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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平台建设的两大任务

教育部有关诊改工作的相关文件，就如何开展学校诊
改工作时，均明确指出，要形成基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
作状态数据的诊改工作机制，保证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持续提高。说明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建设，是诊改
工作的基础性建设，是检验诊改工作是否有成效的关键之
一。

细心研读文件后不难发现，这里所讲的“人才培养工
作状态数据”，其实是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但又自成体
系的两大数据系统，从而，提出了我们每所学校为了适应
“诊改”工作，在平台建设上面临的两大建设任务。



一、数据平台建设的两大任务

•以校园智能化（信息化）为基础的、校本人才培养工作
状态数据平台建设——校本数据平台
•以大数据应用为发展目标的、全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
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建设——国家数据平台



两大平台的关系

序 比较项目 校本数据平台 国家数据平台

1 建设主体 学校主导 教育部主导

2 与学校信息化的关系 关系密切 可以无关

3 采集方式 源头自动提取 填报为主

4 数据量要求 全面覆盖无盲区 关键数据适量

5 实时性要求 完全实时 年度或月度采集

6 真实性要求 必须真实 基本真实

7 建设关键 观念与规划 重视

8 建设难度 难度较大 没有难度

这两个系统都是反映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数据体系，一方
面其数据的结构和内涵方面有较多的共通点；另一方，两个系统在建设上也有较多的关联性，因此
，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只是一件事——即做好一年一度的数据采集工作，“诊改”工作中的“平台建
设”任务就自然完成了。



服务“诊改” 的校本数据平台需具备以下特征

•有足够的数据量。在不低于国家“状态数据”平台的数
据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全面覆盖校园管理的校园大数据
应用体系；

•数据自动生成。数据在学校的各个管理应用系统中自动
产生，结果不受人为干预；

•数据实时采集。数据与“两链”和“八字螺旋”高度融
合和实时互动，全面推动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过程的质量
预警和持续改进工作的常态化；

•与国家状态数据平台自动对接，最终实现“人才培养工
作状态数据”的自动采集。



校本数据平台建设概要

校本数据平台建设，由于其突出解决的是数据问题，要实现从“
无数据”到“有数据”，从“有数据”到“全数据”，再从“全数据
”到“用好数据”的根本性转变。因此，规划和建设的重点包括：

1、实现数字化管理全校园覆盖（并非“线性覆盖”，而是网络式
覆盖）；

2、通过系统整合将所有管理系统互通互联形成一个整体，实现所
有数据源头唯一和共享；

3、把自动采集到的数据全部交由数据中心处理形成校园大数据；

4、实时推送和全面应用有效数据以推动管理方式的全面改变；

5、形成内部质量保障系统的数据支撑自动化体系（实现诊改工作8
字螺旋的有效运行）；



二、学校信息化建设常见问题分析

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知识、高技能汇聚领域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可谓硕果累累，但
是，在智能化管理和校园大数据应用方面却相对滞后，
据了解，可以依赖自动采集到的数据体系支持“诊改”
工作的学校却为数不多。

当全社会都在热谈“大数据”时，我们的校园却连
基本数据都不全。这一反差，使我们有必要对我们近年
来走过的信息化路子进行反思。



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点任务

• 提升职业教育信息化基础能力

• 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 深化教育教学模式创新

• 加快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

• 提升师生和管理者信息素养

• 增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控能力



校园信息化基本范畴

教学手段
信息化

教学管理
信息化

行政管理
信息化

后勤管理
信息化



“信息化”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

设两个部分，但是，由于硬件是现成的，
有钱就可以买到，而且容易见成效，所
以，很多学校乐于把大量资金投入硬件
建设，结果落入了“信息化的陷阱”。

问题一：重硬件轻软件



所谓“信息化”陷阱

著名的摩尔定律指出：IC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
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A、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电路的数目，每隔18个月就翻一番。
B、微处理器的性能每隔18个月提高一倍，而价格下降一半。
C、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

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最新、最好、最
全”，以及“三至五年不落后”等等，把大
量资金投入到用不上的硬件上面，落入商家
的营销圈套。

实际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基本遵循这一发展规律。



问题二：整体考虑不充分

信息化建设必须整体规划，如同校园建设需要整体规划一样，并
且要明确一些涉及全局的问题：

第一，希望信息化解决哪些关键问题（服务诊改，重点是数据）？
第二，信息化将给学校管理带来那些根本变化？
第三，信息化建设需要那些制度的全面配套（两链）？



问题三：软件的选择和设计遇难题

第一、学校的技术力量薄弱

，自主开发能力有限，使学校

的应用软件几乎以购买商业软

件为主，针对性和适用性都不

高，与学校实际需求有距离；

结果，学校需要的市场没

有，市场有的学校不一定合用

。



第二、软件的设计大

多数是以满足单一部门

的需求为主，视野狭窄

、需求单一、功能分割

、各自为政，信息孤岛

的问题十分突出。

学生管理
教学

后勤

就业

行政管理



结果是，当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数据整合时，那些所谓“信息

化”水平越高（即使用不同厂家的商业软件越多）的学校，问题越多，解

决起来也越困难。

或者商业软
件的数量多；
或者不同商

家的多个软件。

世纪
难题

数据
整合



问题四：建设目标单一

数据的价值

数字

数据
知识

能力

单个的或分散的 综合的或可比较的 分析数据后的结论 管理或自我管理

实际上，学校的信息化过程，也应该是学校的制度化、标准化、数据化、
自动化的过程。

不少学校的信息化，只是为信息化而信息化，仅此而已。如解决办公无纸
化问题，如公文流转、电脑计分，或者考勤记录、饭堂买饭等简单的技术应用
问题；

其实，学校的信息化，是校园工作方式的全面更新，一方面，需要标准化
建设为基础；另一方面，信息化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更有实际价值；



问题五：未能把握好“状态数据”采集的契机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即国家数据平台），无论
是数据体系建立还是年度采集工作，至今已经持续9年有余。这
项工作的价值，并不仅仅是每年采集几个数据这么简单，更重要
的是，可以促进学校对数据的认识，改变管理理念，全面提高学
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事实上一些学校就是把握了这一机遇，按
照数据平台的理念，研发出符合自身实际的数字化智能校园系统
（如CRP系统），自然也就顺势搭上了这次“诊改”的顺风车。

然而，大部分学校始终停留在一年一度的数据人工填报工作
上，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完全没有将“状态数据”的采
集与应用，与学校的信息化规划和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错过了
发展的有利时机。



三、如何建设适应诊改需要的智能校园？

信息采集（RFID等）
储存技术（SSD等）
信息传输（互联网）
数据分析（云计算）

大数据时代

智能校园



智能校园概念图示

实体校园（PC）

网络物理校园

（CPC）

校园物联网
数据采集
交流互动

（CIOT）

大数据和
数据挖掘
（DM）
预测诊断
挖掘分析

校园服务互联网
状态展示
改进优化
（CIOS）



智能校园规划

网络物理校园
（CPC）

校园物联网
数据采集
交流互动
（CIOT）

校园服务互联网
状态展示
改进优化
（CIOS）

大数据和数据
挖掘

预测诊断
挖掘分析
（DM）



平台建设的基本思路

以软环境建设为主
以系统软件互通互联为主
以规则高度融合为主
以数据综合应用为主



平台规划的目标

系统集成化
管理可视化
工作协同化
流程标准化



检验平台合格与否的标准

校本数据平台数据体系

源头唯一 实时采集 共同维护 信息共享



基本建议

•校本数据平台建设应由学校主要领导实际主抓；

•完善的平台建设涉及到学校大部分流程的再造，这不是技
术部门可以独力承担的，应该全校动员，层层落实；

•目标建设和标准化配套（两链）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
同时启动，相互推动；

•必要的技术队伍是平台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

•全体员工的紧密配合取决于全员性的深入培训和严明的奖
罚。



四、国家数据平台如何服务于“诊改”



国家数据平台的优势

1、2008年起步，至今发展接近十年，积累数据量高达数十亿条；

2、数据体系不仅涵盖全部独立设置高职院校，而且内涵独特和丰富；

3、2013年建成国家级“数据中心”，实现多层级数据全部互通和

共享，标志高职状态数据进入“准大数据”应用的新阶段；

4、持续多年的数据专项纠错工作，使数据的可靠程度大幅度提高；

5、数据的体例以及采集工作，已经为各院校熟悉和接受；

6、数据应用也不断向纵深拓展，效果日益显著，尤其是从国家层面

对学校“诊改”的数据支持，状态数据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数据平台中的“校级数据中心”在“诊改”中的作用

•通过数据分析全面掌握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状况；

•通过数据的全方位比较明确学校的发展定位；

•查询和比对对学校建设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数据；

•强化用数据引导学校管理的现代化管理意识；

•提出新的数据需求扩充数据中心的应用面；

•在数据的应用中发现学校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前，大部分学校在还没有建立起“校本数据平台”情况下，
同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开展“诊改”工作，其意义在于：



学校发展坐标图

• 当前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标情况

• 学校所有数据历史比较

• 学校“发展指数”曲线比较

• 学校“发展状况”全国比较

• 学校数据与示范、骨干、同类、全省
、全国学校的全方位比较

• 学校在全国各中专项数据中定位

• 学校基础数据单项全国定位（排序）

• 全国情况相近（相邻）学校的参考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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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为核心，相关信息自动汇聚，形成“专业建设仿真视图”

•本校各个专业比较

•同一专业发展比较

•相同专业全国比较

•相同专业学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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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形成四大比较



平台以准大数据的方式深挖的大量数据，对学校“诊改”更有意义

• 当前全国学生最多的专业是哪个？

• 全国最多学校办的专业是哪些？

• 全国就业最好或就业最不好的专业又是哪个？

• 那些专业能办，哪些专业不能办？

• 办某个专业需要准备哪些课程？

• 我校所办专业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

• 我校毕业生主要流向在哪里？

• 我校毕业学生起薪点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处在什么水平？

• 我校与全国哪些学校比较相近？

• 我校与同类学校比较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 等等

16年数据.pptx


“状态数据” 的诊断效果与持续改进

• 一个学校，如果通过“状态数据”系统的多维扫描和诊断，学校的问题
大致可以有一个基本轮廓；

• 当然，数据的逻辑判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学校数据是否准确就是
一个关键，所以检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学校在自我诊断中对已有数据
的分析和判断不可缺少；

• 与此同时，系统本身也在持续改进当中，各学校在“诊改”实践中需要
怎样的数据体系以及如何比较，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给我们。



五、平台建设前景展望

•“诊改”工作与数据平台的有机互动，将大力推进学校
信息化建设和提高数据实时应用水平；

•大部分学校“校本数据平台”的建成，将加快“国家数
据平台”数据实时化的步伐，使数据采集的效率提高，成
本降低；

•实时性的高职状态数据将晋身大数据序列，数据的挖掘
和分析成为平台建设的工作重心；

•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的深度融合，两大数据平台的应用
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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