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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简介
SMART CAMPUS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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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数据共享、避免信息孤岛；提高工作效率和信息化应用水平；有利于推进教育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有利于提升学校形象，
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智慧校园建设是学校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和经常性的工作，是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水平是学校整体

办学水平、学校形象和地位的重要标志。

SMART CAMPUS智慧校园

优化人才培养提高教学品质推进教育改革 提升学校形象 增强综合竞争力



PRODUCT SOLUTION产品解决方案

UNIFIED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CENTER
统一身份认证中心，实行统一认证、统一授权和集中存
储管理用户信息。极大程度降低系统开发维护成本、提
高系统易用性、提升用户体验。

教务管理是教学管理核心，涵盖院校教学管理工作所
有环节，教务系统是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实现统一、
高效的教学管理功能。

MANAGEMENT SYSTEM
EDUCATIONAL

数据中心是数据交换平台，旨在提升数据质量、释放
数据价值。采集 / 整合所有系统数据，实现数据资产
统一管理，清洗 / 转换并将数据统一对外开放。

CAMPUS ONE-STOP
BUSINESS SERVICE
网上办事大厅，是以服务师生为主要对象，以流程服务
引擎为基础，以数据表单信息化为手段，聚合并重组院
校管理服务资源的网上服务平台。

统一身份认证中心



网上办事大厅
ONLINE SERV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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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办事大厅  一站式服务平台
CAMPUS ONE-STOPBUSINESS SERVICE
网上办事大厅，是以服务师生为主要对象，以流程服务引擎为基础，以数据表单
信息化为手段，聚合并重组院校管理服务资源的网上服务平台。



INTELLIGENT APPLICATION智能应用

新型响应模式
NEW RESPONSEMODE

以用户行为做Key，通过采集、分析、绘制群体
行为模型，进而获得提前感知与行为预测，实
现对用户需求的主动响应，提供智能化服务。

NEW MANAGEMENTMODE
新型管理模式
基于「从管理到服务」的业务思想转变，针对
院校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确保网上办事大厅
具备实用性、先进性、灵活性和与扩展性。

以DDD架构和微服务为技术内核，从底层打通
应用与数据壁垒，实现应用的集中建设和统一
监管，保证不同业务的服务底层「统一」。

新型架构模式
NEW ARCHITECTUREPATTERN



TECHNICAL ARCHITECTURE技术架构



PRODUCT HIGHLIGHTS产品亮点

灵活拖拽、可视化，流程表单设计器灵活易操作
表单设计采用图形化控件灵活拖拽，快速生成表单，业务变化仅需拖拽更改表单
控件，一键刷新，即刻同步。流程设计可视化，轻松应对复杂场景、分支条件、
时效统计，亦可切换BPMN模式。

精准定位、易搜索，搜索中心智能匹配个性化推荐
搜索中心使用ElasticSearch搜索分布式引擎，快速、精准完成关键字智能匹配。
通过mq异步处理方式降低单个用户请求响应时间。依据历史办理记录等数据筛选
热门内容、进行个性化推荐。



跨越系统、一体化，多方信息资源聚合重组全覆盖
暴露RESTful接口，提供工作流获取、办理、代办事务等数据获取，第三方系统
可以轻松对接，完成不同系统代办事务、已办事务的整合，实现多系统事务统一
管控。

闪电触达、多场景，服务事项随时随地跟踪办理
统一办事大厅门户网站，聚合校园应用，解决系统频繁切换。门户按用户类型、
场景展示入驻服务，用户在个人中心随时查看个人业务办理进度；办理人员随时
查看待办事项，处理业务。



消息推送、多途径，统一消息中心管理统计
支持站内信、短信、邮箱、第三方消息等多途径消息内容模板，自定义编辑消息
内容，待流程流转至固定节点后，自动触发消息通知。实现统一消息发送渠道、
统一管理、统一监控，并且可实现统计、安全审计等功能。

动态图表、电子章，效能管理线上签章赋能管理者
以图表形式展现事项办理统计、办事效率分析、评价统计等，效能数据一目了然
。电子签章，通过签章秘钥和数字证书的认证维护各类电子章。使用时通过用户
账号绑定手机验证码、口令、登录密码、人脸识别等多种验证方式对使用人进行
二次身份校验。



统一身份认证中心
UNIFIED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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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一 管 理 ， 让 认 证 管 理 更 安 全
统一身份认证中心
UNIFIED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CENTER



PRODUCT SUPERIORITY产品优势

支持集群化部署、支
持用户无上限

单节点支持200万次/
小时访问

单节点访问时间
1～3秒

1-3

单节点1000+次并发

1000+

*支持用户名、手机号码等多种账号类型，支持手机
短信验证码登陆，支持第三方账号关联登录（如微信
、QQ等）
*支持动态验证码、密码最大重试次数(自定义)、超过
密码错误最大重试次数支持锁定时限（自定义）

账号管理
*支持所有主流PC浏览器、手机APP、微信等登录，
支持多种语言客户端接口方式，包括JAVA、.NET、
PHP、C等。
*支持通过标准OAuth2认证方式与第三方系统建立互
信（微信、微博、QQ等），对第三方业务系统做开
发接口授权，与多种技术标准多服务进行对接。

认证管理
*支持实时记录系统的用户访问、业务操作、系统运
行等日志。
*提供查询、筛选、导出等多种日志管理功能。

安全审计
*支持多种用户角色分类授权管理。
*支持按角色、按个体限制用户对特定资源对访问
权限。

授权管理



统一架构管理
院校管理人员可按照学校具体情况，灵活搭建院校的组织架构，组织架构可支持
多子集扩展，且通过组织架构的层级，可实现数据边界。组织架构可设置部门主、
次负责人，当办事大厅服务事项审批人设置时，可支持选择部门负责人审批。

统一用户管理
统一管理用户类型，支持本地创建 / 导入人员账号信息，支持跨系统人员信息同步，
集中管理用户角色绑定和身份类型的维护，对敏感账号支持临时冻结，或永久删除。
用户类型涉及教职工、学生、访客、校友等其他自定义用户类型，因此支持多用户、
多角色。

PRODUCT HIGHLIGHTS产品亮点



统一权限管理
统一权限管理系统包括统一认证管理、统一角色管理、统一授权三个核心功能模
块，实现人员角色管理、组织机构管理、授权管理、合规性管理等模块功能，实
现统一管理、流程规范、过程受控的目的。统一权限管理平台主要采用Spring 
Security + 基于RSA的非对称加密机制，充分利用Redis分布式缓存技术，完成
对用户角色和授权的管理。

统一日志管理
日志在系统中扮演着监护人的角色，它是保障高可靠服务的基础，记录着系统中
的一举一动。在系统的运维、业务、安全层面上都有着日志的身影，系统监控、
异常处理、安全、审计都离不开日志的协助。



教务管理系统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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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管理是教学管理核心，涵盖院校教学管理工作所有环节，教务系统
是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实现统一、高效的教学管理功能。

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办公好帮手
EDUCATIONAL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



APPLICATION INTRODUCTION应用介绍

迭代算法多跑动、用户操作可视化
好操作

操作便捷化
EASY TOOPERATE

领域驱动设计DDD分布式架构与微
服务

架构先进化
ARCHITECTUREADVANCEMENT

标准接口、通过Restful方式对外提
供接口

接口开放化
INTERFACEOPENING

信息标准化
INFORMATIONSTANDARDIZATION
依据《GB/教育管理信息》建立标准
数据



PRODUCT HIGHLIGHTS产品亮点

个性化师生门户
适用教师、学生、管理人员、领导等多种角色自由切换，门户支持主题、内容、颜色
等个性化配置。

自定义审批流程
工作流引擎机制，依据管理需要无代码轻松自定义创建各业务审批流程，具备流
程跟踪、流程催办、流程督办、流程反馈、消息推送等功能。



智能化精细排课
自创动态迭代排课算法、基于多个目标优化的排课算法，系统校验自动打分、给
出优化建议，并且提供智能与手动交互方式，更轻松的解决院校排课难题。

兼容多种教学管理模式
支持学分制、学年制、学分学年制并存的教学管理模式，适应不同院校教学改革
不同阶段的教学管理需要。



灵活定制培养方案
满足院校灵活定义培养方案类型（支持大类、专业招生），修读要求等要求。方
案思维导图形式的展示与维护，理解容易、操作简单。

用户角色权限控制
采用基于角色权限RBAC模型统一控制用户的适用权限，并且支持二次授权；支撑
管理人员通过页面资源配置，对业务功能模块进行灵活构建。



数据中心
RECORD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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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是数据交换平台，旨在提升数据质量、释放数据价值。采集 /
整合所有系统数据，实现数据资产统一管理，清洗 / 转换并将数据统一
对外开放。

GLOBAL CONTROL
O F  B A C K G R O U N D  D ATA

大数据全局掌控数据中心



TECHNICAL ARCHITECTURE技术架构



PRODUCT HIGHLIGHTS产品亮点

ETL推送
使用 ETL 工具集 Kettle，轻松管理来自不同数据库数据，通过隐藏技术细节、
提供图形化的用户环境，来应对复杂的 ETL 任务和工作流，让用户少思考、好操作。

数据分层
对数据流向进行管理，支持用户自定义层级，采用拖拽方式轻松调整层级排序，
针对不同层级支持灵活的参数配置，完成清洗/转换/计算/汇总。



数据清洗
数据采集后遵循信息统一标准进行数据处理流转，在数据清洗过程中，用户通过
随意拖拽指令编排数据治理任务，并且可以通过运行日志进行校验任务执行情况。

实时数仓
支持多种数据仓库切换和各分层数据仓库可配置，支持增量更新、数据交换、硬
件监控、数据脱敏、数据加密、可视化ER建模等，对接物联网数据，支持实时数
仓功能。



高级填报
通过平台对接实现高级填报，数据纠错功能让数据与师生见面。同时支持智能催
报、流程监控、数据自动汇总等功能。

BI图表
提供BI报表，支持数据可视化。用户在可视化的图表环境中，可从多套图库中点
击或拖拽选择需要搭建的图表样式、并支持自定义属性，快速生成专业报表。



PRODUCT HIGHLIGHTS产品亮点

ETL推送
使用 ETL 工具集 Kettle，轻松管理来自不同数据库数据，通过隐藏技术细节、
提供图形化的用户环境，来应对复杂的 ETL 任务和工作流，让用户少思考、好操作。

数据分层
对数据流向进行管理，支持用户自定义层级，采用拖拽方式轻松调整层级排序，
针对不同层级支持灵活的参数配置，完成清洗/转换/计算/汇总。



CASE SHOW案例展示
校园数据治理平台



CASE SHOW案例展示



CASE SHOW案例展示



CONTACT US联系我们

188 4086 2228/155 4239 7888
大连市高新园区阳光数码大厦515 黄

浦
路

文思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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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广场

阳光数码大厦143999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