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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化正在从根本上影响着所有的行业和经济体，迫使公司、机构和政府重新思考业务和运营模式，并重新评估未来竞争的优

势所在。在墨尔本召开的 2019 年 Cisco Live 全数字化峰会，让大家认识到，虽然这些变化在各个行业领域的表现有所不同，

但却有着共同的核心技术推动因素。安全 IT 网络、物联网、移动和云技术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技术，将会给组织同时带来机遇和

挑战，这些挑战涉及业务流程、领导力、人员、战略以及技术本身。此次全数字化峰会的目的在于，明确各行各业的组织针对不

同形式的数字化转型的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促成组织间的相互学习、彼此借鉴。此次全数字化峰会引发了教育领域的广泛探讨，

原因在于大学、技术培训学院和学校在所有行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为此，教育领域的

兴盛、创新和全数字化对于更广泛的经济领域的杰出表现和强大竞争力至关重要。本报告由毕马威和思科联合编写，融汇了全数

字化峰会就教育领域的广泛讨论内容，而且还包括组织如何应对全数字化带来的机遇的实际案例。本报告记录了此次峰会上所讨

论的关键主题和见解。本报告还致力于引爆持续协作，我们希望它得到更大范围的分享和讨论，从而实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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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不断颠覆各个行业，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亚太地区的教育机构面

临着巨大的变化和挑战。他们如何确保学生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并且可以满

足雇主不断变化的需求？机构如何提供学生期望的全数字化体验？他们如何应对

本地学生和海外学生面临的激烈竞争以及研究经费难题？ 

 
自动化、人工智能 (AI)、物联网 (IoT)、区块链和数据分析是推动行业颠覆的关键

技术。虽然这种变化带来了挑战，但这些技术同时也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工具，可

帮助机构提供更有效地开展竞争所需的能力。 

 
在墨尔本召开的 2019 年 Cisco Live 全数字化峰会上，来自整个亚太地区及其他

地区的教育领导者和技术专家讨论了全数字化技术给教育领域带来的转变。他们

探讨了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及机构为适应这一改变而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

行的变革。演讲嘉宾还对机构如何运用新技术来满足学生的高期望，以及如何改

变校园设计进行了解析。 

 

本摘要报告由毕马威和思科联合编写，撷取了此次峰会有关机构转型的五大重要

见解。演讲嘉宾讨论了机构如何开展以下工作： 

 

1. 利用创新型培训解决方案实现面向未来工作的教育转型，这些解决方案可

帮助确保学生做好职业准备，并且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未来不断变化的工

作环境。 

2. 与行业和其他第三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获取机构为支持新的教与学模

式所需的能力和其他资源。 

 



 
 

3. 利用数据实现运营和教育转型，从而提高机构的服务水平，并为学生提供未

来工作所需的数据素养和其他技能。 

4. 通过利用高级网络安全工具以及应对人为风险，缓解网络威胁和其

他威胁（例如与日俱增的对研究机构知识产权 [IP] 的盗取）。 

5. 集成全数字化和传统物理基础设施，使得网络、服务器、存储和通信平台能

够支持不断发展的教育模式，并提供教师和学生期望的服务。 

 
但是，这些转型在现实中的进展情况如何？参加全数字化峰会的机构领导者提供

了他们利用全数字化技术推动变革的真实案例。 

 

“我们很快就将拥有超出我们需求和可用范围的更多技术；事实

上，我预计技术公司自己将大规模地进入教育和培训领域，指

导世界如何使用他们所能开发的技术。” 
Stephen Parker 教授（荣获澳大利亚官佐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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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技术进步，劳动力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技术正肩负起重复性任务的重担，

并且越来越多地承担分析任务。员工需要调整并提升他们的技能，甚至需要学习

新技能来获得更高价值的工作。 

 
这一转型对于大学而言尤为剧烈，因为大学需要负责确保学生不仅做好职业准备，

而且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未来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 

 

 
迪肯大学副校长 Jane den Hollander 教授表示：“我们不能用过时的技能来帮助

学生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 

 
den Hollander 教授认为，尽管存在一些有关大学衰落的报道，但他们仍将继续

发挥作用，帮助未来的领导者做好准备。但她表示，大学提供的知识和知识传授

方式都必须不断发展。 

 
她说：“在迪肯大学，我们通过开发专业实践证书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 

 
全数字化培训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微证书” 可以弥合大学与就业之间的差距。

它们可以帮助学生在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快速提升技能。 

 
“就像 iTunes 对 CD 中的歌曲进行分类一样，全数字化变革使大学学位可以分解

为各个微学位。” 

 
科廷大学常务副校长（学术）Jill Downie 教授对以下观点表示赞同，即全数字

化知识对于未来就业至关重要。她还表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技能和软技能（情商、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同样至关重要。 

 
 



 
 

Downie 教授说：“员工将在工作、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学习上花费更多的

时间。” 她表示，由于工作环境中管理、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的减少，员工需要具

有企业家思维。 

 

为帮助培养这种思维模式，科廷大学对其教学方式做出彻底变革，引入由 “堆叠式

证书” 组成的微硕士项目，即可以混合搭配以适应个人需求的短期课程。例如，该

大学与在线教育提供商 edX 合作，并利用思科平台，开发了物联网微硕士项目，

很快还将推出基于意图的网络和 5G 微硕士项目。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断重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并采用创新方式帮助毕业生为

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Downie 教授说， 

弗林德斯大学如何与
行业合作 
位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弗林德斯大学正在认真参加面向未来工作的培训。

作为一个集结了职业培训学院、初创公司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中心，它成为 

Tonsley 创新区的大本营。 

其理念是促进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实现创新共享和学习。Tonsley 
囊括的行业包括医疗保健设备、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采矿和能源，以及
软件和仿真。 

弗林德斯大学还希望在 Tonsley 创建一个 “未来工厂” 原型，为新兴的工业 
4.0 时代提供人才创新和培养服务。 

 

 



 
 

“根据 2010 年的预测，到 2060 年，全球将剩下约 10 所大学。

这个末日预言有些夸大其词。我们需要很多的大学来帮助未来的

领导者和员工做好准备，并促进科学发现，传播文化，创造新知

识，以及实现培养优秀人才的愿望。我们的行动是否会足够迅速

和明智？是否会采用经济实惠的方式？” 
迪肯大学副校长  

Jane den Hollander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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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寻找一种方法来支持新的教与学模式，以保持竞争力，

并且迎合未来需求。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行业并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期获

得所需的新能力和额外资源。 

 
澳大利亚毕马威合作伙伴兼教育领域主管 Stephen Parker 教授表示，关键是全

力成为 “互联型大学” 。 

 

 
 

“我们认为，互联型大学就是实现人、流程和技术的无缝连接。” 他说，“人员

可以轻松互联，使用技术就像踏入电梯一样简单。” 

 

den Hollander 教授认为，大学必须加强彼此之间以及与行业的合作，促进创新，

并充分利用技术。她认为，区块链是一种有利于实现此目的的潜在工具，它是

一种可实现培训、协作和认证彻底变革的安全性全球平台。 

 
她说：“区块链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教育的估值和资助方式，以及我们因学生的突

出表现而对其进行奖励的方式。” 

 
思科正与澳大利亚的多所大学开展合作，包括弗林德斯大学、迪肯大学、墨尔

本大学、科汀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乐卓博大学。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以技术和

创新为核心，专注于共同开发针对大学和行业问题的解决方案。 

 
此外，思科网络技术学院还在网络、物联网、网络安全和创业等领域为学生提供

认证。弗林德斯大学在其本科学位课程中加入思科模块，这让学生可以同时获得

学士学位和行业认证。 

 
 



 

吉特卡拉大学是印度北部一个相对较年轻的教育机构，它已与思科和其他领头公

司及行业团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期开发行业相关课程，并协助提供最先进的

设备。该大学信息技术系的主任 Pawan Kumar 表示，该大学还与其他 150 多家

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Kumar 说，通信和协作具有挑战性，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通过将 Webex 

用于会议、讲座和远程学习，这方面已有显著改善。 

维多利亚州的互联学习者 
全数字化世界还在中小学内打开了机遇之门。例如，据维多利亚州教育与培训

厅首席信息官 (CIO) Elizabeth Wilson 介绍，维多利亚州正利用技术来在各城

市与区域位置提供更加公平的学习资源访问机会。 

 
她说：“这实际上是为了打造卓越而直观的用户体验，以及使教师能够将技术

应用于不同的教学方式而采用的计划。例如开展基于课程的学习与虚拟教育

体验相结合的授课方式。” 

 
但是，光有新型技术还不够。Wilson 说，培养教师使用全数字化工具进行

教学的技能至关重要。 

 
“设备和技术还无法构成全数字化课堂，如何应用技术和数字资源才是关键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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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成为组织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机构必须考虑如何让学生具

备未来工作所需的数据素养和其他分析技能。 

 
思科东盟总裁 Naveen Menon 就技术对东南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建模分

析。他发现，到 2028 年，要实现与目前相等的经济产出，劳工需求将在 

2.75 亿名基础上减少 2800 万名。 

 

 
“技术的日益普及加上持续的进步，将造成工作本身性质的巨大改变。” Menon 

说，“例如，我们都将与机器进行更多的交互，必须对数据进行例行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采取行动。这将推动对于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等技能的更大需求，

这些技能将是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优势。” 

 

 
Downie 教授表示，科廷大学目前正在利用数据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生体验。 

 
 



 
 

“我们与 Echo360 开展了合作，录制我们的讲座，将内容记录下来。约 25% 的

录像可以实时观看，而且这一数量会持续增加。数据确实促进了学生与讲师之间

更深层次的联系，即使在网络环境中也是如此。” 

 

该系统在 2018 年实现了 160 万次讲座内容的流式播放和下载。 

 
Downie 教授表示，该大学还使用模式识别技术来监控教室和校园的使用，对学

习空间使用情况进行全天候监控，并将数据与排课系统相集成。 

 
“这些数据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对学生的所作所为，还有助于我们了

解基础设施的使用情况。” 

 
昆士兰大学首席运营官 David Stockdale 表示，生成的数据量非常庞大，特别是

在研究领域。“作为一所主要以生物医学为重点的研究性大学，我们拥有大量的

设备，这些设备采集了大量的数据。设备每天采集 7 TB 的数据非常常见。” 他

说道。 

 
为了保持与时俱进，该大学正与思科合作来更换学校网络。第一阶段是为主要研

究设施安装 100 Gbps 的网络基础设施。结果，每 7 TB 的数据传输所花的时间

从数小时缩短到仅 15 分钟，为研究人员节省了大量时间，使他们可以将更多的

时间花在工作上。 

机构充分利用数据的其他例子包括： 

 
• 迪肯大学的 Deakin Genie：此个人助理应用可帮助学生全天候访问各种学

习资源、作业截止日期、参考文献、课表信息，以及联系支持人员等。该

应用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因此 Genie 收集到关于学生的信息越多，就越能

有效地精确满足和预测学生的需求。 

• 弗林德斯大学的全数字化健康研究中心：对来自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分析，

用于为医院和其他医疗服务提供商创建安全无忧且高度灵活的 Wi-Fi 解决

方案。鉴于当今医疗网络中海量设备之间传输的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并

且大部分数据都很敏感，与思科合作开展的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 墨尔本大学的数据可视化系统：该系统利用数据来帮助大学教职工深入了

解人流量情况，并帮助学生合理安排在校园和建筑物内的活动。 

• 科廷大学解决 “团队协作” 难题：团队项目是教育工作者最难以监控和评估

的一大难题，因此，该大学正使用基于游戏的平台来帮助解决此问题。随

着学生在游戏中不断前进，他们将因取得的成就而获得奖励和认可。这可

以帮助他们培养和运用重要技能，同时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该平台可以显示玩家之间的付出分布、协作交互

和总体贡献度。 



 
 

 
 

“我们已经看到，实施新型网络和增强网络安全等新型技术对于

保护学术环境和学生至关重要。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优势：

新型技术在短短数月内即可生成足够多的数据，使学者能够在

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网络安全研究论文。目前还没有足够多的

学术机构主导的网络安全研究，我个人希望大学能参与全球网

络安全问题分析。反过来，一流的研究还可以提升大学排名，

进而帮助大学筹集资金，而资金的改善可用于为学生提供更好

的学习体验。” 
Naveen Menon 

思科东盟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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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卓博大学 Optus 网络安全教授 Jill Slay 称，随着技术和数据日益成为机构运营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网络安全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IP）

的潜在被窃问题。 

 
“我曾在澳大利亚的三所大学任职，了解恶意软件和隐藏在简历里的恶意软件有针

对性的进攻方式。” 她说，“这是大学面对的一种全新的形势，为了便于分享，系

统往往具有很高的开放性。这既可视为一种威胁，也可以看作是商机。我认为这

是提升该领域安全的巨大机遇。” 

Slay 教授表示，大学需要网络工具，但必须同样高度重视人为风险，这些风险可

通过安全策略、程序、监管、风险意识和培训等加以管理。 

 
她说：“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将如何针对这方面的网络安全培养从业人员，因为

我们不会全都具有网络实践经验。” 



 
 

 
 

使用网络分段增加网络中的安全层。昆士兰大学网络和数据中心主任 Pete Keeffe 

说，昆士兰大学网络升级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对其网络进行分段，从而 “在正确的层

级确保应用安全” 。 

 
思科 Talos 团队（思科的威胁和安全研究组织）高级威胁研究员 Benny 

Ketelslegers 表示，虽然预防性措施仍然重要，但如今，检测更加关键。 

 
 

“我一直在跟踪许多黑客组织。” 他说，“我已发现，其中一些组织一直以大学为目

标，因为其中许多大学都具有创新中心以及与商业公司合作的研究人员，致力于

开发新型技术。他们企图获取知识产权，而简单的实现办法就是以大学为目标，

而不是以公司为目标。” 

 
机构还需要考虑基础设施硬件的安全性，据他表示，这些硬件可能 “几乎未做默认

安全设置” 就进入市场。 

 
“随着物联网的使用，连接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在软件开发和工程方面采取更多

措施，提供开箱即用的安全保护。” Ketelslegers 说。 

 

“我们在计算能力方面取得了指数级增长，伴随硬件而来的是软

件，而伴随软件而来的是复杂性和安全问题。万物开始互联，

随之将产生更多的安全问题。软件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设计安全，

不会出现安全漏洞。” 
Benny Ketelslegers 

思科 Talos 团队高级威胁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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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数字化和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在基础层面体现出全数字化服务在机构中

的重要性。网络、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和通信已变得与建筑和其他传统物理

设施一样重要。 

 
墨尔本大学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 Byron Collins 表示，在校园规划过程的早期阶

段就已引入首席技术官 (CTO) 和首席信息官 (CIO)。 

 
“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总体规划的早期实际设计中，学校要求我们从 Wi-Fi 网络

和物理跟踪设备（如大讲堂的摄像头）收集数据，开始查看学生的去向和教职工

在校园内的活动位置。我们可以开始优化售卖机的商品，可以全天候了解空间的

使用情况，从而确保师生的安全。” 

 
全数字化基础设施需要具备灵活性、可扩展性和稳健性，从而可以支持不断发展

的教与学模式（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并提供学生如今期望的个性化全数字

化服务。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借助能够实现自我诊断以及自动响应不断

变化的需求的新型技术（如软件定义网络），这种挑战可以迎刃而解。 

这些技术对于为教职工和学生打造无缝体验至关重要。上海纽约大学信息技术部

主任常潘表示，这意味着确保学生可以在其上课所在的任何校区都能获得相同的

全数字化体验。 

 
他说：“如果一名学生在 [纽约大学的] 纽约校区合上笔记本电脑，然后来到 [纽约大

学的] 上海校区并打开这台笔记本电脑，他们一定会连接到同一个网络，并获得相

同的体验。” 

 
这些工具的集成和实施通常需要与合作伙伴（例如技术公司，甚至是建筑师）进行

协作。 

 
MGS Architects 创始人兼董事 Rob McGauran 表示，校园及其全数字化扩展正成

为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学习实验室”。 

 
“我们希望学生以另一种方式步入校园，希望他们能够跨学科学习。” 他说，“我们

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建筑，创造更多的效益；我们希望知道，我们目前

投资的事物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这种效益；我们希望知道，我们的生态足迹

正在减少。当您考虑所有这些措施时，其中许多措施最好是通过全数字化平台汇

聚在一起。” 



 
 

他表示，另一个重点是利用技术来促进学生之间的 “偶然性社交活动” 。“学生正

成为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该如何在校园内外创建这些数字化功能丰富

的端到端的社交空间？” 

 
对于 Collins 而言，迎合不断增长的数据捕获和使用需求是首要问题。 

 
“您需要考虑建造主干网，并确保数据捕获能力是目前的两三倍。但除此之外，

我们都无法预测，10 年后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合适的

基础设施部署到位，让用户可以找出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该基础设施。” 

 

“毫无疑问的是...学生的全数字化体验正影响着现实校园，我认

为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Rob McGauran 

MGS Architects 创始人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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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此次峰会五个主要方面的见解只是教育机构面临的一些挑战和机遇。 

 
主旨就是，要成为面向未来的具有竞争力的机构，就必须重新思考流程、系统、行为和思维模式，并立即采取行动。 

 
然而，峰会主持人、Vector Consulting 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Brad Davies 告诫说：“并不是机构迈出校门，购买技术，然后就会突然发生变化，结果得以改善，而是

必须通过战略、领导力和坚定的优先级排序来推动这一进程。” 

 
如果采取的行动适当，则回报将非常丰厚。利用合适的全数字化基础，机构可以彻底变革其教学、学习和研究体验；可以深入洞察学生参与度，使学生为未来的职业做

好准备；可以利用新型教学模式和个性化学习体验，创造新的商机，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新市场的学生；可以帮助促进协作，并提升校园内外的总体学习体验。 

 
最重要的是，机构可以培养出掌握数字知识、适应性强、具备企业家精神和全局观、已对未来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做好准备的学习者。 



 

了解详情 



 

了解详情 
此次峰会的演示和视频 
https://www.cisco.com/c/m/digital/apj/digitalsummit.html 

 

思科教育解决方案 
https://www.cisco.com/c/en_au/solutions/industries/education.html 

 
毕马威教育领域洞察 
http://www.kpmg.com/au/educationfuture 

 
毕马威对话高等教育 - 高等教育播客系列 
http://www.kpmg.com/au/talkingtertiary 

Reg Johnson 

思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教育总经理 

apjc-education@cisco.com 
 

 
Stephen Parker 
（荣获澳大利亚官佐勋章） 

毕马威澳大利亚 

教育领域领导者 

KPMGAustralia@KPM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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