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智慧云平台
INTELLIGENT CLOUD PLATFORM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优化及有机衔接

数字政府之



0.职教桥产品服务体系

人才链产业链

教育链

创新链

产业人才大数据平台（人才供给分析）

产业人才测评分析平台

产业人才供给分析服务

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服务

产业人才标准制定服务

产业人才测评及培训服务 平台

服务

产业人才对接平台（人才就业）

服务

产教融合专业（群）建设标准研制管理系统

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分析咨询服务

专业（群）教学标准制定服务

专业教学资源包开发服务

平台

产教融合科研创新平台

产教融合项目对接平台

科研成果转换服务

创新创业课程培训服务

产业学院资源配套服务

创业项目孵化服务

平台

服务

产业人才大数据分析平台（人才需求分析）

产业人才对接平台（需求发布）

产业发展分析服务

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分析服务

产业人才对接服务

平台

服务

深化产教融合，实现产业链、人才链
教育链、创新链“四链融通”

教学实训建设服务

产教发展监测预警管理系统

校企协同育人服务

第三方质量评价服务



1.政策背景

相关政策的发布，进一步明确探索校企深度合作的方向。深化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

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

2020年4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工作实施方案（2020—2022年）》提出建立产业人才大数

据平台，分析产业结构和产业人才发展现状，助力高质量就业。

201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深化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健全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机制，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2017年12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4/content_550861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3/content_5367988.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19/content_5248564.htm


2.平台理念

平台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打造产

教大数据分析、产教标准研制、产教质量评价、产教

精准对接四大服务板块包含八大应用系统，结合各方

资源、专家指导、数据沉淀，真正实现由分析、规划、

落地到对接一站式的完整产教生态链。以信息化、数

字化方式，实现产教融合全过程线上运营管理，实现

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的“四链融通”，

为政校行协企各主体搭建桥梁及纽带，促进产教深度

融合的成果转化，形成各方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局

面。



3.平台介绍

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分析预测产业发

展及人才需求趋势，提供产教融合资源、人才、

专家、科研成果，打造一个以数据决策、交流合

作、人才对接、对外服务与产教融合各项业务为

一体的平台，服务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培

养院校、专业人才。解决产教融合发展中各项数

据资源利用低、信息不对称、合作交流成本高等

问题，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结构要

素全方位匹配问题。



各模块及系统介绍



1.平台首页模块

包含在本平台生态链条下的8个子系统：产业人才大

数据分析系统、产教融合专业（群）标准研制管理系

统、产教发展监测预警管理系统、产业人才测评分析

系统、产业人才对接系统、产教融合项目对接系统、

产教融合科研创新系统、产教融合效能评价系统。

平台首页为产教融合资讯服务综合门户，旨在提供一个开

放的信息服务平台，提供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及学生所

关心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和资讯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全方位的产教融合资讯信息：各项产教政策、公示文

件、意见征集信息、校企对接项目信息、校企人才对

接资讯等囊括了政府资讯、项目对接、人才对接全方

面产教融合综合信息。



2.平台介绍

平台介绍模块是对产教融合智慧云平台服务定位、背景介

绍、平台功能、应用成效进行介绍和宣传的窗口，帮助领

导、专家、企业人员、老师、学生等各角色都能直观快速

地认识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核心系统介绍：分别总结提炼介绍及展示平台下各个

系统的能力、作用和核心亮点。

平台简介：介绍平台架构、建设背景及解决的产教融

合所面临的问题。

服务对象介绍：分别介绍平台所服务的对象、为其解

决的核心问题。

平台实践成效：汇总统计平台各项成效指标数据，展

示平台成功应用案例。



3.数说产教

数说产教模块打造一个数字化分析产业、

教育相关领域板块，主要以数据大屏及

各类专项分析报告，提供产教融合中各

决策及顶层规划的数据支撑和方向参考，

并对外提供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数说产教智慧分析总览大屏：

针对产教融合中的规上企业

数量、岗位人才需求量、开

设学校数量、求职人员数量

等各项关键数据，以及产业

社会发展、校企合作创新办

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职

教区域发展布局四大板块进

行综合分析。

（下页其他大屏介绍）



3.数说产教

产业集群分析数据大屏：

针对产业集群企业数量统

计、岗位人才需求量、开

设学校数量、求职人员数

量等各项关键数据，以及

产业集群结构和发展布局、

产业相关培养岗位、产业

相关人才培养三大板块进

行综合分析，帮助各界人

士快速了解产业集群发展

及需求情况。

（下页其他大屏介绍）



3.数说产教

专业分析数据大屏：对各专业

毕业薪资、专业人才储备、专

业平均生师比、专业开设学校

数量，及专业相关对接岗位、

全省专业人才供需区域分布、

专业产教融合创新办学、学徒

制试点单位四大模块的综合分

析，帮助各界人士快速了解各

专业产教融合情况及人才供给

预测。

（下页报告中心介绍）



4.数说产教

产教融合数据报告中心：以“产教融合发展

总览、产业集群发展分析、职教专业建设分

析”等大数据为基础，推出“行业人才流动

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供需报告、人力

资源报告”等多种类型的报告；并定时推送

符合当下热点的精选专题报告，方便实时了

解最新最全行业、人才动向。



4.产教资讯

多模块展示资讯信息：包括政策资讯、文件公示、

意见征集、创新成果等多模块产教融合资讯推送。

资讯智能采集系统：智能采集、推送国家各政符

部门及网上各资讯渠道的相关产教融合资讯。

产教资讯模块是政府集中发布、共享产教资讯的窗口，提

供给各平台用户方便获取最新的产教融合相关资讯信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5.产业人才大数据分析系统

全国及区域岗位需求总览：针对全国或地方区域的

岗位需求情况、行业需求情况、岗位紧缺情况、岗

位吸引力、岗位需求量预测等进行分析。

岗位需求多维分析：智能能够对岗位的薪资水平、

学历要求、经验要求、招聘企业规模、招聘企业

性质、城市、行业等的需求情况进行多维的自由

组合分析。

产业人才大数据分析系统通过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时采集多维度产业数据，实

现产业数据可视化。帮助政府、企业、学校了解产业结

构、发展现状、供需情况等，以提供顶层决策能力，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

（下页其他大屏介绍）



5.产业人才大数据分析系统

地方区域产业集群分析：针对地方区域产业集群

情况及政府区域发展部署、产业产能及需求等多

项结构性指标对产业集群进行整体分析。

产业链结构分析：由产业链到产业节点到产业技

术/服务/产品到产业相关岗位，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知识图谱，可针对产业下任意节点进行下钻分

析。

（下页其他大屏介绍）



5.产业人才大数据分析系统

专业培养关联分析：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挖掘专业培养能力及岗位要求能力间进

行关联性分析，得到专业相关培养岗位。

专业发展状态分析：由结合专业发展状

态数据和产业结构性数据，对专业的发

展和产业人才培养量、培养条件、就业

能力等进行分析。



6.产教融合专业（群）建设标准研制管理系统

专业调研分析：结合产业人才大数据及问卷调研采

集数据，形成专业的供需情况分析，为专业定位有

初步认知。

职业能力分析：结合供需调研数据、企业专家头

脑风暴及论证会议结论，形成专业相关岗位的职

业能力分析图谱。

产教融合专业（群）建设标准研制管理系统通过整合政行

校企多方资源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完成产业人才标准制定、

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研制、管理及发布。以此保证培

养人才精准国家、区域及产业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课程体系构建：根据职业能力分析结论，通过教

育专家论证和指导，形成专业培养课程体系。

专业标准研制：提供研制工作者在线编辑工具，

可结合上述内容形成最终结论，并完成人才培养

方案的研制工作。



7.产教发展监测预警系统

产教发展监测预警系统通过自定义专业评估指标体系

结合数据及专家指导，完成对专业产教发展的各项指

标监测及预警，及时发现及指导专业（群）发展各项

问题，保证人才培养输出质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资源数据管理：整合学校、专业的资源数据进行统

一管理，支撑上层数据分析抽取及监测预警评估。

动态指标管理：可根据不同的产业、专业特点及发

展规划，动态调整评估指标评价方法。

产教发展状态可视化：根据专业产教评价方法，将

专业发展状态数据及质量评价数据可视化，动态跟

踪产教专业的发展情况。



8.产业人才测评系统

产业人才测评系统采用帕森斯的“入职匹配理论”，为专

业人才提供测评分析服务，并针对结果提供相应的课程内

容，为产教融合的人才精准对接提供保障。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技能体系一一明确岗位学习目标：明确岗位技能方

向，定义岗位的具体技能要求。促使建立学习目标，

对岗位应掌握的技能点建立系统认知。

学习体系一一搭建学习路径图：各岗位合理划分初

中高三个级别，建立清晰的学习路径图,助力明确

能力提升方向和路径

考试体系一—规划职业发展道路：采集多维度数据，

生成对应的个性化画像报告，挖掘优缺点，制定职

业发展计划。



9.产业人才对接系统

人才对接平台：为院校、企业、学生

搭建的求职招聘对接平台，以一平台

帮助三方进行人才需求对接。

产业人才对接系统是结合智能人岗匹配技术

帮助校企人才对接的求职招聘系统，以帮助

校企学生三方能在一个平台实现精准高效对

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智能人岗匹配：结合企业用人需求，

对接人才测评分析系统，分析人岗匹

配度，精准对接用人单位及人才。

人才供需分析：综合各项平台供需数

据，提供包括专业人才储备规模、院

校培养人才预测、企业需求预测等各

项人才供需分析。



10.产教融合项目对接系统

产教融合项目对接系统是帮助校企双方进行项目对接的

系统，主要提供了校企项目资讯及相关资源对接能力。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项目对接平台：为提供校企项目的集中管理和

资讯发布，打通校企双方的项目需求信息通路，

并提供一站式的项目对接管理流程。

企业、院校库：将入驻企业院校形成资源库，

共享给校企双方，帮助学校或企业能快速找到

匹配的供应厂商或需求方。

对接项目类型：包括专业建设、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实践条件建设、科研、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师资培训、大

学生实习实训项目等等



11.产教融合科研创新系统

产教融合科研创新系统是一个融合科研项目对接、双

创资源共享及科研成果展示多功能的一站式系统，以

方便本土科研创新活动开展，促进科研创新发展。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

科研项目对接：提供一个校企双方的科研项目对接、

资源对接及科研成果转换的共享平台。

双创资源共享：打通各资源中心，对接平台资源库、

数据库、人才库、专家库，共享创新创业资源。

创新成果展示：将各方创新成果进行展示，提高地

方科研创新活力，促进成果转换、成果再学习。



12.产教融合效能评价系统

产教融合效能评价系统通过结合数据决策+第三方专家

指导，完成区域、学校、专业等各层次的产教融合效

能评价，促进提高各层面的产教融合效能。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自定义效能评价体系：根据区域特性、学校及专业

办学特色的评价需要可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设计

定义效能评价体系。

第三方机构评价：结合平台的专家资源库，可组建

专家评审队伍对各层面产教融合效能进行评价。

数据支撑智能评价：由数据库中学校、专业、产业

等各项指标数据及分析指标，形成专业数据评价结

果，支撑评价结论。



13.智慧工作台

智慧工作台是政府、学校、企业、专家一体化工作平台，

工作台结合角色特性，集成各类业务处理流程、各项数据

分析大屏及各项任务进程、通知及资源等。可以帮助各角

色完成产教融合相关工作。：

通知公告板块：展示政府或平台运营为平台各类角

色用户发送的通知及公告。

全任务流统一管理：将平台下包括院校及企业审核、

专业申报、专业建设检查、专业标准研制、意见征

集等全链路的任务流在该板块统一进行管理，并能

通过登入的不同角色定制相关的工作流程模块及重

点关注、操作及审批的流程。

通讯录板块：能快速查询平台内各相关角色的联系

方式。



14.智慧工作台-分析中心

智慧工作台-分析中心是可结合使用角色特性，以数据可视

化方式展现各类数据分析大屏，可以帮助各角色快速了解

产教融合中各项相关工作及建设具体情况，统筹规划指导

工作，包含以下各项数据分析大屏。

岗位需求数据分析中心

产业人才需求数据中心

产业集群发展状态数据中心

院校建设状态数据中心

专业建设状态数据中心

专业质量监控数据中心

人才对接分析数据中心

企业招聘状态数据中心

创新创业发展数据中心



2021,我们继续在路上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COMMENTS ARE WELCOME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广东职教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