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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积淀铸就教务系统之涅槃 

教育的本质目的是对人的塑造，教学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教务，必须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将教学与教育紧密相连。 

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为第一军医大学，2004 年整体移交广东省，更为现名。南方医科大学教育信息化

研究，可追溯于在解放军院校推广的：通用题库系统（1991 年）、全军学籍管理系统（1996 年）、全军

学校注册表管理系统（1999 年），凭借这些系统先后获得教育部立项《面向 21 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改革计划》的重大研究课题（1997 年）、军队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 年）、广东教学成果一等奖（2013

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 年）。 

20 多年自主教育信息化实践中逐渐形成自有“双核心”教育信息化理念：教育资源、培养对象为核心。 

 

藉此理念，在历经多个国内知名教务系统后，南方医科大学自 2011 年决定开始与广州辰星合作打造新

一代教务管理系统。2013 年开始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遵义医学院等多家院校实际应用，

其先进的理念得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五邑大学、佳木斯大学、攀枝花大

学、川北医学院等近 20 家院校认可并慕名前来调研。并在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

研究会（2015 杭州）、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临床医学教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2015 重庆）、2016 国

际教育信息化会议分会（青岛）、第九届全国医学类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2016 贵阳）、第三届医学教育信息化论坛（2016 广州）等会议上做主题发言交流。 

该系统主要特色： 

① 采用 JAVA、ORACLE及最新技术架构开发，纯 B/S,可部署在 Linux或 Windows等多种平台； 

② 通过科学的体系设计有效避免课程库杂乱无序，休学、复学、缓考、免修、重修、补修等导致的成

绩替换及保留以及成绩预警、毕业预审等功能均可自助完成； 

③ 深挖教育教学规律，跨越学年、学分制管理，实现分层、分段一体化培养设计； 

④ 教学数据从培养方案设计到毕业审核，学生数据从入学到毕业建档，真正实现系统化、一体化、有

序化，并促成教学水平（审核评估）等系列教务大数据分析一键生成。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得到您的共鸣！携手研发出满足教改需要、极具科学性、前瞻性的教务管理系统，

为中国新时代的教育信息化出谋划策，根除现有教务系统管理的顽瘴痼疾，实现教务系统之涅槃重生！ 



 

 

二、NTSS 之创新 

1.  核心要素创新解构，回归教育管理本质 

革新性的对学校教学最重要的资源（课程）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符合教学规律的解构，实现对教育

核心要素的有机统一与分解，从而使教学管理重回教育本质审视角度。 

在学生管理上以培养计划为中心、个性化培养，一个学生可以对应多套培养方案。 

在教学管理上改变了以往的以课程为单位的定性管理，实现了以课次为单位的定量化管理，为深入

挖掘分析教学运行数据、辅助决策提供了革命性的、重大数据支撑。 

根据教学管理时点，及时备份高基报表数据、教学状态数据、学生个人学籍档案（学籍卡、学位证

书、学历证书、中英文成绩单、学历学位证明等）各类教学管理数据，避免专业名称、课程名称、学院

名称等各类信息的历史变动造成的相关影响，实现教学管理的横向、纵向兼顾。 

2.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全面提高评价反馈 

凭借实现了以最小的培养对象（学生个体）和教学资源（课次级、节级）为基本元数据的系统构建

基础，彻底实现从教学基础资源建设、培养方案设计管理，到教学计划、开课任务生成，完好实现大比

例自动排课信息化，从而完好实现高基报表、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实时统计，实现资源、教师、学生、

任务等各个维度交叉重复的大数据级别的挖掘、分析、统计、评价反馈。 

3.  师生管理用户分类，实现实时自助服务 

通过解构管理人员、教师、学生不同用户需求，借助深度挖掘的数据及微信等实时沟通工具，提供

直接、形象的预警、提示、分析反馈服务。常规的教学资源及任务查询，形成性评学与评教，学生的缓

考申请、免修申请、补修报名、双学位报名、休退学申请等，均可通过互联网或移动终端自助完成。 

三、NTSS 之功能简介 

1.  （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管理 

病理学（120学时）、病理学（90学时）、病理学（60学时）、病理学（公选课 30学时）、病理学（第

一临床医学院开设）、病理学（基础医学院开设）、病理学（第 1学期）、病理学（第 2学期）、病理学（第

3学期）、病理学（研究生用）…… 

上述这些课程在贵校教务系统是否单独存在？正是这些“单独存在”造成了目前各类教务系统中培

养方案无法版本管理、教学计划无法历史记录、学校课程数量无限扩大、成绩替换无法自动实现、重修

补修无法自助完成、毕业审核无法自主实现等各类问题的存在，并且很难系统性、根本性解决！ 

NTSS 系统对课程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了课程库的有效管理，以授课内容为依据，从源头上遏制了

课程库的不断膨胀。创造性的从系统整体设计上（而非修修补补）解决了各种管理难题： 



 

 

 解决了一门课程多学期开课造成排课、考试、成绩管理等难题。 

 解决了课程多个教学环节难以统一管理问题。 

 解决了多个开课部门共同承担不同教学环节时统一协调难题。 

 解决了一个课程下多类项目成绩合并的难题。 

 …… 

2.  课程教学大纲 

以课程整体为中心，实现了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有机统一（理论、实验、实践、实习、实训）。 

课程教学大纲是对各层次学生课程教学内容的定量化描述，具体包括：课次设置、教学类型、教学

环境配置、授课内容等信息，有效解决实验教学分轮分组中实验资源、师资的精确对应。系统提供了快

速生成教学大纲的功能，如图所示： 

 

 

学校各专业在设计培养方案时，选择相应课程下不同性质的课程平台，直接将课程教学大纲调入培

养方案。教务处每学期调取各年级专业的培养方案，自动生成学期教学计划，为下一步的电子排课奠定

基础。经过电子排课，课程、培养方案、成绩等所有教学数据在培养计划管理、生成教学计划、排课、

教材管理、考务安排、成绩录入、毕业审核、电子档案、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中有序流转，为智慧校园

提供客观、真实的数据！！！ 



 

 

3.  （符合教育规律的）培养方案管理 

完全打破原有的单一专业培养方案模式，引入了横向分层、纵向分段、松散模块等多样化的人才培

养方案设计。学生可以同时对应多个培养计划，如下图所示： 

 多样化的学生培养计划定制，支持目前高校常见学年制及更加灵活的学分制、过程多向或不定

向、订单式人才培养计划制定 

 课程设置表：同时还提供了详细的计划内容变更控制，管理人员自定义控制哪些内容(学时、学

分、修读方式等)可以变更 

 多维度课程设置表统计(学期学时、学期学分、平均周学时等) 

 计划变更管理，查询计划变更日志 

 

 

学生培养上以培养计划为中心，系统化的解决了学生缓考、免修、补修、重修、成绩替代与认定的

网上自助办理。 



 

 

4.  培养方案版本管理 

管理维护历年各类型培养方案版本，制订教学计划时可以直接选用版本，同时也支持教学计划直接

保存为版本，便于用户跟踪核对培养方案历年变动情况。 

 

5.  教学日历管理 

 人性化的课次复制功能：同类型课次可以一次性复制到各个周次 

 教学日历自动生成功能：系统可以自动把该课程平台下的教学大纲复制到教学日历中，快速产

生课程学期教学日历 

 简便易用的批量拆分轮/组功能：批量选择课次后进行分轮或分组操作 

 

6.  教学进度管理 

课堂次级数据管理，实现以每一课次为单位的管理，为大数据统计、分析、课程评价、形成性测验

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学期教学安排过程中，为保证教学活动的平滑、有序开展，需要对课程各周学时数分配进行平衡，



 

 

设定课程周学时分配表，系统提供了如下功能： 

 以行政班级为单位，对该班级学期所上课程进行汇总，汇总后依据学期各教学周学时平衡为原

则自动分配到各个教学周，产生学时分配表； 

 生成分配表时能够自动计入学期节假日设置，按照各周的实际教学天数进行适当增减。 

 

7.  排课管理 

课程大纲、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日历，教学进度等数据线性传承，可实现 80%以上的计算机

排课。独创的图形化课表展示，课表更直观，图形化课表调整更方便，课表时间与教学日历相关联，教

师和学生可直接通过日期获取课表。 

 多样化的排课参数辅助完成排课 

 图形化锁定不排课时间及课表调整展示 

 拖拉式课表调整，同时自动检查各种冲突信息 

 课程、教师、班级、教室各类型课表可以一键式切换进行调整 

 各单位人员承担学时时汇总统计表 

 

排课参数设置 



 

 

 

图形化的课表查看、滑动式调课(周次课表) 

 

图形化的课表查看调整(学期课表) 

8.  教材管理 

 



 

 

 

9.  教室使用情况查询 

 图形化的教室使用情况查询，可以快速直观的查询教室使用情况。 

 整合了教室借用管理功能：点击即可借用一个或多个节次的教室时间。 

 

10.  成绩管理 

成绩管理是教学活动的结束，包括学生成绩的录入流程管理、学生缓考管理、课程免修及替代管理、

各类统计报表的输出或打印，具体功能包括： 

 成绩录入时间控制 



 

 

 成绩折算公式管理，用于处理特定学生的加分； 

 成绩录入进度查询及录入审核 

 学生缓考流程管理 

 课程免修流程管理 

 成绩总库管理 

 各类报表输出和打印，中英文成绩单、不及格门数统计、所得学分统计 

 

成绩折算公式设置（上述：少数民族学生低于 80分的加 15分，加分上限为 80分） 

11.  学籍管理 

学籍管理包括学生各类信息管理，包括学生校内信息、生源信息、高考信息、毕业信息等各类学生

信息的管理，具体功能包括： 

 学籍信息导入及更新 

 学生学期注册管理 

 学籍异动管理、自动化的学生异动处理 

 学籍预警管理 

 学生毕业审核（完全依据学生培养计划审核） 

 

12.  自助选课 

设置允许学生选修的课程，同时设定可选课的学生范围。单台服务器支持 10000 人同时在线选课，

预约式选课可不受选课人数的限制。支持多类型选课，完美支持学分制选课需求，如： 

 公共选修课管理 

 体育分项目选课 

 学生补修自助选课 



 

 

 英语分级选课 

 其他开放式选课 

 
选修课程安排 

选课学生名单管理： 

 管理课程的选课学生名单 

 学生选课日志管理，记录学生选课详细信息 

 

选课学生管理 

13.  自助缓考申请 

 学生网上提交申请，并上传证明材料。 

 学生所在院系审核 

 教务处审批通过后，该生课程期末成绩无需录入。 

 



 

 

14.  自助免修申请 

依据免修规定，学生可以自主在网上申请“校内已修免修”、“校外已修免修”或“未修免修”自已

的课程任务，简单快捷地解决了各类留降级、转专业、转学后学生成绩互认或替代等管理难题。 

 未修免修：上传资格证明，说明特殊情况（港澳台生） 

 已修免修：用系统中已修课程免修培养计划中未修的课程，可一免一，多免一。 

 

学生自助免修申请 

15.  自助补修（重修）申请 

 转专业或双学位学生，可以在网上选择当前学期的开设课堂进行跟班修读 

 学生在线申请补修课程，依据学生培养计划中未修课程选择当前学期所开的课题(默认显示学时数

大于等于培养计划中要求的学时，可自由设定规则) 

 

学生自助补修申请 



 

 

16.  自助毕业审核、毕业自动批量审核 

 
毕业资格审查 

 

 

 

学位资格审查 

 

 

 



 

 

17.  信息化系统间无缝对接 

南方医科大学的“考易网络题库与考试评价系统”与教务系统可实现学生信息、成绩数据的简单、

高效的无缝衔接。 

 

18.  大数据分析及预警 

基于一体化、系统的教务数据流，各类教学水平（审核）评估数据基本可以做到一键生成。 

下面图示仅粗浅的数据统计，大数据级别的分析待系统发展第三阶段实现。 

 



 

 

 
 

 



 

 

 

此外，还可以从教室的角度，得出各类型教室的使用情况、教学资源利用率等，为教学改革提供数

据支撑 

19.  数据挖掘-自由拓展 

提供开放式的数据控掘接口，可快速从系统中提取所需数据:用户可以输入 SQL 语句直接从系统中

输出各类所需数据：如高基报表、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等。 

 

20.  借助微信，个体服务 

为了给教师和学生提供更为快捷的支持和服务，系统还附带了微信服务平台，提供学生和教师查课

表、查公告通知，学生查学习情况（学业完成情况、学分要求、绩点）、查成绩等功能。 

为了准确获取教师授课情况，该平台提供了学生微信评价功能，学生可以在课后通过微信平台对当

天授课的教师进行评价。 



 

 

  个人学习情况查询                          个人课表查询 

  
 

当天形成性评教 

  



 

 

      教学通知实时查询              形成性评学     

          

 

21.  增强的数据安全策略 

在信息时代，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最近几年，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络上都爆出了不少涉及高校

运行数据的安全事故；网络上甚至有手把手教你如保攻破当前主流教务系统产品的贴子。基于这种情况，

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保存就成了保证数据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 

因此，我们在系统中对一些敏感的数据(如学生成绩)进行了加密存储，这样黑客即便是攻破了服务

器，面对加密存储的数据也仍然会束手无策。系统还能实现数据库操作、系统应用、IP 黑名单、在线用

户、选课性能的在线实时监控。 

 



 

 

四、智慧教育展望 

NTSS 系统从教育教学核心理念出发，拟历经核心要素重构、系统功能完善、用户体验打造、智慧教

育融合共四个阶段，2016 年下半年拟向第三阶段迈进。 

依据先进的教育信息化理念，南方医科大学构建了崭新的四大教育教学信息化系统（综合教务系统、

网络题库考试评价系统、自主实习系统、学生管理系统），它们拥有相同的技术框架、设计思路。而目

前学校借国家、学校十三五教育信息化东风，正在将四大系统和已有的教学支持系统（开展混合教学平

台）开展不同于简单的单点登录机制的系统整合，真正在业务层面实现数据有序流转的智慧教育系统融

合。 

为了教育信息化减负、高效、融合的梦想，期待我们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