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上海开放大学提出“平台型大学”办学理念，来回应社会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其目的是

建立起向社会大众辐射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新信息的教育资源聚集高地，满足全民终身学习时代社

会大众灵活、便捷、泛在地获取多元、个性化学习资源的需求。这一平台将是互通的、访问便捷的，其实

质是开放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晶，是上海开放大学对上海这一教育资源较为丰富、市

民终身学习需求较为普及、泛在学习广泛应用的社会的战略回应。我们衷心期待，在上海开放大学将这

一办学理念转化为成功实践的努力中，始终能得到各方专家学者的关心、指导和襄助，共同为开放大学服

务于构建国家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大国而努力！

推进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

贾　炜

（上海开放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　推进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是在我国社会教育资源相当丰富、终身教育需求较为普及

的形势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学习型大国对开放大学提出的新要求。本文提出了平台型大学的功能架

构，以促进需求侧反馈与供给侧的各类教育主体联结互动，实现多元供给、共享融通与协作创新的教育共同

体。建设平台型大学要动态把握需求，保持应变力；建立精准对接机制，提升集聚力；强化特色品牌效应，增

强吸引力；优化办学组织体系，扩大辐射力；深化大学内涵建设，夯实内生力。文章最后提出平台型大学的建

设应避免的认识和实践误区，重点关注平台型大学的核心价值和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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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 20世纪 60年代前后，我国北京、沈阳、天

津、上海等成立广播电视大学以来，开放大学迄

今已历经六十多年。六十多年来，开放大学通过

开放办学的模式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接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用得上、留得

住的人才，为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高等教

育教育的普及，国内外在线教育资源已极为丰富，

各种类型的课程琳琅满目，既有国内外大学提供的

开放教育课程，也有国内高校提供的大量精品课程，

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在线教育资源。如今，面对互

联网海量的学习资源，人们通过获取资源来满足求

知、闲暇娱乐等需求已不再是难题。由此，如何建

设一个集约化、智能化、高效益、全覆盖的功能性

平台，满足社会大众从教育资源的海洋中获得适合

自身需要的、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帮助终身学习者

快速、灵活、方便地选择学习资源，实现从“多”

向“准”、从“有”向“优”地选择教育资源，是

开放大学应当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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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推进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

是在社会教育资源相当丰富、终身教育需求较为

普及的形势下，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学习型

大国对开放大学提出的新要求。

 二、功能架构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日

益增长，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日益迫切，个性化的

学习资源、泛在灵活的学习体验、人文化的学习环

境、富有温度的教育服务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创新发展模式和机制，以平台型大学的新形态，强

化功能性平台建设，推动教育体系更加包容、更富

弹性、更加畅通，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建设的新路径。

 （一）内涵特质

作为新型高等学校，平台型大学以服务市民终

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为使命，具有对象广辐射、

资源大汇聚、师资全开放、学习无边界、成果转换

无障碍（贾炜等，2022）等内涵特质。

平台型大学强调平台思维和平台驱动，依托信

息支撑与数字赋能，建立开放、联动、协同的平台，

面向不同类别的学习群体和组织机构，实现教育供

给、资源共享和服务创新，在开放整合、广泛联结、

协同发展上具有显著的平台特征和枢纽优势。

 （二）功能结构

平台型大学是开放大学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

供创新发展的新形态。作为平台的规划者、提供

者和管理者，开放大学通过平台的层级架构和结构

性的功能布局，提供泛在学习环境，汇聚融通资源，

衔接联通教育，创新机制通道，旨在构建学习导向、

平台营造、数字赋能、融通创新的开放教育生态（见

图 1）。
平台型大学的主体功能呈现显著的开放大学

辨识度。第一，战略服务功能。作为国家终身教育

体系的核心力量，平台型大学服务国家构建全民终

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战略需求，服务上海城市“高

质量、高品质、高效能”的定位要求，体现开放大

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第二，课程融通

功能。平台型大学服务各类人群的多样学习需求，

打破课程、专业、学科、活动的界限，形成多学科、

跨专业的学科类、证书类和活动类课程体系，促进

学历教育、非学历培训、社区教育的融通发展，创

新开放大学教育教学功能。第三，机制创新功能。

发挥开放大学优质资源供给机制、市民学习监测

机制、学习成果转换认证机制、系统办学治理机制

的优势，推动各类平台体系不断优化。第四，技术

支撑功能。平台型大学发挥开放远程教育优势，依

托数字化、融媒体提供各种学习途径，促进信息技

 

平台型大学

提供者
领导者
管理者

类别

市民学习综合类

教育资源服务类

教育创新融合类

咨询创新服务类

开放教育办学
平台

学习型社会建设
服务指导平台

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服务平台

学习成果认证与
转换平台

市民终身学习
监测平台

……

总校+分校
民生学院、特色产业学院、工匠学
院、家长学校等

学指中心+社区学院、社区学校、
学习点

上海市教育资源中心、上海学习
网、易班、上海市中小学数字教学
服务平台

上海市终身教育学习银行

上海市民终身学习需求与能力监测
中心区级监测中心

供给方: 学校、政府、企业……

需求方: 学生、企业、学校、政府……

教育新生态

学习导向
平台营造
数字赋能
融通创新

战略服务功能
技术支撑功能
课程融通功能
机制创新功能

……

图 1    平台型大学的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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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教育的创新融合，为不同学习者提供适需、便

捷、高效的学习服务与支持（贾炜等，2022）。
 （三）平台体系

平台型大学的平台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各

类平台促进需求侧（学习者、企业、学校、政府等）

的需求反馈与校内外供给侧的各类教育主体（学校、

政府、企业等）联结互动、精准对接，实现教育的多

元供给、共享融通与协作创新，打造供需双方互助

共赢的共同体。

平台型大学聚焦主体功能建设，以平台为载体，

积极打造市民学习综合类、教育资源服务类、教育

创新融合类、咨询创新服务类等四大类平台，其形

态覆盖综合平台和专项平台、学习平台与服务平

台、实体平台与虚拟平台等，形成多维度、多层次、

全方位的平台体系。

1.市民学习综合类：致力于打造学历教育、非

学历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办学平台，以及对学习型社

会建设的服务指导平台。1）开放教育办学平台。

覆盖全市的开放办学体系是市民就近学习的实体

平台。促进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社区教育

“三教融通”发展，对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

市民终身学习需求，是平台型大学发挥战略服务功

能的重要支撑。2）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平台。

覆盖全市的由市学指中心、区社区学院、街镇社区

学校和村居学习点构成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

导体系，是服务社区居民综合素养提升的综合平台，

集中体现平台型大学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

服务功能。其中，平台搭建应聚焦社区不同群体需

求，提升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能力。

2.教育资源服务类：致力于打造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服务平台。平台型大学在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

源方面具有技术和平台优势，可以为各类人群，特别

是欠发达区域、基层学习者提供教育服务。上海市

教育资源中心、上海学习网等教育资源服务综合平

台，面向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易班、服务上海市中

小学数字教学平台等专项平台，以及汇聚培育终身

教育教师的平台等，从不同方面展现平台型大学集

聚、共享、整合资源的功能和技术支撑功能，体现平

台型大学在共建共享与机制创新方面的优势。

3.教育创新融合类：致力于打造学习成果认证

与转换平台。建立学分互认标准体系和沟通机制，

推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间的贯通衔接，普通教育

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间的沟通转

换，是平台型大学体现机制创新功能的重要内容。

作为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的重要平台，平台型大学

依托学分银行，实现学历学分与非学历培训学分转

换，以及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分转

换，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4.咨询创新服务类：致力于打造市民终身学习

监测研究平台。平台型大学应运用平台机制整合

社会力量和智力资源，研究终身教育重大战略问题，

作出科学分析和研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形成咨

询创新的智库平台。这包括做好终身学习需求与

能力监测，面向不同人群开展终身学习需求与能力

的监测研究，形成城市学习力提升的相关数据和分

析报告，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决策咨询建议。

 三、建设路径

平台型大学的建设过程，是开放大学作为新型

高校的使命和职能充分展现的过程，也是服务学习

型社会建设的贡献度持续提升的过程，还是一流开

放大学建设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

根据目前开放大学建设实践探索，平台型大学

应实现与城市同频共融，具体集中在“五大平台”

建设（刘增辉，2022），即要以“三教融通”的布局

搭建开放教育办学平台，以“普惠多元”的理念搭

建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平台，以“泛在可选”

为特征搭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平台，以人才“立交

桥”为目标搭建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平台，以“适

需服务”为指向搭建终身学习监测研究平台。持

续提升服务学习型城市的贡献度，需要牢固树立和

贯彻新的发展理念，通过创新体制、优化机制，深

化教育供给侧改革，不断为学校自身发展蓄力，包

括应变力、集聚力、吸引力、辐射力和内生力，才

能构建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多方互促共赢的开放

学习平台（见图 2）。
 （一）动态把握需求，保持应变力

平台型大学的建成依赖于开放大学自身把握

发展机遇以及开发、整合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动

态把握需求，找准发展契机的根本路径，是发挥战

略服务功能的必然选择，更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的必然要求。开放大学要动态把握政府需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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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和学习者需求。从政府需求看，未来一段时

期内，提升社会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市民综合

素质，将是终身教育支撑服务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

开放大学要发挥好注册入学的政策优势，以“三教

融通”的办学布局，面向人人提供公平的学历继续

教育、非学历培训和社区教育的机会，提供适需、

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使广大学习者学业提升通

道、职业晋升通道、社会上升通道更加畅通（习近

平，2018）。
从市场需求看，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新时

期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开放大学要服

务产业经济发展，对接行业企业需求，动态更新专

业和课程，探索与行业企业联合育人机制，探索学

历教育课程与职业培训课程融通，探索符合职工特

点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1+X”证书

的学习成果，培养适需对路的应用型人才，助力行

业企业人才保持蓬勃生机。

从学习者需求看，尤其是对于成人而言，教育

是为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在信息更新

迅速的时代，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成人学

习者更加关注课程资源的实用性、学习交往的意

义、支持服务的品质、学习体验的友好以及学习成

果的获得等。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

优势，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学习周期的质量保

证体系，建立学习者的反馈互动机制。

 （二）建立精准对接机制，提升集聚力

开放大学要打造教育供需双方对接共赢的平

台，其中创新机制是激活供需链条的核心环节。这

种机制不仅要将政府、社会、市场和大学进行联结，

而且能扩大教育供给侧的辐射范围、提供教育需

求方多元选择，建立精准对接机制，形成主动服务

社会发展、社会各方主动寻求开放大学支持的互

利互促状态。

建立多元合作办学机制，这是把大学办在社会

之中的有效举措。从合作主体来看，开放大学要厘

清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等的基本利益诉求，确立

不同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责任协同机制。从合

作方式看，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双方在资源、平台、

教学或科研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创新探索多元的合

作共建模式。

建立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机制，这包含资源集聚

和资源配送两个方面，应体现泛在可选的特点。开

放大学通过建立资源共建共享联盟，集聚高校、行

业企业等各方优质资源，实现资源的互联互通，打

造资源“超市”；充分依托多种传媒平台和多种媒

体终端，建立面向不同受众的有效输出渠道；充分

依托大数据中心，挖掘学习者与资源的对接需求，

实现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推介。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平台

开放大学办学平台

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平台

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平台市民终身学习监测研究平台

特色
品牌效应

办学
组织体系

精准对接
机制

动态把握
需求

内生力
(质量、人才、科研)

应
变
力

吸
引
力

辐
射
力

集
聚
力

图 2    平台型大学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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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终身学习需求监测机制，是动态了解不同

人群学习需求的有效机制。开放大学面对各类学

习者群体，需要对不同年龄群体、不同行业群体、

不同岗位群体不断更新的需求和所需要的综合素

养开展调研，改善学历继续教育、非学历培训和社

区教育的资源品质和供给方式，为城市治理提供决

策咨询。

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机制，是为各类学习

者建立多元学习通道、构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的重要举措。开放大学需要依托和充分发挥学分

银行的枢纽作用，探索建立基于智能合约的终身学

习档案认证机制，建立不同学校、教育机构间的学

分互认协作机制，建立学习档案数据安全保障机制，

并积极开发学分银行的应用场景，为不同年龄阶段

的学习者提供学习路径、学习信用、成果认证依据

等支持（贾炜，2021）。
 （三）强化特色品牌效应，增强吸引力

平台型大学的建设还取决于大学自身的特色

和品牌，需充分发挥品牌效应，提升对社会各方资

源的吸引力。

打造特色专业和课程，是开放大学吸引优质资

源的重要基础。专业和课程是大学的核心产品。

开放大学要坚持与普通高校“错位”发展的原则，

打造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

高效能治理的特色专业品牌。学校要关注民生需

求，聚焦“一老一小”，着力形成以家政学、养老

服务、托育从业人员、家长教育等民生类专业集聚

的品牌专业群，并以“三教融通”的布局建立融通

机制，有效集聚专业资源、拓展服务范围，进一步

形成品牌效应。

打造开放大学校园新形态，为学习者营造特色

鲜明、功能聚合、虚实并行、开放共享的学习空间。

当代的校园越来越多地从“象牙塔”式的独立封

闭走向逐步开放的建设模式。开放大学及其分校

应按照功能聚合发展的模式，做好校园整体规划，

形成融入城市、接入社区、走近每位学习者的空间

形态。开放大学还要加快建立智慧校园，依托现代

信息技术，建立起面向教师、管理者和学习者的虚

拟空间，为师生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个

性化的教与学支持服务。

打造市民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提升每位社区居

民的日常参与率。开放大学要通过与图书馆、博

物馆、科技馆、纪念馆、文化馆等社会公共文化资

源的联动，创新市民终身学习方式，以体验基地、

人文行走、游学等方式，不断推出喜闻乐见的终身

学习活动，让学习真正贴近生活、融入生活。市民

终身学习活动品牌的打造，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公

共教育资源、更多的优秀志愿者加入终身教育服

务，持续增强市民学习力，将市民综合素质转化为

城市软实力（贾炜等，2022）。
 （四）优化办学组织体系，扩大辐射力

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要建立由政府、

高校和社会各方之间准松散联结的组织架构。从

横向联结看，开放大学要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的领导体制，通过体制架构，探索建立各级政府部

门与平台型大学之间的供需联结。从纵向联结来

看，开放大学要坚持发挥系统办学优势，通过自上

而下的办学网络架构，扩大平台型大学的辐射力。

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要立足学习型社

会建设的大背景，积极探索建立由政府主导、各部

门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整合各方

资源、统筹推进参与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增强服务

政府需求的供需能力，为平台型大学的建设提供良

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

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要建立系统行业

协同办学体系，这是平台型大学建设的“筋骨”。

当前，办学系统的功能定位面临整体战略转型。系

统分校作为区域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

手，将承接和发挥区域“三教融通”的整体性功能。

打造区域开放教育和服务平台，不仅要结合区域特

色有重点地推进学历继续教育，还要承担起非学历

培训机构管理服务职能，并通过设点布局积极推进

社区教育。行业分校要积极打造行业人才继续教

育平台，整合开放教育与行业发展资源，为各行业

人才的终身发展提供服务。

 （五）深化大学内涵建设，夯实内生力

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其本质属性还是

大学，需要根据大学的办学规律和属性，构建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与师资水平的相互支撑的体系。

“五个平台”建设是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外在

显现。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从教、学、管、评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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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立全方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开放大学专业和课

程建设应遵循社会需求的逻辑，并伴随着社会需求

的变化开展动态调整和改造。开放教育教学模式需

遵循开放教育的规律，并伴随着成人学习者学习特

征的变迁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演变而不断创新。学习

支持服务需从人工服务逐步转变为依托人工智能技

术的全天候服务。开放大学的评价需打破单一的方

式，逐步发展为以能力本位的多元发展评价。

强化特色科研，为教育教学和社会服务提供支

撑。学校要持续加强开放大学作为新型高校的建设

模式和治理体系研究，为明确开放大学建设方向提

供理性指引；持续跟进学科和专业发展前沿，并结合

产业和行业发展动态，适时将最新专业知识体现于

课程和教学中，保持专业课程体系的适用性和人才

培养的时代性；持续开展开放教育教学模式研究，把

握好成人学习与新兴技术的结合点，推进教学改革

走向深化；持续开展终身教育领域的决策咨询研究，

为国家和城市的战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符合开放教育特点的、

高水平的、专兼结合的人才队伍，形成由专任教师、

科研人员、辅导员、教学管理人员和信息技术人员

等组成的人才资源体系。从开放大学的平台型特

征看，开放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要着力培养思想政

治与职业理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课程建设与

学科专业、科学研究与专业创新、社会服务与团队

建设等素养与能力（贾炜，2022a）。同时，开放大学

要办在社会之中，就要立足“优质资源为我所用”

的视野，以人才引进的柔性机制，广泛吸纳劳模、

工匠、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等行业的优

秀人才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专业

和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

 四、需重点关注的方面

平台型大学是开放大学发挥创新潜能，实现改

革发展新跨越的重要方向和举措。平台型大学建

设应避免认识和实践误区，重点关注其核心价值和

功能的实现。

 （一）以更高站位与更宽视野认识平台型大学

的价值，彰显开放大学平台体系在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教育体系中的优势。

广播电视大学历史上曾经有平台型大学的提

法，那时提出的平台型大学，更多地将广播电视大

学作为管理机构。如今建设平台型大学，是我国社

会和教育发展到新阶段对开放大学提出的现实要

求，是开放大学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必然。

《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提出要努力打造

“我国终身教育的主要平台、在线教育的主要平

台、灵活教育的平台和对外合作的平台”（教育部，

2020）。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云南五所地方开

放大学都根据各省市发展战略，结合地域特点，强

化办学特色，进一步稳固和强化开放大学在学习型

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作用。平台型大学

正在成为我国开放大学建设的共时性举措。

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背景下，

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要在国家和地区层面

建立起中国特色开放大学的平台体系，作为平台的

提供者、领导者或管理者，推动高校、政府和社会

各方的联结互动，成为教育衔接沟通、资源融合共

享、人才共育共享的纽带，形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的平台和枢纽。

 （二）避免平台“孤岛”现象，强化各类平台间

的沟通链接，实现平台体系内部功能的融会贯通。

自更名揭牌以来，开放大学已建设形成服务市

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发展的各类平台，构建了

开放大学作为新型高校的重要之“型”。转向平

台型大学建设的新阶段，面对更加多元的需求，平

台类型和资源会日益丰富，平台优势会日益显著，

但平台体系建设的难度也在增加，破除平台“孤岛”

问题，是建设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平台体系

的关键。

首先是同类型平台的系统设计。譬如，学历教

育、非学历教育培训、社区教育等办学平台从不同

维度满足市民学习需求，但平台功能设计也面临同

质性、单一性等问题，导致平台功能的分散化、学

习用户的低满意度、平台管理的重复性，因此，避

免学习平台的知识“孤岛”，学历、非学历、社区

教育等平台功能的整合和系统设计必不可少。

其次是不同类型平台的融会贯通。平台型大

学的平台体系是开放动态的系统，在推动各类平台

加强主体功能的同时，需要加强平台体系内部建设，

强化各类平台间的沟通链接，实现平台体系内部功

能的融会贯通，这包括学习平台与成果认证转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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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间的基础数据共享，学习平台与监测平台的底层

数据设计，学习平台与资源服务平台的共享贯

通等。

 （三）避免学习资源的简单堆积，以满足多样化、

个性化学习需求为导向，加强平台建设和服务能级

提升。

学习资源平台是平台型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服务市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路径。然而，在“互

联网+”教育的新时代，开放学习资源所涉及的领

域之广度、层次之多样、内容之繁杂，以及广大市

民学习需求之多样、获取信息之便捷、选择路径之

多元，都是昔日无法比拟的。因此，平台型大学要

想打造成为市民终身学习的主平台，不能仅仅停留

于资源的泛在性，要避免学习资源的简单堆积，要

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促进学习的个性化、便捷性、

趣味性、成就感和支撑感（贾炜，2022b），这就需要

着力提升适需服务能力。

从满足市民的多样化需求看，开放大学要以不

同人群的普适性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对学习资源进

行分门别类的集聚和呈现，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

学习资源的整体图谱，提升学习资源选择的快捷度；

另一方面通过多种学习终端实现学习资源的分批、

分类配送，做好学习资源使用率的排列，提升学习

资源的推广度。

从满足市民的个性化需求看，开放大学要依托

终身学习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充分了解每位学

习者的学习兴趣、内容偏好、学习时间、学习方式

等个性化特征，形成学习者画像，进而适时、适需

地提供学习资源个性化持续推介、学习过程及时

干预以及相同兴趣的学习伙伴推荐等，以促进学习

共同体的形成。同时，在学习平台服务方面，开放

大学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服务，以智慧学伴的身份

实时为学习者提供全天候帮助。

 （四）加强高质量教学资源的积聚，使开放大学

成为社会优质资源普及化、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开放大学作为我国各地办学规模最大、覆盖

人群最广、组织体系更有力、资源集聚更丰富、教

学模式更灵活、学习通道更多元的新型高等学校，

承担着搭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责任和使命，

是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大国不

可或缺的载体和支撑。开放大学要积极与普通高

校、科研院所建立联系，将这些高校（院所）出现新

的观念、知识、信息、技能快速嫁接到开放大学的

平台上，使其快速地在社会上辐射和传播，送到企

事业单位、社区、家庭和个人。这是平台最显著的

外延扩张的特点，也是搭建终身学习服务平台最首

要的任务。

平台型大学不仅要做好规模化发展、提供广

覆盖服务，更要做好教育内涵建设，推进终身教育

高质量发展，助力人们的高品质生活以及城市、社

区的高效能治理。从办学平台看，开放大学要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社会认可度；从学习型社

会服务指导平台看，要提高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的

活力，提升学习型社会建设效能；从优质资源供给

平台看，要提高优质资源的分类汇聚和精准供给水

平；从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平台看，要拓展学习成

果的应用场景，成为助力学习者终身发展的通道；

从终身学习监测研究看，要动态呈现广大学习者的

需求变化，及时有效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

 五、结语

平台型大学作为探索中国特色开放大学建设

模式的重要方向，是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

段对开放大学提出的现实要求，也是开放大学适应

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尽管方向和目

标已经明确，但建设平台型大学仍任重而道远。平

台型大学不同于慕课平台、平台型企业，它既作为

教育供给方，又作为教育供需对接的枢纽；不仅要

争取政府支持的政策优势，还要有洞察和应对市场

需求的能力；既要有特色教育产品的供给，也要有

集聚社会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既要有平台所依附

的牢固的组织体系，更要有吸引供需双方长效参与

的服务能力和创新机制……由此，平台型大学的建

设仍是一个边研究边探索的过程，是一个集聚各方

资源、相互协同运作的过程，也将是持续不断回答

和实践中国特色开放大学建设模式的过程。

【注】上海开放大学发展研究部杨晨、李娟、

沈岚霞、李学书参与了该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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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Open University to
Platform-Oriented University

JIA Wei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 to platform-oriented universities is a
new  direction  for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learning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abundant  online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widespread  demand  for  lifelong  lear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nctional  framework  of  the  platform-oriented  university, focusing  on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ply sides of all kinds of education to realize an
educational  community  of  diversified  supply, shared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strategies that will help build a platform-oriented university include: grasping the demand dynamically
to maintain adaptability, establishing a precise docking mechanism to enhance cohesion, strengthening
the brand effect to enhance the attraction, optimizing the school-running organization system to expand
the  radiation  force, and  deepening  the  university  strength  building  to  reinforce  internal  power  of
development.  In  the  e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oriented  university  should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and  focus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re  value  and
function of the platform-oriented university.

Key words: platform-oriented university；the open university；transformation；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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