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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的数字化转型

园区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推

动和引领作用。

而实践表明，在园区中引入数字化能力，有助于增强园区企业的整体数字化创新

能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效解决当地就业、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故

此，利用数字化平台，将园区服务再次提档升级，整合信息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在园区引入数字化能力，不仅可以全方位深度孵化企业，为园区企业提供信息一

体化解决方案，还能推动相关的数字化服务能力，打造良性循环的数字化生态。

要打造数字化园区，就需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创新技术的

发展成就。其中，云计算在万物互联的世界中显示出独特的灵活性、扩展性和高性

能。事实上，很多移动应用都是基于云平台构建，从另一方面来看，云计算特别是私

有云平台搭建，也需要安全移动能力支撑，以提供端到端的安全防护，可谓数字园

区的构建基础。在应用端，移动终端则可以成为数字化园区的交付终端，承担技术创

新、移动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整合、数字化服务提供的助推器。

依托清华大学的产学研资源及启迪控股的集群式创新优势，启迪国信将着力聚焦

发展数字科技产业集群，构建完整的数字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全力推进“产业数字

化、城市智慧化、园区数字化”三位一体的“数字产城”创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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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数字园区的建设与实践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构建高效
园区云

在数字化转型深入推动的背景下，业务云化已

经成为很多组织的共同选择。但是，业务云化往往

也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大量支出与复杂的建设运维，

而通过构建园区云的方式实现基础资源与数据的共

享，实现智能化的管理、高效运作、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产业园区的优先发展方

向。

园区云建设面临突出挑战

园区云是数字化园区建设的必经阶段，同样也

有赖于园区数字化进程的持续推动。在启迪数字集

团定义的园区数字化的发展历程中，园区数字化已

经从信息化基础建设的1.0阶段演变为通过软件、服

务、物联网技术来实现园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

业价值链的提升的2.0阶段，并逐步会过渡到安全体

文/市场部 邱小庆 张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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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Topic

系建设和数据资源整合的3.0阶段。园区云是数字园

区重要的支撑平台，但同样也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基于全生态园区云合理规划。园区云建设是

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工程，园区数字化产业环节之

间存在高度依存关系。由于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之间

整合渗透，促使内容与网络、产品与服务、软件与其

他行业之间的融合不断提速和深化。基于全生态的园

区数字化规划、设计、建设、服务、运营、投资平台

都需要园区进行充分关注，并给予合理规划。但是，

大量的产业园区由于数字化基础薄弱，没有数字化园

区建设的相关经验，很难实现对园区云的整体建设进

行合理规划，这不仅影响园区云的建设速度与质量，

还很容易导致“巨系统”出现显著的问题环节。

二是搭建高性能、高可用的云基础设施。基础设

施对于园区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云基础设施的

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面临着成本、速度、整

合、安全、能源管理等一系列挑战，并正在经历着巨

大的转变。多数园区的数据中心往往陷入危机：一方

面基础设施的高投入无法满足新一代高密度服务器和

存储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云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缺

失使得云的敏捷优势根本无法发挥。由此，很多园区

在使用公有云服务或者构建自己的私有云平台之后，

并不能实现快速的开发和创新。

三是园区云的网络安全保障。园区云牵涉多系统

的互联互通，网络是命脉也是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被非法劫持和窃取数据内

容，通过DDoS等手段对网络服务进行攻击更是许多

安全事件的罪魁祸首。另外，很多园区云应用都是通

过PC、手机等终端交付，如何确保这些终端的网络

安全，避免出现数据泄露、黑客攻击等事件发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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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园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四是对数据进行统一聚合与调用。与组织建设的

私有云或是混合云平台相比，在园区中建设的园区云

最显著的优势之一，就是实现了园区数据资源的共

享。所以数据的统一聚合和应用非常必要。在后端数

据聚合的基础上，园区需要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来实

现数据资源的共享，承载新闻通知、企业采购、企业

电商等服务。

“云+端”助力园区云转型升级

基于当前园区云建设面临的挑战，启迪数字园区

科技服务公司建设并运营了“启迪园区云”平台。启

迪国信基于“云+端”的业务平台，融入到该平台体

系之中，通过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打造“协

同、共享、共赢”的科技服务生态系统，以精准式创

新为着力点，全面支撑“启迪园区云”服务。对此，

启迪国信副总裁、智慧园区云事业部总经理孙金树

表示：

首先，在园区云整体规划方面，启迪国信针对园

区云的建设需求，提出了一套完善的方法论与实践解

决方案。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园区云基础设施

建设或是园区云应用开发，而是通过云架构，构建

覆盖IaaS、PaaS、SaaS全部三个服务层面，集成启迪

集团与第三方产品和应用，为园区企业、金融机构、

园区管理者、管理中心和园区居民五类用户群体服

务。而且，启迪国信通过对园区云需求的梳理，可以

为园区量身定制一套有序的实施方案，提供全流程的

服务。

其次，在网络安全层面，启迪国信在云和移动安

全方面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可以通过安全接入为上层

应用提供支撑。通过统一的身份管理，实现用户单点

登录和权限控制；通过安全接入网关建立的安全隧

道，实现终端设备接入、网络传输数据和应用访问的

安全。园区用户既可以通过云平台向移动端推送消

息，也可以从内网推送信息。移动端的应用可以访问

专题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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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网的文档，邮件和数据，可以访问云端的资源和服

务。这种移动安全特性能够满足园区用户BYOD场景

的需求。

再次，启迪国信拥有卓越的应用开发与数据管理

能力，可以帮助园区打造最先进的移动应用开发、运

行、集成和管理的移动应用云平台。启迪国信能帮助

将园区不同业务应用系统上需要的数据，通过各种

有效手段接入到统一的平台中，便于应用随时进行调

用。而不必重建单独的应用数据处理系统，极大地提

升了应用开发效率。同时，启迪国信还可以帮助园区

建立完整的综合管理门户，实现全方位的移动应用数

据统计分析、单位组织架构管理、应用及服务的运行

监控管理、云盘及资讯管理，彻底化解数据统一聚合

与调用问题。

园区云的未来演进之路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

机遇期，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落地，园区数字

化领域的战略性部署陆续出台。在未来较长时间内，

发展园区数字化仍将作为我国的重要国家战略，园区

数字化建设将更持续、更快速、更深入地推进。

作为云计算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园区数字化将

催化云计算应用的落地与推广。因此，随着园区数字

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作为撬动园区数字化发展的支

点，园区云计算将面临巨大的市场需求。

未来，园区云还将进一步汲取大数据、VR、人

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应用成果，打造“园区云”产业

生态圈。同时，通过产业创新、产业升级，加快创新

型经济发展；通过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

争力，逐步引领城市成为IT服务产业、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吸纳源、创新源和

辐射源。最终，带动城市的绿色发展战略和产业的转

型升级。

专题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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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谋求数字化转型的产业园区来说，在园

区内搭建云计算平台，可以充分利用云计算在敏

捷性、灵活性方面的优势，提升园区数字化能

力，更好地为园区整体运营服务。但是，云平台

的搭建往往意味着高额的成本支出，要更好地保

护园区在园区云建设方面的投资，除了优化云基

础设施建设之外，还需要在商业化运营方面进行

拓展，将成本中心转换为效益中心。

这也是很多寻找业务云化的行业用户所面临

的问题——云计算投资耗费巨大，但商业价值在

短期内很难体现，由此给组织造成沉重的成本压

力。为此，本文笔者提出以下两个建议，希望可

行业云平台“商业化能力”拓展
策略浅析

专题 Topic

文/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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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拓展行业云平台的商业化能力，让云计算

的效益真正可见。

基于行业云平台建立商业化体系

行业云平台不仅应该为组织提供资源整合与信

息化服务，还应该推动建立一套良性循环的商业化

体系。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舒适、惬

意、人性化的消费服务引导，消费者可以借助商业

平台获取便捷服务，商户则能够实现商业服务模式

的全新升级，从而突破商业服务瓶颈，挖掘消费服

务的商业价值。

此外，行业云平台的运营者还可以探索建立自

有的SaaS服务体系，将部分服务以增值服务的形式

提供给客户，通过一次付费、包月，按需求、按

年等向用户提供云计算服务。如CRM、ERP、杀毒

等应用服务以及IM、网游、搜索、地图等无线应

用。另外，还可以通过测试环境、开发环境等平台

云服务，减少云软件供应商的设备成本、维护成

本、软件版权的费用，带动软件开发者开发应用，

以及Saas业务的发展。

以启迪国信推动建立的启迪数字园区云为例，

其设置了启迪云企、启迪云商、启迪云网、启迪

云站、启迪云卡、启迪云物、启迪云数七大服务板

块，不仅能够实现园区业务信息协同共享，还致力

于拓展周边商业服务。对于入驻企业来说，其能够

专题Topic



page
12

通过云服务显著提升组织的数字化能力，帮助组织

提升管理与业务效率；对于园区云的运营者来说，

其提供了一套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商业体系，有助于

获取丰富的商业回报。

 “云+端”融合云计算与边缘计算

启迪国信“企业数字化研究中心”专家调研数

据显示，面对组织迫切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业界现

在普遍倡导“业务应用交付在边缘，管理在云端”

的模式。与纯云端的模式相比，业务应用在边缘交

付不仅可以显著降低云端的压力，还可以实现毫秒

级低延时以及更高的网络带宽，能够保证网络传输

效率以及稳定性。尤其特别适用于高清图像处理、

视频监控、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业务场景。而通

过将计算能力下沉到移动边缘节点，提供第三方应

用集成，将为移动边缘入口的服务创新提供无限的

可能。

在边缘计算的应用场景中，移动化显然是最常

见、最富商业想象力的应用场景。一方面，随着移

动智能终端性能的增长以及应用的成熟，其本身已

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边缘计算设备，海量的移动终端

凭借其强大的计算能力，与贴近实际应用的特质，

能够真正承载业务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移动终

端本身也是边缘计算最重要的接入设备，边缘计算

在提供服务时需要将移动化应用与需求摆在至关重

要的位置。

对于行业云的运营者来说，其可以在公共场所

专题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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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融合了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的网络连接环境，

在消费者接入网络之后，可以快捷的查看网络信

息、获取网络服务。同时，运营者还可以在网络

中植入推广应用、广告等商业化元素，发挥行业

云应用的商业潜力。仍然以启迪国信搭建的启迪

数字园区云平台为例，其融合了云计算与移动终

端，可以提供移动社交服务、物业服务、招商服

务、政务服务，在移动端上面实现快捷获取，拓

展商业能力。

“要想将云计算与边缘计算融合，组织还需

要将移动安全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在用户的移动

设备接入到组织网络中之后，组织需要处理内

部移动设备与外部移动设备在网络上的隔离与沟

通问题，如果外部移动设备可以访问内部移动设

备，那么组织的数据无疑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

地。此外，组织也需要对用户的移动设备以及试

图访问的移动内容进行静默、适度的管控，避免

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出现内容违规等现象，以

净化网络环境。” 启迪国信副总裁、智慧园区云

事业部总经理孙金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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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业园区本身来说，园区内的信息化建

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基础网络覆盖，二是

园区管理信息化，三是沟通信息化。 

首先，产业园区对基础网络的要求越来越

高，早期只是对固话和宽带等业务的承载，后期

为适应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络不断升级，网络

架构不断完善，网络带宽不断加大，从有线过渡

到有线与无线的融合，从大网过渡到专网，对网

络的安全性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其次，从提高效率、节省资源、方便快捷的

角度看，管理信息化是必然的需求，随着园区的

不断扩大和发展，管委会对信息化的需求也越来

越迫切、越来越复杂。内外部管理信息化系统不

断推陈出新，管委会需要更贴近工作流程、应用

性更强、更综合的新型管理信息化产品，帮助其

管理园区内的资源和设施、环境、企业，维持园

区的安全高效运作。

最后，沟通领域的信息化需求也越来越多样

化，早期是一些门户网站，电子政务，OA系统等

成熟的基础应用，然而这些已经不再适应园区企

产业园区信息化建设三面观

文/移动化产品研发部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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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需求了，目前园区对网上展厅、视频会议、

智能楼宇等信息化应用需求旺盛。

产业园区的信息化建设在新时期一定是必不可免

的一场信息化改革，该如何去面对信息化改革，如何

进行信息化建设，是所有产业园区需要思考的问题。

要大力推动信息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构建管理体系成立了高规格的信息化工作领

导小组，形成了领导小组统筹、职能处室承办、各应

用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体系，坚持半月一调度、一月

一汇总、一季一总结、一年一表彰。全面推进和解决

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等各项问题，不断改善信息

化基础设施硬件和应用软件，定期联系市经济信息中

心等主管部门，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二、形成全员共识。将信息化建设运用到政务、

服务与管理，是起步虽慢、但长效明显的有力措施。

信息化建设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样去做”，

从每一个干部职工做起，确保真学、真懂、真会。各

部门牢牢树立起打造“信息园区”一盘棋的理念，

建设局在推进骨干路网开发的同时，对通讯线路、

光缆升级、3G基站

等基础设施均做到

统一规划、统一协

调，为入园企业预

留了一个畅通无阻

的数字化信息通信

渠道。

三、实现多元

共享。向管理要效

率，就必须改变传

统观念上的信息管

理“迟、慢、堵”

的做法，打破各部

门“信息孤岛”的

不利局面。从会议

通知、收文发文、

档案管理、日程安

排、邮件收发等各

个日常环节一一入手，除涉密文件外，所有收文每天

分中午、晚上两批次处理；所有发文实现网上批阅，

充分打通各个节点，做到即刻传输、即刻共享，大

大减少人工书面办理时间，保证文件上传下达的高

效运转。

专题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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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潮流仍方兴未艾，而边缘计算又从何

说起？

提到边缘计算，还得从物联网说起。时至今

日，物联网在IT领域的发展趋势已然成型，且前景

依然广阔。有人称物联网是人类继工业革命和信息

革命后的又一场伟大革命。当然，伟大革命的兴起

也必将会催生数十个万亿级的经济市场，人类社会

也将进入一个智能智慧的全新时代。

而物联网发展至今，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从

如此多的设备上处理数据。据思科预测，到2021年

全球云数据中心流量将达到每年19.5 ZB，比2016年

的每年6.0 ZB增长3.3倍，2016年到2021年的年复合

增长率(CAGR)高达27%。到2021年全球云数据中

心流量将占到数据中心总流量的95%，比2016年的

88%增长显著。

因此，强劲的市场需求进一步驱动物联网发

展，当然，从物联网的发展中也看到了云计算的苗

头。众所周知，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可穿戴设备、

无人机、无人驾驶等更多的终端设备对云计算中心

的依赖愈加强烈。物联网主要处理设备上生成的有

价值的数据，云计算的运用是来自集中式计算和存

储的数据。在这样的趋势下，两者之间需要一种技

边缘计算渐成香饽饽 那云计算呢？

Trend趋势

文/金融运营中心  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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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去辅助计算并处理数据。

这时，边缘计算应运而生。首先来简谈下概念，

边缘计算是将大部分数据处理推送到网络的边缘侧，

融合了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计算

平台，就近提供边缘智能服务，满足在数字化时代在

敏捷联接、实时业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

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关键需求。

边缘计算横空登场 是否会取代云计算？

如果将云计算中心比作为大脑，那么边缘计算更

像是大脑输出的神经触角，联接到各个智能终端。两

者的关系就是边缘和集中系统之间处理的分割问题。

比如智能家居中网关可被视为家庭内电子设备和云

计算中心之间的边缘；又如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可被视

为个人用户与云计算中心之间的边缘。由此可以看

出，边缘计算确实在当下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也正

是因为其优势，业内流传了"边缘计算将取代云计算

的"舆论。

事实上，边缘计算的模型与云计算模型不是非此

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助相成的。两者的巧妙结合也

为万物互联时代的信息处理提供完美的软硬件平台支

撑。在前面也提到了，云计算主要是处理和存储的集

中化，为计算提供一个更加高效和可扩展的平台。边

缘计算只是简单地将处理和存储的一部分靠近产生和

使用数据的设备，它将成为我们云中部署支持特定用

例的方法之一，而物联网是目前最适用的。

至于取代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技术上是应该不

会的，即使云计算将取代所有内部计算的预言也是很

牵强。虽然大量的本地系统可以迁移到公有云，但这

些系统中很大一部分不能由于在公有云上没有平台类

比，亦或是迁移成本太高。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脚趾代替一个身体。云计算是

一个涵盖所有类型的计算方法和技术的广泛概念，可

以把它看成一个宏观的技术模式。边缘计算只是一个

微观模式。

Trend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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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企业移动管理如何演进

随着移动化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移动管理 EMM 

将从管理移动设备，扩展到管理 PC、可穿戴设备，

及各种 IoT 设备，所有的终端 （Endpoint） 都通过

统一的平台进行管理，EMM 将演进为 UEM（Unified 

Endpoint Management）。

企业历来使用不同的工具来管理 PC 和移动设

备，CMT （Client Management Tools）提供对 PC 的

自动管理，主要功能包括：操作系统部署、硬件和

软件资产管理、软件分发、补丁管理、配置管理

（如脚本）、安全配置管理、远程控制等。EMM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提供对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的管理， 主要功能包括：移动设备管

理（MDM）、移动应用管理（MAM）、移动内容

管理（MCM）、移动身份（MI）和容器技术（Con-

tainment）。

趋势

文/产品市场部  王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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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PC 和移动架构的逐渐融合，CMT 与 EMM 

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两者将最终演进为统一终端

管理 UEM。

前世

企业对 PC 和移动设备有着相同的管理需求，为

什么有单独的 EMM 产品出现？这主要有技术和经济

两方面的原因：

技术原因

移动设备平台具有与 Windows 不同的管理架构，

因此 CMT 无法“移植”到管理移动设备。PC 拥有

开放的文件系统架构，允许 CMT 执行广泛的管理任

务，包括配置，库存，软件分发，修补，配置管理

和 IT 支持。而移动设备引入了沙箱架构，其中应用

程序是隔离的，操作系统为 EMM 套件提供企业管理 

API。

经济因素

CMT 市场在 2007 年至 2008 年之间成熟，远远早

于移动设备在企业内大规模普及的时间。在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进入 IT 组织的大背景下，CMT 供应

商缺乏对移动设备管理进行重构和创新的动力或资

本，因此 EMM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市场。

Trend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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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

随着操作系统的演进，原有的 PC 和移动端的技术

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使得 EMM 可以将 PC 纳入管理范

畴。

Windows 应用程序不断下降

企业中 Windows 应用程序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一

直在缓慢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浏览器的程序，或

与操作系统无关联性的程序。因此管理的软件包和脚

本也逐渐减少，对管理 PC 配置的依赖性也逐渐下降。

企业 IT 管理人员将越来越重视管理应用程序的访问和

保护数据，而不是管理整个设备配置。

不断更新的操作系统平台

操作系统的不断升级带来新的变化，苹果公司几

年前开始在 Mac OSX 中加入 MDM API。微软首先在 

Windows  8.1 中引入了 EMM API，并在 Windows 10 中

做了进一步的扩展。这样，EMM 便可以非常便捷的管

理 PC 和 Mac了。

演进

对企业来说，使用 EMM 管理所有终端（End-

point）并不是一撮而就的事情，CMT 与 EMM，将经

过三个阶段的融合。

阶段一：企业使用独立的流程和工具来管理 PC 和

移动设备。

阶段二：企业使用独立的进程，但使用相同的工具

来管理移动设备。 CMT 供应商是提供阶段二解决方案

的最佳选择。

Trend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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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趋势

阶段三：企业使用 EMM 技术和流程来管理 PC，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EMM 将演进为 UEM。

终章

EMM 将演进为 UEM ，不再局限于 PC，平板电脑

和智能手机，大量的物联网设备也逐渐纳入 UEM 的

管理范畴，包括Apple TV，打印机和智能手表，以及

各种 IoT 设备。

UEM 将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它将终结企业使用了

15～20年的流程和管理方式，为企业带来更加简单便

捷的管理方式。

企业能够更轻松的管理持续更新的操作系统平台

允许企业支持更广泛的设备类型

通过简化设备管理流程，降低了管理终端的总体

成本

减少了管理企业终端设备所需的工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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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趋势

Gartner：企业组织在数据和分
析方面进展缓慢

Gartner在全球范围内对196个组织进行的调查表

明，近年来CIO将数据和分析领域成为投资重点，但

有91％的组织在此领域尚未达到”转型”的成熟度

水平。

Gartner研究副总裁Nick Heudecker表示：”大多

数企业组织都应该在数据和分析方面做得更好。转

型成熟的企业享有更高的敏捷性，能更好地与合作

伙伴和供应商整合，更容易使用先进的预测和规范

形式的分析，这一切都意味着竞争优势的加大以及

差异化。”

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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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全球调查要求受访者根据Gartner的数据和分

析成熟度的五个等级对其组织进行评级，结果发现全

球近60％的受访者将自己所在组织评为调查中最低的

三个等级。

调查显示，亚太地区（APAC）48％的组织报

告，其数据和分析成熟度处于前两个水平。相比之

下，北美洲为44％；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仅

为30％。

全球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组织的评级为三级（34

％）或四级（31％）。21%的受访者评级为二级，5％

在基础层也就是一级。只有9％的被调查组织报告自

己处于最高级别的五级，处于这个级别能从变革获得

最大的好处。

Heudecker说：”不要以为获得新技术对于实现数

据和分析的转型成熟度至关重要。首先，要注重改善

组织内人员和流程的协调方式，然后研究如何通过外

部合作伙伴加强自己的实践。”

提高流程效率是目前组织试图通过数据和分析解

决的最常见的业务问题，全球54％的受访者将其列为

前三名。增加客户体验和开发新产品是第二常见的用

途，31％的受访者提出了这一点。

调查还显示，尽管人们对高级分析形式十分关

注，但仍有64％的组织认为企业报告和仪表板是他们

最关键的数据和分析应用。同样的，传统的数据来

源，如交易数据和日志也继续占主导地位，尽管有46

％的组织现在使用外部数据进行报告。

Heudecker补充说：”企业组织很容易被机器学习

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吸引，但是传统的分析和商业智

能仍然是当今组织运行的关键部分，并且在不久的将

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变化。”

有企业组织提到了很多阻止他们增加使用数据和

分析的障碍。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但企业组织正在

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因为其所处地理位

置和当前的成熟程度而有所不同。不过，调查过程中

明确了三个最常见的障碍：定义数据和分析策略；确

定如何从项目中获得价值；解决风险和治理问题。

Gartner研究副总裁Jim Hare表示：”这些障碍与

Gartner从成熟度为二到三级的客户那里听到的情况是

一致的。随着企业组织成熟度提高，组织性问题和资

金问题也趋于上升。”

就基础设施而言，内部部署仍然在全球占据主导

地位，部署的比例从43％到51％不等,取决于使用情

况。纯公有云部署范围从21％到25％不等，而混合环

境占26％到32％。

“分析工作负载运行的地方是数据生成和存储的

地方。如今，大多数公有云工作负载都是新的，而且

在传统工作负载迁移之前，我们不会看到云使用率的

上升。这种场景最终会发生，但考虑到现代数据和分

析压倒性地使用本地保存的传统数据类型，这种转变

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完成。”Hare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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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硬件决定物联网的
演变？
文/产品部  Richard

当我们想到物联网(IoT)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

无需电线、电缆或物理连接的设备互连。这些设备

的承诺是，它们提供的信息和它们所实现的行动将

使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高效。

物联网给从医疗、汽车到航空航天和公共事业

的各行各业都创造了机遇。不管产品演变到多小或

多智能，硬件永远都是其幕后动力。毕竟，如果没

有硬件或者开关，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智

能手机，为那些互连的家用电器供电。

为什么是硬件决定物联网的演变？

从我们的iPhone到FitBits，这样一些最常用的设

备都突出了物理组件在保证互连方面的重要性。硬

件本身不仅使人们与设备建立物理联系，而且触感

联系会传达出品牌识别和品质认知。事实上，产品

Front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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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界面通常会决定它的销售方式，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可能成为设备关键任务功能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智能手表，智能城市应用程序还是汽车远

程信息处理等消费类产品，物联网只能在硬件所允许

的范围发展。如今的物联网使人们通过一个智能停车

计时器便可以在一个拥挤的城市找到一个开放的停车

位，业主可以远程关闭灯光或为家人打开前门，甚至

当年长一些的亲戚忘记服用药物，都可以进行提醒。

通过观察互联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够

开始理解硬件驱动有多么重要。

如果不讨论工业物联网(IIoT)，我们就无法谈到物

联网，工业物联网是智能工厂的来源。工业物联网代

表了物理生产系统与虚拟世界交流和控制的融合。为

了满足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需求的快速变化以及对

产品个性化需求的不断增长的要求，现代工厂开始平

衡机械与自动化，可以与其他设备甚至其他制造工厂

进行通信。

这些系统由制造执行系统(MES)和企业资源规划

(ERP)驱动，可以对生产计划进行快速重置，预测瓶

颈和设备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灵活性。为了成功运

行，这些现代化的工厂将依靠各种硬件组件，包括传

感器、嵌入式计算机、机器对机器(M2M)通信模块、

条码扫描器、3D打印机、网关和其他网络设备。

鉴于其运行的功能和环境，工业物联网设备将具

有与面向消费者的物联网产品不同的规格和要求。工

业连接的设备不需要精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上的花俏

按钮和开关，而是需要增加耐用性和功能。对当今工

业机器接口上所使用的开关的关键要求，能够在恶劣

的环境下可靠运行，能够在广泛的温度范围内运行并

具有较长的产品生命周期。

硬件是我们连接的所有设备的共同主线─最终还

将会推动物联网和工业物联网迈入新的高度。无论是

希望从远方控制房间温度的消费者，还是希望整合重

型设备的制造商，世界都在产出大量新的连接设备─

而且这些设备中包含的硬件将会确保他们继续的高效

工作。

Front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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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据科学？如何把数据变
成产品？
文/网络

Front前沿

据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说，统计学家是

下一个性感的工作。五年前，在《什么是Web 2.0

》里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说“数据是下

一个Intel Inside”。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突然间开始关注统计学和数据？

互联网上充斥着“数据驱动的应用”。几乎任

何的电子商务应用都是数据驱动的应用。这里面前

端的页面靠背后的数据库来支持，它们两者之间靠

中间件来连接其他的数据库和数据服务（信用卡公

司、银行等等）。但是仅仅使用数据并不是我们所

说的真正的“数据科学”。一个数据应用从数据里

获取价值，同时创造更多的数据作为产出。它不只

是带有数据的一个应用，它就是一个数据产品。而

数据科学则是能创建这样的数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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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早期的数据产品之一就是CDDB数据

库。CDDB数据库的开发者意识到基于CD（音频光

盘）里面的每首歌曲的确切长度，任何CD都有一个唯

一的数字签名。Gracenote公司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记

录着歌曲的长度，并和专辑的元数据（歌曲名称、歌

手和专辑名称）数据库关联。如果你曾经使用iTunes

来找CD，你就是在使用这个数据库服务。iTunes会

先获取每首歌的长度，然后发给CDDB，从而得到歌

曲的名称。如果你有一些CD（比如你自制的CD）在

数据库里没有记录，你也可以在CDDB里创造一个无

名专辑的题目。尽管看起来很简单，但这是革命性

的。CDDB把音乐看成是数据，而不仅仅是声音，并

从中创造了新的价值。他们的商业模式和传统的销售

音乐、共享音乐或者分析音乐口味等业务的模式截然

不同，尽管这些业务也可以是“数据产品”。CDDB

完全是视音乐的问题为数据的问题。

谷歌是创造数据产品的专家，这里列几个例子。

谷歌的创新是在于其意识到搜索引擎可以使用入

链接而不是网页上的文字。谷歌的PageRank算法是最

早一批使用网页以外的数据的算法之一，特别是网页

的入链接数，即其他网页指向某网页的数量。记录链

接让谷歌的搜索引擎比其他的引擎更好，而PageRank

则是谷歌的成功因素中非常关键的一条。

拼写检查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但是通过在用

户输入搜索关键词时，向错误拼写推荐正确的用法并

查看用户是如何回应推荐，谷歌让拼写检查的准确

率大幅提高。他们还建立起了常见错误拼写的字典，

其中还包括对应的正确拼写以及错误拼写常见的上下

文。

语音识别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而且也还没

有完全被解决。但谷歌通过使用自己收集的语音数

据，已经开始了针对这个难题的一个宏大的尝试。并

已把语音搜索集成到了核心搜索引擎里。

在2009年猪流感的传播期，谷歌能够通过跟踪与

流感相关的搜索来跟踪这次猪流感的爆发和传播过

程。

通过分析搜索跟流感相关的用户在不同地区的情

况，谷歌能够比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提前两周发现

猪流感的爆发和传播趋势。

谷歌并不是唯一一家知道如何使用数据的公司。

脸书和领英都是用朋友关系来建议用户他们可能认识

或应该认识的其他人。亚马逊会保存你的搜素关键

词，并使用别人的搜索词来关联你的搜索，从而能令

人惊讶地做出恰当的商品推荐。这些推荐就是数据产

品，能帮助推进亚马逊的传统的零售业务。所有这些

都是因为亚马逊明白书不仅仅是书，而相机也不仅仅

是相机，用户也不仅仅就是一个用户。用户会产生一

连串“数据排气”，挖据它并使用它，那么相机就变

成了一堆数据可以用来和用户的行为进行关联。每次

用户访问他们的网站就会留下数据。

把所有这些应用联系到一起的纽带就是从用户那

里采集的数据来提供附加价值。无论这个数据是搜索

关键词、语音样本或者产品评价，现在用户已经成为

他们所使用的产品的反馈环中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数

据科学的开端。

在过去的几年里，可用的数据量呈爆炸性的增

长。不管是网页日志数据、推特流、在线交易数

据、“公民科学”、传感器数据、政府数据或其他什

么数据，现在找到数据已经不再是问题，如何使用这

些数据才是关键。不仅仅是企业在使用它自己的数据

或者用户贡献的数据。越来越常见的是把来自多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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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源的数据进行“聚合”。《在R里进行数据聚合》

分析了费城郡的房屋抵押赎回权的情况。它从郡长办

公室获得了房屋抵押赎回权的公开记录，抽取了其中

的地址信息，再使用雅虎把地址信息转换成了经纬

度。然后使用这些地理位置信息把房屋抵押赎回权的

情况绘制在地图上（另外一个数据源）。再把它们按

社区、房屋估值、社区人均收入和其他社会—-经济因

素进行分组。

现在每个企业、创业公司、非营利组织或项目网

站，当他们想吸引某个社群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有效的使用数据。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数据，还

包括所有可用的和相关的数据。有效的使用数据需要

与传统的统计不同的技能。传统的穿职业西装的精算

师们进行着神秘但其实是早已明确定义的分析。而数

据科学与统计的不同是数据科学是一种全盘考虑的方

法。我们越来越多的在非正规的渠道里找到数据，数

据科学正随着数据的不断收集、把数据转换为可处理

的形式、让数据自己讲故事以及把故事展现给别人不

断演进。

为了能感受到什么样的技术是数据科学需要的，

让我们首先看看数据的生命周期：数据从哪里来，如

何使用，以及数据到哪里去。

数据从哪里来

数据无处不在，政府、网站、商业伙伴、甚至你

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们不是完全淹没在数据的海洋

里，但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甚至已经）

被测量了。在O’Reilly传媒公司，我们经常会把来

自Nielsen BookScan的行业数据和我们自己的销售数

据、公开的亚马逊数据、甚至就业数据组合起来研究

Front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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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行业发生了什么。一些网站，比如Infochimps和

Factual，可以提供很多大型数据集的连接，包括天

气数据、MySpace的活动流数据、体育活动比赛记录

等。Factual网站还招募用户来更新和改进它的数据

集。这些数据集覆盖了从内分泌学家到徒步小道等的

广泛内容。

很多我们现在所用的数据都是Web 2.0的产物，也

遵守摩尔定律。Web让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线，同时

也留下了他们的浏览轨迹。移动端应用则留下了更丰

富的数据轨迹，因为很多应用都被标注了地理位置信

息或附带着音频和视频。这些数据都可以被挖据。结

帐点设备和经常购物者购物卡使得获取消费者的所有

交易信息（不光是在线信息）成为可能。如果我们不

能存储这些数据，那么所有这些数据就将没有用处。

这里就是摩尔定律起作用的地方。自80年代早期开

始，处理器的速度就从10Mhz增加到了3.6GHz，增加

了360倍（这还没考虑处理位数和核数的增加）。但

是我们看到存储能力的增加则更为巨大。内存价格从

1000美元每兆字节降到25美元每吉字节，几乎是40000

倍的降低。这还没考虑内存尺寸的减少和速途的增

加。日立公司在1982年制造了第一个吉字节的硬盘，

重大概250磅。现在千吉字节级别的硬盘已经是普通

消费品，而32吉字节的微存储卡只有半克重。无论是

每克重的比特数、每美元比特数或者总存储量，存储

能力的提升已经超过了CPU速度的增幅。

摩尔定律应用于数据的重要性不仅是极客的技

巧。数据的增长总是能填充满你的存储。硬盘容量越

大，也就能找到更多的数据把它填满。浏览网页后留

下的“数据排气”、在脸书上添加某人为朋友或是在

本地超市买东西，这些数据都被仔细的收集下来并进

行分析。数据存储的增加就要求有更精致的分析来使

用这些数据。这就是数据科学的基石。

那么，我们怎么能让数据有用？任何数据分析项

目的第一步都是“数据调节”，即把数据变换成有用

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数据的格式都是易用

的：Atom数据发布、网络服务业务、微格式和其他

的新技术使得数据可以直接被机器消费。但是老式

的“屏幕抓取”方法并没有消亡，而且也不会消亡。

很多“非正规”数据源来的数据都是很混乱的。他们

都不是很好构建的XML文件（并带有所有的元数据）

。在《在R里做数据聚合》里使用的房屋抵押赎回权

数据都是发布在费城郡长办公司的网站上。这些数据

都是HTML文件，很可能是从某个数据表格文件里自

动生成的。如果曾经见过这些由Excel生产的HTML文

件，你就知道处理这个会是很有趣的。

数据调节也包括用类似Beautiful Soup这样的工具

来清理混乱的HTML文件，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分

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纯文本，或用人工来干苦活和脏

活。你有可能会处理一系列数据源，而他们各自的格

式都不同。如果能有一个标准的工具集来处理这些就

太好了，可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为了做数据调节，

你需要准备好处理任何的数据格式，并愿意使用任何

的工具，从原始的Unix工具（如awk）到XML语义分

析器和机器学习库。脚本语言，比如Perl和Python，

就很重要了。

一旦你分析了数据，就可以开始思考数据的质量

问题了。数据经常会有缺失和不一致。如果数据缺失

了，你是要简单地忽略他们吗？这也不总是可以的。

如果出现数据不一致，你是否要决定某些表现不好的

数据（是设备出错了）是错的，或者这些不一致的数

据恰恰是在讲述它自己的故事，而这就更有趣。有报

道说，臭氧层消耗的发现被延误了，因为自动数据

收集工具丢弃了那些数值过低的读数1。在数据科学

里，你能有的经常是你将会拿到的。通常你不可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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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好的数据，你可能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使用你手

头有的数据。

数据科学家

数据科学要求很多技能，从传统的计算机科学、

数学到艺术。杰夫.哈默巴赫尔在描述他在脸书组建的

数据科学团队（可能也是面向消费者的网站里的第一

个数据科学团队）时说：

在某一天，团队的成员可以在Python里写出多个

阶段的数据处理管道，设计一个假设检验的测试，用

R来对数据样本所回归分析，为一些数据密集型的产

品和服务在Hadoop上设计和实现一种算法。或是就

我们分析的结果和其他的成员或部门进行沟通。

哪里去找到这些多才多艺的人哪？按领英的首席

科学家DJ.帕蒂尔（DJ Patil）的说法，最好的数据科

学家应该是“理科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而不

是计算机专业的人员。物理学家一般有很好的数学背

景、计算机技能，同时物理学也是一个非常依赖从数

据里获得发现的学科。他们必须思考大画面，大问

题。如果你花费了很多的科学基金来获取数据，即使

数据没有想要的那么清晰，你也不会随意丢弃。你必

须要想办法来让数据讲故事。当数据讲的故事不是你

所想要它讲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些创造性。

科学家也需要知道如何把大问题分解成一些小一

点的问题。帕蒂尔描述了在领英创建一些推荐特性

的过程。这种任务可能很容易变成一个高光的开发项

目，花费几千个人天的开发时间加上几千小时的计算

时间来发现领英成员的相互间的关联关系。但是帕蒂

尔他们的工作过程却很不一样。他们从一个相对小的

项目开始，简单地编程来查看成员的画像并做相应的

推荐。问诸如你上过康奈尔大学吗这样的问题，就可

以帮助推荐是否成员需要加入康奈尔校友会。然后就

可以逐渐地扩展出去。除了查看用户的画像，领英的

数据科学家开始查看会员参加过的活动，随后是他们

参加的图书馆的读书俱乐部。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能分

析海量数据的有价值的数据产品，但它最初也不是按

这个思路设计的。这是一个敏捷地、灵活地过程，逐

渐地实现最终的目标，而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去爬高

山。

这就是帕蒂尔所说的“数据柔道”的核心思想。

即用一些附带的小问题来解决那些看起来无法解决的

大的困难的难题。CDDB就是一个数据柔道的很好的

例子，直接分析歌曲音轨来识别音乐是非常难的（尽

管不是不可能，例如midomi）。但CDDB的员工创造

性地用更好追踪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基于音轨的

长度来计算一个音轨的签名，然后在数据库里搜索这

个签名，非常简单直接！

并不容易来发现数据科学工作的指标。但是来自

O’Reilly研究的数据显示了一个稳定Hadoop和Cas-

sandra招聘公告的逐年增长。这可以算是对“数据科

学”总体市场的一个好的表征。本图显示了Cassandra

招聘数量的增长和排列Cassandra职位的公司的数量。

创业精神是整个问题的另外重要一块。帕蒂尔对

问题“当你准备招聘一个数据科学家的时候，什么样

的人你会找？”时的第一反应是“那些你想跟着一起

创业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洞察：我们进入了一个

构建于数据上的产品的时代。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产品

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胜出者会是那些能发现这些产

品的企业和个人。希拉里.梅森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

她作为bit.ly的数据科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bit.ly所

产生的数据，并从中发现如何构建有趣的产品。在

Front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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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成熟的数据行业，没有人试图去制造2012的尼桑

Stanza或者Office 2015，相反的，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

在尽力去发现新产品。除了是物理学家、数学家、程

序员和艺术家，他们还是创业者。

数据科学家把创业精神和耐心、愿意逐步地制造

数据产品的意愿、探索的能力和能就一个解决方案进

行反复迭代的能力结合起来。他们是天生的交叉学

科。他们能从所有方面来探索问题，从最初的数据收

集、数据调节到得出结论。他们能创造性的找到新的

方法来解决问题，同时去回答一个非常宽泛定义的问

题：“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数据，你能从其中找到

什么？”

未来属于那些能知道如何成功收集和使用数据的企

业。谷歌、亚马逊、脸书和领英都已经在利用他们的

数据流并形成了他们的核心业务，且获得了成功。他

们是先锋，但更新的企业（像bit.ly）正在追随着他们

的脚步。无论是挖掘你个人的生物群落，还是从几百

万旅游者分享的经验里绘制地图，或者研究人们分享

给别人的URL，新一代的生意将会是依靠数据来成功。

哈尔.瓦里安的采访里有一段可能没人能记住的引用：

这个能拿到数据的能力—能理解数据、处理数据、

从中抽取价值、可视化数据并能和别人交流结果—将

会是下一个十年里极度重要的技能。

Front 前沿



page
32

Gartner 报告：企业数字化转型
还处在初级阶段

由 Gartner 公司 Andy Rowsell-Jones 牵头的《 

2018 CIO Agenda 》中报道了对这 3000 名全球 CIO 

调查结果；Gartner 公司 CIO 研究总监陈勇先生对

报告进行了解读。

与历年相似，每年的调研都有一个主题，前

几年分别是“数字化的生态系统”、“数字化的

平台”、“数字化的领导力”等等。今年的主题

为“ CIO 的角色”，以了解 CIO 这个角色在数字

化时代会有哪些新的改变。

对调查结果分析后，Gartner 认为 CIO 的工作

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 “交付型”高管变成

了现在“ IT 和业务相结合”的高管。所谓交付型

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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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管，就是业务部门提出一个需求，CIO 想方设法

去满足。为什么 CIO 称之为“ IT 和业务相结合”的

高管？在数字化时代，有很多工作因为都是在尝试过

程中，业务部门难以提出需求，这就需要IT的高管与

业务部门一道来做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工作。所以

说，今天的 IT 高管已经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个结论，下面的数据是这样来支持的。

1. 预算

2018 年，全球 IT 预算将增长 3%，这个是自从 

2008 年以来的最高点。实际上，IT 的预算从 2000 年

开始一直在增加，到 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时下跌，

并延续了五六年时间，之后两年基本持平。从 2016 

年开始全球 IT 支出逐步增加。

中国的数据虽然还没发布，但预计将比平均值高

出很多。在过去五年，中国每年 IT 的支出增速几乎

都在 10% 左右，位列全球第一。分区域而言，亚太区

增长最多，达 5.1 %。涨得最少的是北美，为 2%，南

美是 2.8%，欧洲为 3.2%。

2. 技术

2018 年是否会采用这些技术？”同样的问

题，Gartner 曾经在 2015 年咨询过各企业机构的 

CIO。

结果显示，在 2015 年，20% 的企业已经或者计划

要实施物联网，到 2018 年，这一比例将会变成 36%

，增幅为 80%；人工智能由 10% 增加到 25%，增幅为 

150%；3D 打印从 10% 增加到 17%，增幅为 70%；机

器人从 12% 增加到 16%，增幅为 33%。

3. 安全

95% 的 CIO 认为“安全的威胁会越来越大”；4% 

的 CIO 认为“会持平”，只有 1% 的 CIO 会认为“会

降低”。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越来越多的外部用户

会访问公司的信息，而外部的安全管理比内部的更加

有挑战性，二是来越多的物联网设备。物联网设备生

产厂商在安全意识方面还没有提高。比如对一个联网

摄像头进行攻击，从而导致整个网络的攻攻陷，这种

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4. 结论

有 95% 的 CIO 认为，数字化时代改变了工作内

容。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共识，只不过就是改变的

多和少的问题。在 10% “数字化领先”的 CIO 人群

中，84% 的工作会重新定义，也就是说，他们的公司

会赋予他们一个新的岗位或者新的职责。

陈勇解释说，这些工作的转变，主要是朝横向，

而不是往上升。这意味着原先是单纯做 IT，现在是 

IT + 创新或者 IT + 数字化，或者 IT + 电商，或者 IT + 

企业变革等等。往纵向变化的比例相当少。

谈到数字化时代对于 CIO 的冲击，陈勇表示，往

年的调查里面曾经有这样一个结论，即 CIO 的状态

是“交易型的 CIO ”（只能从事传统 IT 工作），还

是业务合作伙伴 CIO （能够胜任数字化工作）；以

及“处在风险中的 CIO ”。无疑，处在风险中的 CIO 

将面临巨大压力。

Front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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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提升iOS开发效率的一些
keys

Technic技术

工作中我发现有些iOS小伙伴平时开发的时

候，比如在快速打开一个类文件的时候，还在项目

目录里面一层一层的找，等等，希望本文能提升他

们的开发幸福感。

鼠标 和 触摸板

如果你用的iMac 大部分用的是苹果的鼠标，苹

果的鼠标是可以设置智能手势的，这些在系统偏好

里面都有教程和设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每每看

到同事还在把iMac的鼠标当做windows的来用，我

真想说这个鼠标贵是有道理的。

鼠标：1. 一个手指右滑返回，在Xcode 中就不

用每次都去点击返回上一个类了。2. 两个手指左\

右滑切换桌面，MacOS的多桌面挺好的，可以一个

放UI，一个放代码，一个放接口文档等等。3. 两个

手指轻点，相当于F3上面的快捷键Miss Control，

很方便。

触摸板：跟鼠标基本一样，切换桌面是三个手

指左\右滑，Miss Control 是三个手指向上滑。

文/移动化产品研发部  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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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关键的吧，我默认

用快捷键的使用频次排序吧，希望大家都能动手尝试

一下。

Xcode 中

1.Shift + Command + O 弹出快速查找文件窗口（

这个是字母O，Markdown O之后很像数字0 ）， Shift 

+Commond + 0 是快速打开官方文档的快捷键。

2.Shift + Comand + j 定位到文件所在目录，经常配

合上面那条快捷键。

3.Control + Command + 上\下 切换 .m 和 .h 。

4.Command + t 新建一个Tab，这个很实用，我平

时一般都会建3，4个Tab，关闭Tab 可以用 Command 

+ w 。

5. 如果你不习惯开多个Tab，习惯开多个Xcode窗

口，可以用Command + ` 来互相切换。

6.Control + Command + e 可以批量修改光标所在

位置的变量，像这样

7.Shift + Command + f 打开全局搜索，当然你可以

连续按住 Command 键连续按两次 4，也会聚焦到全局

搜索，全局搜索这里要说一下，搜索Xcode 不仅仅是

支持text匹配，最常用的可以加个 Any 正则，就可以

搜出如图中的这种，等等。

8.Command + f 在类中搜索 ， enter 匹配下一个 

Shift + enter 匹配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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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ommand + 上\下\左\右 光标切换到类首，类

尾，行首，行尾。

10.alt + 左\右 光标左右移动一个单词。

11.Command + delete 删除光标到行首的内容，同

理 alt + delete 删除光标前的一个单词，另外可以先切

换到到行尾 用 Command + delete 删除一整行内容。

12. 同理 Command + Shift 和 Command + alt 加方向

键就可以选中一整行或者多行了。

13. 选中一段代码 Control + i 会自动缩进。

14.Command + \ 当前行加断点， alt + Command + 

\ ，新建一个 symbolic breakpoint 。

15.Command + n 新建文件 ， Shift + Command + n 

新建工程

16.alt + Command + 左\右 折叠\显示当前块， Shift 

+ alt + Command + 左\右 折叠\显示当前文件中的块。

17.Control + Command + [ 上移，如果没有选中，

默认上移当前行， Control + Command + ] 下移。

18.Command + ] 向右缩进，支持多行， Command 

+ [ 向左缩进。

19.Shift + Command + k product 清理， Command + 

r Run， Command + b 编译。

20.还有一个重要的快捷键，:point_up:， Control + 

Command + p 快捷导入，像这样，很酷吧，需要导入

一个工具才可以实现， 可以点击这里 ，Xcode 9 以前

用过类似的插件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之前还用 Peak

君 的 FastStub-Xcode 也挺爽的。

Technic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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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ode 窗体相关

1.Shift + Command + Y 隐藏 \ 显示 console 区，但

是我建议显示console区 用 Shift + Command + C ，会

直接聚焦效果。

2.Command + k console清屏。

3.Control + 1 这个应该很多工程师都没用过:new_

moon_with_face:，当然点击小图标也可以。

如图可以看到所有调用者，导入的文件，被那

些导入等等相关依赖。还可以找到最近打开的文

件，Recent Files

4.Control + 6 查看当前类的方法列表，这里建议用 

pragma mark 来合理分块， 相关扩展阅读可以看这里

的代码规范建议

5.Command + 1,2,3,4,5,6,7,8,9 切换左边窗体， 

Command + 0 显示 \ 隐藏左边窗体。

6.alt + Command + 0 显示 \ 隐藏右边窗体，同理 alt 

+ Command + 1,2 等也可以切换

7.Command + , 弹出 Perferences ,可以用 Command 

+ w 隐藏

Technic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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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Android O 系统安全
特性

Technic技术

Duo Security 高级研究与开发工程师 Kyle Lady 

表示：“在Android O 系统中，谷歌针对 Android 

系统框架进行了大规模重构。不少变动未来数年

内，都会影响到用户、开发者以及设备制造商。”

Anroid 8.0 在今年 8 月份发布，就安全方面的更

新，这次可是前所未有的。用卡巴斯基 ThreatPost 

博客的话来说，Oreo 安全特性超越所有近期的操

作系统更新，极富价值。Android Oreo（以下简称 

O）引入的安全特性包括有 Project Treble、System 

Alerts 系统警告，设备权限优化和 Verified Boot 验

证启动升级等。

不少移动行业专家都表示，这次引入的 Project 

Treble 对谷歌而言是安全方面的里程碑。它将供应

商的某些具体实施方案（第三方制造商写的设备专

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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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低层级的软件）与 Android 系统框架进行了剥

离。Project Treble 的一大目标就是让 Android 安全更

新流程“流线化”。

原本 Android 打安全补丁的流程就是 Android 安

全防护中的一大薄弱环节——谷歌《Android Security 

2016 Year In Review》中就谈到过超过一半的 Android 

设备过去一年未能及时接受安全更新。

Project Treble

如上面提到的，Project Treble 的存在就是为了让

OEM 厂商和配件制造商，以更为简单、快速和低成

本的方式发出 Android 更新。这个项目把硬件专用的

驱动、固件（比如三星、高通这些企业提供的手机组

件固件和驱动）与 Android 系统本身进行了分离。

这样一来，谷歌发布操作系统补丁，就不需要再

为了芯片适配之类的问题去等那些供应商了。谷歌表

示，Android 的这种模块化构建方式，对于那些很老

的硬件设备而言——可能 OEM 合作伙伴都已经不再

做支持了——提供更新支持，还是相当有价值的。

有了 Project Treble，谷歌将 Android 系统框架和

供应商的实施方案划分成了不同的流程，而且双方采

用某种标准供应商介面来实现互通。这种“供应商介

面”本身也会进行版本更新，也就是说新版 Android 

系统框架对于更老的设备而言，会尽可能做到最小的

变更。

Lookout 安全研究人员 Andrew Blaich 表

示：ProjectTreble 是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帮助所有

的 Android 系统参与者更好地过渡到最新的系统版本

之上。

Android Compartmentalization

将 Android 做进一步切分的策略，能够实现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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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组件管理，同时对安全而言也是有价值的。这

本身就是 Project Treble 期望达到的目标，也是谷歌减

少 Android 攻击面策略的组成部分。

Android 平台安全负责人 Nick Kralevich 在先前的 

BlackHat 大会上说：“要减少攻击面，有很多事要

做。比如怎么确定一款应用只干了应该干的事情？如

何让暴露在外的部分最小化？如何在 Android 系统中

控制流程，并遵循最小权限原则？”

过去，谷歌做安全的方式是这样的：专注于 

exploit 缓解方案，比如说 fstack-protector 和 ASLR，

还有格式化字符串漏洞（format string vulnerabilities）

。不过这种方式不够高效，为了进一步减少攻击面，

阻止如早年的 Stagefright 漏洞再度出现，谷歌才开发

了现如今的 Android O。

在更早版本的 Android 系统中，攻击者可以绕

过SELinux，利用漏洞组合，借由 MediaServer 实现

远程代码执行。不过到了 Android 7（牛轧糖）情况

就不同了，MediaServer 切分成了 7 个组成部分，如 

MediaExtractor、MediaDrmServer 等，可以避免格式

化字符串漏洞。

在 Project Treble 中，谷歌进一步进行了组件切

分，还在媒体框架中为音频、摄像头和 DRM server 

引入了新的硬件抽象层（HAL）。有了这些硬件抽象

层，Android 框架切分成了更多独立进程和沙盒，且

不会访问系统内核，这对攻击者而言，要通过漏洞组

合来入侵设备，难度就大了很多。

Kernel Lockdown

用户空间的攻击面是减少了，所以攻击者有时更

倾向于在 Android 内核中找漏洞，很多研究人员也是

这么干的。2014 年，谷歌说内核漏洞占到所有上报

漏洞的 4%，而现如今这个数字已经提升到了 39%。

Android O 在这部分也做了努力，通过引入 

seccomp filter（安全计算）来限制内核访问。seccomp 

是种安全特性，而 filter 系统会采用一个可配置策略

对内核做调用。谷歌表示，关闭未使用的系统调用能

够减少内核攻击。

Android 开发团队安全工程师 Paul Lawrence 今年

早前就说过：“在 Android 设备支上，内核对于实施 

Android 安全模型来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安全团

队致力于加固 Android 的用户空间，对进程做隔离和

降权，所以内核越来越成为攻击的重点。”Seccomp 

令未使用的系统调用对应用软件不可访问，这样一来

有潜在威胁的 App 也就无法施展恶意行为了。

Better App Management and Controls

就 App 权限问题，谷歌这次也做了调整。许多

攻击者入侵设备的一个主流方案就是在某个 App 中

构建恶意程序。虽然谷歌已经在 Play Store 中设立了

不少认证关卡，但少 Play Store 中仍有不少的恶意程

序，更何况很多用户还会从第三方下载 App。

一般来说，用户自己从第三方下载 App 安装，需

要首先在系统中设置允许未知来源安装。这个权限设

定在系统中是全局生效的，要么就是不允许第三方来

源来装，要么就是完全允许。

奥利奥系统在这一点上做了改进，用户可以针对

单个应用设定这部分权限，也就是说如果攻击者借用

路过式下载方案，意图在用户设备上安装恶意程序，

用户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下载以及其权限设定如何。

System Alert

这其实也是 Android O 在应用权限方面的调整，

Technic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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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表示这项特性是针对系统警告窗口功能所做的

安全加强。原本开发者利用系统警告特性来开发一

款 App，可以实现在所有其它 Android 应用上方显示

弹窗。

恶意程序开发者利用这一特性进行钓鱼或者勒

索，比如欺骗用户输入身份凭证，或者宣称窗口将永

远存在，要求受害者支付赎金才让窗口消失。而在新

版的 Android O 系统中，系统警告层会加入提醒，点

击就能移除弹出窗口。

Verified Boot System

早在 2013 年，Android 其实就已经有验证启动系

统了，这项功能是为了保证设备软件（从硬件信任根

直到系统分区）的完整性，启动过程在进入下一个阶

段之前，前一个阶段都会先验证下一个阶段的完整性

和真实性——所以早前的不少设备如果由用户刷入第

三方固件，就会面临警告或者验证不通过，无法启动

设备的问题。

在最新的奥利奥系统中，验证启动进行了升级，

系统现在会阻止用户启动到更早版本的系统——因为

某些攻击者可能采用回滚系统的方式来攻击，毕竟老

版本的系统会包含一些已经公开的漏洞。

应用与移动设备管理厂商利用这项特性，也可以

在此过程中保护其硬件区域安全了。总的说来，这就

能够确保系统通过了验证启动，检查设备已经按照要

求打了相应的补丁，此后再授权用户访问引用应用或

者企业资源。

Better，More Secure Protocols

Lookout 安全研究人员 Andrew Blaich 还说，奥利

奥系统现如今在网络连接时还会阻止使用更老的、不

安全的协议：“HTTPS 连接的 SSLv3 已经不再受到支

持，也就能够阻止设备及其应用，使用哪些可能泄露

敏感数据的不安全协议。”同时，他还说谷歌还加固

了某些网络连接 API，避免更早 TLS 版本可能泄露敏

感数据的问题。

来自 DuoSecurity 的 Lady 表示：“Android O 确实

是一大步。”他甚至认为 Android O 弥合了 Android 

和 iPhone 之间的安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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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Focus

2月12日，广东省公安厅举行“新一代移动警务

终端上线视频会”，为厅直相关单位代表配发新一

代移动警务终端。目前，全厅2400多名民警已基本

发放到位，21地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也已配备。这标

志广东省“智慧新警务”创建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真正进入实战应用阶段。

新一代移动警务终端作为“智慧新警务”的关

键载体，对内打破指挥层级，精准打通从警务决策

指挥到一线打防管控实战；对外突破时空界限，全

天候、随时随地为群众提供全流程、点对点的贴心

服务，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

警务终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

全隐患。警务终端包含了大量的敏感数据，设备的

丢失和数据的失窃，必然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同

时，如果警务终端上警务应用与私人应用混杂，也

易成为信息泄漏的跳板。启迪国信NQSky EMM 产

品，为广东公安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全面的终端管控：提供警务终端全生命周期管

理能力，支持远程配置及开启/禁用各项功能。设备

丢失或被窃，可远程定位锁定设备，甚至可以擦除

数据或恢复出厂设置。

启迪国信助力广东公安，为新一
代移动警务终端系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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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商店：提供警务应用商店，实现应用全生命

周期管理。并可以设置应用黑白名单，禁止安装无关

应用。

数据安全：支持设置文件的读取和下载权限，本

地数据加密存储，终端遗失可远程销毁数据，确保数

据安全。

资产管理和审计：提供各类信息统计和报表，可

实时发现违反规定的警务设备，实时处理，管控效果

一目了然。

基于启迪国信NQSky EMM，警务终端在终端、

应用、数据、身份及接入安全的保障下，警务终端能

够突破时空界限，随时随地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手

段，助力新时代智慧警务系统的全面升级。

启迪国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清华

启迪旗下控股企业。启迪国信是国内最早投入企

业移动安全及移动化技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第一家推出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移动管理

（EMM：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产品的厂

商。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优良的产品服务，启迪国

信于 2016、2017 连续两年进入 Gartner EMM 魔力象

限，成为欧美地区以外，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进入

魔力象限的企业。同时，在 IDC 发布的《中国企业

移动管理软件市场洞察，2016》中，启迪国信领先榜

单，成为中国 EMM 市场最具竞争性的厂商。

启迪国信NQSky EMM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通过公安部等级保护三级评测，支持国密算法，

可为公安、政府、军队、金融等具有高安全等级需

求的行业，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早在几年前，就

助力深圳公安，建设了全国最早的新一代移动警务项

目。启迪国信始终深入跟进客户需求，近期又推出了

公安行业专版，从产品功能到UI设计，都更符合公安

行业的需求，为公安行业提供“定制化”的安全管控

方案，为新一代移动警务终端系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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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2018启迪国信经营启动会在京盛大召

开。启迪国信CEO侯树立、总裁靳慧勇、执行总裁

黄海滨、CTO马维宁等公司高管及管理层七十多位

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就2017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

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展望了2018年公司发展目标，并

对重点研发、经营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

启迪国信总裁靳慧勇首先致辞，靳总指出：“

在2017年，公司的多项业务实现了持续增长。不仅

UEM产品进一步成熟,夯实了在国内市场的领先地

位，移动门户AppNest也取得突破，在整体销售额中

的比例显著提高。在未来几年，移动办公仍然是市

场趋势，企业移动化市场将处于高速增长的区间之

内。在此背景下，启迪国信将弥补工作中的短板，

紧抓分销业务突破、联盟策略、解决方案产品化、

行业市场拓展等机会，以加速推动产品创新与市场

份额增长。”

随后，启迪国

信副总裁袁辉、首

席架构师杜东明、

启迪大数据总经理

赵伟、智慧城市事

业部副总经理王英

杰、高级副总裁马

峰、副总裁刘亮等

多位领导从产品体

系、云计算业务、

大数据业务、智慧

城市业务、销售策

略等角度进行了精

彩的分享。

启迪国信CEO侯树立总结道：“当前我们正在

加速进入智能化时代，众多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进

程，启迪国信也逐步实现了从企业移动化市场向企

业数字化市场的转型。2018年，我们将会深入贯彻‘

能力+业务’战略布局，发挥我们在企业移动化、安

全、云计算、大数据方面的能力优势，拓展智慧城

市、智慧军营、智慧园区、智慧水务、智慧公安等

业务，成为领先的智能服务提供商。在执行层面，

我们将继续发力军警、运营商、渠道等行业EMM市

场，抢占企业移动门户入口，占位云计算市场，把

握大数据带来的未来机遇，塑造网络安全生态，借

助启迪控股集团的平台优势，实现为政企数字化服

务。”

2018启迪国信经营启动会成
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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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云计算与大数据专委

会会员大会在京召开。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秘书长

杜京哲，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云计算与大数据专委

会会长、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洪添等专家领导莅临

大会并致辞。启迪国信作为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云

计算与大数据专委会会员单位、国际领先的企业数

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受邀出席大会并做了经验分

享、交流。

与会嘉宾，启迪国信企业数字化市场研究中心资

深专家、首席市场官张永利表示，“云计算在万物

互联的世界中显示出独特的灵活性、扩展性和高性

能。事实上,很多移动应用都是基于云平台构建，从

另一方面来看，云计算特别是私有云平台搭建, 也需

要安全移动能力支撑,以提供端到端的安全防护。启

迪国信在多年的数字化实践中，在云计算方面积累

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尤其是在新型智慧城市、智慧

小镇、数字园区领域具

有创新的业务模式，并

在全国各地都有业务布

局和优秀案例。启迪国

信希望通过与协会以及

协会专委会的友商建立

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在业

务平台、创新技术等方

面的优势，共同助力云

计算领域的创新模式突

破，引领和推动我国数

字经济的发展。”

启迪国信凭借在移

动化、大数据、信息安全、云计算等领域十余年的

积累，成为启迪控股助力“数字中国”战略、“数

字产城”实施的重要载体。依托清华启迪的全球创

新网络和科技金融服务链，围绕“产业数字化、

城市智慧化、园区数字化”三融合的战略，启迪国

信正着力通过行业云来推动制造业升级。在制造行

业，启迪国信制造行业解决方案涵盖智能制造资源

供需对接、线上智能制造协同服务、制造企业上云

服务，并提供“两化”融合、众创/众包以及政务

等配套服务。此前，启迪国信基于“云+端”的业

务平台，融入到“启迪园区云”平台体系之中，通

过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打造“协同、共享、

共赢”的科技服务生态系统，以精准式创新为着力

点，全面支撑“启迪园区云”服务。

启迪国信：云计算引领和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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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启迪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启迪国信）与广西

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院（以

下简称：规划设计院）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在广西自治区南宁市举

行。规划设计院院长王路生、党

委书记梁浩文、副院长兰波、副

调研员范华，启迪国信副总裁张

峰、启迪国信智慧城市事业部副

总经理王英杰、启迪国信广西分

公司副总经理罗梅、启迪国信广

西分公司销售总监万一等出席签

约仪式。

规划设计院院长王路生表示，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的实施，建设智慧城市正在形成一股强大

的浪潮，且不断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加快发展。2013年

以来，南宁、柳州、桂林等六市一区一县入选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未来广西将会进一步加大智慧城市

建设力度，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加强顶层设计、促

进“多规合一”、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强化信息安

全，大力建设绿色、低碳、智能城市。签约仪式将

是双方优势互补、信息共享、互利双赢的开始，是

实现双方事业加快发展的有利途径。相信通过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为双方的发展注入新的强劲

动力，为共同推进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贡献力量。

启迪国信副总裁张峰向参加仪式的领导、嘉宾介

绍了启迪国信的业务布局。张峰表示，启迪国信在

多年的数字技术服务实践中，在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网络安全等方面积累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新型智慧城市领域具有创新的业务模式，并在全

国各地都有业务布局和优秀案例积累。广西作为启

迪国信战略布局之一，将会重点开拓智慧城市业

务。张峰还指出，希望通过与规划设计院的长期稳

定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在平台、资源、品

牌、技术、地域等优势，共同助力广西自治区在智

慧城市、城乡规划等领域的突破，引领和推动广西

数字经济的发展。

随后，双方就广西各地市“智慧城市”顶层设

计、城乡规划、电子政务、交通、市政、旅游、园

区、环保等领域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协

议，双方将建立起共赢互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启迪国信智慧城市事业部副总经理王英杰在座谈

中，向参加仪式的领导、嘉宾介绍了智慧城市发展

的历程与趋势，以及启迪国信新型智慧城市解决方

案。在城市物联网、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多规合

一以及智慧河长管理方面，尤其引起了参加仪式领

导、嘉宾的极大兴趣与共鸣。

启迪国信与广西城乡规划设计
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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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安全行业权

威媒体“安全牛”发布了最

新的网络安全行业全景图，

在移动终端安全领域，启迪

国信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与

领先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该

细分领域象限的领先厂商位

置。这也是启迪国信两次进

入Gartner EMM 魔力象限 “

特定领域厂商”象限，以及

IDC中国 EMM 市场厂商竞

争分析“领导厂商”象限之

后，再次获得第三方媒体的

又一次认可。

本次发布的全景图，共分为17大安全领域，61个

细分领域，包含约200家安全企业和相关机构。全景

图的定位是推荐在各个安全细分领域的优秀厂商，

全景图将企业列入某个细分领域的原则有二：一是

根据该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比和销售规模，二是

根据该产品是否非常具备特色和技术优势。

启迪国信能够进入全景图的移动终端安全领

域“领导厂商”象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领先的

安全产品优势与市场优势。在产品方面，启迪国信

潜心打造的NQSky UEM统一端点管理平台，可跨

平台提供移动设备管理（MDM）、移动应用管理

（MAM）、移动内容管理（MCM）等功能，解决

了政企客户移动智能终端统一配置、设备丢失、数

据泄露等问题。最新版本更是对移动化管理平台的

架构、功能进行了颠覆式创新，建立了移动信息化

开放平台，打造了健康、有活力的移动化生态体

系，可帮助客户有效地提升移动化管理的效能。

对此，启迪国信首席市场官张永利表示：“很

高兴能够获得安全牛的认可，在移动化实践快速拓

展、移动终端安全威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启迪国

信将深挖移动安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失志为客

户带来更优秀的移动终端安全管理产品。同时，启

迪国信还将面对客户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安

全威胁，与合作伙伴加强安全生态体系建设，提供

涵盖接入安全、终端安全、云安全在内的整体安全

解决方案。”

启迪国信获评移动终端安
全“领导厂商”

聚焦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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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NQSky UEM 的移动身份管理服务 IMS是什么？

○答: NQSky UEM 的移动身份管理服务为企业应用提供了统一身份认证管理,UEM 作为身份认 证的提供者

(Identity Provider, IDP)实现了单点登录(SSO),也就是以 UEM 客户端为中心的一次登录,其他关联应用直接登录的方

式。UEM 支持多种单点登录协议,包括Basic,OAuth 和 OpenID Connect(OIDC),在采用 OAuth 和 OIDC 的方案中,UE 

用 Token 的方式取代用户名/ 密码,用户无需记住多个应用的账号密码。

问: NQSky UEM支持什么设备标签？

○答: 设备标签包括静态标签与动态标签两类,静态标签是用户根据需要自定义的一组设备集合。动态标签是根

据用户设定的一系列条件,自动筛选出来的设备,这个设备集合是根据当前筛选结果的不同,实时改变的。

问: NQSky UEM如何通过SDK提升安全性？

○答: 开发者集成 SDK 后,可以通过 SDK 提供的 AES256 加解密接口提升移 动应用产生数据的安全性,在应用层

进行数据加密,在设备端将应用的离线数据加密存储在容器中, 达到防止数据泄露的目的,而无需去关注安全技术。

Q：BeMail上的邮件状态是否是同步的？

A：IMAP 和 EAS 现在对于服务端已经删除和标记已读未读事件，暂时不支持同步。

问: 什么是动态攻击保护？

○答: 动态攻击保护：防止对运行中的应用软件进行动态调试、动态注入、Hook、强行取内存。攻击者可通过

动态注入等技术，进行例如偷窃账号，修改内存中敏感数据。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