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后勤，让校园生活更加美好

——新技术新装备在浙大后勤的应用实践

副总经理  程宁佳

“智能制造赋能教育后勤”发展论坛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浙大后勤：数字化转型01

智慧食堂：智能黑科技02

求是生活：24小时服务03

                           求是物业：遇见美好04

目
录 C

ontents

“智能制造赋能教育后勤”发展论坛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浙大后勤：数字化转型01

“智能制造赋能教育后勤”发展论坛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Ø 120多年办学历史

Ø 学校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18个学科入选一流

建设学科，居全国高校第三。

Ø 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

创新人才和领导者

Ø 战略导向：更高质量、更加卓越、更受尊敬、更有梦想

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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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浙江大学所属全资功能性后勤服务企业

Ø 服务保障学校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的主要力量

Ø 业务范围涵盖餐饮服务、物业服务、水电工程、科技商贸、

学前教育等五大板块

Ø 校内服务七校区十万余名师生及家属

Ø 为近百家政府部门、高校、医院和知名企事业单位提供高

品质服务

集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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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需要一流后勤服务保障

一流大学需要一
流后勤服务保障

智慧后勤是一流
后勤服务体系建
设的必然要求和
重要体现

智慧后勤建设进入
新阶段
后勤实体加快数字
化转型

美好校园生活：
                        平安、绿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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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传统后勤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运营

改造传统业务，实现降本增效，强化
核心业务

传统后勤服务的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创新

培育新业务增长点，数字能力催生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引领未
来发展

新型后勤服务产品、业态的催生

高效的运营为后勤企业开展
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基础

创新的发展和规模化对运营提出
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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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

一是“浙大后勤”服务平

台不断迭代，涵盖食、购、

行、修、递等校园生活场

景，20多个功能模块实现

师生对校园服务的无边界

触达。

关注人数：8万余师生

日均活跃人数：4000余人

二是智能化技术在后勤各行业广

泛应用，“无人超市”、“刷脸”

就餐、智能结算、营养分析、自

助寄递系统等广受师生好评，提

升服务体验。

三是智能化设备逐步取代传统人

工服务，启用扫地机器人、智能

考勤设备、食堂安全智能监控系

统等多种现代信息设备，有效提

高生产和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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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配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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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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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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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订料、集中加工、统一配送、

自动生产、安全监控、智慧结算、

营养推送、反馈分析

智慧食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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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新式菜品，让菜

肴入盘更入胃

产品研发

机械臂分拣、传送带出

入库、智能小车送货

仓储配送

根据加工任务单，精

准加工

主副食加工

中央厨房集中加工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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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分拣传送带出入库 智能提示生产计划

中央厨房集中加工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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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条加工流水线（4条荤菜线，7条蔬菜线）

设计日均加工量11吨（荤菜3吨，蔬菜8吨）

蔬菜毛料冷库约 72 平方米，蔬菜净料冷库约 55 平方米

加工区域：长 35 米，宽 27 米，合计 945 平方米

中央厨房集中加工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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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垛机器人、自动搬运小车、充电站

伸缩输送机、菜筐码垛机、称重装置

中央厨房集中加工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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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示警和AI智能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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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能够实时流转，管理人员能够随时随地抽查

阳光厨房数字化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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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全自动米饭生产线，保障18个食堂近8万师生每餐米饭的供应。

2条包子生产线，让包子生产标准化、规范化。

2条外卖包装生产线，快餐包装的塑封均由生产线完成，加强快餐安全性。

米饭生产线、包子生产线、外卖包装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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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洗消流水线，由机器自动进行回收，清洗、消毒、烘干

餐具洗消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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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与无感支付 营养分析与健康管理 自动称重结算

国内首套“智慧称重计价刷脸结算系统”，更好满足学校师生对美好校园生活的

需求，通过产业创新去传递“节约”“光盘”等理念。

标准菜品与成本核算 扫码点餐与信息应用

人脸识别无感支付系统：让光盘成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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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无感支付系统：让光盘成为时尚

“智能制造赋能教育后勤”发展论坛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营养分析与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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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设立健康营养教学实践基地。在营养小屋，师生可通过体脂仪等智能

设备完成身体成分检测。为师生提供日常健康配餐饮食指导、营养咨询，并推出的体重管理计划，

提升师生“合理膳食，均衡营养”的理念，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营养小屋：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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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食堂全流程采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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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90余台
自助设备

涵盖饮料机、物料机、自助

咖啡机、自助橙汁机、自助

打印机、自助冰淇淋机、商

品派样机等品类，24小时全

方位服务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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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零售：线下扫码购  +  线上超市购  重构人货场

校园新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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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生活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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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机器人小蛮驴
整装备战“双11”

它们会穿过人群、马路，到宿舍区

送包裹。未来几天，预计机器人每

天的配送量超3000个包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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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浙大寄递”小程序自助寄递方式，采用微信扫码，在线支付、打印快递单等一体化智能

寄件。

解决了师生二次录入信息的问题，提升寄件效率。同期开发自助文件寄递柜也已投入试点应用，

让师生足不出楼，随手寄递。

智能寄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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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校园卡进门 人体感应照明灯

全流程视频监控 刷码取件

24小时无人值守自助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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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信报柜改进了老式信报箱容易遗失信件的问题，提升安全性，师生

自助领取信件、报刊的体验感明显提升。

新型智能信报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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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通固定电
话管理平台

实现了业务受理、话费缴纳网上

办理和移动化，人工受理五校区

统一电话，实现了从业务受理入

口到受理结束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做到了零跑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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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智能化 平台数据化 业务流程化

智慧物业新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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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安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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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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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节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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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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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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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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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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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智能照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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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小白3.0版本 零转弯驾驶式草坪修剪机

道路清扫机 “NILFISK” 全自动洗地机

智能硬件助力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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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 “鹰眼监控平台”，构建品

质监控体系，全方位监督服务品

质。“鹰眼监控平台”覆盖各校

区的消监控室、后勤员工宿舍等

安全重点部位及服务现场岗位，

目前已经配置探头数量两百余个。

搭建 “鹰眼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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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物联网

低功耗

远距离

低成本

易部署

建设校园能源管理物联网（ LP-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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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10

基于通信数据链路层协议标准、

多通道多节点自适应速率接入、

节点接入认证数据加密

成本较低兼容性好、

学校拥有网络产权、

无流量通信费、

传输距离远

设备功耗低

电池寿命长

国家授权专用频段、

可扩频扩容接入节点容量大、

采集传输不受外部网络影响

建设校园能源管理物联网（ LP-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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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建筑灯关照明

智能控制

实现各校区建筑灯光的集中控制、

运行监测和自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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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机房
远程控制

实现：远程智能启停、实时远

程监测、生命周期管理、人员

合理调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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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中心远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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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总览 设备信息 巡检记录

动力中心远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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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实时远程监测、实

时趋势判断、生命

周期管理、减少人

员在途时间

配电房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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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助抄表、员工红外抄表、员工蓝牙抄表

抄表服务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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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智慧后勤建设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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