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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要要要基于 1996要2018年教育信息化政策变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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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是数字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基础袁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遥为破解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袁研究以政策文本分析为基础袁提出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存在萌芽期尧起步

期尧调整期尧发展期的演变过程袁揭示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演变中公共服务属性尧主体发展及相关机制的变化曰结合

教育信息化及教育系统发展趋势袁分析了教育资源观尧资源供给载体建设机制尧资源供给服务质量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供给机制建设带来的问题与挑战袁对进一步提高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在教育资源服务中的地位尧优化数字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政策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袁这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具有

重要的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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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数字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是指以政府为主

导尧以其他机构为补充的供给主体袁通过政府权力介

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的教育活动需要提供数字

教育资源服务的供给过程袁是政府破解野教育资源匮

乏冶[1]尧野资源配置不均衡冶等问题的重要手段袁是推进

基本公共教育的保障措施遥与其他公共服务供给领域

一样袁数字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也存在野供给效

率不高尧均等化程度差尧供给体制机制僵化冶[2]等问题遥

随着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冶野供给侧结构改革冶等工

作的推进袁野加快探索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模式袁有

效提升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水平与能力冶[3] 成为教育信

息化工作的重要内容遥

二尧研究基础

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相关问题一直是教育信息化

研究中的热点内容遥 在早期的研究中袁研究者更多关

注的是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主体尧数字教育资源建设

的方式尧数字教育资源的评价等内容袁而对数字教育

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较少遥随着数字教育

资源建设相关理论的完善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

给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遥

在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中袁多种理念

与方法共存遥 野共建共享冶理念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

理念,区域共建共享机制[4]尧跨区域协同共建与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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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等研究对共建共享数字教育资源进行了多维度的

研究遥 野个性化服务冶是供给的重要方式袁基于野个性化

服务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主流服务模式冶[6]的判断袁个性

化资源推荐服务[7]尧主动推送服务[8]等研究不断涌现遥鉴

于资源供给机制需要解决资源需求者尧 资源供给者之

间的市场机制问题袁有研究者进行了野区域教育信息资

源耶购买支付爷数学模型的构建与模拟冶[9]研究遥

与理论研究相应的袁野信息化资源一直是教育信

息化政策微观层面关注的内容冶[10]遥 在实践中袁数字教

育资源建设有两个重要的目的院一是利用信息技术将

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给落后地区学校袁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曰 二是利用数字教育资源优化教学过

程袁提高教育质量遥为实现上述目的袁各级政府出台了

大量的政策文件用以指导数字教育资源建设遥通过二

十余年的工作袁我国的数字教育资源从无到有袁从少

到多袁野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服务水平日渐提高冶
[11]袁为教育尧教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遥 另一方面袁

虽然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的建设袁但是尚未有效解决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有

效供给的问题袁野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无序建设现象明

显袁互联互通不够深入袁资源重复建设和优质资源难

以充分共享等问题冶[11]袁野信息化教学资源供给服务在

认识尧体制与机制尧市场尧评价等层面仍存在较多问

题冶[12]遥 破解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问题对

教育信息化建设及成效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三尧政策文本选择及相关界定

政策文本中蕴含了政府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供给的导向遥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袁可以揭示数字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演变过程及未来一段

时期的走向遥 本文中政策文本的内容筛选遵从如下原

则院一是与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尧供给直接相关的文件袁

如叶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

用的指导意见曳[13]等曰二是与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尧供给

间接相关的教育系统文件袁具体包括国家教委 1996要

1997年的工作要点尧教育部 1999要2018年工作要点尧

教育部 2015要2018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等年度工

作要点类文件及教育事业规划尧 行动计划方面的文

件曰三是与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尧供给间接相关的国家

层面的文件袁如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行动

的指导意见曳[14]等文件遥 为保障研究的普适性袁政策文

本选择以国家尧 部委及下属事业单位制定的文件为

主袁以中国政府网尧教育部尧中央电化教育馆等网站上

发布的文本为主渊检索截至 2018年 12月 1日冤遥

理论上讲袁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覆盖基础教

育尧职业教育尧高等教育等方面袁但从实践上袁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主要针对基础教育袁 因此袁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基础教育领域遥公共服务供

给机制既包含相对宏观的供给过程及利益协调机制

等内容袁又包含相对微观的定价机制等内容袁鉴于政

策文本不能显示微观的定价机制等内容袁因此袁本研

究主要研究宏观机制内容遥

四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形式变迁

从历史上看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有一个

演变的过程袁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分析尧研究袁本文

绘制了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演变过程袁如图 1

所示遥基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三个重要载

体渊资源库尧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尧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冤

提供公共服务的阶段性特征分析袁可以将数字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供给发展历史划分为萌芽期尧 起步期尧调

整期尧发展期四个阶段遥

渊一冤萌芽期

1996年至 2000年袁野资源冶野教学资源冶野数字教

育资源冶等词汇并不是教育领域中的重要词汇遥 随着

人们对信息技术在教育发展中作用认识的深入袁数字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思想及实践开始萌芽遥

1996年袁我国政府野通过耶96-750爷项目资助多媒

图 1 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演变过程

资助多媒体课件开发

征集优秀 CAI软件和音像教材精选片段

建设教育资源库

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上线

数字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

研究现代教育技术信息资源库建设和应用

野中央资源库冶上线

建设野若干教育软件开发生产基地冶

共享网上教育资源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纳入叶野十三五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曳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12 2014 2017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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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课件开发冶[15]袁 这为当时的数字教育资源要要要多媒

体课件尧教育软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遥 1997年袁

中央电化教育馆下发了叶关于征集优秀 CAI软件和音

像教材精选片段的实施意见曳[16]袁 面向有关单位征集

资源遥 1998年袁野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冶野资源冶等词汇出

现在 叶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曳[17] 文件中遥

1999年袁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袁 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曳提出了野大力开发优秀的教育

教学软件冶的要求[18]遥 这些政策为数字教育资源早期

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遥

1997年袁中央电化教育馆依托野96-750冶项目袁开

始筹备建设野为全国中小学校提供电教教材和教学软

件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的中央资源库冶[19]遥叶教育部 1999

年工作要点曳中提出了野教育资源库冶建设工作袁利用

野资源库冶 进行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开始萌

芽[20]曰1999年 1月袁野96-750冶项目成果野中央资源库冶

上线袁 标志着我国第一个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载

体要要要中央资源库诞生遥

这一时期是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萌芽期袁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要素开始出现遥 在这一时期袁与

数字教育资源内容渊教育软件尧多媒体课件冤建设相关

的问题开始受到政府的关注袁利用信息技术将优质的

教学资源共享给落后地区的思想开始萌芽遥

渊二冤起步期

2000年至 2009年袁以野提高西部地区对发达地

区和全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能力冶为目的的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一员遥 野资源

库冶作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载体是这一时期

的典型特征遥

在这期间袁野校校通冶 野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工程冶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受到关注袁数字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开始起步遥 2000年袁教育部在野全国中小

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冶上提出袁野使每一名中小学

师生都能共享网上教育资源冶曰2001年袁 国家基础教

育资源库上线并提供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袁标志着

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初步形成遥

在这期间袁破解教育资源短缺问题是数字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的重要目的遥 依托 野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冶

野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冶的资源建设资金袁国

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建设了丰富的学科资源袁为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遥

由于此时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倾向于向落后

的农村地区提供服务袁因此袁政策层面对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的关注集中于野资源建设冶方面袁对公共服务

质量的关注度并不高遥 从文献上看袁 无论是教育事业

野十五冶野十一五冶规划类文件袁还是行动计划类文件尧教

育信息化规划文件袁 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均是教育信息

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袁特别是基础性尧系列性的教育资

源开发备受关注袁这源于数字教育资源的匮乏遥

此时的资源建设经费以财政经费为主遥由于事权

中野职责同构冶的原因袁各地政府也高度重视野资源库冶

和野资源建设冶问题袁各地建设了具有一定资源量的

野资源库冶袁开展了地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遥 为了

解决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问题袁野共建共享冶理念渗透

于学术界和实践领域遥 但是袁学术界及实践领域对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质量评估问题关注度不高遥

渊三冤调整期

2010年至 2013年袁野以建设尧应用和共享优质数

字教育资源为手段袁促进每一所学校享有优质数字教

育资源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冶[1]袁是继野为落后地区提供

优质教育资源冶之后信息化教学资源公共服务的重要

目的遥 野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冶作为数字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供给载体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遥 随着野公共

服务均等化冶在各类政策中的落实袁数字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的重点从落后地区拓展到全国的教育领域遥

与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在政策文献中的地位不

同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是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要2020年冤曳中明确提出要建

设的内容[21]遥 此时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再依

附其他工程袁而是成为教育信息化建设中野建设信息化

公共支撑环境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冶[1]的重要内

容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属性进一步明确遥

与野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冶提供的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相比袁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野网络学习

空间冶为基础袁将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整合到线上的教

育活动之中袁在功能上得以拓展遥 数字教育资源建设

仍然是重点内容遥 2013年袁教育部先后以征集尧汇聚尧

共建等方式建设数字教育资源袁并且资源内容不再局

限于素材类资源袁集成类资源尧教学工具也纳入资源

建设的内容体系遥

与起步期相比袁这一时期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的公共服务属性更加明确袁服务能力及水平均有所提

升袁但是各个公共服务平台仍处于孤立状态袁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的理念和方法受资源库建设理念和方法

的影响仍较大遥 资源建设经费仍以财政经费为主遥 与

资源建设相对袁关于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质量

评估的政策却极少袁对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质量的关注

度也有待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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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发展期

2014年袁教育部等部委提出了野推进建立国家平

台与地方尧企业平台互联互通与协同服务袁建设覆盖

全国的数字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冶[22]袁 公共服务体系

化建设成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建设的新方向遥随

着叶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

用的指导意见曳中指出了野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体系尧提供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

要职责冶[13]袁 明确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属性及

责任主体袁强调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内容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协

同供给正式开始遥

与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尧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相呼应袁各地开展了教育资源库尧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袁形成了各级资源库尧资源平台普遍依辖区

存在的事实遥这些平台相对独立袁因重复建设导致同质

化现象严重袁 由此将其有效整合对提升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遥一是通过统筹规划袁形

成了全国性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袁 实现了协

同服务袁 进一步强化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作用

和能力曰二是通过数字教育资源的野一点接入袁全体系

共享冶袁避免因重复建设带来的资金浪费袁节约了数字

教育资源建设成本袁优化了资金投入机制曰三是扩大了

资源供给服务对象群体袁 为企业参与数字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提供了空间遥 目前袁以国家级尧省级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尧 企业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互联互通为

基础的数字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遥

回顾二十余年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形式

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院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

给的政策内容已经从文件中的野碎片式冶演变成野整体

式冶袁相关政策越来越多袁工作思路越发具体曰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从部门服务项目演变成国家服务项

目袁其公共服务属性越发明确曰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供给载体的演变承载了公共服务理念尧 服务对象尧

服务机制的变化袁 顺应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袁更

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教育事业发展趋势的判定和决策遥

五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趋势与挑战

针对野互联网+冶尧大数据等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

响袁作为教育发展新引擎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

给需要进行改革与创新遥基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演

变分析袁对照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中对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新要求袁可以发现当前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袁其发展

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遥

渊一冤野教育资源观冶发展趋势及对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的挑战

从相关政策文件对教育资源的界定来看袁教育信

息化建设者及推进者对信息化教育资源的认识有一

个从野狭义冶走向野广义冶的过程遥 在叶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曳中袁野大资源服务冶在文件中出现袁野大资源

观冶成为教育信息化建设者及推进者新的教育资源观

念[23]遥 这种认知观念的变化中隐藏着教育资源内涵与

范畴的变化袁同时袁也蕴含着人们对信息技术在教育

教学中作用的认识遥

从本质上讲袁野大资源观冶是与野小资源观冶相对的

概念袁均是对教育资源的认识遥一直以来袁学术界对教

育资源的界定都是多元的遥许丽英博士认为袁野教育资

源是指维持尧组成尧参与并服务于教育系统的一切资

源袁包括人力资源尧物力资源尧财力资源尧时空资源尧信

息资源尧文化资源尧权利资源尧制度资源尧政策资源尧关

系资源等冶[24],这种界定蕴含了经济学尧社会学尧教育学

等学科的认识袁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遥 借鉴研究者对

教育资源的认识袁结合野大资源观冶的提出袁可以看到

数字教育资源的内涵与范畴发生的变化院一是数字教

育资源不再局限在 野狭义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冶渊如素

材尧课件等冤上袁其包含的对象及内容越发多元曰二是

数字教育资源的属性已经发生变化袁可复制性不再是

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必备属性遥

野大资源服务冶对当前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至

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挑战遥 一是正确界定 野大资源服

务冶中的资源袁哪些教育资源应该纳入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体系的范畴袁 如何划分公共服务与非公共服务的界

限曰二是如何将野大资源服务冶中的教育资源渊如教师等

人力资源尧博物馆等场地资源冤转化为教育领域公共服

务的内容曰 三是如何建立机制促进资源流通及作用的

发挥袁 通过制度建设保障资源持有者与资源需求方的

各种权利遥 只有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袁才能真正野实现从

耶专用资源服务爷向耶大资源服务爷的转变冶[23]遥

渊二冤资源供给载体建设机制对数字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的挑战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载体的稳定性对数字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质量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由于网

络平台建设理念及公共服务发展趋势的影响袁2014年

以来袁 我国开始以分布式建设机制建设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体系袁野强调国家尧省尧市尧县尧校的各级协同和力量

的有效融合冶[25]袁适应了时代和教育发展的需要遥但是受

权责机制尧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效率等因素的影响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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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稳定性有待提高袁这为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野均等化冶要求提出了挑战遥

一是公共服务供给载体完备性有待提高遥公共服

务供给是以公共服务载体存在为基础的袁为进一步满

足公共服务供给需求袁迫切需要完善公共服务供给载

体建设遥 截至 2018年 10月袁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体系已接入野省级平台 15个尧市级平台 27个尧区

县级平台 25个冶[26]袁大部分平台没有接入体系袁资源

服务体系的互联互通程度仍不强袁 服务体系尚不完

备遥 与未完成互联互通情况相比袁尚有一些地区未能

建设区域平台袁 并且没有建设规划和解决方案袁 这加

大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难度遥

二是公共服务供给载体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待

提高遥虽然政策文本中已经明确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属性及相关的责任主体袁但是各级政府履行主体

责任情况尧财政保障能力等因素对其建设具有较大的

影响袁仍有一些地区尚未将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纳入财政预算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载

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经费的制约遥

三是公共服务供给载体协同性有待提高遥 目前袁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由国家尧省尧市尧县等若干层级

组建袁各级各类平台是野伙伴关系冶的野体系联盟冶成员袁

其协同性有待提高遥 从实践上看袁虽然各级各类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始野互联互通冶袁但是尚处于技术

服务层面袁各级各类平台在应用层尧管理层等方面缺乏

协同的机制遥 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野共建共

治冶及协同服务发展趋势相比袁需要进一步厘清各级服

务主体的权责袁建立系列支持协同发展的机制遥

渊三冤资源供给服务质量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的挑战

资源供给服务质量包括数字教育资源质量与服

务质量两个方面的问题袁野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

能力不强冶[23]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袁提高资源供给服务

质量仍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遥

一是如何提高公共服务中资源的质量遥提高数字

教育资源质量是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

内容袁 数字教育资源质量的评价标准及内容是多元

的袁但满足用户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指标遥 提高数字教

育资源质量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袁一方面是

提高数字教育资源自身质量袁通过对设计尧开发等环

节的优化袁提高资源质量曰另一方面袁改进评价标准及

评价机制袁需要优化相关评价标准并解决野以专家质

量评定和资源平台管理员准入审核为主的资源评价袁

无法反映用户的主观体验和真实需求冶[27]问题袁需要

优化资源建设与评价的过程与机制遥

二是如何满足各类用户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需求遥随着信息技术支持教育教学改革范畴及内涵

的变化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对象及需求均发生

了变化袁满足其需求越发困难遥 虽然数字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的对象已经拓展了学生及家长等用户群体袁但

是大量的资源仍是为教师群体设计并开发的袁需要进

一步建设满足学生及家长需求的数字教育资源遥 同

时袁 随着教师已经拥有的数字教育资源总量的增加袁

野教师对不经常使用的资源的需求强度更大冶[28]袁满足

教师创新需求的资源供给任务越来越重袁迫切需要拓

展资源种类并加快资源更新速度遥

三是如何提高公共服务在教育资源供给服务中

的比例遥 与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相对袁教师可以利

用搜索引擎尧同行信息共享等非公共服务方式获得信

息化教学资源袁各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尚未

成为教师获取数字教育资源的主要渠道遥有研究者通

过对某地区教师的调查研究指出袁在获取教育资源的

途径中袁区域资源的利用排在了第六位袁区级资源平

台的利用率仅为 31.07%袁 区域资源平台的利用率随

着区域范围的增大而降低[28]遥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在教育资源供给服务中的比例反映了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的地位袁提高相关比例可以进一步呈现公共

服务的属性及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遥

面向未来袁建设稳定并覆盖全国的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体系袁切实发挥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渊体系冤在资源服务中的基础作用袁实现数字教育资源

的野均等化冶服务的目标袁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遥

六尧优化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建议

鉴于数字教育资源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袁教育系统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多袁建设野人人平等享有高品质的学习资源服

务冶[29]是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方向遥

渊一冤提高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在教育资

源服务中的地位

随着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推进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对教育改革的支撑作用越发显现袁提高数字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加快优质数字教育

资源建设的速度袁促进优质教育流通袁促进教育系统

的均衡发展遥 由于野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是事业发展

的根本保障冶[10]袁因此袁提高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

地位需要优化相关政策文本的属性及内容遥

就目前来看袁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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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本多为文件袁内容属性多野政策性冶袁少野法规性冶遥一

般来说袁政策性文本针对性极强袁对做好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供给具体工作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袁但亦有其局

限性遥 修订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曳中提出的野利用

信息技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冶[30]袁 明确了数字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地位袁极大地推进了数字教育

资源建设与共享工作遥因此袁通过相关法律尧法规的建设

与完善袁 可以提高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地位袁

同时袁利用相关法律尧法规建设袁可以进一步优化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措施及工作流程遥

为发挥信息技术在教育系统中的支撑引领作用袁

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加速推进教育系统改革袁应将数字

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属性从保障措施调整至目标或

任务体系遥 在叶野十三五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

划曳中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已经是野保障措

施冶中的内容袁但在野重点任务冶中缺乏对数字教育资

源建设与供给的要求袁根源在于当前教育信息化及教

育系统发展的现状[31]遥 随着信息技术支撑引领教育系

统发展的作用越发显现袁数字教育资源不再是教育教

学的辅助性存在袁而是教育教学的刚性存在袁因此袁在

野十三五冶之后的一段时期袁应将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纳

入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体系袁从而提升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地位遥

渊二冤优化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提高数字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质量迫切需要通过

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袁 解决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袁相关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极为重要遥

随着野大资源观冶的深入袁数字教育资源的内涵及

外延均发生了变化袁应依据数字教育资源的具体内容

及属性制定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清单制度遥 通过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清

单袁明确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种类及内容袁明确不同

数字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的边界袁按照数字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清单制定政策和服务规划袁加强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的透明度遥

强化政府主体责任袁 积极吸引各类主体参与并提

供数字教育资源服务遥建立激励及竞争机制袁吸引社会

资本进入数字教育资源服务领域袁通过特许经营尧战略

合作等方式扩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遥 完

善监管机制袁提高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资金利用率遥

强化公共服务供给载体建设的资金保障机制遥一

是要加大财政力度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及

支出责任袁让各级主体的职责配置具有操作性袁健全

公共服务网络曰二是要强化转移支付制度袁保障经济

落后地区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网络袁破解经济落后地区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及其运行机制建设

不完善尧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遥

依据数字教育资源自身及传输具有的多元属性袁

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一

方面袁 应进一步优化资源服务平台在数字教育资源共

享方面的机制与方法袁通过与搜索引擎等平台的合作袁

不断优化资源的检索方式尧获取机制及应用方式袁提高

数字教育资源的易用性曰另一方面袁在资源应用与服务

场景方面建立系列保障措施袁如培训尧比赛等袁宣传推

广资源袁促进资源应用袁提升资源应用质量遥

渊三冤科学评估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过程

与质量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与质量评估是

一个复杂的问题袁涉及评估主体尧评估对象尧评估机制

等多方面的内容遥提高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过

程与质量袁需要进一步优化相关机制与方法遥

拓展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与质量评

估主体袁提高公众参与度袁强化资源公共服务的透明

度遥一是提高公众在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政策制定

中的参与度袁让公众积极参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政策的制定曰二是提高公众在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清单方面的话语权袁在编制及修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清单时袁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袁充分吸收

各类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袁强化需求导向曰三是提

高公众在数字教育资源评价及服务评价方面的地位袁

提升用户体验指标在评价标准中的比值遥

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科学化尧

制度化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和

服务质量标准遥通过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标准建设袁规范并指导各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

给载体建设袁通过绩效评估尧督导以促进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遥 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质量标准袁规范

服务过程袁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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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balanced

alloca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CT in edu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propos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ublic service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initial stage, the adjustment s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nges of public service attribute, subject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mechanism in the evolution.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CT i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resource supply carrier, and the quality of resource supply

servi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mechanism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position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service of education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the quality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etc.,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system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words] ICT in Education;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Public Service Supply; Policy Changes

of smart education. As a semantic network,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ls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smart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application cases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priety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and smart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educ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mart education

ecosystem. Then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overall process, automatic acquisition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and fusion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in

smart educ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ix applications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in smart

education: discipline knowledge query, knowledge associated query, discipline knowledge automatic

question-answering,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 recommendation and query, and

learning interest transfer. It also analyzes thre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in smart education, including discipline knowledge verification, discipline knowledge

fusion and the adaptive visualization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s in smart education.

[Keywords] Smart Education; Discipline Knowledge Grap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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