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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挖掘和运用教育数据背后的信息从而达到优化教学的目标是未来教师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
从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解读开始,形成了包含五个构成要素的高校教师数据素养,并
从教师、学校和国家三个层面提出了发展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路径。以期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高校教师
的数据素养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 大数据；高校教师；数据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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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data literac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Hui Chen, Shuhong Gong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mine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behind the educational data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optimizing teaching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future teacher development.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notation interpretation of data literac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forms the data literac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at contains five compon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developing data literac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country.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literac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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