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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七十载 服务教育谋新篇
——新中国 70 年教育装备行业发展历程
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社会团体。

2

坚守初心
技术装备服务教育发展

图为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成立大会 （1986 年）
70 年披荆斩棘，70 载波澜壮阔。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的壮丽发展进程中，教
育装备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
以其不断丰富的内涵与价值伴随和推动中国
教育的发展。

1

且行且歌
相随教育发展 70 载
应用导向，从统购统配逐步走向多元装
备。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
不例外，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 20%，初中
入学率仅 6%。国家力量全面投入办学，中小
学校办学条件普遍基础差、底子薄，仪器设备
严重短缺。为满足加快恢复教育事业、开足
开齐课程的需求，国家教委以“统一管理、统
一目录、统一配备、统一划拨”的集中型方式，
逐步构建和形成全国教学仪器生产和供应体
系，初步解决了教育装备产品短缺的问题，保
障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求。1952 年，新
中国首次颁发普通教育教学仪器配备目录，
用于指导全国各地中小学校的教学仪器配
备，并逐步由一般理化仪器扩大为各级各类
学校使用的教学仪器设备。1964 年，教育部
成立教学仪器研究室，专门负责教学仪器的
研究和设计工作。1980 年，随着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部生产供应管理局组
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普教仪器展销订货会
（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前身），开启了教学仪
器供配从完全计划调节向发挥市场作用的转
变，实现了供需双方直接见面，择优选购，促
进了教学仪器生产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
1997 年，
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发布《教学仪
器设备行业“九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教学仪器生产定点厂
为骨干，统筹规划”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深化，2001 年，全国教学仪器定点厂完成历
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教育装备供配进
入公共财政制度下的政府采购阶段。当前，
以学校需求为基础，按财政体制开展政府采
购是教育装备工作的主要供配方式。
围绕中心，紧密服务师生教育教学需求。
满足教学需求是教育装备工作发展始终坚持
的原则。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全国教育事
业进入全面加快发展的新时期。课程改革、普
及义务教育等先后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改革的
关键词。为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动
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普及实验教学成为
这一时期教育装备的重点工作。1987 年，第
一次全国中小学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工作会议
召开，强调“要把加强实验教学研究作为深化
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来抓，
应当重视实验室和
仪器设备以及教具的开发研究工作”
；
1988年，
国家教委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实验室和仪器设
备工作的若干意见》等7个文件。全国各地也纷
纷全面加强加快实验室建设和实验仪器配备。
浙江省从1981年开始，
在全省范围内分期分批
建立农村初中实验中心；
四川省全面开展中小
学实验教学普及县试点工作。其中，
教育装备
工作的标准化还对促进教育均衡和现代化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新
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
为加快教育
转型，适应信息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教
育装备在内容和形态上都不断丰富，
以支撑研
究性学习、跨学科教学和基于真实情境的创新
实验室、学科教室、网络学习空间等新型学习
空间成为重要的装备内容和趋势。北京市、上
海市、浙江省等全面推进创新实验室建设，积
极探索课程实施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载体。
截至目前，
浙江 49%的中小学校建有创新实验
室；
到2020年，
上海市每所中小学校将至少建有
一个创新实验室，
为选课走班、
探究性学习和混
合式学习等提供有效支撑。
自主创新，大力鼓励教师自制教具。自
制教具是教育装备工作中原始的创新点。为
解决教学仪器设备生产和供应不足，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开始，国家就坚持自力更生和土
洋并举“两条腿走路”，鼓励教师发挥自身能
动性自制教具，推进教具革新，满足实验教学
需要。1950 年，教育部配合第一次全国初等
教育会议的召开，举办了全国初等教育展览
会，其中１万余件展览品多是小学教师和学
生亲自动手创造出来的。同时，自制教具也
是推动教具革新、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
重要路径。河南省全省动员自制教具，以自
制教具入手推进实验教学的普及。1986 年，

国家教委组织开展第一届全国优秀自制教具
评选，并举办展览。1995 年，时任国家教委
副主任韦钰强调，
“教师制作教具是一种教研
活动，自制教具是一项教育科研成果”，对自
制教具在教改工作中的重要性作了深刻阐
释。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教育
理念、内容、方法、手段和评价的日益创新，教
师自制教具在技术应用、教学设计、课程融合
等方面都进一步深入，呈现出“从以解决器物
不足为目的向支撑教学创新的教学设计转
变，从破解单一知识教学难点向跨学科融合
转变，从辅助学生学习向激发学生学习的内
生动力转变，从知识教学工具转变成为个性
化成长的有效载体，从废物利用转变为新材
料新技术应用”等特点，对教学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技术引领，不断促进教育的变革。技术
革命和创新，是教育装备工作一直以来的自
觉追随。从电影、录音教学到幻灯、投影，再
到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信息化发展，
教育装备从传统的教学仪器设备拓展至电化
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其教育教学价值从展
示、演示、验证知识和教学逐步走向运用技术
学的思想、手段、方法，来研究和探讨如何有
效 地 分 析 和 解 决 教 育 、教 学 的 具 体 问 题 。
1979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央电化教育馆；
1988 年，国家教委颁布《学校电化教育工作
暂行规程》，要求学校应统筹规划好电化教育
器材建设。
“两机一幕”
、音像教材、农远工程、
三通两平台，电化教育和信息技术对教育教
学创新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动力，也实质性地
扩展了教育装备工作的内涵和作用。当前，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装备在教育装备中的
比例不断加大，并注重以技术延伸和拓展教
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变革教学评价、改
变教育供给方式。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强调，
“信息技术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革命性
影响”
。2018 年，教育部启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
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通过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融合创新促进教育的变革”成为教育装
备的时代内涵。
标准保障，促进教育装备工作规范科
学。标准化工作是教育装备工作的基础性工
作。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小学教学
仪器的种类不断增加，因缺乏相应标准规范
和指导，企业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极大影
响装备绩效。1981 年，教育部成立全国教
学仪器标准化协作组，后扩充为力学和热
学、电学和磁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生物
学四个组。到 1988 年，共发布教育部标准
299 项。1987 年，经原国家标准局批准，全
国教学仪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大连市成
立。1988 年，设立力学和热学仪器、电学和
磁学仪器、光学和原子物理仪器、生物学仪
器、化学仪器、小幼教仪器 6 个分技术委员
会。一系列标准的制定和发布，为提高教育
装备产品质量、规范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截至目前，全国教学仪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共发布 7 项国家标准和 301 项教
育行业标准，覆盖 1900 余种中小学教学仪
器，规范了教学仪器的质量要求。
专业服务，推动行业持续发展。良好的
产业发展生态和行业管理是教育装备工作的
重要保障。1986 年，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
在天津成立，负责教学仪器设备行业的管理，
并先后更名为中国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和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现名）。30 余年来，
协会以服务教育为宗旨，致力于开展行业发
展调查和研究、开展行业交流和合作、规范行
业标准和行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为产业
和行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积极贡献。自
1980 年开始，目前由协会主办的中国教育装
备展示会已连续举办了 76 届。成为了教育
行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装备产品展示和
交流合作平台。自 2003 年以来，每两年组织
一次产品推荐，积极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推
广应用。自 2014 年开始，开展专题业务培训
活动，至今已培训行业骨干 3000 多人次。自
2016 年开始，开展团体标准试点工作，共发
布 12 项教育装备团体标准，参与制定 8 项行
业标准。截至 2019 年 7 月，中国教育装备行
业协会共有幼儿教育装备分会、高教装备分
会、教育信息化装备分会等 9 个分支机构，会
员单位 3800 多家，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
区，装备品种涵盖传统教学仪器、学校后勤装
备和最新的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等。中国教
育装备行业协会成为我国教育装备行业最具

70 年砥砺奋进，70 载步履坚实。70 载栉
风沐雨，教育装备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配
备不足到不断丰富、从辅助教学到引领变革
的过程，笃行致远，不负韶华，取得了翻天覆
地的成就。截至 2018 年底，全国中小学校理
科实验仪器配备基本达标，生均仪器设备值
小学达 1558 元，初中达 2453 元；小学、初中
和高中建立校园网的比例分别为 67.56%、
77.29%和 88.05%。移动终端、虚拟现实等
信息技术不断融入学习空间和学习内容，教
育装备的工作内涵也不断深化，从单纯的器
物配备为主转变为支撑课程实施技术环境构
建为主的装备，从验证知识的正确性和重现
知识发生过程为主转变为服务学生自主学习
和探究学习为主，从标准化装备为主转变为
以核心素养作为逻辑起点的多样化和特色化
装 备 为 主 ， 具 备和体现“促进教育理念更
新、支撑教育资源链接、提高学生认知效率、
推动教育精准管理、增强学生学习内驱力、提
高教师专业能力”六大功能。
70 年风雨兼程，70 载情怀如初。回望
教育装备发展的辉煌历程，
“ 立足技术进
步，服务教育发展”是我们始终坚守和传
承的初心。我们始终围绕改革大局，服
务教育发展。70 年来，全国教育装备
工作始终以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局
为中心，站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方
位明晰发展方向，丰富工作内涵。从
新中国初期的以“器物配备”为主到
着力普及实验教学、推进多媒体技
术应用、实施“农远工程”，再到当
前以促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创新为工作核心，每一阶
段教育装备工作的定位和方向，都
源于该时期教育发展的需求和实
际。我们始终紧跟技术进步，推
动教育创新。在 70 年的实践探索
中，教育装备工作一直紧跟技术
发展前沿，
“技术革命、技术革新、
技术进步”贯穿于教学仪器、实验
教学、教具发展、电化教育和教育
信息化发展的始终；
一直深入研究
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探寻技术应用
于教育教学的策略和路径、指导技
术与教学融合的实践，着力以教育
装备创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容、
教学方法、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为
立德树人、培养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人才不懈努力。应该说，每一个
前行的步履，都印记了技术的进步，都
焕发着深厚的教育创新禀赋。我们始
终传承专业素养，保持开放视野。教育
技术装备工作是融技术和教育于一体的
专业性工作。70 年来，教育部教育装备研
究与发展中心与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以专
业的素养，指导各地科学开展教育装备工作，
推动行业蓬勃发展。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教
育与装备研究》
《行业通讯》
《中国教育装备行
业蓝皮书》、教育装备展示会，
都为广大教育技
术学者、师生、管理机构工作者和企业搭建了
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以专业、开放的视野碰撞
思想、合作交流、兼容并蓄，
形成多方参与的良
性发展机制。

习，完成基本教学的装备；支撑深度学
习，基于问题探究的装备；支撑创客学
习，实现知识创新的装备；支撑个性化学
习，促进潜能发展的装备；支撑自适应
学习，基于数据分析的装备”五种教育
装备的配备和普及，实现技术重构学习
环境、丰富学习内容、扩展学习方
式、感知学情特征、优化学习评价；
通过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创新
人才培养、教育服务和教育治理模
式，实现每个学习者都能通过技术
受益，获取人生的成功和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站在新时代希望的田野上，
教育装备事业风鹏正举，
未来可期。
（中 国 教 育 装
备行业协会教育
装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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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使命
技术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伟大的
书写者。70 年的光辉岁月，仿佛只在
弹指一挥间。过去的道路，我们豪迈
走过，硕果累累，用行动诠释了技术
的力量；站在新起点，我们紧握时代
机遇，勇立潮头，着力发挥技术对教
育变革的内生变量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面对滚
滚而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科技浪
潮，教育现代化肩负更艰巨的时
代使命。作为技术在教育应用中
的积极促进者和推动者，我们
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实施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因
势而谋、顺势而为，用“开
放、跨界、融合、共享”的
互联网思维，从“技术作为
内容丰富课程资源、技术作
为工具创新教与学的过
程、技术作为思维改变教
育活动形态”三个方面，
准确把握技术和教育的
关系；积极促进教育装
备 的 情 境 化 、 课 程化、
多样化，以学为中心，
大力推进“支撑知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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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第 73 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开幕式
（2017 年 12 月）
图② 学生上物理实验课
图③ 创客实验室
图④ 功能教室 （航模教室）
图⑤ 《实验室教学仪器设备标准汇编》
图⑥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第六次会员
代表大会 （2016 年 12 月）
图⑦ 教育部教学仪器展销会参会代表合影
（198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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