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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当前优质高职建设和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推动下，信息化建设已被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所重视。本文围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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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核心问题分析

在当前“大智移云物”（大数据+智能化+移动
网络+云计算+物联网）的科技革命背景下，加快推

1.1

需求分析问题
需求调研和分析贯穿于信息化建设规划制订

进信息化建设，着力打造智慧高职，是近年来高职

和每个具体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是迈向信息化成功

院校关注的一大热点。而致力于构建高职院校内

之路的第一步［1］。通过对决策者、管理者、教师、学

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对信息化

生、校友、家长、企业等不同角色人员的需求分析，

的支撑需求，以及近年以来各省如火如荼推进的

找准当前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理清未来建设的

优质高职、重点高职或卓越高职建设，对于信息化

目标，然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从问题顺

和智慧校园建设的任务要求，则加大了这一热点

推和目标倒推，梳理出建设内容和建设举措。在实

的热度。

际的需求分析中，角色不同，需求差异较大，需要信

从高职院校加速内涵发展和加快质量提升的
内在需求来看，无论优质高职建设和教学诊断与

息化建设者站在每个角色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他
们的个性化需求。

改进工作是否对信息化建设有明确要求，信息化

（1）决策者。 决策者主要指校领导等高层，主

作为一种新型的驱动力量，融入到高职院校的内

要关心学校战略发展、工作目标达成、教育模式变

涵发展之中是大势所趋。而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

革、重点任务落实、政策资源配置、人才队伍建设

的本质，不是简单地将线下业务通过信息化手段

等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建设决策支持平

“映射”到线上，而是要通过信息化这种新型生产

台，通过对战略绩效KPI、年度绩效KPI、重点项目

力，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和业务组织协调，优化教学

进展、业务运行状态、团队情况的纵向发展性和横

资源供给，推动管理理念、组织结构和业务模式的

向对比性、目标达成度、过程诊断点等进行多个维

转变，突破管理质量、教学质量、服务质量“瓶颈”，

度的过程和客观数据分析呈现，来实时了解和掌握

对学校的战略发展和核心业务形成有力支撑，助

决策前后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变化，并根据数据状态

力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信

调整决策和工作部署，逐步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

息化建设的关键不是技术问题，本质上是管理问
题。所谓“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一把手工程”，

支持决策转变。

这既是众多教育信息化同行的共识，也是教育信

理人员，两类人员的需求有所不同。中层干部处于

息化实践的深刻体会。

承上启下的位置，负责某一方面具体的工作，关注

（2）管理者。 管理者主要指中层干部和普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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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主要在部门绩效、业务成效、信息传递、部门协

等方面存在需求，客观上希望能够通过信息化的手

同、服务质量等。对于中层干部关注的问题，可以

段快速便利地实时了解相关情况。对于这种需求，

通过业务系统的业务流转状态、业务数据呈现和业

学校可以给予合作企业以相应的校园信息访问权

务诊断点预警，以及决策支持平台相应的业务绩效

限，能够让企业快速方便了解到需要的信息，并能

和项目数据分析，来实时了解和把控，并可通过信

够产生相应的互动和信息反馈，让信息技术能够对

息技术来解决日常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比如网上职

校企的深入合作形成有效的支撑。

称申报。普通管理人员则主要关注和自身岗位有

（6）家长。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学习，在客

关的管理和服务问题，如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工作

观上迫切希望能够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

效率、提升服务满意度等。对于这些问题，主要通

状态，以及与优秀的学生典型对比，自己孩子存在

过业务系统、信息门户、服务门户的微服务流程和

哪些差距，并且希望能够与学校形成孩子教育的互

数据呈现来予以支撑。

动。对此，学校不但需要给予家长以相应的信息访

（3）教师。 教师作为学校的主体，对信息化的

问权限，让家长能实时了解孩子的学习行为、生活

需求虽不复杂，却很具体。在业务上希望能够在专

行为和成绩数据，还需要通过即时通信和新媒体工

业建设和课堂教学上获得信息技术支撑，智慧教室

具，与家长产生育人的互动，发挥家校育人的合力。

等教学基础设施能够提供简单易用但稳定有效的

（7）校友。 校友是学校最大的财富和人才资

智能化服务，能够获得较好的教育技术支持 ；在办

源。毕业生离开母校后，希望能够即时了解母校和

事上希望让数据多跑路、老师少跑腿 ；在数据服务

所在学院、专业以及师友的信息，能够与其他校友

上希望能够全方位了解自己的各方面数据和纵横

保持联络，同时能够远程办理相关事务 ；学校则希

向的数据对比，以及已有的存量数据能够实现自动

望能够与校友保持长久持续的联系，开展一些职业

填报，能从繁重的数据填报中解放出来 ；在信息服

能力分析、专业建设调研和毕业生跟踪调查。这些

务上能够快速地获取与自己相关的通知公告等相

需求，需要通过公众号等移动应用，为广大校友提

关信息，同时在遇到问题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沟通和

供资源对接、办事服务和信息互动，用信息化的手

帮助 ；最好能够实现知识的积累与分享，在申报项

段把校友联结起来。

目时可以获得可供参考的资料。这些需求，可以通

1.2

过在信息门户、知识门户、服务门户，为老师提供

IT架构与业务架构的匹配问题
当前高职院校业务系统大多购买自商业系统，

数据类、信息类、业务类、办事类、知识类的服务来

这些商用系统基本是通用型的，很难满足不同院校

满足。

的个性化需求。不少院校只是为了其中的部分功

（4）学生。 学生作为学校最为广大的群体，和

能而采购，只用到一部分适用的功能，一般不会为

教师一样是学校的主体，希望获得接地气的信息化

了使用全部功能而改变已有的管理流程和模式，甚

服务。其需求既有个人数据方面的，也有获取信息

至出现使用一段时间不再使用的现象，产生建而不

方面的 ；既有泛在学习方面的，也有学习生涯、成

用的问题。究其根源，是采购的业务系统与自身业

长路径分析和学业预警方面的 ；既有办事方面的，

务不匹配所造成。

也有生活服务方面的 ；既有社团等校园活动方面

解决这一问题需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IT架

的，也有社交服务方面的。满足学生的信息化需

构与学校业务架构的匹配度。运用企业架构方法，

求，一方面通过信息门户、服务门户为学生提供数

完成学校业务架构向应用架构、数据架构和技术架

据类、信息类、学习类、办事类、生活类、社交类服

构等IT架构的转化，梳理清晰与学校核心业务匹配

务 ；另一方面还要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把数据接口

的各业务系统的领域和边界，根据业务需求“量体

和开发平台开放出来，让广大的学生能够参与到信

裁衣”，对各业务系统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实现

息化服务的开发与建设中来，以提供更具个性化和

信息化硬件系统、软件系统与学校战略和业务的匹

接地气的服务。

配，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和应用脱离业务需求以及

（5）企业。 企业作为学校教学、科技和社会服

“建而不用”的问题。二是进行业务流和数据流梳

务的深入合作对象与利益相关方，在了解学校基本

理。用BPMN2.0 对学校管理与服务工作中涉及到

信息、专业发展状态、学生培养状况、合作项目进程

的专业、课程、教师、学生、资金、资产以及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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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业务流和数据流进行系统

业务系统上，一般院校则建设得“五花八门”，往往

性梳理，科学设计学校各种业务模型，进行业务流

厂商不一、架构不同、技术各异、数据孤岛，难以实

程再造和资源优化重组，消除业务孤岛，提高协同

现跨系统、跨部门的业务协同和更高层面上的数据

水平和管理效率 ；建立信息标准和数据标准，确定

综合应用。

每一条数据的走向、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打破信息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起统一的、相对稳

孤岛，提高数据质量和安全性，实现数据资源在全

定的软件基础平台，按照统一架构、统一数据、统一

校的共享和应用。

服务、统一管理的“四个统一”原则，为应用和服务

1.3

系统提供平台支撑，实现各应用之间的紧密配合、

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信息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网络设施改造

底层数据的流动和跨业务系统的流程服务。软件

升级、中心机房滚动升级、智慧教学环境建设等。

基础平台应符合以下几点 ：一是符合“四个定位”，

当前高职院校一般均完成了网络扁平化、服务器虚

即面向领导是数据决策平台，面向管理者是业务管

拟化和教室多媒体化的建设，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理平台，面向师生是信息化服务平台，面向技术部

快速发展的今天，原有的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越

门是应用开发平台。二是符合“云计算、大平台、

来越高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需求。在下一

微服务”的技术架构和趋势，前台是微服务，后台

步的改造升级中，应充分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是业务管理，底层是数据平台和公共组件的支撑 ；

术，实现新的“四化”升级 ：一是网络的“光化”，即

三是融入诊改理念，即“过程质量管理，实时数据

运用已经成熟的GPON全光网（All Optical Network）

采集，常态诊断改进”。四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一

技术改造升级传统网络，实现高比特率数据传输能

段时期内保持稳定，在上面逐步搭建起各种业务应

力和大吞吐量的交叉能力，并且成为宽带、门禁、

用，服务才能不断丰富。五是具有开放性，能让第

广播等多种业务的承载网 ；二是无线网络的“物联

三方应用系统平滑无缝地实现集成和扩展。

化”，即在无线网络部署中，使用带物联网模块的无

软件基础平台在逻辑上自下而上分为“数据

线AP，构建无线物联网络，在无线网络无感知认证

层、支撑层、应用层、服务层”。数据层主要是全量

和切换的基础上，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和数

数据中心，是按照统一的信息标准，对各业务系统

据采集 ；三是数据中心的“云化”，即在现有数据中

的结构化数据和散落在各部门单位的重要文档、视

心基础上打造云数据中心，运用云计算技术建设基

频、音频、日志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采集、清洗和整

础设施云（IaaS）和公共平台云（PaaS），为校园各

合，建立统一的数据仓库和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

部门单位和师生提供云计算服务 ；四是教学环境的

的集中共享和开放服务。支撑层为应用层和服务

“智能化”，即运用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和高清录

层提供公共组件服务，如统一的身份管理、身份认

播等技术，建设集无线热点、智能中控、互动屏幕、

证、消息通信、流程引擎、表单工具、开发工具、支

云存储、云桌面、智能录播、数字考场、信息发布、

付工具、日历等。应用层以一体化的业务平台构建

督导巡课、互动教学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教室，为

模式，构建出与学校各业务领域相匹配的业务服务

混合教学、微课录播、慕课录制提供智能化的支撑。

体系，并在运行的过程中进行实时的诊断点阈值触

在信息化建设中，硬件基础设施虽然不是建设

发预警。服务层是学校信息化的服务窗口，主要通

的重点，但却是高效稳定的软件应用的基础保障条
件，一些智能感知、自动采集的数据均来源于此，其

过信息门户、服务门户、知识门户等为师生提供基
于“PC+手机”的交互式在线服务。

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5

1.4

基于角色的信息化服务问题
基于角色的信息化服务是根据不同角色人员

软件基础平台建设问题
软件基础平台指的是为整个智慧校园的应用

的信息化需求，在软件基础平台上搭建出个性化的

和服务系统提供支撑的基础平台，为上层应用提供

应用与服务，这也是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信息化服

统一的数据、组件和工具服务。在上一阶段数字化

务主要包含数据类、业务类、信息类和办事类等几

校园建设中，不少高等职院校建设了以数据交换、

种类型，主要通过基于流程和数据驱动的微服务来

信息门户、身份认证为代表的传统“三大平台”，实

提供。微服务按照服务对象的逻辑聚合在一起，形

现了初步的数据交换、信息集中和单点登录。但在

成服务门户“网上一站式办事大厅”；按照业务逻

第 17 卷第 4 期

李建国 :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核心问题探析

辑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体化的业务应用平台。

81

安全等配套的制度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协同

在信息服务上，利用统一信息通信平台，可以

配合机制。三是建立持续建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

用短信、微信、邮件、站内信息等方式，定向定时实

校企合作来构建技术与业务合作的载体，通过明确

时精准向师生发布通知公告 ；利用日历组件，可以

信息化预算占全校预算比例（如国际化企业一般

根据设定规则对会议、任务、事件进行提醒。

在 1.5%~2%）和吸引社会资源投入，来保障经费的

在业务服务上，围绕学校核心业务需求，运用

持续投入，等等。四是引入监督机制，如在信息化

信息化思维优化或重新设计业务流程，开发出覆盖

建设过程中引入监理，以保证建设项目的质量。五

业务和人、财、物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应用平台，实

是培育信息化生态，通过举办培训和融入课程来提

现流程化的业务运转和精细化的校务管理，并支撑

升干部和师生的信息素养，通过开放标准和开发工

跨系统跨部门的业务协同。

具、自研项目立项、吸引学生社团参与来形成良好

在 办 事 服 务 上，梳 理 开 发 出 教 学、科 研、人
事、学生、财务、资产、办公、后勤、党建等各种类
型的微服务，为师生个人的信息关联、学校各级管

的应用开发氛围。

2

核心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理部门间业务协作提供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持，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六个核心问题涵盖了高

全校师生提供个性集成、多维度、全方位的贴心信

职院校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方面，相互之间具有内在

［2］

息服务 。

的逻辑关系。需求分析是信息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在数据服务上，各种信息、业务、办事等数据汇

包含了对建设基础和建设目标的梳理，对信息化建

集到全量数据中心，被梳理成各种主题数据，并通

设具有导向作用。IT架构与业务架构的匹配，关系

过统一的数据接口（API）对外提供服务，如校内各

着信息化应用是否能够对业务形成支撑，是否真正

种报表的自动填报、数据挖掘分析、诊断点预警和

满足业务需要，是信息化成败的关键。硬件基础设

可视化呈现，校外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高基报

施，在逻辑上处于整个技术架构的最底层，是整个

表平台数据的自动上报，为学校战略管理决策提供

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可靠稳定的网络和

智能化的数据支持。

服务器等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将难以得到保证。

1.6

信息化建设落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信息化建设落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质上是

软件基础平台，在逻辑上处于硬件的上层，为整个

信息化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无论信息化的规划

发平台，是整个信息化建设的基石。基于角色的信

有多么科学，蓝图有多么美好，如果没有有效的信

息化服务，直接决定着师生应用体验的优劣，决定

息化工作体制机制保障，将难以落地而沦为空谈。

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高低，是整个信息化建设的核

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太快，如果没有可持续迭

心，也将是投入精力最大的部分。信息化工作的体

代更新的机制，几年之后就会落后，亦将跟不上需

制机制，决定着信息化建设规划能否实现和落实，

求的发展。

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信息化建设的保证。六者

业务应用和面向师生的微服务提供支撑框架和开

高职院校的信息化工作体制机制构建应该从

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相关

五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建立“四层”管理体制。在

贯通的整体思路，可以融入进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顶

决策层面，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网络安

层设计之中。

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统筹全校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 ；在咨询层面，应邀请校外同行、

3

解决核心问题的策略建议

企业专家成立咨询专家库，负责为重点项目提供咨

解决上述六个核心问题，需要以系统化的思

询、论证与指导 ；在协调层面，成立由分管校领导

维，在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中予以统筹考

担任组长的建设工作协调组，负责协调和推动重要

虑。在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上，应最先解决信息化

的信息化项目的建设 ；在执行层面，由信息化部门

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 ；需求分析和架构转化问题可

和各部门单位分管领导、信息管理员负责具体的建

以考虑在规划设计阶段、项目调研阶段解决 ；硬件

设任务。二是建章立制。制定出台信息化工作管

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平台可以同步建设，其中服务

理办法以及数据管理、项目管理、自研立项、网络

器资源可以在满足需求基础上，按年度滚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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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在此基础上，应将主要精力用

范内部运作，确保信息化建设顺利实施、平稳运行

于信息化应用和服务的建设。在具体的操作中，建

和持续发展。遵循开放体系，能够面向未来，不断

议采取以下策略。

融入新的技术和应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3.1

3.5

强化顶层设计、融合创新
对比学校信息化和企业信息化，会发现企业

坚持总体设计、分步实施
在做好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应将建

信息化无论从理念和方法，还是步伐和成效上都远

设任务和项目安排按照内在逻辑顺序和重要程度

远领先于学校。因此，笔者建议高职院校借鉴企业

分解到各个年度，明确时间节点、责任部门和重点

信息化的先进理念和成功方法，结合自身的实际情

突破方向，全面有序推进信息化建设。

况，以流程优化和再造为抓手，推进自身管理的标
准化进程 ；运用企业架构方法实现业务架构到IT架

4

结语

构的转化，并在完成信息化建设规划的基础上，考

纵观高职院校信息化发展的历程，信息化建设

虑引入第三方咨询公司进行技术上的信息化整体

从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

解决方案设计，在融合创新中彰显自身特色和高职

须按照其内在逻辑逐步推进、不断深化。从信息化

特色。

的本质来看，信息化建设的关键不是技术问题，而

3.2

坚持服务全局、突出重点
围绕学校的发展战略，融入学校的核心业务

是管理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高职院校推

领域，让信息化成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内在驱

核心问题。这种观点的提出，主要源于管理思维而

动力，支撑学校教育教学业务模式的变革。坚持

不是技术思维。建议信息化工作者多从管理的角

有所为有所不为，紧扣学校核心业务，抓住重点，

度去思考信息化建设问题，其他管理者多用信息化

集中优势资源率先突破，做到服务全局和突出重

思维和理念去思考管理制度、设计业务流程。在以

点的统一。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到

3.3

来的时代，需要用这种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融合的

坚持用户为先、注重体验
突出“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充分考虑不同

角色的人员需求，广泛征求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
广大师生意见，激发师生参与热情，同步建设PC端
和移动端服务，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和易用性，提升

进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是把握和解决好前述的六个

思维，去思考和设计高职院校的管理，提升内涵建
设水平和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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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Core Problems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 Jian-guo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
Currently,
under
the impetus of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eaching
Abstract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work,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en placed more and more emphasis 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six core problems such as the demand analysis, architecture
matching, hardware platform, software platform, informatization servic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gives some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dem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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