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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other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ighl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big data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demand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technology,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improving education's targeting is carried out. Hidden rules are 
found in education big data.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stage is interpret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algorithm and the visualization stage of results. Taking the typical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and classification decision tree metho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ffective way to use the advantage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targeting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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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高校思想教育、就业指导等工作的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是教育发展所需，

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离不开教育大数据的科学运用。以需求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为基础，

提升教育的靶向性方面的实践探索，从教育大数据中寻找隐藏的规律，从数据挖掘算法的应

用、结果的可视化呈现阶段,诠释分析每个阶段的重要意义。以典型的关联规则挖掘和分类决

策树方法为例，提出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的优势，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靶向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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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

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1]。我们已经迎来了大数据融入日常生活的特殊时代，高校教

育工作者要主动迎接挑战，顺应量化研究的新崛起，树立大数据思维的理念，多学科、多样

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探索教育数据的预测功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

针对性。数据挖掘就是从数据中寻找有价值的规律，通过数学算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辅助

决策。但是，大数据的数据量往往很大，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必须要通过改进算法、改革处

理方案的框架等角度提高适用性。目前结合大数据的数据计算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以

宏观研究居多，如梁剑宏提出的以大数据思维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立论，而以数学和计

算机学科开展的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有待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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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大数据的核心运用需求分析 

大数据最核心的应用在于预测。在高校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比如各个高校使

用的教务管理系统，记载了每名学生在校期间的选课、成绩等信息；学生工作部门使用的学

生信息管理系统，记载学生的自然情况信息、奖惩信息、诚信记录、各类社会活动等数据；

智慧校园建设使用的校园一卡通记载了学生在校园的消费情况、宿舍及图书馆等门禁系统记

录、使用一卡通所产生的一切活动记录；财务系统包括了学生缴费记录；图书借阅系统记录

了图书借阅记录；就业管理信息系统记录了学生的生源地、就业单位等数据；科研部门的科

研管理系统记录了学生参与科研情况的所有记录。此外，高校还有一些部门自行使用的一些

管理信息系统，以上各个系统产生的大量历史数据往往容易被遗忘和闲置，再次利用的概率

较低。高校如果重视并利用好这些数据，将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数据，对于辅助决策大有裨益。 

2.1. “靶向性”与“精细化”区别 

近几年，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学界提出了精细化的概念，从管理学以及统计意义上讲，这

与我们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靶向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着重强调的是个体行为，是一种教

育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和价值追求，基于对受教育对象的精准认知，强调的是“精”与“细”

比如针对某个个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而靶向性指的是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找出数据之中隐藏的规律和趋势，基于各种教育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数据，强调的是不同

层次和分类的对象运行趋势进行预测，核心在于预测。从而为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

向、方法指明方向。 

2.2. 教育大数据的核心运用 

教育靶向性的核心是在教育过程中提高目标群体教育接受的针对性。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

离不开教育大数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开展靶向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迎来了更多的挑

战。大数据的核心在于预测。可以理解成大数据是场景是问题，而数据挖掘是手段。大数据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改革带来的将是传统思维的颠覆、教育靶向性的标的准确性的提升

[2]。除了在线学习，大数据可以用在学生服务等方面，将对教师教学、校园治理、教育决策、

就业管理、学生成长等方方面面带来很大影响。会驱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变革，使精

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靶向性成为可能。 

3. 以数据挖掘视角提升教育靶向性的实现方案 

将大数据技术的优势融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靶向性中去，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运用

数据挖掘技术，涉及到对数学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灵活运用。在实际运用中，教育数据挖掘

向着可视化、行为预测等方向发展。尤其是实现预测，在教育接受的运行机理内融合发挥作

用，在教育接受的各个阶段深入融合发挥作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传统优势和大数据有

机融合，分析利弊，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工作。从确定教育大数据挖掘对象开始，数据

挖掘过程还要经历教育大数据的准备、数据的各种数学预处理、挖掘算法的选用、结果的可

视化呈现、预测与决策这几个阶段,整个过程可能需要重复多次[3]。如图 1 所示。与一般的

数据挖掘相比，教育数据挖掘具有多学科、人本化、多语义等特点。从工作流程来看，是基

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发现知识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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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育大数据的数据挖掘 

3.1. 以教育大数据为基础 

随着网络化、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热词的诞生，揭示了数字化智能时代的发展规律。伴随着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现代化、信息化成为了时代必需，数字化校园、智能校园、云平

台建设成为各个高校进行校园建设的必由之路。如何有效整合之前孤立运行的单个管理信息

系统是目前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瓶颈，比如教务管理系统、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校园一卡通、

图书借阅系统、学生收费系统、科研管理系统等分散运行的数据，此外，一些职能部门还有

很多独立运行辅助决策的数据库，这些都促使了教育数据的高速增长，面对日益庞大的历史

教育大数据，多数被闲置和抛弃，并没有二次利用。如果我们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从学校的

各个管理信息系统中保留的历史数据中提取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关联的数据信息，实现对历史

数据的二次利用，用以改善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靶向性，无疑是将原始的教育数据转变成有

用知识的过程。 

3.2. 选择适合的数据挖掘方案 

数据挖掘的目标是采用与预测用途紧密相关的数据对象，选用科学适用的挖掘算法,从数据集

中找出可能最初未知但最终可理解的知识,并可视化表达出来。因此,算法的选用在数据挖掘

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目前，在众多数据挖掘算法中，经过分析比较，适用于教育大数

据处理的算法有两个，一是关联规则挖掘算法，二是建立决策分类树。两种方法各有特点和

不足，在不同的应用方向上要科学应用。 

3.2.1 关联规则挖掘 

关联规则的挖掘是找到多个事件之间具有某种层面上的依赖性或者相关性，用于预测未来的

行为模式。关联规则挖掘在众多的关联规则中找寻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上的关联关系。目前

在诸多算法中，主要围绕 Agrawal 提出的 Apriori 算法展开的，它是基于支持度—置信度框

架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目前的关联规则挖掘通常釆用支持度-置信度-兴趣度模型。首先支

持度作为阀值对教育数据源搜索，对结果进行剪枝等清洗处理，Apriori 算法使用逐层搜索

的迭代方法,逐次扫描搜索更小的项集,直到不能找到更小的频繁项集，其核心方法是基于频

集理论的递推方法[3]。目前也有了一些改进算法以减少扫描数据量，减少了候选项集的产生，

降低了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关联规则的发现是数据挖掘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它

的应用也早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淘宝、京东商场等网络购物商城中，根据用户的浏

览行为推荐个性化商品就是典型例子。在教育大数据领域，采用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可用于

发现教育大数据中不同属性之间的关联规则,通过这些规则预测未来的行为模式,比如学籍地

域、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对就业地点的影响，多运用于大学生就业指导。 

3.2.2 分类决策树方法 

决策树方法是数据挖掘的核心技术算法之一。它的基本思想是采用信息论中的信息增益作为

决策属性分类判别能力的度量,进行决策节点属性的选择。通过将对象数据进行分类和清洗，

找出与决策相关的的信息。常用于预测模型和辅助决策系统[4]。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是由

Quinlan 研制的 ID3 决策树生成算法，它是基于奥卡姆剃刀原理的，即用尽量用较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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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更多的事。决策树提供了一种展示类似在 If-then 这类规则的方法（即什么条件下会得到

什么值）。所谓决策树是一个树结构，既可以是二叉树也可以是非二叉树,每一个非叶节点对

应一个非类别属性,每个分支代表属性值的可能值,决策树上的的每个叶节点存放一个类别。

决策的过程就是从根到达叶子节点的路径，叶子节点存放的类别作为决策的结果[5]。 

属性选择度量是构造决策树的关键性内容，是一种选择分裂准则，ID3 算法使用的就是基于

信息增益 Gain 的选择属性方法。期望信息越小，信息增益就越大，纯度就越高。通过计算每

个属性的信息增益,选择分裂后信息增益最大的属性作为当前节点的分支属性进行分裂。采用

自顶向下的贪婪搜索遍历可能的决策空间。依此改进的 C4.5 算法采用相同的基本工作流，但

采用了比信息增益更好的信息增益率 GainRatio 作为属性选择的度量标准[6]。 

决策树模型只需扫描几次数据库即可建立，更适用大量数据的处理。ID3 决策树算法的每个

分支都对应一个易于理解的分类规则，分类速度较快,准确率较高。但也存在着不足：虽然实

际数据的属性值多为连续值。比如成绩分数，但是算法最初假定为离散值，忽略差异性；对

错误数据即噪声较为敏感；需多次扫描； C4.5 算法针对其不足进行了改进。用信息增益率来

选择属性,克服了用信息增益选择属性时偏向选择取值多的属性的不足；在决策树构造过程中

剪枝以提高抗噪声能力[5]；能够处理非离散和不完整的数据。产生的规则更易于可视化理解。

但是无论 ID3 还是 C4.5，都存在训练集达到内存驻留极限值时程序无法运行的缺点。 

3.2.3 选择合适的挖掘算法，注意互相结合。 

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设计，可以考虑不同的数据挖掘算法，将数据挖掘技术的优势运用到思

想教育工作中去。通过学校近几年的全样本数据，采用 Apriori 关联规则挖掘、基于 C4.5 算

法建立决策分类树，挖掘出思想教育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规律。甚至可以考虑通过将两种

数据挖掘算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基于关联规则的决策树算法。发挥运用数据分析和数据挖

掘技术实现大数据核心的预测功能，在思想教育的各个阶段深入融合发挥作用，以科学的方

法论指导实践工作。运用 SQL Server 等工具辅助决策；因此，在选择数据挖掘算法为思想政

治教育靶向性服务的时候，首先从实际的工作需求出发，比如进行问题群体关注、大学生就

业指导、学风建设等等。结合需求分析的要求，考量能够获取的历史数据资源量，尽可能多

的将关联数据库纳入处理范围，综合考虑适用于哪种数据挖掘算法；其次，在数据的清洗过

程中，要明晰主次，抓大放小；最后，尽可能综合多种技术和算法及客观环境的影响因素，

调整影响决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尽可能得出全面和更具说服力的结果。 

3.3. 核心挑战在于结果的可视化呈现 

通过以上数据的准备、分析以及演算，目的要为思想政治教育靶向性服务，因此，数据挖掘

最后结果的运用是要达到可视化要求，这是所有技术手段为实际工作服务的基本要求，也是

信息处理系统的基本技术要求[7]。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挖掘算法，比如关联规则或者分类决策

树方法，把大量的抽象结果数据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把握规律既要抓大放小，也不能忽略数

据分析中的潜在因素。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教育全过程，这个过程中

需要数据分析作为依据和支撑，对于高校的决策者来说，关注的是政策以及制度的实效性，

而对于数据处理的技术细节是参与数据处理以及分析环节的管理技术人员的任务，对于任何

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处理程序，最终形成的一定是便于管理者参与和体验的交互手段，这个手

段就决定了我们进行数据挖掘的结果要具备可视化。具有友好的 UI 设计效果。所以，可视化

呈现可以理解为，为决策者提供易于理解和使用的表现形式。一般体现为管理信息系统的分

析决策系统模块，或者通过单次的数据挖掘运算形成的，包含数据分析过程的辅助决策建议

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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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以往教育靶向性大多缺乏大数据分析的支撑，以经验主义和小规模数据分析居多，大规模发

散和碎片化数据难以科学梳理，通过与传统方法的结合，尊崇教育规律。一方面尊重个人隐

私，树立数据隐私的处理风险意识，依法依规加强数据的安全保护。另一方面强调数据的模

糊性，而不强调个体数据的分析。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提供教育问题早期预测系统、可控

教育系统、可视的可量化的新手段，改变教育接受的效果，优化教育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

历史数据潜在的价值，优化育人环境，完善管理体制，占领思想教育、就业指导等大数据阵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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