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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信息化 2.0阶段袁通过开展教育信息化评估准确了解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袁是教育行政部门制

定教育信息化政策尧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支撑遥 文章在借鉴社会领域的各类发展指数和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袁构

建了教育信息化指数遥 该指数由基础设施尧数字教育资源尧教学应用尧管理信息化尧机制保障等五个维度指数构成遥 该指

数用于反映区域层面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袁以此为基础对中部 H省份开展了实证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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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准确评估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有利于保障教育

信息化持续快速发展袁这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

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遥特别是面向区域的评估结果

可以为下一阶段制定战略规划和科学调配资源提供

重要的依据[1-2]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在 2014年和

2016年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

检查并颁布了相应的评估报告遥 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渊2011要2020年冤曳提到袁野完善和发展教育信

息化发展水平的评估类指标等系列标准规范冶[3]遥 叶教

育信息化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指出袁野要制订针对区域尧学

校信息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袁将相关评

估纳入教育督导工作冶[4]遥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

中也强调袁野要全面开展面向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督导

评估和第三方评测冶[5]遥评估成为了解各地区和各级各

类学校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效率尧效果和效益袁有效推

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6]遥 指数作为一种创

新性量化评估方法袁 相比于单一的评估指标而言袁是

评估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有效工具遥本研究基于社

会领域各类发展指数和探索性研究构建了教育信息

化指数袁该指数以指数理论为指导尧以大数据为基础尧

以服务利益者需求为目标袁旨在综合评估教育信息化

发展水平遥

二尧指数的构建研究

20世纪 60年代袁社会发展领域的野指数冶运动逐

步兴起袁至今已经历 50年的发展历程[7]遥 最初袁社会

指数的研究主要用于审核或报告社会政策的完成及

达标情况袁对政策实施的过程和效果可以形成积极的

影响[8]遥 指数作为反映社会经济的动态或计划完成情

况的一个相对数[9]袁按所反映现象的范围不同可以分

为个体指数和综合指数[10]遥 个体指数是反映个别现

象数量变动的相对数袁 综合指数则可以综合反映复

杂现象总体数量变动情况袁同时袁比单一指标更容易

理解遥 当多个指标按数学模型汇聚成一个单一数值

时袁就会形成综合指数遥本文所构建的教育信息化指

数是一个综合指数袁 主要由基础设施尧 数字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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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尧教学应用尧管理信息化尧机制保障等五个维度指数

构成遥

综合指数的构建方法及一般理论已广泛应用到

信息化尧教育尧电子政务等各个公共领域当中袁其中袁

影响力较大的有信息化发展指数 渊ICT Development

Index袁简称 IDI冤[11]尧教育发展指数渊The Education for

all Development Index袁 简称 EDI冤[12]尧 网络就绪指数

渊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袁简称 NRI冤[13]尧人类发展

指数渊Human Development Index袁简称 HDI冤[14]尧电子政

务发展指数渊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袁简称

EGDI冤[15]等遥经合组织渊OECD冤归纳总结了综合指数构

建的一般流程袁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院第一袁编制理

论框架袁明晰综合指数的要素遥 第二袁选择代表性指

标袁根据指标可靠性尧可测量性及其与所测量对象的

相关性以及数据的可用性等因素选取指标遥 第三袁估

算缺失数据袁构成完整的数据集遥 第四袁多变量分析袁

采用多变量因素分析等方法确定编制指数所使用的

数据集遥第五袁数据标准化袁根据指标量纲和单位合理

选择合适的数据标准方法袁 保证计算结果的可比性遥

第六袁指数合成袁依据指数构建的理论框架和数据属

性袁选择加权方案和指数合成方法遥第七袁不确定性和

敏感性分析袁明晰综合指数构建过程中所有可能的不

确定性因素袁确定各因素对综合指数或排名的影响程

度遥第八袁返回原始数据袁分析综合指数中各维度指数

的重要性遥第九袁指数相关性分析袁通过回归分析等方

法探究综合指数与其他变量的关系遥 第十袁综合指数

可视化袁借助图形化手段袁清晰有效地传达与沟通信

息袁增加综合指数的可解释性遥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发展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国

内外相关学者正积极开展对教育信息化指数的研究

和探索遥 韩国学者 Aoki等人采用线性加权模型测算

了中小学学校的教育信息化的综合指数[16]遥 我国此类

研究目前主要聚焦在评估指标和方法两个方面遥在评

估指标方面袁王珠珠等构建了中小学教学信息化建设

与应用评价体系[17]遥 吴砥等提出一套宏观通用的教育

信息化核心指标体系[18]遥 在评估方法方面袁卢春等采

用综合指数法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19]遥

刘鹏图采用层次要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教育技术工程

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评价[20]遥 丁金龙应用逐层计算的方

法测算出教育信息化的总体指数[21]遥 徐显龙运用生产

函数方法计算教育信息化就绪指数袁对基础教育信息

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评测[22]遥 宋亦芳基于国家信息化发

展指数测算公式计算出了城市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

指数[23]遥

三尧教育信息化指数构建研究

教育信息化指数是反映不同时间或空间条件下

教育信息化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的相对数遥本文采用

综合指数法构建教育信息化指数袁指数值越大袁代表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越好遥

图 1 教育信息化指数评估框架

参考国际典型评估项目经验和发达国家教育信息

化评估框架[24-26]袁以及国外学者典型的评估模型[27-30]袁同

时考虑叶教育规划纲要渊2010要2020冤曳对教育信息化提

出的要求和核心发展目标袁综合教育信息化关键因素层

级关系[31-34]袁构建了包含五大维度和四大层次的指数评

估框架袁如图 1所示遥框架构建依据宏观通用性原则袁提

取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共性内容形成五大维度袁分别是基

础设施尧数字教育资源尧教学应用尧管理信息化尧机制保

障[19袁35]遥 包括学校多媒体教室比例尧师生信息化终端数

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袁学校校本资源库尧网络学习空间

等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情况袁网络空间应用尧教师晒课等

教学应用现状袁管理数据应用尧学校网络安全系统等学

校管理信息化情况袁以及信息化经费投入尧教师信息化

培训等机制保障建设情况遥 四大层次为参与人员尧资源

环境尧应用服务尧综合评价遥参与人员层主要包括学校领

导尧行政管理人员尧信息化专职人员尧教师和学生等主

体袁他们的应用能力尧信息素养尧协同能力都影响着学

校信息化的应用水平遥 资源环境层是指服务于教育教

学的信息化支撑环境袁既包括硬件环境袁也包含覆盖教

学和管理的信息系统与资源平台袁 共同构建成完整的

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遥 应用服务层主要包含信息技术

辅助的各项教学教务环节袁例如袁数字校园管理尧校务

管理尧教师研修尧课堂教学等袁相关内容为提升教学效

率效果尧实现校园管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遥综合评

价层主要关注基础教育教学尧教研尧管理和服务四个核

心业务袁 各参与主体在学校信息化环境支撑下有效应

用各类数字资源和平台袁服务于各教育教学环节袁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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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学校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遥 基于教育信息化指数

评估框架袁遵从指标设计的全面性尧可获得性和可扩展

性等三个基本原则袁并结合专家的意见袁构建了含 31

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教育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袁见表 1遥

表 1 教育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中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遥为方便数

据比较袁 本文采用对数法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

理袁将 2018年中部 H省教育信息化各指标中间值设

为 50袁二级指标的原始值为 袁不同地区各指标标准

化后的值 为院

= log2 1+蓸 蔀蓘 蓡 *50 渊1冤

在权重确定上袁 采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遥 该方法有效避免了单一权重系数

夸大权重系数大的因素和掩盖权重系数小的因素的缺

点袁一方面兼顾教育信息化专家经验决策的科学性尧合

理性和必要性袁 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评估对象各指标的

客观性及权重随时间渐变的特性[36]遥 综合采用德尔菲

法渊Delphi冤和 CRITIC客观赋权法这两种主客观赋权

来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遥首先采用德尔菲法对 16位教

育信息化领域的管理专家尧 校长进行了 2轮现场咨询

和 2轮在线渊邮件冤咨询袁得到各指标的主观权重 遥再

利用 CRITIC 法计算客观权重 遥 CRITIC指标赋权

过程中指标间的冲突性越小袁 权重越小曰 冲突性越

大袁权重越大遥对主尧客观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后袁构

造主尧客观权重向量集 袁如公式渊2冤所示院

渊2冤

为了找到最优权重向量 袁 需要在若干权重间

寻找契合点袁通过优化权重系数 和 袁使得权重

集 与权重向量 和 间的离差值极小化袁如公式

渊3冤所示院

min椰 琢j伊ujT-uiT椰2 (i=1袁2) 渊3冤

将公式渊3冤简化可得到公式渊4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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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尧 均已知袁解方程组渊4冤袁可得到 和

袁标准化后得到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和 遥 最

后得出组合权重为院

= 伊 + 伊 渊5冤

在指数合成上袁 本文参考采用了 UNSECO测算

教育发展指数渊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ex袁EDI冤[37]

的计算方法测算教育信息化指数和各维度指数遥 具

体测算公式如下院

渊维度 指数冤= 伊 (0臆i臆n袁0臆j臆m)

渊6冤

一级

指标

基础

设施

数字

教育

资源

教学

应用

权

重
二级指标

权

重

0.16

1.多媒体教室比例 0.15

2.拥有创新实验室的学校比例 0.13

3.平均每百名学生终端数 0.18

4.每名教师教学用信息化终端数 0.14

5.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0.23

6.无线网络校内全覆盖的学校比例 0.17

0.13

7.拥有与学科配套的数字资源的学校比例 0.21

8.建有校本资源库的学校比例 0.16

9.开通网络空间的学校比例 0.17

10.开通学生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 0.15

11.开通教师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0.14

12.接通省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学校比

例
0.17

0.21

13.学校网络空间实现常态化应用的学校比例 0.14

14.全部班级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学校比例 0.19

15.实现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常态化应用的

学校比例
0.15

16.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资源渊如 PPT课件尧视

频尧动画等冤进行教学的教师比例
0.12

17.多媒体教室的平均使用率 0.22

18.最近一年教师人均晒课渊地市级及其以上冤

节数
0.18

0.29

19.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常态化应用的学校比例 0.19

20.开展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应用的学校比例 0.22

21.拥有校级公共信息发布平台的学校比例 0.14

22.拥有学校网络安全系统的学校比例 0.17

23.安全监控系统实现校园全覆盖的学校比例 0.15

24.拥有一卡通的学校比例 0.13

0.21

25.信息化经费投入占学校同期教育经费比例 0.20

26.校级领导主管信息化建设的学校比例 0.12

27.最近一年参加信息化校本培训的教师比例 0.16

28.校级领导参加省级以上信息化相关培训的

学校比例
0.13

29.信息技术课程专职教师比例 0.12

30.拥有信息化专职人员的学校比例 0.16

31.制定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相关措施的

学校比例
0.11

管理

信息

化

机制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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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教育信息化指数冤= 伊 (0臆i臆n)

渊7冤

其中袁i为教育信息化维度指数的分类个数袁n表

示一级指标的个数袁m表示一级指标对应二级指标个

数袁 为第 i个一级指标下对应的第 j个二级指标的

标准化后的值袁 表示第 i个一级指标下对应的第 j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袁 且 =1袁 表示第 i个一

级指标对应的权重值袁 且 =1遥

表示教育信息化指数数

值袁 表示教育信息化维度指数数

值遥

四尧教育信息化指数的实证研究

基于构建的教育信息化评估框架及指标体系袁

编制了中小学校信息化发展状况调查问卷渊2018

年冤袁并于 2018年 5月在中部 H省 13个地市开展了

调研遥 根据 H省叶城镇体系规划曳将地市划分为三类袁

即省会城市渊A冤尧省域副中心城市渊B冤以及周边城市

渊C冤[38]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袁每个参与调研的地市中

小学数量占该地市学校比例不低于 65%袁最终回收问

卷 5968份袁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 5285份袁见表 2遥

根据教育信息化指数编制方法袁 测算得到 13个

地市基础设施尧数字教育资源尧教学应用尧管理信息

化尧机制保障五个维度指数和教育信息化指数袁具体

见表 3遥 为了方便对比研究袁表 3中袁地市按指数由高

到低排序遥对各地市的教育信息化指数和维度指数进

行排名比较袁发现并不是所有地市的维度指数和指数

排名都一致渊原冤袁有部分地市维度指数排名高于指数

排名渊尹冤袁或低于指数排名渊引冤遥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与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

教育信息化投入也相对较大袁其公共信息化基础设施

对教育信息化的支撑能力也相对较好袁本研究对教育

信息化指数排名与地区生产总值渊GDP冤[39]排名进行了

比较分析袁从侧面验证指数构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遥

表 2 调研省份学校分布情况

渊一冤全面普及网络学习空间是破解数字教育资

源困境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网络学习空间的普及袁探

地市名称 城市学校 县镇学校 农村学校 问卷有效数

A1 353 79 243 685

B1 37 66 163 271

B2 64 79 310 472

C1 73 90 344 520

C2 26 96 324 453

C3 27 99 318 460

C4 16 64 304 397

C5 16 135 185 346

C6 17 70 124 214

C7 26 86 206 321

C8 34 16 138 192

C9 21 98 497 640

C10 47 39 222 314

总计 757 1017 3378 5285

排序 地市
教育信息化

指数值

数字教育资源

指数值/排名

教学应用

指数值/排名

基础设施

指数值/排名

管理信息化

指数值/排名

机制保障

指数值/排名

地区 GDP

金额/排名

1 A1 59.50 62.40/1(原) 48.00/6(引) 73.57/1(原) 55.46/3(引) 61.35/1(原) 14847/1(原)

2 B1 58.05 53.87/3(引) 56.74/2(原) 59.62/2(原) 62.01/1 (尹) 58.52/2(原) 4064/3(引)

3 B2 54.35 62.29/2(尹) 57.34/1(尹) 49.85/4(引) 49.27 /4(引) 51.71/3(原) 4310/2(尹)

4 C1 49.12 46.34/8(引) 54.57/3(尹) 50.14/3(尹) 45.72 /11(引) 48.24/8(引) 1748/8(引)

5 C2 48.98 48.62/7(引) 46.39/10(引) 46.74/7(引) 56.38 /2(尹) 46.77/10(引) 2082/4(尹)

6 C3 48.50 52.86/5(尹) 53.35/4(尹) 43.75/9(引) 43.97/12 (引) 47.14/9(引) 1913/6(原)

7 C4 48.45 48.76/6(尹) 46.09/11(引) 48.64/5(尹) 48.78 /5(尹) 50.40/5(尹) 2035/5(尹)

8 C5 47.08 45.83/9(引) 48.88/5(尹) 44.03/8(原) 46.61/8(原) 49.54/7(尹) 1362/10(引)

9 C6 46.37 40.61/10(引) 46.61/9(原) 47.21/6(尹) 46.44/9(原) 51.42/4(尹) 1011/11(引)

10 C7 45.57 40.09/11(引) 47.02/8(尹) 41.79/13(引) 48.58/6(尹) 50.03/6(尹) 1848/7(尹)

11 C8 45.31 53.22/4(尹) 47.83/7(尹) 43.15/11(原) 43.75/13(引) 37.50/13(引) 1005/12(引)

12 C9 42.73 32.04/13(引) 45.75/12(原) 43.30/10(尹) 45.93/10(尹) 46.71/11(尹) 871/13(引)

13 C10 40.81 32.24/12(尹) 39.36/13(原) 42.39/12(尹) 46.93/7(尹) 43.86/12(尹) 1587/9(尹)

表 3 各地市教育信息化指数尧GDP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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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以应用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模式遥要求将空

间打造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尧全体教师和适龄学生教育

信息化应用的主要入口遥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对

全面推进野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冶袁实现地区教育信息

化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0]遥 网络空间更成为优质数

字教育资源建设尧共享尧应用的主渠道遥对比各地市维

度指数发现袁数字教育资源维度差异系数最大袁地市

间发展极不均衡袁 成为各地市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短

板遥尤其体现在学校空间和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比

例这 2个指标上遥在学校空间开通上袁A1作为 H省省

会城市达到 86%袁 而该指标排名末尾 C4尧C6两个地

市开通比例均不足 8%遥在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开通上袁

同样仅有省会城市 A1和省域副中心城市 B1尧B2普

及情况较好袁均达到 50%以上遥 学校和学生的网络空

间开通率偏低袁将难以发挥学习空间对学生创新学习

和教育现代治理的主渠道效应袁 难以实现跨班级尧跨

学校尧跨区域的开放式共享服务遥 各地区应制定有效

的激励机制袁鼓励学校建设网络学习空间以推动信息

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曰教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

网络教学尧教研袁实现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曰

学生能够充分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袁利用网络学习空

间实现学习方式的多元化遥

渊二冤补齐数字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短板是实现

区域内部均衡的首要任务

教育信息化均衡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与前提袁

促进地区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教育信

息化深入发展的核心任务[41]遥 省域层面袁教育信息化

均衡发展目标正在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过渡袁一方

面需要鼓励发达地区的先行创新袁另一方面还要通过

提升发展尧补齐短板的方式应对和解决区域间不均衡

的客观状况遥 中观层面袁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最终要

把缩小地市间发展差异和实现各维度均衡发展两方

面一起抓袁实现可持续提升和优质均衡发展遥 通过对

比省域内各地市各维度指数的差异系数发现袁数字教

育资源和基础设施两维度地市间的差异最为突出遥同

时袁横向对比各地市内部五大维度指数之间的差异值

发现袁教育信息化发展后位地市五大维度间的不均衡

情况较为明显袁其发展短板同样集中在数字教育资源

和基础设施两方面袁 其指数平均值仅为 39.64 和

43.56袁 但其机制保障指数相对较高袁 平均指数值达

45.90袁表明其在经费投入尧培训安排和专职人员配位

上情况较好遥 可以借助其保障机制的前期积累袁落实

政策文件中对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比例袁重点保障多

媒体教室的升级换代和学校无线网络建设袁搭建良好

的智慧学习环境袁满足学习者泛在学习需要袁使校园

信息化建设朝着更为先进智能的野智慧校园冶迈进遥同

时袁后位发展地市还应充分利用好学校信息技术专职

队伍优势袁建设优质校本资源库袁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融合创新应用袁从而辐射带动周围学校袁以地市内教

育信息化均衡发展逐步实现区域内整体均衡遥

五尧教育信息化指数的应用与完善

本文在借鉴社会领域的各类发展指数和探索性研

究的基础上袁提出了教育信息化指数构建的方案遥 根

据指数的框架结构和测算方法袁 测算了中部 H省份

各地市教育信息化指数并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遥

教育信息化指数测算过程使用的指标体系和评

测方法是一个不断野研究要测试要修正冶的过程遥基于

实证研究发现袁教育信息化指数测算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袁一是要进一步树立科学的教

育信息化发展观袁使教育信息化指数指标体系能够反

映和体现教育信息化各参与者的现实需求袁包括管理

部门尧学校尧学生尧家长等曰二是融入大数据的基本理

念和技术袁形成依赖教育数据驱动尧强调信息技术与

学科融合创新应用状态描述等特征于一体的教育信

息化评估体系袁增加评估的精确性尧即时性尧开放性袁

强化评估的预警与预测功能曰三是增强国际化研究视

野袁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增加代表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

方向的前瞻性观测指标袁方便开展发展水平国际比较

研究袁准确定位我国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阶段和国际

发展差距袁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的监测评估设立国

际坐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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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2.0,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through the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to formulate the policie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various indexes and

exploratory researches in the social field,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ndex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The index consists of five dimensions, namely infrastructure,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teaching

appli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which is applied to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Based on that, an empirical study is carried

out in H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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