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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概况

1)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阿里云、知途教育联合共建“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是以“产、学、研、创”四位一体的核心要素，

形成产业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型校企 合作模式，构建“面向科学前沿、行

业产业、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模式，旨在组建一个立足本地市、面向全国、

放眼全球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大数据学院。

图 1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2) 驻场团队建设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知途教育驻场管理团队目前配置 5人，分别从客户运营、

用户运营及活动运营等三个方面做了分工，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客户运营主管：徐亮，负责专业共建与产业学院项目整体运营，为重点客

户输出价值交付逻辑，并获取更多学校及企业的认可。负责以学生为中心，以

学生高质量就业为目标，以真实任务、项目为导向，持续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

的人才。

教学管理主管：张金君，负责教学实训过程中的师资管理、提出课程内容

迭代优化意见，持续提升教学质量。与企业衔接毕业生的实习就业，持续提升

专业对口率，打造高质量就业明星。

培训认证主管：周建，负责校内考试认证、认证培训、持续提升证书获取

种类、人数、通过率。接洽校方承办各类社会培训，持续提升培训种类、参与

人数、培训满意度，提升校方服务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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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运营专员：沈豪杰，负责学生、骨干教师游学方案实施，衔接目标企

业规划行程、安全保障、全过程反馈，持续优化游学行程、形式、内容，提升

用户满意度。组织、开展、实施校内创意激发、思维训练，积极引导学生成果

产出、竞赛参加，通过课程活动等形式持续锻炼学生创新思维习得、实际运用。

活动运营专员：袁姣，负责以学生高质量就业、通用技能持续提升为目标，

策划活动内容、撰写策划方案、落地活动，持续提升活动种类、形式、用户满

意度、用户能力。运用成熟的方案信息形成稳定可持续的获取用户增长，以获

取用户增长制定运营方案，将品牌价值清晰传递给用户。

图 2 驻场交付组织架构

二、 专业建设

1) 协同育人合作会议

3 月 18日，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在实训楼 A301 召开了协同育人合作企业2021

年工作交流会，相关专业负责人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副院长张

卫东主持。

张院长回顾了 2020 年校企协同育人项目的实施情况，介绍了合作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希望各合作企业和专业负责人加强沟通与协作，严格按合作协议要

求，制定 2021 年协同育人项目的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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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交流，进一步增进校企双方的互信和了解，对促进校企共建，产

教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图 3 协同育人合作会议现场

2) 83 行代码比赛

3 月 18 日-3 月 30 日期间，陆续组织了 19 级、20 级大数据云计算专业的学

生共 48 名学生参加了 83 行代码比赛，其中有 7名同学获得了不错的比赛成绩。

图 4 83 行代码比赛现场

这一届的代码比赛打破常规的线上比赛，采用了闯关制。同时创作了恢弘

的科幻背景，让学生在游戏中探索，在探索中成长，在成长中感受别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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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代码比赛闯关模式

比赛中虽然有部分同学没有通过所有关卡，但是幸运的同学在通过任意关

卡时也获得了抽奖机会以及丰厚的奖品。

图 6 代码比赛奖品

此次比赛一方面给予了学生展现自己能力的平台，另一方面更是达到了以

赛代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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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83 行代码比赛获奖学生证书（部分）

3) 阿里 ACA 认证考试

3 月 30 日下午，在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开展了阿里云云计算助理工程师与阿里云助理工

程师认证考试。本次认证考试 19 级 199 名同学报名参加。

本次认证考试从接到通知到准备考试仅仅只有一周多点时间，同学们在时间紧、任务

重的情况下，依旧积极准备、认真复习。复习过程中一方面同学们认真观看线上课程，另

一方面企业讲师围绕考试大纲重难点进行线下辅导，同时建立企业讲师与学生的线上沟通

机制，以便企业讲师及时解答学生关于专业及认证方面的问题。

最终在紧张有序的复习之后，19 级同学达到了 100%的通过率，全部获得 ACA 认证考试

证书。

图 8 学生 ACA 认证证书（部分）

晚上，企业班主任组织了 ACA 认证考试总结，一方面对 100%通过认证的成绩予以肯定

和鼓励，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此次考试的经验总结为即将到来的 ACP 考试做下铺垫。

同时也选取优秀学生代表，进行了颁奖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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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CA 证书颁发

4）常信教师 ACP 认证考试

阿里云联合知途教育组织开展大数据、云计算专业教师师资培训，进行了为期一个多

月的线上线下课程培训。

最终共有 9名老师参加 ACP 认证考试，且获得 100%的通过率。

图 10 教师 ACA 认证证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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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管理

1) 课程交付计划

2020-2021 学年春季学期教学共计 20 周，交付课程 6门共计 704 课时，涉

及 2个班级的在校学生。具体课程安排情况为：

课程名称 课时数 讲师 班级

《大数据分析处理项目实训》 40 解冰 数据 191、192

《Linux 系统高级应用 II》 36 解冰 云计算 191、192

《自动化运维》 48 解冰 云计算 191、192

《容器技术高级应用》 32 解冰 云计算 191、192

《云平台数据产品及开发》 116 解冰 数据 191、192

《云计算技术》 80 解冰 云计算 191、192

总课时数 704 课时

表 1 2020-2021 学年春季学期课程安排：（704 课时/4 个班级）

2) 课程交付进度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3 月份开授 19 级云计算《Linux 系统高级应用 II》、《云计

算技术》和 19 级大数据《云平台数据产品及开发》等三门课程。

图 11 讲师授课现场

3）月度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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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讲师月度授课情况

课程名称 授课老师 授课班级 上课次数 点名次数 出勤率

云平台数据
产品及开发

解冰 数据 191/192 80 40 98%

Linux 系统
高级应用

解冰 云计算 191/191 40 20 100%

云计算技术 解冰 云计算 191/191 100 50 99%

表 2 学生月度出勤情况

四、 学生管理

1) 19 级、20 级线上课程上课情况走访

截止 3月 1日常信学子已经通过核酸检测回归到了校园的怀抱。为进一步加强新学期

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全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状况及心理状态等各方面实际需

求，切实增强学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新学期伊始，企业班主任开展进网络、进课堂、

进宿舍工作。

企业班主任积极参与，深入学生宿舍 11 次，进入线上课堂听课、查课 20 次，利用各

种网络平台开展了网络互动、谈心谈话、班会等多项工作，并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

序 号 教 师 课 程 总课时数 完成课时数 备 注

1 解冰
云平台数据产品及开
发

116 课时 40 课时
2个班，40 课时/

班级

2 解冰 Linux 系统高级应用 36 课时 20 课时
2个班，20 课时/

班级

3 解冰 云计算技术 80 课时 50 课时
2个班，50 课时/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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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线上课程学习情况

图 13 企业班主任线上课程上课情况沟通

图 14 企业班主任线上课程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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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里前沿技术讲座

2021 年 3 月 17 日晚上，有幸邀请到了阿里巴巴的产品经理在线上就业内最新技术趋势

之云网络产品技术全景开展了一场讲座。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19 级、20 级近 400 名同学进行

了线上直播观看。

图 15 阿里讲座主题及主讲人

本次讲座邀请到的主讲人谭礼铨，花名（李泉）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2010 年初加入

阿里云，是阿里云早期员工之一，亲身参与和见证了阿里云计算的发展历程。在阿里云先

后从事 Devops，大数据，虚拟网络等领域的产品和技术工作。

讲座主要从阿里云网络产品设计、解决方案及技术理论、阿里云的云网络产品技术局、

未来发展方向，三个主题开展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讲解。

其中说到云网络驱动诞生以及云网络发展历程的时候，主讲人更是加入了不少在阿里

巴巴成立初期的故事，这也令讲座达到高潮，聆听的同学都颇为激动和兴奋。

图 16 阿里讲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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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的最后，面对即将面临实习的 19 级和还有丝丝懵懂的 20 级，主讲人就大数据

和云计算专业，企业用工技能要求进行详细的讲解。

图 17 阿里讲座内容

本次讲座，不仅仅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也为 19 级即将实习的同学敲响了警钟；更为重

要的为 20 级的同学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为即将到来的大量专业课的学习做出了铺垫。

图 18 阿里讲座学生观看现场

3）大数据社团例会以及相关活动

随着线下课程的恢复，大数据社团的正常运营也逐步开展。管理层的更替、社团成员

的更替，新的管理制度和新学期的社团大体运营内容也在 2 次社团例会中得到进一步的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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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第一次社团活动，为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缅怀先烈，激励后生。大数据应用技

术协会的领导人员特此举办“重温红色经典——南昌起义”活动，与所有社员及指导老师

一起开启了一次颇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社团活动之余为更好的促进新社团成员之间的交流，曹老师带领全体社员进行了互动

小游戏。

图 18 大数据社团活动现场

图 19 大数据社团例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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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大数据社团第一次例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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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大数据社团第二次例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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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八妇女节主题活动

在女神节到来之际，对于学校的学生而言，除了一直照顾自己的母亲，还有

一些特别要感谢的人，那就是一直以来为教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老师们。

教育事业是一份充满着爱和光辉的事业，而这个职位在岗的大多数都是女性。

在教师的岗位上，你们以蜡烛般的奉献，慈母般的包容，把爱与智慧带给了每

一位学生。

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的同学们也要为亲爱的老师送

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感谢。

一大早，阿里云大数据学院的学生就开始着手准备贺卡和鲜花。

图 22 学生准备惊喜

图 23 学生准备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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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鲜花的同学们，来到办公室，为亲爱的女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

图 24 学生为老师献花

5）19 级学生班会

3 月 10 日，面对刚刚返校不久，还沉浸在假期中的同学。企业班主任开展

了 19 级线上班会。

本次班会，以重视疫情防控为主题，以不能懈怠线上课程为中心开展了线

上本会。涉及 19 级云计算大数据 4 个班级，199 名同学。

图 25 19 级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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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会内容：一是坚持思想引领，加深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认知。

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及识别”“主要传播途径”和“科学自我防护”

等方面对全体学生进行相关知识普及。二是强化责任担当，扩大疫情防控工作

的宣传和教育。三是聚焦学生主业，强调线上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图 26 班会部分内容

通过此次主题班会，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会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

时，按时完成学习任务，争做科学防护的践行者、明辨是非的引领者、共克时艰的参与者，

以更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青春姿态迎接疫情之下的新学期。




	一、企业概况
	1)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2)驻场团队建设
	二、专业建设
	1)协同育人合作会议
	2)83行代码比赛
	3)阿里ACA认证考试
	三、教学管理
	1)课程交付计划
	2)课程交付进度
	3）月度教学情况
	表1  讲师月度授课情况
	四、学生管理
	1)19级、20级线上课程上课情况走访
	2)阿里前沿技术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