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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习分析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掀起了

教育信息化的新浪潮（吴永和等，２０１３）。国际新媒
体联盟（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地
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将学习分析技术列为远期

或近期发展目标，并将其视为促进学习的关键技术。

人们将学习分析理解为对学习者及其所在情境产生

的数据进行测量、搜集、分析和报告，以便理解和优

化他们的学习及所处环境（牟智佳等，２０１６）。学习
分析在教育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使人们对学习发生

和发展的认知更加明晰和透彻，对学习的监控和预

警更加直观和便捷，为不同风格、不同认知水平的学

习者提供精准服务和个性化学习支持。

为促进学习分析的创新与发展，学习分析研究

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简称
ＳｏＬＡＲ）自２０１１年开始举办学习分析与知识国际会
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简称ＬＡＫ），迄今已举办六届，为教师、教
育管理者、研究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搭建研究和

交流的平台。２０１６年的会议信息见表一。本研究
即对此次会议进行综述，以帮助国内同行了解学习

分析研究前沿。

ＬＡＫ１６首次和美国计算机学会以及２０１６规模
化学习会议合作。会议主题是“通过聚合各研究群

体的基础、应用和效用来增强影响”。会议强调通

过多学科的汇聚、交叉、联结、协同来促进学习分析

研究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利用网络技术、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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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２０１６学习分析与知识国际会议信息

会议相关信息 主旨发言人 发言主题

时间：２０１６．４．２５－２０１６．４．２９
地点：英国爱丁堡市爱丁堡大学
主题：通过聚合各研究群体的基础、应用和效用来增强

影响
会议网址：ｈｔｔｐ：／／ｌａｋ１６．ｓｏｌ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希尔德布兰特
（Ｍｉｒｅｉｌｌｅ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 像机器一样学习，人类与机器的交融

基斯纳（ＰａｕｌＡ．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 学习分析：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米斯李维（ＲｏｂｅｒｔＪ．Ｍｉｓｌｅｖｙ） 从心理测量的前沿脱颖而出

能、伦理与道德等研究为其提供解决问题的新视角、

新思路，从而突破发展的瓶颈。

会议的三个主旨发言强调运用理性和辩证的观

点看待事物发展，强调学科之间相互交融和促进，从

不同层面阐述了对学习分析的理解。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希尔德布兰特教授关注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深远

意义，解释了学习分析的使用如何有助于人类的学

习过程，为学习分析语境中涉及数据保护的法律争

论提供了清晰的思路。荷兰开放大学教授基斯纳认

为不应该盲目赞扬与推崇学习分析，应该辩证地看

待它的双面效应。学习分析许诺人们所期望达到的

教育未来图景（例如自适应和个性化教学），但在许

多方面也带来潜在危害。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统

计和测量主席米斯李维认为将心理测量的认知和数

据处理分析方法应用于学习分析，可以使其从容面

对挑战和困难，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二、研究现状

　　本次会议共收录会议论文６２篇，其中长论文
３６篇，短论文２６篇。通过对会议专题和论文的研
究分析，本文将研究热点总结并归类为四个方面

（见图１）：模型与方法、技术与工具、实践与应用、伦
理与道德。其中，模型与方法提供学习分析的方法

和思路，指引学习分析的发展进程；技术与工具是不

可或缺的具体手段，它的进步助力了学习分析的开

展；实践与应用是学习分析的目标，它能检验技术与

工具有效性并对模型与方法形成反馈从而促进其调

整和优化。这三个模块相互支撑并形成迭代循环，

都处于“伦理与道德”的约束之下，因为学习本身就

是社会性活动，在关注学习进程的同时离不开对社

会的人文关怀，以及遵守一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

规范。

（一）学习分析的模型与方法

１．学习分析模型
学习分析模型是对学习分析过程和元素的抽象

图１　论文分类关系图

和概括。会议主要关注了四种学习分析模型，本文

对这些模型进行了总结和比较（见表二），并对与会

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阐释。

第一，贝叶斯知识追踪模型可以帮助指导智

能导师系统的构建，为研究人员跟踪、了解学生学

习提供参考。如何改进这一模型并应用于实践是

本届会议关注的问题。大卫等人（Ｄａｖｉｄ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对贝叶斯知识追踪模型进行优化后提出一
种新的排序问题算法，以提升学生绩效和参与度。

刘然等人（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构建了一个知识组件
跟踪模型，对引起常见错误和误解的潜在因素建

模，并应用于分数算术案例中模拟误解强度的演

变，评估每增加一个误解如何改善整个模型对数

据的适应性。贝叶斯知识跟踪模型能对了解学生

的知识掌握程度提供帮助，虽然它早在１９９５年就
被引入智能教育领域（王卓等，２０１５），鉴于其复杂
性，国内相关研究少有涉及。

第二，预测模型对了解学习者的未来学习走向、

提供决策支持和干预具有重要作用。帕尔多等

（Ｐａｒｄ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提出的学习预测模型，可用于预
测学生的考试成绩并进行分类，提供了具体的行动

支持和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

反馈和教师干预的有效支持。布朗等人（Ｂｒｏｗ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收集了５６６名学生第一年通识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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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学习分析的模型类型

模型类型名称 模型基础 实现功能

贝叶斯知识追踪模型 学习者的知识掌握程度 解释、推断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预测模型 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与技能 预测未来走向，实现教学预警和干预，提供决策支持

学习满意度模型 学习满意度的影响因子分析
了解对学习资源、学习环境等内容的满意度，从而对其
优化、调整和改进

学习行为模型
学习者的操作行为、认知行为和问题解决行
为（马志强等，２０１６）

通过行为特征的提取和聚类，了解其知识建构的过程，
对学习者进行人物画像

中与学业成绩相关的数据并进行分析，预测学生在

预警系统中的潜在分类，以及学习成绩的提高和下

降，从而实现对学生个性化反馈和教师干预的有效

支持。帕尔多斯等人（Ｐａｒｄ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则从优
化模型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模型的学习属性

和预测精度将随着先验知识的个性化而提高，并通

过调查验证了控制个人先验知识可以减轻自我选择

的偏差。虽然预测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出优势，但

预测精度和可信度仍有待考量，预测结果仅供参考。

第三，在学习满意度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学者对

其实证调查较多，而建立相应的学习满意度模型进

行量化研究较少。凯万等人（Ｋｅｖ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提
出了慕课满意度模型，将学生满意类型分为四方面：

内容满意度、社交满意度、非正式学习满意度和正式

学习满意度，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影响因子进

行测量。瑞尼提斯等人（Ｒｉｅｎｔｉ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则强
调学习设计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模型中将学习模块

和学生的满意度及表现相联系，以研究混合学习环

境中学习设计在预测和理解学生表现方面的重

要性。

第四，学习者的行为差异深刻影响学习成效，因

而有必要构建合适的学习行为模型进行相应研究。

帕帕米特西乌（Ｐａｐａｍｉｔｓｉ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基于学习行
为数据轨迹的分析了解和识别这些差异，进而对学

生进行精确分类并预测其表现。希克斯等（Ｈｉｃｋ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基于“量子光谱”在线学习系统的学习错
误，建立了相应行为模型用以分析时间数据和退出

率，从而评估学习和学习环境设计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上学习分析模型均有各自的侧重点和聚焦问

题，充分利用各类模型的优势可以针对性地解决学

习分析的具体问题。此外学习分析模型还包括学习

动机模型、学习投入度模型、学习情感模型以及针对

学习分析整体过程的模型等，如西门斯（ＧｅｏｒｇｅＳｉｅ

ｍｅｎｓ）提出的学习分析过程模型等。学习过程的复
杂性和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学习模型的种类纷

繁多样，后续研究可探索建立统一的、通用的模型与

方法，简化学习分析的步骤和过程，这是学习分析需

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２．学习分析方法
学习分析方法为学习分析的开展指引了方向，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

首先，以评估促改进的方法。该路径从评估的

视角进行反思，促进学习设施和环境的调整，从而有

效支持教学。奥斯特罗等人（Ｏｓｔｒｏ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认
为学习基础设施的评估有利于促进学生、研究人员、

学习平台及其内容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推动学习

平台的改进和促进个性化学习。其次，数据驱动方

法。该方法已经应用于智能导师系统，旨在提高学

生的学习成绩并预测学生的学习方式。莫斯塔法等

人（Ｍｏｓｔａｆａｖ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结合数据驱动的反馈和问
题选择方法，开发了数据驱动能力分析器，并应用于

交互学习系统。最后，综合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麦克费深等人（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结合现
实主义的社会学教育理论和实践调查结果，从学习

者对数据需求的视角检视学习分析，提出了一个支

持和遵循知识建构原则和学科差异的分析框架。该

框架可以提供并使用课程、教学法和学科实践的相

关数据以支持学习分析。

（二）学习分析的技术与工具

技术与工具是学习分析的核心，其创新应用可

以为学习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扫除障碍，进而为学习

分析的深度发展提供支持。

１．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内容、功能、特征等进行

分析，可以表征学习者的行为、认知和情感。陈业等

人（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应用机器学习语言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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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ｏｏｌｋｉｔ）通过主题建
模的方式对学生的反思日记进行探索，并依据主题

的相关性和字数等指标对反思日记进行自动评估和

分级，从而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提供帮助。克罗斯

利等人（Ｃｒｏｓｓ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将点击流数据（Ｃｌｉｃｋ
ｓｔｒｅａｍＤａｔａ）和自然语言处理相结合，针对学生网上
论坛至少５０字的发言、ＭＯＯＣ视频的浏览和下载以
及作业的撰写等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精准预测７８％
的学生是否完成 ＭＯＯＣ，从而对学习预警和相应管
理提供帮助。科瓦诺威克等人（Ｋ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借鉴自动衔接测量工具（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ＭｅｔｒｉｃＴｏｏｌ）和语言查询和字数统计（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
ｑｕｉｒｙａｎｄＷｏｒｄＣｏｕｎｔ）的特性，开发了一项随机森林
分类算法，探索对学生在线讨论记录进行自动化内

容分析。

目前话语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对论坛留言、反思

性写作、在线讨论的记录等文本进行挖掘和分析，而

直接以人类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话语分析还有一

定难度。语音识别技术的完善，例如科大讯飞提供

的语音云服务，能以较高的识别率迅速识别人的自

然语言并将其转换成文本，可以突破学习分析发展

的又一阻碍。

２．可视化分析
可视化分析可以对抽象的学习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并通过图表等形式将结果简洁、直观地呈现给学

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从而简化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分

析工作，使其直接运用分析结果进行自我反思、教学

干预和决策。肖等人（Ｈｓ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研究和设
计了一个创新的语义可视化学习分析系统———教育

分析（Ｅｄ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这一系统嵌入了智能概念索
引支持，通过将概念集与考试问题相关联，自动处理

纸质考试中的语义构成，从而为教师提供即时反馈。

坦等人（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通过学习仪表盘呈现学生
阅读成绩、学习倾向、关键素养能力和课堂社交学习

网络的定位，从而洞察学习分析的潜力、矛盾和前进

路径。这种学习状态及结果的实时呈现，增强了学

习者和教师对学习的直观了解，成为他们反思和决

策的重要依据。

可视化分析直观表征数据背后的隐藏含义及相

互联系，突显了学习分析的智能化和个性化。如何

依据对学习者追踪记录的数据流实时更新仪表盘的

图形化呈现，达成从浅层信息显示（学习频率、时

长）到深层数据挖掘（习惯、兴趣、情绪），进而实现

不同主体的个性化显示和支持是可视化研究未来的

重要内容。

３．视觉追踪
学习数据的收集通常依赖学习者的交互操作，

而视觉跟踪技术拓展了数据收集的方式，且在学习

者无意识情况下收集的数据会更真实客观。目前，

视觉追踪的量化过程用得最多的是时间指标（如注

视时间），其次是量值指标（如注视点个数），最后是

空间指标（如注视位置）（郑玉玮等，２０１６）。夏尔马
等人（Ｓ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开展了 ＭＯＯＣ环境下的
注视学习分析，发现视觉感知干预对学习者注意力

产生积极的影响。“追身”表明学习者成功跟随老

师的程度，他们设计一种叠加在视频上的工具来提

高“追身”，并且当“追身”低于平均值时进行预警，

从而提高学生对老师的注视程度和学习效益。本尼

迪克特等人（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通过视觉跟踪技
术监测６０名毕业班学生在线学习时的眼睛注视情
况，区分和识别其认知活动和学术潜能，从而明确在

线学习环境中如何使用教学设计刺激高阶认知活

动。视觉追踪通过学习者的生理行为数据分析其学

习活动过程，这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等领域，

在学习分析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

在软件和平台的应用方面，卡卡拉斯等人（Ｋａｒｋａｌａ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通过“反思性设计者分析平台 ”案例，开
发能够增强设计师（作者）和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

技术和资源，从而为提高学习者的创造性思维和在

线电子阅读效果提供帮助。欧斯特等人（Ｏｓｔ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使用学习分析准备工具调查了２４家机构
和５６０名调查对象，通过分析发现文化、数据管理技
术、数据分析技术、通讯与策略应用、训练等因素明

显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准备和反思过程。

（三）学习分析的实践与应用

学习分析实践与应用分为基于学习者、教师、学

习方式和学习系统四个方面。

１．基于学习者的实践与应用
基于学习者的实践与应用主要关注学习社交网

络、学习情感与态度。

１）学习社交网络
学习者的在线交互、协作和沟通以及网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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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组建形成了特定的学习社交网络，它如何

影响学习效果及程度如何仍不明朗。约克西莫维奇

等人（Ｊｏｋｓｉｍｏｖｉ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将描述和统计方法相
结合并运用于ＭＯＯＣ案例，探讨了社会网络向心性
措施（程度、紧密性和中介性）和课程学习结果之间

的联系。朱梦晓等人（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运用指数随
机图模型把来自ＭＯＯＣ平台的用户参与、绩效和社
交联系数据结合起来分析发现，基于论坛交互建立

的社交网络相对松散且缺乏预期的紧密度，拥有较

高绩效的个人更倾向在社交网络中进行互动，社交

联系、绩效和参与度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变弱。

此外，社交网络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加强定量研究

以了解社交网络的作用机理；构建优质的社交网络

环境，以促进学习资源的聚合；改善社交网络的监

管，实现对群体行为的良性引导和规范。

２）学习情感与态度
学习情感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复杂情

绪体验，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进而对

学习具有促进或抑制作用。如何分类、量化和呈现学

生的学习情感是学习分析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格

文美尔等人（Ｇｒａｗｅ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ｉｔａｌｋ２ｌｅａｒｎ”
网站为研究对象，开发了一种自适应学习环境，它能

够根据学生的情感状态提供智能支持。研究发现，不

受情感影响的学生觉得无聊和开小差的比例要显著

高于受情感影响的学生，且这两个因素都对学习效果

产生消极影响。

写作训练系统的开发用于指导学生的写作，但

是这些系统侧重于用精确的分数，忽略了影响学习

者成功的情感和态度等因素。艾利等人（Ａｌｌ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通过计算机系统搜集学生信息并建立了
情感预测模型，进而在写作会话中使用个体差异测

量、文本索引和击键分析来预测学生写作过程中的

参与度和厌倦度，从而指导写作系统的开发。

鲁伊斯等人（Ｒｕｉ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构建了包含十二
种情绪模型（Ｔｗｅｌ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ａ）以追踪
学生课堂上的情感变化，其中包含六种积极情感

（喜悦、希望、自豪、自信、激动、兴趣）和六种消极情

感（焦虑、愤怒、害羞、绝望、厌倦、挫折），并通过不

同颜色进行区分，通过人机交互实现数据收集，将个

人及小组的情感变化趋势呈现在学习仪表盘上。这

种对学习情感状态的跟踪和呈现，有利于促进学生

的自我反思和教师的教学决策和干预。如何补充传

统的自我报告或小组、教师评价获得情感数据，进而

通过面部识别、生理数据收集判断学习者的情感状

态和变化，是学习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２．基于教师的实践与应用
学习分析帮助教师了解教和学的过程，为其教

学干预和决策提供了有效支持，俨然成为教师的得

力助手。然而，面授教学中如何通过机器自动收集

和分析数据以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思考和探究成为挑

战。普列托等人（Ｐｒｉｅ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使用可穿戴传
感器，收集视觉跟踪、脑电图、加速度计、音频和视频

五方面的数据，提取１４４种特征并进行分析，从而探
索机器学习技术自动提取课堂教学行为多模态数

据，辅助教师了解学习过程、开展教学干预。苏姆等

人（Ｓｈｕ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认为教师仍然欠缺评估反思性
写作的经验，于是开发并应用一个新型的 Ｗｅｂ应用
程序开展反思性写作的自动化评价。从以上研究可

以看出，学习分析工具的应用简化了教师的工作，为

教师从不同层面客观地了解和评价学生提供了帮助。

３．基于学习方式的实践与应用
１）协作学习
协作学习是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技能，深化了学

习者的协作认知和互助情感，但由于它的复杂性使

得人们对其发生和实施的过程研究仍然不明确。与

会者从方法和生理角度对协作学习进行了探讨。库

库罗瓦等人（Ｃｕｋｕ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从实践学习活动
中收集关于协作学习过程维度和行为粒度的数据，

构建了一种基于实践学习活动的协同问题解决分析

框架。海克特等人（Ｈéｃｔ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探讨了生物
传感器在分析协作学习中的作用。他们通过生理耦

合指数的确定来探讨其对协作意识、协作学习产品

和双重学习增益的影响。这一研究从生理角度理解

协作学习的过程，呈现了学习分析的独特视角，对如

何收集和处理关乎学习过程的多模态数据提供了新

的思路。

２）ＭＯＯＣ
ＭＯＯＣ因能记录海量的在线用户行为数据而受

到追捧，针对 ＭＯＯＣ学习交互的文本挖掘、网络角
色定位及情感研究逐渐成为学习分析研究的热点。

ＭＯＯＣ讨论区中的交互内容是学习分析的主要
依据之一。怀斯等人（Ｗｉ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认为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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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讨论内容是否与课程内容充分相关，可以解

决ＭＯＯＣ平台讨论区信息过载和混乱的问题。另
一方面，什么样的讨论主题有助于 ＭＯＯＣ学习？王
旭等人（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通过研究发现社会导向
的主题比生物心理学导向的主题更能激发丰富的讨

论和学习。目前，针对 ＭＯＯＣ讨论区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学习者的行为和讨论内容，如何加入教师的监

督、引导和干预值得深入研究。

ＭＯＯＣ教学存在时空分离，导致师生和生生情
感交流障碍的产生。学生的人际关系可以提供认知

和情感支持，加强对学习情感和意识的了解能够有

效支持 ＭＯＯＣ教学的开展。浦科特等人（Ｐｏｑｕｅ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和统计网络
建模等方法，分析了 ＭＯＯＣ论坛中参与者发展社交
能力的进程和逐步加深分享的认知参与，及其对

ＭＯＯＣ学习持续性和完成率的影响。罗宾森等人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学
习预测模型从非结构化文本分析学习情感、意识和

动机，从而预测哪些学生将完成在线课程。目前，

ＭＯＯＣ中学生情感与意识研究大多基于文本分析，
因而文本挖掘及语义分析的发展将有助于学习情感

研究的推进。

４．基于学习系统的实践与应用
学习分析为教育和管理机构的建设与发展、合

理决策等提供了帮助。威尔士等人（Ｗｅｌｌ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以伦敦帝国学院学习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
对两门研究生学位在线课程的学习者交互数据进行

参与度和绩效关系的分析，以改进在线系统的管理

和课程设计。海瑞森等人（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
早期预警系统在澳大利亚大学的应用为例说明其对

财政的影响。他们通过对收集到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１６２１４名注册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一名辍学
生的平均花费４６８７美元。被早期预警系统识别的
学生保持在读的时间更久，并且这些学生能够给学

院增加约４００４美元的额外收益。学习分析可以促
进教育机构的改革和节约教学成本，这为我国学习

分析的开展提供了借鉴。我国需要平衡政府、教育

机构和企业的多方需求，共同推进学习分析的发展。

（四）学习分析的伦理与道德

库伯等人（Ｃｏｏｐ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通过比较残疾学
生和非残疾学生之间的学业完成率，辨明学习者电

子学习差异的影响因素，从而促进学习分析工具的

开发和完善，以满足残疾学生对电子学习的相关需

求。这一研究对我国通过学习分析关注弱势群体、

体现教育公平提供了启示。

同时，学习分析也带来了一系列网络安全、个人

隐私等伦理道德规范等问题。迪瑞科斯勒等人（Ｄｒ
ａｃｈｓ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明晰了学习分析相关概念，总
结了学习分析伦理和隐私的现状，提出了一份名为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的清单，即总结了“决心（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意图（Ｅｘｐｌａｉｎ）、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主体（Ｉｎ
ｖｏｌｖｅ）、认可度（Ｃｏｎｓｅｎｔ）、匿名（Ａｎｏｙｍｉｓｅ）、技术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外部合作（Ｅｘｔｅｒｎａｌ）”八方面的思考，
并详细描述了数据处理过程中具体关涉的２１个问
题。这份清单较全面地提出了关乎数据的伦理道德

分析框架，揭示了学习分析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对

可信赖的学习分析实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三、发展趋势及未来路径

（一）发展趋势

本次会议强调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从不同视

角思考和解决学习分析过程中的问题，为学习分析

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会议论文的解读，有助

于了解目前学习分析研究领域的进展、面临的挑战

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１．深化基本理论研究
学习分析的概念尚未统一，其内涵和外延不够

清晰，专家、学者对其理解也各不相同。一个研究领

域或学科要发展，理论体系必须明确，这是发展之

基、力量之源，可以指导实践与应用的开展。学习分

析虽然是在其他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已经成

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构建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和方法，夯实实践与应用基础；需要建立通用的话语

体系（郑旭东等，２０１６），规划和加强行业内的沟通
与交流。

２．统一技术标准及规范
我国许多在线学习平台和应用软件积累了海量

的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但是系统不同、

平台各异，容易形成数据孤岛。如何基于ｘＡＰＩ等技
术建立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和学习技术规范，使得

各平台和系统能够交流、联通和整合，进而为数据的

获取、筛选、挖掘、分析、呈现提供规范流程和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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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欧盟学习分析交流项目于

２０１４年已经着手学习分析标准的研究（吴永和等，
２０１４），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和研究状况制定促进我
国学习分析发展的国家标准是重要议题。

３．拓展实践与应用领域
学习分析侧重于微观研究，通常针对具体的对

象或活动、平台或系统，研究成果难以实现迁移；学

习分析的实践和应用侧重于高校，关注 Ｋ１２教育阶
段的研究较少，且没有形成成熟的学习分析模式，难

以在Ｋ１２阶段应用和推广；学习分析研究主要基于
在线学习，但是传统面授教学的学习分析显得举步

维艰。如何扩大学习分析的研究范围，建立立体智

慧学习环境，通过生理参数采集、面部识别等多种方

式自动捕获多模态数据，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数据整

合，从零散的数据节点累积成完整的行为印记（顾

小清等，２０１６），进而客观地描绘出学习者的整体画
像是后续研究的重点。因而，学习分析的实践与应

用需要扩展多维度的研究，探寻多样的解决路径，使

其面向更大的领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４．加强安全与伦理道德探讨
学习分析既要关注、服务社会，也受到社会伦理

道德规范的约束。一方面，学习分析需要加强对社

会的人文关怀，关注弱势群体并给予支持和帮扶，通

过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教育公平，从而发挥其社会影

响力，体现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安全与伦理道德

的挑战越发明显。详细的数据收集是否会给学习者

的心理带来不安？社会的功利性是否会侵犯学习分

析数据所涉及的个人隐私和档案，使得个人利益受

到侵害？数据的公开和滥用是否会让学习过程的一

点小错误被无限放大，并因为数据的跟踪和长久保

存而成为他们人生发展抹不掉的黑色印记，以至对

其发展产生影响？这些都成为人们担忧和反思的问

题。本届会议上迪瑞科斯勒等学者已开始关注伦理

框架建设的研究，并将引发更加广泛的讨论。

（二）未来路径

本次会议的召开为学习分析的创新、推广起到

了重要作用，引发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也带来了

许多启示和思考。学习分析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

挑战，未来发展依赖于多方面的协同与共进。

１．学习分析的发展依赖技术进步
学习分析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核心的新

兴研究领域。它的发展离不开数据挖掘技术、情感

计算技术、心理测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的革新

与发展。每次相关技术的发展与进步，都能扫除学

习分析进程中的一些障碍，使学习分析的技术、工具

和方法更加有效，学习者的数据收集更加完备，对学

习者的分析更加全面和客观，数据驱动的学习和评

估更加切实，从而改善信息化环境下的教与学，解决

教育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为教育提供精准服务，让个

性化教学成为现实。

同时，我们要辩证看待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

双面效应，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Ｖｉｋｔｏｒ
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４）所说，与大数据同行具有
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对潜在后果和概率性结果的

预测有加大教育不平等的可能。如何破解大数据等

新技术的迷失和困境，是影响未来学习分析发展的

重要问题。

２．学习分析的发展依赖多学科协同
学习分析依赖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经

济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融合与互通。本

次会议多强调通过学科协同增强学习分析的应用和

影响，主旨发言人米斯·李维也提到将心理测量方

法应用到学习分析中，利用学科协同消除发展的阻

碍。学科之间的协同不仅是共享学科成果，更是深

层次的互通与支持，它们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互

促进和共同发展。虽然学科之间的协同必然会经历

质疑、冲突、协商、互通、汇聚、共享、融合等过程，且

这一过程也许并不一帆风顺，但是唯有多学科的协

同才能为学习分析提供创新视角和动力、创新技术

与工具、创新应用与实践；唯有协同才能实现学科之

间的有机联系，发挥整体性优势进而产生“１＋１＞
２”的效果。学科的多元和交叉是学习分析的趋势，
也将成为学习分析研究的常态。

总之，本次会议的召开为构建多学科的合作与

交流、促进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共同迎接学习分析的

机遇和挑战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目前，针对学习分

析模型、学习系统和工具应用的研究依然是学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学习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呈现、学习者

生理数据的收集与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数据安

全与伦理道德虽然已经引起重视，但还未形成统一

的标准和规范；学习分析所带来的双面效应还没有

形成普遍的共识，如何避免学习分析产生的不良影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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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值得深入研究。因而，学习分析的发展进程还存

在许多问题与阻碍，其未来发展需要依赖大数据等

技术的进步以及多学科的交叉与协同，才能更好地

指导其实践创新应用，从容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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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

ＡＣＭ：３９８４０７．

［３５］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２０１４）．与大

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８９９１．

［３６］Ｗｅｌｌｓ，Ｍ．，Ｗｏｌｌｅｎｓｃｈｌａｅｇｅｒ，Ａ．，＆Ｌｅｆｅｖｒｅ，Ｄ．（２０１６）．Ａｎａ

ｌｙｓｉｎｇ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ｏｕｒ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ＡＣＭ：２３６２４０．

［３７］Ｗｉｓｅ，Ａ．，Ｃｕｉ，Ｙ．，＆Ｖｙｔａｓｅｋ，Ｊ．（２０１６）．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ｏｒｄｅｒｔｏ

ｃｈａｏｓｉｎＭＯＯＣ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ｕｍ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ｒｅａ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ＡＣＭ：１８８１９７．

［３８］吴永和，曹盼，邢万里，马晓玲（２０１４）．学习分析技术的发

展和挑战———第四届学习分析与知识国际会议评析［Ｊ］．开放教育

研究，（１２）：７２８０．

［３９］郑旭东，杨九民（２０１６）．学习分析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创

新应用：进展、挑战与出路［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２７．

［４０］郑玉玮，王亚兰，崔磊（２０１６）．眼动追踪技术在多媒体学

习中的应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相关研究的综述［Ｊ］．电化教育研究，

（４）：６８７６．

［４１］Ｚｈｕ，Ｍ．，Ｂｅｒｇｎｅｒ，Ｙ．，Ｚｈａｎｇ，Ｙ．，Ｂａｋｅｒ，Ｒ．，Ｗａｎｇ，Ｙ．，＆

Ｐａｑｕｅｔｔｅ，Ｌ．（２０１６）．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ＭＯＯＣ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ｕｓｉｎｇ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ｇｒａｐｈｍｏｄｅｌｓ

［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ＡＣＭ：２２３２３０．

（编辑：李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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