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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教与学的行为数据中洞察教与学的行为规律袁打破现有的以经验为主尧人工分析课堂教学行为袁转为以

大数据为支撑的智能化教学行为计算袁已成为智能时代教学行为分析的重要趋势遥 研究从教与学行为的视角切入袁梳理

传统课堂教学行为分析到广义学习行为分析的历程袁结合行为计算袁提出教学行为可计算的概念袁构建教学行为计算的

通用框架袁并梳理学习者与参与者尧学习者与环境尧参与者与学习成就尧学习环境与学习成就四个研究方向遥 大规模教学

行为数据的获取尧表征尧挖掘和呈现袁将为实践教学提供指导袁助力智能时代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过程的构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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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现有

的教学环境尧教学模式和教育制度袁严谨的决策论证尧

信服的评判依据逐渐成为从教育信息化迈向教育现

代化的全新诉求[1]遥从教与学的本质属性来看袁教师与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是相互依存的袁教学永远是教和学

的统一活动[2]袁教和学的交互需要依赖对双方行为的

客观判断袁 从而使行为数据的分析显得越来越重要遥

从常规课堂教学的过程来看袁传统的教学设计依赖经

验本位的主观判断进行教学媒体尧教学策略和教学评

价设计袁缺乏依据课堂教与学的行为数据分析而得到

的客观依据遥 从拓展的教学情境看袁在线学习作为互

联网与教育融合的重要产物袁远程学习中的学习支持

与服务同样需要基于对教与学行为数据的分析尧诊

断尧预测和干预袁从而精准判断学生的学习状态袁为教

师及时转变教学策略以提高在线教育质量提供数据

支撑遥

作为大数据分析的重要发展方向袁 计算行为科学

是联结数据计算和教学行为研究的桥梁遥 计算行为科

学与教育结合为教与学活动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行路

径袁使重构和优化教学过程成为可能[3]遥由此袁数据成为

撬动整个教育系统变革和教学过程重构的关键因素遥

随着信息存储技术效率的提高尧 数据传输取得的历史

性突破尧大规模并行计算对数据处理速度的提升[4]袁教

育研究逐渐从经验主义走向数据密集型的研究遥 从教

与学的行为数据集合中洞察教学行为规律袁 通过教学

行为计算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深度分析袁 打破现有以

经验为主的尧传统的人工分析课堂行为模式袁转为以大

数据为支撑的智能化教学行为计算袁 已成为一种重要

的发展趋势遥

二尧教与学行为研究的历史演变

较为系统的行为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袁

一批心理学家渊如桑代克尧斯金纳冤从研究动物的行为

开始袁探索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袁尽管他们一直在

研究人类的行为袁但并没有用客观的工具来量化人的

行为遥 教育学研究者虽然热衷于探索教与学的行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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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难以实现对学习行为的精准化识别并给予个性

化的指导遥对教与学行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传统课堂

教学行为分析阶段和广义学习行为分析阶段遥

传统课堂教学行为分析阶段始于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遥 随着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袁教育学者逐渐关

注教学过程对学习成就的影响袁形成一批较有影响力

的课堂教学行为分析方法遥 1970年袁美国学者弗兰德

斯提出了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袁将课堂上师生的言

语行为划分为教师言语尧 学生言语和沉寂或混乱三

类袁共计 10种编码[5]遥早期的 S-T分析法袁通过现场观

察或回看教学过程录像袁划分学生行为渊S冤和教师行

为渊T冤袁计算教师行为所占比例 Rt和师生行为转化率

Ch袁最后通过绘制 Rt-Ch图来确定课堂教学模式袁反

映课堂结构尧教师风格和课堂情感氛围等信息袁进而

指导和改进教学[6]遥 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演化出

多种版本袁如改进编码过程尧细化分析项目属性特别

是沉寂行为尧构造面向数字化学习环境或是基于教学

活动理论的分析框架[7-10]遥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为

教学活动分析提供了量化可操作的方法袁但其将课堂

教学过程编码为 10类行为袁 容易造成分析对象过于

笼统袁且不能细化深入分析曰而我国学者的改编虽然

细化了很多行为类目袁 但编码数量也近乎增长了一

倍袁不仅加重了分析编码时的负担袁而且人工编码仍

存在误差较大的问题遥

广义学习行为分析阶段源自大数据概念的兴起遥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行为分析催生出学习分析技

术袁并将其推向研究的前沿遥 2011年袁美国新媒体联

盟渊NMC冤首次在叶地平线报告曳中提出学习分析将成

为影响未来教育变革的新兴技术[11]遥 学习分析技术旨

在运用已有的算法和模型深度理解学习者的学习过

程和行为袁进而对教学进行评估尧预测和干预[12]遥 顾小

清团队提出在线学习行为分析模型袁 分别从数据尧机

制尧结果三个层面进行探讨袁并建立及时反馈和预测

机制袁通过结果可视化便于教师尧家长和管理层实施

教学干预[13]遥 武法提团队构建数字化学习环境下个性

化学习行为分析模型袁对学习者个人特征数据尧社交

网络数据尧身体数据尧课程数据尧学习环境数据等进行

数据挖掘和可视化袁通过个性化和自适应引擎调整和

反馈学习状态[14]遥 以上两种分析方法与传统课堂教学

行为分析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院第一袁分析颗粒度

越来越细袁分析结果越来越精准曰第二袁编码方式从人

工的和非实时的转变为自动化的和实时的袁在减少教

师工作量的同时袁 提升了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

性曰第三袁分析对象从类型单一且小规模的数据转变

为多模态且海量的数据曰第四袁分析深度从仅仅识别

行为的浅层外显特征到深入理解行为的模式尧演变规

律袁并推测行为背后的动机等内在意义曰第五袁分析的

重点从野教冶转到了野学冶遥

三尧技术发展与情境拓展呼唤教学行为的计算

技术发展正在或迟或早地推动教学理念尧教学方

式以及教学过程等的革新遥技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教

育尧教学方式袁改变教育尧教学过程遥 投影技术的出现

使得幻灯教学得以普及袁电影技术拉开了视觉教育运

动的帷幕袁留声唱片机和无线电广播的兴起开启了视

听教学的新领域袁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推动了计算机辅

助教学时代的来临袁慕课的大规模兴起掀起了翻转课

堂的热潮等遥 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袁诸多新兴技术呈

指数形式发展[15]遥 如 5G技术不仅是网络带宽的增长

和延时的降低袁 伴随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发

展袁全息投影也成为可能袁国内已有成功案例将优秀

教师的课堂现场实时投影到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地区袁

实现野双师冶课堂遥与此同时袁5G技术也极大提升了原

有的运算存储速度袁可以连接千百亿数量级的物理设

备袁为物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袁为教与学

过程的计算和处理奠定了基础遥再如语音识别技术的

快速发展为言语类行为的分析与计算提供了助力遥因

此袁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得对多模态尧大规模数据的

分析和深层理解成为可能遥

随着技术逐步融入学校袁 教与学情境也日趋多

元化袁学校的边界日趋模糊遥多样化的教与学情境带

来了大规模尧多模态尧复杂的教与学行为数据袁如何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计算来理解教与学行为背后的

深层次含义已成为迫切需求遥然而袁传统的课堂教学

行为分析和广义的学习行为分析由于其数据组织形

式和处理手段的局限袁大多只关注行为的外显特征袁

难以挖掘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尧生命周期等袁在深度

理解行为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袁 无法满足智能时代精

准教学的需求遥 盛行的课外辅导及其对新型教学模

式的灵活应用正在倒逼学校课堂教学进行改革[3]袁也

亟待新型教学行为研究模式的出现遥 教与学情境的

演化期待更智能的教学行为分析袁 其基础就是教学

行为计算遥

四尧教学行为计算的内涵

渊一冤教学行为

教学行为是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方式袁是教师的

教学理念尧专业知识尧专业情意尧实践智慧等内隐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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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行为计算通用框架

的凝聚和外显袁教学行为的主体是教师[16]遥 学习行为

是学习者在某种动机指引下为获得某种特定学习结

果而选择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实现学习结果的活动的

总和[17]遥 单一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视角诠释教与

学的行为袁都难以支持多情境与多场域的教学分析和

教学互动诉求遥 在教学实践中袁 教与学无法割裂袁因

此袁研究教学行为既应包括教和学的行为袁更应关注

教与学交互的行为遥正如叶教育大辞典曳中对教学行为

的界定袁教学行为是指教学过程中袁为达到一定的教

学目的袁教师和学生所采取的行为[18]袁不仅包括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尧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袁还包

括教师尧学生与整个教学环境的相互作用遥

渊二冤教学行为计算

教学行为计算的概念可追溯到宾夕法尼亚大学

计算行为科学实验室对于计算行为研究的界定院使用

行为实验和计算建模来研究人们如何思考尧判断和决

定[19]遥 该领域聚焦行为计算袁主要通过对行为数据的

获取尧表征尧挖掘袁实现深度理解和发现行为智能袁最

终支持决策袁并服务于应用和管理行为[20]遥 依据教学

行为和行为计算的概念袁教学行为计算可被认为是通

过对信息技术支持的教与学过程中袁师生行为尧师生

互动以及师生与环境交互等数据进行获取尧 表征尧挖

掘袁发现教学行为的特征及规律袁深度理解教学过程袁

既有效服务于教学设计尧组织尧管理尧评价袁又能支撑

学习资源的精准推送和智能教学系统的研发与部署遥

教学行为计算不但要计算稳定的习惯性行为袁还要关

注偶发性的异常行为袁异常行为的出现预示特殊的教

与学状态袁需要教师及时的关注与反馈遥

教学行为计算以教学行为为中心组织数据袁依据

行为的多维度属性进行数据建模袁深度理解行为的模

式尧驱动因素尧发展机制和潜在影响袁通过对大规模实

时数据的采集尧处理和分析袁为实践教学提供指导袁优

化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袁助力智能时代新型教学模

式和学习过程的构建遥

五尧教学行为计算的逻辑模型

在大数据兴起的背景下袁为更好地支持教学行为

分析袁提出教学行为计算的通用框架遥 该框架建立在

一般行为计算[21]过程的基础上袁主要包含三个部分院

从与教学行为相关的应用和领域中获取数据曰教学行

为的表征与推断尧行为数据的挖掘与分析曰计算结果

的呈现与应用袁如图 1所示遥

渊一冤数据获取

从与教学行为相关的应用和领域中获取数据袁涉

及教学行为发生的几个重要情境袁如课堂教学尧有组织

的自学和协作探究学习等遥 数据主要来源于物理环境

和虚拟环境遥在物理环境中袁师生的言语尧动作尧沉寂等

行为产生了多样的数据袁可通过脑电尧眼动等可穿戴设

备尧智能摄像头等智能终端进行捕捉抓取遥在虚拟环境

中袁对于问题解答尧信息浏览尧加工尧发布尧交流等行为

数据[21]袁可通过在线学习管理系统尧智能教学系统尧社

交网络平台等获取遥随后袁对获取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和

存储遥预处理包括数据清洗和数据集成遥数据清洗包括

处理噪声数据尧无关数据和缺失值等[22]袁确保数据的有

效性遥数据集成是将不同来源和形式的数据袁根据其相

关性袁按照学习者与参与者尧学习者与环境尧参与者与

环境三个大类进行集成遥 存储环节是将集成后的教学

行为数据按照数据在结构上的特点渊结构化数据尧半结

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冤进行存储袁为后续的计算分

析做准备遥

渊二冤教学行为的表征与推断尧行为数据的挖掘与

分析

教学行为的表征与推断尧行为数据的挖掘与分析

这两个模块是彼此关联尧相互作用的袁实现了数据分

支持教学过程的决策院教学设计尧教学组织尧课堂管理尧教学评价袁智能教学系统尧学习资源推送等

结果呈现院教学行为特征尧教学互动规律尧学习影响因素尧教学关联关系等

教
学
行
为
的
表
征
与
推
断

行为关系分析

行为模型检验

行为表征规则

综合分析与评价

行为模式挖掘 异常行为发现 关联因素分析

教学行为数据 其他数据源

与教学行为相关的应用和领域院课堂教学尧有组织的自学尧协作探究等

行
为
数
据
的
挖
掘
与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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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教学的深度融合袁也体现出对教学过程的深度野感

知冶遥 野感冶强调对外界环境和内在心理所能感知的信

息及数据的接收遥行为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中涉及数据

挖掘与处理的步骤袁 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信息捕获尧数

据转换及处理的过程袁即为野感冶遥 野知冶倾向于对感觉

到的信息进行有组织的加工处理袁 实现对其的理解遥

在教学行为计算通用框架中袁通过教学行为的表征和

推断袁结合相应的教育教学理论袁可以更加深入阐释

和理解行为袁即为野知冶遥在此过程中袁先根据一定的教

学理论和经验创建行为表征规则袁指导教学行为的描

述袁即教学行为的元表征袁包括描述行为的操作主体尧

作用对象尧目标尧时间尧环境尧影响等遥在不同的教学情

境下袁表征方法会有所不同遥在课堂教学情境下袁教师

的言语可表述为院李老师在上课一开始对全班同学进

行了关于求解一元二次方程方法的提问袁目的在于唤

醒同学们对该知识点的记忆袁在老师提问后袁班级同

学给予了积极回应遥这种行为表征方法是教学行为计

算区别于传统教学行为分析方法的关键袁通过细化行

为的属性标签袁使得对行为的深度理解成为可能遥

对于从各种传感设备和学习管理系统中捕获到

的数据袁依据特定的标准袁如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

和 S-T分析法等袁 划分为教学行为数据和其他数据

源遥随后袁通过行为模式挖掘尧异常行为发现尧关联因

素分析等步骤处理遥 行为模式挖掘旨在从海量的教

学行为数据中发现行为间存在的模式和隐藏在内部

的关系袁与行为模型核查存在相互检验的关系遥行为

模型根据挖掘的结果进行核查和优化袁 以便使行为

表征更加准确和全面遥 异常行为发现是指识别在教

学过程中发生的偏离大概率事件的偶发行为袁 如频

繁点击教学系统中某个按钮尧频繁进出教室等行为遥

关联因素分析包含两个方面院 其一是促使行为发生

的因素曰其二是行为发生后造成的影响袁根据分析结

果进一步解释不同类型教育教学社群的形成和演化

的状态与规律遥 以上行为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常用到

聚类分析尧分类分析尧回归分析尧路径分析尧时间序列

分析和语义分析等 遥 常用的数据挖掘算法有

Random Forrest尧 深度神经网络尧SVM和 Bayes Belief

Network等遥

使用数据挖掘与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评

价遥例如院教师教的行为尧师生互动尧同伴互动尧学生与

环境互动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曰判断教学行为模

式对学习结果的促进作用尧 潜在风险和成本效益等遥

根据综合分析和评价的量化结果指导行为关系的质

性分析袁包含对行为间的关系描述和推断遥例如院发现

学习者多次中途无故退出学习系统袁则推断学习者可

能出现辍学的行为袁此时袁教师应及时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学干预遥行为关系分析的结论又会用于支持行为

表征规则的修正和优化遥

渊三冤计算结果的呈现与应用

通过计算和分析将产生的教学行为特征尧教学互

动规律尧学习影响因素等结果以可视化方式共享给各

相关方遥 依据教育教学中各相关方的需要袁使用表格

和图示等方式来呈现和报告从数据挖掘中得到的行

为的动态尧关系尧模式尧网络和规律袁帮助相关人员更

加深入地理解教学行为的生命周期及其影响的传导

机制袁从而理解教学过程遥 典型的任务包括行为过程

可视化尧 行为网络关系可视化和行为序列可视化等遥

利用计算和推理的结果支持教学设计尧 教学组织尧课

堂管理尧教学评价等教育教学管理与决策袁同时袁也为

智能教学系统尧学习资源推送系统等提供支持服务遥

以上各部分除了依据客观的数据和严谨的计算

分析之外袁还依赖教学理论尧行为科学理论尧计算机

理论和数据科学等多学科理论的指导袁 为教学行为

数据模型的构造和核查提供依据袁 为数据分析和挖

掘提供切入点袁为行为理解提供佐证袁为教学决策的

优化提供理论支撑遥 基于教学过程感知的行为计算

使新的教育生态以数据驱动为特征袁 向个性化教学

变革遥通过捕捉整个教育生态中以学习者为中心袁多

方参与者的全流程尧多模态的数据袁整合应用多种计

算分析技术袁从而识别尧诊断尧预测和干预教育教学

中的问题袁支持主动尧实时尧动态地调整教学活动袁如

规划学习路径尧配置学习资源袁支持个性化的教学和

管理袁 促进传统班级授课向个性化学习和差异化教

学转变袁推动教育从标准化供应走向个性化服务袁优

化教学过程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六尧教学行为计算的四个主要研究方向

教学行为计算研究的核心是各种教学交互行为

及其影响袁教学交互是在学习活动中袁学习者为了对

知识进行正确的意义建构袁与学习环境之间的相互交

流和相互作用[23]袁其内涵为发生在学习者尧参与者和

学习环境之间的活动袁如图 2所示遥 按照抽象程度的

差别袁教学交互分为不同的层次袁交互的层次和质量

对学习过程和结果均有重要影响袁是考量教学效果的

重要指标[24]遥 随着学习环境形态的演进袁技术对教学

互动的支持手段越来越丰富遥对交互本身及交互涉及

的各类因素之于学习成就的影响相关问题的关注尧应

用和研究也越来越广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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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学行为计算的核心和四个研究方向

渊一冤学习者与参与者的互动行为研究

学习者与参与者的互动可以激活学习者内部的

多种机制袁最终促使学习发生并取得学习成就袁是行

为计算的重要研究领域袁 主要包含学习者与教师尧学

习者与同伴间的互动遥典型的研究主题包括构建分析

工具尧探索互动过程的特征尧发现互动行为的类型和

模式尧评价互动效果尧探索影响互动的因素尧解释互动

的动力机制尧构建课堂互动理论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

探讨等八类 [25-26]遥 围绕着上述研究主题袁定量研究方

法尧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型研究方法被广泛使用遥 研

究的结果被用于理解学习者与参与者的行为和其中

的情感尧思维袁识别课堂互动和其他课堂结构要素之

间的关系袁评估教学效果袁发现教学的普遍规律袁优化

课堂互动模式袁最终提升教学效果遥

基于对已有研究问题的分析袁我们认为袁未来的

研究将包含学习者在线互动行为数据库的建立袁从而

加强对互动中隐性和深度信息的分析遥研究样本的选

取应该均衡尧合理袁分析尽可能建立在海量数据的基

础上[27]袁在不同学科教学的情境中进行分析袁增加对

跨时空互动的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遥 此外袁还可以分

析学习者行为的变化趋势袁增强结论的可靠性遥同时袁

注意采用多种方法和工具进行研究[28]遥

渊二冤学习者与环境的交互行为研究

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有效交互能够拓展学习经

验尧建构知识尧提升学习效果遥该方向的研究聚焦五大

主题袁包括交互分析框架和流程的构建尧学习环境的

开发尧理论框架研究尧学习者和环境交互的特征及影

响因素研究尧学习者的情感和心理过程研究[29-33]遥上述

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内容分析法尧 相关分析法尧分

类分析法尧聚类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等遥 交互分析结

果可以用来发现学习环境中学习行为模式的差异性

和相似性袁推测不同环境中的学习习惯袁为学习过程

涉及的各相关方提供参考袁 为教学干预提供依据袁实

现个性化学习遥

基于已有的研究问题袁 未来交互学习环境的开发

和研究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院渊1冤 从系统观视角看袁以

学习者为中心袁关注学习者尧学习环境和其他参与者之

间的多方互动袁 从而使学习环境与教师和学生无缝衔

接曰渊2冤从技术视角看袁进一步增强语音和图像识别精

度袁聚焦这类技术在特定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化处理袁支

持多模态交互袁降低认知负荷曰渊3冤从教学视角看袁应更

加注重学习者在交互环境中切实的学习效果袁 确保学

生的活动和学习概念的一致性曰渊4冤 从研究视角看袁应

扩大数据规模袁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遥

渊三冤参与者对学习成就的影响研究

人际互动对学习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袁而这种影响

也是评价参与者与学习者互动效果尧衡量互动是否成

功的重要着眼点遥 该方向主要的研究主题包括院不同

类型的参与者对学习成就的影响尧与参与者的互动对

学习成就的影响尧互动对学习成就的细分领域的影响

以及对不同因素如何影响学习成就各细分领域的综

合建模研究[34]遥 上述研究主题常用的研究方法有观察

法尧问卷法尧实验法尧准实验法和统计分析法遥 参与者

对学习成就的影响研究能够明确参与者如何影响学

习袁 以及他们具体影响学习的哪些方面和影响程度袁

从而引导教师更有效地与学生互动袁帮助教师设计有

效促进学习的同伴互动遥

考虑到参与者对学习影响所呈现出的复杂性袁建

议研究者可以关注学习者和参与者关系内涵和外延

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袁考虑参与者对学习影响的各类介

质性因素袁采用多元研究范式袁在不同类型的学习环

境中进行研究遥着力于从实际教学过程或者互动过程

中产生的真实问题袁关注微观的尧深层的教学互动问

题袁扩大数据规模袁从而进行深入研究遥

渊四冤学习环境对学习成就的影响研究

丰富的交互环境有助于学习者进行有效的交流

并影响学习遥 该方向典型的研究主题包括院学习者对

学习环境的感知与学习成就的关系研究尧学习环境中

的不同因素对学习成就的影响及其建模研究尧不同类

型学习环境影响的比较研究 [35-36]遥 主要涉及的研究方

法有实验法尧问卷法尧观察法以及综合使用多种方法

的混合型研究遥研究的结果能够指明学习环境中的哪

些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学习成就袁从而支持学习环境

的创建和优化尧教师对教学活动的安排以及学校对学

习环境的管理遥

在学习环境的创建和优化方面袁在构建技术支撑

的复杂性学习环境时要重视教学设计和教学策略的

使用袁构建虚实结合的学习共同体袁注意对教师转化

参与者

学习者 学习
活动

预期
目标

学习
环境

学习者与参与

者的互动行为

学习者与环境

的交互行为

参与者对学习
成就的影响

学习环境对学

习成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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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支持袁为学习者提供良好的学习体验遥 同时袁智

能学习环境提供给学习者的支持要与学习者的个性特

征相适应遥在研究内容方面袁除了关注学习环境对认知

领域学习成就的影响外袁 还要注重考察学习环境对学

习者情感等多维度的影响袁 深入探索潜在的中介性因

素对学习环境和学习成就之间的影响协调机制袁 通过

延长研究周期和扩大数据规模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遥

七尧结 语

与教学行为计算相关的研究在取得突出成果的

同时袁仍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院第一袁对于教学互

动行为相关的基本概念尧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袁学界

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袁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曰第二袁

构建互动分析模型的研究较多袁而验证模型的可操作

性和可推广性的研究较少曰第三袁当前对教与学行为

的分析多集中在对参与者之间互动的显性分析袁对深

度互动的挖掘不够曰第四袁多数研究样本抽样不够全

面尧总量偏小尧实验周期较短袁所得出的结论可推广性

和解释力有限曰第五袁数据分析的工具和手段有待进

一步多样化袁当前国内运用质性工具系统化研究互动

分析的较少遥对于教学行为研究和行为计算对教育过

程的重塑潜力以及当前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和挑

战袁特别是教学行为计算的四个研究方向涉及的研究

主题袁我们将进一步展开研究和实践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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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Cyber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of Ministry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to analyze teaching behaviors in the intelligent age to

discover the behavioral law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behavioral data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break the existing experience -based, manual analysis of classroom teaching behavior, and turn to

intelligent teaching behavior computing supported by big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havior, combined with behavior computing, this study combs the history form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behavior analysis to broad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omputable teaching behavior and constructs a general framework of teaching behavior computing. Then,

this study recommends four research directions of learners and participants, learners and environments,

participant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acquisition, characterization, mining and presentation of large-scale teaching behavior data will provide

guidance for practical teaching and help construct new teaching models and teaching processe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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