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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大數據背景下，數據作爲一種信息資源其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個人基本

的數據分析和處理能力顯得越來越重要。在信息素養教育的基礎上，大學圖書館

面向大學生開展數據素養教育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在分析當前國外數據素養教育

的理念和具體做法的基礎上，對中國大學圖書館開展數據素養教育提出一些現實

可行的思路。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data is a kind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as th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of data is growing, essential data literacy is also 

increasingly important.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cademic 

libraries carrying out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s increasingly 

spontaneous nowadays. Learning the experience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from some 

countries, some suitable content and practical models of literacy education can be 

presented for Chinese academ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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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 

進入信息時代，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日益普及，人們獲取信息更加便利，大

學圖書館在提供信息獲取帄臺與渠道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突出，面對大量的網絡信

息資源，大學生的信息檢索和分析利用等能力顯得重要，許多大學圖書館以開設

“信息檢索與利用”課程的方式開展教育。在信息時代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的大

學圖書館信息檢索課程內容經歷著從文獻檢索利用到網絡信息檢索利用，再到信

息素養教育的變化。 

在大數據背景下，數據作爲一種信息資源其作用和影響力越來越大，數據驅

動創新，個人生活到社會管理都需要依靠數據進行决策，個人基本的數據分析和

處理能力顯得越來越重要，數據素養不再只是專業數據分析人員的必備素質，也

應成爲大學生學習與生存的基本素養，目前在開展信息素養教育的基礎上，大學

圖書館面向大學生開展數據素養教育的探索和實踐是有現實意義的。 

數據素養是大數據背景下信息素養教育不可回避的內容，大學圖書館在信息

素養教育中有意識地引入數據素養內容，鼓勵學生參與和實踐與數據有關的活

動，讓大學生有機會理解數據潜在價值，把握數據對今天和未來産生的影響，賦

予了信息檢索課新的教學理念，是信息素養教育順應時代變化的表現。不可否

認，數據素養教育對圖書館來說是一個新領域，不僅是跨學科而且也是跨越傳統

高校圖書館組織結構的[注i
]，開展數據素養教育對大學圖書館專業人員本身也是

巨大挑戰。 

貳、數據素養的含義 

在大數據背景下研究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是近幾年的事情，但與數據

有關的素養研究一直都在進行，研究資料顯示一些“素養”與數據素養有著較爲

密切關係，主要是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數據信息素養（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科學數據素養（Science data literacy）、統計素養（Statistical literacy）

和研究數據素養（Research data literacy）等。希爾德（Milo Schield）[注ii]在 2004

年分析幾種素養的關係時指出，信息評價是信息素養、統計素養和數據素養的基

本元素，三者存在內在聯繫，不具備統計素養就難以提升信息素養或數據素養。

美國研究與大學圖書館委員會在 2008 年制定人類學和社會學學生的信息素養

標準時給出了統計素養的標準，包括選擇調查方法、識別原始信息的價值、可以

爲研究調查找到合適的資源、正確評估信息幷合理使用等內容[注iii]。施奈德（René 

Schneider）[注iv]
 認爲研究數據素養（Research data literacy）就是由“Research 

data”和“Information literacy”兩詞合成而來。還有學者提出其他一些素養或技

能也與數據素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諸如：量化素養（Quantitative literacy）、

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學術素養（Academic literacy）、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評價素養（Assessment literacy）和多媒體素養（Transliteracy）等。 



關于什麽是數據素養學界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少文章開展論述和探討。美國

的秦健（Qin Jian）[注v]强調數據素養是對科學數據的理解、利用和管理等能力。

匈牙利學者科爾泰（Tibor Koltay）[注vi]認爲數據素養是關于獲取研究數據、幷

能進行批判式的評價和利用的能力與技能，幷對與數據素養與其他素養的關係進

行論述。迪赫爾（Erica Deahl）[注vii]認爲信息素養是對定量和定性數據的理解、

發現、收集、闡釋、可視化和爲觀點作爲佐證的能力。卡爾森（Jacob Carlson）

认为大学图书馆员是担当数据信息素养教育的合适人群，并提出數據素養的定義

不僅要從數據使用者的角度考慮，也要從數據生産者的角度去思考，包括一些更

深層的能力：發現和采集數據；數據管理；數據轉換和互通性；質量保證；元數

據；數據管理和重複利用；數據保存；數據分析；數據可視化；使用倫理（包括

數據的引用）等各方面的能力[注viii]。 

中國大陸學者任俊霞在研究大学信息素养教育体系创新时提出，在大数据时

代，信息素养教育不再局限于科普教育范畴，而应向专业技能教育范畴延伸和拓

展，有关数据的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应成为素养教育拓展方向[注ix
]孟祥保認爲

“科學數據素養（Science data literacy）”包括三個層次：具有“數據”意識，

能够認識到數據是一種資源；具備數據基本知識與技能，熟悉數據生命周期與科

學研究生命周期，在特定專業領域內具有查找、管理、利用與共享數據的能力，

瞭解相關數據管理政策法規、數據倫理等知識；在大數據時代，能够利用數據資

源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與解决問題[注x]。金兼斌從新聞記者的角度出發，認爲數

據素養該包括數據意識、數據獲取能力、分析和理解數據的能力、運用數據進行

决策的能力、批判和反思精神等五個方面[注xi]。朱玉奴[注xii
]認爲在倡導科研數

據共享大背景下，數據素質教育將更加强調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知識和技能，比起

傳統的基于文獻屬性的信息素質教育來講，內容更加綜合和複雜。 

筆者認爲，數據素養可以歸納爲是針對數據方面的關于普通公衆的基本能

力、學者的研究素質，專業人員的分析技能三種層次。綜合起來，筆者比較認可

的定義是：數據素養是一種將數據作爲信息從而進行讀取，創造和交流的能力，

幷能够通過各種方法正式地給以描述。數據素養側重于從數據中構建知識的能

力，以及傳遞其中含義的能力[注xiii]。 

叁、美國開展數據素養教育研究和實踐分析 

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有近 170 所大學開展了與大數據相關的專業教育，其中

約 150 所大學開設了碩士研究生以上的學位課程。2012 年以來，美國大數據分

析專業教育開始興起，有超過 60 所大學開設了大數據相關專業，在歐洲有 30

多所大學，其中英國占了近一半有 13 所，中國大陸境內有 3 所大學[注xiv]。在專

業數據分析教育興起的同時，爲了加强理工大學生的數據分析基本能力，美國雪

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教授秦健（Qin Jian）在 2007 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

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資助，開展爲期兩年（2008-2009 年）提



升本科生科學數據素養（Science Data Literacy Project），課程名稱爲“科學數據

管理（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這是具有標志性的開展數據素養教育的

研究與實踐，由該校的信息研究學院團隊承擔，面向理工科的本科和研究生開

展，通過課前課後的調查評估，對理工科教師關于數據管理的認識、數據素養教

育課程的效果，以及學生關于數據的態度和認識的變化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得出

的重要結論是：科學數據素養需要在不同的場景提供不同層次的培訓，需要主動

變化去適應各個專業的學科背景、術語和工作流程，科學數據素養教育在本科生

階段的目標就是：爲未來在科技領域培養在數據管理和利用方面具有扎實的理解

能力和相關技能的從業人員[注xv]。詹姆斯·麦迪逊大学（James Madison 

University）的亚斯明（Shorish Yasmeen）明确提出，研究型大学本科学生应该

具备数据信息素养，这不仅是在学期间的关键能力，也是将来职业的需要，因此，

如果旨在塑造一批更加博学和富有创造力的公民，应该想办法让所有的大学生充

分接触有效分析和使用数据的技能[注xvi]。 

目前的資料顯示，在歐美有超過 20 多所大學圖書館在開展數據素養教育，

大概以三種模式開展教育，主要通過 Libguides 建立科學數據管理資源導航提供

數據服務；科學數據素養通識教育；學科專題數據素養教育等模式進行[注xvii]。

儘管國內外討論的數據素養關注點多是在高等教育領域內，但也不少學者將數據

素養定義爲面向公衆，美國正在進行的對青少年開展數據素養教育的理念和實

踐，對我們在大學圖書館開展數據素養教育是值得借鑒的。 

2014 年 6 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者迪赫爾（Erica Deahl）從社會和文化的

角度闡釋了她對數據素養的理解，她提出在大數背景下，應該關注和提高青年人

的數據素養，因爲“素養”代表的是更廣泛的知識和技能，遠遠超越了其最初的

讀和寫的定義，數據素養能支持民主、參與和激發公民權力，讓學習者可以獲得

解决社區問題的實用技能，從而使他們能够更好的理解、分析和參與複雜的社會

和政治問題；數據素養還能爲知識經濟、競爭力和選擇能力提供支持，爲學習者

在數據科學的新興領域提供實用技巧；數據素養能幫助終身學習、文化表達和個

人價值的實現，使學習者能够追求創造性的使用數據。因此，開發年輕人的數據

素養能力的最好的方法幷不是直接傳授數據相關的技能，而是讓他們直接面對實

際的案例，因爲數據素養的目標是幫助個人學會通過數據來闡釋社會中的現象，

應該遵循基于案例去學習、針對問題去進行，和結合文化背景因素這三個原則。

在受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帅兒園實驗室（MIT’s Lifelong Kindergarten Lab）曾

開展的一項名爲“Scratch”的青少年計算機科學學習項目的啓發後，迪赫爾借鑒

該項目“降低參與的壁壘和支持廣泛的個人表達”的理念，鼓勵廣大青少年和教

育者參與，依靠社區或社團的參與來維護項目持續性。在美國有兩個專門針對青

少年數據素養教育的項目成爲關注和研究實例，一個是 2014 年在校外的非正式

學習環境中開展的項目，名爲“青少年形象重塑計劃之編程節（Young Rewired 

State’s Festival of Code）”[注xviii]，這是一個針對 18 歲以下青少年的全球性組織，



利用免費開放的數據，讓青少年進行網站、手機應用和解决方案等數字製作，通

過開發基本的數據素質，激發青少年的自信與創新能力；另一個是 2013 年在紐

約公立中學開展的項目，名爲“數字城市（City Digits）[注xix]之本地彩票（Local 

Lotto）調查”項目，數字城市項目是由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紐約城市大

學（CUNY's Brooklyn College）與麻省理工學院城市數據設計實驗室（MIT's Civic 

Data Design Lab）合作，項目安排學生采訪彩票購買和銷售雙方人員，獲取各商

店的銷售量、購買習慣和社區居民態度等定性和定量數據，利用地理空間技術完

成圖表收集和數據分析，得出了低收入社區的人們花更多的彩票等調查結論，通

過調查瞭解民彩票的運作方式，有證據就有力量發出聲音，學生有經驗更明智地

從事公共討論的話題。項目旨在開發和試點綜合課程及網上工具資源，基于數據

調查和展現現實存在問題爲手段，以激勵克服學生對數學的厭惡感。經過觀察研

究，迪赫爾（Erica Deahl）提出了針對青少年的數據素養能力開發的三種模式：

與數據互動的技術教育、校外數據素養項目和數據素養進入課堂戰略，成爲指導

研究人員、教育者和參訓人員在未來的數據素養教育中改進方針。最新的結果

是，從 2014 年 11 月起，紐約的多所公立中學將在課堂上引入“數字城市之本地

彩票調查”項目，通過大量學生的參與來提升青少年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技能[注
xx]。 

2014 年 11 月，紐約丹頓大道小學（Denton Avenue School in New Hyde Park, 

NY.）開始給十歲的學生開發基礎的數據素養能力，主持這項工作的教師帕裏西

（Parisi）利用圖瓦實驗室（Tuva Labs）提供的數據開展教學，例如：利用政府

的數據，分析男女性別工資差异産生的原因。與此同時，莫裏小學(Maury 

Elementary School)的教師福特（Vanessa Ford）組織學生觀察記錄日照時間、溫

度變化與食物腐爛的關係，通過對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理解幷實現可視化，改變

了學生對數學的畏難情緒。圖瓦實驗室收集紐約地區的真實數據幷提供圖表分析

結果導出給使用者，大約有 55 個國家的 2800 所學校免費使用該實驗室提供的數

據，福特還考慮將學生收集完成的數據上傳到圖瓦實驗室供大家使用[注xxi
]。 

以上幾個案例雖然是美國關于青少年數據素養教育的研究和實踐，但筆者覺

得其教育理念值得我們在大學生中推行。首先，要重視大學生的最基本的數據素

養開發，以基礎教育爲主導而展開的數據素養教育，不僅能爲學生的學習研究提

供幫助，還能提升學習興趣和自信，培養參與和判斷社會事務的能力。其次，大

學圖書館要開展數據素養教育是在信息素養教育的基礎上開展，簡單且容易的內

容和教育模式是圖書館專業人員可能實現的，通過在信息素養中掌握的各中信息

資源和檢索工具，能够從中發現數據、收集數據、分析和展現數據，完成一個數

據消費者的基本素養能力培養是第一步，進而的數據生産能力培養是大學圖書館

努力的下一個目標。由此看來，我們有需要啓動大學生數據素養教育的實踐，研

究合適的教學內容和模式。 

 



肆、大學圖書館開展數據素養教育的內容與模式分析 

一、大學生需要什麽樣的數據素養 

筆者認爲，對于大學生來說數據素養應該分爲兩個層面來理解。一個是通識

教育層面的，相當于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一種延續和擴展，解决日

常生活和工作中常見問題的基本數據素養，即：對數據的敏感性；數據的收集能

力；數據的分析、處理能力；利用數據進行决策的能力；對數據的批判性思維。

傳統觀點認爲數字或統計數據是信息，强調理解數據其中的意味，包括如何適當

地閱讀圖形和圖表，從數據中找出正確的結論，發現數據被誤導或不適當地應用

[注xxii]。由美國開放知識基金（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與網絡大學聯合開

辦的數據學校（School of Data），明確專門爲社區、記者和市民提供數據素養訓

練，他們的“數據基礎”課程涵蓋了六個主題：數據是什麽；找到數據；排序和

過濾數據；分析數據；製作數據可視化和講述數據的含義[注xxiii]。在圖書館的參

與下，2014 年普杜大學（Purdue University）面向理工本科生中開展數據信息素

養基礎教育，培養學生識別數據來源和信息質量，基于數據使用者的角度，開設

兩個課程來培訓學生評估數據對象，以及互聯網上的數據庫和數據[注xxiv
]。另一

個是專業學科領域層面，相當于科學研究素養的提高和升華，解决專業學習和科

研中的專門數據素養。更深入的觀點認爲數據素養是一項綜合能力，以數據爲佐

證列明和回答問題；用恬當的數、工具和表述展現想法；從數據中闡明信息；開

發和評價基于數據的推斷和解釋；幷使用數據來解决實際問題，幷能溝通解决方

案”[注xxv]。具體到學科專業，對科學數據素養能力的要求更爲具體和更具有

專指性，如財經專業專門開設計量經濟學、統計學課程，强調數據分析和建模能

力；管理學社會學需要數據的收集和統計分析能力；生物信息學則强調以計算機

爲工具對生物信息和數據進行儲存、檢索和分析的能力；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

院的碩士學位教育中還專門設立“數據新聞”方向（The specialization in data 

journalism）[注xxvi]，“開放知識基金”還開辦了有“數據新聞記者手册（Data 

Journalism Handbook）”網站。 

二、中國大陸大學圖書館開展大學生數據素養教育的內容與模式初探 

筆者一直在從事“信息檢索與利用”教學，內容以檢索技能、學術資源利

用、搜索引擎和畢業論文寫作爲主，采用授課與上機實踐結合的模式，共計 16

個學時。在不斷改進教學內容的過程中，筆者在思考如何在信息素養教育中溶入

數據素養內容作爲突破的方向，通過查閱國外文獻，特別是與其他大學同行的交

流後，有些想法希望能與大家討論。 

在大數據背景下大學圖書館開展數據素養教育可以先從通識教育層面開

始，應從學生工作和生存基本技能的角度出發，結合信息素養教育去定義數據素

的內容，起到一個暫時沒有專業學科數據素養教育的過渡作用，即培養學生發

現、操作、管理和解釋數據的基本能力，不僅限于數字形式，而且能通過文本和



圖像的形式來闡釋[注xxvii]，相當于數據意識培養的範疇。 

（一）、需要真正實現“信息檢索與利用”教育向信息素養教育轉變，這包

括教學內容和教學理念上的轉變。有個比喻很恰當，如果需要一群男人造船，不

用教他們如何伐木造船，只要告訴他們大海的美麗就可以了。我們不能過于强調

檢索理論和技術的講授，而是要通過各種與學生學習與生活有關案例來激勵學生

找到解决需求的辦法。這就要求教師要準備周全的案例，又能激發興趣又能模仿

學習，如果能結合學生的專業背景嵌入數據方面的內容是比較合適的時機，這對

教師個人能力是一種考驗。以考研相關信息檢索爲案例，不能限于考研信息網站

的介紹，可以通過“如何瞭解一個導師的研究情况”爲例進行分析，例如：搜索

引擎可以檢索到導師的公開信息和學術言論，中國的期刊論文庫可以瞭解其在國

內發文、學術會議、指導學生的項目研究等情况，用 SCI 和 EI 可以知道其在國

內外發文的情况，還可以綜合瞭解被引文的次數；通過知識産權局瞭解其專利申

請情况等等。目的是讓學生通過案例學會如何獲取個人的相關信息，從數據中獲

得有用的信息，從信息中分析得出數據。從某種意義上還可引深爲讓學生充分認

識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在網絡上隱私面臨的新挑戰，關注企業的可能分布在網絡

上的商業數據，成爲就業的决策依據。 

（二）、在信息素養基礎上開展數據素養教育的實踐，對教師個人能力是個

考驗，更需要教學團隊開展教學內容的研究與合作。信息素養可以代表很廣泛的

知識和技能，需要與圖書館專業人員的背景知識和研究專長結合，每個人關注領

域不同，有的擅長各種學術資源查找，有的關注搜索引擎發展，有的鑽研統計分

析軟件，也有的對調查數據分析有興趣。事實上，由幾位教師組團共同完成各自

擅長領域的信息素養教育已經有大學圖書館在嘗試。例如：北京大學開展的“一

小時講座”內容就涉及“數據素養與統計數據資源介紹”，爲大學圖書館開展數

據素養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內容和模式的參考，講座分爲三個單元，內容主要是：

以實際案例爲學生展示如何正確解讀數據和統計分析結果、如何進行數據清理、

怎樣開展數據分析、如何科學地管理數據等內容；經濟統計類信息（例如：宏觀

及微觀經濟數據、經濟研究報告、金融數據、公司財務信息等）介紹，幷舉例講

解全球金融與企業資信分析數據庫（BvD）、世界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中經網等數據庫的具體使用方法；分門別類地對網絡上的開

放獲取統計資源進行介紹，包括：世界主要國家和經濟組織等官方網站的資源、

學術團體、研究機構提供的統計資源、民間權威調查機構發布的統計數據以及利

用搜索引擎查找統計資源的技巧等。目的是通過培訓能善用數據做分析，能够讀

懂各種統計、瞭解數據的價值，獲得專業研究需要的數據[注xxviii]。 

（三）、數據素養要重視數據的采集和處理能力培養，有助提高對數據的判

斷能力。數據才具有說服力，例如：日常的旅游出行購物的價格只是數字，需要

比較分析各種價格後的數據才能幫助做出判斷。掌握一些基本的數據采集和處理

方法，瞭解數據出處和定義，能意識到數據判斷能力不足可能帶來的危害。目前



針對學習研究，穀歌和百度都有提供功能基于大數據的統計分析功能，許多現成

的專業網站和檢索工具可以有統計分析功能，例如：我們可以從中國知網（CNKI）

的“指數”檢索功能中獲得某個關鍵詞的關注度；從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帄臺的

“知識脉絡分析”分析知識點、領域的研究趨勢及熱點變遷，這都是系統基于大

數據分析統計後提供的結果。除了介紹網站現成一些統計分析工具外，我們還可

以設計適當的數據調查項目，訓練學生數據獲取能力，讓他們有機會可以參與社

會話題的討論。 

伍、結論 

大學圖書館開展數據素養教育要關注數據分析專業教育的發展和變化，也需

要一個數據開放的環境配合，數據素養教育需要建立在數據公開和用戶體驗基礎

上，如果沒有數據公開就缺乏研究素材，如果數據帄臺使用有困難就會産生障

礙，如果帄臺不是公帄地對待不同團體那麽就不會産生跨組織的應用，如果沒有

在普通人與數據科學家間建立無縫的橋梁與算法，那麽數據驅動優化就不可能實

現。目前，在信息素養教育基礎上，如何開展數據素養教育，又做到有別于其他

素養教育，體現大數據時代數據素養的特徵，需要我們一段時間的實踐才能找到

答案。圖書館專業人員要從事數據素養教育需要進行培訓和引導，但是我們仍然

缺乏專門的數據素養研究和教育的網站和資源，在大數據背景下大學圖書館開展

數據素養教育需要持續關注國外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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