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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data drive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quality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value. These new features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qualit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definition of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quality should be: a powerful tool for education
reform, a scientific support for education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support, and a new think-tank
for education decision. The new trend for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quality
shows as: a technology trend featuring accuracy and convenience, a value trend of taking data
technique for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education, and a service trend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Besides, potential issues including data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ecurity control and other new problems also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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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驱动的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应用价值，这些新特征为高校教育质量监
测评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新定位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有
力工具，教育评估的科学支撑，教育决策的新型智库。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新趋向表现为：以精准
和便利为特色的技术趋向，“教育为体，数据为用”的价值趋向，以个性化教育为目的的服务趋向。同
时，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也面临着数据治理、开发利用、安全保障等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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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 5 月，联合国发表名为《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的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经济社会
各方面发展来说是一次重要机遇，要善于利用大数据资源造福人类。当前，大数据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
的，不仅引发技术革命，经济社会变革，更引发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同样，大数据当前也在深刻影响
着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与改革[1]。
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是指：“在现代治理理念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采集和分析相关数据，进
而对高等教育的有关事实做出精确判断，以服务于高等教育决策和实践的一种专业活动[2]”。大数据驱
动的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应用价值，这些将为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带来新的
机遇，同时面临新的挑战[2]。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科学、有效地监
测和评估，建立起合理的“第三方评估”的评估体系和机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确定大数据时
代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战略定位？大数据驱动的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有哪些新趋向？面临哪些现
实挑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

2. 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新定位
2.1. 教育改革的有力工具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整合教育质量监测评
估机构，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 [3]。“管办评分离”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一和重要战略选择，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将是未来推进和实现“管办评分离”
的重要领域，将依据其收集和汇总的各类真实数据，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状、问题、动因等做出
客观的诊断与分析，为我国高校的深入改革实践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提供有效的
对策建议，进而为教育决策服务[2]。因此，大数据将会为高等教育监测评估提供基础条件，通过构建大
数据驱动的教育监测评估模型和进行结果分析，将使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成为“管办评分离”的有力
工具，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深入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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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评估的科学支撑
大数据的出现为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提供了基于“数据分析”这一范式，在时代背景下，大数据
已经催生了对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重新审视，引发了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方法的变革。海量的数
据带动了新的评估模式，即从数据中直接挖掘出评估所需的信息。当前，现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越来
越多的问题可以采用数据驱动方法来解决。具体讲，就是当我们对一个问题暂时不能用简单而准确的方
法解决时，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历史数据，构造很多近似的模型来逼真模拟真实情况，从而使得数据可
以实现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结合，在面对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这样的复杂问题时，就能够建立起稳定有
效的数据库，帮助提供科学的决策数据支撑。

2.3. 教育决策的新型智库
传统的教育监测评估的数据采集易受时空限制，分析视角单一，大数据则具有体量大、多维度、全
面性的特点，大数据视野下的高等教育监测评估，具有数据来源多元化、数据采集开放化、分析视角丰
富化的新特点[2]，从而使教育监测评估的结果在“顶天”的同时还能“立地”，满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多层次需要。“顶天立地”形象说明了当代教育智库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思想和智慧的结合，
顶层设计与基层规划的结合，真正做到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为高等教育监测评
估机构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型智库，打造数据信息平台，加快教育决策模拟系统、大数据中心、调
查研究平台等的建设，担负好特殊的参谋和智囊作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

3. 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新趋向
3.1. 以精准和便利为特色的技术趋向
大数据驱动下，高等教育评估中对教育现象的表征指标更加全面、多样、翔实，对教育质量的特征
的描述更加准确，对个体的画像更加细致。众所周知，高等教育监测评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收集
和深入分析有关数据，对高等教育状态、发展和前景做全面展示，为高校办学和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的过程[4]。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对其进行监测评估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和较大难度的
实践活动。没有现代信息技术及大数据驱动作为支撑，仅靠传统的人工统计分析很难对高等教育状态做
全面和精准的描述[5]。
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监测评估不仅需要数据作为驱动，而且更需要大数据作为驱动，这样可以更真
实地揭示高等教育状态的要素特征和结构关系，可以通过深度的数据分析来进一步保证评估的专业性，
可以依靠数据处理的技术规则来更好地保证评估的规范性。监测评估倡导大数据思维，追求使用全部样
本而不是随机样本，接受数据的全面性而非单一性，更为关注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总之，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高等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为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所
需的数据采集与整合、数据挖掘与分析及数据可视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而使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更
为精准和便利。

3.2. “教育为体，数据为用”的价值趋向
大数据本身是中性的，并不代表某种价值，在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中，大数据分析则需要我们站
在“合适”的价值立场上去挖掘、整理和分析数据。什么是“合适”的价值立场？先来看《纽约时报》
的一个故事：一位男性顾客向一商店经理投诉，因为该店竟给他还在读高中的女儿邮寄妇婴服装的优惠
券。而商店指出，女孩的购买记录显示其最近在买无味湿纸巾和补镁药品，这意味着这位女顾客可能怀
孕了，并进而会有购置妇婴服装的需求。最后，这位父亲经与女儿沟通后，确认其真已怀孕，遂向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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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歉。显然，故事中包含着商人逐利的价值与女孩隐私保护的价值之间的权衡问题。商人追求利润本没
有错，但保护女孩的隐私更为本质，因为只基于盈利导向而对购买记录进行分析后做出的逐利行为体现
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说到底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大数据分析同样需要解决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这
一前提问题。
具体来看，把握好“教育为体，数据为用”是大数据驱动的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价值导向。无
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它总是要为人服务的；无论大数据分析如何发达，它总是要为教育事业服务的。
教育评估属于教育学，而非其他学科，大数据驱动的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也应首先尊重、遵循教育学
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具体来说就要以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
大基本职能的实现为价值导向，应用大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做出应对。

3.3. 以个性化教育为目的的服务趋向
办学趋同化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大数据驱动的高等教育质量的监测评估，
通过数据分析提升大学教育质量已成为未来世界教育趋势。这无疑有利于我们改变大学教育千校一面的
状况，为个性化教育提供有利条件。
大学可以通过开发应用系统的移动端 APP，将 PC、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运用成数据采集的渠道，借
助云技术与人工智能将任何一个学生学习生活的所有行为以数据的形式记录下来，包括学生课程选择、
在线学习、社会实践、参加社团活动、图书借阅、消费状况、同学间的互动反馈、学业成绩、获得的竞
赛奖励、学期末个人总结，以及同学、家长、老师的个性化评语等各个方面，这些数据能够综合反应学
生的知识储备、兴趣爱好、情感态度、努力程度和进步的情况。
通过系统化的数据分析，首先，可以得出个性化的学业诊断，通过学生的选课、出勤、课堂表现、
平时的作业以及考试等过程性评价的数据，分析出不同学生学业成绩和学习行为各要素的个性化相关性，
寻找出影响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因素，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资源。其次，还能够帮助
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规划，个性化教育本质上是自我教育，通过电子心理档案、学业发展的柱状图等为
学生提供各种在线个性化学习的诊断报告，并据此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辅导，实现学生自我教育与
个别指导的结合，通过分析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为学生制定自我学习规划提供依据。再次，还
可以为高校教育决策调整提供依据，促进高校个性化教育改革。改革高校的学分认证系统，提倡个性化
的慕课等学习形式，为个性化学习搭建各种平台。

4. 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新难题
教育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具有更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众多的机遇面
前，大数据技术在高等教育评估领域的应用推广仍存在诸多难题和挑战[1]。

4.1. “数据治理”的有效性问题
面对来源不同、类型多样、时时刻刻产生的海量的教育数据，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究竟该如何应用，
如何协同多方力量进行高效的教育数据治理是一道难题。我们认为：要把提升教育数据质量，保护教育
数据隐私安全，保障教育数据合理应用，促进教育数据合法共享作为教育数据治理的目的。同时，“数
据治理”的理念在未来应该深入人心，需要构建以下的规范和体系：一是制定高等教育数据采集和质量
管理标准；二是形成清晰的数据治理、流程与质量管理办法；三是指导和监督好高校教育数据的获取、
归档、保存、互换以及重复利用等各个环节，建立起完整、有效和可持续的教育大数据治理机制[1] [6]。
从国家层面，应将教育大数据的应用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统一规划制定《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
DOI: 10.12677/mm.2019.91007

62

现代管理

于博

估大数据应用指南》等文件，大力支持教育大数据在各高校的推广，并积极提炼、总结、推广有价值的
教育大数据应用模式与案例。从高校层面，要成立专门的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方面的大数据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应包含教育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体现综合性，以便系统有序地研究
和推进教育监测评估有关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此外，还应针对大数据应用推广过程中存在的热点、难
点问题集中攻关，寻求对策，研究方向要把握战略性和前瞻性，切实解决好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和治理问
题[7]。

4.2. 开发利用的科学性问题
要挖掘大数据价值，需要深入诠释该具体领域的特点，也就是要具体阐释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领
域的特点，以便明确大数据进行深度开发和应用的价值[8]。当然，针对每个具体应用的学科建立特定的
开发模型很难有操作性，完美的模型很难寻找，但只要数据量足够，就可以用若干个简单的模型去趋近。
数据驱动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相比之下，其他方法的
改进需要理论的突破，周期非常长。
把握好与科学相伴是大数据应用的基础，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不确定性，而数据
之间的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原来的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知道的答案。Google 公司的成功
不仅仅是技术、是数据，而是采用大数据思维。不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寻找确定的因果关系，而是
通过从大量数据中挖掘相关性，直接用于产品[9]。

4.3. 安全保障的复杂性问题
大数据不仅代表新技术、新时代，其应用也会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复杂的安全性问题。虽然从促进
高等教育开放式发展和接受全社会监督的角度来讲，高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数据应适度向社会开放，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积极推进教育大数据向社会公开发布、体现透明性的同时，教育数据的隐私保护与
安全管理也要引起高度重视，要保障高等教育大数据的安全、有效，保障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的隐私数据
不外泄、不被恶意使用，就要研究和采取更先进、安全系数更高的措施和方案。
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包含着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提炼、数据挖掘、安全分析、安全态势判断、
安全检测到发现威胁的一个新的完整链条[10]。在这一链条中，政府、社会、评估机构、学校、家庭、学
生等等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主体相互交织着参与其中。而链条上的主体越复杂、
环节越多，海量数据面临丢失、泄露、被越权访问、被篡改等方面的风险也就越大，这会进一步影响到
公民受教育权和隐私权的保护，高校办学自主权、社会知情权、甚至国家教育主权的维护！因此我们必
须认识到，教育大数据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工具和资源，另一方面，也会深层次涉及到各方主体
的身份和地位、参与的范围和程度、承担的过错责任等方面问题，这将构成一个极为庞大而复杂的大数
据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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