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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

     《2020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

皮书》显示，2019年中国大数据

产业规模达5397亿元，同比增长

23.1%。

      预计到2022年将突破万亿元，

持续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

发经济增长活力，助力新型智慧

城市和数字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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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

      根据LinkedIn、拉勾网等机构的统计结果，

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人才总体缺口呈现加剧

增长状态。近3年，数据人才缺口在以每年

50万人增加，预计在2022年，相关大数据专

业高校毕业生大规模进入就业市场后，整体

缺口增速才会有所放缓，但这一缺口仍会长

期存在。

大数据人才规模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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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人才市场与就业前景



2022年春季互联网招聘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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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遇：高校专业开设趋势

64

212

459

620

837
892

0 0

173

385
458

12 32 52 79 99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高职专科院校专业备案统计

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
35

250
285

422
462

0 7
32

83

142
184

0 0
35

215

345

44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本科院校专业备案统计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智能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人工智能



©Transwarp Confidential 10

政策背景：1+x证书制度试点方案

      2019年4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

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部

署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试点方案》提出，自2019年开始，重点围绕服

务国家需要、市场需求、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从10

个左右职业技能领域做起，稳步推进1+X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

       试点院校以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

含技工学校）为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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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1+X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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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科技入选教育部1+X证书第四批培训评价组织

      2020年12月，经过严格的专家遴选、社会公示、

复核等程序，星环科技“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

正式获评教育部1+X证书第四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

组织。此次获评是从602家单位提交的984份有效申

请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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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2020年7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

办 公 厅 联 合 印 发 《 现 代 产 业 学 院 建 设 指 南 （ 试

行）》，经过四年左右时间，以区域产业发展急需

为牵引，面向行业特色鲜明、与产业联系紧密的高

校，重点是应用型高校，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

    重点开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建设质量、

开发校企合作课程、打造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高水

平教师队伍、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完善管理体制

机制七大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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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2021年9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

息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上海本科

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在

“十四五”期间培育建设一批市级重点现代

产业学院，推动高校探索产教深度融合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建强优势特色专业，完

善人才培养协同机制，造就大批产业需要的

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重点开展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深化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校企合作课程

体系、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共建校企实习

实训基地、提升服务区域f发展能力六大建设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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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认证的思路和合作模式

• 基本思想

• 以认证促学习，认证培训、认证考试和课堂教学、课堂考试之间互相补充、互为支持；

• 以认证促就业，让人才变得有区分度，对于一般学校的优秀人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 在认证的功利性和实际能力之间取得平衡，不要为了认证而认证。

• 合作模式

•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让学生学习更多当前主流的新技术，并具有实际动手能力；

• 引导教师更新课程，在传统计算机类课程中增加新技术内容和实验；

• 校企合作开展联合教学，企业的实际案例包装成教学实验；

• 企业主导认证培训，让有余力和需求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学到更多新技术，并得到认证、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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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科技
大数据/人工智能工程师证书 

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人才能力提升证书

教育部
  1+x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证书

u 受众度高：面向在校生、教师、企事业人员以及社会人员等多类人群，按需选择

u 含金量高：社会认可度高，增加就业/晋升机会

u 应用范围广：大数据/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系列证书，与社会发展及教学需求深度融合

u 从基础到进阶，培养大数据/人
工智能架构设计、开发、运维、
分析、应用等社会性适用人才

u 教育部授权唯一侧重大数据
开发的X证书

u 面向在校生及社会特殊人员，
培养大数据开发专项人才

u 培养国家级大数据开发、
大数据高级运维等大数据
方向人才

人才认证-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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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认证课程体系

大数据平台培训 大数据实训营

星环就业/上岗培训

人工智能平台培训 人工智能实训营

大数据工程师（初级）

大数据架构师

大数据高
级运维工

程师

大数据高
级开发工
程师（数
仓数集）

大数据高
级开发工
程师（实
时流）

大数据高
级开发工
程师（搜

索与检索）

图数据库
工程师

认证培训课程

数据分析工程师

人工智能工程师

人工智能
工程师
（KG）

人工智能
工程师
（CV）

相关从业者企业客户合作伙伴高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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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职业技能认证

1.大数据平台集群管理(服务器
基础管理、集群管理、节点管
理、资源监控管理)

2.大数据平台组件可视化监控
管理（HDFS、Yarn、
Zookeeper、Hive、HBase组
件运行可视化监控管理）

3.大数据组件使用（SQL基础
开发使用、HDFS、Yarn、
Zookeeper、Hive、HBase组
件使用）

4.大数据ETL工具使用
（ Sqoop、Flume、Kafka工具
使用）

1.大数据平台组件运维管理
（服务器管理、Hadoop、Hive、
HBase组件维护管理）

2.大数据组件开发（SQL数据
分析开发、MapReduce、Hive、
Hbase、 Spark组件开发）

3.大数据ETL工具开发（Sqoop、
Flume、Kafka工具使用）

1.大数据平台安全管控及故障
维护管理（平台账户管理、集
群安全认证、平台组件权限管
控、平台组件故障维护管理）

2.大数据数据仓库场景开发
（数据仓库建设方案设计、数
据仓库模型设计、数据ETL处理、
数据分析）

5.大数据实时流处理场景开发
（实时流处理项目需求分析、
建设方案设计、实时数据采集、
实时流处理分析）

6.大数据综合搜索场景开发
（综合搜索项目需求分析、建
设方案设计、综合搜索分析）

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
（初级）

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
（中级）

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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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级别 课程章节 课程内容 实验 实验名称

初级/中级

第一章 大数据技术概述与大数据

平台管理

第1讲：大数据综合概述 否 \

第2讲：Linux基础 是 Linux操作实验

第3讲：大数据平台可视化监控 是 可视化监控基础实践

第4讲：大数据平台组件维护管理基础 是 大数据平台维护管理实验

第二章：大数据组件使用与开发

（一）：存储服务、资源协调与

分布式计算

第5讲：大数据SQL开发基础 是 Mysql安装实验、SQL基础实验

第6讲：分布式存储服务HDFS 是 Hadoop安装实验、HDFS基础实验

第7讲：分布式资源协调Yarn 是 Yarn基础实验

第8讲：分布式计算引擎Mapreduce&Spark 是 Mapreduce基础实验

第三章：大数据组件使用与开发

（二）：数据分析引擎与数据库

第8讲：数据分析与数据仓库概述 否 \

第9讲：数据分析引擎Hive 是 hive安装实验、Hive配置实验

第10讲：分布式Nosql数据库Hbase 是 hbase安装实验、Hbase基础实验

第四章：大数据ETL工具使用与

开发

第11讲：大数据ETL工具之Sqoop 是 sqoop数据导入导出操作实践

第12讲：大数据ETL工具之Flume 是 flume数据采集操作实践

第13讲：大数据ETL工具之Kafka 是 Kafka数据传输实践

课程与实践—1+X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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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级别 课程章节 课程内容 实验 实验名称

高级

第一章：企业级大数据平台综述
第1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 否 \
第2讲：大数据行业成功案例 否 \
第3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主体角色 否 \
第4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主要功能解析 否 \

第二章：企业级大数据平台管理与
运维

第5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之账户管理 是 大数据平台账户管理实验

第6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之集群安全配置 是 大数据平台集群安全认证
实验

第7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权限管控 是 大数据平台权限管控实验

第8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综合运维 是 大数据平台故障维护管理
实验

第三章：大数据实战之大数据数据
仓库场景开发

第9讲：数据仓库综述

是 数据仓库实践第10讲：数据仓库模型设计
第11讲：数据ETL处理
第12讲：基于业务的大数据分析

第四章：大数据实战之大数据实时
流处理场景开发

第13讲：大数据实时流处理 是 企业级实时流处理实践第14讲：实时流处理与中间件

第五章：大数据实战之综合搜索场
景开发

第15讲：大数据综合搜索场景
是 企业级搜索检索实践第20讲：企业级大数据平台综合搜索开发过程

3.实践环境建设—1+X大数据平台管理与开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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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学院建设规划

服务本校师生以及社会性大数据人工智能教学实训、工

程实践、师资培训、认证考核等。

真实项目场景，共同申请课题、

攻克技术难题、成果孵化，提

升科研创新水平，服务产业。

品牌宣传展示中心，成果展示、

人文展示、交流参观。 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服务，打

通人才发展通道，构建基于市

场需求的产业人才梯队。



一站式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

就
业
阶
段

建
设
阶
段

实
践
阶
段

科研创新
课题研究、论文专利

人才培养方案深度融合
社会需求、岗位标准、专业现状、教学标准

实践环境建设
大数据实训室、人工智能实训室、课程资源体系

（专业课程、实践课程、案例课程、认证课程）

联合开发特色资源库
产教融合课程、行业案例课程、双创课程、特色教

材

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培训、入企锻炼、联合教学、助力晋升

培训认证
星环认证、工信部认证、1+X认证

实习阶段
带教导师、优先录用、直接获取实习名额

实训营
基础培训、进阶培训、企业实战、就业辅导

产教融合系列活动
主题论坛、参观交流、学术会议、讲座沙龙

就业阶段
优先录用、就业推荐、校招、社招

科研创新
课题申报、科研协作、论文发表、成果转化

产学研生态
培训实践基地、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教育咨询服务
产业学院申报、产业学院建设、课程设计、实训设

计

人才培养与社会职业岗位紧密结合，培养适合社会的大数据产业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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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深度融合

       结合社会需求、岗位标准、专业现状以及教学标准，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和修订符合社会产业发展的最新

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产业应用型高水平人才。

产
业
驱
动

人才需求

人才标准

人才培
养体系

（第1-2学年）

产
业
人
才

第

第一阶段 
专业课程学习

核心课
基础课
公共课

第1-2学年

个人素养提升

综合项目实战

岗位实战实训

产业案例实训

第二阶段 
岗位技能实训

第三阶段 
真实产业环境锻炼

第2-3学年 第3-4学年

能力锻造

以产促学

产业项目

产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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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学院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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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一站式大数据平台社区版



©Transwarp Confidential 28

星环一站式大数据平台社区版

TranswarpA
udit

数据库操作
与权限审计

Inceptor

批处理
数据仓库

ArgoDB

数据仓库
数据集市

KunDB

分布式
在线交易

Hyperbase

NoSQL
在线数据库

New Search

全文搜索
时空数据库

StellarDB

图数据库
图分析

Sophon
Discover

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

Transwarp Cloud Operating System

星环云操作系统（计算、内存、存储、网络资源调度）

Transwarp
Guardian

Realtime
Streaming Engine
实时流计算引擎

Analytical Database
分析型数据库

Operational Database
操作型数据库

Knowledge Database
知识库

Data Mining 
Platform

数据挖掘平台

Slipstream

事件驱动
SQL编程

Transwarp
Manager

安装 升级
运维 配置

Transwarp
Aquila

指标 日志
监控 告警

安全及
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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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on Base-社区版

Sophon Base-CE为面向高校和社区的免费、轻量化的功能精简版，用户可以通过社区版以极低的资源要求，轻量化的
部署方式快速体验Sophon Base核心的低代码/代码建模及数据分析能力

1.免费：官网免费注册，获取社区版安装包

2.轻量化、易运维：

• 安装包大小减少60%

• 减少70%资源占用

• 支持Docker单机独立部署，或基于

TDH Manager社区版部署

3. 提供上百种可视化建模算子，覆盖机器学

习模型开发全流程

轻量化社区版

新建项目&实验 数据接入 模型训练 模型评估 模型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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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 人工智能专业

校内外实践环境建设—专业教学资源体系

学科专业群大数据专业

综合实践课程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架构 大数据应用 人工智能
技术

行业案例课程 人工智能方向大数据方向

认
证
课
程

大数据高级开发工程师

大数据工程师

大数据高级运维工程师

大数据架构师

AI工程师 AI高级工程师

信创大数据

图数据库星环
认证

工信部
认证

教育部
1+X认证

大数据平台管理
与开发（初级）

大数据平台管理
与开发（中级）

大数据平台管理
与开发（高级）

高校学生 企业人员 社会人员高校教师 合作伙伴

产业应用能力培养

专业基础能力培养

动手实践能力培养

综合素养能力培养

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高度

融合，产教融合培养高水

平应用型人才



©Transwarp Confidential 31

实践环境建设—大数据系列课程体系

u共95+门大数据系列课程，配套提供课程PPT、实验手册、源码、数据集、试题、视频、教案/教材等学习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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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境建设—人工智能系列课程体系

u共90+门人工智能系列课程，配套提供课程PPT、实验手册、源码、数据集、试题、视频、教案/教材等学

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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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上海两所高校的产业学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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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人工智能产业学院

      2021年9月，星环科技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共建

中医人工智能产业学院。星环科技创始人孙元浩

被聘任为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人工智能产业学院

星环科技创新实验室主任。

    星环科技创新实验室将和中医人工智能产业学

院一起，围绕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技术服务，

实训基地的建设，积极引入进教学，促进课程内

容与技术发展衔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提高办学综合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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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复旦大学高性能数据库系统关键技术校企联合研究中心

      2021年10月，复旦-星环科技高性能数据库系统关键技术校企联合研究中心揭牌暨研讨会在复旦大学

召开，双方携手共同打造世界领先的数据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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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北大-星瀚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实验室主任

张平文院士

实验室副主任

孙元浩先生

星瀚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由星环与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同组建，实验室将结合双方

优势开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专家智库以及国家、省市项目申报与实施等方面的合作。

星环与高校联合共建大数据人工智能实验室，承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省市级重点科技项目，开展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研究，并进行相关成果的产业转化。星环主要提供实验环境、行业解决方案、

行业样例数据、人才培养以及技术支持，高校提供方案开发、方案验证以及实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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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学校深度开展产教融合系列

和高校开展产教融合主题活动，校企双方共同策划开展企业家进课堂、联合教学、企业参观、现场教学、

联合实验室等多种活动形式，扩大产业学院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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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培训

u培训涵盖大数据、人工智能多个方向 

u支持线上和线下

u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的综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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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多地1+x认证考试

2021年12月，在7所高校组织了1+X认证培训与考试，成功完成考试申报、课程培训、考试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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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认证-开放式终身学习平台

在线终身学习平台，只需注册即可访问，不仅在校生，毕业生仍可继续享受星环提供的学习平台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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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累计为超过1500家企业提供培训

300+
累计与300多所高校展开合作

40000+
累计培训开发者超40000人

常态化人才培训与认证-形成人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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