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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服务模式高校教师的移动手机OA办公自动化系统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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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教学办公OA系统实现的理论基础，以及开发设计期间所面对的语言环境。在此基础上重

点论述了关于云服务模式下移动手机端OA系统开发框架构建，以及不同使用功能在系统中的程序表达，帮助提升系统
实用性，为高校教育工作人员创建更高效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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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ffice Automation(OA)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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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during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On this basis,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the mobile phone OA system in cloud service mode and the programming of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system to improve the system practicability,creating a more efficient work environment for college educators.

1 引言(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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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所应用的移动手机OA办公自动化软件，应包

含日常教学使用需求，例如对课程安排和课后作业布置，软

同语言环境下设计出的软件系统，在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性，严格区分接下来的语言设计才能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2]。

2.2 ASP应用
应用动态服务器来开发移动客户端的办公系统，在功能

容展开探讨，充分体现出云服务模式的强大运算处理，以及

层面上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化。关于设计过程中的资源优化利

数据存储能力[1]。在B/S技术下，浏览器中会自动存储相关脚

用，充分体现出移动网络环境下信息获取的高效性，针对管

本语言，用于支持移动手机办公软件运行，使用功能与操作

理控制期间可能会产生的隐患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实现对问

界面之间通过数据信息交流来实现传输。该项结构能够建立

题更深入的解决规划。高校教师工作软件中，使用需要观察

起移动手机客户端与云服务模式之间的联系性，将云服务环

系统内的控制功能，实现各项管理功能，确保系统处理日常

境下强大的功能引入到手机中，从而实现开发成本的有效降

数据的速度。应用ASP模式后，在系统的操作界面中，可以

低。在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规

根据用户使用需求来划分具体功能，满足不同使用需求，并

划设计，从而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建立起长期服务体系。

2 教学办公OA系统开发环境(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the OA system for college teachers)

3 移动手机OA办公自动化系统设计(Design of the
mobile phone OA system for college teachers)

2.1 Java语言应用

3.1 教务工作工作量计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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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还需要设计交流区域，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针对学习内

应用Java语言来进行高校教师OA办公自动化系统设计，

云服务模式下进行的教务工作量计算，基于工作量计算

融合了C#语言环境中的优势，能够对数据进行更细致的划

基础上所开展的各项资源共享处理任务，最终结果更符合实

分，传输到功能操作界面中。对于当前比较常见的语言控制

际情况，并且不会受到使用安全性的影响。如果工作量计算

环境，Java汇编语言应用后具有更强大的承载能力，并且对

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误差，接下来开展的各项计量工作也会

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更理想。高校教师办公系统开发中，选择

因此受到影响，系统设计中按照图1中的功能模块来进行。

开发语言也要考虑其处理能力是否在最佳控制状态下，并充

最底层添加和删除等部分功能是直接面对操作者的。

分结合所应用的技术方法，为接下来所开展的系统开发设计

工作量计算完成后会根据不同数据类型将其划分到所属模块

创建稳定的语言环境，以免最终设计效果因此受到影响。不

中，功能操作界面与工作量计算层之间在转换层处理下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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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软件程序设计可以先根据不同模块功能来进行，完善

节中可以满足教师用户的使用需求。不同功能层处于独立状

不同操作控制层的使用功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关功能的

态，在最终的控制系统中形成程序联系，这样当使用指令信

深入完善，从而达到最佳优化处理效果，为高校教师处理工

息发出后，系统内会自动做出运算分析，将其按照归类所属

[3]

作建立适合的工作基础 。软件程序和硬件操作系统之间建立

直接分配到相关任务层中，节省信息处理所用时间，符合

起一个适合的联系体系，并针对当前常见技术性问题来探究

移动手机客户端的办公使用需求。对于系统运行中比较常见

预防措施，从结构优化运行层面来增进软件与硬件系统之间

的参数误差问题，进入到云计算模式下也能自动完成校正处

[4]

理，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在使用阶段。与结构对应的各个
教学功能也是设计期间需要重点优化的部分，办公任务开展

中应该体现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在结构设计中重

期间如果不能充分解决这一问题，未来各项控制任务进行也

点针对云服务模式加以运行。

将会因此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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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程度，从而达到最佳控制管理效果 。高校教师工作任
务大部分是针对课程实验来进行的，因此在自动化办公系统

z.

图2 教学办公系统功能模块

Fig.2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OA system for

图1 教务工作量计算系统

college teachers

Fig.1 Teaching workload calculation system

3.4 数据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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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云服务下平台构建

数据库设计建立需要确定不同任务在系统中所对应的代

码，将代码直接输入到控制程序中，根据所接收到的信息发
现其中出现的这一代码，便能完成程序和结构之间的转换，

是否在设计期间存在数据库运行效率不理想的情况。选择适

将请求传输到对应的功能模块中 [5] 。数据库中的程序代码设

合移动手机掌上办公系统设计完善的模式，建立起全面控制

计采用UUID模式进行，将其中间部分字符去掉，也就是删

模式。为提升办公自动化任务进行的稳定性，系统设计中选

除“-”直接使用UUID对应的不同指令模块。当涉及现场

择JDK1.8配置PC设备来完成软件程序开发，选择jetty优化

控制指令时，通过这种方法来建立起更高效的管理方案，确

启动项目来帮助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移动手机客户端选择

保不同系统在运行使用中均有对应数据库来达到最佳使用效

Java开发语言来汇编接入端口，设计中将jsp与html作为工作

果。图标设计中，选择字符要保持is Delete、creat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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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计中体现出网络环境下信息获取的渠道变化，
通过数据库建设来提升系统内部功能运行的稳定性，并观察

任务显示层，平台选择中要考虑接下来的程序汇编设计，这

update Time等字段模式下，其中is Delete用来控制教师使

样才能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为确保数据处理速度，将JFi-nal

用中的信息删除，将无用或者错误数据删除，节省大量运行

作为系统设计中的处理运算模块，IntelliJ IDEA为开发任务

空间。数据中所表示的压力内容更应该体现出功能控制需求

进行具体针对的平台，针对各项使用功能来建立起适合的工

的差异性，将create Time代码用来代表不同数据信息输入时

作环境，数据库构建选择MySQL 5.7来进行。在此平台下要

间，并根据时间上的差异性来达到更理想的设计控制效果。

注重平台中功能之间的相互配合，为教学工作开展建立一个

要注重对设计方案的维护，同一时间内数据信息的录入和删

适合的工作环境。

除都应该做出严格控制 [6]。Update Time代码则记录更新时

3.3 OA教学办公系统功能模块

间。后期系统运行使用中所涉及的功能维护，都需要这一信

图2为教学办公自动化运行开展的具体工作模式。高校

息参与到其中。选择不同代码直接关系到后期功能的实现，

教师需要同时负责多个班级的教学任务，功能模块需要应该

因此在功能请求上要达到最佳匹配效果，发现问题更要及时

清晰，针对不同使用功能需求来进行，在结构设计中体现出

处理，以确保功能得到满足。

不同的访问用户对功能方面的需求。例如教师身份进入到系
系统中，则是针对教师发布的信息进行查看，并对日常学习

4 云服务模式下高校教师OA办公系统测试(Testing
of the OA system for college teachers in cloud
service mode)

中难以理解的部分展开交流，需要在系统中体现出信息交流

4.1 教学文档提交

统中，可以对数据信息进行发布和更改；而学生身份进入到

性。在结构设计中同时满足学生和教师的不同使用需求，实

为方便对教学系统进行检验，设计任务完成后，模拟教

现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相互优化。观察图2可以发现，系统

师向系统内提交文档任务，观察系统对文档的处理流程，以

设计主要是针对教师的使用需求来进行，将其应用在备课环

及整个系统在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图3中以课程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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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数据填写为例，来进行处理过程检验。设计完成后呈现在

域内完成数据信息录入，进入到数据传输控制环节中，数据

办公自动化移动客户端的界面与电脑页面相似，用户可以根

对接同样是在系统控制端口内进行。OA办公系统会根据数据

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对页面进行放大处理，更方便观察其中

处理运算结果来自动选择所对应的位置区域，为各项数据控

所记录的内容。

制任务进行建立一个适合的基础环境。数据对应区域确定后

点击课程添加功能后，将各项信息分别记录在其中，方

处理运算也随之开展，将数据传输到各项控制区域内，并

便系统内自动保存数据库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检索，各项参数

通过协调好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需求来建立一个更适合的

信息输入完成后进入到提交页面中。在这一过程中出现错误

环境。

则可以进行删除并重新输入，为接下来各项控制计划建立一

4.3 系统检验结果
经过数据模拟输入检验，确定基于云服务模式下所设计

务模式下，并将使用移动手机网络来实现信息共享。学生在

的高校OA办公系统，能够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无论是数据

共享信息模式下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学期内不同科目的学习和

处理还是最终的控制使用需求，在功能上均能保持一致。教

教学计划，教师也能避免所规划的课程安排在实际教学环节

师通过OA系统可以轻松实现移动手机办公，解决了传输办公

中遗忘。

模式中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未来技术发展也有很大促进作

m

个适合的环境。点击提交后所输入的信息会自动保存在云服

co

用。系统内所开展的各项程序优化设计，均与控制方案保持
一致，最终所检验得到的信息结果也能与之相对应。但在系
统中仍然存在需要继续完善优化的部分。系统功能操作界面
表现比较繁琐，可以从功能分类层面继续优化，简明便于操

z.

作，这样才更符合移动手机操作可视界面较小的情况，最终
控制管理效果也能得到提升。

5 结论(Conclusion)

图3 课程添加数据填写

Fig.3 Adding data for a course

综上所述，在高校中日常教学过程中的选课、教材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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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对接传输

报、考试周填报、教学检查统计表等工作需要每一位老师在
Excel中填报，负责教学的系主任需要对所有老师提交的各种
Excel表格内容进行统计，上交相应部门。同时办公室的监考

多方调研与分析，基于先进的VDI云桌面技术架构设计的。

人员安排、公差人员安排等日常事务也需要系主任进行人工

其大致由“数据中心”“桌面交付”“个人终端”三个模块

手动安排。鉴于以上情况，设计开发一个基于B/S架构的高校

组成。具体功能模块简述如下：这三个模块组成了整个“教

教学事务办公自动化系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进一步满足通

师个人云桌面”的基础架构。第一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

过手机登录查看该高校教学事务办公自动化系统，接下来将

使用需求与使用场景打开自己的终端设备，打开云桌面客户

开发该系统对应的手机APP，使系主任和教师可以随时随地

端软件。云桌面客户端软件会提示你输入“桌面交付控制中

进行教学事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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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个人云桌面”方案是升腾资讯推出面向教育行
业的下一代IT建设解决方案，是根据升腾资讯在教育行业的

心”的IP地址或者域名。如果需要提供证书安全认证，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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