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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目前，全球已掀起一股信息高速公路规划和建设的高潮，作为其雏形，国际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相
连的计算机已近达数千万台，全球有数亿人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进行信息交换和各种业务处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积
累了大量信息资源，这些资源涉及人类面对和从事的各个领域、行业及社会公用服务信息。成为信息时代
全球可共享的最大信息基地。
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ＣＥＲＮＥＴ）于 １９９４ 年正式启动以来，已与国内几百所学校相连。为广大师生及
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环境。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中国教育科研网（ＣＥＲＮＥＴ）二期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计
划到 ２０００ 年二期工程完成时，除达到连接 １０００ 所大学的目标外，对有条件的中小学也提供接入上网服务。
的确，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小学校园网的建设已经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校
园网上的应用还不丰富，与学校原有一些计算机业务系统还没有充分发挥，应用水平的低下是对校园网资
源的极大浪费。只有提高校园网上的应用水平，才能切实提高学校各项业务水平，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
因而，如何利用当前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校园网资源，实现学校各项业务系统的集成，提高应用水平将是
学校校园网建设的下一个工作重点。
当前由于网络、数据库及与之相关的应用技术不断发展，尤其国际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和内部网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正在迈入网络中心计算（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时代。人们传
统的交互和工作模式正在改变。处在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们可以共享数据，使用群件技术（ＧｒｏｕｐＷａｒｅ）进而
能够协同工作；多媒体数据的存储、传输、应用技术的不断成熟；以上这些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学校传统
的计算机业务系统产生影响，使用户能更方便。更直观的使用系统，也使系统的性能更完善、功能更强大。
校园网建设的目标简而言之是将校园内各种不同应用的信息资源通过高性能的网络设备相互连接起
来，形成校园园区内部的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 系统，对外通过路由设备接入广域网。 建设校园网对每个学校来说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要经过周密的论证、谨慎的决策和紧张的施工。当一堆设备变成网络的时候，大部
分学校的满腔热情也慢慢地冷却凝固。校园网建成了，各种问题也不断涌现：设计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没有合
适的应用软件，许多设想根本无法实施，后续的维护费用不堪承受等等。

２、 校园网建设的必要性：
是否在学校采用最先进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学校应该处
于影响整个社会深刻变革的中心地位。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校园网信息系统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
的。
主要表现在：
１、当前校园网信息系统已经发展到了与校际互联、国际互联、静态资源共享、动态信息发布、远程教学和
协作工作的阶段，发展对学校教育现代化的建设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２、教育信息量的不断增多，使各级各类学校、家庭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信息计算机管理和教育信息服务
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个人是否具有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对于能否成功进入职业界和融入社会及文化
环境都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学校应该培养所有学生具有驾驭和掌握这种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信息技
术在作为青少年教育工具的同时也向青少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以及它们在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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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有的优势都是很多的，特别是计算机和多媒体系统的使用有助于个人化的道路，每个学生在个人的学习
道路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
３、我国各级教育研究部门、软件开发单位、教学设备供应商和各级学校不断开发提供了各种在网络上运行
的软件及多媒体系统，并且越来越形象化、实用化，迫切需要网络环境。
４、现代教育改革的需要。在校园网中将计算机引入教学各个环节，从而引起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
工具的重大革新。对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网络又为学校的管
理者和老师提供了获取资源、协同工作的有效途径。毫无疑问，校园网是学校提高管理水平、工作效率、改
善教学质量的有力手段，是解决信息时代教育问题的基本工具。
５、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相应产品价格不断下
降；同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大量计算机进入学校和家庭，使得计算机用于教育信息管
理和信息服务是完全可行的。

３、 校园网的设计目标：
由于校园网是一个新概念，在国内发展还不成熟，所以无论是学校、媒体，还是计算机业界，对校园网都
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并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偏见，不知道校园网应该起什么作用。
校园网缺乏相应的应用软件。现在所谓的校园网多是一些系统集成商基于先进的硬件设备提出的解决
方案，是设备集成。由于网络技术是一门比较新的技术，致使许多人产生了＂重视硬件，轻视软件＂的想法，国
内斥资开发这方面软件的企业也很少，造成了软件匮乏的局面。只注重有形的网络的建设而忽略了无形的文
化的建设是校园网失败的最关键的原因。这里所指的＂无形的文化＂是指人们的观念、工作方式、利益结构、
学校的管理运作模式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校园网的建设绝不仅仅只是涉及到技术问
题，而是会引起更深层次的变革，也就是说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一场革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
式。
作为系统集成商当然希望给学校的方案越先进越昂贵越好，但是作为学校必须研究，以后会有什么样的
用途，能不能发挥这些设备的潜能，这些设备能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但是，目前的校园网系统集成多数
是先进的设备的集成，少则几十万，一般几百万，多则几千万。花几百万采用 ＡＴＭ 技术建起来的网络，只用来
进行文件共享，没有合适的网络软件可运行。
校园网建设的目标应该是：
建设一个以办公自动化、计算机辅助教学、现代计算机校园文化为核心，以现代网络技术为依托，技
术先进、扩展性强、能覆盖全校主要楼宇的校园主干网络，将学校的各种 ＰＣ 机、工作站、终端设备和局域
网连接起来，并与有关广域网相连，在网上宣传自己和获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网上的教育资源。形成结构合理、内
外沟通的校园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能满足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开发各
类信息库和应用系统，为学校各类人员提供充分的网络信息服务。系统总体设计将本着总体规划、分布实
施的原则，充分体现系统的技术先进性、高度的安全可靠性，同时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可扩展性。本着为
学校着想，合理使用建设资金，使系统经济可行。

４、 校园网的总体设计思想：
校园网不只是涉及技术方面，而是包括网络设施、应用平台、信息资源、专业应用、人员素质等众多
成份的综合化以及信息化教学环境系统。因此，在总体上如何筹划、组织网络建设和开发应用的设计思想
是校园网建设中的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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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设计是校园网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工程蓝图，是搞好校园网建设的核心任务。进行校园网总体设计，
首先是进行对象研究和需求调查，弄清学校的性质、任务和改革发展的特点，对学校的信息化环境进行准
确的描述，明确系统建设的需求和条件；其次，在应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学校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 服务类型，
进而确定系统建设的具体目标，包括网络设施、站点设置、开发应用和管理等方面的目标；第三是确定网
络拓朴结构和功能，根据应用需求、建设目标和学校主要建筑分布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第四，确
定技术设计的原则要求，如在技术选型、布线设计、设备选择、软件配置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第五，规
划安排校园网建设的实施步骤。 校园网总体设计方案是否科学，要看其能否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１．整体规划安排。从学校建设的全局和全面工作需要出发，考虑部门的地理分布和通信条件。整体规划网
络建设方案，对网络系统的目标、总体结构、服务功能、经费预算、建设步骤等重大问题作出规定。
２．先进性、开放性和标准化相结合。尽量采用符合国际工业标准的、比较成熟的技术，兼顾网络技术的发
展方向，选择结构化、可扩充、多用途的网络产品，保证网络在较长时间内不落后。
３．结构合理。在通信网络、资源配置、系统服务和网络管理上有良好的分层设计，使网络结构清晰，便于
使用、管理和维护。
４．高效实用。着眼于教学、科研、管理的实际需要，用有限的资金优先解决工作急需的问题。设备易于使
用和维护。为科学研究提供先进平台，例如可视化计算，计算机协同作业，虚拟网络，虚拟现实，计算机
仿真，远程计算机与数据处理等。
５．支持宽带多媒体业务，例如远程教学、多媒体网络教室、会议电视 ６．为学术交流提供良好的环境与
ＣＥＲＮＥＴ、ＣＨＩＮＡＮＥＴ 等进行高速互连，快速访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与国内外同行交流信息、协同工作和展示学校的
形象。

５、 校园网建设的整体内容：
一个完整的校园网建设根据软硬件结合主要包括两个内容：技术方案设计；应用信息系统资源建设。
技术方案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结构化布线与设备选择、网络技术选型。
应用信息系统资源建设主要包括：内部信息资源建设、外部信息资源建设等的选择。内部信息资源建设包
括校园办公管理系统、多媒体网络教室、多媒体电子图书阅览室、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系统、内部通信信
息服务系统、视频点播等。外部信息资源建设包括学校主页、远程教学、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信息管理等。

６、 校园网建设的具体内容：
６ ．１ 技术方案设计：
６．１．１ 结构化布线与设备选择设计：
结构化布线设计应该满足以下目标：
１． 满足大楼各项主要业务的需求，且兼顾未来长远发展
２． 符合当前和长远的信息传输要求
３． 布线系统设计遵从国际（ＩＳＯ／ＩＥＣ １１８０１） 标准和邮电部和建设部标准，布线系统采用国际标准建议的
星型拓扑结构
４． 布线系统将支持语音、数据等综合信息（如 ＩＳＤＮ 、 Ｂ－ＩＳＤＮ 、 ＡＴＭ 等）的高质量传输，并适应各种
不同类型不同厂商的电脑及网络产品
５． 布线系统的信息出口采用国际标准的 ＲＪ４５ 插座，以同一的线路规格和设备接口，使任意信息点都能接
插不同类型的终端设备，如电脑、打印机、网络终端、电话机、传真机等，以支持话音、数据、图象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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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和多媒体信息的传输
６． 布线系统符合综合业务数据网 ＩＳＤＮ 的要求，以便与国内国际其它网络互连。
６．１．２ 网络技术选型设计：
校园网网络系统基本可分为校园网络中心、教学子网、办公子网、图书馆子网、宿舍区子网及后勤子
网等。
（一） 校园网络中心的设计：
网络中心设计主要包括主干网络的设计、校园网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互连、远程访问服务等。
（Ａ）在网络中心的核心是主干网络的设计：
千兆以太网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技术，和快速以太网相比，提供更高更快的传输速度，还有更好的第
三层交换能力，能管理更高的带宽，更高的流量。其技术较 ＡＴＭ 简单，而且价格合理。由于相应的千兆以
太网标准已经出台，目前千兆以太网已是局域网发展的主要方向。
推荐使用联想新近推出的 ＬＳ－５６０８Ｇ 智能型 ８ 口机箱式千兆以太网交换机作为校园网的中心交换机。
该交换机提供 ８ 个插槽，可选插 ８ 口的 １０／１００ Ｂａｓｅ－ＴＸ、２ 口的 １００Ｂａｓｅ－ＦＸ 或 １ 口的千兆以太网模块。可
选模块如下：
１．

ＭＳ－５１０１ ８ 口 １０／１００Ｂａｓｅ－ＴＸ 模块

２．

ＭＳ－５１０２ ２ 口 １００Ｂａｓｅ－ＦＸ 模块

３．

ＭＳ－５１０３ １ 口千兆位以太网模块（ＳＸ／ＭＭ／８５０ｎｍ，０－３５０ｍ）

４．

ＭＳ－５１０４ １ 口千兆位以太网模块（ＬＸ／ＳＭ／１３１０ｎｍ，０－６ｋｍ）
它可适用于大型主干网络，高速率、高端口密度、多端口类型的复杂网络，需要千兆以太网的网
络环境等。
我们可以选择 ＭＳ－５１０３ １ 口千兆位以太网模块（ＳＸ／ＭＭ／８５０ｎｍ，０－３５０ｍ）或 ＭＳ－５１０４ １ 口千兆位
以太网模块（ＬＸ／ＳＭ／１３１０ｎｍ，０－６ｋｍ）与下面的各个子网通过千兆位的链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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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校园网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互连：
推荐采用局域网专线接入方式，此方式需要配备路由器（Ｒｏｕｔｅｒ）等设备， 租用电信部门的专线 ＤＤＮ
或 Ｆｒａｍｅ Ｒｅｌａｙ，也可申请 ＩＳＤＮ 专线并向 ＣＥＲＮＥＴ 管理部门申请 ＩＰ 地址及注册域名，以专线方式连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并提供放火墙、计费管理等功能。
本方案选用联想的 ＬＲ－２５０１ 路由器，具有 １ 个局域网（ＬＡＮ）口，２ 个广域网（ＷＡＮ）口和 １ 个控制台。
支持以下协议： 帧中继（Ｆｒａｍｅ－Ｒｅｌａｙ）、Ｘ．２５、ＰＰＰ、ＨＤＬＣ。

（Ｃ）远程访问服务
随着日益增长的远程用户（如在家中上网，欲访问校园内部网查找资料的教师及学生）需要，这些用
户需要拨号访问校园内部网。他们需要校园网提供远程访问服务。
联想推出的 ＬＡ－２２０ 和 ＬＡ－２４０ 访问服务器，安装在本地局域网中，通过 １ 个至 ４ 个调制解调器（或
ＩＳＤＮ ＴＡ）和 １ 至 ４ 根电话线，为位于任何地方远程访问人员提供拨号访问本地局域网的服务。远程用户只
要在当地拥有 １ 个调制解调器和 １ 根电话线，通过拨接 ＬＡ－２２０ 或 ＬＡ－２４０ 上所连接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使
其计算机登录、访问本地局域网上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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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子网的设计
校园网建网的目的之一。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实现多媒体教学，如：
交互式多媒体课堂：在网络多媒体教室中，学生查找文本、视频资料，进行主动的学习，老师起到引
导和把握方向的作用。
电子阅览室：把各种影视，教学资料存放在视频库中。在阅览室内利用计算机网络观看。
教师培训：教师在办公室内，利用网络观看放在视频库中的教学示范或为备课查看视频资料
多媒体教学的难点在于实现视频信号的传输（如 ＶＯＤ 视频点播），其困难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视频信号数字化后的数据量非常宏大，例如，一幅 ＮＴＳＣ 标准的 ２４ 位真彩色图像约占 １ＭＢ 空间，要在计算
机上实现全活动的视像，则帧速率为 ３０ 帧／秒，１ 秒钟的视频数据占 ３０ＭＢ 空间，显然。仅依靠现有的存贮
技术根本无法实现，更不要说在网络上实时传输。ＩＳＯ 制定了将动态图像进行压缩的 ＭＰＥＧ 标准，其中 ＭＰＥＧ－１
把视频和伴音信息压缩到 １．２Ｍ／Ｂ－１．５Ｍ／Ｂ。另外 Ｉｎｔｅｌ 公司的 Ｉｎｄｅｏ Ｖｉｄｅｏ 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在其产
品中，视频信号所占用的带宽小于 ５００Ｋ／Ｂ。
以太网使用 ＣＳＭＡ／ＣＤ 介质访问规程。任一工作站要进入网络都必须采用这种带有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
多路访问方式，其结果是，每个数据包传送所需要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使得传送的视频信
号不能同步，因而产生噪声和图像失真，为解决这个问题，Ｈ．３２３ 标准应运而生。它规定所有数据包所占
用时间的长度是相同的，这就为在局域网上传送视频创造了条件。
总之，在局域网上实时传送高质量的视频数据还未成熟，但传送压缩后的视频确是可行的。在教学过
程中，大量传送的是文本、图像和部分的视频等数据，对速度要求较高，所以我们推荐所有教学用端口采
用 １００Ｍ 交换式以太网口，主要端口至少采用 １００Ｍ 交换式以太网口。
在这里，我们推荐联想 ＬＳ－５６２５ 智能型 ２４＋１ 口 １０／１００Ｍ 自适应以太网交换机。它提供 ２４ 个 １０／１００Ｍ
交换式端口和一个扩展插槽，可选插 １ 个 ８ 口的 １０／１００ Ｂａｓｅ－ＴＸ、１ 个 ２ 口的 １００Ｂａｓｅ－ＦＸ 或 １ 个 １ 口的千
兆以太网模块。
模块的型号如下：
ＭＳ－５１０１ ８ 口 １０／１００Ｂａｓｅ－ＴＸ 模块
ＭＳ－５１０２ ２ 口 １００Ｂａｓｅ－ＦＸ 模块 （多模，１３１０ｎｍ 波长，０－２ｋｍ）
ＭＳ－５１０３ １ 口千兆位以太网模块（短波／多模／８５０ｎｍ，０－３５０ｍ）
ＭＳ－５１０４ １ 口千兆位以太网模块（长波／单模／１３１０ｎｍ，０－６ｋｍ）
但实际上大量用户（指超过 ６０ 个流）的视频传输的瓶颈在于存储介质的外部传输速率，因此可选用多
通道的磁盘阵列接多台主机的方式提高访问的总线带宽。
在教学子网的软件方面，可选用的种类较多，如：联想传奇（ＰａｒａＳａｇａ）电子教室、海航的电子阅览室，
中教的课件制作系统等。传奇（ＰａｒａＳａｇａ）电子教室 ｖ４．０ 具有丰富的功能，主要分为三大类：教学功能、管
理功能和一些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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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公子网的设计
办公子网主要面向学校的各级领导以及各职能部门，为实现学校管理的现代化服务。办公计算机所实
现的功能主要是对网络数据的查询、修改、添加、删除等操作。网络数据应该传输得比较快，才能提高办
公的效率。同时，办公计算机应该能够达到支持视频传送的要求。
网络办公管理信息系统包括办公管理、思教管理、教务管理、总务管理、财务报表管理等。
鉴于办公子网将支持视频功能，推荐采用交换式 １０／１００Ｍ 端口，部分采用共享式 １０／１００Ｍ．
在此，我们向您隆重推荐联想 ＬＨ－２６２７ ２４＋３ 口 １０／１００Ｍ 自适应集线器或 ＬＨ－２６１３ １２＋１ 口 １０／１００Ｍ 自
适应集线器。ＬＨ－２６２７ 和 ＬＨ－２６１３ 是联想根据中国用户的需求推出的适合国人应用的网络设备。这两款集
线器除具备普通双速集线器的功能外，还专门提供了交换式端口。交换式端口能够为连接在该端口上的设
备提供独享的 １０／１００Ｍ 的带宽，极大地提高了数据传输的速率，可用于解决服务器瓶颈，或为连接网络主
干提供更大的带宽。
另外办公子网有共享打印需求，我们提供了联想 ＬＰ－１３６ ３ 口 １０／１００Ｍ 以太网打印服务器，其提供 ３ 个
标准并口，可连接三台任意标准并口打印机。
办公子网对应的软件有科利华等公司研制开发的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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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书馆子网的设计
图书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其内部可以专门配备一套主机连接光盘塔以及若干查询终端。用于教
师及学生对图书及目录通过相应的索引软件进行查找。
图书馆的其它办公计算机仍然接入校园办公子网。
图书馆通过 １００Ｍ 交换口连入校园网，而各个查询终端可以采用 １０／１００Ｍ 共享式端口。
我们推荐联想 ＬＳ－３０１６ １６ 口 １０／１００Ｍ 自适应以太网交换机，它提供了优良的每端口性能价格比，并支
持基于端口的 ＶＬＡＮ 划分。
图书馆管理系统对应的软件在市场上有较多且成熟的相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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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宿舍区子网及后勤子网等的设计
宿舍区子网即在学生宿舍内部连网，可以直接浏览学校发布的信息及查阅一些电子文档资料。后勤子
网覆盖范围较大，主要用途有食堂 ＩＣ 卡计费系统等。
于宿舍区子网及后勤子网对带宽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可选用共享 １０Ｍ／１００Ｍ 的端口。
联想的 ＬＨ－２０１６ １６ 口 １０／１００Ｍ 自适应集线器提供 １６ 个双速集线器端口，能够自动适应所接设备的速
度（１０／１００Ｍｂｐｓ），每台 ＬＨ－２０１６ 背面都有 ２ 个堆叠口，利用这两个堆叠口最多可堆叠 ６ 台集线器，最大
可用端口数为 ９６ 个。

（六）总体简述：
全体方案设计如下：采用联想的 ＬＳ－５６０８Ｇ 智能型 ８ 口机箱式以太网交换机作为校园网的中心主交换
机，其提供了千兆位的交换能力。

第 １１ 页 共 １４ 页

北京信达吉成科技有限公司

Ｉ＠ｃｈｉｅｖｅ

由于校园网是一个园区网，因此网络主干采用光纤，通过中心交换机的千兆模块或快速以太网模块连
接到几个主要建筑的二级交换机上。二级交换机我们选用了联想的 ＬＳ－５６２５ 智能型 ２４＋１ 口 １０／１００Ｍ 自适
应以太网交换机，并选插 １ 个 ２ 口的 １００Ｂａｓｅ－ＦＸ 或 １ 个 １ 口的千兆以太网模块向上级联。
二级交换机 ＬＳ－５６２５ 向下连接 ＬＳ－３０１６ １６ 口 １０／１００Ｍ 自适应以太网交换机、ＬＨ－２６２７ ２４＋３ 口 １０／１００Ｍｂｐｓ
自适应集线器、ＬＨ－２６１３ １２＋１ 口 １０／１００Ｍｂｐｓ 自适应集线器、ＬＨ－２０１６ １６ 口 １０／１００Ｍｂｐｓ 自适应可堆叠集线
器、ＬＡ－２４０ 或 ＬＡ－２２０ 访问服务器和 ＬＲ－２５０１ 路由器，以及 ＬＮ－１０１８ 以太网卡、ＬＮ－１０６８ 或 ＬＮ－１０６８Ａ 快速
以太网卡。 这样通过联想全系列的网络产品即可构建一个完整、先进、可靠的校园网硬件平台，从而有利
于学校校园网信息系统使用和维护，便于它的发展、扩充和升级，保护用户投资．

６ ．２ 信息系统资源建设
６．２．１ 内部信息资源建设
内部信息资源建设可分为以下几个模块：校长查询，学生管理，课程管理，思教管理，教工管理，党
务管理，工资管理，财产管理，档案管理，文件管理等。其模块的功能如下：
校长查询模块：创建、修改、删除用户帐号，更改用户权限；对学生管理，课程管理，思教管理，教工管
理，党务管理，工资管理，财产管理，档案管理，文件管理所录入的内容进行浏览、查询、统计操作。
学生管理模块：进行新生入学、升班操作、毕业处理操作；维护学生档案，包括学生基本信息、成绩、评
语、奖惩、考勤等记录的增、删、改。
课程管理模块：编排课表，并提供冲突校验；选择任意的组合条件查询课表（可选项包括班级名称、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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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课程名等）。
思教管理模块：提供了文明班评比周表、总表，量化班级评比结果及班主任工作；管理三好学生、共青团
员、少先队员及个别生的各项信息。
教工管理模块：管理教工档案，包括教工基本信息、社会关系、职称历史、履历、发表论文情况、参加培
训记录等。
党务管理模块：灵活设定支部，管理党员各项信息（包括入党时间、入党地点、介绍人等），党组织活动
出勤记录，交纳党费情况及参加党内培训情况。
工资管理模块：工资结构可以按各学校的实际情况自定义；实现自动计税；自动计算工资总额；可选择字
体、字号等，方便打印符合用户需要的工资条。
财产管理模块：包括对消耗品帐目、出库单、入库单、固定资产及物品代码的管理。
档案管理模块：分为卷宗信息管理和卷内文件管理。可按期限长短或其他分类方法管理档案信息。
文件管理模块：主要进行收文管理，包括题目、日期、主要内容、文件来处、阅办单位等信息的管理；可
按保密等级或其他分类方法管理文件信息。
６．２．２ 外部信息资源建设
外部信息资源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功能：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功能、远程访问功能、电子邮件功能、以多媒体方
式介绍学校的功能、讨论和交流功能、信息发布功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功能、远程访问功能： 在信息时代宣传学校、发布学校的信息，对提供学校的知名度，同时
共享教育资源非常有意义。校园网信息平台具有配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功能，只要学校配备了相关的网络设备，申请
了线路，那么学校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站点就可开通。除校务处理和个人信息以外，其他均可被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用户访问。
如果学校还没有条件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可以安装 Ｍｏｄｅｍ 让用户远程拨号入网。
电子邮件功能：
校园网信息平台应有功能强大的邮件系统，可以为每个使用者建立自己的信箱，安全保密又极大地方便
了通信。许多事务处理均可以通过邮件提醒，高效便利。
以多媒体方式介绍学校：
校园网信息平台可以让学校以多媒体主页的方式综合介绍学校。这是展示学校风采的最佳手段。
讨论和交流功能：
校园网信息平台具有讨论的功能，可以允许所有人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种讨论的好处在于
它可以保留讨论的过程，并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教学研讨、经验交流等均是以讨论的形式出现。
信息发布功能：
学校有许多信息需要向老师、学生或社会公布，如学校的规章制度、招生信息、教学信息等，它们共同
的特点是只许看不能改，校园网信息平台的安全体系应保证这一点。

７、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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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网络化建设必然会对学校的信息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学校的办公提供简单、有效、便捷
的理想环境，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迅捷提供有效的数据信息。由于建立了校园网，一方面缩短了学校与外
界的距离，利用电子邮件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电话等服务 ，扩大了学校与外界的交流；另一方面，构建了以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
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推动了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为学校今后的快速发展准备了条件。随着学校的校园网
建设的普及化，学校将会进入一个科学管理和科学教学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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