号探测遥 她的

工作表明袁 在 CFHTLS Deep T0001 中 i忆和 r忆波段数据

得到的宇宙剪切信号相似遥 这也证明了宇宙剪切信号

是纯引力信号袁即其只与宇宙中物质的分布有关袁而与

在哪个波段进行观测无关遥由于 T0001 中 D2 天区明显

比其他天区浅袁 所以 Semboloni 等只对深度巡天除 D2
外的其他三个天区进行测量遥 2008 年袁 傅莉萍等对

CFHTLS 宽度巡天第三次释放数据渊以下简称 CFHTLS
Wide T0003冤进行了弱引力透镜信号测量咱8暂遥 此次剪切

探测使用 i忆波段数据袁测量覆盖三个独立的天区袁共 57
平方度区域袁i忆波段 AB 星等深度达到了 24.5遥 所得的

剪切信号尺度为 230 角分袁 至今仍是最大尺度的宇宙

剪切信号遥 我们使用 2008 年袁 傅莉萍等对 CFHTLS
Wide T0003 宇宙剪切测量的方法袁 对 CFHTLS Deep
T0006 r忆 25%数据进行宇宙剪切测量袁 希望探测到

CFHTLS Deep T0006 r忆 25%数据中的宇宙剪切信号袁
即利用 CFHTLS 深度巡天第六次公开数据得到的宇宙

剪切信号遥
予 本工作对 CFHTLS T0006 数据的处理步骤

1. 测量图像中天体的基本参数袁 如星等渊magni鄄

tude冤尧半光半径渊fluxradius冤等曰
2. 去除图像中噪声大信号弱的区域渊mask冤袁即将

图像中过饱和星产生的晕渊halo冤尧过饱和天体尧宇宙射

线尧坏的像素点和图像的四个边渊图像的四边区域信噪

比低冤去除曰
3. 通过星等-半光半径图袁区分星系和恒星曰
4. 通 过 KSB 方 法 渊Kaiser Squires Broadhurst

Method袁KSB冤袁 利用恒星对点扩散函数 渊Point Spread
Function袁PSF冤进行修正咱6暂袁利用所得点扩散函数修正值

对星系的 PSF 进行修正袁从而测量天体成像的椭率曰
5. 生成含有星系位置尧椭率尧星等尧半光半径等参

数的星表袁从而测量宇宙剪切两点相关函数遥
其中袁利用 KSB 方法对 PSF 进行修正为工作的关

键袁PSF 修正的好坏袁直接影响了剪切测量的准确性遥
以下以在 D2 天区图像处理过程袁介绍宇宙剪切测量

的步骤遥
娱 以 CFHTLS Deep T0006 r忆 25%在 D2 天区图

像数据的处理过程为例介绍宇宙剪切测量的步骤

1. 天体基本参数测量

SExtractor 渊Source-Extractor冤是一款从天文图像

中提取物体星等尧位置等信息的开源软件咱9暂袁支持多扩

展 fits 格式渊Flexible Image Transport System冤图像的处

理袁 其优势在于可以快速有效地处理星系大尺度巡天

数据以及中度密集的恒星场数据遥 它处理速度快渊对于

2 GHz 处理器袁速度的典型值是 1Mpixel/s冤袁处理数据

量大 渊对 32 位处理器袁 处理图像尺寸的上限是 65 k伊
65k 像素袁 对 64 位处理器袁 处理图像尺寸的上限是 2
G伊2 G 像素冤袁对与图像中相互重叠的延展物体具有强

大的去混合渊deblend冤能力袁并可以实时过滤渊filter冤图
像遥 它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灵活输出所需参数遥

SExtractor 对图像数据的分析分为两步咱员怨暂遥第一步袁
建立背景天空模型袁 对全局统计量做出预估计遥 第二

步袁对图像进行去除背景尧过滤尧阈值分割等处理袁对探

测到的物体去混合尧剪除尧测光袁分类袁最后将参数写到

输出目录中遥 SExtractor 处理数据量大袁处理速度快袁测
量精确度高袁输出参数灵活等优势袁使其非常适合处理

数据量大要求精度高的弱引力透镜测量工作遥 我们利

用 Source Extractor 软件对 CFHTLS Deep T0006 r忆
25%图像中天体的基本信息渊如星等尧半光半径等冤进行

测量遥 下面介绍我们设置的 Source Extractor 配置参

数遥 利用这些配置参数 Source Extractor 可以有效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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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天体的各种参数值遥 物体的星等根据 mag=Zp-2.5log
渊flux冤得到袁其中 Zp 为星等零点遥 我们将 Zp 设为 30.0袁
这是 terapix 对 CFHTLS 公开数据的 fits 图像设定的零

点遥 曝光时间尧增益尧溢出值可从图像自带数值获得渊从
每个 fits 图像的头文件中读出袁 见图 4冤遥 视宁度渊see鄄
ing冤的数值从 CFHTLS T0006 的说明文件中得到袁具体

数值见表 1遥

我们利用 Source Extractor 计算得出天体的具体参

数袁存入星表内遥 这些参数是我们在随后的 PSF 修正尧
两点相关测量等需要用到的参数袁 这些参数有天体的

位置渊ALPHA J2000尧DELTA J2000冤尧背景之上的峰值

表面亮度 渊Peak surface brightness above background袁
参数设置中写为 MU MAX冤尧 半光半径 渊FLUX RA鄄
DIUS冤尧星等渊MAG AUTO冤尧星等误差渊MAGERR AU鄄
TO冤尧信噪比渊snr冤等遥

2. Mask 处理

去除图像中噪声大信号弱的区域遥 我们将图像中

过饱和星产生的晕渊halo冤尧过饱和天体尧宇宙射线尧坏的

像素点和图像的四个边渊图像的四边区域信噪比低冤除
去遥 与 CADC 提供的 Mask 相比袁 我们的 Mask 更加仔

细遥 我们保留了更多不需要去除的区域袁测量有效区域

达到了 80%袁如图 5遥 利用 SExtractor 计算得出的含有

天体具体参数的星表仅是初步数据袁 而我们利用 Mask
去除信噪比低的区域之后袁得到更加准确的星表袁用于

表 1 D1-25尧D2-25尧D3-25尧D4-25 的
r忆波段合成图像的主要参数咱16暂

图 4 CFHTLSD2T0006r忆25 的图像头文件信息

图 5 CADC提供的 D2 天区某一区域的 Mask

徐 婧袁等. 宇宙剪切测量中的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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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处理遥 图 5 中绿色多边形即为 Mask 去除的区

域袁可以看到图像中有四个过饱和天体没有去掉遥 右图

为相同区域我们做的 Mask袁 可以看到我们对过饱和天

体做的 Mask 图形与过饱和天体的溢出区域基本重合袁
并且去除了图像中所有过饱和天体遥

3. 区分星系和恒星

我们利用经 Mask 处理后得到的星表画出半光半

径-星等图等袁来区分星系和恒星袁从而选出可信度高

的恒星来进行下一步 PSF 修正遥恒星可以被看作点源袁
半径大小为 0袁星系被看作面源袁半径大小不为零袁且尺

度的跨度大遥 然而观测到的恒星的半光半径不为零袁这
是由于大气抖动尧大气湍流和望远镜系统等的影响袁使
得点源成像时扩展成了大小相同面源遥 所以可以利用

半光半径-星等图来对星系和恒星进行区分遥 图 6 为

CFHTLS T0006 r忆 D2-25 中天体的星等渊MAG AUTO冤袁
图 中 的 背 景 之 上 的 峰 值 表 面 亮 度 与 星 等 之 差

渊MU MAX–MAG AUTO冤图尧星等渊MAG AUTO冤要背

景之上的峰值表面亮度 渊MU MAX冤 图尧 星等渊MAG
AUTO冤要半光半径 渊FLUX RADIUS冤 图以及信噪比

渊SNR冤一半光半径渊FLUX RADIUS冤图袁这四幅图共同

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恒星和星系进行区分袁 选取出用于

PSF 修正的恒星遥图 6 左上图中绿点和蓝点交界处的黑

点虽然不是噪音袁但为了使选出的恒星尧星系更可靠袁
我们把这些点也当成了噪音袁不予选取遥 从图 6 中可以

看到绿色区域的恒星和蓝色区域的星系在尺寸上可以

很容易区分出来袁越是亮的天体袁越容易从大小上区分

是恒星还是星系遥 我们选择较亮的恒星袁并且希望用于

修正的恒星数量尽量多袁 这样可以提高 PSF 修正的准

确性遥 红色矩形框内为选取用于 PSF 修正的恒星袁其星

等约在 18-22 等之间遥
4. 用 KSB 方法对点扩散函数进行修正

由于大气视宁度和望远镜系统对成像的影响袁点
源恒星发出的光线袁经过大气和望远镜系统之后袁所成

的像会扩散成一个面源遥 我们用一个传递函数来描述

大气和望远镜系统等对光线位置产生的影响袁 这个函

数被称为点扩散函数渊Point Spread Function袁PSF冤遥 假

设 PSF 可以写成各向同性项与各向异性项之和遥 由于

PSF 各向同性项不改变星系的形状袁而宇宙剪切是对星

系椭率的测量袁因此我们需要对 PSF 各向异性进修正袁
其常用方法为 KSB 方法 渊Kaiser尧Squires 和 Broadhurst
三位作者名字首字母的组合冤咱6暂遥 KSB 方法仅适用于

PSF 各项异性非常小的情况遥 对于很大 PSF 的图像袁其
本身就不适合剪切的测量遥

根据 KSB 方法袁 观测椭率 eobs 和源的内禀椭率 es
以及剪切 酌 有如下关系院

eobs越es垣孕酌酌+PsmP 渊17冤
其中 孕酌 为剪切极化张量渊Shear polarizability冤袁Psm

为模糊极化张量渊Smearpolarizability冤袁这两个张量的大

小依赖于观测到的亮度轮廓渊Observed brightness pro鄄
file冤袁可直接测量遥p 为 PSF 各向异性因子遥由于恒星是

点源袁所以恒星的内禀椭率 e *
s =0袁剪切 酌=0袁上标 * 表

示恒星的相关量遥 利用方程(17)袁可以得到恒星的 PSF
各向异性因子 p* 的值可由直

接观测量得到袁即
p*= e*obs

psm* 渊18冤
PSF 是位置的函数袁即不同位置袁PSF 不同遥根据恒

星的 PSF 各向异性因子 p* 的数值及其对应的位置袁通
过多项式拟合袁 我们得到整个图像的 p 关于位置的函

数遥 通过外推该拟合函数袁 可得到星系位置 PSF 的修

正遥 在我们的工作中袁采用四阶多项式拟合袁得到的 p
关于位置的函数遥 以 CFHTLS T0006 r忆 D2-25 为例袁从
图 7 中可以看出观测恒星椭率与用拟合出的 p 算出的

恒星椭率之差非常小袁拟合结果很理想遥 由于星系的方

向在空间中随机分布袁所以对大尺度测量情况下袁大量

样本统计的星系内禀椭率的平均值为 0袁即
< es > = 0 渊员怨冤图 6 CFHTLS T0006 r忆 D2-25中天体的恒星尧星系区分图

Xu Jing袁 et al. Image Processing in Cosmic Shear Measurement Visualization

66窑 窑



2016 年第 4 期

根据方程(17)得袁
酌 越 < eobs-PsmP

P酌
> 渊20冤

即我们可以从星系椭率的观测值袁 得到宇宙剪切

信号 酌遥我们可以用剪切 酌与未修正的恒星椭率 e*obs遥作
交叉相关袁来对 PSF 修正的系统误差进行检验遥

孜sys= < e*obs酌 >2
< e*obse*obs > 渊21冤

若 PSF 修正非常好袁 则交叉相关值 孜sys 远小于剪

切的两点相关遥 反之袁则可以检验宇宙剪切测量存在系

统误差袁这种误差不是透镜效应遥 对 PSF 进行修正的重

点是恒星和星系的区分袁 如果用于 PSF 修正的恒星样

本掺入了暗弱星系袁则 PSF 修正不能达到要求遥
5. 生成含有星系位置尧椭率尧星等尧半光半径等参

数的星表袁从而测量宇宙剪切两点相关函数

在星系星表中袁因为星系椭率不可能大于 1袁我们

只保留 e 21iso+e 22iso约1 的星系袁保留下来的星系个数占之前

星系个数的 95%-96%遥 CFHTLS Deep T0006 r爷 25%四

个天区中选出的用于计算宇宙剪切两点相关的星系个

数尧恒星个数及星系的平均密度袁见表 2遥

我们使用 Hoekstra 等的表达式计算权重咱2园暂袁
棕越 P圆酌滓圆着P圆酌垣滓圆

e
渊22冤

其中 滓e 是椭率测量的误差 咱2园暂袁孕酌 是剪切极化张

量咱2员遥 滓缀 为内禀椭率的均方差袁它可以从整个星系星

表中计算出来遥 由星系星表计算得 滓缀 越0.42遥 用于计

算两点相关的星系的星等权重图如图 8 所示袁 从图

中可看出星等越暗袁信噪比越小袁不确定度越大袁权
重越小遥

我们对常用的三种两点相关函数的 E尧B 模进行了

分解遥 从图 9 的 D2 天区三种两点相关函数的 E尧B 模

分解中袁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 E 模信号袁即宇宙剪切信

号遥B 模在 1滓 统计误差中接近 0袁这说明测量的系统误

差较小袁测量准确遥

星系个数 恒星个数
星系平均密度

渊星系个数/平方角分冤

D1 132719 2699 37
D2 141173 3981 39
D3 152765 3258 42
D4 110405 5815 31

图 7 用 KSB方法对点扩散函数进行修正

表 2 CFHTLS Deep T0006 r忆 25%四个天区中选出的

用于计算宇宙剪切两点相关的星系个数尧
恒星个数及星系的平均密度

图 8 CFHTLS T0006 r忆 D2-25用于计算两点

相关的星系的星等–权重图

徐 婧袁等. 宇宙剪切测量中的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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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CFHTLS T0006 r忆 D2-25 中常用的

三个两点相关函数的 E/B模分解

渊其中黑点为 E模袁红点为 B模袁E尧B模的误差均为统计误差冤

五尧总结

本文对 CFHTLS 深度巡天第六次公开数据的宇宙

剪切信号进行了测量袁 得到了可信的宇宙剪切信号遥
为利用剪切信号来限制宇宙学模型参量提供了必要

准备遥
我们利用 SExtractor 软件对 CFHTLS Deep T0006

r忆-25 D1尧D2尧D3尧D4 四个天区的图像进行处理袁 分别

得到了各个天区初步的含有基本参数的星表遥我们利

用 Mask 去除初步星表中噪声大信号弱的区域袁 是将

图像中过饱和星产生的晕渊halo冤尧过饱和天体尧宇宙

射线尧坏的像素点和图像的四个边袁从而得到信噪比

高的星表遥 无论是从 Mask 自身的形状袁还是 Mask 之

后得到的天体星等要半光半径图来看袁 我们做的

Mask 都是非常细致的袁 既保留了大量信噪比高的区

域袁又全面去除了信噪比低的区域遥 我们从信噪比高

的星表中选出可靠的恒星袁通过 KSB 方法袁对恒星的

PSF 各向异性进行了修正袁从修正前和修正后的恒星

椭率对比图可以发现袁我们选用的四阶多项式可以很

好地修正 PSF 的各向异性遥 我们对比了 CFHTLS鄄
DeepT0006 r忆 25 中 D1尧D2尧D3尧D4 四个天区的三种两

点相关函数的 E/B 模分解遥 四个天区 E 模结果在统

计误差范围内是可比的袁非透镜信号渊B 模冤在误差范

围内接近于零遥
夼渊arcmin冤

夼渊arcmin冤

夼渊arcmin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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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已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尧 智能仪

器仪表尧通信设备尧汽车电子尧航空航天电子系统尧家用

电器等领域袁而且随着野中国制造 2025冶国家战略的提

出和物联网的发展袁 单片机开发能力更成为现代工科

类大学生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遥 本文介绍 8051 单

片机常用的两种类型显示模块的设计方法袁 即数码管

和液晶显示模块遥

1 数码管显示模块设计

LED 数码管的驱动有两种方式袁一种是静态驱动袁
一种是动态驱动遥 静态驱动是一个并行口接一个数码

管袁它的特点是占用硬件资源多袁但占用 CPU 机时少遥
动态驱动是所有数码管的段码线对应并联接在一个 8
位并行口上袁而每个数码管的公共端分别由一位 I/O 线

控制袁单片机控制数码管依次循环显示袁当显示时间间

基于 Proteus 的单片机显示模块设计

王莉军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度很高的微型计算机袁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袁使得我们的生活越来

越便利遥 单片机的显示模块是单片机的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本文介绍了基于 Proteus 软件实现 8051
单片机的两种常用显示模块的设计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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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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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is a kind of micro computer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It is widely used in
every field of people's life, and makes our life more convenient. The display module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n-machine interactive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method of two types of display
module in 8051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system based on Proteus software.
Keywords: Proteus; 8051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display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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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较小时袁 由于人眼的暂留

特性袁 看不出数码管的闪烁

现象遥 数码管动态驱动的特

点是袁占硬件资源较少袁但占

CPU 机时较多遥
LED 数码管最常用的是

七段 LED 显示器袁该显示器

内部有七个条形发光二极管

和一个圆点发光二极管袁引
脚如图 1 所示遥 七段 LED 数

码管分共阴极和共阳极遥 共

阴极数码管是所有发光二极

管的阴极连在一起为公共端 com袁如图 2 所示遥 共阳极

数码管是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阳极连在一起为公共端

com袁如图 3 所示遥

对于共阴极数码管袁 当数码管的 a耀g 七个发光二

极管加高电平时点亮袁加低电平时熄灭袁所以七个发光

二极管不同暗灭的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字形袁 这种组

合称为段码遥共阴极数

码管的段码生成过程

如表 员 所示袁共阳段码

可以通过共阴段码取

反获得遥
1.1 硬件电路设计

1.1.1 时钟电路

单片机的运行需

要统一的时钟控制袁时钟信号有两种方式产生袁内部时

钟和外部时钟袁我们这里采用的是内部时钟方式袁如图

源 所示遥内部时钟方式是利用单片机内部的振荡电路实

现袁在 XTAL1 和 XTAL2 的引脚外接晶体振荡器和电容

组成并联谐振回路遥 电容 C1 和 C2 一般取 30pF, MCS-
51 在通常应用情况下袁时钟振荡频率为 6耀12MHz遥
1.1.2 复位电路

在单片机开机或者是单片机工作中出现死机的时

候袁需要对单片机进行复位遥 当 8051 单片机复位引脚

RST 上的高电平超过 10 ms 时袁单片机就会立即复位咱1暂遥
这里采用的是上电复位和按键复位整合在一起的复合

复位做法袁如图 缘 所示遥 单片机上电的瞬间袁电容两端

的电压为 0V袁RST 引脚的电位为电源电压 5V袁 随着电

容的充电过程袁RST 引脚的电位逐渐下降遥当 RST 上的

高电平持续时间超过 10 ms 时袁单片机复位遥 另外一种

情况袁当单片机正常工作袁按键按下时袁RST 引脚因为

串联 R2 电阻的分压为高电平袁 当按键按下时间大于

10ms 时袁单片机复位咱2暂遥

图 1 七段数码管引脚图

图 2 共阴极型 图 3 共阳极型

显示字符

共阴 LED数码管

dp g f e d c b a 段码

渊员远进制冤

0 0 0 1 1 1 1 1 1 3FH COH
1 0 0 0 0 0 1 1 0 06H F9H
2 0 1 0 1 1 0 1 1 5BH A4H
3 0 1 0 0 1 1 1 1 4FH BOH
4 0 1 1 0 0 1 1 0 66H 99H
5 0 1 1 0 1 1 0 1 6DH 92H
6 0 1 1 1 1 1 0 1 7DH 82H
7 0 0 0 0 0 1 1 1 07H F8H
8 0 1 1 1 1 1 1 1 7FH 80H
9 0 1 1 0 1 1 1 1 6FH 90H

共阳 LED
数码管

段码

渊员远 进制冤

表 1 七段 LED数码管段码表

图 源 时钟电路图

王莉军 基于 Proteus 的单片机显示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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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缘 复位电路图

1.1.3 数码管电路

本实例采用的是共阴极数码管袁公共端接地袁数码

管的七个段码线分别连接 P1.0耀P1.6 引脚袁如图 远 所示遥

1.2 软件设计

数码管显示袁将段码表放在一个数组里袁显示数字

即为数组的下标袁 所以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使得数码

管输出要显示的数字遥 显示之间的 1s 间隔可以用软件

延时即循环结构语句实现遥 软件流程图如图 苑 所示遥
1.3 仿真

将 KeiluVision 软件编译生成的 hex 文件加载到单

片机上袁仿真运行袁数码管可以每隔 1s 循环显示数字

0耀9袁如图 愿 所示遥

2 液晶显示模块设计

液晶显示模块在很多仪器仪表尧 家用电子产品中

使用袁 这里介绍一种常见的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

LM1602遥 LM1602 是一款可以显示两行尧每行 16 个字

符的液晶模块遥 LM1602 芯片的引脚图如图 9 所示遥
图 远 数码管显示模块电路图

图 苑 数码管显示流程图

图 愿 数码管仿真结果图

图 怨 LM1602引脚图

Wang Lijun Desig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Display Module Based on Proteus

显示数字
i =0

i约10

查表袁显示数字
孕员=蕴ed_mod咱i暂

为显示下一个
数字做准备i垣垣

延时 员s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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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引脚的功能如下咱3暂遥 第 1 脚院VSS 为电源地曰
第 2 脚院VCC 接 5V 电源正极曰第 3 脚院V0 为液晶显示

器对比度调整端袁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袁接地电源

时对比度最高 渊通过一个 10K 电位器可调整到适当

值冤曰第 4 脚院RS 为寄存器选择袁高电平 1 时选择数据

寄存器尧低电平 0 时选择指令寄存器曰第 5 脚院RW 为

读写信号线袁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袁低电平时进行写

操作曰第 6 脚院E渊或 EN冤端为使能渊enable冤端袁由高电

平变为低电平时读写操作有效曰第 7耀14 脚院D0耀D7 为

8 位双向数据端曰第 15 脚院背光源正极曰第 16 脚院背光

源负极遥
单片机主要是通过引脚 4尧5尧6 来控制 LM1602 液

晶显示模块的显示遥
LM1602 有 16伊2 个显示位袁 每个显示位对应于一

个 RAM 单元袁而且系统规定袁写操作时的地址最高位

为 1袁读操作时的地址最高位为 0袁所以对应读尧写操作

时的 16伊2 个显示位的地址如表 圆 所示遥
为管理 LM1602袁系统内共设有 11 条操作指令袁其

中最常用的几条指令代码及其作用汇总有院0x38 设置

16X2 显示袁5X7 点阵字形袁8 位数据接口曰0x01 设置清

屏曰0x0F 开显示袁显示光标袁光标闪烁曰0x06 地址加 1袁
当写入数据的时候光标右移曰LM1602 芯片的读写操作

控制方式如表 猿咱3暂遥
2.1 硬件电路

Proteus 中目前没有 LM1602袁 可以用 LM016L 代

替袁两者在功能上完全相同袁只不过 LM016L 没有背光

引脚袁不影响仿真结果遥 LM1602 液晶显示仿真电路图

如图 1园 所示遥

2.2 软件设计

要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两行字符串袁 可以将需要

显示的两行字符串分别存放在两个字符数组里袁 流程

图如图 1员 所示遥 LCD 的初始化主要是设置 LCD 的工

作模式尧清屏尧光标显示方式等遥 设置第一尧二行首地址

可以根据表 圆 的 LM1602RAM 的地址分布表得到遥 写

命令和写数据操作可以根据表 猿 的 LM1602 芯片的读

写操作控制方式表写出咱4暂遥

表 猿 LM1602 芯片的读写操作控制方式

表 圆 LM1602RAM的地址分布

读
园 员 圆 猿 源 缘 远 苑 愿 怨 韵粤 韵月 韵悦 韵阅 韵耘 韵云
源园 源员 源圆 源猿 源源 源缘 源远 源苑 源愿 源怨 源粤 源月 源悦 源阅 源耘 源云

写
愿园 愿员 愿圆 愿猿 愿源 愿缘 愿远 愿苑 愿愿 愿怨 愿粤 愿月 愿悦 愿阅 愿耘 愿云
悦园 悦员 悦圆 悦猿 悦源 悦缘 悦远 悦苑 悦愿 悦怨 悦粤 悦月 悦悦 悦阅 悦耘 悦云

功能 输入 输出

写指令 砸杂越园袁砸宰越园袁耘越下降沿脉冲袁阅月园耀阅月苑 为指令码 无输出

写数据 砸杂越员袁砸宰越园袁耘越下降沿脉冲袁阅月园耀阅月苑 为数据 无输出

读状态 砸杂越园袁砸宰越员袁耘越员 阅月园耀阅月苑 为状态字

读数据 砸杂越员袁砸宰越员袁耘越员 阅月园耀阅月苑 为状态字数据

图 10 LM1602 液晶显示仿真电路图

王莉军 基于 Proteus 的单片机显示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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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仿真

将 keiluVision 软件编译生成的 hex 文件加载到单

片机上袁仿真运行袁可以看到液晶显示器显示结果如图

1圆 所示遥
3 结语

本文介绍了单片机的数码管尧 字符型液晶显示模

块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的设计方法袁 并且基于 Pro鄄
teus 仿真平台论证了设计的可行性遥本文的不足之处是

没有基于单片机硬件实物的测试验证袁 在今后的工作

中还要继续努力袁能够将从设计原理尧仿真测试验证袁
再到实物测试验证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学习方法传授

给学生遥图 1员 液晶显示流程图

图 1圆 液晶显示仿真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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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Lijun Desig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Display Module Based on Proteus
LED 初始化

渊写指令操作冤

设置第一行首地址
渊写指令操作冤

依次显示
第一行 员远 个字符
渊写数据操作冤

设置第二行首地址
渊写指令操作冤

依次显示
第二行 员远 个字符
渊写数据操作冤

光标返回设置

原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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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认知图的客户评论分类研究

苑田田 张 璇 倪 军 *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电子商务网站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评论袁反映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偏好尧态度和意见遥 如何利用这些

有价值的信息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遥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模糊认知图的分类方法袁挖掘客户评论的价值袁并利用实验

数据评估分类方法的查准率和查全率遥 实验结果表明袁该方法是一种利用以文本格式存储的客户评论进行分析的

有效方法遥
揖关键词铱 特征词曰重量曰模糊认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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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Web sites accumulate a large number of customer reviews which reflect customers' preferences,
attitudes and opinions about purchased products and received services. How to exploit these reviews effectively attracts
people attentions. To mine the customer review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review classification method which is
based on a fuzzy cognitive map. The precision and recall rates in the propo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can be evaluated by
using existing experiment data for test-bed. The experiment result shows the approach is very effective for analyzing
customer reviews in text.
Keywords: feature words; weights; fuzzy cognitive maps

1 简介

人们越来越多的感觉到在线购物的便利和利益袁
随着在线购物的普及化袁 客户的在线所购产品的评论

也变得常见遥 一般来说袁 客户评论的内容包括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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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尧质量尧性价比尧以及服务的满意程度遥 尽管在网络上

的在线购物评论的价值非常巨大袁但是目前对于中文网

络客户评论的研究仍有待完善遥 本项目主要研究通过

对网络评论进行分类袁 所获取商品价值的信息提炼方

法遥本文采用模糊认知的推理机制袁在充分考虑特征项

与特征项之间尧特征项与类别之间尧类别与类别之间等

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影响袁 对网络产品评论进行系统分

类遥 把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实践的网络购物系统去遥
2 相关工作和研究

客户评论分类是指通过网络信息系统中获取大量

的客户产品评论数据袁 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对所关注

的产品评论进行类别咱1暂袁目前对于用英语表达的产品评

论数据的分类已经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遥 比如 Hu 和

Liu 等咱2暂首先提出了应用关联规则分类方法袁从以英文

表达的产品评论中提取产品的特征遥 Kobayashi咱3暂采用

了半自动化的循环方法袁提取产品特征和用户观点遥 国

内对于具有文本倾向性的研究起步相对比较晚袁 目前

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产品评论尧 影评等具有倾向性

的研究袁 也包括关于主题探测等方面研究 咱4暂遥
3 基于模糊认知图的客户评论分类模型

在本项目中袁我们采用模糊认知图技术袁对客户评

论进行分类遥 首先袁我们采用向量空间来建立一个有效

的客户评论数据的表示模型曰在这个表达模型基础上袁
构造一种评论的模糊认知图袁根据这图袁使得我们能够

通过适当的计算袁输出可判断的产品评论的分类值遥
3.1 客户评论表示模型

客户评论的正确表示是产品评论分类的主要工作

环节遥而用向量空间模型来描述文本的表示模型咱5暂是最

简单有效的方法遥 因此袁在信息处理中袁在文本表示中袁
我们使用向量空间模型遥 与向量空间模型的概念相关

的还有 咱6暂院文本尧词组和加权渊Document袁Term袁Weight
渊图 1冤等概念遥

向量空间模型可以采用矩阵的形式来表示袁

3.2 关于客户评论分类的模糊认知图

当完成用向量空间模型表达客户评论的分类之

后袁我们把特征项和类别作为认知图的节点遥 特征项的

权重作为对应节点的状态值尧特征项和类别袁而类别和

类别作为相应边的权重遥 这样我们构造了一幅模糊认

知图渊如图 2 所示冤遥

客户评论分类模糊认知图是一个四维序列组袁数
学上可以表示为 U =渊T袁C袁E袁W冤遥 其中 T = {t1袁t2袁...袁tn}
是客户评论的特征项集合曰 C= 喳c1袁c2袁...袁cm札是类别集

合曰E 是有向弧集合袁有向弧可以用<ti袁cj>表达遥 它在数

学上表示特征项 ti 与类别 cj 的相关性袁同样有向弧<ck袁
cj>表示类别 ck 与类别 cj 的相关性袁有向弧<ti袁tj>表示特

征项 ti 与特征项 ti 相关性曰 W 是整个节点的权重集合袁
Wj 是在 j 点上的权重袁其中 Wij 是有向弧<ti袁cj>的权重袁
Pkj 是类别有向弧<ck袁cj>的权重袁Rij 是客户评论的特征

项的有向弧<ti袁tj>的权重遥
对于边权重 Pkj 和边权重 Ri袁我们采用最常用的中

心向量方法遥 对于特征项和类别之间的相关性 Wij袁我
们使用 TF窑IDF 权重咱7暂函数来确定客户评论分类中的

特征项在类别中的权重遥 这样我们可以使用互信息算

法咱8暂来计算遥
因此袁 客户评论的边权重矩阵分类模糊认知图可

以简化为以下矩阵院图 1 矢量空间模型示意图

渊1冤

图 2 客户评论模糊认知图示意图

Yuan Tiantian袁 et al. Research of Customer Reviews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Fuzzy Cognitiv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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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论分类模糊认知图在渊t + 1冤时间上收到的

总输入为院

其中袁 袁 分别表示特征项 ti 和类 ck 的
初始权重遥

因此袁客户评论分类模糊认知图在渊t + 1冤时间上

得到的输出为院

其中 f 函数是 sigmoid 函数院

最后判断 是否高于阈值 P曰 如果高于阈值 P袁
则输出 cj袁如果产生多个 cj袁则输出最大的 cj遥 最后获得

的 cj 即为客户评论分类遥
4 对模型的评论

4.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548 条京东商城网站关于 野尿布超软棉

系列包装 42 包冶的网络评论遥 分类类别为物流尧卖家服

务尧品牌尧价格和产品质量袁每个类别细分为好尧中尧差
三个等级遥

4.2 实验过程和结果

首先袁 在建立客户评论表示模型和删除无效客户

评论后袁我们得到 484 条有效评论遥 由于数量庞大袁我
们以一个评论的模糊认知图模型为例渊如图 3 所示冤遥

根据上面的计算模式和给定的实际网络评语各个

数值的计算袁边缘权重矩阵院

我们在每个评论中计算特征项的权重袁 删除无效

特征项袁 并且在类别中计算特征项的权重遥 根据公式

渊3冤和渊4冤袁计算 VC 值袁即为每条评论与类别的相似度

渊如表 1 所示冤遥
之后采用比例截尾法的阈值策略袁 按照降序对每

渊圆冤

渊3冤

渊源冤

渊缘冤

i VCi1 VCi2 VCi3 VCi4 VCi5 VCi1 VCi2 VCi3 VCi4 VCi5

1 0.761 0.766 0.756 0.767 0.745 0.915 0.920 0.911 0.901 0.921
2 0.800 0.807 0.806 0.796 0.784 0.808 0.801 0.807 0.797 0.785

表 1 前 4 条评论的 VC值

物流 卖家服务 品牌 价格 产品质量

Total 49 22 29 112 272
Good 43 19 27 99 254

Moderate 2 0 0 6 4
Bad 4 3 2 7 14

表 2 最终分类结果

苑田田袁等. 基于模糊认知图的客户评论分类研究

图 3 客户评论模糊认知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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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评论和类别进行排序袁 并对具有最高相似度的类别

中的评论进行分类遥 以这种方式完成客户评论的初始

分类袁然后以相同的方式对每个类别进行细分袁进一步

得到细分分类结果渊如表 2 所示冤遥
4.3 结果的测试和分析

实验采用查准率与查全率的方法对模型的分类性

能进行评论遥 查准率主要考察分类的健全性袁而查全率

主要考察分类器的完备性遥 对于最终分类结果袁其查准

率和查全率如表 3 和表 4 所示遥

通过查准率与查全率的计算可以看出袁 基于模糊

认知图的客户评论分类方法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袁可
以很好地满足人们对分类性能的要求和实际需要遥

通过分类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袁 关于产品质量的客

户评论数占全部有效评论数的 56%袁 关于价格的评论

数占 23%袁而对物流尧卖家服务尧品牌的评论数总和只

占 20%左右渊图 4冤袁说明消费者在京东商城购物时最看

重的还是产品本身的质量袁 另外消费者也希望在价格

方面可以比超市购物更加实惠遥
表 3 初步分类结果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物流 卖家服务 品牌 价格 产品质量

查准率咱%暂 91.3 91.9 87.6 92.5 97.6
查全率咱%暂 92.7 85.6 87.3 88.0 85.4

表 4 最终分类结果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物流 卖家服务 品牌 价格 产品质量

类别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查准率咱%暂 88.1 91.3 88.5 92.6 95.3 88.6 91.6 87 87.7 96.5 97.1 93.5 87.8 90.3 86.4
查全率咱%暂 94.2 95.4 92.8 91.1 81.2 83.7 87.7 90.2 91.6 83.1 89.2 86.9 91.5 92.6 92.9

通过每种细分的分类结果袁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院 淤 产品质量的好评率达 93.4豫袁 说明本产品质量

好袁但还需要改进遥 消费者关注的产品质量主要包括柔

软性尧吸收性尧防漏性尧渗透性等遥于 对价格也有较高的

好评率袁这说明大多数消费者都可以接受这个产品的价

格遥此外袁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想要有更多的促销活动遥
盂 京东商城在物流和卖家服务方面做得很好遥 榆从品

牌的反馈我们可以看到纸尿裤的认可度很高遥
5 结论

到目前为止袁对于网络评论的分析方法尚不完善袁
本文针对网络评论的重要性袁 利用模糊认知图的方法

对网络评论进行适当分类遥 通过考察消费者对于网上

购物的关注重点袁 分析网购过程中包括物流尧 卖家服

务尧产品质量尧价格尧品牌等方面的信息袁旨在通过得出

的结论袁一方面帮助消费者更好地选择合适的产品袁另
一方面帮助商家更好地认识到产品本身需要改进的地

方以及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袁 力争更好地为

消费者服务遥

图 4 每个类别评论数量的比例

Yuan Tiantian袁 et al. Research of Customer Reviews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Fuzzy Cognitiv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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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适应“互联网 +”的挑战

陈 瑛 徐子闻 缑 瑛 侯丽萍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如何培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对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是一个挑战遥 学院通过

多途径的校企合作模式探索袁以期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尧教师理论实践结合能力袁开展"专业基础+行业应用+职

业发展"为特色的学科内涵建设遥
揖关键词铱 "互联网+"曰 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曰 校企合作曰学科交叉

Deepen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Talen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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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cultivate 义Internet +义 app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alents in the age of science and tech鄄
nology is a challenge. Sanda University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students 忆post suit, teachers忆 abil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义professional + industry + technology义 featuring
the connotativ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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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 陈瑛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袁教授遥 电子邮箱院ychen@sandau.edu.cn
徐子闻袁男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袁教授遥 电子邮箱院xuzw09@163.com
缑瑛袁女袁中共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总支委员会副书记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gouyikun@126.com
侯丽萍袁女袁中共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总支委员会书记兼副院长袁助理研究员遥电子邮箱院3475165784@qq.com

基金项目院 本文系 2016 年上海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野数据工程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2016-SHNGE-01ZD冤尧
2016 年上海市教委政府扶持资金野应用型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冶成果之一遥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第 4 期圆 园1 6 年 12 月
晕燥援4Dec援 圆 园 1 6

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曳明确提出院在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将超

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袁实施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袁实施

国家大数据战略袁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曰建设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袁推进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咱1暂遥 所谓野互

联网+冶袁就是指野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冶袁是利用信息

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袁 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

深度融合袁创造新的发展生态遥 其特征是跨界融合袁它
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袁 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

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袁 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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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于经济尧社会各领域之中袁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

和生产力袁 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

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咱2暂遥
一尧野互联网+冶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信息科学与技

术学院的挑战

在野互联网+冶等新技术发展推动下袁对于人才的岗

位能力要求更具针对性袁 诸如院淤现场解决问题的综

合实践能力曰于不同专业背景下的用户需求理解能

力曰盂团队协作能力曰榆交流沟通能力曰虞技术创新能

力曰愚新技术适应力和职业敏感力曰舆较强的理解力和

执行力遥
但现行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与

人才市场需求差异较大袁体现在或者野重理论而缺实践

应用能力冶袁或者野重实践而缺必要的系统理论和持续

发展潜力冶遥 校企合作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捷径袁但制

约其发展的瓶颈在于院淤停留在解决学生就业为目标袁
缺少对于学生后续发展潜力培养的思考曰于如何充分

发挥企业的积极作用袁 真正将企业实践经验与学校理

论基础有机结合袁 根据人才市场核心能力的要求进行

人才培养遥
因此袁 如何将学校传统的理论知识体系与企业实

践能力有机结合袁 培养符合行业发展需要并具发展潜

力的应用技术人才是大家关注的问题遥
二尧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渝 按照 野职业标准寅适应岗位寅核心能力寅课程

设置冶的思路袁构建以能力为本的课程体系遥 根据行业

需求动态调整课程内容袁跟踪最新技术发展适时增加尧
调整专业选修课遥 与上海华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咱猿暂袁将模拟银行金融 IT 开发环境植入专业课程教

学袁使学生在一个野真实的生产环境冶中完成相关课程

学习与训练遥
渔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袁 突破以单一课程知识

验证为目标的教学实验安排遥 成立了野上海杉达-华钦

学院冶咱源暂袁 通过校企深度融合联合培养高水平的金融科

技人才袁通过与 IBM 等企业共建联合创新实验室袁构建

模拟企业工作环境的跨专业综合实践实训平台遥 将企

业岗前技术培训前置引进校园袁形成野专业实践寅综合

实训寅岗前培训冶一体化模式袁提升学生能力遥
隅 构建 野培训寅实习寅就业冶 一条龙合作培养模

式遥 自 2013 年起袁我校与 Infosys咱5暂尧文思海辉咱6暂尧亚信科

技咱7暂等企业开展合作袁每年暑假派遣大三学生到企业接

受技术培训袁 这批学生在大四实习阶段继续在相应企

业的项目组中实习袁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遥
予 引进高水平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袁 鼓励学生通

过相关资格认证遥 与上海滔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 ISTQB/CSTQB渊International Software Testing Qual鄄
ifications Board/Chinese Software Testing Qualifications
Board袁国际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中国软件测试认证委

员会冤软件测试课程建设咱8暂袁加入华为网院对接 HCNA/
HCNP 等职业资格认证探索 ICT 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咱9暂袁
与中国思科网络技术学院理事会合作开展 CCNA/CC鄄
NP 网络技术课程建设咱10暂袁将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结构与

培养方案对接,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袁实现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遥
娱 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开展课外创新小组活动遥 自

2012 年起袁组建移动开发小组袁该小组已陆续参与了我

校英语自主学习平台尧 上海某旅游公司的巴厘岛移动

服务软件和学校招生办公室招生热线 APP 等项目开

发遥 通过活动袁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提升对专业的热爱

和学习热情遥
雨 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袁 信息技术学院在提升自

身技术实力的同时袁必须要有服务大众和社会的意识袁
要学会与各个学院的技术交流袁 为更多的行业应用提

供技术支持遥
三尧阶段成果

渝 依托校企合作尧产学结合袁有力地推动了本专业

的内涵建设遥 鼓励教师参加企业技术培训袁及时了解业

界动态袁掌握最新技术曰组织教师参加全国及行业组织

的研讨袁与企业技术人员开展学术交流遥 使得教师在专

业知识更新尧项目开发管理经验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袁
教师的创新意识尧实践能力尧团队凝聚力得以增强遥

渔 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开发袁提升教师实力袁促进

学科发展遥依靠政府扶持资金袁建设综合实验实训平台

和 IOS尧云计算等实验室袁在建设过程中袁充分调研行

业需求袁听取了企业同行的意见和建议遥在实训基地的

建设上袁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袁与企业签订协议袁互为

教学基地和实训基地袁实现了共同合作尧互利共赢袁为
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实

践环境遥
隅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

升遥 2010耀2013 年袁在上海市教委高教处主办的上海市

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以及教育部高校计算机教

陈 瑛袁等. 深化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适应野互联网+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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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杉达学院 2016 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咱11暂要要要专业期初薪酬分析

Chen Ying袁 et al. Deepen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Talents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Internet+"

指委尧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组织主办的野蓝桥杯冶全国

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尧 第六届全国信息技术

应用水平大赛中袁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获得全国总决赛

和上海赛区各类奖项共 33 项遥
予 学生就业具较强的竞争力袁 行业就业率保持在

75%以上遥毕业生受到众多 IT 企业的欢迎袁一般到大四

上半学年袁多数学生已落实就业单位袁许多毕业生到企

业后被评为优秀员工袁得到企业的肯定遥 在最新发布的

叶2016 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曳中袁学院 3 个专业均位列

全校专业期初薪资前 10 位袁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位列第一遥
娱 分别获得了 2013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渊野校企合作应用型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冶冤咱12暂和 2009 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渊野依托上

海 IT 企业集团优势袁创建计算机专业特色冶冤遥
雨 2016 年 8 月成为教育部野数据中国百校工程冶首

批入选学校袁 与中科曙光联合开展以数据工程人才培

养尧 协同研究和应用服务相结合的校企合作新模式探

索袁并于 2016 年 11 月成为教育部野教育之弦冶卓越创

新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咱13暂遥
四尧问题尧挑战与思考

渝 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师资袁 一支具有较广学术视

野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是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

培养的根本保证遥现在的困难在于院淤专职教师的业务

知识结构和工作模式不适应新兴行业的技术发展需

求曰 于企业兼职工程师缺乏系统的理论结构和授课经

验曰 盂现有课程体系设置与实际岗位职业能力要求脱

节曰 榆传统课程教学内容与实验设计要求落后于行

业发展遥
结合人才市场需求袁通过野引进来袁走出去冶袁邀请

企业技术人员与专职教师组成混合教学团队袁 重组课

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袁既强化教学重点渊理论尧知识体系冤
又重视实践渊动手能力冤培养遥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组建

一支高水平应用复合型的师资队伍袁 以实现适应社会

技术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遥
渔 在野互联网+冶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袁企业对于

学生岗位适应能力的要求越来越具体遥 如何将高校的

传统教育理论体系和企业实践能力需求相结合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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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和探索的问题遥淤根据野职业标准自律适应性

核心能力安排冶的思想袁建立了基于能力的课程体系袁
可以根据行业要求调整课程内容遥 于建立一个综合实

用的培训平台袁可以模拟企业的工作环境袁形成野专业

实践冶综合实践培训野前期培训冶模式遥 盂建立野培训实

习工作冶的合作培训模式遥 榆引进高水平的工作资格认

证体系袁鼓励学生参加相关资格考试遥 虞鼓励教师指导

学生在课后开展创新活动,特别是与企业实际应用背景

相结合的双创活动遥 愚帮助受训人员开展有益的交叉

综合训练遥

总之袁在野互联网+冶时代袁培养野专业基础+行业应

用+职业发展冶为特色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袁需要学生尧
教师尧学校尧企业和社会的多方理解尧配合与支持遥 需

要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的深度合作和互相理解支

持袁也欢迎其他学科教师共同参与开展学科交叉研究

与探索遥
五尧志谢

感谢所有参与合作项目的企业袁 感谢所有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参与校企合作的老师和同学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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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为了培养社会需求的知识型高技能创新人才袁各个地方性本科高校纷纷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尧
以科学管理为基础尧以教学质量为保证尧以办学特色求发展的人才培养思路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商务系为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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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取得的成效袁并提出实践活动的创新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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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community needs to foster knowledge-based high-tech innovative talents, the school
puts forward to market demand-oriented, many regional universities like Sanda University, launch so-called "Developing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 to ensure teaching quality. To implement such program wit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of import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such program, we develop double certificate program (both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to advocate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hus raising their career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expa鄄
tiates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lose to the social demand, perfecting the dual-certificate and enhancing the stu鄄
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introduces the concrete practice and the effect of the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on of the practice.
Keywords: social needs; double pass through; practic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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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袁引发大学生就业难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袁 大学毕业生

数量急剧增加袁大学生就业压力正逐年增大袁大学生就

业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遥 大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

在两方面院一是教育方向与劳动力需求方向严重脱节袁
主要在于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咱1暂袁使得学生

毕业后找不到相应岗位袁 而社会紧缺的各种高级技工

却又是各大高校不屑于培养的遥 二是就业供给结构与

现实就业需求脱节袁 一些低端岗位劳动量大且工作时

间长袁无法吸引大学生袁而且新生代大学生的择业需求

关注的层面更为多样袁如开阔视野尧增加经历尧注重企

业培训尧晋升等遥
应用型人才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劳

动就业方面有强有力的国家资格框架袁 这个框架既约

束高职院校规范人才培养行为袁 也约束人才就业市场

规范劳动就业行为遥 应用型本科教育要满足市场对人

才的需求袁 在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上一定要积极适应变

化和发展的要求咱2暂袁将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具体化为应

用技术尧智能操作和高技能型的高级野蓝领冶袁实现就业

岗位的重心野下移冶袁并为毕业生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必要的基础遥 在校教育与市场需求接轨袁提高了学生

的职业素质尧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袁使学生在校期

间就能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袁 提前了解该专业在生产

第一线的各种职业技能要求袁与市场需求野零距离冶接
轨袁大大缩短就业上岗后的适应期袁为学生就业创造了

良好条件袁并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遥
二尧探索应用型院校教学改革袁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兴的袁 处于迅速发展中的现代

商务方式遥 电子商务活动是通过公共计算机通信网络

进行商务活动的现代方式袁 对其从业人员素质要求很

高袁需要的是融商务尧技术与管理于一身的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遥
上海杉达学院是一所应用型民办本科院校袁 为培

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知识型高技能创新人才袁 学校提

出野贴近学业尧贴近产业尧贴近就业冶袁形成了野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尧以科学管理为基础尧以教学质量为保证尧以
办学特色求发展冶的办学方针遥 在这样的办学思路指引

下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的电

子商务专业提出走校企合作之路袁 学生通过在校四年

的学习和实践袁 毕业时获取学历证书和电子商务师职

业资格证书渊双证书冤袁以提升其就业竞争力遥

在此背景下袁我们探索进行了野贴近社会需求尧双
证融通袁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冶的实践探索袁并取得显

著成效遥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袁从学生入学开始袁就要考

虑如何贴近企业尧贴近社会袁满足用人单位对于电子商

务应用人才的需求遥 为实现这一目标袁具体有以下几点

做法院
渝 进行专业教育

大一新生进入学校袁 入学教育时系主任就向学生

介绍专业的培养计划尧课程设置渊主干课程尧实践课程尧
专业方向课程冤尧就业前景及工作岗位等遥 让新生一入

学就清晰地知道自己在校四年要学什么尧做什么袁出校

门踏入社会能够干什么遥
渔 聘请专家讲座

学生升入大二后袁电子商务系聘请专家尧企业高管

给学生举办技术讲座尧人生规划讲座和就业讲座等袁每
次讲座从邀请落实场地尧广告尧组织尧实施尧报道等各个

环节进行管理袁形成了每个讲座均有计划尧有内容尧有
记录尧有报道的管理体系遥

隅 参与企业真实项目

大三阶段袁 选择适合学生的企业真实项目进入校

园袁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袁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指导完成

企业项目的同时袁也学习和巩固了专业知识袁真正做到

了野学指导用袁用检验学冶遥 学生在实践中和企业紧密接

触袁也进一步贴近了社会需求遥
三尧修订培养计划袁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

为了使学生毕业能够拿到学历证书和电子商务师

职业资格证书两张证书袁 从而顺利踏入社会袁 我们将

野校企合作尧双证融通冶的培养模式系统化地融入电子

商务专业的培养计划和教学过程中袁 明确落实人才培

养理念及计划安排袁 为本专业学生顺利就业奠定良好

的基础遥 具体做法有院
渝 精心制定培养方案

为了更好地培养出社会需求的电子商务应用型人

才袁经过详细调研袁根据社会需求袁集体讨论并请专家

论证袁多次修订了培养方案袁在修订中考虑到电子商务

师资格鉴定方案中的一些重点要素遥
渔 考证辅导课程列入教学计划

学生进入大四袁上课与实习两头忙袁为了不再增加

他们的课业负担袁 电子商务专业第七学期的教学计划

安排中袁 在商务类专业选修课中安排一门课程作为考

证辅导课程袁以保证学生上好辅导课袁为获得证书奠定

刘 敏袁等. 贴近社会需求尧野双证冶融会贯通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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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遥

四尧加强校企合作袁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野电子商务师资格证书冶全国通用袁认可度较高袁是
目前国内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电子商务行业职业资格证

书遥 这张证书含金量较高袁对就业有帮助遥 为使学生顺

利通过鉴定获取证书袁我们的做法是院
渝 签订合作协议袁校企互惠互利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校企合作项目解决

了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动力缺乏和合作制度环境缺陷

的问题袁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遥 几年来袁我们与多家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袁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袁利用企业的

软硬件资源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遥
渔 加强基地建设袁拓展就业渠道

经过多年的产学研合作袁 学院已经拥有一批校外

学生实习基地和一批长期合作企业袁 接纳学生去企业

参加实践遥 这些企业大都是 IT 类及电子商务类企业袁
学生在基地的实践活动中袁不仅提升了技能袁也培养了

职业素养遥 一批单位还定期来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袁进
一步促进了学生就业遥 目前袁已形成了学生实践-实习-
就业的良性循环机制遥

隅 做好各项工作袁确保取证通过率

为使学生顺利通过考试袁 获得电子商务师资格证

书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领导十分重视袁教学副院长亲

自主抓袁专人组织学生报考袁教师认真研究鉴定大纲尧
吃透教材尧亲自操练袁以便掌握重点袁反复训练学生袁确
保通过率遥

予 获取证书袁提升就业竞争力

电子商务师资格证书是电子商务行业的通行证袁
学生持有这张证书袁 反映其能够适应电商行业的特性

要求袁紧跟行业的发展趋势袁可满足行业用人的实际需

求遥 校企合作尧野双证冶 融通的实践模式培养了学生的

野软冶实力袁为其顺利踏上社会袁进入职业生涯创造了良

好的开端遥

五尧实践成果

渝 认证通过率名列前茅

2016 年 10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电子商务专业 120 名

学生参加了电子商务师资格证书鉴定考试袁 通过理论

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门鉴定考核袁120 名学生一次通过

115 人袁合格率达到 96%袁名列上海市前茅遥
渔 多方满意的效果

学生取得两张证书渊学历证书尧职业资格证书冤尧获得

多方渊学校尧政府尧企业尧学生及家长冤满意的社会效应遥
隅 合作共赢的模式

校企合作袁互惠互利尧合作共赢的模式得到相关企

业和行业的认可袁引起良好的反响咱2尧3暂遥
六尧创新与总结

渝 校企合作袁贴近社会

贴近社会需求尧 提升职业素养袁 获取职业资格证

书尧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校企合作模式袁通过几年的实践

探索袁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遥
渔 校企合作袁互惠互利

通过校企合作袁互惠互利尧合作共赢的深层次结

合咱4暂袁解决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动力缺乏和合作制度环

境缺陷的问题袁提高企业积极性袁利用企业的软硬件资

源袁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遥
隅 校企合作袁拓展就业渠道

将学生企业实践环节与毕业实习及就业推荐相结

合袁随着校企合作企业的增多袁加大了推荐学生参加企

业实习的机会袁从而拓展了学生就业遥 随着校企合作的

深化袁学生就业率也逐年递增遥
予 野双证冶融通袁提升就业竞争力

通过鉴定考试袁 学生获得含金量较高的电子商务

师资格证书袁与毕业证书代表专业水平相比袁电子商务

师资格证书具有权威性袁行业认可袁野双证冶融通袁大大

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袁 为其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打

下良好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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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分析

1.1 目前大学教育缺什么钥
这几年人们一直在各类媒体中看到或听到关于本

科生到高职回炉再进修的报道袁作为大学的教育者袁我
们必须深刻了解和解析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和要求袁
需要了解为什么这些大学生刚毕业或毕业不久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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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为了培养适应行业需要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袁激发学生寻求解决方法和对策的能力袁培养学生动手

能力和实践能力袁在实训课程教学中袁应避免传统教学模式袁采用野教练冶方式遥 本文讲述了在实训课程中袁采用野教
练冶方式的必要性袁介绍野教练冶方式教学的实例袁并提出了如何帮助实训课程的教师实现从教师到教练的转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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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applied technical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and to arous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seek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e should avoi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adopt the
method of "coaching" in practice teach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necessity of using the "coach" method in the train鄄
ing course, and gives some examples of "coach" teaching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how to help the teachers in the
training course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teachers to coaches.
Keywords: Practical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Teachers; 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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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大学进修尧调整专业尧继续深造或者参加有社会需

求的专业培训和技术性证书培训项目遥 如此袁我们才能

对现有专业和相应课程设计尧教学设施建设尧师资的培

养尧教育方法尧课程内容尧实训技能的培养等方面进行

更深入的思考袁提出有效的教学思想和策略方法遥
关于本科生就业难袁需要再回炉再进修问题袁我们

有必要明确其原因遥 可能存在许多原因袁包括受地区或

国家整体影响的本科生就业市场紧缩尧 所学知识的专

业性太强尧 大学生自身的能力培养和专业技能培养不

足等遥
在大学生专业技能方面袁 由于我国当前的大学生

是在一个特殊形势和环境下成长的袁 加上现有的教育

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袁 当代的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

践能力相对比较差咱1暂遥 这里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遥 在

客观上袁 近些年来我们从一个着重专业技能培养的教

育体制转化成单纯追求综合性基础理论和知识的培养

模式袁丢失了专业技能培养的模式和教育机制遥 近来袁
从国家和地方的各个管理层次上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袁
正在进行适当的教育战略的转移遥 其次袁随着国家社会

经济的发展袁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变化袁许多家

庭的生活条件都有明显的改善袁往往条件越优越袁学生

的动手能力越差遥 中小学教育也存在短板袁往往对学生

的教育缺少了动手能力的培养遥
在理论水平上袁 也许国外理工科的学生与我国学

生相比要低一些袁但是他们的动手和实践能力特别强遥
这也是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教师需要重视的遥 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袁目前的企业正处于创新型转化时期袁不一

定需要大批在理论功底或者研究修养上具备很高的水

平科研人员袁他们往往需要大量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尧综
合能力较强尧具有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技术人才遥 这

也是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遥
从目前的本科教学过程中来看袁 学校为提高学生

实践能力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袁但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遥
有些学生为了就业袁 还需要花高价报名参加社会上的

职业或技能培训遥 我们必须思考袁如何进行教学改革袁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遥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袁 我们必须从教学的角度来了

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遥 毫无疑问袁 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遥 比如袁以往大学的培养体系强调知识要全面尧基础

要打牢袁要求理论有系统性遥 值得探讨的是袁在这种大

目标指导下袁如何体现对实践能力的培养遥 至少目前在

高校里袁人们还不够注重实践环节遥 这种理论与实践脱

节的教育体系袁可能对部分考研的学生尧未来打算从事

研究工作的学生比较合适袁 然而对培养从事技术和技

能型人才的高校或专业来说袁显得不太合适遥 大多数学

生的未来职业是面向社会的基层人才需要尧 技能专业

需要袁而不是走科研的道路咱2暂遥 绝大多数学生还要按所

学技能型专业就业遥 这就造成那些原本基础就比较差尧
理论不够扎实的学生袁又不具备实践和动手能力袁造成

他们就业难的困境遥
所以对于一般的本科学校袁 强调向应用型人才培

养转型势在必行遥 这些大学需要深入研究袁转变传统理

念袁挖掘新的教学方法袁创建新的教学平台袁让学生们

在校读书期间就能够逐渐培养动手能力袁 提高他们的

兴趣袁创造条件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袁把他们培

养成有一定专业基础袁 又掌握多种实用技术和技能的

人才袁为他们未来的职业打下基础遥
1.2 缺什么教学环节钥

发现上述问题之后袁 我们首先要了解目前本科教

学中在能力培养方面缺什么环节钥 显而易见袁现行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与当前的人才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异遥
教育体制尧 办学理念和教育方法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不断地改变和调整遥 每一个时期的教育体制变革都有

其历史背景和原因遥 比如 20 世纪 50耀60 年代袁国家和

社会急需各类人才袁所以在教育培养模式上袁基本上是

全面展开袁 从理论研究型扎实基础教育到实践应用型

技能培养教育全方位展开袁 这种展开是通过本科大学

或技术性强的专科学校渊大中专冤的办学来实现遥 即便

当年的大学基本上没有研究生办学 渊除极少数高校之

外冤袁但大学的教学始终贯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袁许多

高校的课程都含有实验课程袁 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

机会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遥 当然也受到当时政治局势

的影响袁 特别是前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有关遥 文革时

期袁除了高校和技校基本停办之外袁理论研究和教育也

受到了严重影响袁文革后期的中小学教育中袁基本上忽

略基础理论而偏重于实践遥 80耀90 年代袁由于国家的改

革开放袁教育体制得到了恢复袁许多教育理念得到了反

思袁教育机构和大学尧专科技校都得以恢复袁并做了大

幅度的改革遥 这种改革完全适合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和

需求遥 在这个时期袁在教育环节中也有不少实训性实验

课程尧实习课程和技能培养方面的课程袁总体上讲袁实
践能力的培养还是能够得到了充分的保证袁 特别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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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教学中的能力培养与企业需要人才素养的有效结合途径之一是实践实训能力培养

程技术性大学和专业性强的技术性大学渊比如医学院尧
农学院等冤遥 专科学校的实践实训能力的培养也是非常

严谨和实用遥 许多本科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

实践能力都比较高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人们没有充分的

理由来论断传统教学模式往往重理论但缺乏实践应用

能力培养袁也没有理由得出结论院传统教育中缺乏实践

和动手能力的培养遥
然而袁有一点可以确定袁当前社会飞速发展袁社会

的人才需求也随着这种变化而不断在改变和调整袁传
统的能力教育已经跟不上社会的需求遥 实施创新的教

学方法袁 是减少这种在校实践能力教育环节与日益改

变的社会人才需求差距的重要手段遥 比如如何在繁忙

的基础课程学习中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尧理论素质尧社
会交流和语言的素质尧学术视野等方面的培养袁把这些

传统的能力培养模式转化为直接面向社会的人才培养

模式袁 使得学生在职业生涯中能够具备现场解决问题

的应变能力尧跨专业的理解和适应能力袁具有团队合作

的交流沟通能力袁以及自我提升尧自我学习尧不断创新

的能力遥
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大学的实践实训平台等途径实

现和完善遥 这可能是传统教学中的能力培养与企业需

要人才素养的有效结合途径之一袁 通过实践实训能力

培养环节来实现遥 详见图 1遥
2 教学思路

2.1 传统教师 VS 教练

2.1.1 教师渊教育工作者冤
教师一词有两重含义袁既指一种社会角色袁又指这

一角色的承担者遥 广义的教师是泛指传授知识尧经验的

人袁狭义的教师是指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人袁并在教

育渊学校冤中担任教育尧教学工作的人遥
2.1.2 教练渊职业冤

国际教练联盟渊International Coach Federation)对教

练的定义是院野专业教练作为一个长期伙伴袁 旨在帮助

客户成为生活和事业上的赢家遥 教练帮助他们提升个

人表现袁提高生活质量遥 教练经过专业的训练袁来聆听袁
观察袁并按客户个人需求而定制 Coaching 方式遥他们激

发客户自身寻求解决办法和对策的能力袁 因为他们相

信客户是生来就富于创意与智慧的遥 教练的职责是提

供支持袁以增强客户已有的技能尧资源和创造力遥 冶
2.2 从教师到教练的转型

2.2.1 激发学生自身寻求解决方法和对策的能力

与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地先学习理论然后再练习

的方式不同袁 作为教练袁 需要激发学生主动去提出问

题袁主动去寻求解决方法和对策的能力遥
2.2.2 提供支持袁 提供提高各项能力必备的虚拟场景和

实践必备的工具和资源

应用型本科重点培养学生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袁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实

训中心或者基地的建设应尽可能地接近现场实际袁同
时注重设备的超前性尧实际应用性和综合性咱3暂遥
2.2.3 激发学生自身的创新能力

与传统教学常常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相反袁 作为教

练袁在实训课程中应反对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做法袁而
是告知现实岗位中遇到的各种场景并没有完美的答

案袁从而激发学生自身的创新能力袁尽量提供三种以上

的解决方法袁然后评估各种解决方法的优缺点袁提升在

徐桥南袁等. 实训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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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平衡中做最后决策的能力咱4暂遥
3 初期实践

3.1 新实训课程

我们采用教练的方式陆续开设了一些实训课程袁
如野大数据分析概论冶野数据分析基础冶尧全英文教程野数
据分析基础及其常用软件应用冶野软件商业冶野软件工

程冶等课程袁学生上课的热情很高遥 一位督导在听完课

后袁兴奋地对笔者说袁他从来没有在听一门上机的课程

中看到学生如此热情主动遥
3.2 教练技巧应用的一些实例

下面是笔者给计算机学生开设的实训课程一些实例遥
3.2.1 大数据与网络舆情分析的案例分享

要求学生去做大数据与网络舆情分析的案例分享

的课外作业袁但提示他们有几个方面可以深入看一下遥
如袁近几年袁政府对网络舆情分析的投入袁目前用大数

据技术开发的网络舆情分析工具有哪些袁使用野新浪微

舆情冶 对最近的一次社会关注热点问题进行一次舆情

分析遥 有一组同学选取了当时的热点王宝强事件袁用新

浪微舆情做了一个非常典型和具体的舆情分析遥 听课

的其他组同学也兴致盎然遥 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袁教师

就应该先做理论介绍袁 再讲述实训中心已安装的一个

商用舆情分析软件如何使用袁整堂课学生被动接受袁而
不是现在这样学生自己感兴趣袁 找资料袁 设计具体实

例遥 学生反应他们的软件应用技能尧知识点的掌握度及

做 PPT 和演讲的技能都得到了提高遥
3.圆.2 Cognos 软件应用实训教学

Cognos 软件应用实训教学时袁 也应用了教练的技

巧遥 首先向学生介绍该软件的功能要要要强大的商业智

能工具袁有那几个模块袁并告知实训中心的软件门户网

址尧Sample 数据库的位置袁要求学生先尝试把几个功能

模块都应用一遍遥 笔者再讲解 Cognos 的 report studio
在计算机人才市场的重要性袁 然后重点讲述和练习

Cognos 的 report studio 的高阶应用遥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呢钥 这是因为笔者在教授前一个开源的数据分析软件

R 语言应用时袁循序渐进袁从基础讲起袁发现计算机专

业的学生对基本的应用会觉得没有挑战袁容易走神遥 讲

述 Cognos 时袁为了避免学生在入门阶段袁因为基础部分

的简单而失去对该软件应用学习的兴趣袁在入门部分袁
我选择让学生自己动手袁他们要探索袁不自觉地专注起

来袁互相讨论交流袁程度差的学生更是主动提问遥 然后

野教练冶只需就基础部分的几个难点讲解一下袁就可以

直接进入重点模块野Report Studio冶的进阶学习和练习遥
3.圆.3 软件工程应用实训教学

在讨论软件开发时袁软件已届上市日期袁此时却发

现有一个严重级别为 1 的 bug袁接下来袁作为项目团队袁
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应对这种突发情况遥 当学生们群

策群力袁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袁想出了六种以上的解

决方法后袁教师再带领学生分析每种方法的优缺点袁以
及在业界的不同公司中较常采用的那几种方法遥
4 思考与发展

4.1 改变教师的观念是关键

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师资袁但现在的困难在于院淤很

多实训教程的教师已经有固有的观念袁野填鸭式冶和野保
姆式冶的教学方式根深蒂固遥 于对于传统教学已经驾轻

就熟袁不愿意跳出自己的野舒适区冶遥
教师要重视实训教程教学的目标袁差别化实训教程的

内容与形式袁通过项目建设袁以实现培养适应社会技术

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咱5暂遥
4.2 传授实训课程教师的教练技巧是适应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必然选择

实训课程教师观念改变了袁也要知道怎么样去做遥
建议引入外企培训中常用的一些方法来培养实训课程

教师的教练技巧袁 如请一些著名和有经验的教练给实

训课程教师做讲座袁借鉴教练经验与教训曰请社会培训

机构开设教练技巧的培训班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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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驱动的电子商务模块化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虞 佳 朱志强 刘 敏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地方本科高校要实现向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成功转型必须深化教学改革遥 由于电子商务专业传统教

学模式存在三大痛点袁改革势在必行遥 本文提出野电子商务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模式冶渊简称 CPM 教学模式冤遥 该

模式包含实践课程群渊C冤尧项目驱动渊P冤尧模块化教学渊M冤三个要素遥 CPM 教学模式强调以实践课程群为核心袁以校

企合作电子商务真实项目为驱动袁通过三大教学模块实施教学过程袁从而形成野理论要实训要实践冶的教学闭环遥 在

提出 CPM 教学模式结构框架尧三大特征尧实施流程的基础上袁以上海杉达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为例阐述了 CPM 教学

模式的实践应用袁重点分析了其实施框架及实施效果遥作为当前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模式深度融合的产物袁CPM 教学

模式为现代职业教育背景下应用型本科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遥
揖关键词铱 项目驱动曰 模块化教学模式曰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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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to accomplish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from a general univer鄄
sity to applied one. There are three major weaknesse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e-commerce. Therefore, an in鄄
novative reform is imperative and necessary. To achieve this goal,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Commerce Project-driven
Modular teaching model" 渊CPM teaching model冤. The proposed model includes three elements: practice course group
渊C冤, project drive 渊P冤, modular teaching 渊M冤. The CPM teaching model emphasizes the practice curriculum assembly
as the core,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commerce real project as a driving force, through which the teaching
process can be implemented, thus forming a theory-practice-practice based closed-loop for teaching. Upon th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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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曳渊以下简称叶决定曳冤提出野引导一批普本科高等

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袁 重点举办本科职

业教育冶咱1暂遥 叶决定曳的推出使地方本科院校进一步明确

了人才培养方向遥 在现代职业教育的背景下袁上海杉达

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启动了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教学

改革遥教学改革必须面对传统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遥目

前这些问题已极大地影响了本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遥
针对这些问题袁我们归纳为以下三大痛点遥
1 电子商务专业传统教学模式的痛点分析

1.1 教学内容缺乏有机整合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涵盖管理学尧经济学尧计算机等

多个学科袁课程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尧强实践性遥 传统

教学模式野以知识为中心冶安排教学袁课程之间尧教师之

间均各自为政袁教学内容缺乏有机的整合遥
1.2 教学环节缺乏深度融合

实践教学主要包括实验尧实训尧实践尧实习环节袁传
统教学模式中理论尧实训尧实践这三大主要的教学环节

是独立进行的袁此外袁电子商务专业的大部分教师缺乏

电子商务实战经验袁 因而难以把理论与实践教学进行

深度融合袁导致学生难以对知识进行融会贯通遥
1.3 教学环境缺乏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传统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袁 学校自身很难提供

能够与企业电子商务的实际应用进行无缝对接的教

学环境袁学生在校期间很难接触到实际的企业项目运

营袁导致培养的电子商务人才与企业社会需求具有较

大差距遥
2 电子商务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袁 本课题组认为必须改革电子商务

专业传统的教学模式遥 借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从

野以知识为中心冶转移到野以行动为中心冶的思想袁在对

现代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袁

本文提出野电子商务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模式冶遥 该

教学模式的基本思想是院 打通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之间

的条块分隔袁 建立理论与实践兼具并偏重技能实践的

课程体系要要要野实践课程群冶曰 以校企合作电子商务真

实项目为载体袁驱动并贯通电子商务野实践课程群冶的
整个教学过程曰以野理论要实训要实践冶三大层次性教

学模块完成项目实施袁同时完成野实践课程群冶的教学

实施遥
2.1 CPM 教学模式的结构框架

电子商务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模式包含三大要

素袁分别为实践课程群渊Course冤尧项目驱动渊Project冤尧模
块化教学渊Module冤袁从而形成野课程要项目要模块冶教
学模式渊简称 CPM 教学模式冤遥 其中袁实践课程群渊C冤是
指与实践内容关联密切的袁具有内在逻辑的袁包括专业

理论课尧专业技能课尧实习课等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

系咱2暂遥 项目驱动渊P冤是指依托校企合作电子商务真实项

目的实施过程来展开教学实施过程遥模块化教学渊M冤是
指教学的实施过程由三个不同的模块完成袁 按教学的

先后递进关系分别为理论学习模块渊M1冤尧技能实训模

块渊M2冤尧项目实践模块渊M3冤遥 这三大模块既相对独立袁
又构成一个整体遥 其中袁模块 M1 是对实践课程群中的

基本理论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袁 主要讲授电子商务项目

必备的野理论知识冶曰模块 M2 是指学生在完成模块 M1
的学习之后进行技能实训袁 主要训练学生完成电子商

务项目所需的野职业操作技能冶曰模块 M3 是指学生在完

成模块 M1 的学习和模块 M2 的实训之后袁在已具备了

项目相关的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条件下袁 参与企业

真实电子商务项目的实施袁 主要培养学生完成电子商

务项目所需的野实践能力冶遥 三大模块分别对应传统教

学模式的理论尧实训尧实践三个教学环节遥
因此袁CPM 教学模式正是以实践课程群为核心袁以

校企合作电子商务真实项目为驱动袁 通过三大教学模

of CPM teaching model including the forego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report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PM teaching model with a successful practice in e-commerce teaching at Sanda University, depict鄄
ing its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As a result of integration of such model to current mainstream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the CPM teaching model is a testimony of successfully providing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methodologies for regular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e Commerce major undergraduates with background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project-driven; modular teaching;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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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来实施整个教学过程袁 从而形成 野理论要实训要实

践冶的教学闭环遥 其结构框架如图 1 所示遥

2.2 CPM 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

作为对当前职业教育项目教学尧模块化教学尧能力

本位尧 校企合作教学等主流教学模式进行深入融合的

产物袁CPM 教学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特征遥
2.2.1 教学内容的跨课程性

在 CPM 教学模式中袁实践课程群把电子商务专业

基础课尧专业技能课尧专业实践课等课程串联起来袁形
成了理论与实践兼具并偏重技能实践的跨课程实践教

学模块遥 组成实践课程群的不同课程之间在知识尧技能

上形成了连贯性和整体性遥 不仅打通了传统电子商务

专业课程之间的条块分隔袁 还打通了传统电子商务教

学模式中理论尧实训尧实践教学环节之间的分隔袁充分

发挥了跨课程的优势袁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遥
2.2.2 教学与课程的双模块化

模块化教学作为我国高职教育普遍认可的教学模

式袁 其成功经验为普通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

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遥 本文提出的 CPM 教学模式

是教学模块化及课程模块化思想的集中体现遥 首先袁
CPM 教学模式包含 M1尧M2尧M3 三个教学模块袁按三个

模块的先后递进关系完成一个实践课程群的教学实

施袁体现了教学模块化思想遥 在教学活动中既注重每个

模块需达到的教学目标袁 也注重各模块之间的顺序和

联系遥 模块化教学体系以专业能力培养为目标袁通过将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教学模块袁并
实现模块的野重组与裂变冶咱3暂遥 其次袁CPM 教学模式中的

一个实践课程群可理解为一个课程群模块袁 每个课程

群模块旨在培养学生的某一项综合能力遥 借鉴当前模

块化教学的两大流派之一袁即 CBE渊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袁能力本位教育冤模式的野专项能力要综合能

力要职业能力冶的能力分析思路袁把 CPM 教学模式中

的每个综合能力拆解为若干个专项能力袁 把若干个综

合能力联合起来构成一项职业能力遥可见袁CPM 教学模

式以模块化课程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袁 体现了课程模

块化思想遥 教学与课程的双模块化能够推动现有课程

结构的优化和模块化教学体系的构建遥
2.2.3 项目的真实性尧综合性尧校企合作性

CPM 教学模式的主线是项目遥 21 世纪以来袁项目

教学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袁
形成了野项目教学热冶遥 叶决定曳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若干措施中提出野推行项目教学尧案例教学尧工作过程

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冶袁再次把项目教学提到了一定的

高度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 并非任何项目都可以成为 CPM
教学模式中的驱动项目遥 首先袁项目教学的首要条件是

真实性遥 职教研究领域的专家指出袁野一种教学要成为

项目教学袁关键在于是否有真正的项目袁否则项目教学

就会流于形式冶咱4暂遥其次袁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项目教学对

项目的要求有所不同袁在 CPM 教学模式中袁项目教学

对应全新的课程体系要要要野实践课程群冶袁涉及跨课程

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袁 因此要求项目具备综合性遥
一个综合性的项目能带动多门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

学袁把这些课程紧密联系起来袁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遥
再次袁项目的校企合作性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

要求遥 叶决定曳在总体要求中明确指出野加快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袁深化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袁培养数以亿

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冶遥 此外袁强调校企

合作袁还可以避免项目教学过程中简单地将企业实例

直接照搬到课堂上或者完全按照企业培训员工的模

式进行教学遥
3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流程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流程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步骤遥
3.1 构建与职业能力相适应的实践课程群

首先袁依据市场调研和本校电子商务专业定位袁分
析本专业电子商务人才的职业能力要求袁 并把职业能

力分解成若干个综合能力袁 把每个综合能力分解为若

干个专项能力曰第二袁根据某个综合能力的要求袁从专

业理论课尧专业技能课尧实习课等课程中选择在理论与

虞 佳袁等. 项目驱动的电子商务模块化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图 1 CPM教学模式的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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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上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袁 并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的

课程袁以此构建实践课程群遥 一个实践课程群要求能够

实现一个相应的综合能力袁 若干个实践课程群联合起

来就能实现相应的职业能力遥
3.2 优选与实践课程群相适应的项目

首先袁根据前文所述项目真实性尧综合性尧校企合

作性的三大要求袁 初步确定与实践课程群所涵盖的理

论知识尧技能要求尧实践能力相适应的项目类别遥 第二袁
考虑项目的规模尧周期尧难度等综合因素袁进行项目的

优选遥 其中袁项目规模要能够吸纳本专业的学生人数袁
项目周期要能够匹配教学周期袁 项目难度要求在实践

课程群所能达到的学生综合能力范围之内遥 第三袁把真

实的电子商务实施项目转化为相应的教学项目袁 这点

非常重要遥 项目教学如果没有把项目实施过程与学习

过程主动结合起来袁这种项目就成了游戏遥 这是当前项

目教学改革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咱4暂遥真实项目转化为教学

项目的结果是形成项目教学计划袁 包括项目教学的教

学目标尧教学方法尧教学进度尧教学考核等内容遥
3.3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

在 CPM 教学模式正式实施之前袁须完成项目导入

工作遥 项目导入即项目的准备工作袁包括项目场地尧软
硬件设施的准备袁 校企双方项目实施与项目教学任务

的分配袁学生的宣传与动员袁校方项目支持部门的沟通

与协调等遥 项目导入是 CPM 教学模式顺利实施的必要

条件遥 在项目导入完成后开始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袁
即根据校企双方共同制定的项目教学计划袁 在对应的

教学周期内袁按照 CPM 模式的三大教学模块袁即理论

学习模块渊M1冤尧技能实训模块渊M2冤尧项目实践模块

渊M3冤, 由校企合作共同完成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过

程遥 每个教学模块完成以后袁由校企双方根据共同制定

的考核要求对学生进行模块考核袁 每个模块考核通过

以后才能进入下个模块的学习袁 以确保项目的完成质

量和 CPM 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遥
3.4 CPM 教学模式的评价

最后袁由校企双方对 CPM 教学模式进行全面的总

结尧分析尧评价袁需涵盖项目本身的实施及 CPM 教学模

式的实施遥主要包括项目完成的质量袁CPM 教学模式的

实施效果袁CPM 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袁值得

改进的环节等袁为下一轮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可

参考的经验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是一项系统

工程袁涉及企业尧高校等不同的主体袁不同的课程袁不同

的教学管理单位袁全面尧深入地实施 CPM 教学模式需

要较长的时间周期遥 因此建议以某一项综合能力及对

应的实践课程群为切入点进行 CPM 教学模式的试行袁
及时总结教学经验并逐渐推广到其他课程群袁 以此不

断优化现有的课程体系遥 下面就以上海杉达学院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的电子商务专

业为例阐述 CPM 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遥
4 上海杉达学院电子商务专业 CPM 教学模式的应用

4.1 CPM 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背景

上海杉达学院是一所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袁 作为

中国应用技术大学渊学院冤联盟首批成员单位袁以培养

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技术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遥 电子商务专业主要培养电子商务运营型人

才袁多年来一贯坚持野校企合作冶并进行了一系列教学

改革遥 近年来袁在全国倡导现代职业教育的背景下袁电
子商务专业加强职业教育的教学研究与改革袁 并不断

强化实践教学袁 在对电子商务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

渊CPM冤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袁于 2015 年引入

校企合作野双 11冶电子商务真实项目袁面向 2012 级电子

商务毕业班共计 110 名学生展开了 CPM 教学模式的

实践应用遥
4.2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框架

根据上述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流程袁电子商务

专业展开了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袁其实施框架如图 2
所示遥
4.2.1 构建实践课程群

根据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袁 分析得出本专业所需培

养的人才职业能力为野技术型电子商务运营冶能力袁把
该职业能力分解成五项综合能力袁 即电子商务运营能

力尧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尧商务数据分析能力尧电子商务

管理能力尧跨国贸易能力遥 以电子商务运营能力为切入

点袁继续分解成四个专项能力袁即商业分析能力尧客户

服务能力尧职业沟通能力尧团队协作能力遥 分别从专业

理论课尧专业技能课尧实习课中选择野电子商务案例分

析冶渊2 学分冤尧野客户关系管理 渊CRM冤冶渊2 学分冤尧野专业

实习冶渊2 学分冤共三门课程构建实践课程群袁旨在通过

四个专项能力培养学生的电子商务运营能力遥
4.2.2 优选实践项目

选择上海特思尔大宇宙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合

作伙伴袁优选野众安保险天猫尧淘宝店铺耶双 11爷退换货

Yu Jia袁 et al. Research and Practices in Project-Driven Modular Teaching of E-commerce Education

94窑 窑



2016 年第 4 期

图 2 上海杉达学院电子商务专业 CPM教学模式的实施框架

项目冶作为 CPM 教学模式的驱动项目遥 由电子商务专

业主任牵头成立了 野校企合作项目教学工作组冶渊以下

简称项目教学工作组冤袁 负责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工

作遥 项目教学工作组由野校企项目教学团队冶和野校方项

目支持部门冶组成遥 其中袁野校企项目教学团队冶由企业

方项目经理领导的企业方项目实施成员和校方专业主

任领导的校方专业教师共同组成袁 通过制定项目教学

计划袁把双 11 电子商务实施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遥 野校
方项目支持部门冶由学校教务处尧信息中心尧后勤保卫

处尧财务处共同组成袁为 CPM 教学模式的正常实施提

供切实的保障遥
4.2.3 CPM 教学模式实施

在 CPM 教学模式实施之前袁由电子商务专业主任

牵头袁 由项目教学工作组负责完成项目导入遥 由 2012
级电子商务毕业班共计 110 名学生与 野校企项目教学

团队冶完成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袁实施全程在我校综

合实训中心进行袁 起讫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袁共覆盖七个连续教学周遥 以实践课

程群为依据划分三大教学模块袁 分别为电子商务运营

理论学习模块 渊M1冤尧 客户关系管理技能实训模块

渊M2冤尧野双 11冶项目实践模块渊M3冤遥 三大模块分别对应

实践课程群中 野电子商务案例分析冶尧野客户关系管理

渊CRM冤冶和野专业实习冶三门课程遥 在七个教学周中袁前
两周分别完成模块 M1尧M2 的教学袁 后五周完成模块

M3 的教学遥其中袁模块 M1 通过对众安保险商务案例进

行分析袁 讲授电子商务运营服务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操

作要求曰模块 M2 讲授客户关系管理的理论尧方法尧策略

及野双 11冶项目的技能要求袁并通过企业实际的 CRM 系

统对学生进行技能实训曰模块 M3 由学生全程参与野双
11冶客户关系管理项目袁培养学生电子商务运营的综合

实践能力遥 项目教学过程中综合采用游戏法尧问答法尧
讲授法尧模拟演练法尧小组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袁由
野校企项目教学团队冶分别针对每个模块对学生进行考

核袁并给出考核成绩遥
4.2.4 CPM 教学模式评价

以项目质量和教学质量为双重评价对象袁 由项目

教学工作组从项目实施和 CPM 教学模式实施两个维

度对 CPM 教学模式进行全面总结与评价遥 最后举办了

野电子商务产学研基地揭牌仪式暨耶双 11爷校企合作项

目表彰会冶袁由校企双方高层领导尧项目教学工作组全

体成员尧项目涉及的全体学生共同参加遥 总体看来袁企
业对本次项目实施的质量较为满意袁学生对 CPM 这一

全新的教学模式表示非常认可遥 评价得出本次 CPM 教

学模式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环节在于院 加强专业

教师参与 CPM 教学模式的深度袁以促进双师型教师的

培养曰深入研究 CPM 教学模式对应的教学方法袁以充

分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曰 增进校企双方关于教学

模块的进一步沟通与交流袁以探索更高效的 CPM 教学

模式校企合作方式遥
5 CPM 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5.1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袁创新教学模式

CPM 教学模式的应用袁 解决了传统电子商务教学

虞 佳袁等. 项目驱动的电子商务模块化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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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大难题袁即电子商务理论尧实训尧实践三个环

节的严重脱节遥通过野双 11冶真实项目和模块化课程袁学
生不仅掌握了相关理论袁 还掌握了专业知识在企业电

子商务运营中的应用袁真正打通了理论尧实训尧实践三

大环节袁培养了学生电子商务运营的综合能力袁创新了

教学模式遥 CPM 模式教学完成后学生进入毕业实习环

节遥 在短短几个月实习期间袁超过 82%的学生与企业签

订了 2016 年应届毕业生野就业四联单冶袁在上海杉达学

院名列第一袁也远超同类高校相同专业的比率遥 此外袁
部分同学的薪水待遇也大幅度提升袁 甚至达到了本年

企业支付给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的薪资水平遥 可见袁作
为针对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而进行的教学模式的探

索袁CPM 教学模式已初现成效遥
5.2 促进课程体系的优化袁推动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的核心是课程袁重点是方法袁难点是教

师咱5暂遥 CPM 教学模式中实践课程群构建的本质是对原

有课程体系的优化遥 由于企业野双 11冶项目每年都会开

展袁项目具有可持续性袁项目规模尧周期尧难度也能和专

业课程进行较好匹配袁 目前本专业已和合作企业达成

协议袁把该项目进行教学固化袁对应新版教学计划中的

野客户关系管理冶课程渊2 学分冤和野专业实习冶渊6 学分冤袁
将成为本专业实施 CPM 教学模式的常规大型项目遥 随

着 CPM 教学模式的深入应用袁将会不断构建出以培养

其他综合能力为目标的系列化实践课程群袁 这将大大

促进课程体系的优化袁推动教学改革遥
5.3 实现教学成果反哺社会袁深化校企合作

与本专业合作的企业人力资源部指出袁野本次实施

项目不仅是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袁 也是企业人才

选拔方式的重大变革袁 它大大缩短了企业骨干人员的

培养周期并提高了人才质量冶遥 在电子商务外包服务业

中袁培养一名企业中层干部如电子商务运营副店长尧店
长的周期一般为 2-3 年袁而在 CPM 教学模式实施结束

后就有 8 名学生直接被合作企业录用为 野管理人员培

训生冶袁作为企业中层储备干部接受企业的培养遥 其中袁
有 2 名学生直接被企业任用为副店长遥 因此袁企业已明

确表示将与本专业长期合作袁 并把该项目作为企业选

拔电子商务中层干部的重要渠道遥可见袁CPM 教学模式

的实施实现了校企双赢袁 使企业从被动选择人才转变

为主动参与培养人才袁 通过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实现了

教学成果反哺社会袁深化了校企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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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培养与职业能力塑造一体化尧协同创新与服务社会一体化的电子商务"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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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re of talent-driven, "2015 Report on Chi鄄
nese E-commerce Talent Status Report" shows that 75% of the e-business lack of talents. The rapid industry develop鄄
ment and a serious shortage of talent supply are critical and challenging to develop Chinese upcoming e-commerce en鄄
terpri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standards" of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school-en鄄
terpris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industry
needs,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shap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
Three-in-On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for Business.
Keywords: E-commerce; professional ability; core competence;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1 我国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概述

野十三五冶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袁电子商务的发展势头依然迅猛袁交易额逐年稳步提

升遥 野预计到 2020 年袁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将达到

43.8 万亿元袁年均增长 15%左右冶咱1暂遥 然而袁面对电子商

务的飞速发展袁人才供给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足遥 叶2015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曳咱2暂 显示袁75%的

电商企业存在人才缺口遥 与庞大的人才需求量相比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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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对口就业率仅仅达到 20%袁 远低

于行业平均水平袁 电子商务专业也一度被教育部评为

黄牌专业遥 究其原因袁主要是因为电子商务专业野同质

化冶严重袁存在培养方案不明确尧专业设置不合理尧教学

体系僵化尧 教学方法陈旧尧 师资特别是双师型人才不

足尧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等普遍问题遥
因此袁面对迅速的行业发展和巨大的人才缺口袁探

索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袁 确保

人才培养输出的质量和数量袁 解决电子商务人才市场

供需矛盾袁 是我国各高校电子商务专业亟待解决的关

键性问题遥
2 电子商务野三位一体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型

在野三位一体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型中袁由野市场冶
野企业冶野高校冶和野大学生冶4 个实体袁以及野市场供需本

位冶野专业建设本位冶野校企融合本位冶3 个本位构成袁如
图 1 概念模型所示遥 学生作为被培养尧被聘雇的实体袁
同时受到企业尧高校和市场三方面的约束和影响袁中间

倒三角区域中的双向箭头虚线表示实体的相互作用遥

各本位均由三个实体围成袁 分别代表不同的子系

统袁例如院由野企业冶野市场冶野大学生冶围成的市场供需本

位渊子系统冤袁反应的是市场的供需水平遥 可以描述为院
经过高校培养的野大学生冶流入人才市场袁经过激烈的

市场竞争进入企业工作袁 大学生的职业能力无法满足

或高于企业要求袁都会造成大学生离开袁经过再深造或

二次竞争的大学生会再次进入人才市场获得职位袁循
环往复袁这也体现了市场供需本位的自我调节能力遥

从模型整体看袁企业尧高校和市场也可以构成一个

流动闭环袁表明整体模型的自我调节和自适应能力遥
2.1 市场供需本位院明确市场需求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与行业需求一体化

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袁 只有明确了

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要求袁才有助于我们突破瓶颈袁实现

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的统一遥
2.1.1 行业需求分析

伴随着国家对电子商务政策的升温袁 未来三年袁我
国 3000 多万家中小企业将有半数企业尝试发展电子商

务袁电子商务的人才需求更加趋紧遥 叶2015 年度中国电

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曳 显示袁 在被调查的企业中袁
43%急需电商运营人才袁18%的企业急需技术性人才

渊IT尧美工冤袁23%的企业急需推广销售人才袁5%的企业急

需供应链管理人才袁11%的企业急需综合性高级人才遥

从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袁一方面袁运营尧技术尧推广

仍然是电子商务企业最迫切需要的人才遥 但从野供应链

管理人才冶和野综合性高级人才冶的需求量与去年状况

的对比来看袁 电子商务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正在趋向于

高层次方向发展遥 另一方面袁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袁接
受电商专业毕业生的企业仅占 17%袁 反映出高校人才

培养输出不足尧 企业对电子商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接

图 1 电子商务野三位一体冶应用型人才培养概念模型

图 3 企业解决人才问题的渠道

图 2 电商企业当前急需人才

Zhang Xuan, et al.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Three-in-on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n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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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不高袁对口专业人才流失严重遥
2.1.2 人才培养目标

结合电子商务的产业需求袁可以把目前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为院培养面向电商运营尧数据分析尧
搜索引擎优化渊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袁SEO冤尧营销

策划尧系统开发等岗位袁能够熟练掌握管理尧计算机尧电
子商务等方面知识袁并且具备电商运营尧电商技术尧数据

分析尧电商管理尧跨国贸易等五大专业核心能力袁具有互

联网思维和国际视野的高端应用型电子商务人才遥
2.2 专业建设本位院深化教育教学体制改革袁实现专业

素质培养与职业能力塑造一体化

电子商务专业必须紧抓人才差异化培养袁 结合地

方政策优势和产业布局袁针对生源水平和学校资源袁制
定科学的专业建设方案袁不断挖掘专业特色袁开发与设

计培养综合素质和专业核心能力互通的教学体系袁加
速专业转型袁 实现人才的专业技能培养与职业能力塑

造的统一遥 电子商务人才职业能力如图 4 所示遥

2.2.1 培养专业素质

2.2.1.1 细分传统电子商务课程体系

根据电子商务行业岗位的职能要求袁 可以将电子

商务人才培养方向细分为商务方向和技术方向遥 根据

培养方向明确的能力要求袁 分别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

教学计划遥
在制定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袁 必须要保证专业通识

类课程的基础性地位袁 避免由于专业细化而造成商务

方向的学生轻技术尧 技术方向的学生轻商务的现象发

生遥 要特别关注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袁不同方向侧重点

不同袁突出专业特色袁避免同质化遥商务方向可以重点关

注电商运营尧管理和跨境贸易能力等的培养袁技术方向

则注重电子商务技术和数据分析处理等能力的培养遥
2.2.1.2 加强和完善重点课程建设

积极推进重点课程尧重点教材的建设袁树立品牌意

识遥 在课程设计上要合理分配理论与实训的比例袁推进

实验室尧实践基地建设袁打造野理论实践一体化冶的特色

课程体系遥
2.2.2 塑造职业能力

2.2.2.1 开设野双证融通冶试点

即引入行业公认或知名的资质资格证书袁 统一组

织学生参加培训和考试袁将野学历证书冶和野职业资格证

书冶融会贯通袁提高毕业生的专业竞争力遥
2.2.2.2 倡导专业实习

引导学生制订职业发展规划袁 激发学生的职业观

念和创新意识遥 高校要不断拓宽就业渠道袁推进校企合

作袁积极推动管理培训生轮岗培训计划袁推荐学生赴电

子商务企业实习遥 帮助学生建立电子商务岗位认知图

谱袁选择合适的工作岗位和职场路径遥
2.2.2.3 重视学科竞赛

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有影响力的学科技能竞赛袁努
力为学生与同龄人同台竞技创造大量机会遥 通过比赛袁
不但可以拓宽学生视野尧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曝光率袁
更能够提升学生的竞争意识尧创新创业意识尧团队沟通

协作意识袁以及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遥
2.2.3 管理决策支持

学院管理决策层要加大支持力度袁细化考核指标袁
完善考评机制遥 建立校企尧校校间交流的渠道和平台袁
鼓励中青年教师积极开展学术讨论和研究袁 为专业建

设营造公正尧和谐的科研氛围遥 同时袁专业负责人要倡

导人文关怀袁为教师提供发展机会和上升空间袁帮助青

年教师进行职业规划袁稳定专业教师队伍遥
2.3 校企融合本位院深入开展校企合作袁实现协同创新

与服务社会一体化

依托行业渊企业冤合作项目袁通过高校与企业的深

度合作袁发挥电商服务平台的优势袁注重产学结合袁加
强高校教师与电商企业骨干的联动互访袁 实现校企创

新协同与合作服务社会的统一遥
2.3.1 引入商业项目袁采用野以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冶
方法袁推进教学改革

野以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冶方法渊Project-driven
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s冤袁以完成项目的过程为主

线袁从项目的工作规范出发袁把任务划分成多个任务模

块渊Module冤袁每个任务模块对应一种岗位能力遥 此方法

以现场教学为主袁强调实用性和能力化遥 野以项目驱动

图 4 电子商务人才职业能力

综合素养 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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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块化教学冶模型袁如图 5 所示遥

企业团队或项目组负责项目培训和执行的全过

程遥 首先袁他们要对学生进行岗位培训袁主要包括岗位

职责尧核心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流程等内容遥 然后袁在项

目试运行阶段袁指导和锻炼学生的岗位实际操作能力袁
使学生深度理解岗位职能和规范化流程遥 最后袁通过项

目正式实施阶段袁强化培训效果袁达到有效提升学生职

业能力的最终目的遥 整个实训过程袁不仅有助于学生将

理论知识内化吸收尧提升到理性认知层面袁更能有效地

帮助他们正确审视自我袁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今后严峻

的职场考验遥
学校方对合作企业和团队进行合理选择袁 对企业

提供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遥 项目启动后袁为项目实施提

供必要的软硬件支持遥 同时袁要加强管理和监督袁除了

协助企业方袁组织学生袁协调资源外袁更要关注舆情袁及
时化解可能出现的危机与矛盾遥 项目结束后袁针对项目

的实施过程进行总结和分析袁 校方还应该主动邀请专

家组袁共同策划编写现实指导意义较强的实用教材袁完
善相关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建设遥

以这种野电子商务项目冶驱动的模块化教学模式是

一种创新协同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传统电子商务教

学模式中理论尧实训尧实践三个环节严重脱节的问题遥
2.3.2 野走出去袁请进来冶袁促进野双师型冶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校企的深度合作袁学校的专职教师有机会野走
进冶企业产学研袁丰富实践经验袁解决野重理论袁轻实践曰
重学历袁轻能力冶的问题曰同时袁通过把企业资深专家或

业务骨干野请进冶校园袁指导和帮助教学实践袁开设企业

讲坛袁 也为企业提高知名度袁 储备新生力量提供了机

会袁真正实现了校企野双赢冶遥
2.3.3 创办校园工作室袁以学促建袁回报社会

学校创办电子商务工作室袁 可以为企业和师生提

供互动平台与便利遥 工作室可以由企业专家和学校教

师领衔袁主体是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实力袁有创新创业要

求的学生组成的渊跨专业冤综合团队遥
工作室以为中小企业提供电子商务咨询和运营类

服务袁以及参与农村电商尧跨境电商尧旅游电商项目的策

划与运营为主要业务遥工作室可以借助高校丰富的学生

资源袁帮助那些迫切开展电子商务却苦于缺乏专业指导

的企业尧产品或旅游资源袁利用电子商务专业平台和技

术袁把好企业尧好产品尧好风光推出去袁真正实现用知识

创造财富袁真正促成电子商务反哺社会的良性循环遥
此外袁通过工作室的运作袁在顺应市场经济为学校

师生带来部分收入外袁更能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袁
提高学生专业服务水平袁提升学生的自信心遥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袁 要从根本上解决电子商务人才供给不

足的问题袁 必须对目前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同质化问题

进行研究袁对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遥 电子商务

野三位一体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型袁适应行业发展和市

场动向袁以应用型人才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袁依据岗

位职能对电子商务专业进行细分袁 实现专业人才的差

异化培养袁突出专业特色袁提高人才的市场竞争能力遥
野三位一体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型以最终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与行业需求统一尧 专业技能培养与职业能力塑造

统一尧协同创新与服务社会的统一为目标袁是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遥

图 5 野以项目驱动的模块化教学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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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of software testing,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soft鄄
ware test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In this pa鄄
pe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software testing course is discussed, and the concrete measures of curriculum improve鄄
ment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software testing; vocational practice; theme teaching曰 employment guidance

随着软件测试在软件开发中的作用及重要性的突

出袁其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袁企业对软件测试人才

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袁测试人才呈现紧缺状态遥 为了满足

社会和行业的需求袁 很多高校计算机专业都开设了专

门的软件测试课程遥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学习软件

测试理论知识和业界主流及通用技术袁 使学生掌握软

件测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曰 熟悉主流自动化测试

工具袁掌握基本测试技术和方法袁将其应用到实践中曰
并能按照所学技术尧策略和方法进行测试工作袁完成测

试任务咱1暂遥
软件测试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课程袁 是否紧

密结合市场需求袁 培养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是衡量软

件测试课程成功与否的关键遥 笔者结合在教学中的体

会和实践袁谈谈软件测试教学改革的初步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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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与软件测试工程师所需能力相对接袁改革课程

教学内容

软件测试是到相应行业就业前的衔接性课程袁所
以课程内容应该与软件测试工程师所需要的能力相对

接袁增加学生的就业竞争力遥 软件测试工程师所需具体

能力袁按测试的阶段可分为院编写测试计划曰编写测试

用例曰 搭建测试环境曰 测试工具的使用及编写测试脚

本曰执行测试尧进行 bug 验证尧进行测试记录曰编写测试

报告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遥
笔者对以上能力进行仔细分析袁 寻找出可在软件

测试课程中袁对学生进行重点培养的能力院编写测试用

例尧测试工具的使用及编写测试脚本尧执行测试尧进行

bug 验证尧进行测试记录遥
明确了在课程中重点培养的能力后袁 则需要在相

关的教学模块中加强这些能力的培养遥
渝 加强学生设计测试用例的能力

测试工程师编写用例主要涉及的是黑盒测试方

法袁 所以课程重点讲授了等价类划分法尧 边界值分析

法尧判定表法尧因果图法尧场景法尧正交实验法等黑盒测

试技术袁并对各种方法适用的范围进行详尽的分析遥 在

白盒测试方法中袁 主要讲授逻辑覆盖法和基本路径覆

盖法咱2暂遥
渔 加强学生使用主流测试工具 QTP 的能力

自动化测试是需要大量实践学习的测试袁 需要学

生理解自动化测试的原理袁掌握主流测试工具遥 QTP 是

目前主流的功能测试工具袁 掌握它可提高学生的测试

水平袁提升其求职信心袁提高其就业竞争力遥
怎样在少量的课时内带领学生掌握 QTP 的基本使

用袁需要合理的案例设计袁示例程序应尽量简单尧易理

解袁使学生的精力集中在 QTP 的学习上遥先带领学生明

确使用工具进行测试的目的袁 剖析为达到目的进行的

测试逻辑袁将测试工作分解成一项项的任务遥 接着袁讲
授完成每项任务所需的操作尧设置及相应的实现技术袁
抽丝剥茧袁逐步完成遥 在此过程中用清晰的逻辑引导学

生的学习袁可帮助学生有效掌握工具的使用袁理解自动

化测试遥
隅 加强学生对测试过程的了解袁对 bug 的处理能力

处理缺陷是测试工作的核心袁也是测试岗位面试

中频繁出现的问题遥 围绕缺陷生命周期袁讲述缺陷的

各项属性袁缺陷的状态袁各类人员渊测试人员尧测试审

核员尧开发人员尧测试组长尧开发组长等冤在缺陷的处

理中采取的相应技术及过程袁可帮助学生理解开发人

员与测试人员尧 软件开发与软件测试的合作关系袁同
时增强学生 bug 的处理能力尧 对整个测试过程的理解

能力遥
二尧突出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培养袁改革课程教学方法

渝 层次化分阶段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法

实践环节的教学对软件测试课程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袁笔者结合所在学校及学生的特点袁在实践教学的设

计中袁实行层次化的分阶段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法袁将实

践教学分为三个层次来加以实施遥
第一层次实践是伴随课堂教学进行的袁 其特点是

教学与实践相互交织尧相互依托袁在教学中理解袁在实

践中掌握运用遥 通常是围绕局部的尧相对独立知识点的

学习袁结合与之对应的基本技术和技能来加以训练遥 例

如在进行测试技术的教学中袁 对黑盒和白盒测试分别

设计实验内容袁确保学生对测试技术的掌握遥
第二层次的实践是在课程的后期袁 进行测试全过

程的实践遥 其特点是以实践环节为主袁辅助以必要的教

学指导遥 全程实践环节提供一个具体的 Web 应用程序

及其需求分析袁带领学生从对需求的评审袁到分析出项

目的测试需求袁再根据测试需求设计测试用例尧测试数

据袁测试执行记录 bug袁最终提交测试报告遥让学生了解

测试的整个过程袁 使其能真正运用课堂上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袁提高学生的测试水平遥
第三层次的测试实践是软件测试课程的延续遥 其

特点是学生直接在 IT 企业中从事软件测试岗位的实

践袁结合项目实践或毕业设计在企业内实施袁突出综

合技能和职业素质的训练袁为本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

和工作实践提供坚实的基础遥 本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与上海浦东软件园尧Infosys尧 文思海辉等多家 IT
企业有着多年的校企合作经验袁并与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遥 目前有多届的毕业生进入企业的测试岗位工作袁
毕业设计和论文由专业的测试工程师和本校教师配

合进行指导遥
渔 主题讨论教学法

主题教学是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有效方法和

手段遥 在软件测试课程的后期可以开展各种主题测试

的讨论袁如手机测试尧聊天工具软件的测试等遥 以聊天

软件主题为例袁 针对聊天软件测试让学生分析具体的

测试点遥 先从功能测试入手袁可以分为院登入界面测试尧
注册界面测试尧主窗口的测试尧聊天窗口的测试尧通知

Zhu Linling Reforming the Teaching of "Software Testing"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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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测试尧添加联系人模块的测试尧UI 测试尧兼容性

测试尧状态管理模块的测试尧退出功能模块的测试等遥
性能方面主要运用工具来模拟虚拟用户袁结合压力尧负
载测试袁测服务器能承受多少人同时在线的操作遥 除此

之外袁还需要进行安全性等各项测试遥
这种主题教学是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方式袁 在加

强学生对具体测试概念尧理论理解的同时袁可以培养学

生进行严谨尧全面的思考袁这些都是在测试中至关重要

的素质遥
隅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是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

节遥软件测试课程的实践需要大量鲜活有效的案例遥本

校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袁通过广泛的交流研讨袁为课

程提供了许多真实有效的项目材料遥 笔者也到优秀的

软件测试培训机构进行了多次培训袁 学习企业的软件

测试技术及流程袁将最新的技术尧信息带入课堂遥 这些

都为课程积累了大量的可供教学的案例资源遥
在测试的理论教学的实施中以案例教学为导向袁

可以加强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直观理解袁 真正掌握测试

知识遥 例如院在系统测试部分的讲课中袁先让学生针对

野保温杯冶进行测试用例的设计遥 野保温杯装满 100益的

水袁8 小时后水温能否保持在 80益以上冶袁 这就是针对

保温杯保温性能的测试遥 野杯子是否漏水冶袁这既可以作

为安全测试的用例渊防烫伤冤袁也可以作为易用性测试

的用例渊不漏水在携带时较方便冤遥 而测试时这杯水是

处于原20益袁还是 20益的室温环境中钥 这就可以引出测

试环境这个概念遥 将学生设计的实际用例一一用专业

的测试概念加以比对袁 让学生更易于理解集中出现的

大量测试术语尧测试概念遥
测试的实践环节更应该将案例教学渗透到各层次

的实践教学中袁围绕实际案例进行互动式教学袁提高学

生实践应用能力遥 例如袁在全程实践中袁为学生提供实

际的项目袁让其体验测试的全过程遥 使用案例进行教学

能够有效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遥
三尧将就业指导融入教学过程袁使能力培养的成果

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培养学生成为专业能力强尧 有自主学习能力的软

件测试人才袁不仅需要进行专业知识的讲授袁还需要为

学生提供就业指导遥 让学生了解软件测试行业发展状

况尧 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以及软件测试岗位和职业发展

前景袁加强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袁提高就

业竞争力遥
高级测试工程师需要具备测试工程师的技能袁除

此之外还需具有一定的行业业务知识袁 能够制定测试

计划袁参加需求评审袁分析出测试需求袁确定具体的测

试策略遥
而性能测试工程师更是需要精通计算机网络尧操

作系统尧数据库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袁才能分析系统的

性能指标尧发现系统的性能瓶颈袁并进行一系列的性

能调优咱3暂遥
让学生了解到测试行业的各项具体职业可以帮助

学生正确认识测试行业袁 并能在这个行业看到自己的

发展方向遥 本校近几年的毕业生中袁许多从事软件测试

工作的学生努力工作袁刻苦钻研袁运用其所掌握的专业

知识袁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袁为各自的企

业做出了贡献遥 有的学生被评为高级软件测试师遥
软件测试是计算机专业的重要课程袁 通过上述几

个方面对软件测试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袁 使学生对测

试相关理论及技术的理解加强袁实践应用能力尧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袁 极大提升了学生在软件

测试行业就职的竞争力遥 近几年本专业行业就业的学

生中有 3-5 成进入了测试行业遥
笔者深知必须实时关注测试行业的发展袁 不断更

新自己的相关技术袁并将这些新技术尧新能力融入到教

学中袁才能为 IT 企业培养出与企业需求相对接尧基础

扎实尧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测试工程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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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办的全国民办高校学报研究会第四次野双优冶评比中袁叶上海杉达学院研

究与发展曳荣获优秀学报一等奖遥 这是 12 月 10 日-12 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

办高校学报研究会第五次工作研讨会中揭晓的奖项遥
此次会议中袁来自全国 40 多家民办高校学报代表围绕野学报如何服务民办高校发

展冶的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遥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副主编尧编辑部主任姜叙诚在

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遥
此次会议还进行了全国民办高校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换届袁我校继续担任新一

届常务理事单位遥
近年来袁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在常规工作基础上袁更加注重做好期刊策划遥

2014尧2015 年袁根据研究热点与学校工作等情况袁开设了野专家论坛冶野学术会议专稿冶
野职业生涯教育冶等栏目遥 2016 年袁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在办刊的第十个年头袁
对期刊的定位和办刊方针等进行了深入思考袁组建了新一届编辑委员会袁确立了科学

办刊尧专家办刊的办刊方针遥 编辑部以学院和学科为基础袁积极组织专题或专刊稿件遥
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进行了全新改版袁在秉承传统尧坚持办刊方针的同时袁呈现

新的思路尧新的栏目袁充分展示学校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遥改版

后的期刊在栏目设置尧审稿流程尧稿件要求尧封面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调整遥 栏目设置更

加符合学术期刊的风格曰加强专家审稿的力度袁以促进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袁并在此过

程中给予作者更多的专业性意见袁来稿要求也更加规范曰封面设计焕然一新袁着重体现

本刊大方尧典雅的特色与风格袁吸引了许多校内外读者的关注遥改版后的第二期和第三

期袁还分别策划和刊发了野上海杉达学院国际交流专题冶和野医学技术专刊冶遥与此同时袁
期刊更加强调和加强学术规范遥

渊本刊编辑部冤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荣获民办高校优秀学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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