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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发展的比较分析与思考

□ 曾海军 范新民 马国刚

【摘 要】
本文从依托单位、合作网院、学习中心、门户网站、支撑平台及发展趋势等方面比较分析奥鹏、弘成和

知金三个公共服务体系及试点项目的发展现状， 并认为全国和区域性多样化公共服务体系并存可能成为

一种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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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提高高校网络教育支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教育部
2001 年批准中央电大依托电大系统建设现代远程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试点和课题研究[1]，2005年正式批
准建立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中央电大奥鹏远程教
育中心总体负责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管理与运行）
[2][3]，2007年又批准弘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知金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分别联合有关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项目 [4] [5] （以下分别用
“奥鹏”、“弘成”和“知金”指代上述公共服务体系
及试点项目）。《中国远程教育》 （资讯） 曾以《三
国演义———公共服务体系博弈》为专题初步分析了各
自特色、发展战略以及其竞争与合作对未来网络教育
局势的影响[6]。笔者此前曾基于文献综述分析了国内
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框架、学习和服务模式、管理模
式及运行机制、支撑平台、质量监管及学分银行等方
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成果[7]；从教育信息化、网
络教育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公共服务体
系改革创新的实践需求，从学习支持服务的思想溯
源、现代服务业的视角、数字化学习港的创意论述了
发展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8]。本文从依托单位、
合作网院、学习中心、门户网站、支撑平台及发展趋
势等方面比较分析奥鹏、弘成、知金的发展现状，并
认为全国和区域性多样化公共服务体系并存可能成为
一种发展趋势。

一、依托单位：校办公司、
上市公司、投资公司

在有关立项审批文件中，与奥鹏、弘成、知金相
关的依托企业分别是：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
司、弘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知金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在实际运作中，各自可能根据不同业务发展需要
注册了相关公司或业务子公司，“一套班子、几块牌
子”。以“奥鹏”、“弘成”和“知金”为关键词，可
从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http://qyxy.baic.gov.
cn/） 及各自网站和宣传资料可查询到三个公共服务
体系相关企业的情况。

1. 奥鹏公司由中央电大与 TCL集团共同注资成
立

电大在线远程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电大在
线） 于 2001 年由中央电大与 TCL集团共同注资创
立，各占 50%股份，注册资金 6000 万元人民币
（2004年增资至 1亿元）；同年，中央电大与电大在
线联合申请了“现代远程教育校外教学支持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项目”；电大在线 2003年申请注册了北京
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简称奥鹏公司），注册
资金 500万元人民币，专门从事远程教育支持服务、
培训及其他相关业务，并积极探索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的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9]。由此可见，无论是电大在

实践探索

51



中国远程教育

２００８年 11月

线和奥鹏公司，还是公共服务体系，都与电大系统有
紧密的关联。这个庞大系统包括中央电大和 44所省
级电大，以及 945个地市分校和省校直接管理的工
作站，1842个县市分校或工作站，4.7万个教学班
（点），8.45万教职工（2006年）；特别是“中央电大
人才培养模式与开放教育试点”项目实施后，电大系
统由分级办学转向以开放教育为主体的系统整体办
学。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既是国家实施“现代远程教育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电大系统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10]。这是奥鹏发展的巨大优势资源，是机
遇，也是挑战。

2. 弘成公司多次海外融资并赴美成功上市
1999年，北京宏基兴业技术发展公司出资 1400

万元、中国人民大学以无形资产按 30%入股共同成
立了东方兴业网络教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方
兴业），即网上人大；2000 年东方兴业从花旗银行、
IDG等五家境外投资机构融资 500万美金，与境外
合伙人成立了弘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弘成公
司），即中华学习网，2005年再从麦格劳 -希尔等
融资超过 1亿元人民币。[11]与之相关的企业还有北京
弘成立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弘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等；专门成立了北京弘成学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作
“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项目；与合
作网院成立了一些业务子公司（合作实体）。弘成公
司的业务包括提供网络教育支持服务及技术产品，同
时在基础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及行业
培训等领域拓展业务。2007年 12 月 11日，弘成教
育集团赴美成功上市 （股票代码：CEDU，核心业
务：为网络教育提供服务），成为首个登陆美国纳斯
达克的中国网络教育服务企业，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
起广泛关注。风险投资带来的也许不仅仅是技术升
级、理念更新、业务扩展、规模壮大[12]。

3. 知金公司或具有投资及连锁运作经验
知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简称知金公司） 成立

于 2006年 7月，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实收
资本 1000万元），主要股东为涌金投资集团及投资
业和教育业内资深人士，定位是集网络教育服务、行
业资格认证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教育产品为一
体的综合性教育服务公司，这是业界比较年轻的公
司；另外与合作单位也成立了一些业务子公司。与之
相关的企业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风
险投资运作能力，在“特许连锁”运作方面也有一定
的经验。

由此可见，上述公共服务体系依托企业都具有较
强的实力及从业经验，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13]，至少
在管理、技术和服务人员的流动方面是存在的；至于
内部管理方面，大同小异，管理层包括总经理、副总
经理、总监、主管、项目经理等，部门管理、业务管
理和项目管理相结合；有总部和区域管理中心，也在
部分地区设立了业务子公司。这是由网络教育办学体
系和服务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公共服务体系是远
程教育产业链中的一个中间服务环节，不是办学单
位，是服务机构，而且是第三方服务，走向现代企业
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值得一提的是，奥鹏还专门设
立了培训学院和研究院：前者主要面向奥鹏员工及各
学习中心主任及骨干服务人员，通过培训班、研修
班、网上培训平台等方式开展业务培训，推行持证上
岗制度；后者主要负责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政
策、体制、机制以及业务模式、发展战略等的研究。
奥鹏还承担了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港与终身学习社会
的建设与示范”、“数字化学习示范中心建设”，以及
科技部“数字教育公共服务示范工程”等项目，并与
北京师范大学共同成立了“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这些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和品
牌的思路值得借鉴。

二、合作网院：授权合作、
实体合作、项目合作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院士认为，公共服务体
系就是高速的教育网吧和教育超市，为高校提供招生
组织、考试管理、过程控制等服务。目前，授权和实
体合作是公共服务体系与高校网院合作的两种主要方
式，也有一些是通过项目的形式开展合作。授权合作
即网院在一定的区域（学习中心） 和专业内授权公共
服务体系提供协议约定的支持服务；实体合作即公共
服务体系与合作网院同组建管理实体（股份公司或办
事机构），以现代企业化管理体制开展网络教育运营
管理与服务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与奥鹏、弘成、知
金的签约合作网院分别有 38所、13所和 10所（见
表 1）。

由此可见，除依托自设的校外学习中心为学生提
供学习支持服务外，大部分网院已不同程度地与公共
服务体系开展了合作，有的还同时与两个或三个公共
服务体系合作，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得到认可，在校外学
习支持服务方面的作用和某些方面的优势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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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主要合作的高校网院

奥鹏
西南交大、
华东理工、
江大

人大、东财、
北京交大、
福建师大、
北语、华南
师大

浙大、北航、大连理工、西安交大、中科大、东北
师大、中音学院、石油(华东、北京)、西南大学、
北大、中国医科大、北邮、川大、北师大、华中
师大、地大(北京)、南开、西安电子、电子科大、
东北农大、兰大、天大、北外、同济、陕西师大、
吉大、山大、郑大

弘成 南大、重大、中农大、地大(武汉)

知金 北大、石油(北京)、地大(北京)、陕西师大、重大、西南大学、北
京理工

表 1 三个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合作网院名单

注：名单来源于三个服务体系的门户网站，不一定都开展了合作招生组织
服务（2008-8-5）。

1. 奥鹏为授权网院提供综合服务
奥鹏主要为合作网院提供必需的技术支持、运

营管理及市场推广等综合服务，核心内容是依托公共
服务与管理支撑平台的招生服务、学生学习支持服
务、考务管理、档案管理以及资源传输等运营支持服
务，有的还提供课件制作、技术研发支持等拓展服务
（见表 2）。

以上职责分工，确保办学主体 （网院） 承担办
学与教学职能，第三方服务机构（奥鹏） 配合网院提
供教学支持服务，双方按照议定的职责分工表、日历
表、流程表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协同工作和反馈调
节机制是关键。目前，招生服务及管理是合作的最核
心内容，主要包括：①奥鹏根据市场调研引入授权网
院及专业（项目）；②学习中心依据本地市场需求申
请招生授权，网院与奥鹏审批并下达授权书（协议约
定合作模式、地域、专业范围及责、权、利）；③奥
鹏根据网院招生简章、学期院历，配合确定项目进度
安排、各项工作流程、常见问题、学生手册、项目说

明书等，根据网院的教学方案制定并实施支持服务方
案、分工及流程，将网院课程资源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公共服务平台提供资源服务及学习支持服务。另
外，奥鹏还通过海报张贴、配曲传唱“招生六律”，
招生宣传广告双备案制度，远程接待中心对新报名学
生进行电话回访，严把“入口”关等措施加强对学习
中心招生工作的规范管理，严防“冒名”和虚假承诺
等违规行为，这也是值得借鉴的。

2. 弘成与合作网院成立运营实体
人大 1998 年通过引进社会资金的方式，合作成

立了主要为网络教育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的“东方兴
业网络教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弘成公司的“前
身”），网院常务副院长兼任总经理；此后这种模式复
制，与弘成合作，东财 2003年成立了大连东财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重大 2003年成立了重庆重大远兴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农大 2006年成立了北京中农大
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江大、华东理工、北语、华南师
大等则以项目制的方式合作，双方根据协议明确职责
及利润分配。这些弘成与网院成立的合作实体 （公
司、办事机构或长期项目），一体或分开运作，即
“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或“两套班子、两块牌子”。
网院作为办学主体，拥有对发展方向的决定权和自主
权，提供自身的品牌及教育教学资源，具体负责设置
专业，制订教学政策及招生计划；组织教育师资，实
施质量监控；组织考试并最终给有资格的学员颁发文
凭。合作实体（公司） 提供技术管理平台、课件开发
平台、网络运营体系、市场营销渠道、招生服务体
系、业务推广渠道、网络与教育资源等。

3. 知金与网院的工作对接与数据交换
提供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服务是知金与网院合作的

理念，包括进行市场分析研究，为网院规划和建设校
外学习中心（包括人员培训）；为网院提供相关的公
关宣传策划和建议，进行招生组织服务，提供专业的
咨询服务；配合网院的教学过程以及所开设专业的教
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实施方案等，协助网院
对校外学习中心进行教学过程管理和监督服务；为网
院提供入学考试、课程考试的组织服务；为网院的在
籍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服务；根
据网院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拓展服务等。这期间最重要
的就是工作无缝对接与数据交换。

从一定层面上来说，网院与公共服务体系合作，
引入资金、技术和市场化机制，带来了新的发展模
式，确实是网络教育发展改革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表 2 奥鹏与合作网院的主要职责分工
合作网院的职责 奥鹏的职责

确定开设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实施方
案、课程教学大纲

根据高校授权组织招生活动和招生
宣传，接待学生咨询、报名（即在授
权协议规定的 "专业 " 和 " 区域 "
配合招生）

确定招生政策、规模、地区及收费标准
提供书面授权、招生简章和宣传资料，
提供招生宣传的培训、指导
负责入学考试命题、阅卷及评分，确定
录取分数线及录取审批，发放录取通知
书，负责入学资格审验
负责教学资源的规划、建设，提供教材、
课件及网上教学资源

配送教学资源，上传下达各种信息、
资料

组织网上教学和辅导、答疑

提供学习场所和必要的网络条件、
技术支持
帮助学生组建学习小组，为学习小
组和班级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培训
学生网络学习技能

作业组题、批改及成绩评定

考试命题、评卷、成绩合成 提供考场、负责考务工作和日常管
理与服务

毕业论文（设计）命题、指导、答辩及成
绩评定
毕业审核，颁发证书，电子注册，学位审
核及学位颁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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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合作形式、内容和监管，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
一步探讨，如：能不能以“市场化机制”开展网络教
育？如何避免网络教育办学“营利”取向？如何确保
办学的主体地位？无形资产如何折算？合作的业务范
围如何限定？网络教育成本核算标准是什么？如何确
保教学投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如何对合作进行监管
等？对此，我们将再撰文从自律、调控、监督三个视
角论述公共服务体系的质量保证问题。

三、学习中心：合作共建、
直设自营、连锁加盟

校外学习中心 （点） 是接受网院的委托，根据
统一要求和工作安排，配合进行招生宣传、生源组
织、学生学习支持、学籍和日常管理，开展网络教育
支持服务的机构。合作共建、直设自营和连锁加盟是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管理学习中心的三种主要方式：
合作共建对前期资金投入要求不高，可以比较快地起
步，并在较大范围内迅速铺开，但公共服务体系处于
中间，在管理上多了一个环节，不可控，利益分配的
问题也不容易解决；直设自营相当于另起炉灶，人财
物前期投入要求都比较高，但节省了中间环节，管理
比较顺，更容易贯彻总部的服务理念，保障服务质
量；统一标准和规范的连锁加盟模式其实还需要探
索，因为教育毕竟不同于商业，简单的“退出”机制
不易解决遗留问题。目前，奥鹏主要依托电大系统建
设校外学习中心，也承担了质量工程“数字化学习示
范中心建设”项目；弘成与知金在公共服务体系试点
建设项目中，各要新建 10个数字化学习示范中心。

1. 奥鹏主要依托电大系统建设了 1300多个学
习中心

根据教高厅[2005]2号文件规定，中央电大负责
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的管理、运行及其学习支持服
务中心的审批，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央电大批准设
立的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学习支持服务中心予
以备案。目前，奥鹏采用自建、特许经营和连锁加盟
等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奥鹏学习中心 1300 多个
（其中，在电大系统占 80%以上，见表 3，具体名单
可查询奥鹏网站），并在 28所省级电大设立奥鹏管
理中心。另外，作为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
一考试的考务机构，奥鹏还依托学习中心建设了 700
多个标准化考点；承担教育部和科技部的有关项目，
建设了数十个数字化学习示范中心，将高校优质网络

教育资源引入数字化学习型乡镇、社区、企业、行业
和军营，探索了终身学习的网络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及
支持服务模式。

为了加强对学习中心的规范管理，根据教高厅
[2005]2号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与管理实施意见（试行）》、《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学习中心设置标
准（试行）》等文件要求，奥鹏执行了学习中心审批
准入、年报年检、评估考核和培训督导等制度，并主
动接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电大的监督、检查和
评估。具体来说，中央电大是公共服务体系的责任主
体，奥鹏总部具体负责其建设、运作和管理，组织和
支持各地学习中心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各地学
习中心主要围绕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包括提供网
络学习环境、资源接受与发放、招生咨询、为办学机
构开展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服务、考试管理
服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等。管理中心根据全国中心
的授权，对学习中心管理、检查和监控，形成扁平化
结构和闭环的服务质量监控系统。公共服务体系按照
统一的管理制度、运营模式、服务标准运行，遵守市
场经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则，按照“平等
互利、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共赢”的原则，全
国中心、学习中心及管理中心，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动
态调整的利益均衡机制和开放理念的资源配置机制。

业界通常认为，依托电大系统是奥鹏的优势，学
习中心实行备案制使奥鹏可以在电大系统“批量”
“跨越式”发展学习中心，目前弘成、知金显然无法
如此发展学习中心。然而，系统优势有时也会因为一
些因素变成弱势。对此，中央电大对发展公共服务体
系有清醒认识和明确要求：依托电大系统建设公共服
务体系是一项新生事物，既涉及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
学及管理模式的变革，又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复
杂关系。希望各级电大特别是省级电大按照实施意见
的精神，妥善处理办学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关系，统筹
协调公共服务体系与校内各项工作和各部门间的关
系。[14]

2. 弘成和知金在试点项目中各新建了 10个数字
化学习示范中心

表 3 奥鹏与普通高校网院设立的校外学习中心的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 电大系统 普通高校 成人高校 民办高校 企业 教育学院 其他
奥鹏

（1300多个） 83% 1% 1% 1% 1个 7% 7%

网院
（4500多个） 35% 24% 7% 5% 4% 25%

注：对网站公布名单的统计，可能存在误差（2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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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高厅函[2007]12、13 号文件要求，在 1
至 1.5年的试点期内，弘成在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知金在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各新建 10个
数字化学习示范中心，与有关试点高校联合开展现代
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项目。与奥鹏设立学
习中心的备案制管理不同，弘成和知金设立数字化学
习示范中心要参照教育部有关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
中心建设和管理的要求，接受所属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的管理（包括审批和评估等）。

目前，弘成、知金、奥鹏以及网院在上述省
（市） 共设立学习中心 2000多个（见表 4）。

由此可见，合理规划与布局，推进整合与共享，
避免重复建设学习中心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果
放开网络教育办学机构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审批，校外
学习中心的设立是延续目前的模式，还是全部依托公
共服务体系承担校外学习支持服务，或者还有中间 "
道路 "，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倡导
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和服务功能的数字化学习中心，整
合和共享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积极面向乡镇、社
区、行业、企业和军营等提供适合于在职人员继续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在数字化学习
环境、资源共享、支持服务、质量保证、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可
借鉴、可复制、可推广”
的数字化学习典型应用范
例，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发
展的核心任务和新问题。
一般来说，数字化学习示
范中心应由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独家单位或责、
权、利明确与清晰的合作
单位承建，具有一定规
模、类型多样的数字化教
学场所，具备必要的网络
设施、媒体设备和教学资
源等，配备具有相应能力
的学习支持服务人员、管

理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能够为终身学习者提供学习
设备、学习资源、辅导答疑、教务信息咨询等支持服
务，提供课程考试和专项考试标准化考场、机（网）
考服务，提供实验与实习的支持服务等。

四、门户网站：奥鹏超市、
弘成学苑、知金教育

门户网站是公共服务体系面向学习者和社会公众
的窗口，本文中很多数据和资料也来自奥鹏、弘成、
知金的门户网站。初步看来，三个门户网站的栏目设
置有相似的地方，也各具特色（见表 5）。

从学习者和社会公众的视角来看，奥鹏的网站首
页更像一个综合性的门户网站，学习者也很容易从首
页进入各个感兴趣的入口，如咨询（客服在线）、报
名（报名中心、网上报名）、选择专业 （搜索专业）、
招生（招生专区）、远程学习（学生请进），也有一些
公众关注的新闻和专题，更多的功能则要登陆支撑平
台。进入报名中心栏目，有热门院校和专业推荐，或
直接进入网上报名；招生专区可以查阅网院的招生简
章、授权的学习中心名单以及有关招生政策，参加入
学测试，查询录取名单，并体验网络课程；学生请进
则可进入入学指导、考试、教学以及学生网上活动社
区；终身学习卡、职业能力测评、职业成长力培训等
学历 1+1项目开启终身学习之门。另外，奥鹏还建
有 职 业 培 训 网 ， 开 通 了 400-810-6736 和
800-810-6736服务热线，这也是 Call-Center的重
要入口。总体来说，奥鹏的门户网站与支撑平台结
合，功能和信息内容已经非常全面和方便。

北京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备注
弘成 1 1 4 4 直属点 10个
知金 1 1 6 2 直属点＞4个
奥鹏 36 22 84 94 82 166 直属点 11个
网院 42 73 413 506 244 364

表 4 弘成、知金、奥鹏及网院在 6省（市）学习中心建设情况比较

注：对网站公布名单的统计，可能存在误差（2008-8-5）。

表 5 奥鹏、弘成、知金的门户网站栏目设置及 Alexa 排名

网站 域名及 ICP备案 主要栏目 Alexa 排名
奥鹏 www.openonline.com.cn

京 ICP备 05014615号
顶部导航：报名中心、职业教育、招生专区、文化论坛、学生
请进、乐乐邮、雪睛论坛、学生活动、直属中心、学历 1+1、数
字化学习港、考试服务
底部导航：奥鹏远程管理系统(OES系统)、百年奥鹏内刊、项
目招商、联系我们、招聘信息、关于奥鹏、网站地图
数字化学习港：国家项目、资源中心、示范学习中心、新闻中
心、加盟机构、课题研究、交流论坛

综合排名: 309,911
访问速度: 1,992 Ms / 58 分
日均 IP 访问量：≈ 1,200

弘成 www.chinaedu.net
京 ICP证 020440号

业务分栏：网络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非学历教育
顶部导航：弘成价值、新闻中心、业务与服务、联系我们
底部导航：网站地图、联系我们、关于我们、招聘信息
弘成学苑：新闻资讯、院校一览、学习园地、学习中心、招生
专区、赢在职场、互动论坛、客服中心、咨询电话

综合排名: 371,019
访问速度: 3,224 Ms / 37 分
日均 IP 访问量：≈ 2,640
子站点 xueyuan.chinaedu.net
的近月访问比例占 73%

知金 www.zhjedu.com
京 ICP备 07017628号

顶部导航：知金简介、学历教育、统考辅导、医考辅导、金融
培训
底部导航：联系我们、关于知金、知金邮箱、办公系统、会员
论坛、管理员登录
学历教育：招生与报名、知金学子、院校专区、数字化学习中
心、知金论坛、博客空间、评价中心

综合排名: 1,185,841
访问速度:没有记录
日均 IP 访问量：≈ 600

注：Alexa 排名信息来自：http://alexa.chinaz.com/（200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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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成学习网（中华学习网） 更多是对弘成业务、
产品和合作方式的介绍，特别对上市开辟了专栏。弘
成学苑 （http://xueyuan.chinaedu.net/） 是有关公共
服务体系及数字化学习示范中心建设的专门网站，类
似网院的网站，学习者和公众从首页可以查阅和进入
相关信息和栏目。院校一览介绍了网院的基本情况及
专业、资源、师资；学习园地有入学指南及学习、考
试、活动专区；目前弘成还只设有 10个学习中心，
这是报名入口；另外，弘成也设有在线咨询及咨询热
线 400-650-1006。知金教育的门户网站与弘成的比
较相似，主要围绕学历教育、统考辅导、医考辅导和
金融培训四大业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项目内容
主要在学历教育模块，其首页也包括了所有的信息内
容和入口。招生与报名栏目可以查阅授权网院介绍及
热门专业、入学安排和问题解答；知金学子栏目面向
学习者，可以查阅教务和考务通知、学习计划和安
排、学习指南，亦可登陆学习平台；院校专区和数字
化学习中心栏目主要公布其名单及动态；另设有论坛
和博客空间。

五、支撑平台：DLSP及 Call-Center、
五大平台、服务管理平台

技术是提升远程教育质量的催化剂。公共服务
支撑平台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功能应涵
盖招生、学务、教务、考务、配送、费用等基本流
程，满足学习者、教师、教辅、支持服务人员、管理
人员，甚至包括社会公众和政府监管人员的应用需
求，使教学全过程和学习支持服务无缝融合。从电子
政务的角度还应与教育部网络教育质量监管系统对接
和互操作，提供数据交换的接口、统一用户管理和相
关子系统及系列客户端软件；在技术层面要实现功能
模块化、独立化、组合化和可扩展，管理个性化，操
作人性化，系统专业化、产品化和标准化。[15]为此，
奥鹏升级优化 OEMS（Open Education Manage-
ment System） 系统建设了数字化学习港 DLSP
（Digital Learning Support Platform） 支撑平台，弘
成与知金也分别建设了网络教育的五大平台及服务管
理平台。

1. 奥鹏的 DLSP及 Call-Center系统
奥鹏采用统一平台和各学习中心自有平台相结

合的方式，统一资源规范和资源服务平台、统一技术
架构、统一运营平台、统一数据结构，采用面向服务

的架构技术升级优化了公共服务支撑平台，包括六大
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网络互动及通信平台、服务管
理平台、网上学生社区平台、课件开发及应用平台、
费用管理与结算平台，主要功能包括：具有多种资源
存储、传输功能，能实施教学过程管理、服务和跟
踪，为学生提供“一站式”学习服务；可与合作网院
教学平台进行对接，保证教师进行网上导学、答疑等
网上教学辅导活动；学生能网上注册、获取资源、在
线作业、在线测试、参加学习交流、讨论、开展网上
社区活动；嵌入呼叫中心系统，可使学生利用网络、
免费 800电话、手机短信、语音留言等全方位多时
段的咨询手段，及时解决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满
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教学资源标准化处理与传输
配送；组织网上开学典礼及新生导学，档案收集与整
理，学籍异动受理，选课、收费、考试预约，网站及
学生活动等其他日常支持服务。

特别是奥鹏远程接待中心开辟了多元化服务通
道，包括电话（800、400电话咨询服务）、论坛（雪
晴老师论坛）、电子邮件（乐乐邮）、手机短信、QQ
（1000多个奥鹏 QQ群）、WEB聊天室、直邮（入学
指南递送、自主订购教材递送）、网站导航（网上学
业顾问） 等人工和自助服务的综合一体化服务模式，
面向学生提供 7*24小时的全天候专业化的服务，这
就是奥鹏的“畅通工程”。[16]

2. 弘成的五大平台及四大体系
弘成借鉴国内外网络教育经验，依托“技术支持

体系、运营体系、课件开发体系、招生推广体系”等
四大体系，建立了网络教育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开展
网络教育必须的“网络教学平台、课件开发应用平
台、网络通信平台、服务管理平台、虚拟校园平台”
等五大平台。基于.NET的新一代 DEE平台已经正式
在华东理工大学网院进行部署投入运营，考试系统、
实时答疑系统、个人学习平台、排课系统、教学教务
平台等特色产品也得到广泛应用。其技术体系优势与
特点包括：

● 技术为产品需要服务：既有基于最先进的 .
NET、XML Web Service以及分布式组件对象技术
来实现的，又有基于常规的 C++代码和 ASP来实现
的，既有运行在Windows平台的，又有 Linux、Unix
甚至是掌上无线设备的；

● 长远并不断修订的产品线规划：既能满足当前
的需要，又有足够好的灵活性和扩展性，可以和其他
产品很好地配合协作，也可以与将来的产品相组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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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分阶段实现大系统；
● 统一支持多所院校各不相同的实际应用需要：

降低用户成本，促使各院校的经验和成果共享，引发
新的观念与方法，并以实际效果进行推进；

● 坚持开放式的结构：在核心规划与协议的支
持下，核心系统、子系统以及外围系统可以协调互
动，应用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进行组合与拆分；

● 严谨的软件工程：经过严谨的分析、设计、
实现和测试环节，软件工程手段被应用在分析设计工
具、软件工程项目管理、文档和代码管理、软件品质
保证的各个方面。

3. 知金的网络教育服务管理平台
为满足公共服务体系的业务需求，知金也初步

建立一个开放式的现代远程教育服务管理平台，包括
报名系统、考试系统、录取系统、学生自助服务系
统、选课开课系统、缴费系统、教学平台、基础平
台、邮件系统、通知公告系统、统计与查询系统、论
坛、聊天室等。该平台拟采用面向服务的多层体系结
构，体现服务插件形式，提供菜单式服务；集成了基
于电子证书、生物识别技术等多种身份认证手段，以
及单点登陆机制和信息门户技术；通过工作流引擎和
规则引擎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技术平台能够轻松处理
复杂多变的教务管理流程，满足“量身定做”；教务
管理系统实现了从起动招生前的初始化设置一直到学
员学习结束、发放证书的所有教学和管理过程，集中
处理教务管理、课程管理、招生管理、入学考试和录
取、选课开课、课程考试、教材发放、收费管理、学
习中心管理等业务功能；教学系统包括课件点播、视
频同步教学、在线答疑、做作业、大纲和知识点设置
等功能。由于大部分网院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教务
管理平台，知金在与网院的合作过程中，采用数据交
换接口、Web Service接口等形式，实现与合作网
院技术平台的信息共享和互操作。

由于网络教育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相比，用户
规模大，受益面广，非一般的信息平台可以支撑；公
益性和商业性结合，核心业务是内容（优质的数字化
学习资源） 和服务（学习支持服务、教学管理服务）
的结合，具有时间滞后且持续时间长的特征（网络教
育公共服务在“入学注册交费”后，支持服务刚开
始，而且要持续几年或更长才能产生效益）；且技术
要求高（仅资源就包括音视频、动画、虚拟现实、白版、
超文本等多种媒体并存）。因此，我们倡导建设和应用
公共服务支撑平台，这也是公共服务体系的优势。

六、发展趋势：十大关系、
整体服务、连锁经营

1. 奥鹏提出八大支撑体系及十大关系
奥鹏经历试点 （2001~2005 年）、正式运营

（2005~2006年） 和高速成长（2007~2008 年） 三个
阶段，成功设计和构架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八大支撑体
系：网络教育服务模式、技术模式、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的研究、创新、实验和推广的驱动体系；依托电
大系统的学习中心建设、监管和服务运营体系；与天
地网结合的网络环境建设和资源传输、共享体系；符
合网络教育技术标准的技术支撑和研发体系；以学生
为中心的支持服务和管理体系；基于互联网和工作流
的教学教务支持服务和管理体系；学习支持服务质量
监控管理体系；市场宣传推广以及品牌建设体系。并
秉承“心系天下求学人”的服务理念，致力于建设
“学习超市”、“学分银行”和“数字化学习港”。但
是，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涉及到教育观念和教学、管
理模式的变革，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难以避免地会遇到观念、体制、利益机制、市场环境
以及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冲突，因此，奥鹏提出要处
理好十大关系：政策与市场、权利与义务、办学与服
务、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市
场运作与学校体制、管理与服务、质量与规模、国内
竞争与 WTO、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与高校、品牌与市场定位等关系[17]。

2. 弘成提出企业化管理及整体模式
弘成 1998 年与人大网院一起起步，参与了一个

网院的整个成长过程，开创了向网院提供包括技术、
运营管理、资金及市场推广在内的整体服务模式。该
模式以企业化管理为主要特征，在启动初期关注如何
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完善的管理架构；迅速发展阶
段关注如何开发优秀的资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开
展远程的管理；初具规模阶段关注专业的增加、学生
规模的扩大、校外学习中心的扩充、随之产生的运营
问题、管理问题如何应付；稳步运营阶段关注如何长
期有效保证校外学习中心的规范化、统一化、标准化
管理等。包括网络教学实施管理、教学教务管理平
台、教学质量管理、校外学习中心、市场、技术等模
块。这种模式对于起步阶段“无资金、无技术、无资
源”的网院是有益的，也比较容易复制。

3. 知金提出连锁经营模式

实践探索

57



中国远程教育

２００８年 11月

知金在教育产品的输出上，以学历教育为基础，
以建筑、金融等行业培训及相关资格认证为特色，以
服务理工科院校，为理工科学员提供相应的实践实验
条件见长，形成了单项服务、基本服务、拓展服务、
整体服务解决方案等多层级服务结构。其中，基本服
务包括开展网络教育的前期、招生、教学教务管理、
考试服务、毕业等环节中的 70多项服务内容；拓展
服务包括市场生源调查、资源设计制作及传输、助学
导学、教学过程考核辅助、毕业实习等环节的 30多
项特色服务。对于如此众多可选择的服务，知金一直
以来倡导借用“美食城”的发展理念，试图采用连锁
经营的模式。考虑到网络教育毕竟不是纯电子商务，
对连锁学习中心的监管和退出机制是我们所关注的。

基于“大教育观”，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绝对不是
权宜之计而是战略选择，是我国网络教育发展的必然
要求和重要目标[13]。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建设我国
网络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18]实际
上，除了上述三个公共服务体系外，一些区域性公共
服务体系也各具特色，如自考系统也在尝试建立助学
服务体系，有些行业系统也计划建设多元化的公共服
务体系，中国远程与继续教育网站、数字化学习港网
站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服务体系功能的虚拟化雏形。
我们认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甚至虚拟性并存的多样
化、多元化局面可能成为构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发
展趋势，旨在整合和共享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建立
标准和开放的数字化学习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提供贯
穿终身学习的支持与服务。基于奥鹏、弘成和知金的
发展经验分析，我们认为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明确
自身的服务对象、范围、性质和模式，制定科学合理
的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建设若干个数字化示范学习
中心，提供功能完善的数字化学习环境，配备具有相
应能力的学习支持服务队伍，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着力提升支持与服务能力；构建“一站式”公共
服务支撑平台，提供比较充分的数字化学习资源，满
足大规模人群个性化、多元化、终身化的学习需求；
逐步形成合适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流程，建立结构合
理、职责清晰的组织机构，制定清晰、严密、全面的
内部管理规范；建立结构合理、人员稳定、管理能力
强的专业化服务队伍，积极引入质量管理认证体系，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探索并实践支持终身学习的学
习支持服务模式、管理模式、资源整合与共享模式
等。关键还是要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打造核心竞争
力。[13] 责任编辑 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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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 ten year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hesis writing”model adopted by regul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almost six decades, the pilot program “Teaching English at a Distance”has experimented

with “doing projects”, which is based upon action research, to complete the college study and to promote

the idea of “learning by doing”.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thesis writing reform in

terms of “Practical Project Design”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Business Project

and Proposal Design” in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is innovation motivates

learners to identify work-related problems and launch project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practice and develop higher cognitive skills like analysis,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and to overcome

the dichotomies between knowledge and work, and between learning and thinking.

Keywords: project credits; college graduation thesis; action research

Conducting Experim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Qin Xiongzhi, Ye Xianzhang and Wang Jiangen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model for conducting experim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three skill modules, three platforms for experiments, three

overall guidelines, three principles for tutorial and supervision, and three instruction principl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in a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in South China has brought about satis-

factory outcomes.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show that the model caters for the unique requirement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is fit for autonomous learning with a balanced focus on pro-

cess and result, thus guaranteeing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peri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s for Online Education in Chi-
nese Universities
Zeng Haijun, Fan Xinmin and Ma Guogang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public service sys-

tems for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e. Open E-learning, ChinaEdu and China Cyber Lear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quality e-learning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suppor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systems

and the learning programs they offer in terms of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partnership online education

providers, learning centers, web portals, support platforms as well as development potentials. Given

the diversity of e-learning platforms in China,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exists the need to formulate an

overall plan and action schem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s for e-learning, to set

up model e-learning centers as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s with professional support staff,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and enhance competiveness.
Keywords: online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systems; development pot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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