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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是影响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袁其供给矛盾随师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日

渐加剧袁优化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体系已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问题遥 研究通过文献分析袁归纳了我国数字教育资源供给

发展历程遥 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院我国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存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导致供求错位曰供求双方缺

少沟通导致资源的有效性不足曰关注资源建设袁忽视资源使用的过程服务等主要问题遥 基于此袁研究提出院优化数字教育

资源供给需要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供给机制曰优化供求关系袁由供给刺激需求转向需求带动供给曰供给重

点由侧重资源数量转向优化质量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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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中提出袁野创新教育服务

业态袁 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袁完善利益分

配机制尧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

度冶[1]袁把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和服务优化提高到了一个

重要地位遥但目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存在的诸多问题

已成为阻碍教育信息化推进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大

山袁 如资源建设缺少顶层设计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袁

缺少对师生需求的准确把握导致供求错位等遥

近年来袁国家教育政策除关注资源建设及应用等

基础性建设工作外袁更加注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全

局优化遥 教育部于 2018年印发的叶教育信息化 2.0行

动计划曳中曾明确提出袁野提升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

能力冶野改变数字教育资源自产自销的传统模式冶[2]遥因

此袁优化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和服务袁从而推进教育信

息化发展并助力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迫在眉睫遥

为全面了解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现状和需求情况袁

本研究团队收集了全国 31个省尧直辖市尧自治区的中

小学调查问卷袁由于调查对象为基础教育教师尧学生

和学校管理者袁所以本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我国基础教

育数字教育资源供给问题遥

二尧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相关概念界定

渊一冤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概念

传统教育资源涵盖较广袁主要包括与教学活动相

关的人尧财尧物袁如教学场地和资料等[3]遥数字教育资源

是指为实现教育教学目的而专门设计与开发袁经过数

字化处理并能在信息化环境中运行袁服务于教育教学

活动的资源集合[4]遥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是指供给主体

通过供给机制向需求方提供数字教育资源袁从而满足

当前需求并创造新需求的过程遥基于价值链理论[5]袁确

定了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一般过程袁建立了包括需求

调查尧规划设计尧开发建设尧流通共享尧获取应用和反

馈评价六个阶段且呈循环的关系结构袁体现了供给全

过程以及供求之间的协调关系袁如图 1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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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一般过程

需求调查是确保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符合实际需

求的必要环节曰规划设计阶段进行顶层尧全局规划袁并

根据现有需求设计能够满足需求条件的资源曰开发建

设阶段依据设计袁充分调用生产要素进行开发并进入

目标市场流通曰师生等使用者应用资源后袁其需求会

改变并产生新需求曰反馈评价阶段将新需求传递给设

计阶段袁开始新一轮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遥

渊二冤数字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

供给与需求是对立统一的袁供给满足需求群体的

消费意向袁需求支持供给的再生循环遥就市场而言袁供

求关系通过价格波动得以体现[6]遥 这里所指的需求是

指经济学中的有效需求袁即有限度的消费欲望遥 当一

个个体具有消费某种产品的能力时袁其对这种产品的

需求才可称为有效需求遥

我国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袁主要是由于基础教育并非纯市场经济领

域袁不能仅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判断袁经济尧政治会对其

产生重要影响[7]遥所以袁衡量供求关系必须兼顾有效需

求和客观需求遥客观需求并不是与有效需求对立的概

念袁而是指需求方对某产品有意愿得到但不一定有支

付能力的需求袁也就是说袁有效需求是客观需求中有

支付能力的那部分需求遥

数字教育资源供求关系根据供求匹配性存在三

种情况袁即供大于求尧供小于求和供求错位遥供求之间

的大小关系主要是指数量上的比较袁目前数字教育资

源供求错位问题主要指供给质量上的失衡袁即资源质

量不足以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客观需求遥

渊三冤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结构与模式

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政策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本质要要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8]来看袁政府和

市场作为供给的主体也是其供给结构的主体遥 另外袁

学校作为师生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主要场所袁在供给

结构中具有重要作用遥 也就是说袁数字教育资源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袁其本质是处理好政府尧市场和学校三

者之间的关系袁如图 2所示遥

理论上袁 供给模式是在供给结构的基础上构建

的袁比供给结构更具体袁既符合供给结构的基本理念袁

又考虑到具体国情和教育现状的需要袁是政府尧市场

和学校为需求者提供数字教育资源的执行指南遥现存

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模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尧 市场供

给尧公益供给和自我供给[9]袁这四种模式各自独立袁无

系统性和层级性袁不足以支撑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系统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遥

图 2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结构及主体关系图

三尧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发展历程

任何事物的发展历史对其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袁所以研究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发展历程有助于

了解供给现状遥 基于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结构尧供给主

体和资源载体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袁本研究将数字教育

资源供给发展历程归纳为四个阶段遥

渊一冤萌芽期院单一政府主导袁指令式供给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袁 各领域对人才

具有大量需求袁教育机会严重不足遥 邓小平同志倡导

创办广播电视大学袁利用远程教育解决该时期教育机

会的供求矛盾袁 以电子化教育资源弥补纸质资源短

缺遥萌芽期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主要以电子化文字教

材和远程教学录像为主袁如投影片和光盘等[10]袁基本

上是简单的课本等教材搬家尧课堂教学实录遥 虽然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政府向社会提供教育机会的

压力袁但在个性化需求上欠缺考虑袁远不能满足我国

作为人口大国的教育需求遥

政府采取计划经济手段袁以计划调节型教育体制

配置包括数字教育资源在内的各类教育资源遥该方式

是指在我国范围内由中央对教育活动涉及的各类资

源进行自上而下尧指令性的计划分配袁由国家进行统

一拨款[11]遥 数字教育资源在计划经济下袁通过广播电

视大学的传播袁助力萌芽期教育机会的供给袁也为自

身发展谋得出路遥单一政府主导的指令式供给是当时

数字教育资源等各类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袁以单一的

供给结构为依据袁政府是供给的唯一主体袁决定着供

给的内容和数量袁是时代背景下最优的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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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起步期院政府主导供给袁赋予学校责任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袁 数字教育资源

供求关系仍表现为供不应求袁主要体现在教育不均衡

导致的需求增大和经济投入不足带来的供给有限两

个方面遥据统计袁仅 1992年东部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

就是西部地区的 1.83倍[12]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

间的经济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袁这

与我国教育均衡尧地区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背道而

驰遥 1993年袁 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高达 58%袁 逼近

60%的贫困指标[13]袁国家教育投入少尧经费短缺袁到 90

年代初仍呈现难以为继的困境[14]遥

数字教育资源在发展早期并无专有名称袁 主要以

资源库形式存在于各大教育数据库中遥 1983年袁清华

大学就已经联合国内其他高校建设了我国第一个教育

数据库野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数据库冶袁让数字教育资源

供给迈入新征程遥 随后袁相关教育数据库不断涌现袁有

文献类数据库尧管理信息类数据库等遥但前期的数据库

规模小尧容量有限尧时效性和应用性不足袁直至 80年代

末教育数据库才开始走向正轨[15]遥 在网络浪潮冲击下袁

各类学校以开通校园网的形式开始在数字教育资源供

给中发挥主体作用遥 校园网让学校分担了一部分供给

数字教育资源的责任袁推进了资源共享[16]袁供给模式由

单一的政府供给转变为学校配合政府供给遥

渊三冤探索期院政府主导供给袁市场陆续涌入

20世纪 90年代末至 21世纪初袁重复建设尧孤立

建设等问题使得教育资源库经历了一段时间上升期

后袁数量开始大幅减少遥 在 1995年国家信息中心尧国

家科委和国家计委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袁全国范围文教

类数据库数量减少了一半之多[14]遥 这说明即使教育数

据库建设有助于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袁但是在实际操作

上仍无法解决现实问题遥 显然袁以教育数据库和校园

网等形式出现的数字教育资源在该时期仍然没有跟

上师生全方位的需求袁供求错位矛盾日益显著遥

1992年袁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袁明确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遥紧接着袁中国计算

机网络成功起步袁教育网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下迅速发展起来遥市场成为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结构中

的重要主体袁与政府和学校共同承担供给责任袁呈野三

足鼎立冶状态袁但三者之间的责任与关系并不明晰袁缺

乏有序协作的供给系统遥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体系在政

府尧市场和学校多元参与的情况下袁呈现多种供给模

式并存的现象遥

渊四冤规范期院稳定供给结构袁力求优化供给

21世纪初以来袁野三通两平台冶野数字教育资源教

学点全覆盖冶野一师一优课尧一课一名师冶等助力数字

教育资源供给的政策和项目袁巩固了资源发展的物理

条件袁创生了大量优质资源[17]袁汇聚社会力量支持资

源供给袁为优化供给提供可借鉴路径遥 政府为供给数

字教育资源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袁鼓励市场

供给袁构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18]遥 从供给结

构上看袁政府尧市场和学校三个供给主体共同发挥作

用是必然袁但三者之间实现野分工协作尧各司其职冶才

是该供给结构稳定且合理的前提遥

科学技术和教育需求催生出数字教育资源袁 客观

需求增长刺激了政府和市场对资源供给的投入袁经济尧

教育政策变革带动了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结构的转变遥

短短几十年间袁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从无到有袁从数量建

设到质量优化袁从依赖计划分配到提倡市场调节袁是数

字教育资源供给蓬勃发展的体现袁 同时也反映了我国

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和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遥

四尧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现状

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

革命性的进展袁但如何有效地为学校教育尧终生学习等

提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袁 仍是当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

优化工作中亟须解决的问题遥野我国数字教育资源现状

与对策研究冶 课题组对全国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的

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袁在中央电教馆的支持下袁共回收

1257288份有效问卷袁其中袁学生问卷 1053787份尧教

师问卷 178065份尧管理者问卷 25436份遥 为便于统计

分析袁使用分层抽样方法对问卷进行二次抽样袁如教师

问卷按照各地区近三年教师占比共抽取 3万份遥 问卷

调研维度涉及师生使用现状尧满意度尧需求意向和学校

资源建设现状等遥 问卷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记分法袁1

代表非常不符合尧5代表非常符合遥

渊一冤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导致数字教育资源供求

错位

1. 主体职责不清晰袁造成无效供给

政府尧市场和学校之间协作供给尧互相支撑是数

字教育资源有效供给的前提袁政府作为国家教育方针

的执行者袁应发挥好导向和保障作用遥调查显示袁教师

期望使用的数字教育资源类型与目前经常使用的数

字教育资源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袁各地区教师对各类资

源期望均较高袁但目前主要使用的是素材类资源遥 其

中袁 有 95.29%的教师经常使用素材类资源里的教学

课件袁而扩展类资源中的虚拟仿真系统只有 2.84%的

教师经常使用曰 仅有 29.58%的教师期望使用教学课

件袁对虚拟仿真系统抱有期望的教师高达 45.26%遥 显

48



2020年第 6期渊总第 326期冤

然袁与学校教学配套的素材类资源供给过剩袁各主体

均以基础性资源作为主要供给方向袁造成了无效供给

过多尧差异化供给不足遥

2. 政府供给力有限袁资源配置不均

相对于无限的教育需求来说袁任何主体的供给力

都是有限的袁其中袁显而易见的是资金投入的有限性遥

我国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主要体现在

学段尧地区两个方面遥从不同学段来看袁我国数字教育

资源供给在小学阶段投入力度较大袁小学阶段教师对

数字教育资源质量的评价更高袁见表 1遥 从不同地区

来看袁华北地区教师对当前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评价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袁而西北地区教师对资源各方面的

评价均明显低于其他地区袁如图 3所示遥 以上数据表

明袁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在各地区和各学段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袁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突出遥

图 3 不同地区教师对数字教育资源的评价情况

3. 供给机制不健全袁市场调节不足

顶层设计缺失造成了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无序袁只

要内容不违反原则袁谁都可以供给袁供给市场鱼龙混

杂遥 目前供给机制未能真正发挥市场的主体性作用袁

市场对个性化尧差异化资源供给不足遥数据显示袁有高

达 43%的基础教育学生主要使用野作业帮 App冶袁这类

知识答疑型企业平台服务不够全面尧教育性和学科系

统性不强袁主要用于满足应试教育需求袁不符合素质

教育全面培养人才的教育观遥同时袁地区间有 51.79%~

58.99%的教师表示当前资源的更新速度为 野一般及以

下冶袁存在野用一批废一批冶的现象袁资源经常无法与课

程内容相匹配袁 导致冗余浪费遥 另外袁 有 38.76%~

62.69%的教师表示愿意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付费袁说

明基础教育领域存在大量高端需求袁有待市场发挥基

础性作用并给予关注和满足遥

渊二冤供求双方缺少沟通导致资源的有效性不足

1. 师生诉求意识淡薄袁无有效反馈机制

长期以来袁政府根据单方面获得的信息为学校师

生供给资源袁师生作为数字教育资源的需求方却处于

被动接受的状态袁 缺乏提出需求意向的主观能动性遥

从师生行为习惯来看袁数字教育资源的使用者与购买

者不一致是影响其主动诉求的主要原因遥学校作为资

源的直接购买者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获取师生需求遥

学校对师生参与资源建设与应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袁

仅有 56.17%的学校会召开资源建设与应用研讨会遥

2. 供给方忽视需求挖掘袁资源的更新滞后

数字教育资源的部分公共属性使得市场供给模

式未能快速形成系统产业链袁盈利模式不清袁企业对

资源更新维护意愿不强遥我国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处于

经验主义的误区中袁一方面是缺乏相关研究提供理论

和方法的指导[19]袁另一方面是供给方并未认识到需求

挖掘的重要性遥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方未建立需求调查

机制袁遏制了需求来源的全面性袁而且需求调查机制

的缺失导致无法有效获取师生的需求袁精准调查需求

便无从谈起遥

3. 学校主体意识薄弱袁资源应用率较低

直接决定资源应用率的是师生袁影响师生使用数

字教育资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校方的支持程度和引

评
分
奏李
克
特
五
点
记
分
法
揍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中南地区

正确性和科学性 支持学习目标 引发学习兴趣

资源质量

渊因变量冤

学段

渊自变量冤

人数

渊N冤

平均值

渊 冤

标准差

渊 冤
检验 值

事后检验

渊LSD冤

正确性和科学性

小学 17894 3.940 0.7587

53.210** 0.000
A>B曰A>C曰

B>C
初中 9076 3.866 0.7526

高中 3030 3.814 0.7539

支持教学目标程度

小学 17894 3.927 0.7294

55.712** 0.000
A>B曰A>C曰

B>C
初中 9076 3.859 0.7164

高中 3030 3.798 0.7153

引发学习兴趣

小学 17894 3.993 0.7244

103.392** 0.000
A>B曰A>C曰

B>C
初中 9076 3.896 0.7216

高中 3030 3.821 0.7279

表 1 不同学段教师对数字教育资源评价差异性分析

注院** <0.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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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方向[20]袁而校方并未充分意识到其作为数字教育资

源供给主体的重要性遥 数据显示袁野缺少技能培训冶是

阻碍教师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重要原因袁 仅有

54.09%的学校在组织数字教育资源制作和培训上达

到野符合及以上冶袁48.76%的教师获取数字教育资源的

主要渠道是野学校提供冶袁所以学校主体意识薄弱在很

大程度上导致了资源应用率低遥教师目前主要将数字

教育资源存储在野本地电脑冶袁仅有不足 29%的教师会

使用野网络云盘及其他冶存储方式袁数字教育资源存储

方式的非网络化无疑会影响共享行为袁学校未向教师

分配适当的资源存储空间也是影响资源应用率低的

因素遥

渊三冤关注资源建设袁忽视资源使用的过程性服务

1. 缺少内容介绍袁无法确认资源的科学性

数字教育资源的内容是影响学生使用数字教育

资源的主要因素袁其中袁华东地区有高达 73.4%的学

生表示袁 使用数字教育资源时更关注资源的内容和

野辅学冶效果遥数字教育资源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内容质

量袁 资源质量与使用频率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渊 =0.62冤袁 所以无法确认资源的科学性会极大地影响

数字教育资源应用率遥 访谈中多数学生表示袁在搜索

资源时因无法确定内容的科学性而在网络中漫游袁浪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遥

2. 缺少引导服务袁资源的获取渠道不便捷

实现高质量服务的基础是让使用者便捷地获取

数字教育资源袁 教师对资源获取便捷性的评价为

3.34分袁认为野一般及以下冶的教师占 59.99%遥 界面

设计与查找是目前教师评价最高的服务袁 但也仅有

60.70%的教师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袁 该指标远远达

不到数字教育资源的服务标准遥另外袁学生在访谈过

程中反映出类似问题袁如无资源使用指导尧平台运行

过慢尧与使用者交流回馈效率低尧平台广告过多等遥

不知从何处获取高质量的数字教育资源是师生面临

的主要问题遥

3. 缺少智能服务袁个性化资源及推荐不足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使用数字教育资源多在

课堂以外袁处在独立学习阶段袁对个性化资源及服务

需求更大袁有 81.80%的学生在家使用数字教育资源袁

在周末时段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学生有 70.8%遥 但当

前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在 野满足不同学习者需求冶上

表现一般袁同时野咨询和帮助冶野解答反馈冶等服务更无

法满足需求遥 当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过程中袁仅基于

简单数据进行个性化资源推荐袁未充分利用智能技术

获取和挖掘学习的全过程性数据遥

五尧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优化策略

供求矛盾尧供求关系和供给机制的改变并不是数

字教育资源供给演进过程中的偶然现象袁它体现了社

会需求和国家发展的趋势袁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步伐遥

针对数字教育资源供给问题提出优化策略袁可帮助规

范期形成稳定的供给结构和良好的供给体系遥

渊一冤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供给机制

供给主体由单一指令变为多元协作遥 根据政府指

令进行供给可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袁 市场通过自由

竞争按照价格规律可最优化配置数字教育资源[12]遥两种

机制各有利弊袁 单纯依赖于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利于资

源的有效供给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让计划经济

与市场经济相协作袁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亮点遥在多

元协作供给机制中袁 政府要确保基础性资源的数量和

质量袁企业通过自由竞争满足个性化需求袁学校鼓励和

支持师生进行资源的应用尧共享和反馈袁从而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资源供给新格局遥

资金投入从政府负担转向多方参与遥市场优势有

利于填补资源供给多方面的困境袁 从资金投入角度

看袁引入市场机制一方面可以加大供给力度袁为产业

链吸纳更多高精尖人才袁提高资源质量和服务袁另一

方面袁市场参与资源供给的力度越大袁向政府缴纳的

赋税就越多袁这从资金层面助力了政府供给遥 除市场

资金投入外袁个人尧团体或公益类资本也是支持数字

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部分遥

让市场以技术手段服务资源供给遥 野大数据冶野物

联网冶野人工智能冶 等新兴技术可为个性化资源供给

提供支持袁 如极课公司运用测评大数据技术采集学

生学习过程数据袁 通过分析诊断学生学习情况和需

求并推荐个性化学习资源以提高学习效果[21]遥 刚刚

推行的 5G技术以其野超快获取冶野超多链接冶野超强可

靠冶[22]等特性袁将为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过程提供现代

化助力袁搭建更加快速安全的网络通道遥区块链技术

的发展有助于解决数字教育资源版权问题袁 为资源

供给保驾护航遥

渊二冤供求关系由供给刺激需求转向需求带动供给

需求方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提出诉求遥 在需求带动

供给的供求关系下袁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体系应更注重

需求方意向袁建立供求双向迭代机制实现有效供给遥该

机制应激励师生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并主动参与意向调

查袁 从而以技术手段获得多维度实时的数字教育资源

需求遥在迭代机制中袁供给方根据需求方过程性数据提

供数字教育资源袁 需求方依据使用感受和自身需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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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反馈袁形成良性循环和动态调节的供给系统遥

供给内容从大众化到开放尧个性化遥 不同时期供

给的数字教育资源形态与教育理念密切相关袁反映着

不同时期的教育需求遥规模化尧应试教育是国情所迫袁

并不是我国未来教育长期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方向遥现

阶段学习方式区域移动尧泛在化袁要求数字教育资源

内容更加开放尧 个性化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遥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内容的转变是教育发展的客观需

求袁需要与素质教育观相呼应袁建成服务全民的现代

教育体系袁从而实现育人的长远目标遥

学校帮助师生建立资源的使用意识遥学校的主要

职责不是开发数字教育资源袁而是帮助师生充分使用

资源袁应明确教师在资源供给中的定位袁鼓励而非要

求教师开发特色校本资源遥教师可凭借专业知识正确

选择数字教育资源袁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选择并

利用资源遥 教师的价值发挥在甄别选择尧引导使用和

专业评价等方面袁 更有利于数字教育资源的有效供

给遥 首先袁学校应正确认识师生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

中的角色袁提供良好的资源使用环境曰其次袁学校应鼓

励师生表达真实的资源需求袁制订支持学校数字教育

资源发展和应用的方案曰最后袁通过培训提高其应用

资源的能力和意识遥

渊三冤供给重点由侧重资源数量转向优化质量服务

制定科学的质量和服务标准遥重视资源建设而缺

少环境支持等资源服务是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现状中

的典型问题遥政府未能从顶层设计规范数字教育资源

供给质量和服务袁导致资源供给主体无标准可依遥 顶

层设计对从宏观上解决数字教育资源供给问题有指

导意义院渊1冤 有助于了解供给现状和需求变化曰渊2冤可

支持制定明确的执行目标曰渊3冤帮助合理配置资源袁避

免重复建设等[23]遥政府应制定科学的质量和服务标准袁

降低需求者在甄别资源时面临的风险袁 增强主体供给

服务意识遥

通过制度尧法规保障机制运行遥在宏观层面袁数字

教育资源供给涉及政府拨款尧 政策支持和市场监管

等袁制定严谨合理的制度尧法规可保障数字教育资源

供给机制的正常运行遥 在微观层面袁数字教育资源供

给过程涉及质量监督尧资源购买和版权维护等袁制定

科学的制度尧法规可保障师生便捷获取和安全使用数

字教育资源遥

建立统一的资源供给大平台遥 基于顶层设计[24]和

一体化建设理念袁政府可将现有资源平台整合尧汇聚

为资源大平台遥该资源大平台存在以下优势院渊1冤供给

方需要申请准入袁资源经过审查和监管袁更大程度地

保障了质量曰渊2冤便于需求方搜索尧使用袁可在对比参

考后进行选择曰渊3冤需求方数据更加集中袁过程数据更

加完整袁有助于精准获取需求曰渊4冤形成良性竞争的市

场环境袁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优化质量服务曰渊5冤

便于政府发挥政策引导尧 监管约束和公共服务等作

用袁制定科学尧可持续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发展规划遥

六尧研究总结与展望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袁没有优质的数字教育

资源供给袁教育信息化就只是空中楼阁遥 随着人工智

能尧大数据尧区块链等技术的迅猛发展袁对数字教育资

源的内容尧形态尧供求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数字教

育资源的时代特性决定其供给机制必须具备系统性

的顶层设计袁构建良好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生态是一

个长期的优化改进过程遥直面当前数字教育资源主要

供求矛盾袁根据师生的实际需求袁调整供给结构尧构建

适应当前教育需求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模式袁从根本

上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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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s Supply in China

CHEN Mingxuan, FENG Xueqing

(Research Center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The supply of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e contradiction in supply is increasing with the demand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optimizing the resource supply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 supply in China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nd

some interview dat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supply side of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China has led to a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has led to the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s. Moreover, the resource

construction has been stressed, while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use has been ignored.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at optimizing the supply of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s requires a supply mechanism

combining planned economy with market economy, transforming the original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and needs to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 Supply Structure; Supply -demand Relationship; Suppl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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