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信息化工作（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采集表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中央电化教育馆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2019 年 06 月 



 

 

目录 
    

一、 编制目的 ............................................................................................................................................................ 1 

二、 信息采集表分类 ................................................................................................................................................ 1 

三、 需填报的用户范围 ............................................................................................................................................ 2 

四、 填报要求 ............................................................................................................................................................ 2 

五、 信息采集表具体填报说明 ................................................................................................................................ 2 

5.1 教育行政部门 ......................................................................................................................................................... 2 

5.1.1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 2 

5.1.2 教育城域网 ..................................................................................................................................................... 4 

5.1.3 数据中心 ......................................................................................................................................................... 4 

5.1.4 网络安全保障 ............................................................................................................................................... 10 

5.1.5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 11 

5.1.6 教材使用情况 ............................................................................................................................................... 14 

5.2 学校 ....................................................................................................................................................................... 14 

5.2.1 学校基本信息 ............................................................................................................................................... 14 

5.2.2 教学点项目信息 ........................................................................................................................................... 17 

5.2.3 三通情况 ....................................................................................................................................................... 18 

5.2.4 信息化工作保障体系 ................................................................................................................................... 21 

5.2.5 网络安全保障 ............................................................................................................................................... 22 

5.2.6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 23 

5.2.7 数字教育资源 ............................................................................................................................................... 26 

5.2.8 网络学习空间 ............................................................................................................................................... 28 

5.2.9 基础设施 ....................................................................................................................................................... 29 

 

 



 

1 

 

一、编制目的 

本解释说明用于规范“教育信息化工作（业务）管理信息系统”信息采集表的填写规则和具

体内容。 

本《解释与说明》由教育部科技司、中央电教馆和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负责编制与解释。 

二、信息采集表分类 

教育行政部门采集表及填写单位说明如下： 

序号 表名 填写单位 备注 

1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教育行政部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季度填写 

2 教育城域网 教育行政部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季度填写 

3 数据中心 教育行政部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季度填写 

4 网络安全保障 教育行政部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季度填写 

5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教育行政部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季度填写 

6 教材使用情况 教育行政部门（仅区县） 各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季度填写 

 

学校采集表及填写单位说明如下： 

序号 表名 填写单位 备注 

1 学校基本信息 学校 按季度自动更新 

2 教学点项目信息 学校（仅教学点） 学校（仅教学点）按季度填写 

3 三通情况 学校（仅基教、中职） 学校（仅基教、中职）按季度填写 

4 信息化工作保障体系 学校 学校按季度填写 

5 网络安全保障 学校 学校按季度填写 

6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学校 学校按季度填写 

7 数字教育资源 学校（仅中职、高职、本科） 学校（仅中职、高职、本科）按季度填写 

8 网络学习空间 学校（仅中职、高职、本科） 学校（仅中职、高职、本科）按季度填写 

9 基础设施 学校（仅高职、本科） 学校（仅高职、本科）按季度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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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填报的用户范围 

教育行政部门：省级、地市级、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机构：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等四类教育阶段学校。 

四、填报要求 

1.各表单数据应由填写单位根据真实情况按季度填写并更新。 

2.所有信息均应认真核对，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五、信息采集表具体填报说明 

5.1 教育行政部门 

5.1.1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省、地市、区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1-1、2-1、3-1 是否已建设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是  □否 

2 1-2、2-2、3-2 平台名称   

3 1-3、2-3、3-3 平台网址   

4 1-4、2-4、3-4 主管单位   

5 1-5、2-5、3-5 业务承担单位   

6 1-6、2-6、3-6 平台软件系统技术服务单位   

7 1-7、2-7、3-7 平台上线服务时间   

8 1-8、2-8、3-8 平台软件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等级保护第一级   □等级保护第二级  □等级

保护第三级 

9 1-9、2-9、3-9 平台所在数据中心建设方式 □托管机房   □自有机房  □公有云 （可多选） 

10 1-10、2-10、3-10 平台功能概述 500 字以内 

11 1-11、2-11、3-11 平台注册用户（机构）数量 

包含学校个数、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家长人数、

其他社会人群 

12 1-12、2-12、3-12 网站流量 浏览次数（PV）、独立访客（UV）、IP 

13 1-13、2-13、3-13 资源版本数量 平台所包含的各学段、学科的资源的版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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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4、2-14、3-14 应用汇聚量  平台汇聚的各类应用数量 

15 1-15、2-15、3-15 平台资源配备情况-存储容量 单位：TB 

16 1-16、2-16、3-16 平台资源配备情况-干路交换机带宽 □万兆 □千兆  □百兆 

17 1-17、2-17、3-17 平台资源配备情况-服务器数量 

□物理机    台 

□虚拟机    台 

18 1-18、2-18、3-18 平台资源配备情况-互联网出口带宽 

□电信（Mbps)  □移动（Mbps)  

□联通（Mbps)□CERnet（Mbps) 

□BGP（Mbps)□其他（Mbps) 

19 1-19、2-19、3-19 平台各类用户行为数据统计   

 

填报说明： 

1.是否已建设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指政府建立或购买的提供空间、资

源等服务的平台。若未建设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则无须填写本表单后续内容。 

2.平台名称：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名称。 

3.平台网址：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网址。 

4.主管单位：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主管单位。 

5.业务承担单位：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业务承担单位。 

6.平台软件系统技术服务单位：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软件系统技

术支持服务单位。 

7.平台上线服务时间：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线服务时间。 

8.平台软件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软件系统安

全保护登记。 

9.平台所在数据中心建设方式：平台相关登记信息-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所在数据中

心建设方式。 

10.平台功能概述：介绍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业务模块、子系统等。 

11.平台注册用户（机构）数量：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机构）数量，包含

学校个数、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家长人数、其他社会人群。 

12.网站流量：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流量，浏览次数（PV）、独立访客（UV）、

IP。 

13.资源版本数量：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所包含的各学段、学科的资源的版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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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应用汇聚量：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汇聚的各类应用数量。 

15.平台资源配备情况-存储容量：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资源配备情况-所用存储容量。 

16.平台资源配备情况-干路交换机带宽：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资源配备情况-所用干

路交换机带宽。 

17.平台资源配备情况-服务器数量：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资源配备情况-所用服务器

（物理机、虚拟机）数量。如同时有物理机和虚拟机，可多选。 

18.平台资源配备情况-互联网出口带宽：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资源配备情况-互联网

出口带宽。如有多种运营商，可多选。 

19.平台各类用户行为数据统计：本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各类用户行为数据统计。 

 

5.1.2 教育城域网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省、地市、区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1-20、2-20、3-20 是否具有到校的教育城域网 □是  □否 

2 1-21、2-21、3-21 教育城域网的互联网总出口带宽 单位：M、G 

3 1-22、2-22、3-22 教育城域网的互联网接入运营商 □电信   □联通   □移动   □铁通   □其他 

 

填报说明： 

1.是否具有到校的教育城域网：是否具有到校的教育城域网，如果有覆盖本地区大部分中小

学的光纤到校的教育城域网，选择“是”。 

2.教育城域网的互联网总出口带宽：教育城域网的互联网总出口带宽，若无到校的教育城域

网，该项不填。 

3.教育城域网的互联网接入运营商：教育城域网的互联网接入运营商，若无到校的教育城域

网，该项不填。 

 

5.1.3 数据中心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省、地市、区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2-23、3-24 是否建设数据中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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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3、2-24、3-25 建设模式 

□自建   □机房租赁，自建基础设施   □云服务-

购买商业基础设施或平台服务（IAAS、PAAS）   □

使用地方政府统一建设基础设施      

3 1-24、2-25、3-26 整体进展 □部分完成  □全部完成  □其他（加说明） 

4 1-25、2-26、3-27 验收情况 □未验收  □完成自验收  □完成教育部验收 

5 1-26 建设经费-中央经费 单位：万元 

6 1-27 建设经费-地方经费 单位：万元 

7 2-27、3-28 建设经费 单位：万元 

8 1-28 年度运维经费-地方经费 单位：万元 

9 2-28、3-29 年度运维经费 单位：万元 

10 1-29、2-29、3-30 服务器总数 

□物理机    台 

□虚拟机    台 

11 1-30、2-30、3-31 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cpu 

□物理机-cpu    核 

□虚拟机-cpu    核 

12 1-31、2-31、3-32 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内存 

□物理机-内存    G 

□虚拟机-内存    G 

13 1-32、2-32、3-33 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存储 

□物理机-存储    T 

□虚拟机-存储    T 

14 1-33 

其中，可用于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资

源配备情况-cpu 

□物理机-cpu    核 

□虚拟机-cpu    核 

15 1-34 

其中，可用于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资

源配备情况-内存 

□物理机-内存    G 

□虚拟机-内存    G 

16 1-35 

其中，可用于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资

源配备情况-存储 

□物理机-存储    T 

□虚拟机-存储    T 

17 1-36、2-33、3-34 网络出口带宽-科研教育网 单位：M 

18 1-37、2-34、3-35 网络出口带宽-电信网 单位：M 

19 1-38、2-35、3-36 网络出口带宽-联通网 单位：M 

20 1-39、2-36、3-37 网络出口带宽-移动网 单位：M 

21 1-40、2-37、3-38 网络出口带宽-其它 单位：M 

22 1-41、2-38、3-39 虚拟化工具 □VMware   □VirtualBox   □Virtual P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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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   □其它（加说明） 

23 1-42、2-39、3-40 操作系统 

□asianux   □linux，发行版（加说明）  □

windows   □其它（加说明） 

24 1-43、2-40、3-41 数据库 

国产 - □达梦   □KingbaseES   □浪潮 K-DB   

□其它（加说明） 

国外 - □ORACLE  □MySQL   □DB2   □SYBASE   

□SQL Server   □其它（加说明） 

25 1-44、2-41、3-42 应用中间件 

□WEBLOIGC  □TOMCAT □JETTY  □APACHE HPPTD  

□JBOSS □其它 

26 1-45、2-42、3-43 是否应用运维管理系统（平台） □是   □否 

27 1-46、2-43、3-44 是否具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 □是   □否 

28 1-47、2-44、3-45 现有运维人员数量   

29 1-48、2-45、3-46 计划增加至人数   

30 1-49 是否有安全管理员  □是   □否 

31 1-50 是否有安全审计员 □是   □否 

32 1-51 是否有安全监测岗 □是   □否 

33 1-52 是否有口令管理员 □是   □否 

34 1-53 是否有机房管理员   □是   □否 

35 1-54 是否有网络管理员 □是   □否 

36 1-55 是否有存储管理员    □是   □否 

37 1-56 是否有服务器管理员 □是   □否 

38 1-57 是否有操作系统管理员  □是   □否 

39 1-58 是否有虚拟化管理员 □是   □否 

40 1-59 是否有中间件管理员 □是   □否 

41 1-60 是否有数据库管理员 □是   □否 

42 1-61 是否有数据备份管理员 □是   □否 

43 1-62 是否有应用系统管理员 □是   □否 

44 1-63 是否具备网络设备管理和运维能力 □是   □否 

45 1-64 是否具备存储设备管理和运维能力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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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65 是否具备服务器管理和运维能力 □是   □否 

47 1-66 是否具备虚拟化软件部署、运维能力 □是   □否 

48 1-67 是否具备 Linux 操作系统部署、运维能力 □是   □否 

49 1-68 是否具备 Oracle 数据库部署、运维能力 □是   □否 

 

填报说明： 

1.是否建设数据中心：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地市、区县级）。若未建设本级数据中心，

则无需填写本表单其余内容。 

2.整体进展：数据中心的建设整体进展。 

3.建设模式：数据中心的建设模式，如有多种建设模式，可多选。 

4.验收情况：数据中心的验收情况。 

5.建设经费-中央经费：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中央为本数据中心建设投入的经

费金额总计。 

6.建设经费-地方经费：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地方为本数据中心建设投入的经

费金额总计。 

7.建设经费：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地市、区县级）。为本数据中心建设投入的经费金额

总计。 

8.年度运维经费-地方经费：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地方为本数据中心运维投入

的年度经费金额。 

9.年度运维经费：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地市、区县级）。最近一年为本数据中心运维投

入的年度经费金额。 

10.服务器总数：基础设施配备情况。若数据中心“建设模式”为：自建、机房租赁自建基

础设施，填写物理机总台数；云服务、使用地方政府统一建设基础设施，填写虚拟机总台数。备

注：若有多种“建设模式”可分别填写。 

11.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cpu：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

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12.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内存：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

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13.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存储：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

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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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中，可用于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资源配备情况-cpu：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

级）。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15.其中，可用于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资源配备情况-内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

级）。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16.其中，可用于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资源配备情况-存储：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

级）。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17.网络出口带宽-科研教育网：科研教育网的网络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18.网络出口带宽-电信网：电信网的网络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19.网络出口带宽-联通网：联通网的网络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20.网络出口带宽-移动网：移动网的网络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21.网络出口带宽-其它：其它的网络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22.虚拟化工具：基础软件使用情况，多选。 

23.操作系统：基础软件使用情况，多选。 

24.数据库：基础软件使用情况，多选。 

25.应用中间件：基础软件使用情况，多选。 

26.是否应用运维管理系统（平台）：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

包除外）。 

27.是否具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

包除外）。 

28.现有运维人员数量：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现

有运维人员人数。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29.计划增加至人数：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运维

人员计划增加至人数。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0.是否有安全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

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1.是否有安全审计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

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2.是否有安全监测岗：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

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3.是否有口令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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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4.是否有机房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

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5.是否有网络管理员: 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

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6.是否有存储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

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7.是否有服务器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

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8.是否有操作系统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

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39.是否有虚拟化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

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0.是否有中间件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

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1.是否有数据库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

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2.是否有数据备份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

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3.是否有应用系统管理员：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及自有运

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4.是否具备网络设备管理和运维能力：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

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5.是否具备存储设备管理和运维能力：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

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6.是否具备服务器管理和运维能力：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平台

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7.是否具备虚拟化软件部署、运维能力：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维

平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8.是否具备 Linux 操作系统部署、运维能力：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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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49.是否具备 Oracle 数据库部署、运维能力：适用于教育行政部门（仅省级）。数据中心运

维平台及自有运维人员情况（云服务、外包除外）。没有数据中心自有运维团队，该项不填。 

 

5.1.4 网络安全保障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省、地市、区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1-69、2-46、3-47 

数据中心基础运行环境是否能够满足信

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要求 

□是   □否 

2 1-70、2-47、3-48 安全产品和服务 

□防火墙（网络防火墙、UTM等） 

□入侵检测（入侵检测、入侵防御等） 

□漏洞扫描（主机、数据库、应用安全等漏洞扫描） 

□审计系统（主机、网络、数据库审计系统、运维

安全审计等）   

□网络流量控制（防 DOS 攻击系统、网络流量控制、

协议分析等）   

□恶意代码防护（防病毒网管、操作系统防病毒软

件等）   

□网络边界防护（非法外联及客户端监控系统、终

端安全管理）   

□应用安全防护产品（WAF、APT 攻击防护等）   

□安全服务类（网络安全监测、安全咨询等服务）   

□应急措施（应急预案建设、演练、维护等）   

□其它（其它安全产品和服务，加文字说明） 

3 1-71、2-48、3-49 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例如：总体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机构（例如：组织及职责制度） 

□人员安全管理（例如：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第三

方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系统建设管理（例如：系统建设安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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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维管理（例如：环境管理、资产和设备管

理、介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恶意代码防范、密

码管理、变更管理、备份与恢复管理、安全事件处

置和应急预案管理） 

□其它（其它安全管理制度，加文字说明） 

4 1-72、2-49、3-50 是否有灾备机制 □是   □否 

5 1-73、2-50、3-51 灾备级别 □数据级  □应用级  □业务级 

6 1-74、2-51、3-52 灾备类型 □同城  □异地 

7 1-75、2-52、3-53 是否成立安全工作牵头部门 □是   □否 

8 1-76、2-53、3-54 是否成立安全工作执行部门 □是   □否 

9 1-77、2-54、3-55 安全负责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10 1-78、2-55、3-56 安全联系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填报说明： 

1.数据中心基础运行环境是否能够满足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要求：数据中心基础运行环境

是否满足《GBT 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中关于“安全等级

保护第三级”的基本要求。地市、区县级若无数据中心，则不填写。 

2.安全产品和服务：数据中心安全保障体系设计与实施情况，多选。地市、区县级若无数据

中心，则不填写。 

3.安全管理制度：数据中心安全保障体系设计与实施情况，多选。 

4.是否有灾备机制：数据中心是否有灾备机制。地市、区县级若无数据中心，则不填写。 

5.灾备级别：多选。是否有灾备机制，选“是”的时候填写灾备级别。 

6.灾备类型：多选。是否有灾备机制，选“是”的时候填写灾备类型。 

7.是否成立安全工作牵头部门：安全组织。 

8.是否成立安全工作执行部门：安全组织。 

9.安全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的姓名、电话、邮箱。 

10.安全联系人：安全联系人的姓名、电话、邮箱。 

 

5.1.5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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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省、地市、区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1-79、2-56、3-57 系统类别及管理内容 

学校及资产类：□学校信息  □校舍  □办学条件  

□教育装备  □图书馆  □实验室  □经费财务  

□其它（加说明） 

学生类：□学生学籍  □学生资助  □体质健康  

□学生培养  □学生就业  □其它（加说明） 

教师类：□教师档案  □教师培训  □教师职称  

□专业技能  □资格认定  □师德建设  □其它

（加说明） 

规划与决策类：□教育规划与建设  □教育统计  

□教育决策支持  □其它（加说明） 

 

教务类：□课程管理  □考务管理  □成绩管理    

□招生  □德育  □其它（加说明） 

教学类：□教学平台  □学习考试  □科研  □其

它（加说明） 

总务类：□人事  □外事  □档案  □后勤  □考

勤  □其它（加说明） 

 

其它类：（文字介绍） 

2 1-80、2-57、3-58 系统建设级别 □上级建设  □本级建设 

3 1-81、2-58、3-59 系统造价 单位：万元 

4 1-82、2-59、3-60 用户范围 

□省级用户     个   □地市级用户     个    

□区县级用户   个   □学校管理用户   个    

□老师     个   □学生     个   □家长     

个 

□公众 

5 1-83、2-60、3-61 数据量描述 

□学校数据     所     □学生数据     人次    

□教师数据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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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名称）      （自定义单位） 

6 1-84、2-61、3-62 是否开展移动端应用 □是   □否 

7 1-85、2-62、3-63 存储数据量 单位：T 

8 1-86、2-63、3-64 每年数据增量 单位：T 

9 1-87、2-64、3-65 资源配备情况-cpu 单位：核 

10 1-88、2-65、3-66 资源配备情况-内存 单位：G 

11 1-89、2-66、3-67 资源配备情况-存储 单位：T 

12 1-90、2-67、3-68 系统技术运维联系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13 1-91、2-68、3-69 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填报说明： 

1.系统类别及管理内容：实现教育信息化管理的工作内容，多选。 

2.系统建设级别：勾选的每一个实现教育信息化管理的工作内容，都需要选择该系统的建设

级别。实现教育信息化管理的建设级别：上级建设-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本级建设-省级自建

或第三方（购买、免费、政府企业合作共用等）系统。与指标“系统类别及管理内容”每个选项，

一一对应。 

3.系统造价：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总造价。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4.用户范围：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总用户数。多选。若无“本级建设”系统

该项不填。 

5.数据量描述：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数据量，如：采集学生、教师数据多少

人次；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多少次等。多选。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6.是否开展移动端应用：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开发了配套的移动端（IOS，

安卓等）应用。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7.存储数据量：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数据量。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

填。 

8.每年数据增量：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每年数据增量。若无“本级建设”系

统该项不填。 

9.资源配备情况-cpu：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资源配备情况统计。若无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该项不

填。 

10.资源配备情况-内存：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资源配备情况统计。若无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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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填。 

11.资源配备情况-存储：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资源配备情况统计。若无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该项

不填。 

12.系统技术运维联系人：部署在本级的系统技术运维（网络、服务器、数据库等）主要联

系人信息。若无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该项不填。 

13.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部署在本级的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功能应用、故障解答等）主要

联系人信息。若无部署在本级的系统该项不填。 

 

5.1.6 教材使用情况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3-23 各学段各学科教材版本使用情况   

 

填报说明： 

1.各学段各学科教材版本使用情况：各学段各学科教材版本使用情况版本及数量。 

 

5.2 学校 

5.2.1 学校基本信息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基教、中职、高职、本科），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按季度

自动更新，无需填报，不可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校（机构）代码管

理系统中变更。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4-1、5-1、6-1、7-1 学校名称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

校（机构）代码管理系统中变更 

2 4-2、5-2、6-2、7-2 学校标识码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

校（机构）代码管理系统中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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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3、5-3、6-4、7-4 办学类型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

校（机构）代码管理系统中变更 

4 4-4 学制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5 4-5、5-4、6-3、7-3 学校地址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6 4-6、5-5 学校邮编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7 4-7 是否少数民族学校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8 4-8 学生数（按阶段、年级划分）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9 5-6、6-7、7-7 学生数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10 4-9、5-7 教师数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11 4-10 班级数（按阶段、年级划分）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12 5-8 班级数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 

13 4-11、5-9 所在地城乡类型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

校（机构）代码管理系统中变更 

14 4-12、5-10、6-5、7-5 举办者类型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

校（机构）代码管理系统中变更 

15 4-13、5-11 学校状态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

校（机构）代码管理系统中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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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6-6、7-6 隶属关系 

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需填报，不可

修改，如有变更请上级计财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学

校（机构）代码管理系统中变更 

17 6-8、7-8 教职工数 

人（单位），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

需填报，不可修改。 

18 6-9、7-9 专任教师数 

人（单位），从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同步，无

需填报，不可修改。 

 

填报说明： 

1.学校名称：学校公章上的学校名称。 

2.学校标识码：由教育部按照国家标准及编码规则编制，赋予每一个学校（机构）在全国范

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识别标识码。 

3.办学类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业标准 JY/T1001-2012 办学类型代码。 

4.学制：适用于学校（仅基教）。针对含有小学和初中教学任务的学校，五四制是指按照小

学五年、初中四年的教学计划来实施教学的学校；六三制是指按照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教学计

划来实施教学的学校。 

5.学校地址：学校的邮政地址。 

6.学校邮编：适用于学校（仅基教、中职）。学校的邮政编码。 

7.是否少数民族学校：适用于学校（仅基教）。少数民族学校指只招收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

族学生的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课程。 

8.学生数（按阶段、年级划分）：适用于学校（仅基教）。在校学生数，不论学籍。按阶段

（该校办学类型为跨教育阶段的情况下，如：九年一贯制、完全中学等）、年级划分统计在校学

生数量。 

9. 学生数：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高校）。在校学生数量，不论学籍。 

10.教师数：适用于学校（仅基教、中职）。学校在岗教学人员数量，不论编制。 

11.班级数(按阶段、年级划分)：适用于学校（仅基教）。按阶段（该校办学类型为跨教育

阶段的情况下，如：九年一贯制、完全中学等）、年级划分统计班级数量。 

12.班级数：适用于学校（仅中职）。班级数量。 

13.所在地城乡类型：适用于学校（仅基教、中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业标准

JY/T1001-2012 所在地城乡类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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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举办者类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业标准 JY/T1001-2012 学校（教育机构）举办

者代码。 

15.学校状态：适用于学校（仅基教、中职）。学校状态有：在用、撤销。 

16.隶属关系：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

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举办者类型为中央高校，选项：A教育部直属、B其他部门直属；举办者类

型为地方高校，选项：A省级教育部门直属、B省级其他部门直属、C企业所属。 

17.教职工数：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在岗的教师及其他类型职工的总数，不论编

制。 

18.专任教师数：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在岗的教学人员数量，不论编制。 

 

5.2.2 教学点项目信息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仅基教）。教学点类型学校需填报此表单。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4-14 

是否国家“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项目学校 

□是  □否 

2 4-15 接收资源的设备类型 

□卫星 IP 资源接收设备  □通过互联网接收      

□通过移动硬盘接收  □其他方式  □未配备 

3 4-16 设备是否已经安装调试   

4 4-17 是否接收到资源   

5 4-18 有多少名老师应用资源上课   

6 4-19 学科开设情况 

□已开设未利用资源  □已开设并利用资源    □

未开设 

7 4-20 参加信息技术培训的教师 

需要添加项：1、姓名；2、级别（分国家级、省级、

市级、县级）；3、培训时间 

 

填报说明： 

1.是否国家“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学校：如果是国家“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

覆盖”项目学校，请选择“是”，否则选择“否”。 

2.接收资源的设备类型：请选择最常用的接收国家“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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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型，如果没有配发设备请选择“未配备”。 

3.设备是否已经安装调试：如果配发设备后，安装调试并测试可用，请选择“是”，否则选

择“否”。前提：选择已经配备资源接收设备类型的前提下，才能选择此项；若未配备，则不能

选此项。 

4.是否接收到资源：如果通过配发的设备接收到了国家提供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项目资源，请选择“是”，否则选择“否”。前提：已配备并已安装调试的前提下，才能选此项。 

5.有多少名老师应用资源上课：本教学点应用这些接收到的资源上课的教师数量。前提：已

经接收到资源后，才能填报此项。 

6.学科开设情况：请选择国家要求 8门课程的开设情况，选项分为：项目实施前已开设、利

用项目设备和资源新开设、尚未开设。 

7.参加信息技术培训的教师：请逐次添加参与信息技术培训的教师姓名、选择培训的级别、

参加培训的时间，一个老师参加多次的也需要逐次填写。 

 

5.2.3 三通情况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仅基教、中职）。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4-21、5-12 接入互联网总出口带宽 手动填写数值 

2 4-22、5-13 校园网的互联网接入运营商 

□电信  □移动（铁通）  □联通  □教育科研

（cernet）  □广电  □城域网  □其它 

3 4-23、5-14 学校是否建设了校园网 □是  □否 

4 4-24、5-15 学校是否建设了无线网络 □是  □否 

5 4-25、5-16 学校是否建设了校本资源 □是  □否 

6 4-26、5-17 共有班级教室 单位：个 

7 4-27、5-18 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班级教室 单位：个 

8 4-28、5-19 

具有交互式多媒体设备（白板或触控电视

等）的班级教室数 

单位：个 

9 4-29、5-20 

具有交互式多媒体设备且能上网班级教

室数 

单位：个 

10 4-30、5-21 仅具备展示功能的多媒体设备（投影或电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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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等）的班级教室数 

11 4-31、5-22 

仅具备展示功能的多媒体设备且能上网

的班级教室数 

单位：个 

12 4-32、5-23 共有专用计算机教室数 单位：个 

13 4-33、5-24 共有专用录播教室数 单位：个 

14 4-34、5-25 统一配备的教师 PC 终端数量 

台式计算机数量（台）、笔记本电脑数量（台）、

平板电脑数量（台） 

15 4-35、5-26 统一配备的教师移动终端数量   

16 4-36、5-27 统一配备的学生 PC 终端数量 

台式计算机数量（台）、笔记本电脑数量（台）、

平板电脑数量（台） 

17 4-37、5-28 统一配备的学生移动终端数量   

18 4-38、5-29 “一校带多校”  开设情况： 没有开设、为其他学校开设了（请填写开设的学校） 

19 4-39、5-30 我校接收了 学校的帮助 显示帮助我校开设的学校名称 

20 4-40、5-31 是否开办了网校 □是  □否 

21 4-41、5-32 是否开通了学校空间 □是  □否 

22 4-42、5-33 学校空间网址   

23 4-43、5-34 学校空间的提供单位级别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学校、企业 

24 4-44、5-35 开通空间的教师数 单位：个 

25 4-45、5-36 开通空间的学生数 单位：个 

26 4-46、5-37 应用空间开展网络教研的教师 单位：个 

27 4-47、5-38 应用空间开展教学的教师 单位：个 

 

填报说明： 

1.接入互联网总出口带宽：学校接入互联网的出口带宽之和。 

2.校园网的互联网接入运营商：互联网出口的接入运营商，可多选。 

3.学校是否建设了校园网：如果具有连通教室、办公室、计算机教室等的学校各功能区域的

校园网络，选择“是”；否则选择“否”。。 

4.学校是否建设了无线网络：统一提供并覆盖主要教学区域的无线网络的学校填“是”，否

则填“否”。 

5.学校是否建设了校本资源。请选择学校是否建设了校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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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班级教室：班级常规上课的教室数。 

7.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班级教室：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班级教室。 

8.具有交互式多媒体设备（白板或触控电视等）的班级教室数：具备电子白板或触控电视等

交互触控功能的展示设备的班级教室数量。和仅具备展示功能的多媒体设备的班级教室数之和，

需小于等于班级教室数。 

9.具有交互式多媒体设备且能上网班级教室数：能够接入互联网的具有交互型多媒体设备的

教室数量。需小于等于具有交互式多媒体设备的班级教室数。 

10.仅具备展示功能的多媒体设备（投影或电视等）的班级教室数：具备投影或电视等无触

控功能的展示设备的班级教室数量。和具备交互式多媒体设备的班级教室数之和，需小于等于班

级教室数。 

11.仅具备展示功能的多媒体设备且能上网的班级教室数：能够接入互联网的具有展示型多

媒体设备的教室数量。需小于等于仅具备展示功能的多媒体设备的班级教室数。 

12.共有专用计算机教室数：含有一台教师机和多台学生用计算机的教室，主要用于开展信

息技术等课程，可以容纳一个班级或者多个班级同时教学，也可以用于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培训，

非班级教室。 

13.共有专用录播教室数：含有录播设备的教室，主要用于进行课堂实况录制，便于开展教

研和远程教学等的教室。 

14.统一配备的教师 PC 终端数量：学校提供给教师使用的 PC终端数，包括台式计算机数量、

笔记本电脑数量。 

15.统一配备的教师移动终端数量：学校提供给教师使用的移动终端数。 

16.统一配备的学生 PC 终端数量：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 PC终端数，包括台式计算机数量、

笔记本电脑数量。 

17.统一配备的学生移动终端数量：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移动终端数。 

18.“一校带多校”  开设情况：指你校与师资相对较弱的其他学校合作，利用网络视频技

术为其他学校开展常态化的互助课堂教学。 

19.我校接收了**学校的帮助：指我校是**学校的被带动校，接受了**学校提供的帮助。 

20.是否开办了网校：网校指通过互联网以网络课程的方式实现远程教学的学校。 

21.是否开通了学校空间：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通的学校空间。 

22.学校空间网址：学校空间网址。前提：开通学校空间的前提下，才能填此项。 

23.学校空间的提供单位级别：请选择公共服务平台的提供单位级别，级别分为：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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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市级、县级、学校、企业。前提：开通学校空间的前提下，才能填此项。 

24.开通空间的教师数：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通的教师空间数量。教师空间数应该是开通了

空间的教师数，不能大于教师数。已接入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可自动同步，否则手

动填报。 

25.开通空间的学生数：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通的学生空间数量。学生空间数应该是开通了

空间的学生数，不能大于学生数。已接入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可自动同步，否则手

动填报。 

26.应用空间开展网络教研的教师：应用空间开展网络教研的教师数量，不能大于开通空间

的教师数。 

27.应用空间开展教学的教师：应用空间开展教学的教师数量，不能大于开通空间的教师数。 

 

5.2.4 信息化工作保障体系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基教、中职、高职、高校）。国家“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

覆盖”项目学校可不填。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4-48、5-50、6-43、7-39 学校信息化主管校领导级别 

单选题，A 正校级 B 副校级 C处级 D 其他，级别是

（__） E 无 

2 4-49、5-51、6-44、7-40 学校信息化职能部门设置情况 

单选题，A 专设，名称是（__）B非专设，名称是（___） 

C 无 

3 4-50、5-52、6-45、7-41 

学校信息化工作部门的专职信息化工

作人员总数 

人（单位） 

4 4-51、5-53、6-46、7-42 年度信息化经费总额 万元（单位） 

5 4-52、5-54、6-47、7-43 是否建立信息化工作和管理制度 □是   □否 

 

填报说明： 

1.学校信息化主管校领导级别：请选择目前学校信息化主管校领导的级别。 

2.学校信息化职能部门设置情况：请选择学校信息化主管部门设置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填

写主管部门的名称。 

3.学校信息化工作部门的专职信息化工作人员总数：请填写在岗的专门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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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数量，不论编制；若无，则填“0”。 

4.年度信息化经费总额：最近一年学校在信息化的建设、维护、培训、研究等方面投入经费

总额，精确到小数两位；若无，则填“0”。 

5.是否建立信息化工作和管理制度：学校是否建立信息化工作和管理的相关制度（规章、办

法等）。 

 

5.2.5 网络安全保障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基教、中职、高职、高校）。国家“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

覆盖”项目学校可不填。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6-48、7-44 安全产品和服务 

□防火墙（网络防火墙、UTM等） 

□入侵检测（入侵检测、入侵防御等） 

□漏洞扫描（主机、数据库、应用安全等漏洞扫描） 

□审计系统（主机、网络、数据库审计系统、运维

安全审计等）   

□网络流量控制（防 DOS 攻击系统、网络流量控制、

协议分析等）   

□恶意代码防护（防病毒网管、操作系统防病毒软

件等）   

□网络边界防护（非法外联及客户端监控系统、终

端安全管理）   

□应用安全防护产品（WAF、APT 攻击防护等）   

□安全服务类（网络安全监测、安全咨询等服务）   

□应急措施（应急预案建设、演练、维护等）   

□其它（其它安全产品和服务，加文字说明） 

2 4-53、5-55、6-49、7-45 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例如：总体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机构（例如：组织及职责制度） 

□人员安全管理（例如：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第三

方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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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建设管理（例如：系统建设安全制度） 

□系统运维管理（例如：环境管理、资产和设备管

理、介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恶意代码防范、密

码管理、变更管理、备份与恢复管理、安全事件处

置和应急预案管理） 

□其它（其它安全管理制度，加文字说明） 

3 6-50、7-46 是否有灾备机制 □是   □否 

4 6-51、7-47 灾备级别 □数据级  □应用级  □业务级 

5 6-52、7-48 灾备类型 □同城  □异地 

6 4-54、5-56、6-53、7-49 是否成立安全工作牵头部门 □是   □否 

7 4-55、5-57、6-54、7-50 是否成立安全工作执行部门 □是   □否 

8 4-56、5-58、6-55、7-51 安全负责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9 4-57、5-59、6-56、7-52 安全联系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填报说明： 

1.安全产品和服务：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安全组织，多选。 

2.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组织，多选。 

3.是否有灾备机制：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安全组织，是否有灾备机制。 

4.灾备级别：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是否有灾备机制，选“是”的时候填写。 

5.灾备类型：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是否有灾备机制，选“是”的时候填写。 

6.是否成立安全工作牵头部门：选择是否成立安全工作牵头部门。 

7.是否成立安全工作执行部门：选择是否成立安全工作执行部门。 

8.安全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姓名、电话、邮箱。 

9.安全联系人：安全联系人姓名、电话、邮箱。 

 

5.2.6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基教、中职、高职、高校）。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4-58、5-60、6-57、7-53 系统类别及管理内容 学校及资产类：□学校信息  □校舍  □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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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装备  □图书馆  □实验室  □经费财务  

□其它（加说明） 

学生类：□学生学籍  □学生资助  □体质健康  

□学生培养  □学生实习就业  □其它（加说明） 

教师类：□教师档案  □教师培训  □教师职称  

□专业技能  □资格认定  □师德建设  □其它

（加说明） 

规划与决策类：□教育规划与建设  □教育统计  

□教育决策支持  □其它（加说明） 

 

教务类：□课程管理  □考务管理  □成绩管理    

□招生  □德育  □其它（加说明） 

教学类：□教学平台  □学习考试  □科研  □其

它（加说明） 

总务类：□人事  □外事  □档案  □后勤  □考

勤  □其它（加说明） 

 

应用公共支撑服务系统：□电子邮件系统  □网上

个人存储空间  □身份管理与认证系统  □双向传

输视频会议系统  □校园一卡通系统  □BBS 系统  

□搜索工具  □学习空间  □其它（加说明） 

 

其它类：（文字介绍） 

2 4-59、5-61、6-58、7-54 系统建设级别 □上级建设  □本级建设 

3 4-60、5-62、6-59、7-55 系统造价 单位：万元 

4 4-61、5-63、6-60、7-56 用户范围 

□学校管理用户   个   

□老师     个   □学生     个   □家长     

个 

□公众 

5 4-62、5-64、6-61、7-57 数据量描述 □学生数据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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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据     人次    

□（自定义名称）      （自定义单位） 

6 4-63、5-65、6-62、7-58 是否开展移动端应用 □是   □否 

7 5-66、6-63 

是否具有与合作企业共用的管理信息

系统 

□是   □否 

8 4-64、5-67、6-64、7-59 系统技术运维联系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9 4-65、5-68、6-65、7-60 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 姓名、电话、电子邮箱 

 

填报说明： 

1.系统类别及管理内容：实现教育信息化管理的工作内容，多选。其中应用公共支撑服务系

统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高校）。 

2.系统建设级别：勾选的每一个实现教育信息化管理的工作内容，都需要选择该系统的建设

级别。实现教育信息化管理的建设级别：上级建设-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省级建设系统；本

级建设：学校自建或第三方（购买、免费、校企合作共用等）系统。与指标“系统类别及管理内

容”每个选项，一一对应。 

3.系统造价：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总造价，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4.用户范围：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总用户数，多选，若无“本级建设”系统

该项不填。 

5.数据量描述：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数据量，如：采集学生、教师数据多少

人次；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多少次等。多选。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6.是否开展移动端应用：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开发了配套的移动端（IOS，

安卓等）应用。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7.是否具有与合作企业共用的管理信息系统：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系统建设级别

为“本级建设”的系统中，是否具有与合作企业共用的管理信息系统。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

项不填。 

8.系统技术运维联系人：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技术运维（网络、服务器、数

据库等）主要联系人姓名、电话、邮箱。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9.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系统建设级别为“本级建设”的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功能应用、故

障解答等）主要联系人姓名、电话、邮箱。若无“本级建设”系统该项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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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数字教育资源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高校）。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5-39 是否应用了开放资源 □是   □否 

2 5-40 是否具备引进资源 □是   □否 

3 5-41 是否自主开发了校本资源 □是   □否 

4 5-42、6-26 仿真实训资源种类   

5 5-43、6-37 学校校本数字化资源共享服务范围   

6 5-44 教学资源应用系统包含的内容   

7 5-45、6-38 是否提供企业数字化教学资源 □是   □否 

8 5-46、6-39 企业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使用方式   

9 6-24、7-24 电子图书总数 册（单位） 

10 6-25、7-25 电子期刊种类 种（单位） 

11 6-27、7-26 

学校建设并在境内平台开放共享的 MOOC

数量 

门（单位） 

12 6-28、7-27 

学校建设并在境内平台开放共享的资源

共享课程数量 

门（单位） 

13 6-29、7-28 

学校建设并在境内平台开放共享的视频

公开课数量 

门（单位） 

14 6-30、7-29 学校在境外平台开放共享的 MOOC 数量 门（单位） 

15 6-31、7-30 学校在线开放课程使用的课程平台类型 

多选题，选项：A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B 学

堂在线 C 好大学在线 D 华文慕课 E 优课联盟 F 智

慧树 G EDX H Coursera I Udacity J 其他，请注

明（__） 

16 6-32、7-31 

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

用的在线课程总数 

门（单位） 

17 6-33、7-32 

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

用的在线课程中 MOOC 数量 

门（单位） 

18 6-34、7-33 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 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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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在线课程中 SPOC 数量 

19 6-35、7-34 

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

用的在线课程中资源共享课数量 

门（单位） 

20 6-36、7-35 

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

用的在线课程中视频公开课数量 

门（单位） 

 

填报说明： 

1.是否应用了开放资源：适用于学校（仅中职）。开放资源是指基于非商业用途，执行开放

资源版权要求，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自由使用和修改的数字资源。 

2.是否具备引进资源：适用于学校（仅中职）。引进资源是指学校以购买、接受捐赠等形式

从校外引入的教学资源。 

3.是否自主开发了校本资源：适用于学校（仅中职）。校本资源是指学校自主开发的具有自

主版权的资源，包括学校自主建设或与企业等单位合作研发的教学资源。 

4.仿真实训资源种类：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仿真实训资源种类，如：仿真实验软

件、仿真实训软件和仿真实习软件等。 

5.学校校本数字化资源共享服务范围：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学校校本数字化资源

共享服务范围，如：无共享服务；只在本学校范围内使用；本省（区市）学校之间；联合办学单

位；职教集团成员之间；共建共享单位之间；学校相关企业等。 

6.教学资源应用系统包含的内容：适用于学校（仅中职）。如：网络教学平台、网络考试系

统、网络教研系统、教学资源制作系统、教学资源管理平台、虚拟实验系统、技能鉴定平台等。 

7.是否提供企业数字化教学资源：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是否提供企业数字化教学

资源。 

8.企业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使用方式：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企业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使用方式，如：学校购买后免费向师生开放、学校购买后作为有偿资源向师生开放、学生自行购

买使用、企业免费提供，通过其他途径收费等。 

9.电子图书总数：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学校图书馆馆藏的电子图书总册数。 

10.电子期刊种类：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学校图书馆购买电子期刊的种类。 

11.学校建设并在境内平台开放共享的 MOOC 数量：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学校自建

（含联合建设）并在境内平台上实现开放共享的 MOOC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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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校建设并在境内平台开放共享的资源共享课程数量：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

学校自建（含联合建设）并在境内平台上实现开放共享的资源共享课程总数。 

13.学校建设并在境内平台开放共享的视频公开课数量：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学

校自建（含联合建设）并在境内平台上实现开放共享的视频公开课总数。 

14.学校在境外平台开放共享的 MOOC 数量：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学校自建（含联

合建设）并在境外平台上实现开放共享的 MOOC总数。 

15.学校在线开放课程使用的课程平台类型：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学校在线开放

课程最常使用的课程平台类型。 

16.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总数：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

学校在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总数（含自建、使用外校）。 

17.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 MOOC 数量：适用于学校（仅高

职、高校）。学校在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 MOOC 总数（含自建、使用外校）。 

18.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 SPOC 数量：适用于学校（仅高

职、高校）。学校在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 SPOC 总数（含自建、使用外校）。 

19.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资源共享课数量：适用于学校（仅

高职、高校）。学校在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资源共享课总数（含自建、使用外校）。 

20.学校在全日制本/高职（专科）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视频公开课数量：适用于学校（仅

高职、高校）。学校在教学中应用的在线课程中视频公开课总数（含自建、使用外校）。 

     

5.2.8 网络学习空间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仅中职、高职、高校）。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5-47、6-40、7-36 教师空间总数 单位：个 

2 5-48、6-41、7-37 学习空间总数 单位：个 

3 5-49、6-42、7-38 网络学习空间提供方 购买第三方、学校自建、其他，单选 

 

填报说明： 

1.教师空间总数：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通的教师空间数量。 

2.学习空间总数：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通的学生空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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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学习空间提供方：网络学习空间服务的服务提供方，包括购买第三方、学校自建、其

他，单选。 

5.2.9 基础设施 

填报指标：本表单适用于学校（仅高职、高校）。 

序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备注 

1 6-10、7-10 教育科研网出口带宽 M（单位） 

2 6-11、7-11 电信网出口带宽 M（单位） 

3 6-12、7-12 联通网出口带宽 M（单位） 

4 6-13、7-13 移动网出口带宽 M（单位） 

5 6-14、7-14 其他网络出口带宽 M（单位） 

6 6-15、7-15 无线网络覆盖情况 

多选题，选项：A 教学区 B 科研区 C 办公区 D 学生

宿舍区 E 教师生活区 F 学校其他区域 

7 6-16、7-16 全校教室总数 间（单位） 

8 6-17、7-17 多媒体设备教室总数 间（单位） 

9 6-18、7-18 是否建设校级数据中心 □是  □否 

10 6-19、7-19 建设模式 

□自建   □机房租赁，自建基础设施   □云服务-

购买商业基础设施或平台服务（IAAS、PAAS）   □

使用地方政府统一建设基础设施      

11 6-20、7-20 服务器总数 

□物理机    台 

□虚拟机    台 

12 6-21、7-21 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cpu 

□物理机-cpu    核 

□虚拟机-cpu    核 

13 6-22、7-22 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内存 

□物理机-内存    G 

□虚拟机-内存    G 

14 6-23、7-23 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存储 

□物理机-存储    T 

□虚拟机-存储    T 

 

填报说明： 

1.教育科研网出口带宽：学校教育科研网的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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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信网出口带宽：学校电信网的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3.联通网出口带宽：学校联通网的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4.移动网出口带宽：学校移动网的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5.其他网络出口带宽：除了教育科研网、电信网、联通、移动外，学校接入的其他运营商网

络的出口带宽。请输入整数，若没有则填“0”。 

6.无线网络覆盖情况：请选择学校统一部署的无线网络已经基本覆盖的区域。 

7.全校教室总数：用于班级常规上课的教室总数。请填写用于班级常规上课的教室总数，请

输入整数。 

8.多媒体设备教室总数：具备投影或电视等功能展示设备的班级教室总数。请填写具备多媒

体设备的教室总数，请输入整数；若无，则填“0”。 

9.是否建设校级数据中心：若未建设校级数据中心，则无需填写以下内容。 

10.建设模式：数据中心的建设模式。如有多种建设模式，可多选。 

11.服务器总数：基础设施配备情况。若数据中心“建设模式”为：自建、机房租赁自建基

础设施：填写物理机总台数；云服务、使用地方政府统一建设基础设施：填写虚拟机总台数。备

注：若有多种“建设模式”可分别填写。 

12.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cpu：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

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13.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内存：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

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14.数据中心资源配备总体情况-存储：基础设施配备情况。根据服务器总数类型（物理机、

虚拟机），统计对应资源配备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