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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信息化发展会经历起步、应用、融合、创新四个典型阶段，中国教育信

息化“起步”与“应用”两个阶段，现已基本完成，将进入“融合”和“创新”的新阶段，即从教

育信息化1.0向2.0阶段跃升的关键节点。教育信息化1.0阶段，我国教育信息化先后经历

了“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两个阶段，凝炼形成了“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发展理念，以及“应用驱动”和“机制创新”两大基本发展方针。

但信息技术对教育而言主要还停留于工具层面的简单应用，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教育教学

模式变革和学校管理体系重构还很少发生，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还没有得

到充分彰显。要准确认识教育信息化2.0的显著特征，以科学的战略规划引领新方向，以

交叉的科学研究把握新规律，以信息技术支持的结构性变革推动信息化教育的创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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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

（2011—2020年）》（以下简称《十年规划》）确

立了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两步走”战略。第

一步以建设和应用为主，第二步致力于融合

与创新。经过五年奋斗，我国的教育信息化

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实现了第一阶段发展

目标，并向第二阶段迈进，即进入教育信息化

2.0 阶段。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

化，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的共识。当前，中国教育信息化进入了“融

合”和“创新”的新阶段，开始了创新引领，全

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

一、教育信息化 1.0：历史成就与重大转折

教育信息化发展一般会经历起步、应

用、融合、创新四个典型阶段。［1］在《十年规

划》确立的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两步走”战

略中，以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深入应用

为特征的第一步包括“起步”与“应用”两个阶

段，现已基本完成，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历史成就：教育信息化 1.0
《十年规划》发布以来，教育信息化在1.0

阶段取得了“五大进展”，实现了“三大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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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

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和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与应用取得重大进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大幅提升，信息化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信

息化对教育改革的推动作用大幅提升，教育

信息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教育信息化

应用模式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参与的推进

机制取得重大突破，在探索中国特色教育信

息化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2］

在教育信息化1.0阶段，不但基本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关键技

术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而且还形成了一系

列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信息技术与教

育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五年间，我国教育

信息化的主要指标普遍实现了翻倍增长，全

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 25%提高到 90%，

多媒体教室的比例从不足 40%增加到 83%，

教师和学生网络学习空间数量从 60 万个激

增到6 300多万个。［3］在应用模式上，我国教

育信息化先后经历了“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和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两个阶段，凝炼

形成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

心发展理念，以及“应用驱动”和“机制创新”

两大基本发展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印

证与发展，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

色的道路。

（二）重大转折：进入教育信息化 2.0 阶

段

尽管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迅速，取得了

显著成绩，但总体来看，信息技术对教育而言

主要还停留于工具层面的简单应用，信息技

术支撑下的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学校管理体

系重构，以及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

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进一步推进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充分体现信息

化的发展成效还面临很大挑战。［4］比如，数

字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能力不强，信息化学

习环境/平台建设与应用水平不高，中小学一

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强但信息化教学

创新能力不足，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

合、特别是信息技术支撑跨学科教学融合的

能力尚显不足，教育信息化的高端研究和应

用人才还非常稀缺。

伴随着内涵式发展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旋

律，教育信息化显然也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

道路。为此，必须彻底摆脱以技术应用为本

位的发展思路，以促进教育创新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切实展现出教育变革中的技术力

量，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不断创造未来

教育的新形态。过去十年的教育信息化，主

要集中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以

及信息技术手段在教育教学中的常态化应

用，我们可以把其称之为教育信息化 1.0 阶

段，下一步将进入的则是教育信息化2.0的新

阶段。

二、如何认识教育信息化 2.0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既有普遍性规律可

循，同时又会展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把握普

遍性规律的基础上，揭示阶段性特征，是进一

步推进教育信息化向2.0纵深发展的关键所

在。总体来看，教育信息化2.0表现出以下五

大显著特征。

（一）从专用资源到通用资源：教育资源

的拓展

教育资源作为教育的生产资料，始终是

决定教育发展水平，塑造教育发展形态的基

础性因素。工业时代，以教科书为代表的印

刷型教育资源塑造了以学校为代表的现代教

育。进入信息时代，以网络资源为代表的数

字教育资源开启了教育变革新征程。在教育

信息化1.0阶段，数字教育资源具有鲜明的专

用化色彩，绝大多数数字教育资源都是基于

教科书为教育的目的专门开发的。资源围绕

教科书这个中心不断拓展，与教科书具有强

大而密切的关联性甚至是依附性。在强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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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应用的教育信息化1.0阶段，关注焦点

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整个教育的业务流程在线

化，即用信息技术把传统教育以数字化的形

式在线上重新呈现出来。显然，专用资源在

这一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样也

带来了课堂搬家、书本搬家等问题，用“电灌”

“机灌”代替“人灌”的现象屡见不鲜。

教育信息化进入2.0阶段后，教育资源发

生了极大改变，从专用向通用迈进，为全新教

育形态的塑造提供了可能。一是资源极大丰

富。互联网时代，终身学习也开始从理想走

进现实，封闭的教育资源走向开放，专用的数

字教育资源成为通用的“大资源”是大势所

趋。二是组织方式全面改变。跨学科、自组

织的数字资源彻底摆脱了对教科书的依附

性，成为学校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和课堂教

学活动的主要依托，促使分科教学体系不断

瓦解。三是资源形态彻底重塑。虚拟现实等

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以视频和图文为主，

缺乏交互能力的静态资源被三维立体和具有

智能交互功能的动态资源取代。四是供给方

式全面升级。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深度应用，不但让整个互联网都成为提供优

质教育资源的宝藏，而且大大提升了其有效

供给、精准供给的水平。

（二）从应用技能到信息素养：师生能力

的提升

教育信息化1.0阶段强调的是信息技术

在教育中的普遍应用，对教师的要求更多关

注的是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旨在让教师把信

息技术熟练应用于教育。教育信息化进入

2.0阶段后，历史任务从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

的应用转向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教学创

新，需要教师尽快实现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发展向信息素养养成的方向转变。信息素养

的养成包括具备基本的计算思维和编程能

力，掌握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把信息技术与教

学法进行整合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对学科内容

的教学，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模式与方法

创新，以及具有良好的信息伦理意识等，唯有

如此，才能把自身打造成为适应信息化教育

教学需要的新一代教师——“数字教师”。［5］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看，人在

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生存让人才培养的目标从

“3R”向“4C”转变，即从传统的读、写、算转向

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有效沟通、团队共

创、创造与创新。［6］信息素养正是“4C”能力

的关键和基础支撑，是新时代每个公民都应

具备的基本素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信息

素养已成为信息化社会对创新创业型人才提

出的新的基本要求，成为21世纪各行业劳动

者都必须在入职前就基本具备并在入职后不

断提升的一项基本素养。教师自然也不能例

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早就提出，信息素

养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基本人权，是个人投身

于信息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7］教育信息化

在2.0阶段面对的是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

新一代学习者，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构建教育

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培养学生以正确

且合法的方式使用信息技术，理解并尊重知

识产权，恪守网络道德，保护个人隐私，维护

网络安全，养成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创造性学

习与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成为信息化社会合

格的“数字公民”。［8］

（三）从应用驱动到创新引领：教学方式

的变革

教 与 学 的 变 革 是 教 育 改 革 的“ 牛 鼻

子”。只有抓住这个“牛鼻子”，教育信息化才

能不断向纵深发展。教育信息化在1.0阶段

主要是应用驱动，促进和深化信息技术在教

育教学各环节的应用。早期，应用驱动强调

的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即在教与

学中使用信息技术手段；其后，焦点逐渐转向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开始更加

关注信息技术对教与学的模式、策略与方法

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从“整合”到“融合”见证

了教育信息化1.0在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上不

断走向深入。不管是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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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各种技术工具的常态化应用，都大大提

升了教育教学的技术水平，也提升了教育教

学的效率。但现实却是信息技术应用得越广

泛和普遍，传统教育就会越得到强化。教育

信息化在实践中不但出现了“买得多，用得

少”的现象［9］，而且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效

果的改进一直无法摆脱“非显著性差异现象”

这一历史魔咒［10］。一方面，人们对信息技术

对教育发展具有的革命性影响深信不疑；另

一方面，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强化

的正是人们努力要改变的传统教育。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其应用意味着

改变传统教育，生成新的教育。以新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为指南，教育信息化在2.0阶段需

要超越1.0阶段的“应用驱动”，致力于“创新

引领”，即以信息技术支持教学与学习方式的

创新来引领信息化时代教育生产方式的转型

升级。如果说教育信息化 1.0 的关键在于

“用”上，那么教育信息化 2.0 的灵魂则在于

“化”上，即实现针对传统教育的价值重建、结

构重组、流程再造、资源重配、文化重塑，改变

教育发展的动力结构，促进教育研究和实践

的范式更替［11］。历史的经验和国际的经验

告诉我们，教育信息化可持续、有效果的关键

不在信息技术设施与设备本身及其机械应

用，而在于如何把信息技术“化”入教与学的

实践中，使之浑然一体，从而创造出新教育教

学生态。在教育信息化2.0阶段，信息技术作

为新的工具引入教育，不但让教育的空间物

理环境改变了，教育的内容改变了，还让教师

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课堂的深层结

构与师生关系乃至更为宏观的学校发展方式

和教育发展方式改变了。当这些改变与时代

对人才培养需求的改变汇聚到一起时，教育

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奇点”就到来了。

（四）从注重速度到提高质量：关注焦点

的转移

教育信息化1.0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高

速度。“三通两平台”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几乎

把触角伸到了中国大地上教育的每一个角

落，创造了教育信息化的中国速度。不管是

东南沿海，还是西部山区，现在都基本能够享

受到信息技术给教育、教学和学习带来的各

种便利，基层教育的生态正在悄然发生变

化。有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3 年以来，平均

每天有2.6家互联网教育公司诞生。［12］从各

种统计数据中，人们都能够感受到过去五年

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

与数字资源建设方面发生的变化。正是靠着

这种高速度，我国的教育信息化事业才能在

后发情况下弯道超车，实现对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追赶。

但在这种高速发展背后，也存在一些矛

盾和问题。比如，投入不可持续，应用效能不

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这是教育信息化在

2.0 阶段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中国教育信

息化在1.0阶段通过大量资金投入支撑下的

高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基本的教育信息化体

系，为步入2.0的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

术基础。那么在2.0阶段则是以高质量优先，

即追求的是技术升级更集约，结构优化更合

理，效率提升更显著，服务供给更有效。这意

味着前期通过巨大资金投入建设起来的教育

信息化技术体系不仅要充分发挥出应用效

能，克服“买得多，用得少”的问题，更要实现

发展动力的转换，把精力集中在支撑更优质

教育的信息化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创新探索

上来。教育信息化1.0主要靠资金投入和技

术应用来驱动，教育信息化2.0则必须靠创新

来驱动。这种创新，一方面是技术的原始创

新和集成创新，但更重要的是教育的理念、教

学的模式、学习的方式、评价的机制、管理的

体制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信息

技术在与教育的融合中展现出变革教育、创

造新教育的力量。

（五）从经验管理到精准管理：治理水平

的提升

从外部来看，进入 20 世纪以来，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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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社会效能运动的驱动下，逐渐采纳了

许多科层式管理体制的做法，教育系统因此

变得流水线化、高效率和标准化，但同时也为

采纳这些机械原则付出了沉重代价［13］。从

内部来看，现代教育管理尽管在体系上已相

对完备，但在实践中往往还是经验式的，即在

教育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决策在很大程度

主要是基于经验和艺术，而不是基于科学与

技术。经验式的教育管理比较粗放，存在着

管理信息标准不完善，智能化程度较低，数据

缺乏系统性，难以支持及时精准决策。监督

不到位，存在难以进行动态监管等问题和局

限，导致管理效能低下，难以激发活力。

教育信息化2.0在教育管理上的总目标

是建立完善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优良的教

育治理能力，全面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在

2.0阶段，随着“三通两平台”特别是国家教育

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应用不断走向深

入，通过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的

技术手段［14］，实现教育基础数据的“伴随式

收集”和互通共享，基于对教育管理大数据的

深度挖掘和深度应用，不断提升教育管理的

信息化水平，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能的过程中，

更加凸显管理的精准性、智能性、及时性、前

瞻性、区分性、整合性、权变性，不仅提升管理

效率而且变革管理流程，彻底摆脱传统教育

管理的经验范式，优化不同教育治理主体的

关系，拓宽教育管理的社会参与，完善学校的

内部治理结构，增强教育的宏观管理能力，让

教育管理不断从经验走向科学，从粗放走向

精准，持续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充分释放教育

创新的活力。

三、如何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教育信息化2.0的推进，需要树立全新的

发展理念，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赋予教育信

息化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紧紧围绕基本任务，以交叉的科学研究把

握新规律，以科学的战略规划引领新方向，以

有效的变革管理驾驭新风险。

（一）以科学规划引领教育信息化 2.0 创

新发展的基本战略方向

教育信息化2.0的根本使命是全面推动

教育现代化，创造信息时代的新教育。这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的战略全局出发，对教育信息化和信息化

教育的未来蓝图进行科学谋划和精心设计。

推进教育信息化2.0需要以顶层设计思维来

引领创新发展的基本战略方向。教育信息化

2.0的重点不再是技术设施的基础建设，而是

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乃至于教育教学的整

体变革。顶层设计要始终牢牢把握住这一基

本方向，以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本土意

识，紧扣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脉搏和未来

趋势，吸收和借鉴其他领域信息化发展在战

略规划上的成功经验，协调各种复杂的利益

关系，整合各方面的优质资源，把发展需要和

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

虑，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

问题为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融

合”、“创新”作为新一轮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

的难点和关键，提出切合实际、切实可行且具

有一定前瞻性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

确立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教育信息化2.0的推

进提供科学指引。进一步总结提炼《十年规

划》编制的成功经验，以面向“教育现代化

2035”，针对新一轮教育信息化的开展中长期

规划；针对《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总体

部署，研究制定更加详尽具体、更加因地制宜

的实施细则；针对教育信息化 2.0 的发展目

标，研制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信息化绩效评

估体系，使教育信息化2.0的推进从顶层的战

略规划到最后的效果评估。

（二）以多学科交叉的科学研究把握教

育信息化 2.0的发展规律

教育信息化发展、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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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乃至于信息技术推动的教育变革，并

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其中还涉

及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与科学问题。教育

信息化是一场深刻的教育的革命，必须站在

时代变迁、技术扩散与教育变革三者相互交

织的大背景下，综合把握和驾驭技术、教育与

人的发展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这

是在宏观上把握教育信息化2.0发展规律的

基本前提。教育信息化发展到2.0，早已超越

了单纯的技术范畴，其在实践中涉及的一系

列问题，也远远不是教育学或心理学某一个

单一学科领域能够回答的。必须整合集成来

自于信息科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

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政治学、管理

学、经济学乃至于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资源才能破解。当前，迫切需要通过多学科

交叉的基础性和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把握教

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学

习与认知发展的基本机制，及信息技术与教

育融合的基本规律。［15］认识教育信息化 2.0

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揭示其基本机理、典型特

征与动力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

2018年增设“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这一交叉

领域的项目，围绕教育信息化的重大科学问

题，展开多学科交叉的联合攻关，正是对这一

现实需求的有力回应。在此基础上，还可以

考虑在国家层面上组建跨学科、跨部门、跨地

域的综合性、开放型协同研究平台，汇聚优质

学科资源和骨干研究力量，围绕教育信息化

2.0发展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对具

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研究课题进行部

署，开展以5至 1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期性探

索，为教育信息化2.0的推进提供智力支撑。

（三）以信息技术支持的结构性变革推

动信息化教育的创生发展

教育信息化是手段，信息化教育才是目

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不仅会拓展信息技术

创新应用的实践领域，加快整个社会的信息

化进程，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教育发展方式

的转型升级，创造信息化教育的新形态。在

教育信息化1.0阶段，教育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都已基本建成，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的应用

也日益广泛和普遍，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

展进入了“深水区”，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

硬骨头，需要在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有所突

破，包括理念、环境、模式与方法等，特别是真

正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发展理念。促进

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助力教育创新，提

升教育质量，推动教育的结构性变革，创造信

息时代的新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教育信息化

之中国实践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推进教

育信息化2.0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立足技术时

代重新思考教育。信息技术正在给教育带来

全方位的改变：教育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个

人和家长身上；人们对教育的期望从全员成

功转向个性化发展；教育的内容从学科知识

转向学会如何学习；教育的方法从灌输转向

互动；教育的评价从测验转向嵌入式评估；教

育的场所从学校扩展到任何地方；教育的文

化从同伴型文化转向混龄型文化；教育的关

系从教师居于权威地位的师生交互转向以计

算机为工具中介的人际交互［16］。在这一历

史潮流中，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

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的新模式，努力打

造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

系，实现更加开放、更加适合、更加人本、更加

平等、更加可持续的教育，是教育信息化2.0

创新发展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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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in Education 2.0：Key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ICT i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Yang Zongkai，Wu Di & Zheng Xudong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goes through four typical stages：starting，appli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first two stages，China has entered the new stages of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t present，we're at the key turning point from ICT in education 1.0 to ICT in education 2.0. For ICT in
education 1.0，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t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the st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 application and the stage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cor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has been formed with two basic principles of "applic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still a simple tool for
education. Changes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teaching mod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chool
management system are rare. The revolutionary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fully demonstrated. We should accurately recognize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ICT in education 2.0，lead a new
direction with scientific strategic planning，grasp the new law by interse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es，and promote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educ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change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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