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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概 况

1300余家企业

20000余件展品

9000个标准展位

近17万平方米

02 参展企业国家

03 各类参展企业所属领域

04 展示产品2万多件

软件类产品

智慧教室
智慧校园
相关产品

创客、物联网及
STEAM产品

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
MR（混合现实）
人工智能产品

计算机硬件
相关产品

教育云产品

机器人和
无人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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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创新，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路径。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正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也为教育教学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下一步，教育装备将
在促进教育教学创新、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围绕与此相关的问
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夏国明。

“

记者：2019 年教育部启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提出
“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力量”。教育信

息化技术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作用发生
了什么样的变化？

夏国明：在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中，信息技术不仅是提供科学知识与核心

技术的内容载体和工具方法，更是一种
理念与思维方式，助力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而智能装备与教育的融合不断强

化，正在重塑课堂、学生和教师三者之
间的关系。在部分地区的中小学校，智能

教学助手能够精准回应学生学习需要，特别
是中学阶段推行的“双师课堂”，师生可以实

时沟通，为课堂教学互动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在高
校，教育装备使用越来越广泛。教育信息化技术从单纯的
器物配备为主转变为支撑课程实施技术环境构建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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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养为逻辑起点的多样化和特色化装备为主,具备

“促进教育理念更新、支撑教育资源链接、提高学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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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面向未来，您对教育装备在教育中的应用有怎
样的期待？“十四五”期间的教育装备发展，哪些方面值
得关注？

夏国明：技术革命和创新，是教育装备工作者一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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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速度之
快，让人无法预料将出现什么样的新技术、新产品，但无论
怎么发展，教育装备始终要为教育教学发展服务，要顺应教
育创新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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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装备在整个教育装备中的比
例不断加大，并注重以技术延伸来拓展教学内容，创新教学
方式，变革教学评价，改变教育供给方式。

“十四五”期间教育装备创新将围绕六个重点领域进
行探索，即支撑教育教学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校园
建设、教学空间创新、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中小学实验教
学改进和大数据赋能教育教学创新。我们期待通过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教育供给服务和教育
治理模式，让每个学习者都能通过技术受益。

记者：资本市场对教育信息化技术发展起到了什么样
的作用？

夏国明：教育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大，所以资本市
场对教育装备行业很看重，也很有热情和信心参与。但是
教育具有公益性特征，特别是义务教育更是一种政府提供
的公共服务，对于资本进入教育装备领域，国家有各种政
策和规定，需要企业界、研发部门和有关方面认真学习，
正确把握。

未来发展：顺应教育创新的需求

补短板强应用，助力构筑高质量教育体系
——访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夏国明

本报记者 黄璐璐 汪瑞林

记者：今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由中
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办的第 79 届中
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将在厦门市举办。
请问本届展示会有何特点和亮点？

夏国明：本届展示会第一个亮点是
办展模式有所创新，采取线上线下有机
融合的方式，而且参展企业数量多、产
品种类全。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始办
于1980年，当时称为“订货会”，主要是
为了解决相关物资紧缺的问题，但发展
到今天，它的定位和功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特别是去年，疫情期间“停课不停
学”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以及疫情
防控常态化之后线上和线下教育教学
的进一步融合，教育技术装备的作用日
益凸显，所以本届展示会企业参展热情
高涨，聚集了国内优秀教育平台、技术
及装备大型企业的尖端教育产品，零距
离展示国内最尖端的信息化教育方案
与设备。同时，展示会也是一个发现教
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与教育装备产业间
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本届展示会的第二个亮点是构建
起多元交流机制，多维度解析产业链。
为期 3 天的展示会将举办多场富有吸
引力的活动，包括高端论坛、产学合作、
技术交流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举
办“首届全国书香校园阅读大会”，推进
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在书香校园建
设方面的应用和学校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在关注师生健康方面，本届展示会
将举办“校园急救教育和近视防控工作
交流会”，推进校园急救教育培训和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活动较以往
更加贴合教育发展新趋势，对教育改革
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更加聚焦。

记者：近年来中央及教育部出台了
一系列文件，要求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转变高中育人方式，同时加强劳动教
育、体育、美育，补齐五育融合的短板。
教育装备服务于教育改革发展大局，在
这方面能有何作为？

夏国明：多年来，教育装备行业协
会一直坚持以服务教育事业为己任，以

学习者为中心，以智能化、课程化、多样
化和数据化为努力方向，在义务教育阶
段和高中阶段教育教学中发挥了显著
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支撑实现 “三全两高一大”
的目标。根据《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到2022年，我国要基本实现“三全
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
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
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
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
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探索信息
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教育装备是实
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基础性要求，推动
着整个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也是我国
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第一步——实现装
备现代化。

二是重构多元融合的教育资源供
给模式，实现优质资源均衡。我国教育
发展的短板之一就是区域教育发展不
均衡，而教育部部署实施“三个课堂”，
即“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
课堂”，正是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促进教
育均衡的重要举措。比如，一些偏远地
区受到地域和经济条件限制，往往开不
出、开不齐音体美课程，但是通过教育
装备，实施“专递课堂”后，很多乡村中
小学的孩子，通过两地网络连线、大屏
实时互动，实现了和城市孩子同上一节
课的愿望，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三是构造个性化、多样化学习新
生态。转变高中育人方式，重在实现
多样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而教育信
息化正好为此提供了必要条件。目
前，很多地区学校已经实现了学生通
过平板电脑进行作业提交，经过软件
测评后，直接为教师提供学生学业掌
握情况的数据分析报告，教师根据数
据反馈实现作业精准化、个性化布置，
真正构建起以“学生为中心，数据为支
撑，探究为主线”的教学新模式，促进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同时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资源共建与共
享，丰富了教育内容和途径。

装备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要求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教学
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信
息技术在关键时刻的重要作用。这一
年多来，教育装备行业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

夏国明：去年疫情期间“停课不
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大规模在线教
育实践，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线
上和线下教育的深度融合，还有教育
部加强“三个课堂”的应用，这些实
践探索促使各种新的信息化、数字化
教育装备不断涌现，教育装备的更新
迭代明显提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教育
从业者、教育装备行业从业者还是普
通大众，经此一“役”，他们对教育装
备的作用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看到
了教育平台与内容结合、硬件与软件
结合的重要性。以前大众对教育装备
的认识多停留在“物”的层面，认为
装备就是以硬件为核心，但是随着教
育信息化的推进和发展，教育管理
者、师生和家长都切身感受到，教育
装备已经融入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它
本身其实就是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
比如，之前学习“光合作用”，老师只
能让孩子回家观察，但是现在通过教
育 智 能 装 备 及 VR （虚 拟 现 实） 技
术，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光合作用的
整个过程，教育装备参与知识传授的
过程不再是以孤立的硬件存在。

目前，很多研发机构和学校开展
深入合作，教师直接参与软件程序开
发，从根源上解决教学难题，因为跟

教学的实际需求更为接近，所以教
师也更愿意使用，而实践也证明

教学效果更好。
记者：在线教学保障了特殊情况

下教育教学不中断，但是也不可避免
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造成学生
近视加剧的问题。如何通过技术和装
备来消减在线教学的负面效应？

夏国明：在线教学确实会带来一
些负面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孩子居
家学习缺乏运动，长时间看电子屏幕
导致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等。通过技
术手段，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
题，比如使用电子设备时，系统可以
设定每过20分钟或半小时自动黑屏或
锁定，让孩子不得不起身运动，从而
保护视力。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一直注重
开展教育装备科学研究工作，2015年
成立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教育装备
研究院，并致力于将研究院打造成行
业发展专业智库。

自2016年以来我们每年设立教育
装备研究课题，坚持以破解教育教学
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为主攻
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
仅着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教学空间
重构、技术装备与教育教学融合创
新、线上线下融合教育等方面研究，
同时也重视劳动教育、美育、体育、
校园安全、学生健康等方面教育装备
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形 成 行 业 解 决 方
案，支撑教育装备
企 业 产 品 与 服 务
升级，赋能全国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与创新。

教育装备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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