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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big data era, network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infiltrated in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work.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in the face of online open teaching resources, the role of teachers is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eachers should follow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big data, use dat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modern teaching mode, and realize The Times demand of data-driven teaching practice. In this regard,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Times, update their inherent concepts, and use data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ir big data literacy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teaching work.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core quality of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core quality of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carry out targeted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data process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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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技术已逐步渗入到高职教育教学工作中来。在大数据背景下，面对线上开放教学

资源，教师角色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教师应顺应大数据发展趋势，利用数据信息技术促进现代化教学模式，实现数

据驱动教学实践的时代诉求。在此之下，高职院校教师应顺应时代潮流，更新固有观念，运用数据技术提升自身大数

据素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工作。本文从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内涵出发提出新时代教师核心素养基本要求，从而进行

针对性培养，提升自身专业知识技能及数据处理技能。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大数据，高职院校，核心素养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规定》

中强调：要“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的高级技工学校、技

师学院的培训基地作用，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

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其目标就是要

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

才。这就要求与之匹配的高职教师队伍应是一支兼有过硬

的理论基础又有实践能力，同时也应具有正确的理想信念

和高尚的品德，从而指导一线教学、教育工作。 



8 李真：大数据下高职院校教师核心素养的形成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技术已

开始慢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数据思维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工作方式。[5]信息技术已深入到教育

教学中来，影响着教育的模式及评价方式。在大数据背

景下，面对线上开放教学资源，教师角色受到前所未有

的挑战，教师应顺应大数据发展趋势，利用数据信息技

术促进现代化教学模式，实现数据驱动教学实践的时代

诉求。在此之下，高职院校教师应顺应时代潮流，更新

固有观念，运用数据技术提升自身素养从而更好地服务

于教学。[1] 

2．．．．高职教师高职教师高职教师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内涵内涵内涵内涵 

高职院校教师的素质是制约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高

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设、培育高职教师的核心素

养是一切教育工作的核心。[7] 

高职教师的核心素养是指作为高职教师在教书育人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包括师德、师风、专业技

能、创新意识及能力，是高职教师内在的规范和要求，影

响后天整体素养的形成和专业发展。大数据时代下，高职

院校教师在拓宽自身专业素养的前提下，信息素养及创新

意识是推动教师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与道德素养、人文

素养共同构成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整体内容。[3] 

3．．．．大数据下高职教师面临的职业挑战大数据下高职教师面临的职业挑战大数据下高职教师面临的职业挑战大数据下高职教师面临的职业挑战 

3.1．．．．传统教学方式已被信息化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方式已被信息化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方式已被信息化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方式已被信息化教学模式取代 

大数据环境下，传统课堂面授已不能满足现代教学模

式。传统教学方式已被信息化教学模式所取代。教师在授

课环节中由主导变为辅助、引导，学生在听课中由以往的

被动接收变为主动获取；学生通过教师的辅助、引导主动

搜集信息、资料，形成知识构建主体，从而加深对新知识

的认识、理解，形成自己的观点及思维模式；教师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通过设定教学情境从中引导学生进行信息发

掘、问题探究、小组讨论、意义建构把学生推向学习的主

体地位；新媒体也由教师讲解的演示工具转变为学生主动

学习、探究问题的助手，帮助学生进行信息搜集、资料查

询。 

3.2．．．．传统教学评价已被多元化教学评价理念传统教学评价已被多元化教学评价理念传统教学评价已被多元化教学评价理念传统教学评价已被多元化教学评价理念取代取代取代取代 

传统教学评价指针对特定的教学目标，在某一理论的

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方法手段，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

估，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然后运用这个结论去分析教育

教学的现状，进而提出治疗改进的措施。评价结果是相对

合理的。但这种固化的评价方式具有片面性，已不适用于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下多元化教学评价，运用信息手段，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多维度进行线上、线下教学测评，

使结论更具合理性，评价结果能够多维度反映教学现象更

趋于真实。 

 

3.3．．．．海归教师大批海归教师大批海归教师大批海归教师大批涌入加速涌入加速涌入加速涌入加速本土本土本土本土教师淘汰率教师淘汰率教师淘汰率教师淘汰率 

随着80后、90后大批归国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加入高职

教师队伍，加剧了本土教师的职业竞争。海归教师以国际

化的视角、多元化的教学理念及多渠道的信息获取能力，

充分整合中国教育教学资源，以最新的理念及开阔的思路

带给学生不一样的“国际化”课堂，从而在专业技能及信息

获取上遥遥领先于本土教师。本土教师固化的思维模式和

教学方式适应不了90后的课堂需求，从而加速了教师职业

淘汰率。 

3.4．．．．知识更迭使终身教育成为高职教师发展必然知识更迭使终身教育成为高职教师发展必然知识更迭使终身教育成为高职教师发展必然知识更迭使终身教育成为高职教师发展必然 

“终身教育”理念是当今教育领域传播最广、影响最大

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潮。终身教育为个人提供一生有组织

的学习机会，使其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全面提高个人素

养，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种教育理念。该理念打破

了传统的一次性教育定终身的观念,认为教育不能只限于

人生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而应贯穿人的整个一生。因

此，对于高职教师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应不断提升自身道

德修养；在学习中应不断提高应用大数据进行搜集、检索

信息的能力；在工作中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持续地接受继

续教育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人才需求。 

4．．．．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下下下下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形成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形成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形成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形成 

4.1．．．．提升搜集提升搜集提升搜集提升搜集数据信息的数据信息的数据信息的数据信息的意识与意识与意识与意识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高职院校教师大数据素养的形成，首先要强化教师对

于数据资源搜集、获取及使用意识。数据意识是衡量教师

“大数据素养”的标准之一。[12]具体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

环节中，能否利用相关专业数据信息整合教育教学资源，

从而引导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数据意识。

[4]包括如何认识和辨别专业教育教学数据，以及如何评定

教育数据对教学产生的相关价值、如何运用于教学实践等。

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立的密西根大数据研究所研究发现，教

师的教育数据意识与教师对大数据的转化能力是呈正比

关系的，即:当教师的教育数据意识越强，也就意味着教

师掌握数据的能力越强。从而加强教师大数据意识，提升

信息甄别处理能力势在必行。 

4.2．．．．利用大数据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利用大数据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利用大数据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利用大数据提升自身专业水平 

深厚、广博的专业知识是高职教师立足之本。信息化

时代，利用大数据甄别、汲取相关专业知识不断更新教学

内容，从而强化自身专业水平。[8] 

首先，教师应具备搜集、甄别、学习网络资源的能力。

网络教学资源的获取可以使教师的知识储备得到更新，不

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还可以使教师随时了解学术

前沿动态，紧跟学术发展的脚步。其次，鼓励教师参加国

际间师资培训。[11]各级各类培训活动不仅能开阔眼界、

更新知识，而且还能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学

习。[5]在大数据时代，培训学习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教

师可通过专家在线讲座、线上互动学习等模式进行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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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使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得到提升，更好地服务于教

学。[13] 

4.3．．．．大数据思维融入传统教学模式中大数据思维融入传统教学模式中大数据思维融入传统教学模式中大数据思维融入传统教学模式中 

教师大数据素养中的核心是构建大数据思维。培养教

师大数据思维，使教师运用线上（云平台）做数据统计分

析，进行学生各类数据获取、分析、甄别，使教育教学问

题更易凸显，能够及时、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从而扩充传统教学模式，使教学更有针对性。[9]从大数据

教育方法的模式上来看，不同地区根据经济增速不同，数

据教育方法模式也各有不同，在实践教学进程中要注意以

现实刚性需求为导向，分区域、分时段对数据教育方法进

行相应改革。[6] 

4.4．．．．行政部门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教师激励行政部门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教师激励行政部门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教师激励行政部门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教师激励 

学校行政部门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教师激励，具体从

三个方面进行：其一，通过主管部门牵头（教务处、教学

部）出台和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引导各方主体机构互联、

互动，通过数据平台共享教师资料，并做出科学决策使激

励政策落到实处。[2]其二，运用大数据平台（云平台）汇

聚的各类教学资源，通过数据传输，使教学资料在各系部、

各专业间流动、共享，从而提升同专业教师备课效率，相

互间及时进行探讨、沟通、交流，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其

三，各系部及行政部门在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基

于大数据平台进行教师个人量化评估，能够准确把握教师

的个人动态发展情况，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掌握教师的主

观需求及个性化发展诉求，正确引导教师个体全面发展，

提升教师管理水平。 

5．．．．结结结结论论论论 

面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社会教育变革，高职院校教师

应不畏困难，直面挑战，转变陈旧思想观念及固化思维模

式，利用网络数据平台进行知识更新，不断学习国内外专

业新理论、新观点，提升自身信息识别、汲取的能力，不

断优化信息素养以及专业知识水平，探索适应个人发展及

终身教育学习的网络途径，从而更好地运用于教育、教学

工作。[10]学校行政部门及各职能部门也应利用数据平台

推动高职教师激励管理体制。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建设

适应本校的教师信息数据库，全面掌握教师信息，针对性

解决教师在教学、培训、管理过程中的各类难题，实现全

程可控式、动态化的跟踪管理。[2]通过大数据激励进而优

化教师队伍，提升本校教师整体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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