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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整合，智慧教育环境下教学活动将生成海量的数据，并在指导教学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元数据驱动的教学将成为未来教师开展教学实践的主流，教师能够通过数据平台和

多种工具获取多样化的学习数据，揭示学生的行为、学习偏好等隐性信息，打破以往主要依据经验和观察等方式

进行教学决策的惯例。为明确教师应具备的数据素养能力要求以及发展策略，有效提升使用数据驱动教学的技

能，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总结了国内外教师数据素养的研究现状，抽象出教师数据素养的核心

要素；从知识技能、教学实践、教学探究和态度意识四个层面构建了教师数据素养能力的层次模型，为教师数据素

养能力提升提供了合理的描述框架；结合对教师数据素养各层次能力要求以及国外培训实践，提出了教师数据素

养能力发展策略；最后，结合国外已有成熟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为国内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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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虚拟现实、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传感技术和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它们

与移动网络、物联网等网络技术高度融合，使“智慧

地球”理念成为今后发展的重大趋势。智慧教育基

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了智能化教育信息生态系

统，成为数字化教育的高级阶段。其旨在提升人们

现有数字教育系统的智慧化水平，实现信息技术与

教育主流业务（智慧教学、智慧学习、智慧管理、智

慧评价、智慧科研和智慧服务）的深度融合，促进学

生、教师、家长、管理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智

慧养成与可持续发展（杨现民，２０１４）。近年来广为
实践的移动学习、微课、ＭＯＯＣ、电子书包和翻转课
堂等新技术和新理念虽然各有特色，但殊途同归，无

疑是未来“智慧教育”的前期探索。

智慧教育环境下的学习是跨平台、跨场景的，技

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教师能够通过数据平台获取多

样化数据，包括学生的行为、学习偏好等隐性信息，

打破了以往依据经验和观察等方式进行教学决策的

惯例，以丰富的数据作为支撑，精确地分析学生的学

习效果、发现教学中的问题，进而改善教学结构、提

升教学绩效。这些数据无论是在数量、类型还是实

时性上，都超过了原有的教育数据。在传统教育向

智慧教育环境转型的背景下，教师运用数据指导教

学的能力将成为新时代教师专业化能力的新内容。

这项能力被赋予一个新的概念—“数据素养”，也有

研究者将其称作“数据智慧”“数据信息素养”等。

简单地说，教师数据素养就是将不同类型的数据转

化为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教学策略的能力（Ｌｏｖ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国内外学者对教师数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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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

的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模型；同时，基于国外教师数据

素养教育和培训实践案例，探究教师数据素养能力

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旨在为今后国内教师数据素养

能力发展提供参考，全面提升教师使用数据开展教

学的水平。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者目前已经意识到教师数据素养对

应用数据指导教学的重要性，并针对数据素养，从不

同角度作了相关论述，包括教师数据素养概念和能

力要素、教师数据素养能力的评价标准，以及教师数

据素养能力发展过程模型和策略模式研究三个

方面。

（一）教师数据素养概念和能力要素

教师数据素养指通过收集、分析和解释多种类

型的数据，如评估数据、基本信息、行为数据等，将其

转化为可用于指导教学实践的教学知识的能力

（ＷｅｓｔＥｄ，２０１５）。艾塞拉斯等（Ａｔｈａｎａｓ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认为教师数据素养指教师开展集中、有目的
地收集和分析学生的作业，反思和处理这些学习数

据的能力，以促进教师反思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指导

新的教学实践。

不同研究者对数据素养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不同

的理解。从能力层面看，曼迪纳契等（Ｍａｎｄｉｎａ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认为教师的数据素养能力应该以特定的
专业技能和知识为基础，将数据转换为信息进而生

成用于教学行为的知识。这些技能应该包括对数据

进行识别、收集、组织、分析、总结和归类，同时还包

括做出假设、提出问题、解释数据、教学决策、计划、

实施和调整教学行动的能力（Ｍａｎｄｉｎａｃｈ＆Ｇ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３）。杰姆森等（Ｊｉｍ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将教师的
数据素养描述为使用数据工具的能力，提出恰当的

问题，分析和解释数据，将数据整合到课程、教学和

评估中，围绕数据展开合作，结合数据进行教学决策

等六项关键技能。还有研究者宏观地指出数据素养

应该包括数据意识、数据定位与采集、数据分析与解

读技能、数据反思与决策能力、数据伦理道德五部分

（张进良等，２０１５）。
（二）教师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标准

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教师数据素养

能力评价框架。已有相关评估大部分从教师职业发

展的需求出发，基于通用的教师专业能力评估标准，

如“州际教师评价与支持联盟（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标准”（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Ｃｈｉｅｆ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２０１１）、丹尼尔森框架
（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ｌｖａｒｅｚ＆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Ｋｅｔｃｈ
ｍａｒｋ，２０１１）、教师教育绩效评估（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ｅｎｔｏｎ，２０１３）等评价指标加入
一些对教师使用数据教学的要求，作为评估教师

数据素养能力的依据。一些专业机构开始将数据

素养能力要求纳入教师专业认证中，使其成为教

师应具备专业能力的要求，如美国大学教师教育

协会（ＡＡＣＴＥ）、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ＮＢ
ＰＴＳ）和国家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ＮＣＡＴＥ）等。此
外，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发布的关于教师职业发展的《教育实践指导
手册》也包含了相关内容，为教师使用数据教学提

供指导和帮助（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国内在能力
标准方面还处于学习和探索阶段，仅有隆茜（２０１５）
从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等六个层面编制了一份

较为抽象的“师生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指标”，但还没

有研究者建构出完整可用的教师数据素养能力评估

框架。

（三）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的过程模型和策

略研究

在国外，已有一些机构或组织围绕如何培训教

师使用数据驱动教学开展了研究，总结归纳出若干

专业能力发展的过程模型，如“基于目标的实施过

程”模型（ｇｏａｌｆｏｃｕｓｅ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ａｒｌ
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数据团队合作过程”模型（ｄａｔａ
ｔｅａｍ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ｃｈｉｌｄｋａｍ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数据驱
动决策”模型（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ａｎｄｉｎ
ａｃｈ，２０１２）等。从组织结构看，大部分数据素养教育
模型均使用环状迭代模型，表明数据素养能力提高

是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从阶段划分看，大部分模型

从教学过程出发，涵盖了教学目标、教学实践、教学

评价和教学反馈四个阶段。

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策略方面，也有研究者

对已有实践作了总结。包迪特等人（Ｂｏｕｄｅｔ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总结了哈佛大学“数据智慧项目”（ＤａｔａＷｉｓ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中应用在线学习和线下实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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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策略，证实了通过小组合作形式推进教师数

据素养教育的有效性。还有学者论证了教师实践共

同体组织对教师数据素养发展的重要作用。如美国

特拉华州的一个数据素养发展项目组织教师结成专

业化协作学习社群，通过研讨活动完成学习任务，达

到了预期效果（ＦａｒｌｅｙＲｉｐｐ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也有研
究以工作坊的形式将数据素养培训融入实际教学

中，如希夫特等（Ｓｃｈｉｆ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长达数年的
实验中指导科学课程教师开展线上教学，帮助教师

分析真实的教学数据并评估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可见，合作探究是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提升的常

见组织形式；而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如用数据解决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是能力发展的重点。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者虽然已经对教师的数

据素养能力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实践，但很大

程度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对教师数据素养的

具体能力构成缺少完整的框架，不能准确地对教师

培训效果进行合理的评估。而国内相关研究更少，

在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方面尚处于的理论探讨起

步阶段，缺少实用化的能力框架、培训课程以及实施

方案。

三、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模型构建

（一）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对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构成的讨

论，大致能够勾勒出数据素养能力模型的轮廓。在

此，我们选取了国内外六项相对完整的教师数据素

养要素研究作为参考，对其构成要素进行归纳（见

表一）。

从表一可以看出，所有研究者或机构均认同教

师的数据素养应包括数据获取、分析以及用数据指

导教学和评估等方面的能力。但是，不同学者在能

力模型所涉及的内容和逻辑层次上略有不同。从数

据素养应具备的要素看，国外研究者在讨论数据素

养能力构成方面强调将使用数据的能力与教学问题

相结合，但未将“数据意识”列为能力要素的一部

分。而国内研究者则将数据意识和数据道德列入教

师数据素养的能力范畴，如隆茜、张进良等。他们倾

向于从数据意识、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角度进行归

类。此外，也有研究者将使用数据工具的能力纳入

教师数据素养能力的范畴（Ｊｉｍ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表一　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构成要素比较

研究者 能力构成

国

内

张进良等

（２０１５）

（１）数据意识；（２）数据定位与采集；（３）数据分
析与解读；（４）数据反思与决策；（５）数据伦理
道德。

隆茜

（２０１５）
（１）数据意识；（２）数据获取；（３）数据处理与分
析；（４）数据交流；（５）数据评估；（６）数据道德。

阮士桂等

（２０１６）

（１）数据处理的基本能力：数据获取、数据分析、
数据解读、数据交流；

（２）数据的教学应用能力：应用数据发现教学问
题、应用数据进行教学决策、应用数据监控教学

发展。

国

外

曼迪纳契等

（２０１５）

（１）明确教学问题；（２）使用数据（识别数据、了
解数据属性和质量等）；（３）将数据转化为信息
（分析数据、检验假设等）；（４）将信息转化为教
学决策（制定教学计划、监控和诊断教学过程

等）；（５）教学结果的评估。

美国数据

质量运动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２０１４）

（１）从可访问的数据源中获取和收集数据；（２）
整合和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３）了解和使用除
评估数据以外的学生层面或其他类型的数据；

（４）明白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５）参与到
数据驱动和循环探究的教学过程中；（６）运用数
据调整教学策略；（７）使用个体数据，开展个性
化评估；（８）促进学生理解数据的能力；（９）与合
作者交流数据信息；（１０）明确和使用数据指导
教学实践。

杰姆森等

（２０１１）

（１）使用数据工具的能力（技术能力）；（２）提出
恰当的问题；（３）分析和解释数据；（４）将数据整
合到课程、教学和评估中；（５）围绕数据展开合
作；（６）结合数据进行教学决策。

从观察角度看，阮士桂等（２０１６）按照数据处理的基
本能力和数据的教学应用能力两方面分层阐述，其

他研究者或机构倾向于从教学过程角度进行描述，

如曼迪纳契等对将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构成的归纳

（见表一）。

在上述研究所界定的要素中，有些能力项在专

业术语使用上有所不同，但含义和内容相近，因此将

其合并。例如，“数据定位与采集能力”和“数据获

取能力”相近，“数据交流能力”和“能够与合作者交

流数据信息”含义基本一致。最终，本文将所有的

教师数据素养能力项归纳为九个维度（见表二）。

（二）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的维度分析和模

型构建

本文进一步将上述九种能力按照教师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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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教师数据素养能力维度划分

序号 维度 涉及的能力

１ 数据基础

知识

１）识别数据；２）了解数据的属性和质量；３）明
白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

２ 数据工具

使用技能
使用数据工具的能力

３ 数据获取

能力
从可访问的数据源中获取和收集数据

４ 数据处理

能力

１）整合和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２）理解数据
代表的含义；３）分析和解释数据

５ 数据评价

能力

１）使用个体数据，开展个性化评估；２）开展教
学结果评估

６ 数据探究和

交流能力

１）根据数据提出恰当的问题；２）根据数据制
定教学目标；３）形成假设；４）数据交流

７
数据驱动

教学决策

能力

１）运用数据调整教学策略；２）根据数据信息
制定教学计划；３）应用数据诊断和监控教学
发展的能力

８ 数据意识 使用数据解决问题的意识

９ 数据道德 使用数据的伦理和道德

发展水平由低到高，划分出知识技能层、教学实践

层、教学探究层三个层次，加上贯穿于整个实践的意

识态度层，最终构建出“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分层模

型”（见图１）。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各个层次教师
数据素养的内容以及关键业务能力。

图１　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分层模型

１．知识技能层
该层所涉及的数据素养包括两项：使用数据工

具的能力和数据应用的基础知识。在智慧教育环境

中，教师使用的数据工具不仅有学生信息系统、教学

管理系统等传统教学平台，还包括各种流行的工具，

如课堂应答系统、作业练习软件和学习分析工具等。

教师使用这些技术工具的能力应该伴随着其专业发

展，在实践过程逐渐提升，不断运用数据工具，在获

取数据、转换数据等活动中掌握技能（Ｊｉｍｅｒ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例如，教师运用进度监控工具记录具体
的时间触发点和整个时间线信息，实时监测日常学

习行为表现等。

数据基础知识是教师运用数据辅助教学的前

提。这方面的能力主要包括：教师应能够理解教学

数据的质量、类型、特性，建立多样化的数据和教学

问题之间的关联；熟练掌握基本的可视化图表；具备

基本的统计学常识，能够理解数据所表达的含义等。

２．教学实践层
教学工作是实践性很强，使用数据实施教学的

能力最终要落实到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数据素养

能力在该层面表现为在教学中对数据知识和技能的

应用，包括教学数据获取、教学数据处理以及教学数

据评估的能力。“教学数据的获取能力”具体包括

数据优先级的划分、数据过滤和筛选、数据类型的识

别，以及对数据质量、数据性能辨别的能力；而“教

学数据的处理能力”则涉及数据的组织、整理、综

合。该层面的能力是对教师原有基本教学能力的强

化，加入了运用数据支持工具获取和分析数据技能。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教师可以改善教学行为，优化教

学过程。例如，调整课程内容的难易度、提供认知脚

手架等。

开展多元化的教学评价能够帮助教师提升教学

质量，而数据是实施有效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

乐福等（Ｌｏｖｅｅｔｅｌ，２０１３）根据教学过程产生的数据
类型，总结出五种基于数据的评价方式：课堂形成性

评价、常规形成性评价、基于基准的常规评价、基于

人、实践和感知数据的评价和总结性评价。这些评

价方式要求教师能够对个体学生或学生集体的学习

过程进行全面跟踪。教学评价数据主要来源于教师

与学习者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的交互活动，包括学

习结果数据、课堂行为记录、任务完成时间等元数

据。教师从中可以挖掘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优势，发

现其中的不足。同时，根据整体教学效果的反馈数

据还可以发现教学应该关注的重难点，以及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式的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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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学探究层
教学研究能力是教师专业技能的高阶技能。它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能力，是关系到教师能否创

造性地将教学理论应用到复杂多样的教学场景中提

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模型

也包含了教学探究方面的能力：要求教师能够依据

数据结果提出教学假设、制定教学目标、作出教学决

策；同时，具备教学批判和创新思维，能够利用数据

持续改进教学策略、评估教学策略的可行性，基于数

据制定短周期的教学计划，具备推论统计能力等。

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教师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也将更

紧密。教师在使用数据进行研究时应具备合作探究

能力，能够彼此之间建立协作关系，共同交流讨论，

根据数据反映的实际问题制定出合理的教学方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４．态度意识层
数据素养中的态度和意识贯穿于整个能力模

型，是影响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

必须具备的基本数据素养。“数据意识”要求教师

具有敏锐的数据感知能力，并使用合乎规定的数据

（Ｍａｒｓｈ，２０１２）。作为数据驱动教学的重要部分，这
项能力主要包括数据敏感意识、数据应用意识、数据

信任度等。而“数据道德”主要强调数据使用的合

法性和道德伦理，确保使用者合法地获取数据、保护

数据隐私安全、具有职业道德和责任感等。

四、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的策略和方法

在国外，已有一些机构或组织围绕数据驱动教

学开展了教师培训，如西方教育（ＷｅｓｔＥｄ）的“数据
驱动决策”（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项目、美国
力争上游（Ｒ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Ｔｏｐ）项目等。这些项目针对
教师的数据素养能力发展要求设计了较为系统的课

程体系和培训方案。培训内容和教师数据素养能力

发展框架相对应，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可以映射出

对教师数据素养能力不同方面的要求，从中揭示出

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探究意识、合作能力是教师

使用数据教学的重要能力。从组织结构看，大部分

数据素养教育项目均使用环状迭代模型，表明数据

素养能力是不断进化的。许多项目还加入了合作探

究要素，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组织学习。同时，对教

师实践能力培养，如基于教学的实际问题解决，发展

教师的数据能力，也是项目的重点。

借鉴上述实践案例获得的成功经验，结合国内

教育界对数据素养的研究，笔者认为当前发展教师

数据素养能力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构建促进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的外部

生态

数据素养能力的提升是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明

晰其影响因素是开展能力提升的前提。对国外培训

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教师数据素养发展的外

在因素可分为：１）国家、政府层面的因素，包括政府
领导力、政策、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开放数据平台

等；２）学校层面的因素，包括学校领导力、组织结
构、教师能力标准、培训师和教师团队的合作，以及

学校的数据文化等（李青等，２０１６）。这些条件基本
具备后，教师数据素养教育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构建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的外部生态，需要

从持续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点面结合地开展推广

和培训工作。例如，美国俄勒冈州的“俄勒冈数据

项目”（ＴｈｅＯｒｅｇｏ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ｊｅｃｔ）建立了一个覆盖
全州的纵向数据系统，实现了区域规模的数据平台

建设。政府代表、校长、教师、技术人员、保密人员和

家长等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全面推进教师数据素

养能力发展（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Ｍｏｎｓｏｎ，２０１２）。
（二）分层次、分阶段推进，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培训

开展教师数据素养教育，首先应对教师的学科

背景和能力进行评估。培训者可将教学背景相似的

教师组织在一起，便于他们产生问题共鸣；也可以按

照专业能力水平将其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然后

将不同水平的教师混合组队，从而有利于产生意见

领袖，凝聚小组向心力。培训内容应从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到实践能力逐渐提升，同时对参与者各阶段

的绩效进行评估，确保达成培训目标。教师专业发

展的培训要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

前文提及的哈佛大学“数据智慧”项目就是典型

例子。

（三）推动传统教学机构变革组织和信息化

结构

有研究指出，虽然政府和学校的管理者主观上

积极推动教师能力提升，但受限于自身的数据素养

能力，以及学校缺乏相应的数据氛围和领导力，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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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结构、评估和考核模式、时间安排并没有相应的

改进（Ｍａｎｄｉｎａ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这是导致教师数据
素养教育效果欠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会进一步

损害教师使用数据指导教学的积极性。

要走出这一泥潭，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变革以及

信息化组织结构创新必不可少。从业务需求的角度

看，基于多元数据驱动教学将会颠覆原有的教学结

构，还可能与以往的学校管理体制发生冲突。所以，

整个管理体系都要向信息化方向转变：首先，转变教

师考核评价方法，从关注课程完成和学业成绩的评

估转变为综合性的绩效评估（包括教学行为、教学

情境创设、教学资源贡献等）；其次，转变教学管理

和组织结构，赋予教师更大自由度和时间安排，从教

师单独管理课程变为多个教师合作，允许自由制定

课程计划；最后，转变学校领导角色，强化教学的参

与者和指导者的属性。

除以上三点外，教师数据素养提升还需注意战

术层面的细节：首先，应该让教师明确数据的概念，

了解数据是如何影响教学的；其次，在合作开展教学

实践过程中，教师应构建共同的任务目标，避免造成

意见不一致。同时，培训过程应避免重技术、轻教

学，强调把知识转化为业务实践能力。此外，教师获

取数据的过程应是自动化的，降低数据收集难度，以

免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数据初步筛选上。借助统一

的数据平台获取有效数据将是未来工作的导向。

五、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提升项目案例

（一）ＴＥＲＣ的“使用数据”项目
ＴＥＲＣ是美国剑桥市的一个非营利性研究机

构，长期致力于将新教学技术应用于数学、科学和技

术教育。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ＴＥＲＣ
开展了关于教师数据素养的培训项目，旨在帮助教

师通过数据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效果，并为教师

利用数据教学提供技术和人员支持（Ｎｕｎｎａｌｅｙ，
２０１３）。目前来自６０多所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参加了
ＴＥＲＣ的培训项目。该项目中担任教练的既有数据
能力出色的专家，也有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组织

者以协作探究的形式开展情境化的培训，将数据素

养能力嵌入到教学实践中。

该项目采用线上学习和线下实践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分为创建使用数据的基础环境、确定学生的学

习问题、运用教学数据发现问题的根源、生成解决方

案，以及得出实践结论五个阶段（见图２）。教师通
过在线平台学习的数据素养知识，涵盖了从如何利

用工具和策略分析到如何评估学生数据等内容模

块。项目在培训活动中引入真实的教学问题，组织

教师结成学习小组分析班级数据，发现学生学习存

在的问题；然后选择合适的教学干预手段，同时改进

教学计划，并检测教学目标是否达成。在培训过程

中，专家通过在线或面对面的方式参与，指导教师如

何利用数据持续改进教学。

图２　数据使用五阶段过程模型（Ｎｕｎｎａｌｅｙ，２０１３）

经过培训，教师的数据素养有了较大的提升，能

够综合不同类型的教学数据，分析出造成学生学习

困难的原因，并借助数据的支持改进教学行为和方

式。同时，教师的数据态度和意识也得到了强化。

该项目从三个方面评价教师能力提升效果：１）教师
团队研讨活动形成的报告；２）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数
据的知识和能力；３）教师对待数据的态度和意识。
评价结果显示，很多学生的数学、科学等科目成绩显

著提升，学习积极性和效率明显改善。

从该案例可以看出，在帮助教师提升数据素养

能力的过程中，培训者应该教会他们了解数据系统

的各项功能，理解和使用有效数据改进教学方式，根

据具体情境解释数据，并倡导同行保持合作交流。

同时，组织者也有长期的规划，引导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持续使用数据，并逐渐将这一习惯扩展到整个机

构，形成使用数据的文化氛围。此外，教师发展使用

数据能力需要与自身掌握的学科专业知识及教学经

验相结合。

（二）荷兰的“数据团队”项目

荷兰教育部门奉行教育自主化，各地区的学校

可以自由制定教学主题和教材、设计评估方案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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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策略。“数据团队（ＤａｔａＴｅａｍ）”项目是荷兰教育
部支持的旨在通过团队合作，指导教师使用数据教

学的实践项目。该项目基于知识管理中著名的 ＳＥ
ＣＩ（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模型，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换的
角度设计了培训方案（Ｈｕｂ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ＳＥＣＩ
模型指出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四个阶

段：潜移默化、外部明示、汇总组合和内部升华，并且

螺旋上升（百度百科，２０１６）。基于该模型，教师数
据素养的培训被设计成螺旋式的拓展过程。

该项目持续两年，参与者包括１０所学校的教师
和负责人。教师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实践循环迭代的

教学探究，每个团队配有教练辅导。研究者根据参

与者的教育背景和问题关注点优化分组，避免参与

者由于背景差异产生意见分歧。培训过程围绕确定

问题、形成假设、数据收集、数据质量检验、数据分

析、解释并得出结论、实施改进措施和教学评估等八

项环节展开（见图３）。在合作探究活动中，参与者
通过研讨会，利用头脑风暴等方法对教学过程进行

分析和讨论。讨论主题包括分析数据结果、发现教

学中的问题、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对结果作出合理

化的假设等。同时，组织者根据ＳＥＣＩ模型的四个层
次对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提升程度进行评估。

图３　数据团队的合作过程模型

　　结果表明，该项目明显提升了教师使用数据开
展教学的能力，增强了教师之间的合作和探究意识。

此次培训使教师认识到多元化数据支持教学的重要

作用，为促进基于数据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指导。从

教师专业发展角度看，数据团队项目验证了团队合

作模式在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提升活动中的可行性，

以及创建共同愿景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意义。该项目

从知识转化的角度对教师能力提升进行评估，这种

方式在目前教师职业能力发展中较为少见。ＳＥＣＩ
模型全面评估了教师使用数据能力的同时还记录能

力增长和转化的过程。鉴于教师数据素养的复杂

性，可尝试采用全面、动态的手段对此能力进行

评估。

六、总　结
“互联网＋”时代，教育信息技术迅速普及，教

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过程、教学评价开始全面数

字化，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使用大数据能够有效地解

决教学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具备数据素养的教师能

够利用教育平台上的数据分析与解读学生的学习状

态、学习偏好和认知特点，掌握学生学习进度，进而

制定出满足学生需求的教学策略，还可以针对系统

提供的信息对学习效果进行有效的评价和反馈。同

时，大数据支持的教学活动和教育管理已经成为教

育改革关注的重点。数据使用和数据分析是提高办

学质量的基础，以教师为主的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

用教学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满足他们的学习

需求。政府和学校从不同层面上构建了各种数据系

统，为教师获取和使用数据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补上教师数据素养的短板后，用数据支持教育业务

运行会更加精准和有效。因此，无论是从教师个人

的职业素养，还是学校教学水平的提高，甚至是整体

教育发展的进步，提升教师数据素养的意义十分

重大。

本研究回顾了教师数据素养研究的现状，讨论

了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教师数据素养能力要素的界

定。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比较和分析，本文构建了一

个内容全面、层次清晰的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层次模

型，并基于国外现有的教师数据素养培训项目提出

了相应的发展策略，还结合相关实践案例加以印证，

以求为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提升提供具体的策略和方

案。由于难以获得充足的一手资料，本文对教师数

据素养研究和实践的理解和分析可能存在偏差，况

·１７·

李　青，任一姝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模型及发展策略研究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且国外的有益经验也要结合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综

合考虑。因此，这种使用归纳法和层次分析的模型

构建方式也可能存在遗漏和矛盾，需要在今后的研

究和实践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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