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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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专业省赛获奖

4 月 13 日，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发改委等单位共同主办，江苏省职业

教育技术学会、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 2021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电子信息大类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省的 35 支代

表队 105 名选手参加了该赛项的角逐。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大数据学

院大数据专业崔有才、董晋、孙如意三位同学组成的代表队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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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重点考察参赛学生在大数据平台运维、爬虫技术、

清洗技术、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考题范围广、技术难度高，

参加此赛项必将有力地推动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建设。

为了帮助同学们有效的备考，争取在比赛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青橙科技的

指导教师魏晓伟、韩海鹏制定了细致的备赛计划，将赛题中的用到的知识点梳

理清晰，深入研讨往年的省赛和国赛题目，对竞赛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

图 3 企业讲师指导现场

备赛的最后阶段，代表队通过多次全真模拟，加强团队在赛场上的抗压力、

应变力等训练，全面提升代码编写的熟悉程度，最终在赛场上展现出优秀的团

队职业技能，并一举拿下省赛二等奖。

2) 云网络 ACNP 直播课学习

4 月 9 日-4 月 30 日期间，为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不间断组织了 19 级、20 级学生参加了云网络 ACNP 直播课的学习。

课程内容从云网络的基本概念、如何创建专有云网络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课程中，来自阿里云的授课老师还加入了云网络工程师认证考点案

例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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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授课内容

图 5 学生直播课学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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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蒙古、甘肃学校交流调研

4 月 22 日和 4月 30 日，来自内蒙古和甘肃两所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教师和

领导，在软件与大数据学院 SA212 与青橙科技相关负责人就云计算、大数据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资源建设、日常教学、专业考证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探讨学习。

图 6 内蒙古学校教师交流调研现场

图 7 甘肃学校教师交流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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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材建设

4 月份，知途教育驻场团队协助大数据专业贺宁老师就《数据科学与大 数

据导论》课程的相关配套题库内容进行了讨论，并最终整理完成了教材相关

内容的题目库。

图 8 题目库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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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彦辉 云计算 191、192

《容器技术高级应用》 32 高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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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1 日，本月结束云计算专业《Linux 系统高级应用 II》、

《云计算技术》两门课程交付，《云平台数据产品及开发》已完成 8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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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讲师授课现场

3）月度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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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Linux 系统
高级应用

解冰 云计算 191/191 32 16 99%

云计算技术 解冰 云计算 191/191 60 30 98%

表 2 学生月度出勤情况

四、 学生管理

1) 19 级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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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课时
2个班，40 课时/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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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

3 解冰 云计算技术 80 课时 80 课时
2个班，50 课时/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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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19 级企业班主任以“珍爱生命，从我做起”为中心主题。从防

盗、防骗、防溺水、珍爱生命等四个角度开展了生命安全教育的班会。其中以

防骗和珍爱生命为重点，从助学贷款诈骗、网贷诈骗、新型毒品流通等介绍多

个真实案例，引导警醒学生。

图 10 主题班会内容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互动讲解，不少同学都暗自感叹骗子的可恶，同时也为

自己敲响了警钟，增强安全防护意识的同时，提高了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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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企业班主任主题班会现场

2) 19 级、20 级学生交流

4 月 6 日-4 月 20 日期间，陆续开展了 19 级、20 级线下学生交流。针对 19

级学生，主要根据学生阿里 ACP 认证准备情况、专转本报名准备情况两个角度

进行了交流，并形成了专转本报名情况的相关调研记录。

针对 20 级学生主要根据学生近期学习状态、强调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

阿里认证等证书的重要性和互通性。指出改革后专升本专业知识的内容和难度

都有很大的提升，现阶段不论是工作还是专升本，大学三年专业课知识的重要

性已经不言而喻。

图 12 19 级学生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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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 级学生交流现场

3）大数据社团例会以及相关活动

本月大数据社团共开展 4次社团例会，进一步规范了社团管理层的分工以

及职责，细化了日常管理和社团活动中的详细步骤以及对应的责任人。

会议由社长赵霆云组织，邵亚玲记录。4次会议着重反思了日常管理中的问

题，并且整理了 pu 活动开展的详细步骤以及对应的责任划分。同时进一步规范

和强调了，学生学习笔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图 14 大数据社团例会



13



14



15

图 15 大数据社团例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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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台湾教授叶老师就大数据专业就业方向及相对应的用工技能标准、

阿里云认证考试、亚马逊认证考试等三块内容跟社团全体成员进行了讲解举例。

学生在认真听课的同时，也记录着叶老师讲解中的重点，以便课后参考。

图 16 学生学习笔记

4 月 22 日为帮助同学们进一步巩固和更好的学习 Java 相关内容，社长组织

大数据社团成员开展了 Java 直播课程的学习,并且在课后带领同学们练习了相

关题目，开放式的讨论了学习和做题目中所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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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Java 直播学习现场

4）大数据社团学习小组

4 月 1 日-4 月 29 日，学习小组共开展了 4 次学习活动，内容包含数

学和 Java 两块内容。学习小组由单一的讲课转化为，针对某一题目的

讨论、成员提问授课同学讲解、做题竞赛等多种方式来丰富学习小组的

学习活动。

图 18 学习小组学习现场

5）大咖讲座系列

在工作中，决定一个项目的好坏的因素有许多，比如项目市场前景，

核心竞争力，本身的质量情况，开发项目的经验等。为了提高大家创建

项目的能力，增强对创建项目的掌握程度，熟悉创建项目的思路，大数

据应用技术协会特此举办了阿里云数据库案例分析讲座，为社团成员讲

解案例。

本次活动于 4 月 27 日在 SA112 展开，以直播课的形式给社团成员

上课，讲解案例，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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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始之前，许聪老师对本次要讲解的案例进行了简单说明，

使得成员们对此有了一定的了解，活动在成员们的期待中展开。

图 19 大咖讲座现场
在课堂中，许聪老师生动形象地向大家讲解 MySQL 技术在工作中

的应用，以及天猫平台给用户推荐商品的方式和运算逻辑，并且还分享

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和遇到问题时的解决方案，内容

充实有趣，成员都在认真记笔记，从中学习创建项目的思路，总结经验，

并记录内容，要点和问题。

许聪老师在讲解案例的同时也关注成员的学习情况，每讲一段都

会让成员参与互动，调节气氛，让他们提出自己的疑惑和问题，并且及

时为他们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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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教师授课现场

图 21 大咖讲座学习现场

活动结束之后，成员们及时对笔记进行总结和整理，对关键知识点进行了

筛选和突出，便于回顾。

图 22 学生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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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级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4 月 28 日在教学楼阶梯教室，19 级企业班主任组织了 19 级学生开展了职业

生涯规划讲座。讲座从为什么要做职业规划、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如何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施步骤四个层次由浅入深的进行了生动细致

的讲解。

图 23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张老师用视频导入，通过小短片《苍蝇的一生》引发了学生的思考，

参与讲座的同学们也在老师的鼓励下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有的同学感叹苍蝇

一生的颠沛流离虽然精彩一生却难免有点可怜；亦有同学暗暗称赞苍蝇虽渺小

却能够张开翅膀、勇往直前与时间追逐奔跑.......

图 24 讲座现场
而后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认识了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并且科学的引导同

学们根据自身情况、社会环境、眼前机遇等几个方向合理的确立自身的职业方

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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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讲座现场
讲座最后，张老师给同学们总结职业规划生涯：树立职业精神；建立目标

意识、规划意识；学会学习、做事、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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