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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袁教研有必要向个性化尧精准化转型遥依托各种智能技术对教师画像袁成

了破解精准教研难题的创新途径遥 然而袁目前精准教研视域下的教师画像研究袁在国内尚属空白遥 文章从教研数据采

集尧分类及其有效关联等角度阐释了数据驱动的教师画像的实施可行性曰同时袁剖析了教师画像的实现流程袁包括教

研数据预处理尧教师画像模型建构尧教师个体标签体系建立和教师画像质量评估四大环节袁从而提供了清晰的框架指

引遥文章最后提出教师画像的四大应用场景袁涵盖教师尧决策者尧教研服务提供方和学生等利益者视角遥该研究从精准

教研视域下教师画像的实现必要性尧实施可行性尧实现方法和应用场景作了系统论述袁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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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18年 1月袁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专门面向

教师队伍建设的国家政策文件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明确提出袁要野全面提高中

小学教师质量袁 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冶
[1]遥 教研是一种促进中小学教师发展的重要活动遥 然

而袁传统教研方式存在着服务野千人一面冶尧资源分配

失衡以及无法精准评价和反馈调适等不足袁致使教研

长期存在效能低下的现象遥 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袁是

新时代教师教研的新要求遥教师作为教研服务的主要

对象袁其特征尧需求尧偏好和行为等信息的准确判断袁

是实现精准教研的重要前提遥

2018年 8月袁教育部印发了叶关于开展人工智能

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曳[2]袁提出在试

点学校开展教师大数据行动袁野通过采集教师各方信

息袁汇聚成教师大数据袁建立教师数字画像袁以支持学

校决策袁改进教师管理袁优化教师服务冶遥 当前袁云计

算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袁

无处不在的数据构成了野互联网+冶世界的分子袁数据

的指数式增长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快速升级也让教研

迈入了野数据驱动冶的时代遥教师专业发展生涯中产生

的多模态数据能够描摹出其个体画像袁为精准教研的

多维应用提供数据支撑遥 因此袁本研究将聚焦如何通

过教研数据构建教师画像袁研究其逻辑框架和实现流

程袁以及教师画像最终如何驱动和服务精准教研遥

二尧精准教研视域下的教师画像

渊一冤教研需要精准野表征尧发现和预测冶教师的行

为特征

在教育领域袁对野精准冶的关注最先聚焦于教学领

域遥Lindsley最早提出野精准教学冶的概念袁他认为精准

教学是指学习者利用标准化工具持续记录和监控自

身的学业成就变化袁 为教师决策提供数据支持的过

程遥 Lindsley 通过实践证明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表征学

情袁便于教师提供个性化辅导袁大大提高了学习者的

学习效益[3]遥近年来袁对教师发展的精准性研究开始受

到关注遥 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袁教育帮扶成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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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破口[4]袁如何通过对教师精准培训来促进落后地

区的教育均衡发展成了关注焦点[5-6]遥 然而袁精准培训

不应只关注落后地区袁培训也不是教师发展的单一途

径袁包含教师培训在内的各类教师教研活动更要精准

关注每一位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7]遥由于教师的年龄尧

任教经历尧学习风格等主体特征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

性袁精准野表征尧发现和预测冶不同教师个体的特征尧需

求尧偏好和行为是精准教研的三大现实需求遥

首先袁需要实时客观表征教师的教研特征遥 在教

研活动中袁 教师希望能够客观认知自己的教研轨迹袁

教育决策者希望能够准确了解教研的总体情况袁例如

参与教研的教师具备什么群体特征袁有哪些教研行为

习惯等遥 客观表征能够为教研评价和决策提供依据袁

是精准教研的首要需求遥

其次袁需要准确发现教师的教研需求和偏好遥 教

师参与教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专业技能和自身

竞争力袁因此袁教师希望教研平台主动推荐符合自身

需求和兴趣的资源和服务袁涵盖教师感兴趣的尧近期

关注的以及不擅长但重要的教研主题袁降低教师的主

动检索成本遥

最后袁需要动态预测教师的教研行为变化遥 在海

量教研数据的基础上袁能够预测和预警教师的教研行

为袁是精准教研在大数据时代的新需求袁多模态数据

采集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遥决策者基于预测或

预警结果可以有效管理和监控教研活动袁为教师提供

更加优化的教研服务遥

渊二冤通过教师画像能够有效服务精准教研

用户画像的概念源于企业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袁

数据不断积累尧更新袁呈爆炸式增长遥电子商务企业为

实现最大盈利袁 采集大量用户数据以分析其行为习

惯袁助力产品的精准设计和精准营销遥 交互设计之父

Alan Cooper最早提出用户画像渊Persona冤的概念袁他

认为用户画像是基于大量真实数据构建出来的虚拟

用户模型[8]遥 实际上袁用户画像就是为特定对象打上

野数字化标签冶的过程袁画像构建需要采集大量真实有

效的用户数据袁对这些数据进行聚类和抽象袁利用数

据集训练和优化画像模型袁 生成一个个具有明确含

义尧可表征和预测用户行为的语义化标签遥

文献显示袁近年来用户画像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

于医学尧心理学尧情报科学和行为科学等领域袁其共同

点是通过人的外显行为挖掘内隐因素袁 如人的病因尧

行为动机或需求遥 大数据支持将人野数据化冶袁进而更

客观地挖掘和解读内隐信息遥 同时袁计算机科学为用

户画像提供了技术支持袁关注如何借助用户画像技术

实现个性化表征和精准推荐[9]袁涵盖用户标签体系的

创建 [10]尧画像建模 [11]尧用户画像应用效果评估 [12]等方

面遥

教育是研究人的学习行为的学科遥 基于此袁用户

画像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同样具有需求指向性和

实施可行性遥 当前袁教育领域的用户画像研究已经兴

起袁有研究者对学习者画像在精准教学中的意义和实

现途径进行了阐述遥 例如袁陈海建等人构建了远程学

习者画像并证明这对个性化教学有积极作用[13]曰而肖

君等人[14]和张雪等人[15]分别聚焦不同类型的线上学习

者袁 通过构建画像来聚类不同特征的学习者群体袁旨

在研究影响不同群体学习效果的因素或指标遥在教师

画像研究领域袁陈尧在技术实现上袁通过学生评教数

据构建了教师画像模块[16]曰方丹丹等人则对教师画像

的理论构建和应用作了阐述[17]遥 目前国内仅有可查的

两项教师画像研究袁但并未聚焦于教师教研袁在教研

视域下开展的教师画像系统研究尚属空白遥本研究提

出的教师画像是指通过抓取和分析与教师教研紧密

相关的数据袁通过数据挖掘和用户画像技术来构建的

虚拟教师模型遥 该模型是教师个体标签体系的集合袁

能够描述教师的特征尧需求尧偏好和行为遥

三尧数据驱动教师画像的实现

数据是指对客观事件进行记录并可以鉴别的符

号袁具有描述现象尧发现关系尧评价效果及预测趋势的

功能遥 根据 DIKW金字塔层次体系[18]袁从下往上依次

是数据尧信息尧知识和智慧袁处于上方的信息尧知识和

智慧全都离不开数据的表征遥教师画像的构建需要有

效运用全过程多模态的教研数据袁才能有效地表征教

研情况尧 发现隐性信息和预测教师教研行为变化袁以

支持教研决策智慧的生成遥

渊一冤智能技术与教研数据采集

智能技术的兴起和教育应用袁使各类教研数据以

更大容量和更快速度产生和汇聚于各类便捷的智能

设备中袁形成野教研大数据冶遥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育人

系统袁 对包括教研在内的一切教育决策的容错性较

小袁数据驱动的教师画像要求科学精准曰此外袁参与教

研只是教师众多社会属性之一袁指向精准教研的教师

画像需要聚焦于与教研活动紧密相关的数据袁相比数

据体量的绝对大小袁本研究更强调数据的野教研相关

性冶和野价值密度冶遥 与教研数据采集相关的智能技术

可以分为网络技术尧富媒体技术和感知技术遥

网络技术支持抓取描摹教师教研行为轨迹的网

络数据袁如教研社交网站公开数据和教研管理平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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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日志遥 教研管理平台面向所有参研教师袁提供教师

需要的教研资源以及同伴交流尧听评课和个人电子档

案袋等线上功能模块袁这些数据具有较高教研相关性

和价值曰教研社交网站为教师提供了跨时空的同伴交

流平台袁教师可以组建志同道合的教研共同体遥

富媒体技术支持抓取图文声像和超链接等多种

媒体形式的交互式教研数据遥教研管理平台中海量的

教研资源和数字化教研实践成果多以富媒体形式呈

现袁如教学设计尧课例视频等袁这类非结构化数据提升

了教研数据的可挖掘性袁但也对数据采集和处理提出

了更大挑战遥

感知技术支持抓取教师在教研过程中产生的听

觉尧视觉和触觉等感知交互数据袁这类技术借助智能

终端或可穿戴设备实时获取教师的感官数据袁如教师

的语言尧行为尧面部情绪尧眼神等袁能够辅助发现教师

教研的内隐信息遥

相较于一般网络用户数据袁教研数据具有更高更

特殊的用户价值袁因其关乎教师群体的隐私袁并且伴

有学生数据以及其他教育数据袁因此袁在数据采集前

应使利益相关者知情并取得其许可袁同时袁在数据处

理中规范脱敏袁保护隐私遥

渊二冤五类数据描摹教师教研全过程

为了从多维度对教师进行精准画像袁需要对教师

的教研数据进行分类遥综合考虑教师画像需求和数据

的可及性袁涵盖教师的人口统计学尧内隐心理和外显

行为等特征袁本研究提出了教师画像所需的五大类教

研数据袁具体见表 1遥

表 1 教师教研数据的类别与来源

渊1冤教师特征数据包括教师的个人信息袁能够唯

一地表征某位教师袁初步描摹教师画像的轮廓袁此类

数据结构较为简单袁包含明确的属性和元组袁可以通

过教师人事系统或教研管理平台直接导入完成采集遥

渊2冤教研心理数据是指反映教师参与教研过程的心理

状态数据袁例如满意度尧效能感等袁由于这类数据具有

较强的主观性袁 需要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等方法获

取袁为了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袁目前也可以利用可穿

戴设备实时捕获和分析教师的心跳尧眼动尧表情等生

物特征数据遥 渊3冤社会交互数据映射出教师参与教研

的内隐交互情况袁侧重教师的网络交互袁如交互同伴尧

交互主题尧交互时间和交互频率等袁此类数据可以判

断和预测教师的兴趣和偏好遥 渊4冤教研行为数据涵盖

教师线上浏览尧评论和下载教研资源尧在线磨课尧在线

听评课等教研行为遥 对于发生在线下的教研行为袁可

以通过视频采集系统记录尧标注和分析袁实现线下数

据的数字化转换遥 渊5冤教研成果数据是教师在教研过

程中伴随式产出的数字化成果袁如教学设计尧教学案

例尧科研论文等袁该类数据能够反映教师关注的学科

主题和教研的阶段性成效遥 五类数据相辅相成袁共同

构建出教师画像遥

渊三冤数据间的有效关联袁使教师画像更丰富精准

数据并非仅有单一的使用维度和价值指向袁不同

数据之间的动态关联可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遥要构建

丰富精准的教师画像袁需要在保证核心教研数据完整

采集的基础上袁尽可能多地有效关联其他对教师画像

有价值的数据遥如图 1所示袁从不同主体的视角看袁与

教师教研相关的还有教师的课程教学数据尧学生学情

大数据尧学校的公开教育数据以及区域教育部门的教

育大数据袁组成了构建教师画像的外延数据遥 这些数

据通过多维度和多层次关联袁能够搭载不同的教研应

用场景并发挥作用遥

图 1 不同主体之间的教育数据关联

教研数

据分类
教研数据分类描述

主要的教研

数据来源

教师特

征数据

教师的基本信息尧教育背景尧工

作经历尧通讯信息等个人信息

教师人事系统尧教研

管理系统等

教研心

理数据

教师参与教研的心理状态袁包

括满意度尧效能感尧兴趣爱好

及其变化趋势等

可穿戴设备尧网络问

卷尧访谈文本尧脑机

接口系统等

社会交

互数据

教师通过网络与同伴和资源

进行交互的数据

教研社交网站尧教研

管理系统尧网络公开

日志等

教研行

为数据

教师参与教研活动中产生的

行为数据袁 如搜索尧 浏览尧上

传尧下载尧评论等

教研管理系统尧教研

社交网站尧 智能终

端尧视频采集系统

教研成

果数据

教师在教研中伴随式产出的

成果性数据袁 如教学设计尧教

学资源尧科研论文等

教研管理系统尧教师

档案袋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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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教师的课程教学数据是指教师日常教学实践

产生的行为数据袁此类数据不在教研范畴内袁但教研

与教学息息相关袁分析课程教学行为能够更好地指向

教师在教研中存在的问题曰渊2冤 学生的学情大数据可

以构建学生画像袁 为师生画像的匹配应用提供基础曰

渊3冤学校公开教育数据可以反映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

情境曰渊4冤 教育部门拥有的区域教育大数据能够丰富

教师群体画像的数据维度遥聚焦核心教研数据可以使

教师画像更精准袁而有效关联核心数据和外延数据可

以使教师画像更丰富遥

四尧数据挖掘技术支持的教师画像

逻辑框架与实现流程

画像建构要以真实性尧 科学性和精准性为原则遥

表征和预测教师在教研过程中的行为方式袁能够塑造

一个虚拟化的真实教师模型袁为教研服务的提质增效

提供事实性参考和预测性依据遥本研究提出了精准教

研视域下的教师画像的逻辑框架和实现流程袁如图 2

所示遥

渊一冤教研数据预处理

在智能技术的支持下袁教研数据采集得以完成遥由

于数据来源于多个异构的原始数据库袁 会存在格式不

统一尧噪声干扰尧数值缺失或不规范等情况袁因此袁有必

要在数据分析之前进行预处理袁 这更方便计算机进行

后续数据处理遥 关键的技术思路和步骤包括数据清理

渊Data Cleaning冤尧数据集成渊Data Integration冤尧数据归

约渊Data Reduction冤和数据变换渊Data Transforming冤[19]遥

数据清理主要是对属性缺失和不符合画像目标

的值进行偏差检测袁 再利用清理工具进行变换或处

理遥例如采集社会交互数据过程中可能爬取了教师在

公开网站上的日常交互数据袁这些数据没有指向教研

活动袁价值甚微遥 数据集成是指把采集到的异源教研

数据集成至同一逻辑视图中遥为保证教师画像后续构

建的准确性和易操作性袁需要先建立一个教师画像数

据库管理系统袁在该系统中合并尧处理和管理多源异

构的教研数据袁该步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实体识

别和数据值冲突的检测和解决遥接下来需要对这些可

能非常庞大的数据集进行归约袁通常有维归约尧数量

归约和数据压缩三种思路和策略遥数据变换是指将数

据变换统一成适合画像挖掘的格式[20]遥

渊二冤教师画像模型构建

教师画像模型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袁本研究

的教师画像模型基于前面的五大类教研数据分别进

行建模袁形成教师特征模型尧教研心理模型尧社会交互

模型尧教研行为模型和教研成果模型袁每类模型的数

据处理和训练方法因数据属性差异有所不同袁最终生

成事实标签尧模型标签或预测标签遥

统计分析生成事实标签遥对于描述既定事实的数

据袁可以利用文本挖掘算法尧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将原

始数据按照特定的统计算法生成事实标签袁事实标签

是预测标签的基础遥比如通过教研管理系统中的用户

设置获取教师的个人信息袁如性别尧年龄和教龄等袁直

接统计转化生成教师特征标签遥

建模分析生成模型标签遥建模分析是教师画像构

建最重要的技术步骤袁模型标签是指原始数据中不存

在直接对应的数据袁而是需要通过定义规则和关联数

据才能生成的标签实例袁 它是教师标签体系的核心遥

教师画像模型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特征提取

和选择袁输入大量数据训练集袁选择适宜算法进行训

练袁不断优化并达到训练标准遥 比如要为 M教师参与

图 2 教师画像的逻辑实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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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教研活动的满意度打上数字化标签袁需要综合关联

教师在参研中浏览活动内容的时长尧频率袁与教研同

伴交互讨论的频率尧主题袁以及在此次教研活动中产

出的成果等数据袁 并计算定义不同行为标签的权重袁

标签权重由衰减因子尧行为权重尧接触点权重尧数据量

和随机误差之间的数学关系决定[21]袁最终得到一个 M

教师满意程度的标签遥

模型预测生成预测标签遥在事实标签和模型标签

的基础上袁可以通过预测算法和聚类算法对模型进行

训练优化袁输出更多具有概率预测和价值预测功能的

标签遥例如基于教研数据挖掘来判断教师的专业发展

短板袁或是通过识别教师高频浏览的教研资源来预测

教师下一步需要的服务和资源以实现智能推送遥 此

外袁预测标签还能弥补事实标签的缺失遥 假设教师任

教学科的信息丢失了袁而在社会交互模型中袁预测算

法通过语义判断教师与同伴交流过程中主题关键词

多为英语教学方面的内容袁初步判别该教师的交互圈

中多为英语学科教师袁则该教师在一定概率上也可能

是英语教师袁基于这个预测结果袁可以为教师推荐更

多相关的资源遥

在实际建模中袁需要根据不同画像标签的特点和

需求选择建模算法袁以此优化教师画像袁更加精准地

描摹出教研教师的虚拟特征遥

渊三冤教师个体标签体系建立

面向场景应用的教师个体标签体系渊Personal

Tags System冤是在教研数据基础上袁通过合理有效的

模型和算法为不同教师打上的数字化语义标签集遥标

签体系的分类需要遵循相互独立尧 完全穷尽的原则袁

每一个子标签集应能覆盖父标签集的所有数据遥本研

究构建的完整教师画像标签体系如图 3所示袁X尧Y尧Z

三个维度分别描述了标签体系的不同属性袁立体化指

向精准教研应用场景遥

教师画像标签体系的 X维是五类标签袁由左往右

分别是教师特征标签尧教研心理标签尧社会交互标签尧

教研行为标签和教研成果标签袁每类标签的原始数据

对应表 1的数据分类遥 从数据的时效性看袁从左往右

也可以将标签分为静态属性标签和动态属性标签遥前

者是指相对稳定不变的教研数据袁例如人口统计学属

性的数据院教师的基本信息尧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遥动

态属性标签是指根据用户行为产生而不断动态更新

的教研数据袁例如教研行为标签遥

教师画像标签体系的 Y维是每一类标签的下级

标签集合遥 标签体系共划分为三级袁教师基本特征是

一级标签袁基本信息是二级标签袁姓名是三级标签袁第

四级是具体描述姓名的语义化标签实例袁其他标签同

理类推遥

教师画像标签体系的 Z维是标签属性遥由教师画

像构建可知袁事实标签尧模型标签和预测标签三种不

同属性标签基于不同数据处理方法而产生袁三种标签

的平衡搭配能够提高教师画像表征尧发现与预测教研

行为的精准性和可靠性遥

渊四冤教师画像质量评估

面对每位教师的个性化画像袁如何对画像的质量

进行评估是画像输出应用之前的重要环节遥质量评估

需要评价已生成的画像在多大程度满足精准教研的

需求袁即表征尧发现和预测教师的教研特征尧需求尧偏

好和行为有效程度多高袁 常用的评估指标包括准确

率尧覆盖率和时效性遥

首先袁准确率是画像质量评估的首要指标遥 准确

率的验证可以通过抽取部分测试数据集来计算正确

图 3 教师画像的个体标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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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标签数量占教师标签总样本的比值遥 其次袁覆

盖率的验证则通过计算标签覆盖的教师比值来评价

标签覆盖广度袁计算覆盖教师的人均标签数来评价标

签覆盖密度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准确率和覆盖率是一组

互斥指标袁 在画像的评估和迭代改进中需要权衡取

舍袁在保证准确率的前提下袁尽可能提高画像模型的

覆盖率遥 最后袁时效性对某些标签的质量评估至关重

要袁例如袁教研兴趣标签尧教研偏好标签以及教研行为

变化轨迹标签等袁需要有良好的更新机制来保障此类

标签的时效性遥

五尧教师画像支持的教研应用场景

在评估尧反馈和迭代优化之后袁可以通过教师画

像管理系统的可视化工具输出教师画像遥通常使用标

签云来呈现出教师个体的完整画像袁继而统计生成专

业详尽的教师教研分析报告袁为顶层的教研应用场景

提供服务袁如图 3所示遥

渊一冤对照个体画像袁促进教师自身认知与发展

教师既是画像的核心对象袁也是画像的首要服务

用户遥语义明确的数字化标签构成了教师个人的专业

发展报告袁可视化呈现了教师参与教研过程的绩效表

现袁是教师数据化的自我袁能够促进其对自身更加客

观和深层次的认知与评价遥

首先袁教师借助画像进行教研绩效的自我诊断和

评价遥教师往往缺乏对所参与的教研活动反思的自主

性袁教师画像作为工具辅助教师回忆和审视教研活动

全过程袁帮助其多维度认知行为表现尧优缺点和现存

疑问等袁摒弃以往片面的经验性感知遥其次袁教师借助

画像规划专业发展路线遥 在时代和政策的导向下袁教

师参照优秀教师的画像袁对比自身不足袁了解自身的

角色定位袁制定专业发展规划袁这能够督促和引导教

师不断提升自我遥 最后袁教师借助自身画像优化课堂

教学遥教师画像中包含同伴听课的评价标签袁同时袁关

联学生学习数据和评教数据遥积极的评价能极大增强

教师的效能感袁激励他们朝更高目标继续努力袁较低

的评价也能帮助教师诊断自身教学能力袁有针对性地

训练特定的教学技能遥

渊二冤整合群体画像袁驱动教育决策者循证管理

对于决策者而言袁当教师画像管理系统存储的画

像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袁教师的群体画像整合而成的

发展报告可以呈现本校或本区域全体教师的教研总

体情况袁支持循证化管理和监控教研活动的组织和开

展袁制定教研决策方案遥

其一是教研活动的评价和管理遥在国家日益重视

教师队伍建设的背景下袁通过数据实现更加适配教师

专业发展的精准评价袁是反促教研效能提升的重要抓

手袁教师画像可以更加客观地对教师进行基于过程的

伴随式教研评价遥 基于教师画像报告袁决策者可以在

区域范围内将优秀学校或优秀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

轨迹进行特征抽取袁形成优秀教师画像数据库进行经

验和方法的分享袁带动新手教师快速成长袁促进协同

发展遥 对于教研效能低下的学校或教师队伍袁需要仔

细分析成因袁吸收优秀教师队伍的经验袁从教研资源

分配尧教研环境规划尧教研专家辅助各方面对症下药袁

针对教研的痛点尧 难点调整和规划新一轮教研计划袁

并持续监控和预警该群体的发展状况遥

其二是区域教研资源精准配置遥我国地域间信息

化水平差异巨大袁 不同地区的教师队伍发展需求不

同遥 教研员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者和引领者尧教

研活动的设计组织者袁需要为不同实际的区域提供个

性化解决方案遥 一方面袁教研员可以利用教师群体画

像为不同需求的教师设计个性化教研活动遥以往教师

培训为所有教师提供野千人一面冶的研修服务袁有了教

师画像袁教研员可以在设计研修活动之前对教师群体

进行特征分析袁抽取存在相似需求的袁来自不同学科尧

不同学校甚至不同区域的教师组成小型工作坊袁提供

更加沉浸适切的研修活动袁 提高教师兴趣和教研效

率袁让每一次研修都能产生实质性效能遥另一方面袁教

研员可以为贫困落后地区提供精准化教研帮扶方案袁

如适配当地实际的教研活动尧教研资源和教师发展策

略袁提升专业发展机会公平性袁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落

后带来的恶性循环发展困境遥

其三是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制定遥政策制定

具有宏观导向性袁以往由于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落

后袁 限制了决策者对大范围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考

察袁只能通过抽样调查和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小样本

的情况袁难免存在数据不全面尧不准确袁甚至野一刀切冶

的现象袁而基于教师画像库袁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和方

针的制定可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遥

渊三冤关联教研资源服务袁实现自适应式精准推荐

智能推荐引擎是教育领域的关注焦点袁基于学习

者认知模型构建智能推荐引擎袁自适应地为用户提供

个性化的资源服务推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遥教师在教

研活动中作为参与者袁 也是自主发展的特殊学习者袁

更加需要优质的资源和服务来支持其专业发展遥精准

的教师画像可以客观描述教师的个体特征袁还可以跟

踪发现和动态预测教师的兴趣和需求变化袁这为教研

资源供应方的服务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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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袁教师画像能够支持已有教研资源的精准

推荐遥教师画像中社会交互类标签和教研行为标签能

够表征和预测教师的需求及偏好袁这些数据在个性化

推荐引擎中表征不同教师的学习需求和学习风格遥教

研管理系统据此以良好的资源组织形式和推送途径袁

为不同教师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教研资源尧 教研活动尧

教研同伴尧 教研共同体组织和信息化教学工具等袁还

可以为教师制定专业发展路线遥 具体的实现思路为院

将教师群体画像导入教研资源智能推荐引擎袁通过改

进符合教师特征的学习者模型袁训练教研资源的语义

表征袁完成教师个体和资源的双向匹配遥

另一方面袁教师画像还能辅助面向需求的教研资

源精准设计遥 在开发教研资源之前袁传统用户研究的

方式是进行走访调查袁只了解部分教师代表的诉求袁没

法量化对某一资源设计的系统性评价袁 盲目开发而导

致资源浪费遥如果能够精确了解目标用户的需求袁例如

通过标签聚类对教师群体进行同质或异质的聚合袁了

解到年轻教师偏好资源的功能丰富性袁年长教师更注

重资源的易用性袁教研资源服务提供方将能精准地为

不同类型的教师设计资源并精准投放袁实现双赢遥

渊四冤搭载学生画像袁支持师生个性化配对

教师通过教研促进专业发展袁 最终是为了服务教

学而促进学生发展遥 教育界对野因材施教冶的个性化教

学的要求和呼声越来越高袁 传统学校教育中每一位学

科教师固定负责一群学生的教学袁 学生之间的学习风

格迥异袁对知识点的接受方式和接受频率不一袁即使目

前已经开始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袁 教师

能够了解不同学生的学情袁 但一位教师在课堂上仍无

力满足几十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遥 野双师服务冶提出为

每位学生匹配在线教师袁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辅导[22]遥

将教师画像和学生画像进行匹配袁将能够支持这一应

用场景的有效实现遥 学生在学业上遇到难题袁平台能

够为其推荐和匹配最擅长该知识点的在线教师曰平台

能够将教师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学习风格进行模型

构建袁输出相互适配的师生组合曰教师可以基于学生

画像袁精确了解学生的认知结构尧学习需求尧学习短板

等袁 反过来激励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参与教研活动袁提

升教学技能和水平遥

六尧结 语

教师队伍建设迈入了新时代袁教师教研也面临着

精准化的需求和契机遥 数据驱动的教师画像袁为此提

供了一种技术解决方案遥 当前袁在国内对教研视域下

的教师画像研究尚属空白的背景下袁本文系统探讨了

教师画像构建的必要性尧 可行性和具体实施方法袁并

阐释了相关应用场景遥对教师画像的关注必将引发更

多相关研究袁未来袁教师画像在精准教研中的应用落

地和实践检验是重点袁同时袁还需要重点加强教师画

像实现技术中的多源数据采集尧数据标准统一尧数据

开放共享和数据隐私保护等工作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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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ema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the new era, teaching and

research need to be personalized and precise. Portraying teachers with various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s

becoming an innova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reci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However, at present,

the study on the teachers' portra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still a blank in

China.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data-driven teachers' portraits in the view of data colle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ffective correlation about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anwhi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eachers' portraits, including the data preprocessing, the modeling of teachers'

portrai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ers' individual label system, and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teachers'

portraits, which provides a clear framework.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portraits of teachers, covering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decision makers, service provider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students. This study makes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necessity, feasibilit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eachers' portraits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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