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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高校、职教、基教三大教育领域提供全面的教育综合解决方案

不辜负每一位客户的信任





目录  Content

企业介绍   Introduction

满华产品   Products

企业文化   Culture

合作单位   Partner

服务客户   Clients

联系方式   Contact

01

03

17

18

19

20

Content



Introduction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上海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为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基础教育等各大教育领域提供集顶层设计、教育信

息化、教学实训仿真模拟软件、教学资源、创新增值服

务于一体的教育综合解决方案。 

满华拥有一支高素质核心管理团队，主要以本科以上学

历为主，团队主要成员都有多年的教育行业从业经验。

此外，满华还有由复旦、交大、北京师大、华东师大、

华东理工以及上海应技大等多位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

专业服务  Professional services

满华拥有双软资质以及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同时拥有华东理工、上海应技大、上海旅游高专等多个

高校实习基地。

目前服务的客户有复旦、交大、西华大学、上海应技大、

重庆示范等 40 余所高校；济光、上海旅游高专、上海

农林、四川雅安职院、广西工商等 50 余所高职；上海

商贸旅游、上海贸易、上海信息技术、宁波甬江、苏州

职教中心等 70 余所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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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方案  Customization

针对高等教育：

公司提供全面的教学科研数据库、创新创业、实验实训、虚拟仿真等综合解决方案。

针对职业教育：

公司提供教学资源库、质量保证、仿真实验实训、校园文化以及信息化等综合解决方案。

针对基础教育：

公司提供基础实验室、素质拓展、智慧教室以及信息化等综合解决方案 。

发展前景  Development prospect

面对前景无限的教育市场，满华创新的以 S2C2B 为核心经营模式，本着不辜负每一位客户

的信任为宗旨，以整合资源和监控实施为核心，以超预期交付为目标，充分发挥团队的创

业激情和专业精神，争取 5年内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教育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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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满华旗下产品，围绕“专业实训”、“校园建设”、“教

育实践”三大业务方向，提供便捷、优质的全方位的

教育产品和服务。目前设有六大业务体系，包括教育

教学软件、专业课程开发、信息化建设、创新实验室

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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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实训

国贸专业专属定制

满华自贸区实训软件系列

自主研发实训软件，服务各高校、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同时与上海外高桥

自贸区挂钩实际业务操作，达到全方位培养各地自贸区急需的高级技能人

才的目的。

软件包含系列教材，充分配合自贸区商务课程系列，包括《自贸区企业实

务》《保税区加工贸易》、《保税区仓储物流管理》、《保税区报关报检

实务》和《自贸区国际结算实务》等，后续还将推出《自贸区跨境电商实

务》等教材。

这些教材既是中国首家关于自贸区商务业务的应用性教材，也是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重要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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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建设

四大类专业综合实验室方案

     市场营销专业：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室

搭建真实有效的市场环境， 

提供完善的在线帮助，

配套模拟实现营销的全过程。

虚拟现实技术和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相结合的模拟实践的方式，既方便于教师的

整体把控，更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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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专业：金融实训综合实验室

引入金融业真实的各种综合系统，

配套金融终端、量化研究平台、仿真交易系统等应用产品，

形成数据库、投资研究系统、辅助教学软件，

为中国高校和机构提供数据平台、教学软件的综合服务。

在高校建立金融实训综合实验室，可以使高校学生直观了解到金融业的真实业

务及管理，同时也能为金融行业做技能型、管理型以及高层次研究型的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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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专业：跨境电商理实一体化教学平台

立足于跨境电商运营理念与业务流程的完整性，

以模块化教学形式组织知识讲授与经验交流，

模拟各跨境电商平台的经营流程，

灵活支持课堂教学、课程内实践与综合实训。

     光电专业：光电实验室综合解决方案

软硬件结合，咨询与技术服务支撑

软件 : 光电系列虚拟仿真教育软件

硬件：光电子测试仪器、通信测试仪器、电子测试仪器销售

配套服务：光电子信息、电子信息咨询服务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的销售及技术服务



三、实训-实验平台建设

8 类专业定制一体化仿真式教学方案

     汽车营销专业：汽车营销情景仿真实训教学系统

型 号：AW822 汽车营销情景仿真实训教学系统 

     物流管理专业：物流管理系统模拟教学软件

型 号：物流管理系统模拟教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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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管理专业：酒店管理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系列

国内最专业最全面的酒店系列仿真实训软件

涵盖了酒店管理专业大部分的核心课程教学内容

     航空服务专业：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平台

解决了空乘类专业实训难度大、实训机会少的难题

以三维仿真的形式进行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实训

     旅游管理专业：虚拟教学实训平台

提供了专业的旅游教学功能管理平台

全国几百个精品导考三维景点资源库

旅行社模拟教学系统等。

利君成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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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类专业：工程测量虚拟教学实验平台

包含了地形测量、控制测量、测量任务、测量设备等

涉及建筑工程、土木工程、桥梁工程、市政工程、测量测绘等多专业交叉学科

     园林园艺专业：实训建设解决方案

园林综合景观实训：配置仿真的园林造景材料，供学生模拟造景重复使用

生态园林园艺实训区 : 根据学校现有的实训基地的基础规划生态区域，建立

集教学实训、科技示范、培训、技术推广、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综合园艺实训基地。

     养老护理专业：实训室建设以及课程资源系列开发

协助院校建立专业建设和老年服务实训室

借鉴国内外领先养老护理相关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的基础

结合我国老年服务市场特色及优势，给出养老护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方案

养老课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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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综合解决方案

宣传设施，如校园文化墙、文化标识、文化板报、文化长廊等的建设规划；

文化建筑小品，如雕塑、壁画、亭榭碑记、壁刻等人文景观的建设规划；

对校园的景观文化、室内文化进行整体规划，使之糅合成自然有机的整体，

同时重点提炼一训三风，营造学校独有的价值内涵和发展理念。

     虚拟全景校园系统解决方案

先进的全景三维地图信息技术，建成三维校园数字信息系统；

在学校网站及手机等移动平台上，真实直观的展示校园；

3D地图任意拖动放大或者缩小 ,全景模式可快速实景漫游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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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教室综合解决方案

运用现代化手段切入整个教学过程，

新型的教育形式让课堂变得简单、高效、智能；

基于物联网技术，搭建成一个物联网应用的教学场景。

智慧教室主要包括以下九个系统：教学系统、LED 显示系统、人员考勤系统、资

产管理系统、灯光控制系统、空调控制系统、门窗监视系统、通风换气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

     职校教育质量保证系统解决方案

帮助学校建立诊断指标库、智能诊断工具、基础数据管理系统、文件管理工具等

信息化管理工具。从而科学地辅助教育决策，反馈教学整改，促进学校制定改进

措施，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职校数据中心建设综合解决方案

搭建一个面向应用、安全可靠、操作便捷、技术先进、规范统一、灵活可扩展的平台，

通过数据交换工具进行数据过滤、清洗和双向传递，实现各业务系统和数据中心

平台相互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提供统一、规范、

准确、及时的权威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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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素质教育实践

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一体化解决方案

集思想道德、科技创新、文化艺术、强身健体于一体的实践基地。

实践基地分为六大功能区：科普教育区、体能拓展区、生活体验区 、手工制作区、

科学探索区、生命安全区。课程设置包括科普、机器人、葫芦雕刻、陶艺、电子制作、

航模制作等五十多个学科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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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库

概要：

覆盖了宏观经济、行业经济、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基金、债券、股指期货、商

品期货、港股等领域，包括结构化的财务报表、交易行情以及非结构化的新闻资讯、

研究报告、公司公告数据等。

数据及时准确，查找、分析和图形功能强大，支持 Excel 动态提取，是经济学家、

策略分析师、行业研究员等专业人士必备的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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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Profession

学习、融合、创新、提升

诚信 Integrity

真诚对待每一位客户和合作伙伴

协作 Collaboration

客户、伙伴，通力合作

共赢 Win-win

与伙伴一起壮大

与客户一起成长

Culture

专业、诚信、协作、共赢

企业文化



Partner

北京利君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光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世格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运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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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单位
上海涵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城宏弱电工程有限公司

喜来山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服务宗旨 Service Purpose

不辜负每一位客户的信任

经营目标 Operation Target

超预期交付

企业愿景 
Enterprise Vision

成为中国最大的 S2C2B

教育综合服务平台



2018 年：整合   
 
S2C2B 平台成型， 

以上海、江苏、浙江为突破点，A 轮融资

2019 年：提升
提升平台运营质量和流程，

确保服务宗旨，全力提升营业收入

2020 年：跨越
以 S2C2B 平台为核心竞争力和抓手，

铺开全国市场，形成品牌和规模效应

2021 年：调整
继续提升、完善和调整平台运营，致力于成为全国最大的

S2C2B 教育服务平台，B轮融资

Development planning 

满华五年发展规划

2017 年：起航
组建团队、整合产品、初步形成 S2C2B 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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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s

高校：

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华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浙江万里学院、

重庆师范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

高职：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天华学院、上海旅游高专、四川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苏州财经与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

上海中华职校、上海贸易学校、上海农业学校、上海商贸旅游学校、上海材料工程学校、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上海工程技

术管理学校、上海医药学校、上海食品科技学校、宁波职教中心、宁波鄞州职教中心、宁波甬江职高、宁波经贸学校、

宁波慈溪行知职高、宁波四明职高、宁波古林职高、苏州职教中心

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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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公司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玉门路 106 弄 50 号 3 号楼 276 室

联系电话：021-37652201

联系人：

商务洽谈：李先生 13817541608

实施服务：张先生 13918369406

联系邮箱：9301896@qq.com

联系方式



满华教育

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大的 S2C2B 教育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