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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据资源服务的策略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
要要要基于平台生态系统视角

李素丽袁 徐晓东

渊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袁 广东 广州 510631冤

[摘 要] 教育数据资源服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袁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分析应用的开放遥已有研究多从分析应用生态和

平台构建的角度探讨数据价值的实现路径遥 文章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袁从多维视角分析教育数据的需求袁在

平台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袁从实践角度探讨教育数据资源服务生态体系建设的具体实现路径遥 以数据价值实现的闭

环为目标袁论述构建教育数据资源服务模式尧开放服务平台尧开发者服务生态以及成立产业发展联盟等方面的具体措

施袁结合中国西南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心的建设实践案例袁以期为教育数据的发展和应用提供理论支持与参考决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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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智慧教育的发展带动服务化需求的持续增长袁数

据资源可以助力教育服务供给模式升级袁推动实现差

异化尧智能化教育服务[1]遥 然而袁限于传统教育产品和

应用的单一开发模式袁目前数据资源建设存在重复开

发及资源浪费的情况袁缺乏对平台生态演化的预判造

成了数据壁垒和垄断袁 由此加大数据治理的难度袁导

致数据未能充分发挥对教育变革的支持作用遥

教育数据资源服务的核心理念在于再利用尧开

发袁以实现增值[2]遥 基于多元化的教育功能需求袁各数

据平台重视与其他平台和产业的兼容互补[3]袁但面临

以下挑战院一是需要解决多源数据汇聚的互操作和互

信机制[4]曰二是需激发平台用户的网络效应袁通过集成

第三方应用袁拓展功能业务袁提升服务能力袁实现协同

发展袁从而合理演化为野开放竞合冶的生态系统遥

平台整合和生态建设是数据产业发展的未来趋

势袁 利用平台解决多源异构的教育数据的整合和汇

聚袁 利用生态建设解决教育应用服务类型的增多袁满

足多元化的利益需求[5]遥 需要将数据资源建设融入教

育产业发展袁推进开放共享袁为教育实践提供技术服

务应用[6]遥 基于此袁本文从教育数据的需求出发袁在平

台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袁探索教育数据资源服务的

策略机制和实现路径袁为教育数据资源服务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思路遥

二尧多维视角下教育数据的需求

政策驱动以及数据的创新应用使得教育数据资

源服务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关注遥为推动数据更好地发

挥促进教育发展的作用袁需要重点考虑教育领域对数

据的本质需求袁并全面审视技术提供的有利条件和愿

景袁方能达成以需求为导向的教育数据资源服务遥

渊一冤教育发展视角院智慧教育发展的内生需求

智慧教育的发展对教育数据的应用和开放提出

新需求院

从功能的角度分析袁 智慧教育强调数据在实现个

性化学习方面的价值袁 个性化学习的智慧追溯至孔子

的野因材施教冶和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学理论[7]袁受阻于

以班级为单位的现代教学系统的大规模普及遥 随着向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论的转变以及技术支持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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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发展袁个性化学习重新受到关注袁教育数据的发

展和应用使大规模精准的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袁 有望

破解精准化的难题袁实现可数据化尧可操作化[8]遥

从教学过程和组织结构分析袁智慧教育的发展打

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袁逐渐回归服务本质遥 其重点关

注学习者的个体经验袁借助数据的支持袁实现对学生

差异的充分认知尧 学习资源和活动的个性化推荐尧学

习结果的多元评价分析袁通过反馈及时调整对学习过

程的指导袁朝着精准的过程化管理与服务发展袁实现

智慧教育形态袁即推动实现差异化教学尧智能化资源

服务尧个性化学习支持等袁分别对应教育中对数据的

多元化需求尧教学内容和资源推荐的需求尧形成性评

价的需求等遥

综上所述袁教育面临规模化教育实现和个性化精

准需求的冲突尧 效率和效果之间难以平衡等问题袁数

据成为重要的问题解决要素遥

渊二冤新兴技术视角院技术发展赋能的外部支持

物联网尧云计算尧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兴技

术发展迅猛袁正在向教育领域渗透袁为数据开放共享

提供关键技术支撑袁支持数据的汇聚和智能化教育应

用的开发等服务遥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袁移

动终端尧 传感器等物联网以及基于 5G的数据采集技

术提供更广泛的数据来源袁除传统信息管理系统存储

的数据外袁为伴随式采集提供可能袁通过高效灵敏的

无线传感设备袁使得接入网更加集中和协作化袁控制

更加灵活遥

区块链技术为物联网的各个节点提供安全的数

据和资源共享袁从技术上解决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对分

布式数据共享提出的需求袁联合教育云平台可以有效

解决不同数据来源的汇聚和共享袁野使数据能够被分

发袁链接在一起进行分析冶[9]袁以支持开放融合的服务

生态建设遥

在集成多源数据的基础上袁记录和解释学习者的

个体特征和实时状态[10]袁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等技术

赋能教育应用遥 通过构建有效合理的数据模型尧处理

API接口尧开发容易使用的前端等袁使得数据更易使

用曰通过分析工具可视化展示数据分析结果袁同时构

建开放的数据应用服务生态圈袁为用户提供多种类型

的服务袁满足多元化需求袁从而达到类人的智能遥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应用袁

为个性化教育提供更细粒度的数据支撑尧更精准的算

法应用袁有望重塑教育生态袁呼应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个性化智慧教育的发展需求遥

渊三冤服务生态视角院产业发展需求的推动作用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需要融入大数据产业发展体

系中袁离不开多样化的教育服务产业袁同样教育的产

业化发展需要依托数据资源的建设袁开发多种教育产

品及应用袁从而服务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遥 教育数据

资源服务和产业的融合发展袁是一系列互补性创新和

技术体系形成的过程遥 因此袁国家从政策层面提供了

制度保障袁2019年 2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袁提到野更加注重融合发展袁更加

注重共建共享冶[11]曰2017年 12月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叶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曳中明确提出袁建设市

场化尧专业化尧开放共享的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12]遥

向各类主体提供产教融合的相关增值服务袁支持第三

方企业提供的服务接入[13]袁拓宽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

供给袁通过政府评估准入尧企业竞争提供尧学校自主选

择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机制袁带动产业发展袁深化产

教融合袁同时也是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尧效率与服

务质量有效提升的重要途径遥

除政策的指引外袁推动数据开放和产业经济的融

合发展同样需要创新思维袁尤其是教育行业遥 教育领

域内的服务化在持续增长袁数字服务已渗透到教育环

境中[14]遥回归服务的教育应当重视理念的转变袁以需求

为导向袁带动数据共享和产业融合遥 随着服务化策略

的不断增加袁逐渐形成新的教育数据资源服务生态[15]袁

参与的角色更加多元遥由于传统的数据监测和分析不

能很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袁教育数据资源服务需

要考虑社会技术资源的参与袁支持第三方接入应用程

序尧创建新功能遥通过众采众包的方式带动产业发展袁

鼓励尧支持企业开发各类大数据应用袁以满足学校等

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袁同时袁以需求反馈确保应用的实

际价值遥 融合众筹众创袁实现多元投入尧协同推进袁提

升教育数据资源服务供给能力袁保障行业应用开发的

需求遥

三尧教育数据资源服务的平台生态系统观

万物互联不断放大野平台垣生态冶产生的价值袁通

过融合第三方机构袁平台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袁各方势

能加速提升袁进而实现产业功能和需求的互补袁以及

优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袁最终形成以数据资产

为基础的产业生态系统袁这也就是平台进化发展到平

台生态系统的最初动力遥平台生态系统的概念从商业

生态系统演化而来袁通过服务提供商和用户之间的交

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机制遥已有研究对平台生态系统

中涉及的主要角色已达成共识袁包括院平台提供者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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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提供者以及需求端的消费者[16]遥 图 1描绘了数

据如何从数据提供者流向数据使用者遥数据提供者向

平台提供数据袁 服务提供者提供与数据相关的服务袁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使用可用的数据开发应用程序从

而提供相关服务袁也可通过服务平台提供商实现功能

互补袁成为平台集合体袁促进群体互动遥

国内其他领域从单一平台演化成平台生态系统

的案例逐渐丰富袁理论也逐渐成熟遥数字经济时代袁基

于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机制研究更加符合当今教育

环境袁借鉴平台生态系统的相关观点袁可以提供新的

思想启迪袁有助于理解教育领域中多层级尧多主体之

间协同尧共生的复杂网络关系遥

图 1 平台生态系统的参与者

渊一冤系统统筹院整合数据资源袁注重生态圈的互联

平台生态系统由平台的组织者尧服务提供者尧需求

端的各类消费者组成[17]袁其发展遵循互联网平台思维袁

平台生态系统不局限于单一平台袁可以是平台集合体袁

能够吸引更多类型的生态系统参与者袁 从而促进平台

生态圈的群体互动遥借鉴平台生态系统理论袁以教育数

据为资产袁构建基于云模式的数据开放生态系统架构袁

参与者的身份更加多元袁涉及供应商尧教育主管部门尧

学术研究团队尧广大一线师生等多方主体互动尧资源整

合和创造价值的复杂过程遥企业作为服务提供者袁将教

育云作为商业模式袁获得市场份额袁可以提供新服务袁

通过软件和人力为数据用户提供价值遥 教育主管部门

作为政府的代表袁关注宏观变革遥平台生态系统中倡导

的智慧互联尧深度融合的创新理念袁成为提高教育数据

共享效率和社会参与度尧 提升教育数据资源利用率的

重要推动力量袁通过组织机构尧地区间的数据融合以实

现教育数据资源更大规模的集成共享遥

渊二冤可持续性院促进协同治理袁实现数据的流动

和价值闭环

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通常既是提供者又是

消费者遥 作为数据提供者袁他们使用数据资源参与服

务或产品的设计与交付曰作为消费者袁他们使用其他

参与者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袁数据在角色之间的共享和

交换是关键遥开放数据为越来越多的服务和应用程序

的开发提供条件袁用户既是数据的生产者又是数据的

消费者袁 在数据流的生存周期过程中形成一个闭环袁

有效发挥数据的作用和价值遥

同样袁在教育领域中袁学习过程可被视为是由学

习者尧教师尧同伴尧资源等因素构成的活动系统袁系统

中各要素协同合作袁从而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遥 教育

大数据直接产生于教学尧管理尧科研等教育活动袁在平

台和技术的支撑上实现数据在不同角色和参与者之

间的无缝流转袁同时实现价值闭环遥

渊三冤开放融合院促进多方联动袁带动产业发展

互补性是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需求基石[18]遥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袁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最初动力便

是基于某种功能的互补性需求袁 吸引更多潜在参与

者袁从而参与多样化的价值共创活动[19]遥 既包含消费

端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袁也包括生产端需要的生产型服

务需求[20]遥 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

带动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共同进化遥

教育领域内的数据产业以满足应用端的多元化

应用需求为主要目标袁构建平台生态系统袁需要产业

各环节的协同操作袁整合上下游企业尧合作伙伴尧政府

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袁以技术和产业的开放性带动

更多的参与者袁从而保持协同发展[21]遥不断衍生的需求

带动新应用的开发袁 进而在平台中形成互补性产业遥

不同类型的平台也可以兼顾其他平台的功能袁连接两

个及以上不同功能的平台袁多方参与袁形成涵盖多数

服务的尧基于数据资产的综合平台生态系统袁并通过

平台内野看不见的手冶使资源自发地完成最优配置遥

渊四冤以人为本院回归教育服务袁关注用户需求

平台生态系统赋予用户能力袁用户可以全方位地

参与价值创造过程遥 通过评论或打分袁凸显用户的需

求袁基于平台的服务创新描述了如何更好地为平台参

与者提供服务遥教育大数据提供的服务主要是面向教

育管理部门尧家长以及师生袁通过开放分析服务尧接口

等方式袁接入各个应用袁提升服务的智能性遥以教育中

用户的需求为本袁 面向教育管理部门提供综合治理

能力的提升和促进教育决策服务袁为师生和家长提供

教学信息尧学生状态咨询等服务袁通过数据开放满足

学业评价和教学过程监控等共性需求遥在基于大数据

的信息生态系统中袁 不同的信息服务主体通过互动尧

协同合作提供面向用户的信息服务遥

将平台生态系统观的野开放尧协同尧可持续尧服务冶

服

开放竞合生态环境

平台

提供商
应用服务

提供商
分析服务

提供商
基础服务

数据生产者

提供商
服务平台

数据消费者

据数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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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融入生态体系的设计和实现路径中袁 从而转变数

据开放服务平台的应用思路袁 是教育数据开放服务体

系设计的理论来源袁也是教育数据应用理念的新突破遥

四尧教育数据资源服务平台生态体系构建的

策略机制和实现路径分析

数据开放共享需要可持续运营的平台体系的支

撑袁其重点在于整合不同的平台机构尧应用服务等第三

方的嵌入数据资源袁 激发外部网络效应带来的价值共

创和协同演化等[22]遥 在实现路径上袁一方面是以技术为

支撑袁 建设数据开放服务能力平台袁 充分利用 5G网

络尧云平台尧区块链等技术袁整合教育领域中各类异质

性数据尧互补性产品和服务资源等袁提供教育数据资源

服务[23]遥 另一方面是在数据资源的基础上激发网络效

应袁构建服务生态体系袁包括融合和孵化更多的教育应

用服务提供者等生态圈伙伴袁 有效提升数据在多元化

教育场景中的应用袁推进数据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遥

具体从教育数据资源服务模式尧开放服务平台尧开发者

服务生态尧产业联盟等方面入手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数据服务平台构建的生态圈

渊一冤构建教育数据资源服务模式袁实现异质性资

源的整合要要要资源整合机制

教育数据资源服务是平台生态体系的核心产品

和重要功能袁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尧管理尧基于平台的互

动交流等[24]遥 利用技术实现异质性数据资源的整合和

共同操作遥 数据采集上袁运用云尧网尧端一体化的数据

采集方式袁通过移动端的支持袁利用 5G打造多网融合

的接入层袁做到数据和信息的无缝感知尧高效和实时

传输袁在靠近数据源或用户的地方提供计算尧存储等

基础设施袁有效支持实时性和带宽密集型业务袁在网

络终端采集并处理数据袁为智慧教育提供实时尧可靠尧

智能和泛在的端到端服务遥 数据管理上袁通过与数据

提供者尧政府和第三方企业的合作袁在扩大平台规模

的同时解决跨界数据整合的问题袁支持可扩展的数据

来源[25]遥 以通用的采集标准实现教育数据的汇聚和链

接袁规范不同应用服务之间的功能集成遥 平台的互动

交流上袁以提供教育数据资源服务为主要动力袁接口

的开放性和丰富性是关键袁 主要包括数据的查询尧下

载尧提供 API开发服务等遥 支持使用标准 API和 SDK

集成产品或服务袁形成行业数据采集指标体系 [26]袁各

类数据通过对接尧适配尧交换等方式汇聚到大数据管

理平台遥

渊二冤构建开放服务平台袁集成多元化的教育应

用要要要价值共创机制

平台是生态系统中价值共创的关键要素袁以平台

思维整合已有的教育应用袁通过协作的方式满足用户

多元化的教育需求袁这对体系架构设计和功能运行过

程中的开放性提出要求袁需要技术的有效支撑袁因此袁

操作系统是平台开放能力的关键遥在通用云操作系统

内核的基础上袁 构建云应用引擎和公共服务平台袁基

于云原生技术架构的云操作系统具有开放通用的特

征袁遵循开放标准袁统一管理多云混合基础设施袁可以

有效集成教育领域的共性服务遥向上自动管理分布式

应用的生命周期袁向下自动管理多云混合的云主机集

群袁从而支持开放融合的服务生态建设袁实现开放数

据和功能 API的接入和不同应用之间的合作遥

在场景应用上打造开放的教育产业生态遥遵循应

用导向原则袁深度服务师生袁以满足教育系统中不同

用户的多元化尧动态化的需求袁支持教育管理机构尧学

校尧 第三方企业等自有设备和应用接入数据中心袁以

众包模式提供更加丰富的应用袁通过构建扩展性的应

用组件袁集成教育基础产品实现相关功能遥 总体实现

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尧开发主体尧供给机制及消费模式遥

渊三冤构建开发者服务生态袁整合内外关系以激发

网络效应要要要协同创新机制

依托平台以及共生利益群体的发展袁数据的共建

共享需要整合内外关系以支持教育产业孵化和吸引

具有互补功能的各类企业的参与遥 首先袁利用区块链

技术解决体系内的信任问题[27]袁通过去中心化的运作

方式袁解决数据存储尧信息安全尧交互处理等核心问

题袁促进平台间数据信任体系的形成袁带动更多教育

服务提供者的加入遥其次袁支持开发者建设社区袁为创

业团队提供孵化服务袁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遥 以平台合

作为模式袁在数据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袁为企业尧机构提

产业发展共同体

智能化服务解决方案

激励机制

区块链技术

相关技术标准

网络效应

多元化应用场景

丰富的 API接口

通用型云操作系统

数据管理

平台的互动交流

数据采集

70



2021年第 6期渊总第 338期冤

供教育数据资源服务袁同时提供教学分析和数据分析

工具等曰通过用户交易规则袁协调与第三方应用提供

者的外部关系遥清晰界定服务生态系统各方的角色和

职责袁应用服务开发企业遵循相关技术标准袁调用或

集成相关共性服务袁 实现应用的自动部署和运维曰贴

合区域或学校的实际需求袁对功能模块自行拓展遥 既

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作用袁又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袁通过网络外部

性特征袁增加参与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袁带动共建共

享和优化升级袁形成多元化的教育产业化发展方式遥

渊四冤成立产业发展联盟袁推进数据开放价值演化

和智能化服务升级要要要驱动演化机制

从发展过程来看袁 以教育数据为核心的平台生态

系统演化的进程从数据平台的基本功能起步袁 解决数

据的汇聚和平台的弹性要求袁 接下来以核心数据资产

吸引外部教育产业创新成果袁 满足平台生态协同和可

塑性要求袁 最后以明确的教育产业发展联盟融合现有

的教育应用和第三方供应商袁 形成行业智能化服务解

决方案袁将现有优势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袁在平台生态

的快速发展中寻求突破遥从单赢到多赢的转变袁再到共

赢的效果[28]袁数据开放平台是内外部作用下不断动态

演化的复杂系统袁 除关注技术体系外还需要给予第三

方合适的激励遥 增加教育领域内各元素之间的联系和

产教深度融合的内生动力遥 系统内各元素及核心企业

通过相互交换数据尧服务尧信息等形成优势互补尧协同

发展的产业发展共同体袁构筑开放尧协同尧创新的智能

教育生态体系遥同时袁吸纳更多的行业协会尧组织尧平台

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加入治理体系建设中来袁 通过区

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袁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袁主体认证

以区块链记录为基础袁在确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袁其他

各方共同监督袁实现数据资源和信息互换袁形成多方共

同治理尧共同进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29]遥

五尧应用实践案例分析

本文以中国西南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心建设实践

为例袁深入分析该区域教育大数据生态体系的构建遥

渊一冤现状审视

西南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心的建设以教育数据资

源的共建共享为基础尧 以教育教学和管理需求为导

向袁目标是实现从各应用平台采集数据尧汇聚到数据

中心统一存储尧分场景调用应用的模式[30]遥 当地政府

的数据产业发展理念是野抓一项应用袁落地一个项目袁

引入一个团队袁培育一个企业袁壮大一个产业冶[31]袁在

连接政府尧考试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中枢袁与现有的

教育公司产品产生协同价值的同时袁形成安全尧开放尧

共享和融合的教育数据创新平台袁持续推进大数据发

展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袁为数字经济提供

有力支撑遥

渊二冤功能实现

中国西南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心于 2017年 11月

起上线袁经过三年多的运行袁项目总体实现数据资源

的整合尧基于数据资源的协同创新应用尧内外关系的

整合以刺激网络效应袁初步建成产业孵化基地袁构建

数据开放使用的生态圈袁为平台能力进一步的扩展和

演化奠定基础遥

技术上袁 发挥统一的教育应用云平台的中枢作

用袁实现异质性数据资源的整合遥 与教育相关的基础

数据尧从各应用平台采集的数据尧不同场景的学业数

据以及教育管理综合信息和教师信息等数据袁汇聚到

数据中心统一存储遥开展铜仁市全市考试数据采集分

析工作袁同时选择学业负担尧心理健康尧体质体能尧德

育等问卷采集数据遥 优化数据中心布局袁实现应用和

存储的动态分配遥

应用上袁 支持整合跨平台的企业产品和服务资

源遥西南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心融合近 30个子项目尧教

育产品及应用袁集成营养餐管理平台尧校园安全管理

平台和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等袁与现有的教育信

息化产品产生协同价值袁融合野互联 e课堂冶等智慧校

园应用的企业平台不断加入袁 有效支撑管理决策袁综

合构建多场景应用袁 为不同教育对象提供应用服务袁

初步实现互补性的功能需求遥

服务上袁激发网络效应袁通过平台内外关系的整

合袁打造西南教育大数据产业孵化基地袁实现基于资

源的协同创新遥 结合智慧教育发展实际袁西南教育大

数据应用中心创新完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模式袁

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袁营造支持尧鼓励基于数据创新

开发利用的政策法规环境[32]袁建立以数据为核心资产

和驱动力的运营体系袁 全面利用整合的平台数据袁为

教育厂商尧开发者尧第三方软件开发企业提供支撑服

务袁打造以教育大数据为核心的产业链遥 平台服务的

有效性得到提高袁具体表现为平台可持续发展的网络

效应尧服务提供者和平台的共生合作关系遥例如院学生

营养餐智慧云的应用袁其具体做法是在云平台上提供

营养套餐方案袁同时开展检测学生体质的试点袁确保

学校营养套餐达到规范管理尧安全营养的目的遥 在政

府的监管下袁构建了野校农结合冶板块袁与扶贫部门对

接袁将农业生产基地的信息录入综合服务平台袁联通

生产基地与配送商袁根据学校食材需求信息袁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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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ategy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Educational Data Recourse Service

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Ecosystem

LI Suli, XU Xiaodo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data resource service mainly includes two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resources and the opening of analytical application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mainly have explore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data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zing application ecology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mands of

educational data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s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data resource service ecosystem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latform ecosystem theory. With the goal of the closed loop of data value re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 service model, opening service

platform, developer service ecology and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lliance.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ca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west China Education Big Data Application Centre, this paper

expec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data and reference

for decision making.

[Keywords] Educational Data Resource Service; Open Analytical Ecology; Platform Ecosyste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ervice Model; Data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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