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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背景

高校信息化平台积累大量学生数据

学生全信息查询平台的建立

学生信息种类具有高度相似性

学生查询需求具有高度相似性

通用信息模型是查询平台的基础工作



一、应用背景-全信息分类

常用信息

学业信息

经历信息

奖惩信息

就业信息

资助信息

心理信息

财务信息

学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婚姻、政治面
貌、证件、院系、专业、方向、年级、国家、
籍贯、班级、家庭信息

课程成绩、成绩排名、录取类别、学制、学科、
学籍状态、学籍异动

教育经历、工作经历、职务、助理、培训、实
习、志愿服务、出国、参军

奖学金、奖励、处分

毕业去向、就业形式、委培单位、档案

贫困生、困难类别、助学金、国家助学、借款

危机干预、疾病、寄养、是否丧亲

校园卡、银行卡、就医卡、学费、住宿费



一、应用背景-难点分析

 数据来源多

 数据项差别显示
类似学号简单的数据项可以直接显示，而家庭信息、异动记录等复杂信息要进一步

扩展呈现，数据要进行二次处理。

 分级别访问
学工部部长与一个普通学工干事可以查询的学生数据项不同。学工部部长可查看心

理信息，普通干事则不行。

 限制本院系访问
这是从学生群体定义的访问权限。即一个院系教务只可以访问本院系的学生数据。

如数学学院的教务、干事等只能查询到数学学院的学生的数据。

 关键信息授权访问

由于数据的来源于很多单位。研究生的基础学籍信息来源于研究生院管理系统，对

于学生身份证这样的敏感信息可以限制为不能被查询。对于类似的数据项，要设置最

高访问开关，限制所有用户访问。

 数据动态更新



二、信息模型-数据抽象分类

 基本结构数据

基本结构数据是可以用关系型数据库中的一种数据结构字

段表征的数据。比如学号、姓名等，均可以用一个字段（字符型

）来定义。

 卡片结构数据

卡片结构数据指的是需要一个以上数据结构字段或者利用

XML、HTML等方式表征的数据。如家庭信息。家庭信息中一般

包括家庭关系、姓名、电话、工作单位等数据，这些信息每一个

虽然可以用一个单独数据结构表征，但家庭信息是一个集合。家

庭信息的这种展示模式我们称为卡片结构数据。



二、信息模型-元素1

 数据项

数据项是数据的载体

。包括基本数据机构和卡

片结构两种类型。用户在

查询信息平台中查询的结

果是数据项的集合。

FIELDID 字段ID

FIELDNAME 字段名称

VIEWID 字段所在视图的ID

VIEWNAME 字段所在视图的名称

SORTNO
字段排序依据(格式：view的编号+组
内编号)

SHOW_MORE
字段是否要显示更多信息，采用页面
点击加载的方式

SECOND_QUERY 字段是否需要进行二次查询

FILTER_A 过滤研究生

FILTER_B 过滤本科生

FILTER_C 过滤研究生毕业生

XG_CX_1_Q 校领导-查询权限

XG_CX_1_R 校领导-查看权限

XG_CX_2_Q 学工部部长-查询权限

XG_CX_2_R 学工部部长-查看权限

XG_CX_3_Q 团委书记-查询权限

… …



二、信息模型-元素2

 数据视图

学生全信息的八类信

息，从根本上是八类逻辑

数据视图。视图中明确定

义每类信息的数据项字段

。该数据项可以是明确数

据源，也可以只是一种定

义。技术上采用物化视图

是较好的选择。



二、信息模型-元素3

 用户与角色

用户从属于某角色。角色不仅是平台中功能的集合，而

且某一个角色属于某个管理级别。



二、信息模型-元素4

 管理级别

实现按照管理级别呈现不同数据项。



二、信息模型-元素5

 源权限

关键信息的访问权限利用源权限进行限定。



二、信息模型-模型元素及关系

数据视图

数据项

用户角色

管理级别

源权限

1、主视图

2、视图关联

1、基础结构数据

2、卡片结构数据

功能、数据

权限集合

数据项权限集合

数据发布单位特

殊要求数据权限

关系1：视图与字段的关系

关系2：查询权限和查看权限

关系3：角色和管理级别关系

关系4：特殊权限要求                



二、信息模型-信息模型

管理级别

逻辑数据视图

数据项源权限

用户角色

数
据
层

过
滤
层

角
色
层

Request

Response



三、关键技术-物化视图建立数据视图

 关键：将基础数据结构和卡片数据全部建立字段

 物化视图保证数据的虚拟性和实时性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MV_XG_CX_CYXX AS

(SELECT jbxx.xh v1_xh, //学号

jbxx.xm v1_xm,//姓名

jbxx.xmpy v1_xmpy,..//姓名拼音

CAST('' AS VARCHAR2(1)) v1_jtcy //家庭成员

FROM  xj_yj_jbxx jbxx

…..)

xh，xm，xmpy为基础机构数据，jtcy（家庭成员）为卡片结构数据。



三、关键技术-多数据整合方式

 数据交换平台

 web service

部分数据不具备交换条件，可以采用web服务模式

。比如学生的组织关系信息，可以通过访问组织部web

服务来获得。这种模式与数据项的定义模式吻合程度特

别高。

系统开发时，将所有需要web服务的项目整合到一

起，作为独立的接口，实现系统的松耦合。



三、关键技术-数据项设置（节选）

FIELDID 字段ID

FIELDNAME 字段名称

VIEWID 字段所在视图的ID

VIEWNAME 字段所在视图的名称

SORTNO
字段排序依据(格式：view的编号+组
内编号)

SHOW_MORE
字段是否要显示更多信息，采用页面
点击加载的方式

SECOND_QUERY 字段是否需要进行二次查询

FILTER_A 过滤研究生

FILTER_B 过滤本科生

FILTER_C 过滤研究生毕业生

XG_CX_1_Q 校领导-查询权限

XG_CX_1_R 校领导-查看权限

XG_CX_2_Q 学工部部长-查询权限

XG_CX_2_R 学工部部长-查看权限

XG_CX_3_Q 团委书记-查询权限

… …



三、关键技术-卡片数据

 SHOW MORE

平台中将此类数据统一至方法getMoreInfo中。通过传递字
段属性名称和学号等信息，后台处理数据完毕后，将数据以
HTML方式或者XML反馈至客户端浏览器.
请求：colName:V1_XNJZDZ;xh:1101231231

返回：<table class='dataintable' width=100%'><tr><td width=60px >住宿
标准</td><td>2011/1020.00； 2012/1020.00；</td><tr><td  

width=60px>住宿变更</td><td>2013-07-15 : 燕园42楼319房间-01床->无
<br></td></table>



三、关键技术-卡片数据

 SECOND QUERY

这种方式和第一种方式最大不同是不需要页面点击，二次发
送Request，而是查询结果中预先进行了处理。



三、关键技术-页面展现

 EXTJS

 页面元素采用动态插入

将每个数据项作为一个Panel，在利用ExtJs中的
Ext.Panel的add方法，在页面中动态添加。

 元素的ID规则

在平台中，所有数据项的处理依托于每个元素的ID
，所以无论在前台页面还是后台处理，均采用统一的ID
。ID的名字与数据库中数据项定义保持一致。



四、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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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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