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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数据系统 

解决方案 

1 项目背景 

2016年 12月，国务院《国家十三五规划》中习大大提出云存储、大数据应用、

云计算与产业结合、可穿戴移动设备、物联网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能否成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关键助推器，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正

由数字化校园向着智慧校园的方向迈进。信息化高度发展，给教育管理、教学、

科研、学习、生活带来了高速便捷的服务，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记录日常教育管理

和教学工作的数据，这些数据随着时间的积累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大数据资源。这

些资源具有很高的价值，如何让这些数据发挥价值，为教育各项工作提供服务，

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课题。 

教育局及学校在日常的管理和教学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如何挖掘数据背

后的重要信息，并运用于教育管理、教学工作是教育单位、学校都需要考虑的问

题。本方案依据教育信息化现状，提出了构建教育大数据分析平台的设想，阐述

了平台的建设目标、原则以及系统框架，探讨了平台构建中的关键技术，并对平

台建设的预期效果进行了展望。 

2 建设概述 

随着大量系统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的建设，导致了一些问题。因为系统

在建设初期缺乏统一的顶层规划，各个系统相互独立，应用分散、数据分散、资

源分散。导致了各部门间共享数据困难，管理者需要综合数据统计分析、需要整

体数据视图困难。  

 通过大数据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教育局各科室、部门对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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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强烈，教育局决策者希望能够用一张整体数据视图将本区域的教育现状、教

育优势、教育弱势、教育质量、教育结构能够实时的进行呈现；校园安全管理部

门，希望能够将各个学校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能够以整体视图实时呈现；教学研

究工作者希望能够将教师的发展情况、技能情况、学科能力、培训情况直接呈现；

基础业务工作者希望能够自己负责的系统之间的数据能够互通共享，同样的数据

修改不需要到各个系统进行操作等等。 

3 总体设计方案 

3.1 建设目标 

推动教育数据整合和应用，逐步整合教育业务应用系统，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门户整合、数据规范、认证互信、应用协同、流程贯通的综合平台，逐步对

现有数据和应用资源进行系统集成，在提高教育管理效能的基础上，加快管理流

程优化再造，实现决策支持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教学分析即时化，形成基

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咨询机制和个性化教育服务模式，充分释放教育信息化的潜

能，系统发挥信息化在政府职能转变、教育管理方式重构、教育管理流程再造中

的作用，促进政府教育决策、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推动教育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 

3.2 设计思路 

教育大数据项目建设思路如下： 

建立基础数据中心仓库，将已有数据进行逐步聚集，围绕科室工作需求进

行专题数据分析，尝试建设教育决策大屏，呈现现有教育建设情况，发现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通过数据支持教育决策管理。主要建设思路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定教育信息化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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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数据仓库，进行数据采集，打通数据孤岛，让数据进行共享互通。

同时为后续的系统建设提供数据规范，防止新的数据孤岛出现。 

2) 建设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将已建设的系统进行统一认证管理。让教育局工作人员使用的多个系统

帐号，逐步改造成为只需要一个帐号密码。同时为后续的系统建设提供统

一应用接入规范。 

3) 进行基础信息数据分析 

 包括学生信息、教师信息、学校信息基础数据分析。了解区域整体教育

结构情况，为教育结构是否合理布局提供数据依据。 

4) 进行科室主题分析 

 围绕科室日常工作所需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提高科室工作效率，降低

科室工作压力。 

5) 建立教育决策大屏 

 让区域教育情况进行整体呈现，了解区域教育现状，发现教育问题，为

决策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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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功能介绍 

根据教育现状及需求分析情况，结合总体设计思路，本次项目软件的建设

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4.1 数据标准管理 

建立教育数据标准为教育信息化平台提供统一的数据规范，在数据标准的

基础之上，为数据的清洗、转换、加载入库提供参考依据；为系统的数据互通提

供统一规范；为数据的聚集、互通、共享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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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准管理功能主要包括数据集管理、代码集管理、业务数据集管理、

业务代码集管理、业务数据项映射、业务代码项映射。 

 

4.2 数据填报管理 

数据填报平台主要是是为了给单位管理人员快速收集各类数据采集任务的

专业工具，它能够实现各类规范或复杂的填报应用，并且设计过程简单高效，数

据填报方式灵活方便。 

数据填报管理功能主要包括人员设置、表单设计、数据填报、数据审核、

填报监控、数据查看。 

 



                                      教育大数据系统解决方案 

                                              8/15 

4.3 数据管理平台 

4.3.1 数据存储管理 

为了进行海量数据存储，以及分类管理。需要采用大数据存储及管理框架。

平台的核心技术能力需包括：分布式离线采集能力、分布式计算能力、Mapreduce

离线计算能力、Storm 流式计算能力、结构与非结构数据仓库存储能力、离线批

处理计算能力、海量数据在线即时查询能力、数据挖掘分析能力等等。平台由两

大数据存储与大数据计算组成。 

4.3.2 数据安全管理 

1) 数据加密传输 

数据传输安全包括数据传输的保密性以及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前端应用与

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数据使用对称加密算法进行加密。 

2) 数据加密存储 

敏感信息在入库前，采用可逆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将密文保存到数据库，

只有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才能对敏感信息进行查看、修改等操作。  

3) 数据权限管理 

应用权限管理分为应用权限控制、数据权限控制与隐私信息访问控制，其

授权方式分为常态化授权和临时授权。 

4) 访问轨迹追踪 

通过统一日志管理功能对基础教育数据库系统应用层和数据层的日志进行

记录，配合系统的审计管理功能实现对访问轨迹的追踪管理。 

4.3.3 数据模型管理 

1) 基础层模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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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基础层模型生成管理，并对模型进行统一维护管理。字段管理：标准

字段类型、长度、必填等信息管理；维度管理：标准代码名称、代码、代码取值

等信息管理。 

2) 汇总层模型管理 

支持生成汇总层模型生成管理，并对汇总层模型进行统一维护管理。字段

管理：字段类型、长度、必填等信息管理；维度管理：代码名称、代码、代码取

值等信息管理 

 

3) 应用层模型管理 

支持应用层模型生成管理，并对应用层模型进行统一维护管理。接入管理：

系统名称，英文简称，业务部门负责人，维护人员。采集管理：抽取批次频率，

系统名称，数据传送方式，抽取数量，接口类型，数据抽取方式。 

4.3.4 数据共享管理 

数据共享负责根据需要将数据处理后的结果分发到各个业务系统及部门。

主要功能包括共享规则配置、共享数据生成、数据发送、数据集市等功能。 

1) 共享规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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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规则配置是指对数据分发的规则进行配置，包括分发目标对象、数据

格式、分发方式、分发频度等信息。 

 

2) 共享数据生成 

分发数据生成是指要生成分发给其它平台的数据，根据数据分发的规则，

针对不同的目标对象，按照已配置的数据格式生成分发数据为其它模块提供数据

源信息。 

3) 数据发送 

数据发送是指数据处理将处理后的标准服务使用记录，根据数据分发规则

配置，将数据完整、正确的送给目标系统。 

4) 数据集市 

根据不同的数据使用单位和个人，按照使用权限提供数据共享使用权限。

主要包括科室数据集市和学校数据集市数据共享服务提供。 

4.4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将已有的业务系统逐步进行统一接入管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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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业务系统通过认证平台进行统一认证管理。所有的应用使用者只需要一个

账户密码，只需要一次登录就能访问所有的业务系统。 

统一身份认证功能提供了身份认证的核心基础服务，用于对学生、教师和

其他人员的数字化身份的登录验证。主要包括：通过统一的登录界面，对用户输

入的帐号和密码进行认证，进而为集成的应用系统提供访问控制功能。创建并维

护用户的单点登录会话，响应应用系统发出的单点登录会话查询，满足用户在系

统间的单点登录。 

 

4.4.1 统一登录入口 

 将接入的应用进行统一登录入口管理。 

4.4.2 基于 CAS 的单点登录 

 基于 CAS应用技术进行单点登录。 

4.4.3 Oauth 的授权认证 

通过 Oauth提供令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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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第三方账号登陆 

支持第三方帐号关联认证登录。 

4.5 数据分析 

基础信息分析提供区域整体学生、教师、学校所有基础信息情况。通过基

础信息分析，能够让教育管理者了解区域所有学生、教师、学校整体情况；各个

科室能够按需要获取相关人员数据；能够为人员结构合理布局、资产资源配置提

供数据支持。 

主要包括疫情、安监、资产、基建信息、学生信息、教师信息、学校信息

等的统计分析。 

4.6 自助分析 

在数据仓库建立的基础之上，除了提供固定的数据分析报表，自助分析平

台根据使用者的要求提供自选式数据分析平台，将数据仓库中通用性较高的数据

建立可选的指标和维度，供用户自己选择生成自己需要的数据分析报表。 

主要功能包括基础数据自助分析功能如：学校数据自助分析、教师数据自

助分析、幼儿学生自助分析、中小学生自助分析、中职学生自助分析。科室常用

数据自助分析功能如：资产数据自助分析、财务数据自助分析、日常办公数据自

助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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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手机微端及决策大屏 

通过手机查看数据情况，方便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出差、考察时能够及时方便

查看数据情况。建立决策大屏能够在会议、交流时呈现整体教育情况，为工作安

排提供数据依据，同时决策大屏也为未来建设教育决策指挥中心打下基础。 

手机应用效果图： 

    

决策大屏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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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功案例 

5.1 浙江宁波象山教育大数据项目 

包括数据中心平台建设、象山教育局数据标准建立、基础数据分析、基础数据

结构分析、自助分析平台、象山教育决策大屏等。 

 

5.2 吉林长春二道教育大数据项目 

二道大数据平台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数据中心平台、基础数据分析平台、统一身份

认证、学生评价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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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西南教育大数据项目 

西南教育大数据项目主要包括数据中心平台、基础数据应用分析、三通两平台建设应用分析、

教育督导监测中心等功能建设。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