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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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途教育 

知途教育聚焦云计算、大数据、软件工程、云安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和全球知名企

业合作，以岗位技能需求为设计出发点，为高校提供泛 IT 领域的专业课程资源库，以真实的商业

案例实现过程为蓝本，为院校提供案例数据、实验实训手册以及实验实训环境，并和高校教师组

成混编师资为学生提供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服务，是“互联网+教育”领域的综合人才培养解决方

案提供商，助力高校建设产学融合的新工科教育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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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研 讨  

2020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大会 

百度 1+X 计算机视觉英语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线上说明会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召开产业学院方案专家论证会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召开双高专业群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 

 



 

2020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大会 

 

一次疫情，让停课不停学成了全民讨论的话题。高校如何改革教学模式，如何利用新技术更好的

提高现有的教学水平，是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挑战。金智教育组织 2020 智慧教育创新发展大

会，以“融合·变革”主题，首次以全网云直播的方式，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深圳

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宁波大学、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余所高校专家学者分享相关主

题报告，与您共同探讨教育新模式、新未来。 

 



 

百度 1+X 计算机视觉英语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线上说明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关于推进 1+X 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厅函〔2019〕19 号》等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有关政策和文件

精神，更好的开展“1+X”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试点工作。 

 

2020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00 由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主办，金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

“1+X”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说明会在线上举行。 

 

 

百度及行企业专家将与各院校领导共同探讨“1+X”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

工作，探索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召开产业学院方案专家论证会 

 

5 月 29 日下午，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召开产业学院建设方案论证会，知途教育作为企业代表和学院

相关专业负责人，与常州大学朱正伟、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顾卫杰、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郭占涛、阿里云、百度智能云、华为云等企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由副院长张卫东主

持。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召开双高专业群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 

 

6 月 19 日，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在实训楼 A301 召开“双高”专业群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论

证会，知途教育与各位论证专家、分院院长楼桦、副院长朱利华、副院长张卫东，软件技术和信

息安全与管理各专业（方向）负责人参加本次会议，有效推进“双高”项目建设任务的有序开

展。 

 

 

 

 

 

  



 

 

 

 

 

 

 

 

 

  

教 学 管 理  

助力高校，停课不停学、教学不断线 

疫情无情，课程实训不停——开展专业课程教学 

百度 1+X 计算机视觉英语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线上师资培训 

 



 

助力高校，停课不停学、教学不断线 

 

为积极响应国家教育部关于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倡议，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

播，全力支持各职业院校广泛深入开展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学、教学不断线，知途教育携手

华为云共同发起“随时学教育联盟”，旨在通过云+互联网+5G 技术与教育结合，随时为师生提

供优质的线上教学服务。知途教育在线结合自身教学技术、产品优势及互联网平台能力，联合华

为云，在疫情期间免费开放在线学习平台、云资源，帮助学校“停课不停学、学习不耽误”，随

时随地进行在线学习，减少疫情对教育教学的影响。 

 

 
《OpenCV图像处理实战》开课签到 

 

 
学生在家进行在线学习 

  



 

疫情无情，课程实训不停——开展专业课程教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开学时间进行了调整。为了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

召，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统一部署下，知途教育组织教师精心备课，积极配合，制定线上教

学实施细则，详细安排线上教学活动，开展了有序有效的线上教学。 

 

2020 年第一学期专业课程教学从 2 月底开始，常信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18 级全体学员共计 174

人参加，线上教学开课后，运行平稳，秩序井然，尝试通过钉钉、QQ 群、视频会议、微信群等

各种在线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并通过学院微信群及时交流，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 

 

本学期开展了云计算技术基础、云计算高级应用、数据仓库理论与实践、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网络存储技术、数据分析建模与可视化、大数据分析处理项目实训、公有云项目综合实训、云平

台数据产品及开发等 9 门专业核心课和实训课。 

 
 

本次课程由既具有丰富工程经验又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双师型”教师设计实训方案和项目并组织

学生完成。知途教育安排工程师对 18 级云计算、大数据两个专业的 4 个班级学生进行授课，采



 

用录制视频、直播和线上答疑结合的方式，借助钉钉、腾讯会议、QQ 等软件，搭建远程授课环

境。课程运行通畅，学生到课率高，教学效果良好。 

 
 

开课后，线上教学进展顺利，学生反映良好。专业核心课程以实操为重，重在提升学生的动手能

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线上课堂所呈现的多种

形式的互动交流，拉近了师生的距离，为线上教学效果增光添彩。 

 

 

  



 

百度 1+X 计算机视觉英语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线上师资培训 

 

为全面落实《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1+X 证书制度试点第三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

知》（教职所【2020】24 号）要求，做好疫情期间的师资培训工作，推进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

1+x 试点院校准备工作。 

6 月 15 日，百度云智学院、知途教育通过线上培训的形式，开展为期 4 天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师资培训。 

 

 

 

 

 

 

 

  



 

 

 

 

 

 

 

 

 

 

  

学 生 管 理  

52H 创造力马拉松——激发创业潜能，让创意可持续 

云计算专业学生疫情期间拿下“阿里云·云计算 ACP 证书 

疫情当下，常信母亲节活动 

常信日记——学习的力量 



 

52H 创造力马拉松——激发创业潜能，让创意可持续 

 

为进一步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产业与学生更紧密的融合，打开学生创新创业思路，激

发创新创业潜能，同时为了提升校企合作相关专业学院学生的综合实践与创新能力。2020 年 1

月 11 日-13 日，知途教育、常信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联合百度南京创新中心共同发起“南京科

学城 52H 创造力马拉松”活动。 

 
经过层层选拔，软件与大数据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32 位同学，与来自常信院其他学院以及青

岛职业、南京科技等 4 所高校 85 名学生一起参与本次马拉松，共同学习解锁课程商业画布、

MVP 产品打造、创业团队组建，提交商业计划书。将最初的想法变成现实，完成 IDEA 从 0—1

的蜕变！ 

DAY1 从启动破冰到跨界组队：经过层层筛选，从 85 位参赛选手中脱引而出的 17 强集结完毕，

他们将带着自己的项目 idea 进行组队，按照各自的意愿和专长，进行分工与协作。 



 

 
 

DAY2 从创新加速到创新共创：Demo 的技术实现是产品的原型、设计、交互、用户体验等的最

终归属，通过加速训练培训，让团队奇思广议，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项目的规划与实施，现场团队

就自己项目向导师阐述，导师团给予评价与指导，并就项目存在亮点和问题进行提升与打磨。 

 



 

DAY3 从创新冲刺到终极路演：路演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了，这是团队来呈现所有成果的时间，它

是对团队综合能力的考验，经过预选以及在项目路演环节，接收评委打分点评并争夺本次活动终

极大奖，最终通过导师投票打分选出优秀创新项目团队。 

 
 

参加本次活动的学生都深深感受到创新思维的重要意义，通过这场比赛，能够真正了解自己想要

做什么，要怎么做，在这 3 天 2 夜里遇见不同院校的优秀同学、企业大咖导师团队，还有专属一

站式创业服务，为自己的大学经历潜移默化中埋下了一颗未来的种子。 

 

知途教育和常信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后续将持续开展，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以“技术”+

“创新”为出发点，深入高新产业创新中心，感受企业的实际工作氛围，与企业工程师面对面，

为学生提供系统完善的创业知识训练，形成产学研创合作互动机制。 

 

 

 

 

 

  



 

云计算专业学生疫情期间拿下“阿里云·云计算 ACP 证书”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云计算 181 葛春龙同学成功收入阿里云·云计算 ACP 证书，

拿下这张可以成为迈向云计算大厂的敲门砖。 

 
 

成为技术牛人，步入大厂，成就个人事业，是每个 IT 学生的职业梦想。目标很重要，甚至可以说

是最重要的，因为目标一旦明确了，就会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当你明确了你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你发现很多事情会给你让路，你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

忙，更多的是需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葛春龙就是这样一位在云计算专业发展上有着自己明确目

标。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云计算 181 葛春龙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阿里云与知途教育共建阿里云大数据学院，每年都会定期组织学生参与

夏令营活动，云计算 181 葛春龙 2019 年 8 月在杭州阿里总部，参加了阿里云夏令营，期间获得

共享单车骑行分析专项认证。12 月在校成功取得 ACA 证书。 

 
2020 年学校没有线下开学，采用线上网络授课方式，除专业课程学习好之外，有更多时间可支

配，葛春龙自去年考完 ACA 之后就一直想拿下 ACP，在与我们交流想法后，我们安排阿里云认

证工程师结合个人考证经验，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与丰富的教学资源，对他给予相关技术支持和辅

导。4 月份参加了阿里云认证专场考试，并成功通过考试获得 ACP 证书。 

 

阿里云云计算 ACP 认证（★★★★★）是面向使用阿里云云计算产品的架构、开发、运维人员的

专业技术认证”。 阿里云认证的含金量当然高，获得此认证，证明您可以基于阿里云产品解决企

业的基本业务问题，此证现在已经是众多企业招聘 JD 中的加分项，拥有 ACP 证书的人才在招聘

市场供不应求。 

 

平凡不可怕，我们应该试着接受平凡，但是我们不能平庸，所以，开始学习吧，改变自己。当我

们不断能达到自己规划的目标的时候，将会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打造自己核心竞争力，成为更

牛的人。  



 

疫情当下，常信母亲节活动 

 

五月，是花开的季节，是挚爱的季节，是感恩的季节！五月十日，我们迎来了“母亲节” 

这个节日，借此机会，常信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知途教育共同发起“你陪

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的主题活动，全院同学积极参与。 

  

 

  

同学们积极投入到活动中来，以不同的感恩方式向母亲致意，有选择送花送礼物，也选择了为母

亲亲手做一顿饭，为母亲学一段手势舞，每一位同学的视频和照片都表现了自己对母亲浓浓的爱

意。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的作品！ 

  

1.与母亲合照今夕对比 

爱，可以被听见；尊崇也可被听见。 

用心向我们的母亲说话，说鼓励的话，通过这一段 vlog 美好且令人愉悦的表达。 

  



 

  

2.对母亲大声说出爱 

以爱之名义，有同学为母亲献上一首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的原创 Rap， 

大声表达，为这个特殊的母亲节带来别样的祝福。 

 
 

3.代码敲出祝福——不善言辞的程序猿如何表达爱 

云计算 191 的廖学成 ，敲出一段爱的代码，出现了最美的一张卡片和祝福 

 
 

 

4.为母亲及家人做顿饭 

家务是生活中最辛苦的，提前准备好要做饭的食材，为母亲下厨，做家务，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This card on Mother’s Day is especially for you. 玫瑰是红色的,

紫罗兰是蓝色的.这张母亲卡是特别给您的. 

  

 

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就是母亲慈爱的真实写照。母亲的叮嘱和牵挂伴随我们长夜短读，

伴随我们人生的漫漫征途。无论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她心里最疼爱

的儿女。 

 

时光你慢一点，留住她的纯真。  

与你相连，从未断线。  

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健康平安。  

 

更多作品请关注抖音号：青橙星球 

  



 

常信日记——学习的力量 
云计算 192 戴文凯 

西汉刘向于《说苑》中讲到：“少儿好学，如日初之阳；中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

明”。可见，“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古已有之。那么亲爱的同学们，当疫情来袭，九州有难之

际，作为新时代新青年的我们，不是更应该珍惜当下网络教育资源，好好学习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面对”巉岩凌苍穹”的学术困难，初到伦敦的他果断选择了留学多年的留学生也不敢选择的人工放射性研

究，面对”山如睚眦拔地起，水若万骏亘际”的政治局势和那被战争消耗尽的化学系，他怀着科学救国之

心，没有丝毫抱怨和动摇，始终保持“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坦然心态，上下求索、锐意

进取，建立物构所，成为首批院士之一，以丰富的理论储备，极强的实验能力，开拓了中国原子簇化学研

究领域，他就是国家结构化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科学家、教育家——卢嘉锡先生。 

试想，如果卢嘉锡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没有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就不会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

间”的柳暗花明，更不会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心性和定力，没有卢老在科学研究领域上

披荆斩棘，我国化学研究也不会跻身世界前列。而成就这一切，如卢老一般读书泰山、攻苦食淡之精神是

必不可少的。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深山，巨谷，穷冬，烈风，他负箧曳履徐徐而行。北风吹树木，他手自笔录，严霜结庭兰，以至于足肤皲

裂。学舍中，同学们漆纱笼冠，华袿飞髾，他虽布衣短褐，毫无慕艳。只为求学，可备尝艰辛——这是他

为了文学理想所做出的努力。他，就是一代师表宋濂。 

求学、创作，直至成为一代师表，数十年间，宋濂经历了一日日艰苦卓绝的游学，也留下了一篇篇质朴简

洁、情深意切的散文，这正是他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勤学的轨迹。梦想的实现，需要学习上的点滴积累作保

障。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浅溪淙淙，枕石溯流，仙风道骨，美玉奇葩。幼学之年，他曾立志成为一名书法家，春去秋来，临池学

书。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他不骄不躁，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北风其喈，雨雪其霏，他凝眉苦

思，以至于废寝忘食。终于一日，池水尽黑，书法大成，他挥摆衣袖，月光研墨，执笔挥毫，笔法秀逸，

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 

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他就是王羲之。如果王右军儿时偎慵堕懒，没有好好学习书法，那么世上便不会有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的《兰亭集序》，亦不会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

菊，华茂春松的书法之美，王羲之其人也不为我们后人所知。由此可见，人不学习，事无可成。  

如今的我们，虽局促于房间一角，但是当看到 7 岁小女孩在案板下学习、大学生“云”上自习互相监督、

12 岁男孩路边蹭网学习、75 岁奶奶坚持学习誓圆大学梦，我们如何能不认真上网课？如何能沉迷打游

戏、做与学习无相关的事情？作为新时代新青年的我们，应“嗜学心无止法，读书眼有还时”，以学习为

己任，乘风破浪，摆渡灵魂。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学习之风，山高水长。愿吾辈青年，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谱写华章。  

 

 



 

 

 

 

 

 

 

 

 

 

  

实 习 就 业  

阿里云生态企业招聘——浩鲸智能 

职业探索——构建最佳职场，打赢就业“攻坚战” 

阿里云大学前沿课程——助力学生就业起航 

 



 

阿里云生态企业公司招聘—浩鲸智能 

 

随着我们高校培养逐步有人才输出，知途教育联合阿里云已经开始筹备打通人才供应链，将我们

培养的学生有效输送到阿里云生态企业实习/就业。 

 

 
 

此次招聘的企业来自阿里云生态企业公司——浩鲸智能，大量岗位开放招聘，浩鲸智能是浩鲸科

技的全资子公司，阿里云是浩鲸科技的最大股东。浩鲸智能是沉淀大 B 市场服务领域的方案和交

付能力，逐步做大做强，形成竞争优势，成为千亿级云市场的头部力量，提升阿里云和浩鲸科技

在云服务的市场地位。浩鲸智能由浩鲸科技和阿里云联合筹建和管理，其业务模式既不是普通的

软件研发人力外包供应商，也不同于传统的软件交付集成商。通过和阿里云业务和技术的深度绑

定，浩鲸智能将阿里能力中心作为阿里云全球服务部（GTS）交付力量的延伸。 

 

  



 

职业探索——构建最佳职场，打赢就业“攻坚战” 

 

6 月 10 日，软件与大数据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职业探索挑战赛正式落幕，这是一场全方位的

职业探索体验，手把手教学生构建最佳职场，打造属于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对于每一个同学来

说，职业探索不仅明确个人发展目标，也关系到每个人对方向的信心。 

 
 

从 5 月 26 日开始发布活动开始，组织班级开展职业生涯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求

职观和就业观，在过程中全方位把控每一位学生的进度并进行答疑，经过多次沟通指导，进展监

督记录，确保无论是有无方向的同学均有高质量的探索体验，既有完整的、系统的探索流程和职

业规划方案的训练也有方案输出。 

 



 

 

经过十多天的交流讨论与探索，通过组织在线展示及汇报方式，安排各个小组交流和分享探索经

验，让价值感为每位同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驱力，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积极愿景上，并主动采

取行动，最终评选出最具突破奖小组。 

 
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和就业观，从根本上唤醒大学生的就业意识，推动人才

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认识社会、认知职场并展示自我的机会。在当

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有了本次职业探索的目标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事需要进行更具体的

行动。知途教育坚持促进大学生实习实训，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的，紧密围绕着未来人才培养，

紧密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大学生实习就业提供最后一公里的坚实保障。 

 

  



 

阿里云大学前沿课程——助力学生就业起航 

 

随着 18 级学生即将走入顶岗实习阶段，为了更好缓解疫情影响下学生就业压力，引导找准职业

定位，树立就业信心，6 月 28 日，阿里云大数据学院组织大数据前沿系统课程——大数据人才

成长专题讲座，阿里云大数据学院大数据和云计算专业 174 名学生参与。 

 
 

本次课程包括全面了解大数据和云计算行业概况，人才需求特点，用人企业概况和职位特点等面

向就业的专业信息和择业技巧的信息分享。阿里云大学大数据认证讲师陈蕾分别从行业背景现

状、人才市场分布、岗位分类特点、自我价值分析四部分展开分享。 

 

实习是大学生走进社会，也是从学生到职业人的一个过度阶段，在面临这样角色转变时，同学们

或多或少会有各种忧虑和迷茫，通过本次直播进一步了解大数据与云计算行业的发展前景，解析

行业组成部分，就业实体对象分布，人才市场发展趋势和需求现状，能够了解自己该去哪里就

业，去哪些垂直行业就业，薪资行情，快速认识企业类型，用人单位关注热点，理解岗位类型，

理解常见岗位的工作内容，协作特点，招聘加分项等，帮助自己了解和选择未来想从事的岗位，

及早开始积累，学会自我分析。 

 

知途教育将积极拓展就业渠道，组织显示面试指导课程、面试模拟，提升学生面试技巧，做好就

业规划，为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