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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管理监测平台是提高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重要内容。 管理监测平
台是以已运行的职业教育各层次（中职、专科高职、应用技术本科和专业硕士）平台为基础，进行整
合和优化设计，充分体现一体化和系统化。 该平台实现子系统互联、数据互通，纵向贯通、横向关
联；凸显了“上海元素”。 该平台已经成为职业院校内部教学质量保证和实时监控的平台，也是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宏观管理和实时监测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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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mprov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The platform is
designed to embody the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based on the various level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middle vocational education, terti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master）. With interconnected system, shared data,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lated,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Shanghai elements, the platform will guarantee and
monitor real-time teaching quality. It will also work as a real-time monitor and a macro-management
of the Shanghai educational Committee.
Keyword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Management monitoring platform；Platform design and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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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的教学基本状态数

决定》（沪府发〔2015〕9 号）提出到 2020 年构建“具有

据中的特色和功能，进行优化设计，形成上海现代职

上海特点、 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业教育所需的管理监测平台。

系”，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提高职业教育信息化水
平”。 文件明确要求“完善职业教育信息化综合管理平

三、平台设计的依据

台建设”。 ［1］为落实市政府的要求，市教委组建课题组

1. 有关文件

进行相关研究，设计“全市统一的、尽可能囊括各级办

相关文件主要有 5 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2］

那么，如何来构

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14〕19 号），《上海市人民政

建现代职业教育管理监测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呢？

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沪府发〔2015〕

笔者就此谈点看法。

9 号），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学和管理因素的管理监测平台”。

设规划（2014-2020 年）》的通知（教发〔2014〕6 号），教

一、平台建设的不足

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

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教技〔2013〕2 号），教育

发〔2014〕19 号）明确提出“加快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部《关于发布〈教育管理信息教育管理基础代码〉等 7

［3］

设”。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
（教发〔2014〕6 号）强调“将信息化作为现代职业教育
［4］

个教育信息化行业标准的通知》
（教技〔2012〕3 号）。
2. 上海现代职业教育评估方案

基于大数据的发展背景，加强平

主要是评估方案所提出的理念、基本结构、要素

台建设势在必行。 当前，上海职业教育的平台建设尚

结构等， 使整个评估体系的谋划在平台中有所体现、

有不足，主要有 4 个方面。

有所落地， 从而成为评估数据采集和测量的重要工

体系建设的基础”。

（1） 缺乏顶层设计。各部门自行开发平台系统，重

具。 平台的指标及字段设置，与“现代职业教育评估总

复投入、效益不高。 因政出多门，多头上报，学校疲于

体框架设计研究”课题组提出的 6 个“评估要素（理念、

应付，不堪重负。

人员、资源、过程、环境和绩效）”的匹配设想见表 1。

（2） 缺乏整体构架。现行平台系统各行其是，互不
兼容，上下不通，成为信息孤岛，难以共享信息资源，

四、平台构架的思路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影响数据系统整体效应的发挥。
（3） 缺乏基础建设。 学校的数据中心不够完备，基

决定》（沪府发〔2015〕9 号）文件在规划上海现代职业

础数据还未实现全覆盖和共享，故在采集数据时，有关

教育评估体系时，强调评估体系的整体设计，一要“包

人员忙于应对，重复采集，不免怨声载道、叫苦连天。

含中职、专科高职、应用技术本科直至专业硕士等职

（4） 缺乏数据标准。现运行的一些平台，因未建立

业教育层次”，二要充分体现“一体化、系统化”。 笔者

完善的数据标准，故容易产生奇异数据、存疑数据等，

认为，“一体化、系统化”也是平台构架的基本要求和

影响了数据分析使用和挖掘。

思路。 如平台登录，是在同一界面实施，以体现整体

由此可见，加强平台建设已迫在眉睫，亟需建立
全市统一的“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信息系统”。

性。 整个平台系统的构架，参见下面的示意图。

［5］

二、平台构成的基础
管理监测平台的构建， 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不
需要“白手起家”。 因此，有效、合理地融合现有平台，
取长补短、形成系统是构建管理监测平台的一个关键
所在。 我们设想：以已运行 8 年的教育部“高等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 为基础，
再合理吸取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
系统”、上海市已有的各类中职信息系统和“普通高等

图1

平台系统构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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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平台与评估要素匹配表

序号

平台指标

平台字段（举例）

1

学校信息

基本信息、内设结构、领导班子

2

办学条件

占地面积、建筑面积、资产、图书、经费

资源

3

师资队伍

师资结构，专业发展，授课情况，科研成果，教学名师，专业（学科）带头人

人员

4

专业建设

类型（强势、特色、扶需），性质（示范、重点、骨干）；085 工程，校内外实践条件

资源

5

课程设置

类型，属性，教材，课证融通，精品课程

资源

6

校企合作

订单培养，课程开发，技术服务，培训，现代学徒制

环境

7

招生就业

招生计划、录取率、报到率；就业率，就业质量

绩效

8

教学管理

队伍建设、规章制度、质量保证体系、信息化建设

过程

9

学生工作

考证，顶岗实习，志愿者及社团活动，技能大赛

人员

10

中外合作

合作办学，合作项目，交流与培训

环境

11

社会贡献

技术开发，扶贫，社区服务，继续教育

绩效

12

特色荣誉

学校获奖，师生获奖

理念

13

有关说明

学校对有关字段所采集数据的说明

/

14

案例分析

平台自动生成的统计数据、初步分析

/

15

层次特点

反映中职、高职、本科、专业硕士各层次特点

1. 从技术角度：系统互联、数据互通，纵向贯通、
横向关联

评估要素
资源、人员

理念

特征， 整个平台的 4 个层次共存共荣，“多台唱戏”，各
自的个性特征 （如办学和管理方面的特性因素等）在

整个平台系统的组成， 其各子系统之间不是割裂

各自的平台中都可得到充分体现，如表 1 中的第 15 个

的，数据是可以共享的，以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的中高职

指标，其所设置的字段在各层次是完全不同的，都是

贯通、 本专贯通以及中本贯通等不同层次间贯通衔接

本层次特性的体现。

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求，即实现
“
纵向贯通”。 所谓

要将上述设想转为实际，不是一件易事。 在具体

横向关联”， 就是职业教育内同一层次或同一层面平
“

实施时，需选择合适的对象，先行先试。 我们认为，高

台相互衔接，互通互联。 如高职层次，平台数据具有互

职平台已经运行 8 年，且列入了教育部“金教工程”，条

通性，体现高职教育的特色；中职层次，平台数据同样

件比较成熟，可以作为试点，先走一步。

具有互通性，其体现的是中职教育的特色。 同一层面，
是指评估方案提出的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和社
会（主要是毕业生）6 个层面。 平台的有关数据在 6 个
层面之间也是可以调用的，这样避免重复采集。
2. 从操作角度：统一编导、多台唱戏，上下贯通、
逐步实施

五、平台功能与特点
管理监测平台是基于现行的职业教育平台而建，
不是重起炉灶， 它不应摒弃原有平台的功能和特点，
而是继承、扬弃、创新。 我们在字段设计时，加强了接
地与创新。 所谓“接地”，是指在保留教育部现有平台

整个平台系统包含了中职、高职（专科）、应用技

（本科数据库、高职平台、中职平台）所有字段的基础

术本科和专业硕士等 4 个层次。 现在这 4 个层次都有

上，添置“本土化”内容，用“sh”表示“上海元素”。 所设

自己的运行平台，但互不关联，各做各的。 我们所建的

计的平台系统中，高职平台的“上海元素”一级指标有

管理监测平台，要改变这种状况，在“统其同、置其异”

3 个，二级指标 9 个，字段（包括下位字段）165 个。所谓

上下工夫。 其一是“统其同”，即“统一编导”，整个平台

“创新”， 是指在增加了教育部现有平台中没有设置、

实施统一标准和规范，包括采集的数据，从而形成“共

又体现上海现代职业教育特色的字段，如高职平台加

同语言”，如表 1 中的第 1-14 个指标，也体现了“上下

进了体现国际化字段与过程性字段。

贯通”。 其二是“置其异”，即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个性

1.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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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统计、汇总。
通过过程性数据的伴随收集，及时反映全市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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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及建成后的日常运行、持续优化提供切实的组
织保障。

的办学现状。 二是分析、挖掘。 对采集的数据予以应

（2） 安全保障。平台建设与上海正在进行的“一网

用，积极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分析，提升职业教育

三中心”建设接轨，在上海教育云空间中设置“职业教

的管理效能和水平。 三是管理、监控。 平台以可视化形

育云”， 将经安全检查的平台数据直接存储在云空间

式展示其关键数据，具有实时监测和预警功能。 引导

中。

学校建立可靠、高效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优化业务

（3） 技术保障。 尽快明确高职平台的技术制作单

管理流程，推进学校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的改革。 同

位以及相应的技术维护单位，以便早日建成、运行具

时，也给政府和社会提供一种监测、监控的工具和方

有上海特色的数据平台。 我们建议，技术制作可以采

法，以此促进全市现代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

取校企合作的办法，即在市教委总体设计下，按统一

平跃上新台阶。 ［6］四是平台覆盖各层次、全过程，以及

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以高职院校为技术制作的主体，

全员参与（院校每位师生员工既是数据采集者又是用

辅以专业公司参与，校企双方共同完成平台制作。
（4） 经费保障。 主要用于购置必需的硬件、软件，

户）等特点，使它具有强大的激励内生动力的功能。
2. 基本特点

以及运行维护。

管理监测平台具有的特点， 一是体现继承性，即

（5） 进度保障。 在高职平台运行基础上， 取得经

原有平台的原始、即时、公开 3 个特点得以继续发扬，

验，适时启动中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等层次的平

平台所采集的数据是鲜活的，数据项可以一直追踪至

台建设工作，尽快形成全市统一的管理监测平台。

源头。 二是体现创新性，主要有 2 个：其一是融合性。
将现有的中职、高职、本科、专业硕士各层次平台有机
融合，并根据需要不断拓展数据空间，满足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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