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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

挑战、实践模式与动力机制

徐晶晶袁 黄荣怀袁 王永忠袁 岳丽杰

渊北京师范大学 智慧学习研究院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协同发展是衡量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袁既是当务之急袁也是长远之策遥 文章深入分

析了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袁以青岛市教学改革与实践为例袁将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模式凝练为

学校内部的协同和跨部门协同两种模式袁对关键协同主体和协同方式进行剖析遥 研究指出袁依赖关系尧利益共同体和需

求导向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动力产生的条件袁并根据动力作用源将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划分为以政

策引导力尧技术推动力尧市场竞争力尧文化渲染力和经济支持力等为核心的外部推动力袁和以协同目标尧协同动机尧协同

态度和协同能力等为核心的内部驱动力遥 从协同学视角提出区域教育信息化动力作用机理是学校自组织与校外他组织

的耦合遥 在此基础上袁构建了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动力机制模型袁并从协同理念尧政策引领和多元服务模式等方面

提出建议袁以期为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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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力保障[1]袁其协

同发展是提升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

径袁它既受外部环境与人工干预的影响袁又受内部协同

机制的制约遥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和重点是推进信息技

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应用袁而仅依靠学校力量已不

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袁 需要深度挖掘政

府尧企业尧高校和中小学校等主体间的协同效应与创

新作用[2]袁围绕共同目标袁权衡各方利益袁通过主体间

的信息流通尧资源共享和持续的服务供给等方式来实

现协同发展袁 全面推动教育信息化从 1.0迈向 2.0新

时代遥

叶仁川宣言曳指出袁要在地区层面开展实施教育议

程的有力的协作尧合作尧协调和监测[3]曰叶教育信息化十

年发展规划渊2011要2020年冤曳明确提出袁要通过机制

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袁多方协同推进教

育信息化[4]曰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提出袁提升区

域教育水平袁 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

用袁实现多元投入尧协同推进[5]遥 调动各方力量全面推

动教育信息化袁实现深度应用袁探究区域教育信息化

协同发展的实践模式和动力机制袁已成为破解新时代

教育信息化应用瓶颈的关键袁对教育信息化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遥

二尧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当前的教育信息化实践样态来看袁区域教育信

息化在城乡尧校际和群体之间的协同联动困难袁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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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整合过程中部门间沟通困难尧协同机制不健全[6]等

问题日益凸显袁与新时代对教育信息化提出的应用驱

动和融合创新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袁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遥 当前袁区域教育信

息化的协同发展面临以下挑战院

渊一冤政策规划的上传下达与协同推进

区域教育管理部门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对

辖区学校的统筹规划袁对具体政策落实的指导尧跟踪

与评估是其核心责任袁而辖区学校是区域部门教育信

息化政策具体落实的执行者遥 一方面袁部分区域在统

筹规划中未能从学校应用需求出发袁在软硬件支持服

务方面难以为学校提供个性化服务袁导致上层规划与

实际应用需求脱节曰另一方面袁部分区域在推进教育

信息化实践中信息化领导力相对薄弱袁导致多主体协

同推进困难遥

渊二冤优质资源的合理使用与共建共享

目前的数字教育资源数量虽大袁但与学科教学相

配套的资源缺乏袁教师教研和备课过程中很难找到能

够满足其教学需求的优质资源遥区域内学校间以及区

域间各学校的名师资源尧特色资源的服务主体相对单

一袁在资源建设方面主要依靠学校教师袁资源开发忽

视了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特色遥 此外袁资源开发与使用

的知识产权机制不明晰袁优质资源共享流转困难遥

渊三冤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显著提升与融合创新

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在于应用袁应用的关键在于如

何有效协同各主体来推进应用的深度和效率袁但目前

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大投入没有大产出袁高投资难

以产生高效益[7]的问题依然严峻袁应用瓶颈和数字使

用鸿沟仍然存在遥 此外袁学校应用信息化教学的内部

动力不足袁外部动力滞后袁大部分学校采取自上而下

的推动袁只有极少数学校能够从教学需求角度积极主

动地尝试应用信息化遥

渊四冤信息技术的支持服务能力与可持续发展

高水平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个区域教育现

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袁其支持与服务主体除了学校和

政府外袁企业尧高校和家庭等都将会成为区域教育信

息化开展课题研究尧探究新型教育理念与模式尧提供

持续的技术支持与服务的重要力量遥而学校在选择教

育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方面缺乏自主权袁加上信息化

企业类目繁杂袁可持续的优质服务有待提升遥

三尧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实践模式院

基于区域教育改革的案例分析

教育信息化在推进过程中袁各区域在国家教育信

息化政策引领下袁结合本校实际发展袁逐步探索出一

些行之有效的协同发展实践模式袁形成了一些具有区

域特色的典型案例袁积累了丰富的尧可供借鉴的经验遥

本文依托野青岛市野互联网+教育冶行动计划渊2016要

2018冤冶评估项目袁共收集 62所学校的案例资料袁通过

对典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案例的遴选与分

析袁提出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包括学校内部的协

同和跨部门协同两种模式袁并归纳出不同协同类型所

涉及的协同主体与协同方式袁为凝练区域教育信息化

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支持遥

渊一冤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学校内部的协同

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学校内部的协同主要表

现为以信息化领导力为抓手的上下级之间尧以教师专

业发展为动力的骨干教师与普通教师之间尧基于教学

与管理需求的主校区与分校区之间尧基于校本教研的

课题研究等四种类型遥当前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学

校内部的协同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院

1. 协同主体以学校信息化管理者尧骨干教师和普

通教师为主

学校信息化管理者的信息素养和信息化领导力

直接影响学校的整体信息化水平袁学校骨干教师是信

息化教学的直接执行者袁也是带动普通教师尝试和应

用信息化教学的中坚力量遥如青岛市中心聋校为确保

信息化教学与管理的高效实施袁专门成立了教育信息

化工作组袁采取领导小组负责规划决策尧组织协调和

支持保障袁工作小组负责资源建设尧开发应用等袁学科

骨干小组负责信息化教学的实施与推广的三位一体

联动工作机制遥

2. 协同方式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

渊1冤基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袁推动教师信息化教

学常态化应用遥本次调研区域的大部分学校已明确将

教育信息化列为学校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遥如

青岛第五十中学成立了智慧校园建设领导小组袁设立

了信息化建设服务中心袁将懂技术尧爱奉献和执行力

强的领导调整到中心担任主任袁抽调计算机教师进行

分工协作袁抽调部分青年教师成立野PAD冶教学应用研

究种子教师团队袁组织骨干教师成立专家团队袁初步

形成了教育信息化支持服务体系遥

渊2冤基于教师专业发展视角袁以校内骨干教师带

动普通教师尝试应用新型教学模式袁实现校内协同教

学遥 如崂山七中通过学校骨干教师带动普通教师袁协

同开展翻转课堂教学遥 在骨干教师的影响下袁普通教

师慢慢转变教学观念袁主动适应和选择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袁并积极向骨干教师请教袁逐步形成了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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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常态化应用遥

渊3冤基于学校管理需求视角袁实现校校协同管理遥

通过整合技术平台袁优化教学与管理模式袁提高办学

效率袁实现全校信息化教学从外部力量推动下的被动

应对向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主动引领转变遥部分学校

利用智能技术实现主校区与分校区之间的协同管理

与教学遥如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的中韩两个校区采

用的同步连线授课和网络视频会议遥又如青岛市西海

岸新区第一幼儿园从实际管理需求出发袁各分园间利

用技术手段实现资源流转和协同管理遥

渊4冤基于校本教研视角袁开展协同课题研究遥如平

度经济开发区小学利用野视频案例校本教研冶课题让

学校的野教科研训冶有机结合袁打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

的野组合拳冶袁体现了凝聚全组智慧尧整体创优的精神袁

实现了野减轻教师负担袁提高工作效率袁凝心聚力搞研

究袁合作共赢快发展冶的现代学校管理模式袁探索出了

全体教师专业化成长和提升教师科研能力的新路径遥

渊二冤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中跨部门的协同

跨部门协同解决社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袁已

经成为公众广泛认同的模式[8]遥教育信息化所涌现出的

一些实际问题袁 依靠某一单一主体显然已难以有效解

决袁 原有的以政府和学校为主要推进主体的边界正被

逐步打破袁出现了与高校尧企业和家庭等多主体协同发

展的新趋势遥在这样的背景下袁教育管理部门开始逐步

放弃原有的野隧道视野冶渊一个人如果身处隧道袁能看到

的仅限于前后非常狭窄的视野冤袁尝试探索学校如何与

企业尧高校和家庭等协同发展遥跨部门的协同是通过校

外力量的介入来推动学校信息化教学创新应用袁 表现

为协同教育[9]尧协同管理尧协同教学尧协同教研尧协同科

研[10]等形式遥 跨部门协同的主要特征如下院

1. 协同主体以学校信息化管理者和教师尧企业技

术支持与服务人员尧高校专家尧家长和区域教育部门

为主

学校信息化管理者和教师除了参与校内的协同

教研与管理外袁还要在跨部门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遥 企业结合学校实际需求袁开发与学科内容相配套

的学习资源尧软硬件设施遥 高校专家为学校提供适应

其创新发展的新型教学模式和理念遥区域教育管理部

门根据国家教育信息化规划袁结合本区域实际需求和

特点袁制定符合区域发展的政策规划遥 家长根据学校

教学需要和家庭实际情况袁为学校开展信息化教学提

供支持与服务遥

2. 协同方式主要表现为六种类型

渊1冤多主体协同推进教育 App的应用遥 学校校长

或教师结合本校需求袁积极使用适合学生发展的软件袁

区域教研室看到应用效果后袁再推荐给其他学校袁形成

区域内学校间的协同发展遥 如青岛九联小学将教育

App的应用纳入教师绩效考核袁通过野校长的支持和推

动尧骨干教师的积极参与尧企业的持续跟踪培训和市区

教研员的宣传推广冶袁实现了学生尧教师和家长对教育

App的常态化应用遥 水集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结合学

生发展需求袁邀请思维导图研究专家来学校培训袁实现

思维导图在全校范围的常态化应用袁开启了野思维导图

撬动课堂袁发散思维引领成长冶的实践之路遥

渊2冤多主体协同推动新型教学模式应用常态化袁

助推协同教学遥如莱西市城关中学设立的 5个电子书

包实验班袁由学校向区教体局报备后袁购买设备及配

套课程资源袁学校和新东方签订协议袁采取野家长购买

设备尧学校负责统一管理尧企业提供配套资源和技术

支持冶的方式袁实现电子书包的常态化应用遥

渊3冤多主体协同推进课题协作体袁实现协同科研遥

青岛市教育局和电教馆于 2016年牵头成立了 野网络

条件下促进农村小学生能读会写冶课题协作体袁青岛

九联小学和华楼海尔希望小学等 13所小学结盟成为

协作体学校袁在提升校际教师教学水平尧促进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和推动校际协同进步等方面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遥

渊4冤多主体协同构建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城乡教育

共同体袁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遥 如平度经济开发区小

学选择旧店镇罗头小学和大田小学作为共同体联盟

学校袁采取野名校+薄弱学校冶的业务指导型共同体模

式遥 学校邀请企业提供技术培训突破设备使用壁垒袁

选派校级名师到协同学校开展结对跟教尧名师送课和

课程研讨等工作袁并成立了野教师专业成长联盟冶袁形

成了野教科研训冶四维一体的管理模式袁采用名师专递

课堂和网络直播课堂形式开展三校协同教学与协同

教研袁以开发区小学的学科优势袁带动协同学校教师

的专业成长袁形成优质学校尧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之

间优质资源流转袁实现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

与均衡发展遥 此外袁通过多主体协同解决农村薄弱学

校师资和信息化设备匮乏难题已取得显著成效遥如水

集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和莱西市滨河小学等农村学

校聘请机械工程学校的教师讲解创客教育内容袁协同

解决师资缺乏问题曰 邀请企业技术骨干为学校机器

人尧3D打印和编程等社团授课袁部分学校甚至需要企

业提供场地和设备遥

渊5冤多主体协同构建家校共同体袁实现协同教育遥

如莱西市滨河小学利用技术平台及时了解学习内容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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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等袁 每月一次的 野互动课堂开放

日冶活动使家长实时感受新型教学模式下的高效课堂遥

又如青岛九联小学引进野晓黑板冶App发通知尧开讨论尧

做调查尧发视频等功能袁与家长进行及时交流遥 青岛西

海岸新区港头小学与野乐教乐学冶平台合作开发了野品

润童心冶数字化平台袁构建以品格教育为核心的家校育

人共同体遥在学校全面推动尧家长积极参与和企业提供

技术支持的背景下袁真正实现家校协同共育遥

渊6冤校企协作构建信息技术支持的集团化办学新

模式袁实现协同管理遥 如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第一幼儿

园从管理需求出发袁与技术公司签订协议袁采取野学校

提需求尧公司免费做技术冶的方式建设学校信息化管

理平台袁公司技术人员通过长期扎根学校来发现平台

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袁并从学校的需求出发不断改进和

完善平台设计袁 在满足学校协同管理需求的前提下袁

公司最终获得平台使用权袁以此实现学校与企业间的

互利双赢遥

四尧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动力的作用原

理尧传导过程与内在联系[11]袁其本质是揭示事物各部分

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以实现整体最优化的运作方式遥 一

般包括事物发展所需动力的产生条件尧 动力的形成与

类型尧推进事物发展的作用机理等三层含义[12]遥

渊一冤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产生条件

1. 多主体相互依赖关系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

发展的前提

高水平的相互依赖是协同的前提条件[8]遥 相互依

赖是普遍存在的袁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正逐步从传统

的野自上而下冶服从模式转变为野自上而下冶与野自下而

上冶相结合的多主体协作模式袁各主体为了实现各自

目标需要进行知识共享尧资源交换和信息互动袁形成

相互依赖关系袁实现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协同发展遥 具

体而言袁包括政策规划上的相互依赖渊表现为政策规

划的发布与落实的执行力冤尧 教育资源上的相互依赖

渊表现为资源的共建共享能力冤 和信息化应用上的相

互依赖渊表现为实际应用需求与所提供的教育产品的

契合度冤等遥如果各主体间没有广泛的联系尧互动与依

赖袁便不会形成协同发展遥同时袁协同并不排斥竞争和

冲突袁相反袁在联系与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冲突可

能会成为各主体形成依赖关系的基础遥

2. 利益共同体视角下各主体目标的实现是区域

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契机

区域教育信息化在推进过程中涉及教育管理部

门尧高校尧企业和中小学校等多个参与主体的利益袁各

主体期望在实现各自目标的基础上达到利益最大化袁

获取协同价值袁形成利益共同体遥该过程是个体利益和

群体利益博弈与重组的过程袁 最终形成能够促进区域

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绩效链遥 利益共同体的构建是

维系区域教育信息化多主体协同发展的直接动力源遥

3. 以需求为导向推进信息化是区域教育信息化

协同发展的核心

以需求为导向的野自下而上冶的主动应用信息化

不仅是未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必然趋

势袁也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实现协同发展的核心遥 教育

管理部门尧企业和高校等主体需要通过广泛调研了解

学校信息化教学应用和学生发展的实际需求袁 多途

径尧全方位地分析教与学的需求袁为教师和学习者提

供并创造能够满足其实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遥

渊二冤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形成与类

型

1. 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形成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开放协同和多元发展的系统袁

各主体具有各自的核心能力遥 其中袁区域教育管理部

门根据国家教育方针袁出台相关规划并协同有关部门

推动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实施与落地曰高校根据国家教

育信息化规划袁结合区域教育现状袁研究适合区域教

育发展的新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曰企业对学校进行

实际需求调研袁结合高校的研究成果袁开发适应学校

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尧 数字资源和配套的支持服务曰

家庭为学校信息化提供支持曰学校根据国家和区域教

育规划袁制订适合本校发展的方案袁与高校协作开展

课题研究袁 与企业协作获取资源与持续的支持服务遥

各主体投入各自资源并发挥各自核心能力袁通过多元

主体的优势互补与整合形成协同效应袁其动力形成的

方向和目标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的逐步提升袁

并实现从应用向融合创新转型遥

2. 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类型

动力是推动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力量袁影响动力作

用的要素是导致事物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遥有学者

从系统论和组织学等视角将协同发展的动力来源划

分为内部驱动力和外部推动力[13-14]遥 Gertner等运用系

统论和组织学的原理与方法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

动力包括市场的供需状况尧 政府政策的外部动力袁以

及合作方对于利润追求的内部动力[15]遥 周正等将产学

研协同创新的动力具体化为以技术推动力尧市场需求

拉动力尧市场竞争压力和政府支持力等为核心的外部

动力因素袁以及以利益驱动力尧战略协同引导力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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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推动力和创新能力保障力等为核心的内部动力因

素[16]遥 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是推动其发展

的力量和根本原因袁 根据动力的作用源可将区域教育

信息化的动力类型划分为外部推动力和内部驱动力遥

渊1冤外部推动力院信息时代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

发展的重要机遇

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外部推动力主要是

以政府主导的野自上而下冶的推动袁作为区域教育信息

化发展规划的制定者袁政府部门的教育信息化政策起

着引导尧推动和具体落实的作用遥 企业之间的良性竞

争会促使教育产品在教育市场的自由选择中展开竞

争并进行优胜劣汰袁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遥 高校

对教育信息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为教育信息化的持

续发展提供了文化环境遥外部推动力是促进区域教育

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外生力量袁 具体包括政策引导力尧

技术推动力尧市场竞争力尧文化渲染力和经济支持力

等遥

渊2冤内部驱动力院需求导向下区域教育信息化协

同发展的自我演化

内部驱动力是区域教育信息化系统内部产生的

驱动其发展的内生力量袁也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

展得以实现的根本和决定性力量遥内部驱动力涉及各

要素间的吸引与排斥尧合作与竞争等袁它从根本上决

定着主体关系的格局和趋向遥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过

程中必须唤醒各参与主体的内部驱动力袁从学校信息

化实际需求出发袁激发教师与学生积极主动应用信息

技术的主观能动性袁具体包括协同目标尧协同动机尧协

同态度和协同能力等遥

渊三冤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作用机理

从组织力来源来看袁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的称为

自组织袁组织力来自系统外部的称为他组织袁一切系

统都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某种统一体[17]袁任何系统均

受内外因素之双重作用影响袁任何一项组织活动都是

自组织与他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18]遥 区域教育信息化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亦是如此袁 涉及资源配置尧

跨部门的业务沟通和整合袁需要多主体协同参与遥 区

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源于学校自组织与校外他组织

的协同袁其动力作用机理是学校自组织与校外他组织

的耦合遥

学校自组织由学校管理者尧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

围绕受教育者这一核心要素之间的关联通过教与学

的关系而建立袁或者是通过学校系统内部学校与学校

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形成袁自组织的控制是在自发产生

和分散控制下实现的遥他组织由一些对学校产生影响

的教育管理部门尧高校和科研机构尧企业尧家庭等校外

组织构成袁他组织是外界环境对组织施加指令的作用

下形成的有序结构遥将自组织的开放性与他组织的保

障性相结合袁构建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组织架构

是深化教育服务模式改革的新思路[19]遥 本文基于自组

织和他组织视角袁构建了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组织

结构袁如图 1所示遥

注院虚线框内为自组织袁实线框内为他组织遥

图 1 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组织结构

渊四冤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

图 2 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的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袁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协同发展动力机制缺失遥区域教

育信息化体系中教育管理部门尧高校尧企业尧家庭和中

小学校等主体通过权衡内部依赖关系尧构建利益共同

体和满足各自实际需求等前提条件袁激发彼此合作活

力袁协同提供个性化的支持与服务[20]遥 区域教育信息

化协同发展是内部驱动力与外部推动力交互尧协同作

用的过程袁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区域教育信息化

协同发展的动力组合遥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

力正是引发各主体间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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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的关键袁通过要素间的协同激发内部驱动力和外

部推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遥在内外部动力的双重互动

下袁形成协同管理尧协同教学尧协同教研尧协同科研和

协同教育袁最终达到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协同发展并实

现协同效应遥本文在对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

力产生条件尧动力的形成与类型尧动力机理分析的基

础上袁构建了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模

型袁如图 2所示遥

五尧结 语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服务需求个性化尧服务资源协

同化和服务角色多样化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袁其复杂性

既表现为教育信息化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袁也表现为

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21]袁客观上需要与外界环

境不断进行物质尧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才能保持系统的

有序结构遥 从生态隐喻看区域教育信息化系统袁需要

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为依据袁以区域教

育信息化所涉及的关键主体尧要素及组织部分的协同

互动为保障袁 以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为主线袁

形成要素的整合尧环节的统筹和主体的协同遥 区域教

育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既是当务之急袁 也是长远之策袁

它是区域内各学校以自愿尧 协商等方式开展协作袁以

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尧 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能力为目

标袁促使各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尧关联互动袁进而促使诸

多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协调尧 合作而形成有序的尧

可持续的和系统化的过程袁 也是实现教育信息化从

1.0向 2.0转型的必然趋势遥 研究从协同理念尧政策引

领和多元服务模式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院第一袁要积

极倡导区域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的理念袁各主体形成

协同意识与思维袁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合力曰第二袁制定

保证多主体协同发展的引导政策袁加强横向尧纵向协

调联动袁 在不改变部门职责权限和管理程序的前提

下袁形成齐抓共进尧运转高效和协同发展的教育信息

化工作新思路曰第三袁构建政府尧学校尧企业尧高校和家

庭等多方联动机制袁明确分工袁形成各主体协同发展

的多元服务新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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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Challenges, Practice Model and Dynamic Mechanism

XU Jingjing, HUANG Ronghuai, WANG Yongzhong, YUE Lijie

(Smart Learning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which is both an urgent task and a long -term

strateg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aking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in Qingdao as an exampl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s summarized into collaboration in

school and cross-agency collaboration, and the main collaborative subjects and ways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dependency,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demand orientation are necessary for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 order to generate the impetus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driving force, the external one includes the policy guidance, technology driving for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culture and economic support, and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centers on collaborative goal,

motivation, attitude and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s the coupling of school self -organization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Finally,the dynamic mechanism model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synergy concept, policy guidance and multi-service mode,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Keywords]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Synergetic Development; Practice Model; Dynamic

Mechanism;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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