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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论坛

编者按 ：4 月 28 日至 30 日，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以“推动培训服务高品质”为主题举办

了春季论坛，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论坛主讲人立足本职，总结分享了各

部门开展“品质提升 - 行动学习”所取得的扎实成绩，在洞察培训新趋势、优化项目设计

与实施、提高管理质量效率、加强学院党的建设、提升服务保障品质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

思想新举措。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通过数字化转型，切实战严冬、转观念、勇担当、

上台阶，夺取疫情防控和提质增效两场战役的双胜利。现摘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智慧校园建设新突破
黄振勇[1]

[ 摘  要 ] 以品质提升行动学习梳理出的制约服务品质的三项突出问题为导向，广泛调研，精心

规划组织，建成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通过打造综合性学员服务平台，实施培训管理系统二期建设，

实现培训项目结算信息化 ；实施西报告厅、西教阶梯教室等电教系统建设，建立教室电教设施升级

改造标准，大力提升学院智慧校园建设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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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为倾力打造价值中心，

引导学院上下把“追求培训服务高品质”的核心价

值观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2019 年下半年学院开展

了品质提升行动学习主题活动。信息部作为学院信

息化建设和服务保障部门，经过多轮的梳理讨论，

确定并认领了三项影响学院服务品质的问题：教学

与服务质量测评便捷性不够、培训项目结算未实现

信息化、部分教室电教设备设施陈旧落后。在随后

的一年时间里，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点，针

对性开展信息化调研，并组织实施了智慧校园一卡

通系统建设、培训管理系统二期建设、西报告厅电

教改造、西教阶梯教室电教建设等一系列软硬件系

统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效。

一、建成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打造综

合性学员服务平台

学院为学员提供学习和生活服务的系统主要有

酒店管理系统、门禁系统、门锁系统、车辆出入系

统、开发票系统、培训管理系统、微信公众号学员

E 站、管院在线等八个系统平台，各系统之间未进

行有效整合，信息共享程度低，学员身份识别不便

捷，报到、入住、缴费、开票、测评等效率低，学

员服务体验差。

为整体解决以上难题，学院于 2019 年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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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建设，并于 2020 年 6

月建成运行。系统以构建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校园

生活环境为目标，以学员在院管理为中心，整合现

有多项数据服务，将缴费管理、门禁管理、出入管

理、住宿管理、培训管理和学习管理等系统进行集

成，打造以面向学员为主、兼顾员工需求的集“学

食住行”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学员服务平台。

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建设包括：1 个电子身份、

1 个智慧校园服务 APP、1 个管理平台、1 个数据

交换平台和 1 个门禁管理平台，其核心是解决学院

不同身份人员的识别问题，为学员、教职工、外包

人员、施工人员、临时进院人员等分别建立了唯一

的电子身份，通过该电子身份可以实现学员注册报

到、入住手续、在线缴费、电子发票、行人与车辆

出入、客房开门、信息查询、学习管理、考勤签到

等的“一号通”服务，同时还兼容原来的实体门禁

卡，满足不同人群使用习惯，实现系统平稳过渡。

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专门打造了综合数据交换

平台，在一卡通管理平台、培训管理系统、信息发

布系统、税务发票系统、昆仑银行在线支付平台、

酒店管理系统、中油 e 学、门禁系统、车辆管理系

统等多个系统之间建立数据共享通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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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卡通数据交换平台数据共享图

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主要实现了以下功能：

线上注册报到，参训前短信提醒学员安装一卡通

APP，报到之前或报到当天学员可通过 APP 线上

注册获得电子身份；扫码进院 + 刷卡进院 + 车牌登

记，报到当天可通过 APP 中的二维码扫码进院，预

先登记车牌号可直接车牌识别开车进院，解决了学

员报到当天的进院身份识别难题，同时兼容刷卡进

院；线上缴费 + 线下缴费，办理入住后自动推送应

缴费信息，学员可通过 APP 线上缴费，减少前台排

队缴费等待时间，同时兼容线下缴费，并可统计培

训班缴费情况，实现自动催缴；发票信息 + 电子发

票，建立了与税务系统数据接口，开票信息和金额

自动传输到发票系统，增值税普通发票直接生成电

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去前台打印，后续待

发票系统升级后可实现电子专票；扫码用餐，各餐

厅门口配备消费刷卡机，学员可以用 APP 二维码

或刷房卡进入相应餐厅用餐，工作人员可以统计培

训班学员用餐信息，并传输给财务部门；扫码签到，

班主任发起考勤二维码或发起定时签到，学员通过

APP 实现课堂考勤，并可统计学员出勤信息；教学

与服务测评，学员可快捷通过 APP 进行教学测评

和服务质量测评，培训部、人才所、教学部等相关

部门可通过 PC 平台查询测评情况，并统计生成各

种不同测评汇总报表；在线学习，在 APP 中可直接

跳转至中油 e 学平台，实现单点登录，不需要二次 

认证。

此外，系统针对学员用户还实现了班级通知、

课程表和今日课表、班级通讯录、个人信息、历史

培训信息、学习资料下载等功能，后续待一卡通二

期建设即客房门锁更新完成后，可实现线上自助选

房、扫码进客房和一键开门等功能。

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建成应用将有效减少校

园管理盲点，加强系统融合，推进信息共享，提升

学员管理、教学管理、后勤管理和安全管理整体信

息化水平。

二、建设培训管理系统二期，实现培训

项目费用管理信息化

学院培训班管理以项目管理的形式运行，在目

前运行的培训管理系统中已经实现了培训项目的项

目登记、课表管理、教室分配、课程设计、师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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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库、项目预算、服务管理等功能，然而培训项

目结算单并未实现。此次，实施培训管理系统二期

建设，旨在根据各部门需求改进扩展原系统功能，

重点是实现培训部、财务处等相关部门提出的培训

项目结算信息化。

2019 年以来，培训管理系统二期先后开发了

教师酬金、教室费、住宿费、餐费等结算单，改进

了服务汇总账单、预算单，新增了培训项目汇总账

单、项目结算单、协调会表、验证码登录、教室占

用图形化展示、会议室预约、直播需求表等功能模

块，重新开发了酒店管理系统，上线试运行了办公

管理 APP。

培训管理系统与一卡通系统等信息系统相结

合，实现了培训班的预算、服务、费用、决算等全

流程线上管理（见图 2）。

班主任

班主任

班主任

远程培训部

培训部
培训部

培训部
服务部门

财务 财务 财务

财务

餐厅

餐厅

一卡通系统

公寓

住宿
信息

住宿
费

主办方
确认

培训项目
结算单

培训项目
汇总账单

服务账
单汇总

服务
账单

收费
标准预算

流量
费

餐费

就餐
信息催缴发票

线上/线
下缴费

缴费
统计

直播需
求表

教师
费用

酬金
汇总

酬金
单

酒
店
管
理

  

图 2 培训项目结算全过程流程图

通过一卡通系统和培训管理系统二期建设，初

步形成了培训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酒店管理系

统为主的三驾马车管理信息系统架构，基本覆盖了

学院培训管理和学员服务的全部环节。其中培训管

理系统着重实现学院培训项目和辅助办公的信息化

管理，一卡通系统着重建成以面向学员为主的综合

性学习服务平台，酒店管理系统着重实现学院公寓

客房的信息化管理。

三、对标国际一流，建设改造重点教室

电教设施

学院目前大部分教室的电教设施是 2014 年之

前建设的，普遍存在显示系统多为标清信号、画面

清晰度低，音响设备和线路老化、声音效果差，电

教控制缺乏中控系统、管理与服务效率低等问题。

2019 年以来，学院积极组织“走出去”“请进来”

学习交流和项目调研，了解信息化前沿科技和发展

趋势，学习其他类似培训机构先进经验和建设实践，

按照国际一流的标准制订西报告厅、西教阶梯教室、

综合楼云互动研讨室样板间等电教建设方案，并付

诸实施。在显示、音响、传输和中控四方面形成了

学院自己的智慧教室电教设施建设规范，为后续教

室改造升级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

（一）显示系统——全面实现教室高清、超高清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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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根据教室大小和应用场景选择最合

适高清显示设备，实现 1080p 以上显示效果。总体

来讲，学院选用四种不同层次的显示设备：LED 大

屏，适合需要举办大型会议、报告、授课、演出等

场景的西报告厅，4K 分辨率，多路图像显示，亮度

和色彩还原度高，但是长时间观看眼睛容易疲劳；

微距背投大屏，适合需要长期使用的西教阶梯党校

班教室，兼具 LED 大屏和高清激光投影的优点，既

色彩逼真、表现丰富，又画质柔和舒适、防蓝光护

眼，但是成本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高清激光投影，

适合东西教学楼和综合楼的大部分教室，1080p 分

辨率，亮度高寿命长，无需定期更换灯泡，长期性

价比高；触控一体机与智能互动白板，适合研讨

室，可实现 4K 超高清显示、无线投屏、多间研讨

室互动、同步直播、板书记录与分享等云互动研讨 

场景。

（二）音响系统——实现高语音清晰度和均匀声

场分布

伴随着教室改造的进行，逐步更新各教室的老

旧音响设施，根据教室容量和使用场景的不同选配

不同档次和数量的音响设备，目标是实现较高的语

音清晰度和均匀的声场分布。西报告厅由于要兼顾

授课、演讲、会议、演出等多种场景的需要，配备

的音响设施最齐全，悬挂式全频音箱阵列、前排观

众补声音箱、2 层观众补声音箱、舞台流动返听音

箱，保证西报告厅全部区域的全声场覆盖；专业无

线数字发言系统和备用有线模拟鹅颈话筒、无线手

持与耳挂话筒满足各种场景的发言需要；数字调音

台可预先存储不同场景配置，需要时可一键调用。

其余教室则根据教室环境分别配备相应数量的全频

主扩音箱和吸顶音箱，并配备调音台、功放等设施。

（三）传输系统——实现 4K 清晰度的音视频信

号无延迟传输

信号传输系统逐步将传统的音视频线路传输改

造为网络传输。通过采用 AV over IP 架构的编解码

器，实现 4K 清晰度音视频信号的无延迟传输，端

到端延迟≤ 30ms。同时可灵活扩展便于功能随时

扩充，网络所及即信号所及，充分利用学院现有局

域网络实现多间教室之间的超大音视频矩阵功能。

正在实施的西报告厅、西教阶梯教室、综合楼研讨

室样板间等都采用了该架构。

（四）中控系统——实现设备本地和远程集中控

制及场景调用

在西报告厅、西教阶梯教室、研讨室样板间

等改造过程中，通过配备控制主机、触摸屏控制终

端、场灯智能控制开关、管理工作站、时序电源等

设施及管理控制软件，实现灯光、音响、图像等本

地设备的集中控制及场景调用。后续建设智能化综

合管控平台，可实现设备的远程控制及监管、数据

读取、故障诊断等综合管控功能，实现所有设备状

态的可视化和可控化；在电教集中控制中心即可远

程开关、调节和控制目标教室的灯光和电教设施，

只需要一键拖动就可以把两间或多间教室构架成同

步课堂或会场。提升了教室整体管控和运维水平，

缩短了响应时间，真正实现最大限度的教室资源 

共享。

一年来，学院以品质提升行动学习为抓手，以

归纳认领的制约服务质量的三项突出问题为导向，

通过周密的调研规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信息化建

设项目，新建或完善了学员综合服务平台和培训项

目管理平台，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重点教

室，建立了今后教室和研讨室电教设施建设标准，

实现了学院智慧校园建设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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