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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主题

一、困难与挑战
二、实践与探索

四、体会与思考
三、成效与不足



Ø 2015年两会，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政府将制定“互联网+”行动。

Ø 希望利用互联网的平台，通过信息通信技

术把互联网和各行各业、包括传统行业结

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新的生态。

Ø “互联网+”大背景下，应大力推进智慧校

园战略，为各类学校、教育机构提供一体

化的互联网解决方案，升级校园管理、校

园服务和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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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造新生态



Ø 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年)》，《规划》提出，到

2020年，需形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

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Ø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学校也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学校信息化要求学

校能够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成数字化

学校，达到强化教学质量，提高科学水平，

提升服务水平的目的。

教育信息化势在必行



问题：平台单一、业务本位、系统分散、数据割裂…
 
困难：认识、经费、突破、执行力、可持续…

展望：变革

       1、新数据形态：IT->DT
       2、新技术形态：云网端
       3、新组织形态：实时协同网络
       4、新关系形态：开放融合

           
                智慧校园、智慧学校、互联网+…

困难与挑战



不理解在线，就没有真懂互联网
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数据成为生产资料，计算成
为公共服务
在线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本能

探索：构建一个在线的智慧校园



如何构建更多的在线数据？
                     如何挖掘数据价值？
   



 

实践与探索

新增为35G



二、实践与探索

建设原则：              

              以师生为本、促进管理、辅助决策

        

建设思路：

v建立适合学校的数据分析模型和挖掘模型

v自主研发，建设学校统一数据共享平台

v自主开发决策支持系统、相关系统

        



多层次的智能决策

数据管理、运维

数据采集、治理

知识发现



系统架构

专业建设综合管理系统 校情综合管理系统 移动数据服务系统 ……..



多层次数据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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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校园卡建设



实践之一：数据治理

• 信息标准建设（信息编码标准、信息子集标准）

• 数据接口标准建设（校内、校外数据接口标准）
• 自上而下的推进建设—一把手工程
• 数据维护工作规范—制度推进工作
• 信息公开建设
• 信息员队伍建设
• 数据治理习惯、数据文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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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二：自主研发

     --好的内容比平台重要

• 数据分析模型研究与实践
• 校内项目招标制探索
• 自我造血功能
• 技术人员培养



实践三：低成本的物联网建设

                                                     

                                                               

   

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



痛点与洼地—我们的现状

大量的纸质登记和纸张材料-不在线的数据



痛点与洼地

专用设备、投入大、利用率低
少专用设备
让更多人参与
财务中心对资产进行盘点



移动平台与数据采集思考

v如何实现物联网校园

v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升服务

v如何构建多维度的高校大数据

v如何提高管理效率---痛点、洼地

伴随式的采集数据

v多维度、多标签数据、多场景

v将各类数据都在线

大数
据

服务

采集

决策

管理



二维码的实践—云、大、物、移的结合
楼宇、房间、会议、实验课程、每位师生等都有二维码标识

一切皆二维码化



实践之五：数据可视化

• 如何完成最后一公里
• 不同管理层的视角



教师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l既能从宏观上把握全校和各院系部门教职工的整体情况，也能
从微观的角度了解每个教职工的基本信息、教学业绩、教学评
价、科研成果等相关信息。

l各类职级职称、学历学位的人员比例及其对教学科研所作的贡
献等，为学校的教职工引进、培养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l校级领导和各部门使用频率很高的系统

l科学管理、提升决策水平

三、特色与成效



教师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教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教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教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教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教学与科研的数据统计分析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l 人数众多的在校学生如何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与效率

l 各类预警如：学业预警、网瘾学生、消费异常、生活困难学生
     不在校学生预警等---消除管理盲区

l 构建家校互动平台

   -----------学生在校详细的电子档案库
                                      个人数字画像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图中所示为2012年4月9日前三天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2011级可能不在校学生名单

监管可能不在校学生并预警



图中所示为学生上网时间排行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监管有“网瘾”学生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图中所示为2012年4月9日前三天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2011级可能不在校学生名单

监管可能不在校学生并预警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监管学生网络整体行为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监管各餐厅价格



资产综合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

l消除资产配置信息不对称
l理清家底、信息透明
l提升资产盘点效率—手机盘点



Ø按归口分类统计   校产综合信息查询



Ø按楼宇房间展现   

校产综合信息查询



Ø资产各部门分布统计   

校产综合信息查询



Ø某学院整体分布统计   
校产综合信息查询



Ø某学院的某实验室明细   

校产综合信息查询



Ø某设备信息明细   

校产综合信息查询



Ø基于微信扫一扫方式的资产盘点统计   

校产综查询



Ø某设备的盘点日志   校产综合信息查询



单个房间的人员、设备及家具情况

资产盘点效率对比图



以专业建设为切入点，加强教学质量监控

专业管理平台



学业预警系统



二维码与物联网

l       资产盘点
l       值班巡检
l       会议签到
l       实验实习签到
l        校园的一切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条码与二维码



二维码的实践—云、大、物、移的结合
楼宇、房间、会议、课程、师生、校产等都有二维码、条码标识

物联网建设与应用



二维码的实践—云、大、物、移的结合

物联网与应用



将以往纸质的、离线的数据在线采集，挖潜数据的价值

实践教学监控管理



文档资料平台—知识库构建

      

   



从核算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变，加强内控管理

财务管理系统升级



网上服务大厅

2009年    OA升级改造、2013年，财务报销审批
2017年     事务大厅上线   数据采集平台



应答机器人尝试



微门户建设—微信企业号、服务号



移动学习



教学信息化平台

卓越人才培养能力达成度过程监控管理系统

专业信息查询系统学业预警系统

本科生综合教务自助打印系统



微信消息



微信消息平台

使用频率最高，惠及人群最多



移动数据应用



学生综合查询使用情况



校外实习考勤使用

人文学院校外实习考勤



移动应用整体使用统计



三、特色与成效--门户的变迁



成效与不足

                      



经验交流



二维码与条码应用成效



建设成效

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



成效与不足

不足：
经费少
任务越来越重
未来的建设与管理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校园架构                      



体会与思考

l      数据治理持续推进
l       基础设施持续建设
l       智慧校园架构探索
l        数据价值持续挖潜
l        云网端持续构建
l         一站式服务……

 云大物移的探索             
           努力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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