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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物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深入影响，也
对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思路，
拓展了信息化对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的力度。
形成了以精细化管理为指导思想的高校信息化发展
之路。不仅如此，学校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也在
形成新的格局。传统的教务信息化在整个学校信息
化起到了引领作用，甚至是一家独大，对于其他相
关教学服务影响较小。而对于学生公寓的管理信息
化智能化研究起步较晚，很多还是沿用传统的人工
管理方式进行管理，管理效率低、人员层次简单，
难于对学生形成精细化的管理和影响。因此有必要
对学校现有的宿舍资源以标准化形式进行统一的分
配与管理，以物联网为依托建立起智能化的标准公
寓管理系统，实现学院标准化公寓管理的智能化、
科学化和标准化，提升学院对学生公寓管理的效率，
使公寓生活老师从手动、繁琐的人工查询、统计汇
总中解放出来，不断提升学生公寓资源的使用体验。
从而使得公寓管理工作更具效率、更加人性化，体
现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精神和服务理念，不断地
提高学生服务质量和意识。同时为学生管理者、辅
导员及其他人员提供切实有效的信息服务和决策支
持，更好地为学生生活和学习提供良好的服务。

一　智能化管理的必要性

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指明了建立智慧数字校园的建设总体思路，教

育部关于《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的对学生
管理服务作出了相应的指导意见，因此规划和研究
一套与学院未来发展相一致的智能化标准化公寓管
理系统是高校信息化促进教育方式变革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

（一）　促进传统学生公寓管理形式的深刻变革 

我校学生公寓管理目前仍采用的是传统的人工
管理形式，仅采用 excel 电子表格、word 文档等办
公软件对原始数据以人工录入方式进行整理和操作，
信息收集效率低、数据准确度不高，而且学生宿管
中心生活老师不能及时、准确地监测学生在公寓里
面的生活情况、公寓设施设备的使用情况，不能有
效地提高学生公寓管理的效率。同时以管理人员肉
眼对进出公寓人员的审查难度大、视觉疲劳导致鱼
目混珠，很难杜绝外面闲荡人员出入公寓，同时也
不能及时将考勤情况与辅导员沟通，信息不对称现
象突出。同时现有的公寓管理系统也局限于 MIS 系
统的研究，在智能化方面应用不足。

研究开发一套易于使用的基于物联网的校园标
准化公寓管理系统。将现代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学生
公寓 MIS 管理系统，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不够标准、
智能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寓管理效率。同时应用物
联网的感知层识别硬件，可以实现智能化的管理功
能，由此大大减轻宿舍生活老师的劳动强度和工作
量。  

（二）　强化学生公寓管理的标准化、智能化

物联网在高校标准化公寓管理的应用研究

周红艳，罗小平，武帅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物联网在高校标准化公寓管理的应用研究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新趋势，是校园信息化从传统 MIS

系统走向智能化物联网的深入实践。本文从物联网探讨高校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的必要性入手，将国内外教育信息

化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并探讨了物联网与互联网的关系，从而建立了标准化公寓管理物联网系统模型。该模型

从系统结构层面确定了传感器与终端用户一道构成用户层，并就系统引入物联网后系统所面临的系统性能问题建立

了基于多层次的网络负载均衡策略的网络体系架构模型，这种网络模型分别从 Web 应用层和数据服务层使用不同的

负载均衡策略消化了性能的负面影响，确立了物联网标准化公寓优越性地位。最后将研究成果用于新生入学、毕业、

贵重物品管理等功能的实现。物联网在高校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的应用研究给高校信息化建设带来了新的要义，对

于推动高校信息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前瞻性意义。

关键词：物联网；标准化；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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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公寓管理最直接的管理对象是学生，而学
生天生就是一个多样性的个体，因此从入住管理到
人员管理、贵重物品管理、评价管理、安全管理等
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如果这些管理完全通过人工
收集、整理、备份、归档等来完成，显然工作量太大、
重复性的劳动较多、劳动强度也比较高。这样不仅
使管理过程效率降低，使得准确性、可靠性、规范
性方面也大打折扣，同时也使我们对管理过程的各
种数据很难实现共享和复用。通过研究找到学生公
寓管理的对象的规律性，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形成
有用信息，将人为工作通过物联网技术的管理信息
系统来实现。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工作效率，促进
管理的标准化，实现管理的智能化。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所以研究高校学生
公寓的水平也大不一样。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凯尼
斯·格林 (Kenneth Green) 教授主持并组织了一项大
型科研项目，即“信息化校园计划 (CCP)”[1]。该研
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 1990 年到 
2002 年期间实地详细地对美国多所大学校园里的信
息技术使用的调查，深入的研究了信息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各种应用，从而对此期间存在的各种问题提
出许多合理化意见和建议。这是美国高校教育信息
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研究项目之一。该项研究表明，
美国大学特别注重信息化规划的编制，他们认为学
校的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
信息化的发展目标、预防专业人才流失、建立起信
息化发展规划模型、教务管理系统和专业教学资源
建设等。在亚洲，由香港大学与北京大学、美国的 
CCP、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ultimedia Education) 于 2002 年建立密
切的合作关系，在香港大学启动“ACSS”项目，项
目主要目标是调查研究亚洲的 1000 多所大学，从而
编制出最具普适性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这是亚
洲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上最具权威性的研究项目之一。
调查结果发现，香港大学关注学校短期和中期信息
化的需求，研究制定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在规
划中指明当前教育信息化最注重的是从专业教学资
源获取的便捷性、学生网络使用的便捷性和网络的
安全可靠性。在日本，学校虽然也很重视信息化的
建设投入，信息化发展的方向明确。但由于成本控
制不太严格，加上信息化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公寓
管理人员缺乏教育信息技术的积极性，从而使得日
本高校信息化的预期目标与实际状况差距较大。

国内主要集中在校园资源管理集成系统中，如
广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开发的 CRP 校园资源管理平

台，以 MIS 系统的方式提供公寓资产管理的服务，
管理的资源也仅仅是宿舍人员的分配和调整方面，
未对学生的公寓生活进行全方面、多方面的管理和
服务。然而高校对于公寓管理使用基于数据库的 CS
架构的公寓管理系统较多，技术也较陈旧，难于承
担起现代学生多样化的公寓生活服务功能，也不能
胜任大流量学生的标准化管理。相对于高要求高标
准的现代化标准学生公寓，管理方式的智能化还处
于起步阶段，相应的管理辅助设施如管理系统、管
理手段、承载工具等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因此建立起一套基于物联网的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
将有利于整体高校信息化的发展。

三　物联网与管理系统的关系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缩写 IoT），也即“传
感网”，是指各类信息传感装置和设备，典型如全球
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无线射频识别设备、激光
扫描设备等与因特网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规模化的计
算机网络体系 [2]。物联网与现代信息系统的进一步
融合被认为信息相关产业中在计算机、因特网后的
又一次高科技浪潮。物联网平台具有分布式、点对
点的性质，使得学生群体通过传感器集合成对等网
络，形成校园公寓共享管理系统，可以更直接地在
物联网上生产并相互分享实体和实物。

今天，从虚拟世界中的软件和电子商品到现实
世界中的实体，实体之间的联络和沟通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的通信网络正在与初期的可再生能源互联
网、处于萌芽状态的自动化物流和交通运输网络相
连接，以此扩大全球影响力，从而建立一个分布式
的神经网络——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3]。广义的物
联网连接范围更广，将现存的事物与支配的活动人
类联系起来。当前，已有超过 120 亿个传感器安装
在生产现场、道路通行、仓库配送、车辆行驶、工
厂生产线、城市天网、超市等场所，不断将采集到
的数据源源不断地传送到通信网络、能源互联网和
物流互联网。据思科公司推测，到 2020 年将有超过
500 亿个传感器接入到物联网中。而另一项推测则估
计，到 2030 年将有超过 100 万亿个传感器接入到物
联网中。人与物将通过物联网彼此相连，将采集到
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及分析方法推算出相应的智
慧算法，这些算法将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提高
劳动生产率，减少能源消耗，增强自然承受能力。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是网络中的核心处理系统，
是通过一定的物理硬件（例如：服务器， 防火墙，网
络设备子系统等）搭建了一个处理平台 ，通过一系
列的智能软件来实现智能化的处理数据分析，报表
处理等功能。物联网作为互联网的接人层，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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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种数字的量化数据的收集，简单处理及其传
输。两者的关系既有核心与边缘的主次关系；又有
相互协作的并列关系 [4]。从一定意义上说标准化公
寓管理系统是物联网在互联网上的有效延展，是在
MIS 系统上叠加感知层所形成的一套物联网信息管
理系统。

四　物联网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的构建

（一）　系统结构分析

目前国内高校后勤学生公寓管理的信息化研究
十分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学生公寓管理的标准
化、智能化和交互性，从而促进了高校公寓管理方
式向科学化、多样性、标准化、精确性进行转化。
同时公寓管理效率的最优化、使用效果的最大化、
学生服务的标准化已成为高校研究标准化学生公寓
信息管理的重要目标。由传统的 C/S 高校学生公寓
管理系统，如 “学生公寓管理系统”、“校园一卡通
学生公寓水控系统”、“通用学生公寓管理信息系统”、

“基于 .NET 平台的学生公寓管理综合服务平台”等
传 统 的 MIS 系 统， 向 基 于 B/S 架 构 基 础 上 的 基 于 
ASP.NET\JSP\PHP 技术并融入物联网的标准化公寓
管理信息系统转变 [5]。同时智能化的标准公寓管理
系统也趋于向产品化、企业化方向发展，面向教育
系统的高科技企业为一些高校推出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校园资源管理平台，与学校共同开发具有特殊知
识产权的物联网教育化产品 [6]。有实力的高校通过
自身课题的研究开发了符合物联网特点的具有独立
知识产权的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丰富了教育智能
化产品需要。

基 于 Asp.net +Emberjs 的 IoT 技 术 方 案 是 校 园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的基础，是对现
有陈旧的 Web 技术开发的创新性实践。该技术方案
的运用大大增强了对 IoT 支持的可扩展性。系统采
用流行的 B/S 结构，即 Browser/Server（浏览器 / 服
务器）结构，基于交互式的 Web2.0 技术，相对于 
C/S 模式具有先天的兼容性优势。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软件的使用不再依赖于高性能的客户端，所有的核
心运算和资源分配都在服务器上进行，方便了系统
的升级、维护和使用。系统采用四层体系结构，在
信息资源与数据层（DataSource）、用户层 (UI) 和应
用层（Applicaiton）增加了一层结构，称为服务接入
层（ServicesInterface）使整个体系结构成为四层（如
图 1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结构 所示）。服务接入层
以 Asp.net Web API 作为基础支撑，实现应用与业务
服务的高效连接。物联网传感器作为应用层的扩展，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感知层，与用户层一道为应用层
提供业务支持，并可与现有的 RFID 技术方便接入到

服务中。

图 1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结构

（二）　系统网络体系架构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引入物联网后，由于物联
网本身所依赖的传感器对于系统实时性要求较高、
系统性能可靠性强等特点，传统的系统网络架构已
经不能满足其实时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加之系统需
要为全校两万名在校学生服务，因此有必要建立一
套新的网络体系结构来应对物联网所带来的新的挑
战 [7]。为了解决这种实时性和可靠性的需求，单纯
的从 Web 应用层面进行负载均衡的策略已不能适应
新的系统模型对于相关性能指标的要求，因此需要
需求一种有效分解并发访问所需要的网络部署模型。

因此基于多层次的网络负载均衡策略是较好解
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多层次的网络负载均衡策略是
从数据库服务及 Web 层服务两个层面使用了不同的
负载均衡技术来达到系统的可用性的要求 [8]。该方
案在综合考虑了现有的设备及成本的基础上，对于
Web 层负载均衡策略使用了开源的 Nginx 高性能的
HTTP 和 反 向 代 理 服 务 器 作 为 Web 层 的 负 载 均 衡，
配置了四台一般性能的服务器来作为 Nginx 的负载
节 点 共 同 应 对 瞬 间 的 突 发 访 问 性 能 问 题。 同 时 在
数据库层面配置了两台高性能的服务器作为 Oracle 
RAC 数据库的负载均衡方案，在 RAC 环境下，所有
节点可以同时在同一个数据库上并发处理事务，由 
RAC 来协调各个节点，把大的事务分解为多个小事
务，配发给不同的节点执行，并保证每个节点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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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9]，应用了采用集群技
术的 Oracle 11g RAC 数据库 [10]，从整体网络架构上
保障了网络访问的并发性和实时性。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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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网络体系架构

（三）　IoT 应用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在用户层使用传感器实现
物联网与系统的融合，使用的传感器包括 RFID 校园
卡、RFID 电子标签、二维码及网络摄像头，分别对
应系统不同的功能应用，这些功能应用形成了整个
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的效率源及安全源基础，是整
个物联网 IoT 的核心要素。这些功能主要包括 ( 如图
3 所示 )：

 

RFID校园卡二维码扫描 视频拍照 PFID电子标签

新生入住 毕业离校 视频管理 门禁管理

RFID校园卡

贵重物品

管理

标准化公寓管理

图 3 公寓管理系统中的 IoT

(1) 新生入住。物联网的感知层使用了金融化校
园一卡通的非接触 RFID 校园卡以及可以执行二维码
扫描和识别的扫描枪来实现与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
的交互，由于新生入学还未办理可在校园通用的校
园一卡通的校园卡，而且学生入学通知书已经印制
了存储学生录取的相关信息的二维码，因此二维码
的识别成为新生入住的便捷通道。公寓管理中心在

招生就业处获取到各个新生的基本资料后，即通过
系统的房间自动安排功能分配好学生的住宿，然后
通过宿舍管理员的二维码扫描器读取录取通知书的
信息即可实现学生公寓入住的登记和相关事宜的处
理。

(2) 毕业离校。毕业离校学生通过毕业离校功能
可以实现离校生退出信息的处理，通过读取 RFID 校
园卡的学生信息以注销的方式对离校学生的记录进
行标记删除，同时对房间管理表内空床位字段、住
宿人数字段进行更新。

(3) 视频管理。公寓生活老师通过网络摄像头查
阅视频，可以手动或自动录像，设置为按星期、时
间设定自动录像时间。在视频服务器上保留最近一
个月的视频源，与公寓门闸通道控制系统联动，实
现学生的非正常通过拍照，从而形成相应的证据材
料供辅导员及生活老师进行核查。

(4) 门禁管理。每幢公寓门岗都设有 RFID 校园
卡门禁道闸系统，允许拥有权限并认证后的 RFID 校
园卡进入公寓。同时在每间宿舍设置门禁式感应器，
只有同宿舍同学可以刷卡进入，其他同学没有权限
进入。对于非正常刷卡试图进入房间的则自动向所
在公寓数据中心发出警报，生活老师则可以及时处
理相应的异常情况 [11]。

(5) 贵 重 物 品 管 理。 对 于 笔 记 本 电 脑、PAD 等
贵重物品出入公寓进行管制。由于校园内有丢失贵
重物品的问题，为此对于公寓贵重物品进行登记解
决了此项问题。入住公寓同学通过公寓管理系统将
自己的贵重物自注册并提交给生活老师审核。公寓
生活老师对审核过的物品通过系统制作生成的高频
RFID 标签并贴在物品上，从而绑定物品所有者。在
经过公寓门禁道闸时，系统将扫描物品的标签，当
与刷卡者本人 RFID 校园卡匹配则放行，否则提示相
应的错误信息，并关闭通行门。

五　总结与展望

物联网在高校标准化公寓管理系统的应用从系
统结构层面确定了传感器与终端用户一道构成用户
层，并就系统引入物联网后系统所面临的系统性能
问题建立了新的网络体系架构模型，这种网络模型
分别从 Web 应用层和数据服务层使用不同的负载均
衡策略消化了性能的负面影响，确立了物联网标准
化公寓优越性地位。最后将研究成果用于新生入学、
毕业、贵重物品管理等功能的实现。该研究成果给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带来了新的要义，对于推动高校
信息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前瞻性意义。当前，随着物
联网技术应用研究的成熟，特别是起着基础支撑作
用的物联网项目的成熟，例如最近微软的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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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礼仪教学宜较多采用归纳
教学法，从实践的经验事实中总结礼仪原则，并力
求礼仪原则的简洁与普适。最后，演绎可以用来检
验归纳得出的礼仪原则，并通过不断修正，实现礼
仪原则的准确与逻辑自洽。

在当今高校课堂中演绎大有唱独角戏的局面下，
更要注重归纳教学法的推广运用。研究规律最根本
的是要研究事实，离开事实，单纯依靠思辨试图建
立一种普适的、能解释一切的理论是不现实的 [7]。

四　讨论

本文通过位次礼仪的个案研究，分析比较了演
绎和归纳在大学生礼仪教学中的应用。更为广泛的，
在今天社会上的礼仪教学或礼仪培训呈现春秋战国
式混乱的局面下，对礼仪教学方法的探讨和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本文对演绎与归纳的礼仪
教学方法的探讨，对解决社会礼仪教学或培训的问
题上，具有的普遍意义。

当然，礼仪教育是一项多层次、立体化的工作，
学以致用是礼仪教育的关键。实践教学有助于学生

对礼仪理论知识进行升华 [2]，模块培训模式的运用
亦有助于实现礼仪教育的综合目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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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开发板的兴起，为众多各式各样传感器的在物
联网中的兼容性和标准化提供了一致性的设计体验，
解决了厂商多样性所导致的相互不兼容的问题，为
现实世界广泛的传感器的互联互通成为可能，从而
为物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物联网技
术的发展进步也为高校标准化公寓的建设带来了新
的技术体验，丰富了物联网在公寓管理中的应用范
围，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后的公寓管理系统将能够
引入人脸识别、声音识别、图像识别等多种人工智
能方面的物联网技术 [12]，进一步升华标准化公寓管
理系统的建设，必将推动高校信息化建设迈入一个
崭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1999 National Surve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US Higher 

Education :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 of Instructional Integration 

and User Support. The Campus Computing Project.October,1999. 

[2]　 许家琪 . 基于物联网的学生公寓管理系统的实现 [J]. 无线互联

科技 .2015(22):30-32.

[3]　 杰 里 米· 里 夫 金 [ 美 ]. 走 向 物 联 网 和 共 享 经 济 [J]. 企 业 研

究 .2015(2):14-21.

[4]　 宋汉良 . 物联网与管理信息系统的关系 [J]. 新应用 .2014(8):69-

69.

[5]　 张玮 . 智能学生公寓门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J]. 江苏理工学院

学报 . 2015, 21(6):27-31.

[6]　 杨宗凯 .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现状、趋势与实践 [J]. 中

国教育信息化 .2014（23）：4-8.

[7]　 陈 建 新 . 物 联 网 在 智 慧 校 园 中 的 应 用 [J]. 电 脑 知 识 与 技

术 .2012, 08(6):3796-3800.

[8]　 刘啸 . 网络负载均衡优化算法的建模与仿真 [J].  计算机仿

真 .2012, 29(5):118-121.

[9]　 曲建峰 , 孙翌等 . Oracle RAC 集群技术在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中的应用 [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2(Z1):133-138.

[10]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EB/OL].[2012-07-18].http: //

www.oracle.com/us/products/database/options/real-application-

clusters/overview/index.html．

[11]　 王法玉，张晓洪，陈洪涛，等 .RFID 技术在实验设备管理中

的应用 [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32(5):274-277.

[12]　 魏亮 .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高校学生公寓门禁系统设计与开

发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 下旬刊，2013( 07) : 285 － 286.

上接第 246 页


	PhotoScan
	教育现代化论文
	教育现代化论文 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