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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designs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lumni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ak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alumni 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mainly studies the functional design, functional module framework, 

interface design, software and hardware environment design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lumni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work.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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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初步设计了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研发的内容，以数学建模校友为研究

切入点，主要研究了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功能模块构架、界面设计、软

硬件环境设计，以此开展通过数学建模工作信息化推动终身育人的整体设计与实践探索。 

1．引言 

随着信息化、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数学建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数学开始从

后台走向前台，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CUMCM）开展已有26年，美国数学建模与交叉

学科建模竞赛（MCM/ICM）已开展35年，每年参赛队伍数量与日俱增，2018年CUMCM的参

赛人数超过12万人、MCM/ICM的参赛人数超过6万人，数学建模竞赛成为了世界范围内规模

最大的学科竞赛，通过竞赛推动了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推动了数学的应用，使更多的校友知

道如何使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包括专业学习问题、工作问题、生活问题、兴趣问题），

对参加过数学建模活动的校友（含数学建模参赛队员、数学建模协会成员、数学建模爱好者）

（简称数学建模校友）的未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来

说，学校需要及时地保持对数学建模校友发展的长期关注，支持他们的事业，也收获他们对

学校的支持。目前全国只有部分高校有校友信息管理系统，且几乎没有针对数学建模校友的

信息管理系统或子系统，通过研发该系统，可以提高数学建模校友资源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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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将成为协助终身育人、实现教育情怀的有力工具。有的观点认为单纯通过即时聊天工

具即可满足需求的实时收集，但实则不然，即时聊天工具无法满足长期存储、查找信息和数

据分析的需要，且安全性无法由学校保障，因此学校有必要自行研发校友信息管理系统，无

论从学校工作的规范性还是从更多专项功能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 

2．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 

根据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研发的目的（对校友的终身教育与支持）来设计其功能。

对校友的终身教育与支持包括如下方面： 

1. 面向校友类别的规模型支持 

本文将校友分类为：（1）在校学习型；（2）纯学历进修型；（3）专业对口工作型；（4）

跨行工作型。系统根据校友填写的个人信息资料进行数据分析，自动将校友标记为对应的类

别，当系统管理员选择某分类时，系统页面会自动出现符合该类的校友列表。对于在校学习

型校友，系统向校友提供（群发）通用型学习资料。对于纯学历进修型校友，系统向校友提

供（群发）通用型进修考试资料、解答、视频资源地址。对于专业对口工作型校友，系统向

校友提供（群发）专业工作资料、业界动态。对于跨行工作型校友，系统向校友提供（群发）

跨行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资料（包括跨学科交叉创新想法）。 

2. 面向校友个人的定制型支持 

面向校友个人的定制型支持，是一种动态支持，随着校友在不同时间段的需求而进行动

态变化，支持的类别包括：（1）工作支持；（2）兴趣支持；（3）生活支持。 

工作支持是对校友在不同发展阶段开展的工作的全面支持；兴趣支持是对校友本身原生

动力兴趣的支持；生活支持是对校友的生活和家庭的支持，包括方法扶贫、精神扶贫等。 

进一步地，设计其他常用功能，将上述功能以模块、服务与描述形式形成如下表1。 

表1 功能描述 

功能模块 服务 功能描述 

 

数学建模 

校友管理 

校友数据 管理数学建模校友档案信息，包括基本信

息、后续深造院校、管理校友组建或者参加

的校友会 

部门管理 

校友组织 

消息管理 

短信/邮件 

模板 
提供基本的信息服务，对消息模板进行设计

修改，提供对消息发送状态的统计 
短信/邮件 

发件箱 

消息统计 

数学建模 

校友服务 

服务管理 

对数学建模校友行为进行管理维护，向校友

提供支持型工具、资料、方案 

活动管理 

捐赠管理 

意见反馈 

新闻管理 新闻栏目 管理手机、微信及网页端新闻维护 

快捷审批 校友审核 对数学建模校友行为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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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功能的实现方法 

系统需要收集校友的入学时间、所修专业、在校成绩以及毕业后首次工作岗位所属专业

等信息。由于校友数据十分庞大，数据处理速度是考验系统性能的最大难题，因此可以通过

Excel文件批量导入、批量修改数据，自定义主表、附属表及任意字段数据导出功能，多层次

字段排序、层级筛选、分类查询、统计功能，任意关键字搜索、筛选数据，计算，方便工作

人员随时查询、调用、管理校友数据。 

为研发这一系统，本文首先需要收集校友信息建立数学建模校友数据库将校友资料进行

分类整理，如图1所示。首先可将系统研发工作分为如下部分：数据收集、数据整理、网页设

计，并分别交至专人处理，设计工作日程表，项目负责人跟踪进度。各种信息的收集可采用

回溯方法，2017级校友了解2016级校友的情况（主要指数学建模协会（学生社团）成员在各

二级学院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以此类推，可追溯至各级校友。 

      

图1  校友资料数据分类图                       图2  数学建模校友资料分类 

4．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的界面设计 

对于网页端系统，在首次登录时界面可设计如图3所示，需要通过输入用户名、密码、验

证码，并绑定手机号，如图4所示。 

               

图3  系统网页端登录界面                       图4  绑定手机号图示 

为确保系统安全可控，应全部采用实名制，系统管理员和注册系统登录的校友都应采用

实名登录。数学建模校友注册完毕后，以类似如图5的形式显现其分布（目前尚未注册完毕，

此图仅为示例，实际不止图中区域）。对于数学建模校友管理功能，可以设计为如图6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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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数学建模校友分布图                   图6  数学建模校友管理页面设计 

对于数学建模校友管理功能，可以设计为如图7页面。对于数学建模新生（大一数学建模

协会新进成员），可以设计相应的管理模块如图8所示。 

                           

图7  数学建模校友服务页面设计           图8  数学建模新生校友管理页面设计 

5．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的软硬件环境设计 

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需要一定的软硬件环境作为支撑，可以从以下方面进

行考虑：（1）服务器。服务器是系统的核心支撑，其硬件配置有一定的要求，可以考虑采用

8核16G内存、500G硬盘（虚拟机实体机云服务器均可，因为涉及快捷、校友隐私，要求独立

服务器，不与其他系统共用，以保证安全和反应速度）。（2）操作系统。操作系统需Cent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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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及以上，因学校工作人员担任管理员，需提供服务器的root密码。（3）端口。系统需要开

通如下端口：80端口（http默认端口）、8080端口（后台管理系统端口tomcat启动）、8088端

口（文件传输端口）、443端口（https服务端口，以支持微信公众号）、22端口（方便远程部

署（不开通可提供vpn或者其他可登录服务器的方式））。（4）网络。网络是保障系统实现

校友与学校沟通的关键，需要一个公网地址以及提供一个域名，提供的域名必须解析到提供

的公网IP上，公网IP需要与内网IP各个端口相对应。服务部署完后要求网络必须畅通，服务

器应有UPS电源，防止突然断电导致服务器出现不必要的故障影响校友正常使用。 

6．研究展望 

本研究为各专业终身深度育人的方法提供参考依据，为学校开展常规教学、人才培养状

态工作评估、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招生就业等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研究观点为：数

学建模校友工作的核心在于实现终身深度育人。研究改进设想：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

还只是初步设计，没有成为常规工作的常用工具进行广泛使用，缺乏面向专业和需求的精细

化统计分析功能，缺乏长期实践效果分析，从国际交流与合作角度看，缺英文版本系统，因

此需要继续研究，将其开发成型，然后推进数学建模校友信息管理系统电脑网页版的经常性

使用，将各项功能的使用转化为对学校各项工作的实际支持效果，推进面向专业和需求的精

细化统计分析功能的实现研究，推进动态数据的星级管理、微信公众平台的使用，以及手机

APP、英文版的开发工作。未来研究方向包括：（1）建立数学建模校友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

集中存放数学建模校友信息与数据。（2）从方便校友会工作的日常管理出发，实现功能包括

数据的新增、查询、下载、删除以及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3）分配用户角色与权限，实

现不同角色的功能。（4）建立系统管理，便于超级用户的基本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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