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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 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 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整合问题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整合问题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整合问题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整合问题

� 硬件整合硬件整合硬件整合硬件整合

� 数据整合数据整合数据整合数据整合

� 业务整合业务整合业务整合业务整合

� 服务整合服务整合服务整合服务整合

• 华东师大在数据和服务整合上的实践华东师大在数据和服务整合上的实践华东师大在数据和服务整合上的实践华东师大在数据和服务整合上的实践

• 仍然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的问题



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高校信息化建设现状高校信息化建设现状

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发生较大变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发生较大变化

•• 建设内容：从基础设施建设期逐步转入应建设内容：从基础设施建设期逐步转入应
用服务建设期；用服务建设期；

•• 建设目标：从主要为管理和行政服务逐步建设目标：从主要为管理和行政服务逐步
转向主要为教学、科研服务；转向主要为教学、科研服务；

•• 服务对象：从向部分用户（领导和管理人服务对象：从向部分用户（领导和管理人
员）提供服务转为向所有校内外用户提供员）提供服务转为向所有校内外用户提供
服务服务————开放式服务。开放式服务。



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来自最终用户来自最终用户

•• 获取的信息不一致、不准确获取的信息不一致、不准确
例：例：
现象：教师从科研处得到的本人科研项目信息和从现象：教师从科研处得到的本人科研项目信息和从

财务处得到的科研项目信息不一致财务处得到的科研项目信息不一致
原因：信息更新不实时原因：信息更新不实时

现象：校领导从教务处获得的学生人数不等同于从现象：校领导从教务处获得的学生人数不等同于从
学生处获得的学生人数学生处获得的学生人数

原因：统计标准不一致，信息更新不实时原因：统计标准不一致，信息更新不实时



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来自最终用户来自最终用户

•• 服务对象的需求不服务对象的需求不
一一————必须根据用必须根据用

户角色不同提供不户角色不同提供不
同的特色服务同的特色服务

本人基本信息维护、本人基本信息维护、
科研成果维护、成绩科研成果维护、成绩
维护、相关信息查询维护、相关信息查询
等等

教师教师

所需服务所需服务

选课、评教、考试报选课、评教、考试报
名、提交论文、申请名、提交论文、申请
课题、申请宿舍、办课题、申请宿舍、办
理入校及离校手续、理入校及离校手续、
借还图书等借还图书等

学生学生

服务服务
对象对象



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来自最终用户来自最终用户

•• 服务分散服务分散,,获取的信息或服务不齐全，成本高获取的信息或服务不齐全，成本高

人事处报到

宿管科分配房间

卡中心办校园卡

网络中心开信箱

网络中心开上网帐号

新进人员新进人员新进人员新进人员



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来自最终用户来自最终用户

•• 服务分散服务分散,,获取的信息或服务不齐全，成本获取的信息或服务不齐全，成本
高高————必须提供统一的一站式服务，减少必须提供统一的一站式服务，减少
用户获取服务的成本（时间和金钱）用户获取服务的成本（时间和金钱）

校园卡系统

邮件系统

上网身份认证系统

教务管理系统
教职工日常利用教职工日常利用教职工日常利用教职工日常利用
学校信息资源学校信息资源学校信息资源学校信息资源

科研管理系统

各有网站

各有用户名

各有密码

……

面对



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针对信息提供方针对信息提供方

•• 人（教职工、学生等）、房产、设备等基础信息人（教职工、学生等）、房产、设备等基础信息
库没有在全校范围内共享，变更信息无法及时获库没有在全校范围内共享，变更信息无法及时获
得得

•• 信息出处不唯一（同一信息由多个部门同时维信息出处不唯一（同一信息由多个部门同时维
护）护）

如：学生学籍信息由教务处和学生处同时维护；如：学生学籍信息由教务处和学生处同时维护；

教职工职级信息由组织部和人事处同时维护。教职工职级信息由组织部和人事处同时维护。

•• 信息真空带（部分信息没有部门能够提供）信息真空带（部分信息没有部门能够提供）

•• 信息标准不统一信息标准不统一

•• 信息更新不实时信息更新不实时



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办法————整合整合

•• 什么是整合？什么是整合？
�� 我们的观点：整合是将信息技术融入到学校的教学、我们的观点：整合是将信息技术融入到学校的教学、
科研、管理的整体中去，改变其内容、结构和模式，科研、管理的整体中去，改变其内容、结构和模式，
使学校的整个体系更好地运作，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整使学校的整个体系更好地运作，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整
体实力。体实力。

•• 整合的作用整合的作用
�� 构建完善的信息化教学、科研和管理环境；构建完善的信息化教学、科研和管理环境；

�� 提高师生员工的信息素养；提高师生员工的信息素养；

�� 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科研，提升管理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科研，提升管理水平；

�� 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



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办法————整合整合

•• 整合的内容整合的内容

�� 硬件整合硬件整合

�� 数据整合数据整合

�� 业务整合业务整合

�� 服务整合服务整合

�� 部门整合部门整合//重组？重组？

�� …………



整合整合————硬件整合硬件整合

•• 目标和作用：目标和作用：
�� 优化和降低优化和降低ITIT基础设施的总拥有成本；基础设施的总拥有成本；
�� 降低非技术部门降低非技术部门ITIT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资金和人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资金和人
力）；力）；

�� 为现有的应用和用户提供更高的服务级别；为现有的应用和用户提供更高的服务级别；
�� 为更加快速和高效地部署新的解决方案提供更稳定的为更加快速和高效地部署新的解决方案提供更稳定的ITIT
基础基础..

•• 实践方式：从单一的服务器集中管理变为实践方式：从单一的服务器集中管理变为
建设建设““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 数据中心的定位；数据中心的定位；
�� 数据中心建设的基本要求；数据中心建设的基本要求；
�� 数据中心建设的主要内容：统一存储、备份、供电等数据中心建设的主要内容：统一存储、备份、供电等
�� 误区：不仅仅是误区：不仅仅是""将较小的服务器整合为较大的服务器将较小的服务器整合为较大的服务器""



整合整合————数据整合数据整合

•• 目标：实现基础数据共享和业务数据交换，保证数目标：实现基础数据共享和业务数据交换，保证数
据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据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 整合内容：整合内容：
�� 数据的各部门重复维护问题，减少重复工作量数据的各部门重复维护问题，减少重复工作量
�� 避免同一数据的多部门维护，避免不一致，确保基础数避免同一数据的多部门维护，避免不一致，确保基础数
据唯一；据唯一；

�� 所需数据都有出处，唯一的授权单位（实施中的困所需数据都有出处，唯一的授权单位（实施中的困
难）；难）；

�� 变化数据实时动态交换。变化数据实时动态交换。

•• 整合方法：建立统一的公共数据平台（包括基础数整合方法：建立统一的公共数据平台（包括基础数
据库和业务数据库）据库和业务数据库）



整合整合————业务整合业务整合

•• 目标：随手获取业务和服务，无重叠区和真空带目标：随手获取业务和服务，无重叠区和真空带

•• 整合内容：整合内容：

�� 梳理传统业务：梳理传统业务：
•• 业务：可否外包、精简、合并业务：可否外包、精简、合并

•• 流程的合理性流程的合理性

•• 各环节可否精简各环节可否精简

•• 不容易、长期性不容易、长期性

�� 新增业务的部门从属关系、流程等新增业务的部门从属关系、流程等

•• 实现方式：涉及管理流程重组实现方式：涉及管理流程重组



整合整合————服务整合服务整合

•• 目标：实现一站式的信息服务目标：实现一站式的信息服务

•• 种类：种类：

�� 网下服务的整合：面向各种用户的是单一网下服务的整合：面向各种用户的是单一
部门、单点柜台部门、单点柜台

�� 网上服务的整合：统一门户网站、统一身网上服务的整合：统一门户网站、统一身
份认证、个性服务份认证、个性服务



华东师大的实践华东师大的实践

•• 数据整合数据整合
�� 建立公共平台（安全的、可管理的、高可用性建立公共平台（安全的、可管理的、高可用性
的网络服务平台）的网络服务平台）

所谓公共平台指在校园内搭建一个高层应所谓公共平台指在校园内搭建一个高层应
用的平台，实现校园内各种信息系统的互通互用的平台，实现校园内各种信息系统的互通互
连和数据共享。此平台是基础数据平台，交连和数据共享。此平台是基础数据平台，交
流、通用的教学科研服务平台，也是学校高流、通用的教学科研服务平台，也是学校高
效、共享的管理平台，更是面向师生员工开放效、共享的管理平台，更是面向师生员工开放
的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财务

库 

成绩

库 

学生

库 

课表

库 

教职

工库 

代码

库 

学籍 

变动 

库 

科研

成果

库 

 

设备 

库 

 

科研

项目

库 

综合服务信息门户（Portal） 

 

软件资源 硬件资源 网络资源 

党群管理

系统 

教务管理

系统 

学生管理

系统 

研究生管

理系统 

科研管理

系统 

人事管理

系统 

外事管理

系统 

财务管理

系统 

后勤管理

系统 

设备管理

系统 

一卡通管

理系统 

 

基础设

施层 

原始信

息层 

公共数

据库层 

信息服

务层 

财务

服务 

教务 

服务 

外事

服务 

人事

服务 

科研

服务

设备 

服务 

学籍

服务 

办公 

服务 

党务 

服务 

数
字
化
校
园 

 财务信息 党务信息       教务信息 学生信息 信息 
科研信息 人事信息 外事信息  后勤信息   

图书医疗 

等信息 
设备信息 

研究生 

│
│ 

公
共
数
据
库
体
系
结
构 

异构数据集成 

统一身份认证 

统一用户管理 



华东师大的实践华东师大的实践

•• 数据整合数据整合

�� 建立公共平台建立公共平台

�� 建立公共的数据库建立公共的数据库
•学生库（研究生、本专科生、留学生基本信息表）
•教职工库（在职教职工、离退休职工基本信息）
•设备库（大型仪器设备基本信息及使用情况）
•房产库（校内房产信息）
•财务库（含科研经费、教职工工资津贴、学生缴费信息）
•成绩库（学生各门课成绩、辅修课程成绩、第二专业课程成绩）
•课表库（全校课程、各专业教学计划、开课计划、实施计划）
•学籍变动库（学生学籍变动、奖惩信息）
•科研成果库（论文、专著、专利、鉴定成果等信息）
•科研项目库（申请、在研、完成项目的信息）
•代码库



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
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11））））））））

•• 建立基本服务环境建立基本服务环境建立基本服务环境建立基本服务环境（（（（或或或或建立基本服务环境建立基本服务环境建立基本服务环境建立基本服务环境（（（（或或或或IDCIDC））））））））
–– EmailEmail、、、、、、、、WWWWWW、、、、、、、、FTPFTP等基本服务等基本服务等基本服务等基本服务等基本服务等基本服务等基本服务等基本服务

–– UPSUPS、、、、空调空调空调空调、、、、消防消防消防消防、、、、监控系统监控系统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安保安保安保安保、、、、空调空调空调空调、、、、消防消防消防消防、、、、监控系统监控系统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安保安保安保安保

–– 日志日志日志日志、、、、存储备份系统存储备份系统存储备份系统存储备份系统日志日志日志日志、、、、存储备份系统存储备份系统存储备份系统存储备份系统

–– 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集中托管或空间租用

•• 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 EmailEmail、、、、公共数据库公共数据库公共数据库公共数据库、、、、校园卡校园卡校园卡校园卡、、、、上网控制等上网控制等上网控制等上网控制等、、、、公共数据库公共数据库公共数据库公共数据库、、、、校园卡校园卡校园卡校园卡、、、、上网控制等上网控制等上网控制等上网控制等

•• 建立安全建立安全建立安全建立安全、、、、可扩展可扩展可扩展可扩展、、、、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建立安全建立安全建立安全建立安全、、、、可扩展可扩展可扩展可扩展、、、、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平台



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可管理的、、、、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高可用性的网
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络服务平台（（（（22））））））））

•• DHCPDHCP加网络访问控制加网络访问控制加网络访问控制加网络访问控制加网络访问控制加网络访问控制加网络访问控制加网络访问控制
–– 移动性支持移动性支持移动性支持移动性支持移动性支持移动性支持移动性支持移动性支持

–– 连接数控制连接数控制连接数控制连接数控制连接数控制连接数控制连接数控制连接数控制

–– 防病毒攻击防病毒攻击防病毒攻击防病毒攻击、、、、代理服务器等代理服务器等代理服务器等代理服务器等防病毒攻击防病毒攻击防病毒攻击防病毒攻击、、、、代理服务器等代理服务器等代理服务器等代理服务器等

•• ACL+VLANACL+VLAN

•• 防病毒和垃圾邮件防病毒和垃圾邮件防病毒和垃圾邮件防病毒和垃圾邮件防病毒和垃圾邮件防病毒和垃圾邮件防病毒和垃圾邮件防病毒和垃圾邮件

•• 流量监控流量监控流量监控流量监控（（（（流量监控流量监控流量监控流量监控（（（（MRTGMRTG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支持无线接入支持无线接入支持无线接入支持无线接入支持无线接入支持无线接入支持无线接入支持无线接入



安全的、可扩展的公共数据和服务安全的、可扩展的公共数据和服务
平台平台

•• 基础、共享、权威、扩展、开放基础、共享、权威、扩展、开放APIAPI

–– 数据平台数据平台

•• 共享数据、基础数据共享数据、基础数据

•• 开放性，可扩展性的接口标准开放性，可扩展性的接口标准

–– 服务平台服务平台

•• 开放、共享、标准开放、共享、标准

•• 技术出路：技术出路：J2EEJ2EE、、.NET.NET



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网络运行管理和公共
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信息服务体系集成构架

网网网网 络络络络 通通通通 信信信信 平平平平 台台台台

公共共享数据库公共共享数据库公共共享数据库公共共享数据库 网络管理系统网络管理系统网络管理系统网络管理系统 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身份认身份认身份认身份认
证服务证服务证服务证服务

基础基础基础基础
数据服数据服数据服数据服
务务务务

日历日历日历日历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注册注册注册注册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电子邮电子邮电子邮电子邮
件服务件服务件服务件服务

BBSBBSBBSBBS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镜像镜像镜像镜像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网网网网 络络络络 运运运运 行行行行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平平平平 台台台台

公公公公 共共共共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服服服服 务务务务 平平平平 台台台台

各各各各 类类类类 网网网网 络络络络 应应应应 用用用用 系系系系 统统统统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通信通信通信通信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后台支撑服务后台支撑服务

•• 目录服务（目录服务（LDAPLDAP、、RADIUSRADIUS、、X.500X.500））
–– 服务和数据的注册、查找、更新、通知服务和数据的注册、查找、更新、通知
––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 目录集中与可靠性的矛盾目录集中与可靠性的矛盾

•• 注册服务（注册服务（Registry ServiceRegistry Service、、UDDIUDDI））
–– 各个系统的数据注册到该服务中，提供包含的信息、存储方法等各个系统的数据注册到该服务中，提供包含的信息、存储方法等
–– 面向将来的架构与成熟技术和使用案例的矛盾面向将来的架构与成熟技术和使用案例的矛盾

•• PKIPKI服务、服务、KerberosKerberos

•• 时间服务（时间服务（NTPNTP））
–– 各个服务器及用户计算机的时间同步问题各个服务器及用户计算机的时间同步问题
–– ICMP StampICMP Stamp、、NTPNTP

•• 日历服务（日历服务（CalendarCalendar））
–– 面向日程的应用系统的基础面向日程的应用系统的基础

•• 随着技术发展和应用技术开发要求的其他服务随着技术发展和应用技术开发要求的其他服务



华东师大的实践华东师大的实践

�� 服务整合服务整合

————网上服务（虚拟服务）的整合网上服务（虚拟服务）的整合

�� 入口：统一门户入口：统一门户www.idc.ecnu.edu.cnwww.idc.ecnu.edu.cn

�� 统一身份认证：公共数据库系统和上网控制系统一身份认证：公共数据库系统和上网控制系
统、邮件系统、学生就业服务系统、一卡通系统、邮件系统、学生就业服务系统、一卡通系
统等统等



华东师大的实践华东师大的实践

�� 服务整合服务整合
————服务（现实服务）的整合服务（现实服务）的整合
�� 成立信息化建设专门部门：信息化办公室成立信息化建设专门部门：信息化办公室

•• 下设网络中心、公共信息中心和校园卡中心下设网络中心、公共信息中心和校园卡中心
•• 承担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实施、协调和管理承担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实施、协调和管理

�� 单点柜台（单一服务窗口）服务单点柜台（单一服务窗口）服务
•• 在闵行新校区开始试点在闵行新校区开始试点
•• 全面受理信息化各类相关业务全面受理信息化各类相关业务
•• 要求工作人员熟悉学校信息化建设各方面内容要求工作人员熟悉学校信息化建设各方面内容
•• 规范的服务流程规范的服务流程
•• 管理日志管理日志
•• 完备的服务专用查询系统完备的服务专用查询系统



华东师大的实践华东师大的实践

�� 服务整合服务整合

————服务（现实服务）的整合服务（现实服务）的整合
�� 服务方式的改变：提倡自助服务服务方式的改变：提倡自助服务

如：校园卡系统中的自助银行、圈存、电话挂失、触如：校园卡系统中的自助银行、圈存、电话挂失、触

摸屏查询等服务摸屏查询等服务



华东师范大学进出邮件汇总统计华东师范大学进出邮件汇总统计华东师范大学进出邮件汇总统计华东师范大学进出邮件汇总统计



华东师范大学上网登录验证系统华东师范大学上网登录验证系统华东师范大学上网登录验证系统华东师范大学上网登录验证系统



校园卡系统校园卡系统校园卡系统校园卡系统（（（（续续续续））））校园卡系统校园卡系统校园卡系统校园卡系统（（（（续续续续））））



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Windows自动更新服务自动更新服务自动更新服务自动更新服务



推行桌面防病毒客户端推行桌面防病毒客户端推行桌面防病毒客户端推行桌面防病毒客户端



完善华东师范大学的完善华东师范大学的完善华东师范大学的完善华东师范大学的BBS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全校网络监控系统的建立



强化机房管理强化机房管理强化机房管理强化机房管理强化机房管理强化机房管理强化机房管理强化机房管理



公共数据库服务器公共数据库服务器









存在的主要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业务整合在尝试过程中，但过程艰难；业务整合在尝试过程中，但过程艰难；
�� 可靠性问题，可靠性问题，““牵一发动全身牵一发动全身””问题问题

�� 实施中的困难和矛盾（大而全的系统与分布实施的矛盾）实施中的困难和矛盾（大而全的系统与分布实施的矛盾）
�� 人员职级信息的管理维护人员职级信息的管理维护————组织部和人事处的分工和界线组织部和人事处的分工和界线

�� 临时人员、兼职人员的管理：以前没有明确管理部门，现在根据业务需要分到各临时人员、兼职人员的管理：以前没有明确管理部门，现在根据业务需要分到各
职能部门职能部门

�� 博士后的管理：研究生院和人事处的分工和界线博士后的管理：研究生院和人事处的分工和界线

•• 服务还没有全部整合服务还没有全部整合
•• 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为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出应用建设模型

–– 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校园卡二期与公共数据库系统融合
–– 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教学资源系统建设教学资源系统建设教学资源系统建设教学资源系统建设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数字化校园建设三期：：：：教学资源系统建设教学资源系统建设教学资源系统建设教学资源系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