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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一种生产关系，云计算是生产力，是
基础设施，大数据是生产资料，是基础资源，人
工智能依托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推动科技发展走
向智能化时代。

新技术形成融合生态



云计算超融合架构成为主流

通过实现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虚拟化，将计算、存储整合到同一个系统，
解决了从计算到存储包括网络横向扩展的难题。



大数据一体机百花齐放

大数据与云计算结合紧密，大数据一体机产品百花齐放，数据仓库一体机、
NoSQL一体机以及其它一些将多种技术结合的一体化设备进一步快速发展。

便携式

一体机

机架式

一体机
整体交付

一体机

水冷静音

一体机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智能单品大放异彩

会运算能分析

认知智能

能够对自然和人类世界进行
主动认知，并且进行自我升

级进化

计算智能

结合自然科学、生物学、心
理学、语言学、计算机技术

的智能化运算分析

会感应能识别 会思考能进化

感知智能

通过传感器和算法感知世界
各种智能家居、家电、可穿
戴智能单品进入日常生活



2018年大数据专业人才现状分析

据《大数据人才报告》显示,目前全国的大数据人才仅46万,

未来3-5年内大数据人才的缺口将高达150万。

大数据人才缺口巨大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未来中国基础

性数据分析人才缺口将达到1400万，而在BAT企业招聘的职

位里，40%以上都在招大数据人才。



2018年大数据专业人才现状分析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16年9月“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专业首次列入高职高专专业目录开始，目前

全国已有283所本科院校获批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

2016年2月16日，第一批3所高校获批；

2017年3月17日，第二批32所高校获批；

2018年3月21日，第三批248所高校获批；

全国高校开设大数据专业情况



2018年大数据专业人才现状分析

大数据专业核心就业岗位

数据挖掘工程师

数据分析工程师

大数据应用工程师



2018年大数据专业人才岗位薪资



高校大数据专业建设现状及痛点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基础设施

实践内容
生态体系庞大复杂，技术发展

迅速，实验设计花费时间

教材体系
高速发展的新领域，市场上高

质量成体系的教材缺失

双师团队
教师团队中系统掌握前沿技术的双师

型教师较少

实训项目
成功商业实训项目匮乏

资格认证

高职院校专业
建设面临挑战

学生实验需要大量的集群环境。

一次性基础设施投入较高

企业认可度高的证书与教学内容

融合少、考取周期长、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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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计算专业教学科研一体化平台

◼xxxx



1. 云计算专业教学科研一体化平台

◼ 超融合一体化架构

◼ OpenStack开源架构

◼ 生产级私有云平台

◼ 面向真实生产环境

◼ 匹配教学科研流程

◼ 配套实验手册及素材

◼ 完善的竞赛训练管理

1

私有云平台

2

集群调度平台

3

镜像管理平台

4

云资源监控平台

5

教学科研平台

6

竞赛训练平台



1. 云计算专业教学开发一体化平台



2. 大数据专业教学开发一体化平台

◼xxxx



2. 大数据专业教学开发一体化平台

◼ 超融合一体化架构

◼ 面向真实生产环境

◼ 涵盖生态圈热门组件

◼一键生成实验环境

◼ 二级管控实验资源

◼ 配套实验手册及素材

◼ 多行业海量实验数据Hadoop
实验集群

20.8 / 1000
PROFESSIONAL

01

HBase
实验集群

Hive
实验集群

02 03 04

Spark
实验集群

20.8 / 1000
PROFESSIONAL

05

全组件
竞赛集群



2. 大数据专业教学开发一体化平台



3. 物联网技术综合实验平台

涉及技术：传感器、无线网络、单片机、嵌

入式、射频识等技术

Arduino、Raspberry Pi开发板

Zigbee、Wifi通信方式

41种通用传感器（火焰、人体触摸、壁障、光线、红外发

射、激光发射、温度、敲击、振动、倾斜、心跳、振动、

循迹等传感器）



◼ 多平台无缝对接

◼ 碎片化时间学习

◼ 专业内容制作团队

◼ 囊括全技术种类

◼ 交互的高清视频

◼ 线上线下扫码互通

◼ 智能化轨迹监控

◼ 学情大数据分析

◼ 翻转课堂师生互动

◼APP Store：美和易思课堂

4. MOOT互联网+智慧教育平台



4. MOOT互联网+智慧教育平台

优秀师资前沿技术一键直达学生端



学生人脸抓拍机

抓拍图片

精准人脸分析

教室端 中心端

分析服务器

教学效果分析

模式特点

无感人脸识别比对 方便走班考勤
结果显示

管理平台

下发比对图片 比对结果

基础数据全面精准 教学效果客观公允

5. 人工智能教学效果分析系统



5. 人工智能考勤及教学效果分析系统



5. 教学开发一体化平台的核心价值与竞争力



5. 教学科研一体化平台的核心价值与竞争力



学生
双师团队及专业课教学

美斯坦福公司合作高等院校

班主任日常学生管理

教学及实训基地划拔

专业及方向申报增设

辅导员学生思想引导

承担公共基础课教学

自主产权课程及项目

学生实习就业安置

全球一线厂商提供技术支持
导入商业项目及工程师资源

整合一线厂商、高职院校的平台和资源，美和易思负责运营落地

美和易思校企合作模式



美和易思校企合作项目实景



因

术 道

技术技能
（外）

心智思维
（内）

因：梦想、方向、榜样
术：知识、技能、专业
道：信念、心智、价值观

立德树人，培养心智健全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型人才！



通过环境影响及氛围营造点燃灵魂深处的渴望

人字培养模型—因

2018/10/15



用环境和榜样点燃梦想

2018/10/15



通过项目化教学训练实践能力

人字培养模型--术

2018/10/15



自主研发出版课程体系

专业课授课教材 项目实践教材 心智成长：大学生心理健康 素质提升：大学生整合素质提升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独立ISBN、CIP编号、自主知识产权，每24个月更新升级一次。



卓越项目管理体系以项目管理为基础，结合软件企业员工培养模式和大学软件专业教学模式

的一套以项目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领导、情境式工程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4.系统设计

3.需求分析

2.项目计划

1.项目立项

5.系统编码&测试

6.项目验收

7.项目总结

2018/10/15

教学管理模式



通过体验式活动向内认知

人字培养模型--道

2018/10/15



学生管理的本质

爱的教育 四个维度
知识：学习

技能：练习

能力：实战

素养：体验

03

三个层次
爱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爱他人--包容欣赏感恩不完美的他人
爱社会--信仰及价值观明确热爱社会主义

02

基本内涵
爱的教育是以学生心智成长为中
心，让学生能体验感受到爱，并
拥有去爱别人的能力的教育
爱的特征：无条件、有原则、不
求回报

01

爱的教育-学生工作理念

2018/10/15



爱的教育-触及学生灵魂深处的体验式活动

种
植
时
刻

种
子

愿景图 课前6分钟 班级嘉许会

我的大学梦 手速大赛 生日会

疾风31 PPT大赛 社会公益服务

风中劲草 感恩专题活动 生命之舟

领袖风采 暑假体验活动 为你点赞

一站到底 寒假体验活动 心愿成长树

最强面试 知识竞赛 21天突破

高空拓展 网页大赛 五福临门

企业参观 商业项目实战 个人誓约

2018/10/15



事件1：日常考勤监管
事件2：指导课前六分钟开展

事件3：巡班

事件4：指导召开班委会

事件5：指导召开班会
事件6：组织学生情况调查

事件7：与出勤不好的学生访谈
事件8：与跟不上进度的学生访谈

事件9：与作业不提交的学生访谈
事件10：与思想有问题的学生访谈

事件11：第一次阶段性学生访谈（学生基本情况访谈）
事件12：第二次阶段性学生访谈（学生学习情况访谈）

事件13：第三次阶段性学生访谈（学生升学意向访谈）
事件14：与家长沟通学生情况

事件15：指导升学工作开展

事件16：参与查寝

班级事务

班级事务

标准化学生管理体系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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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备注 序号 姓名 职务 备注

1 吴章涛 项目主任 美和易思 16 罗丽 职业规划老师 美和易思

2 周建飞 教学主任 美和易思 17 刘东明 职业规划老师 美和易思

3 冯胜良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18 谢光霞 常务副主任 美和易思

4 李怀辉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19 徐岑 教务 美和易思

5 徐元钊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20 李琼 班主任 美和易思

6 彭地卓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21 刘佩佩 班主任 美和易思

7 胡瑶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22 王柳 班主任 美和易思

8 韩冬敏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23 李佩 班主任 美和易思

9 王涛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24 王喜妹 班主任 美和易思

10 田智仁 项目经理 美和易思 25 易安妮 班主任 美和易思

11 丁伟 技术支持 美和易思 26 卢露露 班主任 美和易思

12 臧阳 财务 美和易思 27 段苗 班主任 美和易思

13 涂聪 招办主任 美和易思 28 李欣 班主任 美和易思

14 牟涛 职业规划老师 美和易思 29 李胜蓝 班主任 美和易思

15 陈黛卿 职业规划老师 美和易思 30 赵友沅 班主任 美和易思

(1).湖南工程职院合作项目教学团队配置投入



2015年—2018年生源规模及录取分数

(2).湖南工程职院合作项目生源规模及质量

年度 省控线
分数线

文科 理科

2015年 200 361 368

2016年 200 391 384

2017年 200 374 357

2018年 200 404 345

年度 招生人数

2015年 454人

2016年 360人

2017年 360人

2018年 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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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专业招生人数



序号 赛事名称 获奖时间 级别 获奖情况

1 第八届“蓝桥杯 ”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2016年 省级

一等奖1人
二等奖12人
三等奖20人

2 第八届“蓝桥杯 ”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2016年 国赛 二等奖1人

3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云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省赛 2017年 省赛 一等奖

4 移动互联网技能大赛 2017年 国赛 二等奖

5 软件测试 2017年 省赛 三等奖

6 云计算 2017年 省级 三等奖

7 第九届“蓝桥杯 ”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2018年 省赛

一等奖5人
二等奖20人
三等奖30人

8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软件测试赛项 2018年 省赛 二等奖1人三等奖1人

9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2018年 省赛 三等奖2人

10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Web应用技术 2018年 省赛 三等奖2人

(3).湖南工程职院合作项目国家级赛事荣誉



序号 赛事名称 获奖时间 级别 获奖情况

1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2015年 省赛
一等奖1人
二等奖4人
三等奖5人

2 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国赛 2015年 国赛 一等奖1人

3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省赛 2015年 省赛 团队三等奖2项

4 第七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2016年 省赛
一等奖2人
二等奖7人
三等奖5人

5 第七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国赛 2016年 国赛 二等奖1人

6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省赛 2016年 省赛 团队一等奖1项

7 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国赛 2016年 国赛 团队一等奖1项

8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2017年 省赛
一等奖3人
二等奖6人
三等奖9人

9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国赛 2017年 国赛
二等奖1人
三等奖2人

10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省赛 2017年 省赛 团队一等奖1项

11 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国赛 2017年 国赛 团队二等奖1项

12 第九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2018年 省赛
一等奖1人
二等奖2人
三等奖5人

13 第九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国赛 2018年 国赛 一等奖1人

14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省赛 2018年 省赛 团队二等奖1项

15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省赛 2018年 省赛 团队三等奖1项

16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WEB应用软件开发省赛 2018年 省赛 团队三等奖1项

17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省赛 2018年 省赛 团队一等奖2项

(4).湖南岳阳职院美和易思共建专业赛事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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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人数 就业率
对口就业

率
实习

平均薪资
就业

平均薪资
高薪率

就业
满意度

1 湖南岳阳职院 268 100% 95% 4181 5312 68% 95%

2 湖南安全职院 431 97% 94% 3228 4328 24% 96%

3 湖南工程职院 438 100% 97% 3602 4824 49% 97%

总计 4329 99% 91% 3775 4673 52% 97%

(5).2015级湖南合作项目学生就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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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院校
实习
人数

实习率
专业
对口率

实习
平均薪资

高薪率
实习
满意度

湖南岳阳职院 281 100% 100% 3624 43% 98%

湖南工程职院 353 99% 98% 3722 56% 98%

(6).2016级湖南合作项目学生实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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