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8年5期／总155期

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指出要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

大平台，整合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支

持系统，实现教育数据等的有效共享并完善教育数

据标准规范，促进政务数据分级分层有效共享（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教育信息化2.0的核心目标

是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全面提升教

育品质，构建新时代教育的新生态（杨宗凯，2018），

其具有以下八大特征：更加坚持时代引领、应用驱

动、深度融合、教育治理，更加兼顾探索普及、区

域差异、社会各方、顶层基层（任友群，2018）。

进入教育信息化 2.0时代，我国教育信息化发

展将追求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数据开放，并以此

为载体推动教育生态的优化与重构。教育数据开放

是教育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成为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基础性任务。早在 2015 年 10 月 10
日，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就发布了《大力开

放教育数据的倡议书》，提倡“更多地开放各级政

府部门已经掌握的教育数据、更好地开放已经开发

或正在开发的教育数据、更快地开放各级各类教育

数据”（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2015）。然而，

目前教育界尚未对教育数据开放形成清晰的认识，

仍存在一些基础性问题亟需澄清，比如教育数据开

放的本质内涵是什么，有何特征？与教育开放的关

系是什么？目前国际社会在教育数据开放领域有何

战略举措？教育数据开放具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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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据开放？基于

此，本研究将对我国教育数据开放面临的几个基础

性关键问题进行探讨，期望能推动我国教育数据开

放的进程与发展。

一、教育数据开放的本质内涵

1.教育数据开放的概念

数据开放是大数据时代发挥数据价值的重要途

径，也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

数据开放与开放数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可

以把数据开放看作一种行为，把开放数据看作一种

结果，数据开放是形成开放数据的前提条件和重要

方式。开放数据是指对 Web 中产生或存在于 Web
中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按照用户特定的需求和相应

的互联网协议、规则、框架进行的开发、加工、存

储、组织等管理活动，最终目标是实现局域和全部

Web 空间的数据开放、互通与共享（谭健，2011）。

开放数据遵循完整性、原始性、及时性、可获取

性、机器可读性、非歧视性（任何人均可获取与访

问）、非专有性（格式是通用的）、免许可性8项原

则（Open Government Working Group，2007）。

数据开放是指通过数据接口、网站等形式，在业

务系统内部、系统之间或面向全社会，合理合法公开

特定数据的获取与使用权限。数据开放的主体可以是

个人、行政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近年来，随着

数据开放运动在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不断推进，其内

涵亦在慢慢拓展。数据开放不仅是一项开放数据的运

动，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即让人们以更加

开放、多元的思维平等、合理获取和使用数据，以满

足个体、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需求。

教育数据开放是数据开放的一个子集，特指教

育领域的数据开放。文献调研发现，目前尚未有学

者或相关组织机构对教育数据开放进行明确地概念

界定。本研究认为，教育数据开放是指将教育领域

内（主要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以及教育培

训机构）不涉及个人隐私、部门机密和国家安全的

教育相关数据通过数据开放接口或数据开放平台

（门户网站）等形式对外合理、规范化公开，以实

现教育数据的创新应用与价值增值，推动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

教育数据开放不仅是数据本身的开放，同时包

含数据的采集、整理、发布等一系列数据操作过程

的开放以及提供的各种数据服务的开放，比如应用

数据辅助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支持学校跟踪评价教

育质量、促进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等。需要注意的

是，教育数据开放与教育信息公开不同。教育信息

公开强调社会公众对教育领域各项信息的知情权，

而教育数据开放更侧重于社会公众、组织机构等对

教育数据的使用权。

2.教育数据开放的层次

根据数据开放的程度，可将教育数据开放划分

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教育系统内部业务数据横纵贯

通开放共享、教育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数据开放

共享以及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之间的数据开放共享

（见下图）。

图 教育数据开放的层次架构

教育系统内部业务数据开放共享包括纵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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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等）主要采用提供标准化数据接口（如

HTTP协议接口或Web Service接口）的方式公开数

据，以供其他业务系统获取。我国正在推进的“三

通两平台”建设工程，就是旨在通过纵向的数据互

联互通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教育管理信息化体系和国

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2018年4月，教育部发

布的《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在信息

化应用系统建设方面也明确提出“应用服务之间应

实现基础数据共享，避免出现‘信息孤岛’”。

教育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数据开放共享是指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以及教育培训机构所持有的数

据向交通、医疗、金融等行业以及社会组织与公众

开放共享，以促进教育数据在整个社会的规范有序

流通，激发教育数据市场活力，推动教育行业繁荣

发展。进入“互联网+”时代，行业数据的开放共

享以及产业效率的快速提升，正推动一体化、联动

式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比如，宁波市推出的“智

慧校园卡”（中国宁波网，2015），集成了学生组织

管理、在校情况推送以及学生校园内外乘车、消费

等功能，初步实现了教育系统与金融、交通等行业

系统数据的开放共享，对打造宁波智慧教育与智慧

城市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之间的数据开放共享是指

中国教育领域的数据向其他国家适度开放共享，特

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全球教育信息与

资源的合理规范开放，促进世界教育均衡与公平。

超越国度的教育数据开放共享能够推动各国教育领

域的深度合作，解决世界教育的基本矛盾，促进教

育国际化，打造人类教育共同体。目前美国、英

国、法国等国已经通过本国统一数据开放平台（如

Data.gov、Data.gov.uk、Data.gouv.fr等）对外开放教

育相关数据集，促进全球教育领域的数据流转。

3.教育数据开放的特征

与政府数据、科研数据等的开放相比较，教育

事业与业务本身的独特性导致教育数据开放呈现出

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教育数据开放的数据体系呈现更高的复

杂性。完整的数据体系是教育数据开放的基础与前

提。大数据时代，根据其来源和范围，教育数据可

分为个体教育大数据、课程教育大数据、班级教育

大数据、学校教育大数据、区域教育大数据、国家

教育大数据等6类（杨现民等，2015）。其中各层教育

数据中均包含更多的细化数据，涉及大量过程性数

据和结果性数据。此外，随着物联感知、视频录

制、图像识别、平台采集（邢蓓蓓等，2016）等大数据

采集技术的不断发展，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在

教育数据中的比例亦随之不断增加。大数据时代教

育领域内数据类型的不断丰富与数量的不断增加，

使得教育数据开放的数据体系呈现出更高的复杂性。

第二，教育数据开放的价值转化周期更长。金

融、交通、医疗等行业具有明晰的数据应用模式和

流程，能够快速将拥有的数据应用于实践，实现从

数据到经济效益的转化。与金融、交通、医疗等行

业不同，我国教育数据开放正处于起步阶段，教育

领域包含的数据纷繁复杂，对各类开放数据尚未形

成明晰的应用模式与流程，难以在短期内看到开放

数据带来的经济效益。此外，教育领域的开放数据

增值具有隐形化特征，不能在短期内以直观的形式

显现出来。如教育数据开放能够催生新的产业模

式，增强经济市场活力；能够打破数据壁垒，汇聚

数据，为政府、学校以及企业等管理水平的提升提

供数据支持，减少其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等。教

育数据开放价值的非短期可见与隐形化特征使教育

数据开放的价值转化周期更长。

第三，教育数据开放的隐私问题具有更高的敏

感性。学习者、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是教育活动的

核心参与要素，其学习、教学、管理活动是教育数

据的重要来源。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

多的关于学习者、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的数据被各

种系统和设备所获取和利用，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隐

私数据。不同于其他领域，数据隐私在教育领域更

加重要，不仅涉及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家庭希

望，也关系到社会发展甚至国家安全，其影响不可

小觑（李青等，2018）。教育数据在各教育系统之间

开放共享、向社会各方开放将涉及到大量学生、教

师以及教育管理者的隐私数据，导致教育数据开放

中的数据隐私变得更加敏感。

二、教育数据开放的国际审视

目前全球教育数据开放正处于起步阶段，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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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为数据开放运动的一部分，受到众多国家的关注。

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制定教育数

据开放战略，以指导本国的教育数据开放。

美国教育部为响应美国的开放政府计划，从

2010年开始，每两年发布一版《美国教育部开放

政府计划》，每个版本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进行补

充和扩展，目前已经发布了 5 个版本（2010 版、

2012版、2014版、2015版、2016版）。该计划提出

要建立ED Data Express网站，提高公众访问和探索

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办公室（OESE）收集高价值国

家 级 数 据 的 能 力 ； 在 Data.gov、 Recovery.gov、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等网

站上及时发布教育领域的电子数据；在保护机密的

同时提供数据发布和共享方面的技术支持；组织数

据战略小组（Data Strategy Team，DST）协调不同

部门之间的数据战略问题；设立首席隐私官

（Chief Privacy Officer，CPO）协调各部门工作并负

责指导隐私政策的制定。此外，美国政府在 2014
年4月9日发布的《开放数据行动计划》中指出将

进一步发布教育等高优先级别的数据，并在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上开放教育领域的数据集。到目前为

止，共有393个数据集可供社会公众免费获取和利

用，涵盖了学生、学校、教师、中学教育、特殊教

育等众多方面（Data.gov，2018）。

英国教育部于2012年6月发布了《教育部开放数

据战略》，对英国教育部开放数据的目标、价值以及

到2012年6月为止教育数据开放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

总结，并提出未来的教育数据开放计划，即采集和发

布大型常规数据集（如开放全国学生数据库的匿名数

据访问权限、提供更多的学校数据和学生表现数据、

开放学生就读学校和就业机构数据、开放更多有关儿

童服务的数据）、注重用户反馈、向企业开放数据从

而为学校提供更好服务、不断提高发布数据的质量等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12）。2013年11月，英国政

府颁布了《G8开放数据宪章英国行动计划2013》，提

出要开放教育等12个领域的高价值数据集。目前英国

数据开放平台Data.gov.uk中已公开1383个教育领域

内的数据集，涵盖了学习者、教育培训、国家课程等

多方面的数据（Data.gov.uk，2018）。

法国的《透明和协作的政府：法国国家计

划》指出，教育作为数字计划的一部分，教师、

学生和家长之间数字生态系统的发展需遵循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战略原则，并对所有数字内容和服

务供应商公平开放，同时注重学生个人数据的保

护以及数据的可移植性（French Republic，2015）。澳

大利亚的《国家政府信息共享策略》对澳大利亚

目前的教育数据开放情况进行了总结，如建立

MySchool 网站，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近 1 万所学校

的简介、每所学校规模、人员配备比、学生背景

和国家评估计划中识字和数学测试结果等数据，

并向社会公众开放（Office of the Australian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2010）。新西兰的《高价值公共数据

重用的优先级与开放——流程与指南》指出，政

府将通过主动发布纳税人资助的数据，协助教育

领域、研究领域、科学界和公众共同构建现有数

据体系，以获取并应用新知识。此外，法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在各自的数据开放平台（Data.
gouv.fr、Data.gov.au、Data.govt.nz）上不同程度地

开放了教育领域相关数据。

目前我国教育数据开放工作大部分停留在信息公

开层面，教育数据开放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已经出

台一些政策文件，对教育数据开放进行了初步规定。

如《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制订出台教

育数据管理办法，规范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使

用、共享等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数据的真实、完

整、准确、安全及可用，实现教育基础数据的有序

开放与共享。又如《教育部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教

育数据管理办法》中提出要推进教育数据的共享，

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公开教育数据。此外

还提出公开教育数据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在满足

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公共教育数据

资源。在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方面，上海市政府数据

服务网、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等一些发达城市

的数据开放平台已经率先公开教育领域的相关数据，

并提供了数据接口供第三方直接获取和应用。

三、教育数据开放的战略价值

1.教育数据开放是推进新时代更高质量、更高

层次教育开放的重要动力

教育数据开放是教育开放的新特征。随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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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对外开放的数据类

型和数据量亦不断丰富，教育数据开放将会推动新

时代我国教育走向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的开放。主

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数据开放有利于提升中外合作办学

质量。将学校甚至所在区域内的教育数据向境外合

作方开放共享，有利于境外合作方了解学校情况，

并根据学校需求合理部署教师、设备等资源，提高

办学水平。办学双方数据融通共享能够进一步提高

各项评估的科学性，提高教学与管理水平，完善中

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合作办学质量。

第二，教育数据开放有利于推进我国与其他国

家的学分互认。中外双方将其所持有的教育数据开

放共享，能够使双方更清晰地了解彼此学校的发展

状况、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师教学

情况等，为学生的学分互认提供更多的选择与评估

依据，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学分互认。

第三，教育数据开放有利于推动我国积极参与

全球教育治理。向其他国家开放我国的教育数据，

一定程度上能够在国际上推广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发

展的经验，强化我国在国际教育治理中负责任的大

国形象，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

2.教育数据开放是实现教育数据资产增值的基

本保障

大数据时代，教育数据的价值正在被广大教育

者重新认识和评估。教育数据不再仅仅是一堆用作

统计的简单“数字”，其正在成为一种变革教育的

战略资产和科学力量（杨现民等，2016）。教育数据

资产作为大数据时代资产的新形式，是指在学校教

育活动中产生、并根据教育需要采集与积累、为学

校拥有和控制、一切为教育发展服务并能够创造巨

大价值的数据资源（潘青青等，2018）。

教育数据开放能够实现教育数据资产增值，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行政各部门内的数据开

放能促进教育行政数据价值的最大化。教育行政部门

掌握着大量的数据资源，行政部门内部数据开放，能

够汇聚各部门数据，便于数据的整合、分析，发挥数

据的价值，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教育资源的合理

配置，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内的数据流转与价值创造。

第二，学校各部门内的数据开放能促进学校数据价值

的最大化。学校作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发生场所，每时

每刻都产生、汇聚着大量的教育数据，学校各部门之

间开放彼此拥有的数据能够汇聚学习类数据、教学类

数据、管理类数据、科研类数据以及服务类数据等，

为发挥教育大数据在教育管理、教学模式、个性化学

习、教育评价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奠定基础，从而实现

学校教育数据资产的增值。

3.教育数据开放是提升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的有

力举措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并指导、督促、检查和

组织实施我国教育事业的各项中长期计划，全国各

区域、各阶段教育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协调

其他政府部门共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高效、和谐、

平衡、可持续发展。合理开放政府各部门数据能够

提高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司林波等，2017），教育

行政部门作为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度有序

开放其持有的数据同样有利于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

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第一，开放教育行政部门的数据能够促进社会

各方参与教育治理，发挥社会各方对教育部门事务

处理的协助作用，推动社会共同治理。教育治理是

面向教育领域的一个行动过程，是政府、企业和学

校等多社会主体依托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在主体间进

行协调及持续互动的行动过程（刘来兵等，2017）。

社会参与能够提高教育行政的回应性，保障教育公

共服务公平性，补充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力量（蒲

蕊，2015），推进教育治理行动进程。

第二，开放教育行政部门的数据可以提升部门

透明度，提高公信力，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和公共数据的使用权。公众可以通过教育部门开放

的数据了解目前国家教育领域的重要决策、重要事

务以及教育领域当前发生的与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

相关的事件，并对行政部门的各种决策进行监督，

保护自身权益，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教育行业和

谐、可持续发展。

第三，开放教育行政部门的数据可以为教育管

理与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促进教育决策的科

学化。数据开放能够汇聚、整合不同部门的数据，

为教育管理者提供更加多元、高质量的数据，通过

科学的数据统计与分析使教育决策更加贴近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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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识别其特性与规律，从而“对症下药”。

4.教育数据开放是推动教育行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教育数据开放能够促进教育领域内、教育领域

与其他领域的数据流转与融合，为整个教育行业带

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整个教育行业发展。

第一，教育行政部门数据的对外开放能推动教

育行业发展。政府开放其保有的数据供社会增值开

发和创新应用，为其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服

务，可助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郑磊，2015）。教育行政部门将其拥有的

数据向社会组织、各类教育机构、教育服务公司开

放，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社会数据资源有效配置和充

分再利用，同时融合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数

据，亦能带动大数据产业、数据服务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发展。

第二，学校教育数据的对外开放能推动教育行

业发展。我国的教育大数据产业正在兴起，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一

方面，学校将其所拥有的数据向各类教育机构和教

育服务公司开放，可以为其提供多元、高质量、高

密度的数据集，减少其在数据采集、整合等方面所

投入的人力物力，从而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经

营管理、人才培养与创新应用等方面，促进教育市

场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各类教育机构与教育服

务公司在拥有学校开放的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

学管理、设备运转等真实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数据

分析与挖掘，可以为学校及社会提供种类更多、

质量更优的服务，从而促进整个教育大数据产业迅

速发展，推动其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此外，学校

将其拥有的数据向金融、交通、医疗等领域开放，

不仅可以使学校师生享有更加个性化的金融、交

通、医疗服务，也可以促进形成新的立体式的经济

增长模式，推动教育行业快速发展。

5.教育数据开放是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基础

条件

智慧教育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

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杨现民，2014）。信

息生态强调人与所处信息环境的互动统一，通过彼

此间信息交换，促进要素发生改变，进而促进信息

生态系统自我组织，自我适应（刘智明等，2018）。数

据作为人与信息环境交互的媒介，是信息生态系统

中的新要素。大数据时代，信息生态强调开放性，

系统开放性是影响和改变信息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

（陈茫，2015）。教育数据的开放共享能够汇聚学校各

部门、各系统所持有的数据，推动整个生态中的数

据流转，促进智慧教育“智慧”的实现。

教育数据开放能够促进新时代智慧管理、智慧评

价与智慧服务的发展，从而为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奠

定基础。智慧管理方面，跨部门的数据开放共享能够

极大丰富决策系统所拥有的数据量与数据类型，经过

多元数据分析可以更加智能地识别各系统的需求，精

简处理流程，科学统筹决策，使各个系统更加智能地

运行，推动整个学校的智慧管理水平。智慧评价方

面，利用跨部门的数据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对教师的

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效果等进行评价，可以打破传

统的以经验为主、较片面的评价方式，真正实现“用

数据说话”的全面智慧评价。智慧服务方面，教育系

统与外部系统（如金融、交通、医疗、能源等）的数

据互联共享能够使学校、企业、政府形成一个良性的

数据开放生态，从而使教育行业为全社会提供更加个

性化的学习与培训服务。

四、教育数据开放的实施路径

1.制定完备的教育数据开放政策

政策保障是推动教育数据开放的有效力量。虽

然我国已经发布了一些政策文件，如《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指

南》《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

见》等，对我国教育数据开放工作进行了初步规范

与指导，但是，我国仍需制定专门的教育数据开放

政策，更加全面、细致地指导我国教育数据开放工

作。参照国际上其他国家数据开放政策的内容，并结

合我国教育领域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

数据开放政策应涵盖管理规划、机构问责、内容范

围、标准规范、人才培养五方面内容，并根据我国教

育数据开放进展情况适时调整，不断修改完善。

管理规划类政策主要是做好教育数据开放的顶

层设计，通过制定教育数据开放路线图和行动计

划，从宏观层面指导和规范整个教育数据开放进

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育数据开放的战略价值与实施路径【本刊特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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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美国的《开放数据行动计划》、英国的《开

放政府伙伴关系英国国家行动计划》和《英国开放

数据路线图2015》等。

机构问责类政策主要是构建统一协调的教育数

据开放组织架构。我国需设立教育数据开放相关责

任机构、科研院所，并协调目前已有的部门机构，

明确机构责任，促进教育数据开放工作的顺利开

展，保障我国教育数据开放政策的切实执行，推动

教育数据开放相关研究。如法国设立了“国家首席

数据官”，创立了Etalab工作组，共同促进法国政

府数据开放；澳大利亚设置了政府信息管理办公

室、总理内阁部、国家档案馆等众多机构，提升数

据开放工作质量。

内容范围类政策主要是厘清教育领域数据开放

的范围，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系统向其他行业系

统、中国教育向世界教育开放什么数据，不开放什

么数据。如英国在《G8开放数据宪章英国行动计划

2013》中明确指出政府需向公众开放教育、犯罪、

交通、财务等14类数据集（Cabinet Office，2013），为

英国的数据开放奠定了基础。

标准规范类政策主要是对教育数据开放的数据

标准、存储格式、接口标准、数据发布流程、遵循

的数据协议等做出规定与指导。如加拿大政府根据

阳光基金会“开放政府信息的十项原则”制定了完

整性、及时性、机器可读性、非歧视性等10项数据

开放原则（Government of Canada，2017）。此外，加拿

大还制定了《元数据标准》，定义和描述了数据资源

的结构、含义、内容等（胡逸芳等，2017）。

人才培养类政策是对培养教育大数据专业人才

做出相关规定。人才是 21世纪的核心竞争力，大

数据时代国家需培养具有数据素养的高水平人才，

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推进教育数据开放培训工

作，提高教育数据开放方面的人才储备，并根据我

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数据开放情况合理配置人才，促

进我国教育数据开放工作的高效开展。

2.建立统一的教育数据开放平台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教育数据开放平

台，但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建立了国家层面的数据

开放平台，如美国的 Data.gov、英国的 Data.gov.
uk、法国的 Data.gouv.fr 等。因此，我国应加紧建

立统一的教育数据开放平台以供民众获取和利用相

关数据。教育数据开放平台应注重数据管理、应用

服务和管理运行三方面的建设。

数据管理主要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质量和数据

安全三方面内容。教育数据开放平台的数据要全面

广泛，其主要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以及教育

培训机构。教育行政部门的数据纵向上需包括国

家、省、市、县持有的数据集，横向上需包括教育

部门、财政部门、工信部门等发布的与教育相关的

数据集。学校部分的数据应包括学习、教学、管理

等数据。教育培训机构的数据需包括培训课程、课

程安排、培训教师信息等数据。数据质量要求平台对

数据从精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和实体同一

性（Guo et al.，2002）以及内容的可靠性与可信度等方

面进行初步筛选，提升开放数据的整体质量。数据安

全要求平台利用新型的加密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对涉

及个人隐私、部门机密以及国家安全的数据不予开

放，或利用数据脱敏技术保障数据隐私不受侵犯，

通过申请审核制对数据开放的权限给予控制。

应用服务要求平台提供数据检索和数据下载等

服务，以及提供数据接口和数据分析工具等。数据

检索需提供关键词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等多

种检索方式，并根据我国教育领域的实际情况提供

数据目录。数据下载要求平台提供多种格式的数据

类型，如DOC、XLS、CSV、ODS、RDF等。此外还

需提供数据接口以便第三方基于已有数据进行开

发，以及提供相关工具便于访问者进行数据分析等。

管理运行包括用户的注册登录、订阅、反馈以

及平台的安全防护等。首先，对于有管理需求的用

户，平台需提供注册登录功能，对账户进行管理，

并向用户推送其所关注的信息。其次，平台需注重

用户反馈，提供反馈渠道并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调

整，以保障平台高效运行。最后，平台管理者需注

重平台本身的安全防护，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

制以及管理维护技术等方面保证平台的安全运行。

3.规划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据开放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不断发展，在教育思

想、战略规划、教育结构、教育体制等方面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基

本框架和发展模式（范文曜等，2008）。中国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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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制、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以及经济发展、

教育发展情况等使中国的教育数据开放具有中国特

色。为推动我国的教育数据开放进程，我国应规划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据开放路线。

第一，“自上而下”开展教育数据开放工作。

我国应以“国家→省→市→县”的路线实施教育数

据开放。国家制定总体规划政策，每个省根据本省

的发展情况在国家总体规划政策指导下确定符合自

己省情的教育数据开放政策（如开放范围、开放目

标、实施步骤等），下层机构在上层机构的指导下

依次严格实施教育数据开放。此外还应鼓励各省、

市根据自己的情况积极探索教育数据开放的新路

线、新模式等。

第二，从“信息公开”过渡到“数据开放”，

从开放“基础数据”到开放“关键数据”，逐步开

放教育数据。首先是从“信息公开”过渡到“数据

开放”。目前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教育部政

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

法》等文件的指导下已经逐步公开相关信息，接下

来应继续推进教育信息公开进程，并逐渐向教育数

据开放过渡，有序开放其所持有的数据，供公众获

取使用。其次是从开放“基础数据”过渡到开放

“关键数据”。各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培训机构应

首先公开在读人数、性别比、师生比、培训课程等

基础数据，然后再开放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管理数

据、学生的学习数据、教师的教学数据等关键数

据。此外，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相关数据应特别注

意其开放的程度。

第三，试点先行，带动整个教育领域逐步开

放数据。依据“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的原则，选择信息化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学校，建

立教育数据开放示范点，探索基于开放数据的数据

应用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协作

模式等，并逐渐向全国推广。此外，教育数据开放

示范点的地区应给予其他地区相关帮助，建立“一

对一”帮扶模式等。

第四，主动开放与申请开放并行。首先，各教

育数据开放主体应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主

动开放教育部门统一规定的数据项。其次，各教育

数据开放主体应依据自身情况，结合申请者的身份

信息、数据描述、数据用途等做好教育数据申请开

放工作。主动开放与申请开放并行，保证我国教育

数据的合理、规范化开放。

第五，培育教育数据开放文化。教育行政部

门、学校、企业、社会民众等需明确自身角色定

位，创造良好的教育数据开放文化。教育行政部门

应发挥其作为政府部门的影响力与执行力，加强宣

传教育数据开放，营造良好的数据开放文化氛围，

提高教育数据开放主体对教育数据开放的认识，提

升教育数据开放的社会认知度。学校、企业、社会

民众等需转变固有的思想观念，使数据采集、开

放、应用等形成一种习惯，做到人人共享、行业自

律。此外，国家应建立相关奖励机制，对开放数据

的相关部门和学校给予一定奖励，解决由经典的

“囚徒困境”（吴样平等，2005）导致的相关部门和

学校不愿开放教育数据的问题。

4.建立健全教育数据开放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主要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等法规用以保证国家数据开放工作的开

展。何渊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

方面提出了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何

渊，2017），为我国教育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修订提供

了借鉴。教育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应包括中央与地

方，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

与市场，主体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四方面内容。

第一，中央与地方。中央需提供顶层的制度设

计，修改目前已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

专门的《教育数据公开法》，指导地方政府制定相

关法律法规。此外，中央需构建法律监管机制，对

地方政府教育数据开放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执

行进行监督。

第二，主体与市场。一方面要加强对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教育数据开放主体和

企业在数据采集、存储、应用等数据层面的规范保

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企业等的数据责任认定、

引导与监督。“规范与监督”双管齐下，既能保证

教育市场的活力，又能避免数据垄断、数据独裁、

数据伦理、隐私泄露等问题。

第三，主体与社会。一方面要对教育行政部

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育数据开放的战略价值与实施路径【本刊特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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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教育数据开放主体的权

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另一方面要对社会各组织机

构、企业、社会民众等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规定。在

整个教育数据的生命周期内，明确双方义务，推动

教育开放主体与社会各层面关系的和谐发展。

第四，国家与国家。教育是民生大计，教育数

据亦是国家重要保密的内容之一。我国应修改并完

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制定《教

育数据安全法》，厘清我国向其他国家开放的教育

数据内容，明确个人、学校、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

保密责任。

5.设计高效、透明的教育数据开放运行机制

良好的运行机制是一项工作高效开展的保

障。为保证国家教育数据开放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国亟需设计一套高效的教育数据开放运行机制。

相丽玲等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数据开放运行机

制中的基本原则、质量控制、整合利用、开放协作

及评估机制、监督与问责机制等进行了分析与总

结（相丽玲等，2017），对我国教育数据开放的运行

机制设计具有借鉴意义。结合我国教育领域的实

际情况，教育数据开放运行机制应包括数据整合

机制、多方协作机制、评价反馈机制以及监督机

制四方面内容。

第一，数据整合机制。数据整合机制包括数据

集中、数据整理、数据共享三部分内容。数据集中

是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的数据

进行集聚；数据整理是将数据统一处理，提供多种

数据格式，形成统一的教育数据目录和教育信息资

源库；数据共享是将集中整合处理后的数据通过数

据开放平台发布，并提供数据接口与分析工具供各

方获取和应用。

第二，多方协作机制。多方协作机制包括教育

系统各部门之间协作、教育系统与外部系统协作两

方面内容。参与教育数据开放工作的各方之间需建

立合作制度，明确合作目的、合作内容、合作流

程、合作形式以及自身责任，并提供合作协商渠

道，必要时还要做统一管理等。

第三，评价反馈机制。评价反馈机制的作用是

对数据开放工作实施评价、做出诊断、提出改进建

议。首先需要设置独立机构或专职人员负责教育数

据开放工作的评价反馈；其次需要建立合适的沟通

渠道，加强信息反馈；最后需要对评价的内容做出

规范，内容包括更新数据的及时性，数据本身的完

整性、准确性、可获取性、可操作性等。

第四，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由专员监督和公众

监督两部分构成。专员监督是指设立独立的机构负

责监督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以及教育培训机构的教

育数据开放工作；公众监督是指利用社会舆论（如

网络、电视、报刊等）监督教育领域的数据开放工

作。此外还需根据监督对象的不同界定监督的内

容，使监督更具有针对性。

五、教育数据开放面临的隐私保护问题及应

对策略

1.教育数据开放面临的隐私保护问题

大数据时代，教育数据开放在实现教育数据资

产增值、提高政府教育治理能力、促进教育行业发

展等方面无疑具有巨大的价值，但同时也面临较大

的隐私泄露风险。大数据时代数据隐私保护问题主

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隐私数据本身被访问导致的

隐私泄露，二是非隐私数据关联挖掘导致的隐私泄

露。大数据时代隐私泄露的“双重途径”使隐私保

护面临着极大挑战。

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也面临巨大的隐私保

护挑战。教育数据开放进一步加剧了大数据时代隐

私保护问题的严重性，加重了个人身份信息泄露、

个人行为信息泄露、个人偏好信息泄露（唐凯麟

等，2016）等伦理问题。商家可利用学习者、教师

等的隐私数据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进行产品推销

和广告投放，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

习。同时，学习者、教师等的隐私数据泄露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如电信诈骗、电子盗窃、网上非法交易

等网络犯罪现象的发生，对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构成威胁，破坏了社会稳定。此外，教育领域内的

隐私数据流向他国，经过不断演化分析，在一定程

度上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

2.教育数据开放的隐私保护策略设计

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有

效平衡二者的关系是教育数据开放工作顺利开展的

重要保障。我国应从制度、技术和思想三个层面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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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育数据开放面临的隐私保护难题。

（1）制度层面

首先，通过立法保护学习者、教师等的数据隐

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

任法》和《网络安全法》在宏观上保障了公众的隐

私权，我国应加紧制定《隐私法》《教育数据安全

法》等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更加细化的法律法

规，明确教育数据的使用细则，规范数据所有者的

被遗忘权和删除权（张毅菁，2016），保障我国教育

数据开放过程中公众的隐私权益。此外，应以《网

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为纲，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保障，重点保障数据和信息安全，强化隐私保

护，建立严密保护、逐层开放、有序共享的良性机

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

其次，建立数据隐私与信用等级联动制度。将

数据隐私泄露行为与个人、企业、学校、教育行政

部门等的信用等级进行联动。如有恶意数据隐私泄

露行为则降低其信用等级（严炜等，2016），并在全

国公共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进行公示，形成数据隐

私与信用等级联动机制，使信用等级成为遏制数据

隐私泄露的有效力量。

再次，厘清我国教育数据开放的边界。涉及学

生隐私的数据不仅包括与学习直接相关的信息（如

学习记录、学习结果等），也包括学生管理信息

（如考勤情况、监护人信息、健康程度等），还可能

包括校园生活中采集的其他数据（如就餐数据、体

育锻炼数据）（李青等，2018）。此外，教师与教育

管理者的隐私数据同样贯穿于教学活动与管理活动

中。我国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与指令，厘清教育数据

开放的边界，确定开放的内容范围，从源头减少隐

私数据的采集。

最后，设立专门的隐私保护机构。目前澳大利

亚、英国、加拿大均设立了专门的隐私保护机构，

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益。如澳大利亚的信息专员办

公室设置了隐私专员，总理内阁部设置了隐私和信

息公开政策科，共同负责数据开放过程中的隐私保

护（陈萌，2017）。我国应设立专门的隐私保护机构，

保障我国教育数据开放过程中相关人员的隐私权益。

（2）技术层面

大数据时代教育数据隐私保护技术应包括数据

发布、数据加密、访问控制三方面内容。

首先是数据发布。数据发布需采用匿名保护技

术，将教育领域中涉及隐私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应变

换，达到数据脱敏的效果。由于大数据时代数据发

布的动态性以及学习、教学、管理等数据的多来源

性，匿名保护技术需不断改进，并不断开发新的匿名

保护模型，以适应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需求。

其次是数据加密。目前以云平台为依托的数据

管理已成为大数据时代数据管理的重要趋势，云服

务提供商可以获取、搜索用户存储在云端的数据，

攻击者也有可能通过攻击云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获

取用户的数据（李晖等，2014）。数据加密需采用同态

加密（Alabdulatif et al.，2017）、可搜索加密（Wu et al.，

2018）、安全多方计算（Miyajimay et al.，2016）等多种

方法，保障在云平台上存储、索引以及检索相关数据

时，学习者、教师、教育管理者等的隐私不受侵害。

最后是访问控制。数据开放平台需采用先进的

多因子身份认证技术，用以应对云计算环境中复杂

的攻击方式；使用基于属性加密的访问控制技术和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陈兴蜀等，2017）对数据

访问权限加以控制，采用分级开放权限的方法保护

学习者、教师、教育管理者等的数据隐私。

此外，随着各种学习分析技术在教育领域中不

断应用，数据挖掘带来的隐私泄露问题已不可忽

视，应加紧改进旧有的数据加密技术，并不断研发

新的数据隐私保护技术，用以应对教育领域内数据

挖掘带来的隐私保护挑战。

（3）思想层面

思想层面的隐私保护亦是教育数据开放中隐私

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意识层出发，以更加主

动的方式从源头减少数据隐私侵害问题的发生。思

想层面的教育数据隐私保护策略可分为培养公众数

据权意识和推动行业自律两部分内容。

数据权包括个人数据权和数据财产权两方面内

容，其中个人数据权包括数据决定权、数据保密

权、数据更正权、数据封锁权、数据删除权等；数

据财产权包括数据所有者对自己的数据财产享有的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齐爱民等，2015）。

学习者、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等应在日常的学习、

生活和工作中加强自己的数据权意识，对整个数据

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育数据开放的战略价值与实施路径【本刊特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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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中涉及到自己隐私的数据应及时行使数据

封锁权、数据删除权以及对数据财产的使用权和处

分权等。除此之外，学习者还需对自己的数据进行

科学化管理，从源头减少隐私数据的泄露。

在大数据时代，教育数据类型和数量极大丰富，

第三方因其技术及管理上的优势已经成为教育数据的

主要使用者之一。教育行业以及其他应用教育数据

的行业应自觉遵循国家有关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与

行业中的规范条例，做到合理合法应用教育数据，

营造良好的应用数据氛围，培育良好的应用数据文

化，使保护数据隐私成为行业的一种自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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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ducational Data Open
in th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Era

YANG Xianmin, ZHOU Bao, GUO Liming, DU Qinyi, XING Beibei

Abstract: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of data is a basic feature of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it is attracting great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big data strategies in many
countri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al data open is rising to a new height. Educational data open refers
to reasonably and normatively disclosing education-related data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at does not involve
personal privacies, departmental secre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data open interfaces or data open platforms
(portal websites). The aim is to achiev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added value of educational data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value, educational data ope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higher quality and higher level education opening in the new era,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the increase in value of educational data assets, the powerful measure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key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industry
and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a new ecology of smar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for China’s
educational data open,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in the new era, a
sound educational data open policy should be formulated, a unified educational data open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route for educational data ope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plann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ducational data open should be enacted and improved, and an efficient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educational
data open should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al data op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issue of privacy protection that educational data open is facing is more
promin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control at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the prevention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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