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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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文”和“168号文”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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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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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的两个数据系统，从而，提出了我们每个学校为了适应
“诊改”工作，在平台建设上面临的两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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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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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系统建设也有较多的关联性，因此，很
容易让人理解为只是一件事——做好一年一度的数据采集工作，“诊改”工作中的“平台建设”任
务就完成了。 



服务“诊改” 的校本数据平台需具备以下特征 

•数据在学校的各个应用系统中自动生成，结果不受人为
干预； 

•数据实时采集和应用，能满足学校人才培养过程质量监
控和改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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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与国家状态数据平台自动对接，实现“状态数据”的自
动采集。 

 

 



二、校本数据平台建设概要 

• 规划和建设覆盖校园的信息化（智能校园）体系 

• 将所有业务系统互通互联形成一个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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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时推送和应用有效信息以推动管理方式的全面改变 

• 形成内部质量监控系统的数据支撑自动化体系（进入诊改新的循
环） 

• 根据国家数据平台的需要自动推送相关数据，（实现两个平台自
动联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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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为数不多。当全社
会都在大谈“大数据”的今天，而我们的校园里连基本数据都不
全，这一反差，不禁让我们对这几年走过的信息化路子进行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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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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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整体考虑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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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要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希望信息化解决什么问题？ 
    第二，信息化将给学校管理带来那些变化？ 
    第三，信息化建设需要那些制度方面的配套？ 



3、软件的选择和设计遇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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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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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是以满足部门的需求

为主，视野狭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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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整合 



4、建设目标比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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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学校的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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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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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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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建设规划和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错过了发展的有利时机。 



四、如何建设适应新常态的智能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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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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数据平台建设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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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建设和标准化配套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同时启
动； 

•必要的技术队伍是平台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 

•员工的配合取决于深入的培训和严明的奖罚。 

 



五、国家数据平台的优势 

1、2008年起步，至今发展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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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服务“诊改”，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家数据平台的始创，是为了应对评估的需要，时至今日面对

“诊改”，无论数据体系还是数据需求量，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2、由于目前还是实行年度采集，数据的实时性较差，数据滞后问

题仍然严重； 

3、大部分学校仍然是以填报为主，在技术上和主观上都为数据掺

水留有空间，数据的真实性问题还不能完全保证； 

4、还是由于手工填报的原因，使年度数据上报工作花费了学校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 最终解决问题 

• 所有学校建成合格的“校
本数据平台”，当“国家
数据平台”需要数据，自
动到各个学校的“校本数
据平台”中自动抽取，形
成大数据的同时，上述问
题也将全部迎刃而解。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 初步的措施 

• 修改数据体系。尽快研究并提出适合“诊改”工作需要的，又能够
与已经定型的数据系统相衔接的新的数据体系； 

• 加快采集频率。变“年度采集”为“过程采集”，让数据变得鲜活
一点； 

• 优化采集模式。通过数据的重新分类和定义，寻找数据源，让更多
的平台数据可以通过系统自动计算而来，减少学校数据上报的填写
量； 

• 加大系统纠错力度。通过多层过滤让数据更加完整和准确； 

• 扩大数据的共享性。实现一次采集，反复使用的要求。 

 



六、国家数据平台如何服务于“诊改” 



     数据采集完成后形成

的多层级“数据中心”结

构图 

年度质量报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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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据平台数据特点 

• 汇总了2012年到2016年的全国数据，平台已经有5年的数据积累； 

• 所有数据相互关联直至数据的最底层，即从全国数据到省级数据再到学校数
据的完全贯通，教育部一键直达每一所学校（省级平台也是如此）； 

• 几乎每一条数据都实现了纵向和横向的全方位比较，数据应用完整全面、脉
络清晰； 

• 在大多数的数据比较中，示范和骨干院校均为数据参照项； 

• 大部分数据来自源头并自动计算，系统会对异常数据提出警示，但不会对数
据做任何改动，以求客观真实； 

• 系统会将自动过滤到的可能有问题数据，以邮件或网上问题提示方式反馈给
学校，方便学校对自己的数据进行维护； 

• 系统对数据的不断挖掘和组合将形成无尽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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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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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高职“状态数据”显示 

• 全国专业与学生情况。(全日制高职在校生) 

• 全国共有1246个专业，2016年招生的专业有1090个，平均每所学校
30.3个专业，平均每所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有6410人，平均每个专业
224.29名学生（不含方向），平均每届学生只有74.7名； 

• 全国专业规模情况。 

• 全国财务会计类专业学生规模最大，有在校生77.99万人，占全国
在校生人数（835.31万）9.3%以上，全国有953所学校在办这一专
业；其次是计算机类（学校开设最多的专业），在校生有54.06万
，占6.4%；护理类学生数第三，在校生45.13万，占5.4%；三个专
业的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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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专业与学校情况。 

• 最多学校开设的专业分别为：计算机类，全国有985所学校在开设，
财务会计类排名第二，有953所学校在开设；第三名为市场营销，有
908所学校开设，学生34.24万人；第四是旅游管理类，有848所学校
开设，学生21.75人；需要注意的，后二位的全部是财经大类的专业
，也就是说，高职在校生中，财经大类专业的在校学生总数占
19.2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业毕业生的情况并不是最理想的，
如在学科总数仅为79类中，就业率分别为31、35、33、23；就业起
薪线也分别为32、66、40、45位。 

showSpecialtyLevTwo.xls


• 学生就业最好专业情况。 

• 航空保安（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监狱信息技术与应用（浙江警官
职业学院）、监所管理（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社区警务（上海公
安高等专科学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休
闲旅游（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六个专业应届学生就业起薪线分
别为6117、5792、5700、5700、5390、5168.75 ，名列前六位。 

• 同一专业毕业生在不同地区就业的差别。 

• 同样是财务会计类，在北京、上海、新疆、广东省就业，起薪线分别为
3378.23、3018.57、2769.23、2589.26元（平均是2938.82元），但是，在
青海省、山西省、西藏自治区、辽宁省，则分别只有1345.36、1401.92、
1447.82、1566.77元（平均是1440.47元）；首尾差距达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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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职毕业生就业
平均起薪线地区排名 

  省份 起薪线 
1 上海市 3047.61  
2 北京市 3021.37  
3 浙江省 2746.13  
4 广东省 2722.74  

5 湖南省 2508.98  

6 湖北省 2507.29  
7 江西省 2484.65  
8 四川省 2466.97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312.41  

10 重庆市 2297.69  

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278.71  

12 安徽省 2267.45  
13 江苏省 2254.05  
14 天津市 2238.04  
15 山东省 2210.92  
16 福建省 2203.12  

17 黑龙江省 2196.04  
18 海南省 2168.73  
19 云南省 2082.86  
20 河北省 2079.39  
21 贵州省 2069.33  
22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28.28  
23 陕西省 2014.49  
24 内蒙古自治区 1995.99  
25 河南省 1992.63  
26 辽宁省 1931.64  
27 甘肃省 1908.03  
28 广西壮族自治区 1889.93  
29 青海省 1853.55  
30 吉林省 1765.79  
31 山西省 1739.96  
32 西藏自治区 1237.07  

  平均 22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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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课程的情况 

•全国专业平均开设课程47门，总体感觉比较均衡，但是通过
数据深入挖掘发现，开50门课以上的专业占了31.86%，最高
的前5位，高达142、140、134、118、109门；而仅仅开设10
门课以下的专业，占9.6%，其中只开有1门课程的专业，竟然
有9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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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计划的落实情况 

•计划开设的专业课与实际授课情况相比，全国平均只完成了
83.31%；全部完成计划的学校只有145所，仅占全部学校总数
的11.25%；只完成计划一半以下的，也有56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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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情况 

• 第一、专师异动情况。2016年全国专任教师390577人，比2016年增加
3.25%，平均生师（专任教师）比为21.67：1，情况还算正常。但是，
通过数据挖掘发现，2016年与2015年相比，专任教师的异动情况却比
较严重的。2016年与2015年相比，全国学校平均新增专师28.14%，减
少专师22.43%，整体异动达到50%。 

• 其中，增加大于50%的有220所，占全部学校的17%，减员大于50%的有
188所学校，占14.5%。 

• 又其中，国家示范（骨干）院校增加大于50%的也有21所，减员大于
50%的，也有178所。另外，民办学校的情况相对比较严重。 

• 这样大范围的师资异动，教学质量如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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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专师授课情况。在平台上登记的专师，没有担任课程
的达到56313人，占全部专师的14.59%，学校平均15.32%，
没有授课任务的专师数大于50%的学校有88所，占全部学校
6.8%，其中，国家示范（骨干）有1所。 

 

 

通过比较这几年的数据发现，上述情况并没有多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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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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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平台建设前景展望 

•“诊改”工作将极大地推动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和数据实
时应用 

•“校本数据平台”的建成，将加快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实
时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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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技术的结合，人才培养状态大数据的应用前景必将
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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