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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会是保护竞争，搞活流
通，促进联合，改革教学仪器生
产、分配体制的一项重要措施。

代表产品
学生示波器、光具座、简式电

阻箱等理化生学科仪器

共同探寻“未来学校”的模样
——第80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前瞻

本报记者 于珍

第1届—第24届 第25届—第34届

有了招标采购后，供应工作会
主要发挥纽带作用，把销售环节与
生产环节结合起来。同时，推动企
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代表产品
收录放设备、校园电教网等电

教产品

第35届—第60届

第61届—第80届届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是经原
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并在民政部注
册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由
生产、经营、管理、研究、应用教
育装备的企事业单位和有关人员自
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社会团
体 。 协 会 成 立 于 1986 年 8 月 15
日，成立时名称为“教学仪器设备
行业协会”，2011 年更名为“中国
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协会成立 35 年来，随着各项服
务能力的不断提升，协会会员队伍
日益发展壮大，会员单位数量由
1986年8月的443家增加至2021年
8 月的 3768 家。中国教育装备展示
会目前已成功举办 79 届，有力和持
续推动了中国教育装备行业的体制
转型和市场化步伐，促进了教育装
备供需交流和行业技术进步，逐步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
高质量的工作体系和发展格局。

2019 年，协会获得中共中央国
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委员会对党建
工作优秀级别评价，被民政部评定
为4A级社会组织。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翻开厚厚的参展企业名单，可以发
现，本届展会共有参展企业1300余家，
展示产品两万余件。参展企业、展示产
品数量与第79届装备展相当。而有所
不同的，是企业内涵的变化——

在本届装备展的参展企业中，入选
《财富》杂志2021年世界500强的企业
有 7 家，与上届数量持平；入选《财富》
杂志 2021 年中国 500 强的企业共 16
家，较上届数量实现了翻倍增长；新三
板上市企业 47 家，较上届数量增加 22
家；沪深上市企业 30 家，较上届增加 5
家。参展企业的产品中，拥有专利数
62.47 万件，是上届的 4.78 倍。参加本
届展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有 553
家，占参展企业总数的42.4%。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夏国明解读，中国教育装备展示
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和发展，目前已
经从教育装备产品的展示会转型成为
各种科技成果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展示
平台。

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制
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的大背景下，教育
装备企业愈加注重科研投入、技术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越来越多的教育装备
企业在向科技创新企业转型升级，教育
国产化正成为一种趋势。从参展企业
名单来看，本届展会吸引了一批在本领
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科技企业参
加，譬如华为、阿里云、中兴通讯、联想、
深圳大疆、中国电信等。

信息技术为教育装备产业带来了
巨大的发展空间，涌现出大批智慧校

园、智慧教室、智慧实验室等整体解决
方案和服务。从参展企业分类数据来
看，教育信息化类企业、人工智能类企
业、创客教育类企业数量均有增加。两
万件展品涵盖智慧校园相关产品，教育
云产品，创客、物联网及STEAM产品，
机 器 人 和 无 人 机 产 品 ，VR（虚 拟 现
实）、AR（增强现实）和MR（混合现实）
类产品等，使得教与学的距离更加趋
近。

甘肃省定西市的一位中学副校长
曾告诉记者，当下，工厂式、标准化的学
校形态已不适应教育的需求。最近几
年，他都会前往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
举办地看展。“这是一次了解教育动态
和发展趋势的好机会，不至于让我坐
井观天。”

当然，如果不能亲自前往，也不必
遗憾。本届装备展践行线上线下同步
互动、有机融合的办展模式，打破时空
局限，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中国教育装
备展示会。夏国明介绍，“线上中国教
装展”共设置了十大主题展馆，集产品
展示、成果交易、高端论坛、合作交流于
一体，通过 3D、VR、多媒体等信息技
术，为企业打造三维立体展厅，展示企
业产品及 360 度全景线上展示会。

此外，为提升本届展示会的现场互
动性，合理有效地引导展馆人流饱和
度，展会期间将开设现场“展台寻宝”活
动。展会期间，参展商和观众还可在

“教育装备网”微信公众号头条推文下，
发表参展观展的心得体会和意见需求，
以便主办方及时作出反馈。

“剧透”

展会数据里的“看点”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学校
实验室副主任曹培杰看来，未来学校的
要素包括三部分：一是学习场景相互融
通，任何可以实现高质量学习的地方都
是学校；二是学习方式灵活多元，把知
识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正式与非
正式学习融为一体；三是学校组织富有
弹性，让学生站在教育的正中央。

而信息技术作为“催化剂”，正在助
推学校样态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智
慧学习研究院副院长曾海军也认为，人
工智能类技术及产品广泛而有效地应
用于教学、管理和服务，有利于构造个

性化、多样化学习新生态，
是高质量教育的必然要求。

透过本届装备展的展
品，可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学校的需求越
来越细化、多元，教育的场景、资源和服
务都面临重构。

课堂是学校教学的主阵地，人工智
能技术如何重塑学校教育？本届展会
一家参展企业提供的“数字化地理专用
教室解决方案”可根据学校教室的情况
而进行搭配、选择和量身定制。

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
重要环节，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
充。“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作业改革
如何实现“减量增质”？本届展会上的
一款智慧作业本的应用为回答这一问
题提供了参考。该作业本护眼、智能，
可以代替打印机、手机，适时解决师生
网课之后的远程作业问题。与此相匹
配的教师手写批阅终端，则省时省力，

系统的分层作业功能，更是让因材施教
成为现实。

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如何真正关注学
生？本届展会上的一款教育综合评价系
统作出了示范。这是物联网环境下集智
能班牌、智能手环和“微校”为一体的多
元评价平台，包括“学业统计、行规统
计、荣誉课程、积分交换”等12个栏目，
可以对学生进行多维度的记录与评价，
最后形成学生成长档案袋和数据报表。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的学业负
担轻了，就有更多精力投入到综合素养
的培育上去。本届展会另一个不容忽
视的亮点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虚拟
仿真模拟技术在体音美劳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体音美劳教育装备产品和服务
更具实操性，更加贴合学生需求。

没有既定不变的模式，只有“以人
为本”的观念。多位专家认为，技术再
高明再先进，如果不变革学习和传授方
式，不遵循因材施教原则，课堂仍然只
是传统教学的复现。

教育管理者是未来教育的洞察
者、探索者和引领者，为了提升他们的
教育信息素养，本届展会还构建了多
元交流机制，将举办多场专业且富有
吸引力的活动和论坛，如“2021 年度
全国名园长论坛”“新时代全国学校卫
生与健康教育峰会”“中小学劳动教育
与综合实践发展论坛”“2021 书香校
园之好书伴我行分享论坛”等，邀请专
家学者及教育管理者，聚焦教育改革
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共同探讨解
决之道。

“催化剂”

信息技术助力学校样态变革

能不能让学习定制化，少做作业，成
绩反而提高？能不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勾
勒个人数字画像，为每个学生提供更适合
的教育？从千校一面到个性特色发展，体
音美劳教育能否更好地为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服务……

随着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关于
“未来学校”的构想都渐渐有了答案，教育
信息化已然成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
变量。

10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教育装
备行业协会主办的第80届中国教育装备
展示会将在成都举行，作为教育装备界的
“盛会”，中国教育装备展正成为智慧教

育的市场风向标。展会上将有哪些
亮点？参展者及参观者能有哪些
收获和新鲜的发现？不妨先来一
睹为快。

链

接

（1980/9—1992/4） (1992/10—1997/4)

(1997/9—2010/9)

(2011/5至今)

不仅有“展”，还有“会”。不仅
展示了教学仪器设备等方面的新
技术、新成果，也带来了现代化的
教育管理理念。

代表产品
多媒体课件和电子白板等信

息技术类产品

从规模上来看，即将在成都举办
的第 80 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的展
馆展出面积近20万平方米，相当于28
个标准足球场大。一场亲和力和科技
感十足、融合创新、亮点纷呈的教育装
备“盛宴”正期待着您的到来。

时光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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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中小学仪
器订货会，即第一届中国教育装备展
示会。

41 年来，教育装备展的名称几经
变化，从订货会到供应工作会，再到展
示会，展出的产品从传统的教学仪器
设备拓展至电化教育，再到琳琅满目
的教育信息化类服务和解决方案。变
化背后，反映的是教育装备工作对技
术革命和创新的自觉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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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国明认为，教育信息化技术从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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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特点，对教学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在夏国明的印象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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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人工智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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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曹培杰看来，从产品、服务到解
决方案，折射出教育信息化发展正在
从碎片化转向系统化，从单纯技术应
用转向深度融合创新，迈向了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
作为市场风向标，中国教育装备

展示会正勾勒着未来教育和未来学校
的模样，是实现《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三全两高一大”发展目标的重
要支撑。

今年，也是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
会成立 35 周年。夏国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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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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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
来，协会还每年面向社会设立
教育装备研究课题，加强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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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恰是成都最美的季
节。晒着太阳，吹着暖风，再踩
着满地银杏或红
枫的落叶，去逛
逛装备展，体验现代科
技 与 教 育
的交融，找
寻“ 未 来 学
校”的模样，也
不失为一种享
受。金秋成都，
期待您来！

“市场风向标”

从订货会到未来教育“盛宴”

注注：：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及要求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及要求，，部分届别的名称有所调整部分届别的名称有所调整

更加智能现代，作为教育
装备界的“盛会”，已然成为智
慧教育的市场风向标。

代表产品
智慧教室、智慧校园、机器

人等人工智能类产品及相关服
务

全国普教仪器订货会

中国教育装备展走过80届

中国教学仪器设备展示会

全国教学仪器供应工作会

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