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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大数据分析》课程教学中，学生对学习大数据基础理论及相关算法存在的问题，分析出学生在这门课程

中出现了场景分析能力弱，数据获取和整合能力弱以及算法选取和分析结果评估能力弱等问题，对场景式教学＋认知模

型的《大数据分析》课程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大数据分析》课程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对场景的引入、设

计、参与和重塑这四个方面的教学形式实践，学生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得到了提高。并分析了这种模式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教学效果进行了简要展示，学生对本教学模式表示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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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students' problems in learning basic theories of big data and related algorithms during the teaching 

of "Big Data Analysis", it is analyzed that students have weak scene analysis ability, weak data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ability, weak algorithm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ability of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explores the course 

model of "Big Data Analysis" based on scenario-based teaching and cognitive model,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it.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big data analysis has been improved thr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introducing, designing, 

participating and reshaping scenes.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are analyzed,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briefly demonstrated. Students recognize this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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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

化的数据被大量产生，人们被随之而来的大数据所裹

挟，如何在合理的时间内管理，处理并整理好大数据

所带来的价值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国和欧美等

国的知名大学都开设了《大数据分析》课程来培养这

方面的人才，希望能满足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求。但

经过教学发现，学生们学习大数据基础理论及相关算

法时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场景分析能力弱，数据获取

和整合能力弱以及算法选取和分析结果评估能力弱。

通过分析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教学反

思，发现问题的核心是目前流行的教学基本围绕着大

数据基本理论以及核心算法开展教学，缺乏相应场景

介绍及关联。而大数据分析课程的核心与场景紧密相

关，并且大数据分析的场景众多，本质上是场景+数据

+分析+评估的模式，且最终如何有针对性地应用认知

模型对学生进行评价也是十分重要的议题。因此我们

认为目前的大数据分析课程在“教”与“学”这两方

面都有改进的必要，从而对场景式教学＋认知模型的

《大数据分析》课程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广东省高等学校重点领域专项

（2021ZDZX3021）、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学科课程建设与教学工程项目（UICR0400052-21CTL）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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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 

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多为“老师讲”＋“学生听”，

场景式教学打破这一教学固有模式，不仅能够提高课

堂吸引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我国多个高校的不同学院或专业也相继出现了采用场

景式教学对本专业课程进行创新改革的举动，如东南

大学成贤学院计算机工程系对《计算机网络》课程进

行了生活场景式教学模式探索
[1]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

交通学院进行了场景式教学模式在交通工程心理学中

的改革探索
[2]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对沉浸式场景教学

模式在居住区景观规划与设计课程进行了探索
[3]
，中

国人民大学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专业对面向档案学创

新人才培养的跨专业场景式实验教学进行了改革探索
[4]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研究了“场景式”教学

法在城乡规划专业外语教学中的运用
[5]
，第三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内科诊断学教研室对场景式ＣＢＬ教学模

式在内科诊断学临床教学的应用进行了探析
[6]
。在本

文所提出的新型《大数据分析》课程模式中，认知模

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场景式教学过程中构建认知

模型是为了创造学习构架，为学生自主学习或未来研

究提供相对稳定的、科学的操作路径或思维脉络，这

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所在。 

3 《大数据分析》课程现状 

3.1  课程起源 

据美国互联网中心指出，互联网中的数据每年增

长50%，每两年便将翻一番，而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

数据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这样的数据产生量表明大

数据的时代已然来临，数据逐渐变成了一种资产，如

何在合理的时间内管理，处理并整理好大数据所带来

的价值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大数据分析》这门课

程也应运而生。 

3.2  教学特点 

《大数据分析》这门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为出发点，注重实践操作，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

学生在学习大数据基本理论以及核心算法的过程中培

养大数据分析的能力。现行的教学模式还是以传统教

学为主，即老师在教学大纲及考试范围的为主的固定

框架下教授大数据基本理论及核心算法，学生则主要

在课堂上听讲及在实验室做相应知识点的实验。但这

种教学模式会使得学生起初只会根据教师教授的知识

点进行记忆，缺乏对知识点应用能力的锻炼，不能较

好地与现实场景接轨。学生们大多出现了如场景分析

能力弱，数据获取和整合能力弱以及算法选取和分析

结果评估能力弱等问题。 

《大数据分析》课程不仅涉及计算机专业的知识，

还要与实际的场景相联系，否则仅仅掌握课堂上的知

识点，只能满足基本的大数据分析要求，并不能较好

地应用于实践中。在该门课程的实际应用中，预测分

析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业务需求和业务目标的理解力

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分析规则都影响着最终的数据分析

预测结果。如对大数据的分析预测可以、帮助执法部

门锁定高风险犯罪发生地点，对交通数据的分析可以

预测交通流量从而对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打下基础。

传统的《大数据分析》课程教学模式侧重于对基本理

论和核心算法的教授，对实际场景的应用及训练投入

较少，不能较好地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且传统

教学模式偏向于死板单一，对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有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3.3  不足之处 

传统的《大数据分析》课程的教学方法未能很好

得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创新性，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学生的求知欲和独立思考能力。不足之处主

要体现在教材更新不够及时、教学内容不够与时俱进

以及实践教学方法存在弊端这三方面。我们应该改变

学习方式,将学生置于课堂的主要地位，教师则较多地

承担辅助及引导的职责，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3.4  与场景式教学及认知模型的关系 

根据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我们主张必须有一个

实际的经验情境，作为思维的开始阶段。”
[7]
所以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得引入、创造或者设定一个专

属场景来激发学生的情感以及实际体验，从而更好地

帮助学生理解所教授的知识和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问题并且试图解决问题，这就是场景式教学的核

心。这与我们对于《大数据分析》课程的建议有可结

合之处。当然在场景式教学的同时，如何更有针对性

对每一位学生展开个性化教学则要考虑不同的认知模

型的优缺点进行课程设计。 

4 场景式教学＋认知模型的《大数据

分析》课程模式的探索 

日本教育学家多田孝志教授最早提出“场景式教

学”这一概念，他认为场景式教学是将学习的过程设

定为若干流程，在每一个流程中通过动态的学习活动

中引出共识，从而成为下一流程的要件。场景是可以

变化的，从而可以锻炼学生对不同场景的应对力，创

造力和想象力等，使学生在锻炼专业技能的同时发现

过程中的新的意义和乐趣，提高自主学习积极性和创

新能力
[8]
。在场景式教学中每个流程是动态，这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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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模型不谋而合。比如，认知负荷模型认为当学习

者待处理的信息较多或者内容较复杂时，学习者便进

入了超负荷状态，会阻碍学习效率的提高
[9]
。所以在场

景式教学要采取灵活的呈现方式，合理分配每个应用

场景的知识点，从而让学生更高效的学习。在场景式

教学过程中构建认知模型是为了创造学习构架，为学

生自主学习或未来研究提供相对稳定的、科学的操作

路径或思维脉络。每种认知模型可以引领不同的学习

方法或探究方法，为充分发挥其教育教学功能，需要

多维度、多视角地引导学生构建对未来学习有启发性

的认知模型
[10]

。学生通过场景式教学来学习《大数据

分析》这门课程后，教师如何应用认知模型对每位学

生进行精准与个性化评价也是本模式探索中的重要一

环。 

在新冠疫情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策略，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

传统的教学模式并不能较好得满足教学需求
[11]

，因此

课程模式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
[12]

，从而使学生的学习

进度影响降至较低范围。此外，场景式教学的主要形

式将从场景的引入、设计、参与及重塑四个方面进行

阐述。灵活多样的模式能从更多视角带给学生以启发

和思考，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解《大数据分析》这

门课程的同时，建立大数据分析思维方法，为学生进

一步深造，或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4.1 线上＋线下的模式构建 

线上模式主要是为学生提供一个能够不受时空限制的

学习平台，如近两年我国高校经常采用的超星学习通、

大学生慕课网、雨课堂和腾讯会议等多款互联网软件。

线上课程是对传统课程模式的一种补充，具有开放性

高，灵活度好，效率高以及较为自由平等的特点。
[13]

该学习平台的设计会结合《大数据分析》课程的学科

特点及目标，利用网络资源与科学技术进行开发。学

生由此能得到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更便捷的交流渠道，

也能进一步加强师生互动交流，促进教师精准引导。

线上模式的主要形式是利用游戏思维、建立场景交流

平台和推广线上课程，线下模式是对日常教学活动的

补充，主要形式是设立校外实训基地，推动“产”、

“学”、“研”发展和加强专业校外场景式实习。 

4.2 场景式教学的主要形式 

教师通过准备详实的教案，在进行《大数据分析》

课程的知识学习的教授时，进行场景设计，并组织学

生对自选场景进行调研，并互相交流，讨论分析，让

学生能够多角度发现并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与之匹配

的知识点，做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文从场景的

引入、设计、参与及重塑四个方面对场景式教学的主

要形式进行简述，如表2所示。 

（1）场景的引入 

在场景引入环节，教师通过准备详实的教案，采

用灵活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如对可视化分析的结

果展示，能够为学生直观地呈现大数据的特点，让数

据说话，让学生看到结果，激发学习《大数据分析》

课程的热情。 

表 1  线上＋线下的模式构建 

类别 主要形式 好处 

线上模式 

1.利用游戏思维 打消学生的畏难情绪 

2.建立场景交流平
台 

提供场景交流的机会，
提高学生对《大数据分
析》课程实践应用的感
受和认知 

3.推广线上课程 
制定个性化的学习策
略，合理地推进学习进
度， 

线下模式 

1.设立校外实训基
地，推动“产”、
“学”、“研”发
展 

将学校资源与地方工业
相互交流，做到经济与
科技深度融合。 

2.加强专业校外场
景式实习 

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
力，培养学生未来的职
业行为规范，做到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表 2  场景式教学的主要形式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场景的引入 
准备详实的教案，引导
学生带入 

激发学习热情 

场景的设计 设计相关场景 学习相关背景知识 

场景的参与 提供给定的场景、引导 开展考察与调研 

场景的重塑 
设定目标要求、数据范
围和信息需求等条件让
学生进行场景重塑 

多角度分析问题、
发现问题并最终解
决问题 

 

（2）场景的设计 

在大数据基本理论及核心算法教学的过程中，进

行场景设计。如对数据挖掘各种算法的教学，基于不

同的数据类型和格式，对场景进行设计，从而更科学

地呈现数据本身的特点和价值，进而对大数据进行快

速处理，满足速度要求。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大数据

分析》课程的理论核心。 

（3）场景的参与 

《大数据分析》课程同其他课程一样需要学生开

展考察与调研，学生在此过程中参与到场景中，可以

是教师给定的场景亦或是自选场景。调研方法应趋于

灵活且多样化，如资料收集或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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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景的重塑 

教师可通过设定目标要求、数据范围和信息需求

等条件选定合适的场景让学生来对场景进行重塑，进

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力和灵活运用能力，在这个

过程中，也能较好地锻炼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发现

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通过对场景的引入、设计、参与和重塑这四个方

面的教学形式实践，学生将会提高以下六大具体能力：

数据采集能力、数据清洗能力、大数据分析工具的操

作能力，数据挖掘及建模分析能力、大数据可视化能

力以及对数据的决策分析应用能力。教师通过对场景

的引入与设计，可以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本次教学活动

中。例如对《大数据分析》课程中极为重要的数据挖

掘这一章节的教学实践中，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如表3所示。 

表 3  数据挖掘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 

数

据

挖

掘 

1．概念 1.1起源 场景的引入 

1.2定义 场景的引入 

2．任务 

2.1数据总结 场景的引入、设计、参与 

2.2分类 场景的引入、设计、参与 

2.3关联分析 场景的引入、设计、参与 

2.4聚类 场景的引入、设计、参与 

3．流程 

3.1业务理解 场景的参与 

3.2数据理解 场景的参与 

3.3数据准备 场景的参与 

3.4建立模型 场景的参与 

3.5结果评价 场景的参与 

4．常用

方法 

4.1决策树 场景的参与、重塑 

4.2遗传算法 场景的参与、重塑 

4.3神经网络 场景的参与、重塑 

4.4关联规则 场景的参与、重塑 

4.5粗糙集 场景的参与、重塑 

4.6判别分析 场景的参与、重塑 

4.3 认知模型评价指标 

学生通过场景式教学来学习《大数据分析》这门

课程后，教师如何应用认知模型对每位学生进行精准

与个性化评价也是本模式探索中的重要一环。 

（1）评价原则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不是为了区分和选拔，

而是为了之后更好的发展已经对学习情况的检测，所

以评价的功能也应该加入价值激励、鼓励和反馈等功

能。合理的评价标准指标应该满足以下原则：客观性，

全面性和主体性。其中客观性强调教师应减少主观因

素，保持公平和理性，全面性指评价应从多方面考察，

主体性指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应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2）评价类型 

根据学习评价在教学过程中开展的不同时间和发

挥的不同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等人把学习评价

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三大类，

即“前测”，“过程性评价”和“后测”
[14]

。诊断性评

价是在开始教学之前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测评，意

在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案。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进行学

习过程中的动态评价，意在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而调整、改进教学方案。总结性评价是对学生最终

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和判断，从而提出反馈，总

结经验教训。 

（3）传统评价方法 

在传统的教学实践中，老师一般采用的评价方法

多为总分法和加权平均法，以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

行综合评价
[15]

。但是传统的评价方法的目的多为选择

优秀学生，且评价内容和标准忽视了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其他因素，尚有更为合理且多样的评价方法等待相

关人员来研究。 

（4）结合认知模型的评价方法 

① Rasch 认知模型 

在项目反应理论的基础上，丹麦统计学家和数学

家乔治·拉希提出了一个潜在特质模型——Rasch 模

型，它通过所出题目的作答水平来测量学生成绩中不

可直接观察的潜在变量，如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认

知水平、态度和兴趣等。本《大数据分析》课程可以

参考 Rasch 认知模型的优点加以利用。Rasch 模型有

如下三种特征，如表4所示。 

表 4  Rasch认知模型特征[16] 

序号 特征 解释 

1 
个体与题目共

用同一标尺 

通过 Rasch 模型的计算，个体

能力与题目难度将转换为同一测

量单位，从而能够直接比较题目

难度与个体能力之间的关系。 

2 
分析结果具有

线性特征 

通过分析不同学生之间的分数差

距，便可对其知识掌握水平差异

进行预测 

3 参数分离 

通过 Rasch 模型计算出的题目

难度分布和学生能力分布之间相

互独立，互不影响。 

 

② 利用认知模型发掘学习者的认知策略，从而精

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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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学习场景和情境下，学生的不同认知水

平和认知风格都将映射出不同的认知模型，通过对认

知模型数据的整合，有利于全面和较完善地评价学生

对《大数据分析》课程的学习情况。 

③ 认知模型具体评价指标 

布鲁姆的教育认知理论指出，情感领域目标也是

其中一环
[17]

，所谓情感领域目标即学生对特定现象或

特定刺激所表现出的主动意愿性，学生对学习内容价

值的接受程度和兴趣的高低。因此本文还考虑到了更

多能够反应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对学习资源

利用率等指标进行评价。结合上述评价类型和评价原

则，认知模型具体评价指标有识记能力、理解能力、

应用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这六方

面内容综合起来能较为科学地对学生进行评价。 

5 场景式教学＋认知模型模式需关注

的问题 

5.1  教学实践的重要性 

本模式的关键在于相关场景的搭建以及带入感的

强弱，因此学生是否有实践基础、自主学习的能力和

相关专业的知识储备很重要。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最

终能做到触类旁通，学以致用。 

5.2  教学时间的合理分配 

该模式涉及到多个流程且内容较为复杂，学生需

要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时间的分配

上应该精确合理以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5.3  课程思政的融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

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

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18]

。在《大数据

分析》这门课程中，应积极考虑如何有效融入课程思

政。 

《大数据分析》是以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统计学

等学科为基础的理工类课程，笔者认为课程思政的主

要渗透点为应用场景。这与本模式的《大数据分析》

课程的教学研究目标一致，同向而行。将课程思政在

应用场景中引入，有助于同学们了解国情，关注国家

大事，使得学习与热爱祖国有密切的交集。例如，可

以在大数据导论课程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通过回顾

中国历史发展的起起落落，通过介绍几次工业革命，

让同学们了解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背后的技术视角。

激励同学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即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变革中，以更好的态度迎

接挑战，做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大学生。这种融合能够

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提升学习动力。 

此外在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大致可分为如下三

点：一是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并解决问题。

如在设计《大数据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时，课程理

论方面紧扣国家时事和经济政策，核心算法方面紧靠

最新科技热点。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过

程中引导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从而达到对知识的

灵活运用。三是实践出真知。在教学环节，教师不能

一味灌输填鸭，需让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来总结技术知

理论，验证所学知识。本文所提出的场景式教学＋认

知模型的《大数据分析》课程模式与此目标一致，相

向而行。 

6  教学效果 

学生是教学效果的最佳评判人，所以我们对参与

本次教学活动的学生开展了教学效果问卷调查，结果

表明在教学内容接受程度、学习兴趣、知识掌握能力、

满意度和成就感这五方面都有较好的反响，如图 1 所

示。 

 
图 1  教学效果统计图 

 

 
图 2  学生留言 

在教学活动结束后，我们对学生参与的课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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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留言进行了部分节选，如图二所示，由此可见学

生对本教学模式表示了认可。 

7 结束语 

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

据分析》课程应运而生，相应的大数据分析师也在市

场上供不应求，对本门课程的场景式教学＋认知模型

模式的探索能够更好地优化教学方法，使得本课程更

具实际效用，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模式能够将理论与实践联系得更加紧密，从而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本文对场

景式教学＋认知模型的《大数据分析》课程模式的探

索尚处于初级阶段，下一步将会对该模式进行更为具

体且深入的设计和实践，应用到《大数据分析》课程

的教学中去。当然要想做到对每位学生个性化，精准

化教学及评价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去不断完善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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