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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背景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是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和教育服务得以实现的必备

条件，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更好解决教育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选择。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发

布和首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以“三通两平台”为主要标志

的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日益丰富，应用驱

动信息化教学日渐普及，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服务水平日渐提高，资源服

务体系已见雏形。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还远远不能适应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需要。一是全国各级资源服务平台无序和重复建设现象明显，互联互通

还不够深入，区域之间尚未形成优质资源共享机制。二是缺乏完善的标准规

范体系，资源目录繁杂，增加了用户资源共享、交换、检索的难度，降低了

用户体验；资源提供者需接入多方平台，增加了开发维护成本、降低了服务

效率。三是空间、资源与平台的关系没有厘清，运营责任不够明确，“政府

评估准入、企业竞争提供、学校自主选择”的资源建设和配置新机制还远未

形成，资源供给信息不够透明，市场竞争提供资源的潜力没有完全释放。四

是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水平仍亟待提高，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模式有待创新。 

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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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教育部等九部委《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

效机制的实施方案》精神，落实《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国家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用和服务指导意见》构建国家数字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体系（以下简称“公共服务体系”）相关目标任务，规范公共服

务体系各级各类平台、资源应用接入与服务，加强协同服务，促进资源共享，

特编制本套规范。 

1.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通过定义基础数据、资源元数据、数据共享标准来对平台、应用

开发者进行指导，它主要适用于各级平台开发者和各类应用开发者，包括在

设计、开发、使用和数据共享等不同阶段上对数据的需求。通过国家服务体

系“一人一号，一校一码”的数据标准，实现了“应用跟人走，应用数据跟

人走”。 

2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思路 

2.1 基本内涵 

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是由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下

简称国家平台）和各省级体系，经“标准统一、接口规范、安全高效”的国

家体系枢纽环境连接构成的逻辑统一、共治共享、协同服务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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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体系构成 

2.2 一个枢纽 

国家体系枢纽环境是实现体系各构成部分互联互通、逻辑统一，实现“全

国一体系、资源体系通”的关键。“全国一体系”的基本要求是全国建立唯

一的体系枢纽环境，省级体系统一使用国家体系枢纽环境，利用数据分层、

授权等技术虚拟实现省级枢纽，省级体系不建设实体枢纽，避免形成新的信

息孤岛。 

省级体系按照现行行政事权划分，使用国家体系枢纽环境，承担体系内

本区域用户管理、资源管理和协同服务职能，实现多级运营、协同服务。 

国家体系枢纽环境是承载公共服务体系内部管理和对外服务能力的基础

结构，由遵照统一标准规范构建的实名用户信息库、资源信息库、监测与分

析数据库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实名制用户认证与校验中心、资源信息交换中

心和监测与评价中心组成，即“一套标准规范、三库三中心”核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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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套标准、三库三中心构成体系基础环境 

国家体系枢纽环境实时存储体系用户、资源和资源使用、交易等信息，

并按统一标准规范和管理权限，保证体系内各成员对各信息的使用和共享，

支持体系外资源平台对体系用户信息的合规使用，并为体系内各成员及体系

外资源平台提供相应支持服务。 

承载空间的各级平台、素材及应用类资源，通过开放接口和统一规范，

连接到国家体系枢纽环境。 

2.3 资源、平台、空间的关系 

2.3.1 资源  

资源是数字化教育资源的简称，是公共服务体系各级平台提供空间服务

的主要内容，是教育信息化的基本要素和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以

图片、音视频文件、文档为主的素材类资源，和以工具、软件、系统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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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类资源。 

2.3.2 平台  

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服务的主体是平台，即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包括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条件城市的数字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是以用户为中心，以承载实名制网络学习空间为核心

功能，以实现资源共享应用为基本服务的教育云环境。 

接入体系的平台，需具备以下几个要素：1）平台应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属

性，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运营；2）承载网络学习空间，通过空间提供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3）以实现资源共享应用为基本服务；4）由教育行

政部门在体系中上报平台规划信息，确定平台服务范围。 

平台建设方式有三种，一是政府自建公共服务平台，二是政府通过购买

企业已有平台服务所建成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通过虚拟上级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的本地公共服务平台。各级平台应按照公共服务体系标准规范建设和改

造，遵循“标准规范统一、用户实名唯一”的要求。企业自行建设和运营的

“平台”，无论名称上是否含有“平台”字样，都不具备公共服务属性，不

属于公共服务体系平台接入的范畴，属应用接入。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定位是拾遗补缺、示范引领。国家平台支

持为没有建设区域平台的省、地区提供虚拟区域平台建设服务，也可以为没

有区域平台服务覆盖的地区开通师生和机构空间。 

各级平台应遵循体系接口规范，为用户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学习空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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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认证、接收系统消息、接收分发资源、存储用户资源应用情况数据、存储

和保护用户数据资产等基本功能和存储能力，进一步提升网络学习空间支持

教育教学活动等功能，做好网络学习空间深度应用的推广和服务。 

2.3.3 空间  

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服务的主要渠道是网络学习空间，空间是平台的核心

组成部分。 

网络学习空间是政府通过平台为用户提供公共服务的途径，是中国特色

教育信息化道路的重要体现；是平台推送教育教学资源的目的地、用户内容

存储和应用情况数据记录的基础设施，是开展信息化教育教学的基本场所，

是学校、师生在网络上从事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的个性化载体。 

空间不仅是用户使用各级精准推送资源的入口，也是保存用户通用信息、

个人数字资产和应用数据的基本单元。空间具备“连接云端、接收资源、采

集数据、提供存储”的功能。各地公共服务平台的空间可以按照体系标准建

设，呈现不同特色风格。 

2.4 省级体系统筹规划 

根据《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教技 [2017]7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

普及及活动的通知》（教技厅函[2018]105 号）的工作部署，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梳理现有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情况，查清底账，统筹做好省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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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设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应制定本地区公共服务平台规划，认定 1

个平台，落实“人人有空间”。 

2.5 空间资源多级汇聚 

各级平台是提供资源服务的主体，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进行资源汇聚的

主体。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可以依托公共服务体系为本辖区用户汇聚教育资

源，汇聚并选用的资源信息会分发到辖区内师生规划使用的平台空间中。 

应用服务商在体系中录入应用信息，确保应用在体系枢纽环境“一点接

入”；技术接入后，应用服务商可选择上架区域，由对应区域的教育行政部

门进行上架资格审查；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查看上级和本级上架的资源目录，

并在目录中选择适切的资源应用，并线下与应用服务商商定服务条款；经教

育行政部门选用的资源应用，通过体系枢纽环境分发至已接入体系的各级平

台空间，方便所辖区域的师生能够在空间中自主选用资源，确保“资源体系

通”。 

各级平台要完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功能，将接收到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建设和汇聚的资源信息开放给用户，鼓励师生通过网络学习空间自主选择资

源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置地方保护的资源信息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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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空间资源多级汇聚 

2.6 相关定义 

本规范定义公共服务体系相若干关键词及解释。 

用户 广泛的含义是使用者，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进行操作使用的人群，包

括学生、老师、家长、学校管理员等。这些用户可以在公共服务体系中一点

登录，全网漫游，无缝使用体系提供的资源，基于个人空间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 

机构 即法人机构，包括教育机构和学校，其中教育机构指的是教育局、

电教馆等事业单位；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教育的组织机构。 

组织 组织是法人机构下属的内部单位，即非法人机构，如部门、群组、

年级、班级等。 

班级 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班级教学是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教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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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一个班级通常是由一位或几位学科教师与一群学生共同组成，整个学校

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是在班级活动中实现的。 

令牌 接入体系的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访问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标识，API

接口只有拥有 token 才能正常使用。 

区域 区域是数据共享中心的基本组成部分，可以只有一个区域，也可以

有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可对应自身的数据共享中心。省、市、区县等，都是

一个区域。 

报文 报文可以看作是数据对象和事件对象的载体，数据对象和事件对象

必须放在报文中才能够传递。报文同样使用 JSON 或者 XML 元素来表示，数据

的传递都是由报文承载的。 

数据模型 数据共享中心可以共享的数据是通过一系列数据对象进行定

义的。数据模型是描述数据对象的语义模型，数据共享中心数据规范提供了

各类数据对象的数据模型。 

数据代理 数据代理的职责是将业务系统的数据转化为规范的格式，或将

接受到的数据转化为业务系统的数据格式，代理通过数据共享中心的 SDK 使

用数据共享中心的服务，业务系统通过代理实现数据的交换与共享，业务系

统无需关注数据共享的细节，可以完全按照面向数据对象的方式去完成数据

共享。数据代理就是业务系统与数据共享中心之间的桥梁。 

应用 根据应用所属不同终端类别进行区分，目前划分有 web 端应用、H5

应用、iOS 手机端应用、安卓手机端应用、PC 客户端应用、微信小程序。 

用户中心属于平台，空间用户登录平台或平台移动端使用的应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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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和 H5 应用，需实现单点登录。 

用户中心属于应用自身，第三方用户（应用本身的用户）在应用登录后，

进行体系用户实名登记，包括 APP 和 PC 端。同时 APP 可由用户空间的应用 WEB

页面扫描二维码打开并单点登录，也可由用户登录平台移动端 H5 页面打开并

单点登录；PC 端可由用户空间的应用 WEB 页面直接启动本地安装的程序并单

点登录；微信小程序需提供 web 页面实现扫码跳转到小程序，同时需提供 H5

页面实现单点登录到小程序。 

微件 应用的一种特殊展现形式，需和应用进行关联，应用和微件是一对

多的关系，微件上线流程和应用一致。已上线的微件会展示在平台用户的工

作空间中，用户添加后可直接使用。 

3 基础数据规范 

3.1.1 机构/学校 

表 1 机构/学校基础数据规范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学校（机构）ID String 32 学校（机构）唯一标识 

父机构ID String 32 上级机构唯一标识 

学校（机构）代码 String 32 学校（机构）代码 

学校（机构）名称 String 32 与公章一致 

学校（机构）英文

名称 
String 100 学校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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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型 String 64 

0：幼儿园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4：完中 

5：机构 

6：教学点 

7：九年一贯制 

8：十二年一贯制 

9：中职 

10：高职 

9：高等教育 

10：其他教育类 

单位性质 String 4 

0：学校 

1：政府机关 

2：事业单位 

3：社会团体 

4：民办非企业 

学校（机构）简介 String 1000 学校简介 

学校（机构）图片 String 400 学校图片 

学校（机构）地址 String 120 学校地址 

学校邮政编码 String 6 学校邮政编码 

建校年月 String 100 建校年月 

校庆日 String 100 校庆日 

学校主管部门码 String 100 学校主管部门码 

法定代表人号 String 100 法定代表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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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证书号 String 100 法人证书号 

校长工号 String 100 校长工号 

校长姓名 String 100 校长姓名 

党委负责人号 String 100 党委负责人号 

组织机构码 String 18 

根据单位性质：学校/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对应不同的代码：学

校统一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事业法

人证书编码/社团法人证书编

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编码 

行政区划码 String 10 行政区划码 

地区名称 String 120 地区名称 

联系人 String 12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String 128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String 128 传真电话 

电子邮箱 String 50 电子邮箱 

主页地址 String 200 主页地址 

3.1.2 教师 

表 2 教师基础数据规范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教师 ID String 32 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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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号 String 32 学校自编 

教师统一编号 String 64 教师全国统一编号 

姓名 String 100 姓名 

英文姓名 String 200 英文姓名 

姓名拼音 String 200 姓名拼音 

曾用名 String 100 曾用名 

性别 String 2 性别 

出生日期 String 20 出生日期 

出生地 String 6 出生地区域编码 

籍贯 String 20 籍贯 

民族 String 20 
参见《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字典《民族》 

国籍/地区 String 20 国籍/地区 

身份证件类型 String 4 
参见《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字典《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 String 30 身份证件号 

身份证件有效期 String 20 身份证件有效期 

政治面貌 String 4 
参见《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字典《政治面貌》 

入党日期 String 20 入党日期 

参加工作日期 String 20 参加工作日期 

健康状况 String 4 健康状况 

信仰宗教 String 20 信仰宗教 

血型 String 4 血型 

照片或图像 String 200 照片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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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工作学校 ID String 32 现工作学校 ID 

所属学校 ID String 32 所属学校 ID 

手机号码 String 32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String 32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String 200 办公地址 

电子邮箱 String 100 电子邮箱 

教师继续教育号 String 32 教师继续教育号 

任教学段 String 4 任教学段 

任教课程 String 200 任教课程 

任教年级 String 200 任教年级 

任教班级 String 200 任教班级 

人员状态 String 2 
0：正式 

1：临聘 

3.1.3 学生 

表 3 学生基础数据规范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学生ID String 32 唯一标识 

学号 String 32 学校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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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学籍编码 String 60 
国家制定的标准学籍号，18

位身份证件号加 1位标志位 

姓名 String 100 姓名 

英文姓名 String 200 英文姓名 

姓名拼音 String 200 姓名拼音 

曾用名 String 100 曾用名 

性别 String 20 性别 

出生日期 String 20 出生日期 

出生地 String 6 出生地区域编码 

籍贯 String 50 
参见《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字典《籍贯》 

民族 String 20 
参见《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字典《民族》 

国籍/地区 String 50 国籍/地区 

身份证件类型 String 4 
参见《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字典《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 String 30 身份证件号 

身份证件有效期 String 20 身份证件有效期 

政治面貌 String 4 
参见《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字典《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String 4 健康状况 

血型 String 4 血型 

照片 String 100 照片或图像 

是否独生子女 String 2 是否独生子女 

现就读学校 ID String 32 现就读学校 ID 

所属学校 ID String 32 所属学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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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班级 ID String 8 所属班级的班级 ID 

所属班级名称 String 8 所属班级的班级名称 

联系电话 String 20 联系电话 

手机号 String 20 手机号 

通讯地址 String 360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String 6 政编码 

电子信箱 String 100 电子信箱 

在校状态 String 1 
0：在学 

1：不在学 

学生来源 String 2 学生来源 

3.1.4 家长 

表 4 家长基础数据规范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家长ID String 32 唯一标识。 

学生ID String 32 学生唯一标识 

学校代码 String 32 学校唯一标识 

姓名 String 72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String 10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 String 40 身份证件号 

联系电话 String 60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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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 String 20 手机号 

电子邮箱 String 60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String 6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String 100 通讯地址 

与学生关系 String 10 与学生关系 

 

3.1.5 班级 

表 5 基础教育班级基础数据规范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班级ID String 32 
班级唯一标识（该数据规范适

用于基础教育） 

学校ID String 32 学校唯一标识 

班级名称 String 20 班级名称 

班级类型 String 2 
0：普通班 

1：实验班 

学制类型 String 2 
1：六三制 

2：五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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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年级 String 2 

1：一年级 

2：二年级 

3：三年级 

4：四年级 

5：五年级 

6：六年级 

7：初一 

8：初二 

9：初三 

10：高一 

11：高二 

12：高三 

所属学段 String 2 

0：小学 

1：初中 

2：高中 

入学年份 String 8 入学年份 

毕业年份 String 8 毕业年份 

班主任 ID String 32 用户唯一标识 

4 资源元数据规范 

4.1.1 基础章节信息 

表 6 基础章节信息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基础章节 ID String 10 基础章节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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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章节标题 String 50 基础章节标题 

父基础章节 ID String 10 父基础章节 ID 

所属学段 String 10 所属学段 

所属学科 String 10 所属学科 

排序 String 32 排序 

等级 String 10 等级 

是否父节点 String 8 

是否父节点:  

true=是;  

false=否 

创建人 ID String 32 创建人 ID 

创建时间 String 20 创建时间 

修改人 ID String 32 修改人 ID 

修改时间 String 20 修改时间 

4.1.2 教材版本信息 

 

表 7 教材版本信息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版本 ID String 10 教材版本 ID 

版本名称 String 200 教材版本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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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String 1 

数据有效状态: 

0=正常;  

1=删除 

简介 String 32 教材版本备注 

排序 String 1 排序 

创建人 ID String 32 创建人 ID 

创建时间 String 20 创建时间 

修改人 ID String 32 修改人 ID 

修改时间 String 20 修改时间 

4.1.3 教材章节信息 

表 8 教材章节信息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章节 ID String 10 章节 ID 

章节标题 String 200 章节标题 

父节点 ID String 10 父节点 ID(上级章节 ID) 

父章节标题 String 200 父章节标题 

教材 ID String 10 教材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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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等级 String 1 

章节等级: 

1=1级;  

2=2级;  

3=3级;  

4=4级 

是否叶子节点 String 1 

是否叶子节点(是否最小章节: 

Y=是;  

N=否) 

排序序号 String 32 排序序号 

数据有效状态 String 1 

数据有效状态： 

0正常  

1禁用 

创建者 ID String 32 创建者编号 

创建时间 String 20 创建时间 

修改人 ID String 32 修改人编号 

修改时间 String 20 修改时间 

4.1.4 教材基本信息 

表 9 教材基本信息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教材 ID String 10 教材 ID 

教材名称 String 100 教材名称 

审定年份 String 20 教材的审定年份 

版本 ID String 10 教材版本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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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有效状态 String 1 

数据有效状态： 

0正常  

1禁用 

简介 String 200 教材简介 

学段 ID String 10 学段 ID 

学科 ID String 10 学科 ID 

年级 ID String 10 年级 ID 

册别 ID String 10 册别 ID 

排序 String 32 排序 

创建者 ID String 32 创建人 ID 

创建时间 String 20 创建时间 

修改人 ID String 32 修改人 ID 

修改时间 String 20 修改时间 

4.1.5 学段册别关联信息 

表 10 学段册别关联信息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学段 ID String 10 学段 ID 

册别 ID String 10 册别 ID 

4.1.6 学段学科关联信息 

表 11 学段学科关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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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学段 ID String 10 学段 ID 

学科 ID String 10 学科 ID 

4.1.7 学段年级关联信息 

表 12 学段年级关联信息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学段 ID String 10 学段 ID 

年级 ID String 10 年级 ID 

4.1.8 知识点信息 

表 13 知识点信息 

数据项名 类型 长度 描述 

知识点 ID String 10 知识点 ID 

知识点名称 String 100 知识点名称 

父知识点 ID String 10 
父知识点 ID:  

顶级节点为 0 

所属学段 String 10 所属学段 

所属学科 String 10 所属学科 

等级 String 10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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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父节点 String 8 

是否父节点:  

true=是;  

false=否 

排序 String 32 排序 

数据有效状态 String 1 

数据有效状态： 

0正常  

1禁用 

创建人 ID String 32 创建人 ID 

创建时间 String 20 创建时间 

修改人 ID String 32 修改人 ID 

修改时间 String 20 修改时间 

 

5 数据共享规范 

5.1 数据共享流程 

 

图 4 数据共享流程 

5.2 数据服务申请 

各平台/应用作为数据订阅方，在申请数据服务前需接入体系，接入审核

通过后会获取系统分配的 appID、appKey。这两个参数将作为鉴权依据在数据

服务交互过程使用（在 5.4.1 获取访问凭证环节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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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管理员/服务商使用账号登录服务体系，进入管理中心订阅自己所需

的数据服务，可以根据过滤选项过滤不需要的数据。数据服务订阅申请通过

系统管理员审核后，平台/应用基于数据共享规范的数据共享接口获取订阅数

据。 

5.3 数据服务说明 

5.3.1 数据共享传输结构定义 

消息采用 JSON 格式，数据字段包含数据协议 (protocol)、数据结构 

(schema)、数据体（payload）组成。 

 

表 14共享数据传输结构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protocol Object  是 数据传输协议 

schema Object  是 数据结构 

payload Array  是 数据体 

（1） 数据传输协议 

数据传输协议标识共享数据类型及数据结构版本。包含两个字段：类型

和版本。其中数据类型包含增量数据、全量数据、心跳数据。 

表 15 数据传输协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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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type String 32 是 

数据类型。枚举类型 

包含增量数据、全量数

据、心跳数据。 

version String 5 是 版本。如：1.0 

（2）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包含数据来源及表结构信息。 

表 16 数据结构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namespace String 64 是 

数据来源。如：

mysql.tx.database.t_u

ser.table_version.*.* 

fields Array  是 表结构信息 

其中表结构信息的具体字段数据结构如下： 

表 17 字段数据结构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name String 64 是 字段名 

type String 32 是 字段类型 

nullable boolean  是 可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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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ded boolean  是 是否脱敏 

（3） 数据体 

数据体是数据传输中所要传输的实际信息，一条数据对应数据体中一个

元素。实际字段数据值按照数据结构中表结构信息顺序排列。 

5.3.2 数据共享报文格式说明 

（1） 机构信息报文 

① 报文描述 

体系机构信息报文 

② 报文定义 

表 18 机构信息报文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

长度 
必填 说明 

msg_op String 1 是 

修改状态码, 

i-新增,u-修改,d-

删除 

msg_ts DateTime 30 是 

每一条数据产生的

时间,yyyy-MM-dd 

HH:mm:ss.SSS 

msg_uid String 64 是 数据流水号，唯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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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Id String 32 是 机构 ID 

orgaName String 40 是 机构名称 

provinceCode String 20 否 省级编码 

cityCode String 20 否 市级编码 

areaCode String 20 否 区级编码 

orgaType String 2 否 机构类型 

 

（2） 用户信息报文 

① 报文描述 

体系用户信息报文 

② 报文定义 

表 19 用户信息报文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msg_op String 1 是 

修改状态码, 

i-新增,u-修

改,d-删除 

msg_ts DateTime 30 是 

每一条数据产生

的时

间,yyyy-MM-dd 

HH:mm:ss.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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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_uid String 64 是 
数据流水号，唯一

值 

personId String 32 是 体系用户 ID 

name String 50 是 姓名 

account String 32 否 账号 

defaultIdentit

y 
String 1 否 默认角色类型 

birthday String 30 否 
生日

(YYYY-MM-dd) 

gender String 1 否 性别 

provinceCode String 20 否 省级编码 

cityCode String 20 否 市级编码 

areaCode String 20 否 区级编码 

activeState String 2 否 活动状态 

 

（3） 用户机构关系报文 

① 报文描述 

体系用户与机构关系报文 

② 报文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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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用户机构关系报文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msg_op String 1 是 

修改状态码, 

i-新增,u-修改,d-

删除 

msg_ts DateTime 30 是 

每一条数据产生的

时间,yyyy-MM-dd 

HH:mm:ss.SSS 

msg_uid String 64 是 
数据流水号，唯一

值 

id String 32 是 主键 id 

personId String 32 是 体系用户 ID 

orgaId String 50 是 体系机构 ID 

status String 1 否 状态 

（4） 体系应用活跃明细报文 

① 报文描述 

体系应用活跃明细报文 

② 报文定义 

表 21 体系应用活跃明细报文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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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_op String 1 是 

修改状态码, 

i-新增,u-修改,d-

删除 

msg_ts DateTime 30 是 

每一条数据产生的

时间,yyyy-MM-dd 

HH:mm:ss.SSS 

msg_uid String 64 是 
数据流水号，唯一

值 

id String 32 是 主键 id 

personId String 32 是 体系用户 ID 

appId String 64 是 体系应用 ID 

orgaCode String 50 是 体系机构 ID 

loginTime DataTime 30 是 访问时间 

provinceCode String 10 否 省级编码 

cityCode String 10 否 市级编码 

areaCode String 10 否 区级编码 

（5） 区域平台活跃明细报文 

① 报文描述 

区域平台活跃明细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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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报文定义 

表 22 区域平台活跃明细报文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msg_op String 1 是 

修改状态码, 

i-新增,u-修改,d-

删除 

msg_ts DateTime 30 是 

每一条数据产生的

时间,yyyy-MM-dd 

HH:mm:ss.SSS 

msg_uid String 64 是 
数据流水号，唯一

值 

id String 32 是 主键 id 

personId String 32 是 体系用户 ID 

appId String 64 是 区域平台 ID 

orgaCode String 50 是 体系机构 ID 

loginTime DataTime 30 是 访问时间 

provinceCode String 10 否 省级编码 

cityCode String 10 否 市级编码 

areaCode String 10 否 区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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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体系独立应用活跃明细报文 

① 报文描述 

体系独立应用活跃明细报文 

② 报文定义 

 

表 23 体系独立应用活跃明细报文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msg_op String 1 是 

修改状态码, 

i-新增,u-修改,d-

删除 

msg_ts DateTime 30 是 

每一条数据产生的

时间,yyyy-MM-dd 

HH:mm:ss.SSS 

msg_uid String 64 是 
数据流水号，唯一

值 

id String 32 是 主键 id 

userName String 32 是 用户姓名 

appId String 64 是 体系应用 ID 

orgaName String 50 是 机构名称 

loginTime DataTime 30 是 访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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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Code String 10 否 省级编码 

cityCode String 10 否 市级编码 

areaCode String 10 否 区级编码 

province String 64 否 省名称 

city String 64 否 市名称 

area String 64 否 区名称 

（7） 区域实名明细报文 

① 报文描述 

区域实名明细报文 

② 报文定义 

表 24 区域实名明细报文定义 

字段名 类型 最大长度 必填 说明 

msg_op String 1 是 

修改状态码, 

i-新增,u-修改,d-

删除 

msg_ts DateTime 30 是 

每一条数据产生的

时间,yyyy-MM-dd 

HH:mm:ss.SSS 

msg_uid String 64 是 
数据流水号，唯一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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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String 32 是 主键 id 

userName String 32 是 实名用户姓名 

personId String 32 是 体系用户 ID 

userId String 32 是 平台用户 ID 

syscode String 64 是 平台编码 

orgaCode String 50 是 体系机构 ID 

createTime DataTime 30 是 认证时间 

 

5.4 代理程序开发 

5.4.1 获取接口访问凭证 

根据服务体系开放的 getAccessToken 接口获取数据服务的访问 token（需

要注册应用时返回的 appID 和 appKey）。访问令牌是服务商使用接口的凭证，

通过访问令牌服务商可以使用自身权限下的各种接口。 

 http://IP:PORT/apigateway/getAccessToken 

Post请求参数： 

请求 Head中添加公共参数：api_version：v1 

appId：应用 id，系统自动生成 APPID 和 APPKEY； 

timeStamp：当前时间戳； 

keyInfo：根据 Hmac算法 APPID+APPKEY+timeStamp的加密数据； 

sysCode：系统来源编码。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标准规范                          数据规范 

36 

 具体 API请参照《接口规范》。 

5.4.2 代理程序开发 

订阅方按照体系提供的数据订阅接口开发数据代理程序。 

（1） 订阅数据接口 

服务体系提供给第三方订阅数据，用于数据共享，校验成功返回成功码

及订阅数据，失败返回错误码。 

 调用接口信息如下： 

请求方式：Post 

请求 Head中添加公共参数：api_version：v2 

 请求地址： 

    http://IP:PORT/exchangeData/subscribe?accessToken=ACCESS_TOKEN 

 请求报文： 

{ 

"appId":"5736915E311EA64DEA******", 

"signature":"477715d11cdb4164915debcba66cb864d751f3e6", 

"timestamp":1573439583805, 

"nonce":1087569832, 

"isTest":0 

} 

 返回报文： 

{ 

"retCode": "000000", 

"retDesc": "success",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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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ptHandle":"657715d11cdb4164915deaaba66cb864d751f3e6", 

"msgEncrypt":"RypEvHKD8QQKFhvQ6QleEB4J58tiPdvo+rtK1I9qca6aM/wvqnL

SV5zEPeusUiX5L5X/0lWfrf0QADHHhGd3QczcdCUpj911L3vg3W/sYYvuJTs3TUUkSUXxaccAS0qh

xchrRYt66wiSpGLYL42aM6A8dTT+6k4aSknmPj48kzJs8qLjvd4Xgpue06DOdnLxAUHzM6+kDZ+HM

ZfJYuR+LtwGc2hgf5gsijff0ekUNXZiqATP7PF5mZxZ3Izoun1s4zG4LUMnvw2r+KqCKIw+3IQH03

v+BCA9nMELNqbSf6tiWSrXJB3LAVGUcallcrw8V2t9EL4EhzJWrQUax5wLVMNS0+rUPA3k22Ncx4X

XZS9o0MBH27Bo6BpNelZpS+/uh9KsNlY6bHCmJU9p8g7m3fVKn28H3KDYA5Pl/T8Z1ptDAVe0lXdQ

2YoyyH2uyPIGHBZZIs2pDBS8R07+qN+E7Q==", 

"ts": 1573439583805 

  } 

} 

 具体 API请参照《接口规范》。 

（2） 确认订阅数据接口 

服务体系提供给第三方，用于确认消费订阅数据，校验成功返回成功码，

失败返回错误码。 

 调用接口信息如下： 

请求方式：Delete 

请求 Head中添加公共参数：api_version：v2 

 请求地址： 

    http://IP:PORT/ exchangeData/subscribe?accessToken=ACCESS_TOKEN 

 请求报文： 

{ 

"appId":"5736915E311EA64DEA******", 

"signature":"477715d11cdb4164915debcba66cb864d751f3e6", 

"timestamp":1573439583805, 

"nonce":108756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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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ptHandle":"657715d11cdb4164915deaaba66cb864d751f3e6" 

} 

 返回报文： 

{ 

            "retCode": "000000", 

            "retDesc": "success" 

} 

 具体 API请参照《接口规范》。 

 

（3） 数据共享日志 

对于数据的使用方，要为数据订阅建立数据同步日志，对数据有效性和

完整性检查提供方便。 

数据订阅日志要对数据订阅方的每一条数据变化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包

括数据流水号、订阅消息句柄、数据来源、记录时间、订阅代理的处理结果。 

 

 

表 25 订阅数据记录表 

属性 类型 长度 描述 

msg_uid VARCHAR2 64 数据流水号，唯一值 

receiptHandle VARCHAR2 64 

消息的句柄，用于确认消息消费

成功，句柄仅且使用一次，对于

同一条消息如果存在重试每次拿

到的句柄是不同的。 

数据来源 VARCHAR2 64 标识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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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间 TIMESTAMP 20 记录时间 

处理结果 NUMBER 1 
0：成功 

1：失败 

 

数据同步日志要为用户提供方便的管理页面，用户可以浏览日志内容，

并能够清除日志内容。 

 

6 相关附件 

附件 

公共服务体系学校（机构）信息确认表 

 

申请学校（机构）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机构）管辖地区归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省-市-区县） 

学校（机构）类型：______________（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完中/机构/中职/高职/教学点/九年

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高等教育/其他教育类） 

单位性质：______________（学校/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有效证明号码：______________（学校统一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事业法

人证书编码/社团法人证书编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编码，填写关系详见文末附表） 

单位有效证明扫描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事业法人证书/社团法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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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填写关系详见文末附表） 

单位法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机构详细地址：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市（州、盟）______县（市、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总人数：________________   教师总数：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总数： ________________    工作人员总数：______________ 

单位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电话：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 QQ：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审核（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单位性质与提供有效证明对应关系 

单位性质 需提供证件（择一） 单位有效证明号码（择一）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标准规范                          数据规范 

41 

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学校标识码 
注：“学校（机构）标识码”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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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标识码为 10 位数字。若

有，请务必填写学校标识码；若没有，此处可填写 18 位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政府机关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业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事业法人证

书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团体 社团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民办非企

业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 版本记录 

表 26 版本记录 

版本号 时间 记录人 变更原因 变更描述 

V1.0 

2019/12/05 

服务体

系产品

团队 

框架基线稿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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