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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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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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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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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

11 月 13 日，稳步推进“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软件与大

数据学院针对阿里巴巴“1+X“云计算开发与运维（中级）、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中级）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组织首批学生考试，软件与大数据学院 2018 级 92 名同学报名参加。

图 3 阿里巴巴 1+X 考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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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作为阿里巴巴“1+X”证书首批试点院校，针对本次考试，学院高度重视，为确保

首场“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工作的顺利开展，学院与阿里巴巴、知途教育精心组织，

从考前培训、考务组织、证书考试等方面进行精心筹备，充分保证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图 4 规范严格的考场秩序

本次考试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全面考查相关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操能力，全

程采用线上答题、开启阿里巴巴防作弊系统跟踪考生摄像的形式，做到了公正、公平，考

试过程中学生认真答题，教师严肃考纪，考场秩序井然。

此次考试的顺利举行，真正实现了课程体系与职业证书的有效衔接，深化了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预示着我院“1+X”证书试点工作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也为后续其他兄弟院校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2) 人工智能专业《智能前端项目开发》课程建设

10 月以来，知途教育教研解冰老师与人工智能专业教研团队刘忠杰老师，共同制定《智

能前端项目开发》课程大纲、目录，并成立了项目组，明确了课程开发任务分工和沟通机

制，正式开展该门课程的开发建设。截止到 11 月份，已经完成课程开发的第六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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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能前端项目开发》模块拆解

三、 教学管理

1) 课程交付计划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教学共计 20 周，交付课程 9门共计 1220 课时，涉及两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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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云大数据技术》 40 魏晓炜 云计算 181、182

《大数据导论与 Hadoop 技术》 80 魏晓炜 数据 191、192

《Hadoop 基础平台运维》 48 韩海鹏 云计算 181、182

《Web 网站开发》 40 魏晓炜 云计算 191、192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 54 孙景润 云计算 191、192

《自动化运维》 40 孙景润 云计算 181、182

《大数据综合实训》 100 陈景明 数据 181、182

阿里云大数据 1+X 中级认证培训 80 陈景明 数据 181、182

阿里云云计算 1+X 中级认证培训 80 刘圣阳 18 级云计算组班

《JavaWeb 实训》 40 韩海鹏 数据 191、192

《高性能和安全技术及应用》 48 韩海鹏 云计算 191、192

毕业设计 108 数据 181、182、云计算 181、182

总课时数 1220 课时

表 1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课程安排：（1140 课时/4 个班级）

2) 课程交付进度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已完成《阿里云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综合实训》、《自

动化运维》、《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等四门课程的交付；12 月份新开 19 级大数据《大数据

导论与 Hadoop 技术》和 19 级云计算《Web 网站开发》、《高性能和安全技术及应用》、《Hadoop

基础平台运维》等四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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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魏晓炜老师授课现场

图 7 韩海鹏老师授课现场

四、 学生管理

1)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开学第一课

202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20 级新生在常信院

J01 教室迎来了企业嘉宾主讲的“开学第一课”，主讲嘉宾为阿里巴巴研发效能事业部敏捷

咨询师胡欣。同时邀请了 20 级班主任骆同卫、吴旦两位老师以及台湾教授叶博士一同参加。

胡老师以“数据智能时代的大学生成长与发展”为题，通过生动的例子，由浅入深地

讲解，从专业规划、发展方向、所需人才特点等各个维度介绍了大数据、云计算、AI 等技

术的基本知识以及行业应用现状。其中。胡老师着重向同学们分享了大数据与云计算两个

专业历史与未来的发展前景，更是有针对性的提醒同学们，在主动充分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的同时，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进行就业方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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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阿里第一课现场

2) 大数据社团成立交流会

11 月 13 日，由郭永洪、曹昊老师主持的大数据社团成立交流会在实训楼 SA112 开展。

首先由曹昊老师介绍了大数据社团的内容及相关教师配置，紧接着由台湾教授叶老师进行

了练习平台使用的详细讲解。最后由企业老师袁老师和沈老师就社团各类活动及大咖讲座

和相关竞赛企业老师对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图 9 企业班主任讲解现场

3) 思维引导训练活动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的在“就业”和“升学”中做最适合自己的选择，11 月 4 日邀请

了企业导师郑诚，在创客空间开展了思维引导训练活动。

郑诚老师通过电影《楚门的世界》作导入：形象的告诉同学们，很多时候思考问题不

能只看表面，要深度剖析，挖掘事物最深层次的问题。之后，郑诚老师通过产品思维的思

考方式引导同学们深度挖掘了“就业”与“升学”最深层次的本质，深度剖析了两者各自

的优劣，帮助同学们进行了形象化的思考，并做出最适合自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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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郑诚老师授课现场

4) 20 级学生交流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和 11 月 19 日，面向 20 级大数据和云计算专业共 195 名学生，在实

训楼 SA112 开展了四次企业班主任与学生的交流会。

交流会内容主要从阿里云认证证书介绍、企业用工技能标准要求、20 级同学的上课状

态以及其他疑问解答这四个方面展开，与学生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激烈的讨论。通过此次

交流会，旨在激励并严格要求学生保持认真且紧张的学习状态，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择业观，并为之奋斗。

图 11 20 级交流会现场



10

五、 实习就业

1) 17 级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以及就业典型案例

为了更好的开展 18 级实习生就业情况，知途教育积极开展 17 级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

提前了解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为 18 级即将实习的学生做好后期调研准备工作。目前调研了

部分 17 级软件与大数据专业学生，具体跟踪调研情况如下：

图 12 17 级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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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7 级就业典型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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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7 级就业典型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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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就业典型案例

江苏知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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