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中国宝玉石

CHINA GEMS & JADES
164 期

页

2021 年 4 月
Apr      2021

中国宝玉石

CHINA GEMS & JADES

“互联网 +”背景下宝玉石标本
电子管理系统的建设

——以同济大学浙江学院为例

摘 要 : 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的建设亟待完成。本文介绍了同济大学浙江学

院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开发手段、系统框架及各模块的内容和功能。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

统的建设完善了宝玉石标本库的建设，提高了管理和使用效率，培养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能够让

高校珠宝鉴定实验室的开放和共享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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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ronic Management System of Gem 
Specim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Take Tongji Zhejiang College as an Example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ronic management system of gem 
specimen is very important and urg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scheme, development means, system 
framework, content and function of each module of the electronic management system of gem specimen in Tongji 
Zhejiang College. The construction of gem specimen electronic management system has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gemstone specimen librar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and use, trained the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made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ability of gemstone identification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be further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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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习近平总书记“实践育人”精神的指导下，实

验室在高校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直接关

系到高校的教学质量，也直接影响输出人才的质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对教育的创新和变革也有深刻影响，教育信息

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对实验室管理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 [1-4]。

目前国内珠宝鉴定类的教育主要分为高校教育和

社会职业教育，笔者调研了位于湖北和上海的两所研

究型高校，位于广东、湖北、江西的五所教学为主型

高校以及两家国内较知名规模较大的职业培训机构，

其中无论是高校还是职业培训机构，对宝玉石标本的

管理都是以传统的纸质样品卡的管理为主，辅以简单

的 EXCEL 表格的统计，几乎没有信息化的宝玉石标

本电子管理系统的开发，极少部分处在初级的研究阶段。

此外，市场上基本找不到成型的可被应用的软件，可

供查阅的研究资料也几乎没有。而国外一流珠宝实验

室对于样品的管理各有特色，或许因为涉及竞争等问

题，目前几乎没有资料显示它们如何相对高效管理标本。

经前期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多家国外涉及教育培训

的珠宝机构如瑞士 Gübelin 实验室和泰国亚洲宝石研

究院 AIGS 等都建立了专属的宝石标本电子库，能

够在很短时间内准确地找出所需要的宝玉石样品。

1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建设的意义

由于宝石学科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实验教学中需

要大量宝玉石标本，而宝玉石标本的配置是一项长期

累积的工作，对于不断新增的宝玉石标本需要科学化

信息化的管理。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宝玉石标本电子管

理系统的建设为珠宝实验教学准备了不同类型的课

程标本，可以快捷准确地管理标本的借出和归还，

提高了标本的使用率，完善了实验室的信息化和科学

化管理，也为国内其它珠宝教育院校和机构的宝玉石

标本数据库管理提供了借鉴。

2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的建设思路

2.1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

为了满足珠宝实验室日常的管理，提高宝石标本

的使用效率，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需要兼具实用

性和方便性。该系统的功能设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查找标本功能和取用登记功能。为了满足专业教学中

对宝玉石标本的分类取用需求，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

系统需要具备根据各标本鉴定特征及相应的教学知

识点能够精准快速查找该标本的功能。与此同时，

为了便于实验室管理，该系统的取用登记功能也不可

或缺。常规教学或职业培训等取用标本、外借标本时

都应在该系统上有所记录，不仅能够防止标本丢失，

也可以根据每颗标本使用的次数来标记重点标本和

难点标本，从而为授课的有的放矢提供一定的帮助。

2.2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内容录入版式的设计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中需要录入的内容主

要是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样品库目前所有的宝玉石标

本信息。根据国家标准 GB/T16553-2017《珠宝玉石

鉴定》来设计记录宝玉石标本鉴定特征的模板，包括

样品照片、折射率、光性特征、显微观察特征等内容，

其中各标本所需记录的鉴定特征侧重点不同，据此将

已有的宝玉石标本分为四大类，分别为彩色宝石、钻

石、玉石和有机宝石，根据各大类所需要的鉴定特征

来设计内容录入版式。此外，为了便于样品管理——

包括查找和取用记录，还需要根据宝玉石标本的种类

和采购时间对其进行编号，如 2016 年购入的第一颗

红宝石（属于彩色宝石大类）被命名为 c-20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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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的应用设计

根据前面的设计内容，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

中录入了样品库中所有标本的鉴定特征，相当于每个

宝玉石标本都获得了相应的身份信息。可通过计算机

技术将这些信息制作成样品卡及二维码，通过扫描二

维码可以显示对应样品的宝石学特征，学生在实践

课上操作更方便，可提高实习课程的效率。汇编样

品库中所有的宝玉石标本信息可以制作同济大学浙

江学院宝玉石样品库网页，本校师生和社会人士都

可以在网页上查看相关内容。为了进一步提高便捷

性，还可以制作配套的微信小程序 [5-7]，让教师和学

生都可以快速便捷地查看宝玉石样品信息。此外，同

济大学浙江学院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除了满足

本校珠宝系的日常教学外，还允许学生随时翻看查阅

学校样品库中宝玉石样品特征来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同时，网页和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对社会公众开放，让

有需要的校外人士也能查阅大量的宝玉石样品特征，

充分发挥高校实验室资源共享的能力。

3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的具体开发

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总体上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方

案阶段、设计阶段、实现阶段、测试与迭代阶段。各

个阶段之间的工作内容不是严格划分的，每个阶段工

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新增需求或者变更需求时，

需要对这个过程进行一次迭代，以满足需求变更时的

要求。其中测试与迭代贯穿于项目的整个过程中。

3.1   方案阶段

方案阶段主要针对项目要求，进行环境平台技术

的选型、逻辑和流程的抽象及系统功能模块的大致划

分。本项目采用的技术主要包括：

开发语言：HTML5、JavaScript、Python3；

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 Code、微信开发者工具；

测试工具：Microsoft Edge、WeChat；

版本控制：Git、Gitee；

开发平台：Windows10 64bit、Android 10。

逻辑和流程抽象将开发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HTML5 页面架构设计阶段；HTML5 页面构建阶段；

服务器部署阶段；WEB 页面测试阶段；小程序移植

阶段；小程序测试阶段。系统功能模块大致划分为资

源调度模块、业务逻辑模块、视图界面模块 [8, 9]。

3.2   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主要针对方案阶段的逻辑和流程的抽

象结果及功能模块的大致划分结合所选用的环境平

台技术进行功能模块的拆分细化、抽离合并等操作，

对系统要实现的功能进行详细设计。

系统功能模块大致划分为：资源调度模块（包括

网络资源调度、存储资源调度、计算资源调度）；业

务逻辑模块（包括事件响应、消息传递和页面跳转）；

视图界面模块（包括 WEB 框架和页面渲染）。

在设计阶段，根据需求对功能进行了设计和划分，

设计包括界面以及实现方式。

3.3   实现阶段

本系统在 WEB 实现阶段采用 HTML5 技术进

行开发，在小程序实现阶段采用成熟框架进行 web-

view 移植，实现跨平台、跨系统使用。

宝玉石标本库系统框架如图 1 所示，包括简介、

标本库、管理细则和联系四大模块。

根据该系统框架，设计小程序主页及 WEB 主页

分别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点击“简介”可以进入如图 4 所示页面，该部分

为对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及宝玉石标本库的介绍，并展

示了实验室及部分标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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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WEB 页面主页

Fig.3  WEB page

图 4  简介页面

Fig.4  Profile page

图 1  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系统框架

Fig.1  The framework of gem specimen electronic management system

图 2  小程序页面

Fig.2  The Mini Program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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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管理细则”和“联系”可以分别进入管理

细则页面和联系页面，如图 5 所示。管理细则页面主

要展示宝玉石标本库管理细则，规范老师和学生对标

本库的管理和使用；联系页面则展示了标本库管理员

的联系方式，同时标本库及管理系统也在不断迭代完

善，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该页面反馈问题和建议。

点击“标本库”可以进入系统的核心部分标本库

页面，如图 6 所示。

根据系统框架，标本库包含彩色宝石、钻石、

玉石和有机宝石四大类。目前彩色宝石分成了红宝

石、蓝宝石、金绿宝石、碧玺、橄榄石、锆石、尖

晶石、石榴石、水晶、长石、欧泊和其它稀有彩宝

等 12 个类别；钻石 1 个类别；玉石为翡翠 1 个类别；

有机宝石分为蜜蜡和珍珠 2 个类别。点击具体的类别

后可以浏览该类别的所有在库标本及详细参数。比如

c-2016004 这颗红宝石样本，页面会显示该标本图片

图 5  管理细则页面和联系页面

Fig.5  Administrative rules and contact page

图 6  标本库页面

Fig.6  Gemstone library page

及详细鉴定参数，同时该页面有样本是否在库标记，

当其为勾选状态时，表示样本在库；当样本被取用

并完成取用登记后，其为空选状态，表示样本不在

库，如图 7 所示。

点击“取用登记”可以显示该样本的取用登记信

息，方便对样本的使用进行管理，如图 8 所示。

点击“下一页”可以浏览下一个样本页面，点击

“返回上级”可以返回上级菜单。

网页部署到服务器后可以获得每个样本页面的

URL，通过python脚本批量绘制各样本页面的二维码，

每张二维码中间显示该样品卡的样品编号，方便索引

张贴，如图 9 所示。

3.4   测试与迭代阶段

测试与迭代阶段主要对完成的 WEB 页面和小程

序功能的正确性进行测试，发现功能实现有问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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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取用登记页面

Fig.8  Access registration page

图 9  显示宝玉石样品编号的二维码

Fig.9  QR code including gem number

方并及时修正，当有新的功能需求或者需求改动时，

迭代设计与实现的过程并测试 [10]。

4   结论

“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都需顺应时代

深化改革发展，同时也给高校实验室现代化与信息化

的管理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宝玉石标本电

子管理系统的建设思路是宝玉石标本电子管理系统

软件的开发与使用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互联网 +”

背景下实验室标本管理和使用信息化的前提。同济大

学浙江学院宝玉石标本库电子管理系统的开发为高

校宝玉石实验室的管理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实验室管

理人员提供了更便捷、更直观、更完整的电子数据库，

图 7  宝石标本详细信息页面

Fig.7  Gem specimen information page

管理者可以有效掌握宝玉石标本的数量、种类、当下

使用状态等。

该系统目前处在试运行阶段，已经大大提高了宝

玉石标本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本校学生在课外也能够

利用该系统自主学习以提高实践能力，这样也进一步

提高了宝玉石标本的使用效益，同时完善实验室的科

学化管理。本系统界面简洁清晰，操作方便，接口多

样，并能同时通过 Firefox、Chrome、Safari、Edge、

IE 等主流浏览器及微信小程序展示。但宝玉石标本

电子管理系统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链接反应

不够迅速，会出现不定时卡顿的现象；该系统目前在

激发学生课余自主学习上作用有限，部分学生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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