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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项目 

信息化建设特色项目建设总结报告 

 

信息化建设是学校示范校建设的特色项目。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完成了预期建设

目标，成效明显。 

一、项目建设总体情况 

信息化建设特色项目预算总投入 150 万元，全部由地方财政投入，共支持 7 个

子项目建设。项目指标见表 1。 

表 1  示范校建设项目任务书中信息化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二级子项目数 验收要点数 

信息化建设项目 

增加网络出口带宽 

建设校园无线网 

服务器系统与机房安全保障建设 

存储中心建设 

建设我校 OA办公自动化系统 

开发顶岗实习与就业跟踪系统 

建设我校教育资源平台 

7 19 

合计   7 19 

 

二、项目建设工作机制 

根据学校的建设工作机制与举措，特色项目成立了由责任校领导、教务处主任、

信息中心人员组成的项目建设工作组和由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建设指导委员会。按

照“学校统筹-专家引领-全员参与-项目管理-责任到人”的建设工作机制与举措，开

展项目建设。学校成立了创建办，指导各项目的工作，并定期召开推进会，督查各

项目进展。项目组负责项目建设的技术方案、实施、技术支持等工作。 

 三、项目建设进展 

信息化建设特色项目完全按照示范校实施方案的计划，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按

照建设内容要求、按照建设质量要求、按照资金预算完成了所有的建设任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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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建设目标，效果明显，成效显著。 

（一）增加网络出口带宽 

增加了一条 50M 的独立电信光纤，学校总出口带宽达到了 150M 目标。进一步

加强了校园网络管理和控制、规范，达到预设的建设目标。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学校校园网教职工在校办公每人平均达到 384Kb/s 的下载速度，比建设之前的大幅

提高。带宽建设完后，主要加强了网络信息安全的工作，新增了一台深信服 AF-E290

下一代防火墙对校内和校外的网络进行安全过滤，有效防范未知或恶意的攻击。增

加防篡改设备，网站作为学校的官方形象，容不得他人对其进行破坏，使用网页防

篡改机制，可以使得网页内容在未受得授权的情况下不被恶意修改，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及网络安全问题。 

（二）建设校园无线网络 

校园无线网于 2012 年 6 月初建成使用，完成预定建设目标。实际无线网室内外

AP 数达到 33 个，远超预定的 16 个目标，覆盖范围也扩大至所有的办公和教学场所。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校无线网无线网接入 21 个子组，教师用户 329 个、学

生用户 6126 个、机房设备 1642，无线网出口带宽平均一个月累计：1190GB,。 

（三）服务器系统及安全保障 

按照实施方案，完成采购 3 台 IBM 服务器的任务，并已完成服务器系统的虚拟

化、集群化部署，可实现添加主机、创建集群、迁移、克隆、虚拟主机升级、性能

监控、电源管理、数据存储管理、网络管理等一系列任务的操作。并将学校所有的

业务系统运行在这些服务器上，实现关键应用的虚拟化；机房专用精密空调和机柜

也已正式启用，达到最终的建设目标。 

（四）建立存储中心 

完成了 30TB 容量的建设目标。以 IBM Storewize V7000 为主要存储设备，初步

建成存储区域网络，通过存储区域网络，与磁盘存储系统连接成为一体化的数据中

心，实现实时迁移等更多高级的功能，提供高可用性。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容存

储中心的建设， 结合服务器系统虚拟化，实现统一的管理，建成适用于虚拟化环境

的备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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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使用办公自动化系统  

OA 系统于 2012 年初建成正式使用，OA 目前已常规化使用办公短信平台、内

部邮箱、学校各部门公告通知信息发布、网络硬盘、人事管理、通讯录、发文、公

文流转、受控文档库、调课单审批流转、办公用品领用流转、网上请假流转、物资

采购审批流转、校园零星维修流转、在线通信、学校论坛、系统消息等功能。2014

年 3 月起加强学校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推动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并不断根据

我校实际情况进行定制功能开发，开发出因公出差购票申请、用车申请、还有在公

文流转过程中添加审批时间限制等。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OA 中各方面工作信

息发布 2380 篇；已发送内部邮件 69325 封，接收 201234 封；办公短信发送量达到

926347 条；完成自动化工作流转调（代）课工作流转 2831 单、物资采购审批流转

609 单、办公物资申领表 298 单、请假审批单 823 单，公文发文 230 篇、公文流转

2347、学校规章制度受控文档 7 大类 11 小类共 92 个。 

（六）开发使用顶岗实习就业服务跟踪系统 

该系统在 2012 年 5 月份完成设计开发工作并正式上线，经过多次的修改完善和

2 年多时间的全校范围使用，已完全达到建设的目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根据招生

就业科的需求和示范性院校建设子项目的建设需要，学校网管中心于 2013 年对顶岗

实习与就业跟踪系统进行第二期建设；并已经在 2013 年 4 月中旬完成了该系统第二

期建设工作。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系统已登记企业数量 176 个，企业招聘数

量 236 个，使用该系统的教师人数是全体教师、班主任和有关职能部门人员，使用

部门数 7 个，学生顶岗实习登记数量 10018 条，学生就业登记数量 8660 条。 

（七）建立教学资源平台 

综合学校数字化资源库平台、试题库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精品课程展示平台

的《数字化资源与网络教学平台》于 2012 年 3 月正式上线开通使用。通过本平台的

开通，以及一些技术咨询培训活动的开展，我校有关建设任务的老师有了较明确的

认识,  掌握了数字化教资源、网络课程、精品课程、试题的制作和上传，使用平台

功能制作精品课程网站等操作，老师们已经可以把课程建设成果在该平台上展示出

来，四个重点专业参与数字化资源建设和精品课程建设的教师积极使用该平台提供

的各项功能制作教学用的数字化资源、网络课程、精品课程、试题库等，取得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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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建设成果，该平台达到了预定的建设目标。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平台

上数字化教学资源数量达到 815 个，试题库中试题 1347 题，精品课程达到 38 门，

平台上注册用户数达到 581 人，总访问次数为 1825311，日平均点击次数 108 次。 

四、建设经费投入与使用 

 

五、贡献与示范 

（一）对学校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息化建设特色项目建设的内容均围绕着学校整体发展规划来建设，7个子项目

的建成对学校全局发展、教学改革、办公效率、基础建设和学生培养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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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师生广泛受益 

信息化建设成果覆盖全校 6个专业系 24个专业，全体教师 303人参与建设及受

益于本项目信息化建设成果，全校 5378 名学生以及 18000多位在我校参加各类职业

考试、鉴定考试的学生受益于本项目信息化建设成果。参与本项目建设的合作企业

数为 3家。 

（三）特色鲜明，具有区域的先进性 

1、拥有自主的软件开发力量，在学校信息化建设工作中拥有建设自主权，围绕

学校教务系统，自主开发学生管理、招生管理、工作量管理系统等多个学生应用系

统，这在中职和技工类院校中较少, 值得在其他中职学校之中推广；本次建设过程

中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开发了“顶岗实习与就业跟踪系统”等，比采购通用性的软件

更适合学校的实习和就业管理工作，可与学校其它系统直接对接，具区域的先进性。 

2、引入了功能完善、技术先进的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率先探索中职技工学校

如何通过 OA办公自动化系统，提高办公效率，实现全方位无纸化办公这一具有普遍

意义的课题，具有区域性的先进性。 

3、应用了当前先进的服务器虚拟化技术，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提高硬件和

应用程序的可用性，进而提高业务连续性。使用者可以合理的利用各种服务器资源，

缩短了业务应用系统的部署、迁移、恢复等操作的时间，通过实现服务器这些 IT 基

础架构的虚拟化，可以降低 IT 成本，同时提高现有资产的效率、利用率和灵活性。

将原来相对独立的设备整合成一个集中的“设备”，实现统一的、集中的管理。非常

适合在技术人员配备不足的学校中推广。 

4、搭建了综合学校数字化资源库、试题库、网络教学、精品课程展示 4方面功

能模块为一体的综合性软件平台，实现管理的高度统一性，可以提供各种资源的共

享性，提高了资源的共享使用度和各项建设任务的建设的工作效率，相比较单项系

统建设更科学先进，具有区域性的先进性。 

5、建成了技术上先进虚拟智能化存储系统，实现了数据中心各类数据文件的集

中管理，备份自动化，为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前瞻性的准备，具有区域先

进性。 

6、有十多所第二、三批中职示范校来校参观学习信息化建设项目并给与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