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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基础

学校是广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已建成第三批全国

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在数字化平台建设与应用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从满足需求到促进发展：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质量管理平台建设”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网

络化、规范化省校两级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管理平台创新与实

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我校为 7 所省高职院校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试点建设单位之一，建成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大数据平台，并持续开展学校、专业、

课程、教师和学生五个层面诊改工作，大数据技术在教育教

学质量监控、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等方面积累一定

经验，2022 年 12 月，我校获全国不同类型高校质量保障体

系优秀范例选树二等奖，全省仅 3 所高职院校（清职院、深

职院和广州科技贸易职院）获此殊荣。

（一）基本情况

1.校园网基础设施较完善

目前，学校已基本建成 1000M 光纤到楼、100M 交换到桌

面、连接多个 WAN 出口（包括中国电信 400M、中国移动 500M、

中国教科网 200M）的校园基础网络，办公及教学区已开通的

信息点总数 2000 点以上，学生宿舍区已开通的信息点总数

超过 8000 个。一是新增一条 200M 教育网链路，缓解了教学

区出口带宽不足的问题；二是利用与中国移动数字化合作投

入的一百万资金对部分教学区楼宇（西 2 至西 12）光纤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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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造，已完成施工，并已承载一期 70 间智慧教室的网

络。三是已实现多媒体智慧教室、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区全域

无线网络覆盖，无线标准为 WIFI6，并提供向下兼容能力，

师生可通过电脑和移动终端接入无线网络，完成教学互动、

查阅资料、自主学习。

2.学校网络信息安全水平高

根据《网络安全法》规定和“广东省教育网络安全工作

视频会议”要求，结合我院网络信息安全现状，“十三五”

期间对校园网络安全实施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1）成立了学院网络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制定实施了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试行)》

等相关制度，开展基于等级保护 2.0 的防护体系建设，网络

信息安全工作机制体制进一步健全；

（2）加强与教育部、省教育厅、市委网信办及公安网

警等网络管理部门的沟通，及时掌握互联网安全状况，加强

值班管理，落实相关安全措施，确保了校园网安全运行；

（3）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建立我院的舆情监

测机制主动研判舆情，把握师生思想动态，提高对网络信息

传播与反馈的控制能力。

3.学校数据中心已成规模

学校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软硬件设备的新旧更迭，应

用技术和管理手段的不断创新，数字化基础设施已初具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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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性能的计算资源和大容量的存储资源池

数据中心的硬件设备主要采用传统 X86 服务器，共 50

多套，配置总量达到 100 多颗 CPU，3800G 内存，300T 存储。

（2）高可靠性的基于 vmware 虚拟化的数据中心支撑环

境

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安全环境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按需配置、适度冗余、滚动发展，为学校各类数字化平台提

供资源支撑和集约化管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效益，保

障平台的安全、可靠运行。

（3）云办公、云机房实验室的工作学习环境

对虚拟化应用、办公桌面等方面构建完整的校园云桌面

平台，实现了机房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和行政办公室桌面

的便捷管理和灵活的应用体验。

4.IPv6 部署建设工作超标完成

为加快教育系统推进 IPv6 基础网络设施规模部署和应

用系统升级，中央各部委和省教育厅多次发文对相关工作进

行部署，以促进下一代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创新。推进 IPv6

规模部署，是加快网络强国建设、加速国家数字化进程的战

略布局，属于政治性任务。

在“十三五”期间，我校新增一套 IPv6 应用交付平台

用于 IVI 翻译，实现 IPv4/IPv6 平滑过渡；

启用学校门户网站新网址 www.qypt.edu.cn，支持 IPv6

可解析、可访问，并启用了教务管理系统、招生信息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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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办事大厅、内部质量保证诊断与改进数字化平台的 edu 二

级域名。

5.信息化应用完全覆盖学校核心业务

在信息服务方面，建成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信息门户

和以网站群系统为支撑的学校门户网站和二级部门门户网

站，实现了用户身份的统一、入口的统一和各类门户网站管

理的统一；在业务应用方面，建成了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综

合办公自动化系统、综合学工系统、综合人事系统、图书管

理系统以及财务管理系统等；在教学应用和管理方面，建有

超星学习管理平台、交互式英语系统、实习管理系统、学生

心理测试系统、网上报告厅、智慧教室等；在生活服务方面，

建有校园一卡通系统、门禁系统、虚拟校园卡等。

（二）优势和特色

自 2017 年我校成为广东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改进试点建设单位以来，建成学校、专业、课程、教师

和学生各个层面标准和质量保证体系诊断改进大数据平台，

持续开展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以数据为驱动力，以质量保

证工作为抓手，形成基于“SDDI”循环的“4431”内部质量

保证工作机制。以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基础设施为基本要

素，通过开展校内质量保证工作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

式、提高管理效率，支撑教育决策、管理和服务，形成了“三

全育人，质量有我”的质量文化，推进学院教育治理现代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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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SDDI 的 4431 诊改机制图

1.数字化质量的特色和创新点

（1）理论创新：提出了质量保证“SDDI”循环理论

基于持续改进的基本原理、HACCP 管理体系和 PDCA 循环

理论，提出了“SDDI”循环工作理论，树立针对高职院校质

量管理过程的科学观，形成了与 PDCA 有着明显区别的“标

准、实施、诊断、改进”质量保证循环理论，使得高职院校

的质量保证工作更加适合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

（2）机制创新：建立了促进人才培养持续提升的“4431”

工作机制

根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结合学院质量保证工作和

督导工作，实施“督导+诊改”的双融合，建立实施“4431”

的促进学院全员深度参与的全程工作机制，持续促进学院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形成“三全育人 质量有我”的校园质量

文化。

（3）方法创新：研发了立足“三全育人”各质量主体

协同发展的质量保证“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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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成“管、办、评”协同全过程质量工作的诊断与

改进信息化平台。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发诊改数据中心、诊改

中心、智能分析、报告中心、应用中心和质量主体的画像大

屏展示六大业务模块，支持学院、部门、专业、课程、教师、

学生质量工作。开展常态化和专项诊断，通过智能分析，生

成诊断报告和诊断意见，形成学校驾驶舱、专业晴雨表、课

程仪表盘、教师监测仪、学生测量尺。为学院领导提供决策

支持，为部门、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等发展提供诊断意

见，帮助各层面改进工作方法、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等，促

进学院办学质量不断提升。

图 2 质量保证诊断与改进信息化平台

二是搭建“教与学”协同驱动信息平台。通过建设教学

质量测评管理系统，建立支持教学督导、学情分析、教师教

学、学生学习、学情反馈、教学改进的 SDDI 全流程，融汇

学生学情和教师教情数据，通过智能分析，生成教学诊断意

见，帮助教师关注学生学习偏好，优化教学方案，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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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实现基于学情的教学改进；分析学习行为数据，帮助

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图 3 教学质量测评管理系统

三是建立线上“监控+督导”实时信息平台。通过与企

业深度合作，建成教学场所全时实时录播和线上教学督导评

价信息化平台，形成教学过程有监控、事后有录像、评价有

依据。同时为教师或学生投诉、反馈问题、突发事件处理等

提供有力证据，也为复核评价结果提供依据。

图 4 线上“监控+督导”实时信息平台

2.应用效果

（1）学院办学综合实力稳居粤东西北高职院校前列

质量体系运行以来，学院顺利通过省示范院校验收。在



8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 高职高专排行榜

（2020）》中位列全国高职高专第 248 名，全省第 24 名。

2020、2021 年“创新强校工程”建设考核位列全省高职院校

A 类 19 名、14 名。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共 6 项，省级教

学成果培育项目 10 项。

近 3 年诊断 56 个专业，课程诊断 783 门，625 位教师参

与，43099 位学生参与，共形成报告 5700 多份，发现管理方

面主要问题 200 多项，改进问题近 200 个，为学院决策提供

有力的支撑。

获得国家级骨干专业 2 个、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6 个、全国职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 1 个、中央财政支

持专业服务产业发展项目 2 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4 个、省

高职教育重点专业 6 个，示范建设专业 3 个、品牌专 2 个。

省级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1 个。

60 多人次获得国家或省级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其中，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团队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多位教师成

为现代学徒制知名专家。

近 3 年学生对教学质量满意度达 98%以上，学生对教学

质量满意度评价达到 90 分以上。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省级教学团队 2 个，省级专业领军

人才 2 人，省级优秀青年教师 3 人，省级科技特派员 36 人，

清远市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 30 人，清远市“起航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 1 人，清远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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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基本工作能力培养效果逐年上升，达到 90 分。

核心知识培养效果从2017年的83分上升到2020年的90分。

专业核心课程满足度众 2017 年的 68 分，上升到 2020 年的

79 分。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全国高职院校平均值 91.9%，达到

98.02%。毕业生就业率达 2021 年达到 97.24%，用人单位满

意度达 98%以上。

（2）推广应用

在 10 多所兄弟院校推广应用，20 多余所院校进校考察；

2018 年 12 月在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学督导、质量评价与质量

保证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分享；2020 年 11 月，在来

自全国近百所高职院校 300 多名专家学者参与的第二届全国

高职院校教学督导、质量评价与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学术年会

上分享；2020 年 12 月，在 90 余所院校参与的广东教育督导

学会组织的新时代职业教育督导工作交流会上进行经验分

享。2022 年 12 月，获全国不同类型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优秀

范例选树二等奖。

（三）机遇与挑战

1.带来的机遇

以 5G 为代表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完善，智能移动终

端的普及，以及以云计算为基础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全面深入应用，为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同时，由于疫情的影响和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让大众对于全面推广数字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



10

大大加深，各层次人员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得到提升，加速

了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和实践的进程，为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做

好了认识和实践上的准备，为推动具体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

好的推进基础和氛围。重构现有业务流程，全面建设数字化

平台，提升人员数字化素养，构建教育教学及管理新模式，

推动教育教学尽快向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学校极为迫切的现

实需求，也是学院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深

入开展、切实提升学院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

遇。

2.面临的挑战

（1）数字化素养不足，制约学校数字化工作的推动与

开展。我校各级人员的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化应用能力与教

育数字化的要求仍有差距，对数字化建设的认识高度不够，

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在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提升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利于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需要加强培训，提升教职员工的数字化素养。

（2）数据整合程度不高，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数据共

享需求。随着信息系统应用的深入，对信息的收集、处理、

整合、存储、传输和应用有了更多更高的需求。目前，我校

已建立起初步的数字化标准体系，但是还未推广普及开来，

内部信息系统的信息编码、技术标准、规范还未完全统一，

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源共享。在今后的信息系统建设中，要大

力贯彻执行数字化标准，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流程，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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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有效融合和共享。

（3）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校务信息资源共享不

充分，仍受到部门分割、信息垄断的制约，信息难以有效地

整合和获取，同时信息资源的质量不高，信息的及时性不够，

停留在信息发布阶段；公共服务信息开发层次较低，决策分

析的有效资源严重不足，无法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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