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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学习系统中作业习惯建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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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业习惯与学习者的学业成就紧密相关袁作业习惯的建模是智能学习系统设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遥本研究

应用混合式研究方法袁依据多层次作业模型袁确定野学业拖延冶和野学业勤奋冶作为两个重要且可以测量的作业习惯的维

度袁分别表征作业时间和作业努力这两类核心的作业行为遥 构建了包括做题拖延和提交拖延的学业拖延习惯子模型袁应

用聚类实现了对学业拖延习惯的诊断袁定义了野无拖延习惯者冶野严重拖延习惯者冶野提交作业拖延者冶野做作业拖延者冶四

类学习者遥 以时间投入要专注度模型为理论框架袁构建了包括时间投入和专注度的学业勤奋习惯子模型袁应用人工神经

网络实现对学业勤奋习惯进行诊断袁诊断出五种勤奋度的级别袁并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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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作业是连接教与学的重要环节袁体现了教育的价

值取向和课程改革的理念遥 作业在 K-12教育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1]袁作业可以补充和巩固学生在学校的学

习袁完善学生的知识和技能[2]遥 因此袁培养学生良好的

作业习惯袁对于学生的学业表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学生做作业的方式也从传统的纸

和笔作业发展到在线作业以及线上线下混合的作业

形式袁与传统作业相比袁在线作业可以使学生得到即

时的反馈与辅导袁能带来更好的学习结果[3]遥学生在线

作业的过程会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在学习系统中袁如何

通过这些海量的作业行为数据袁 分析学生的作业习

惯袁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和服务袁是智能学

习系统设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二尧智能学习系统中作业习惯模型的构建

智能学习系统中作业习惯的建模可以应用学习

习惯的建模方法袁可采用自上而下的理论经验法和自

下而上的数据挖掘法相结合的混合式思路袁重点解决

学习习惯测量模型的维度和学习习惯模型的测量指

标等问题[4]遥

渊一冤智能学习系统中作业习惯模型维度的确定

在智能学习系统中袁 学生的作业习惯是通过其作

业行为表现出来的遥 关于学生作业行为的研究袁

Flunger B认为作业时间是作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5]曰

Dettmers认为学生在作业中投入的努力程度可以表

征其作业行为 [6]曰Trautwein U 的研究表明袁作业对学

业成就的积极效果并不能仅由野作业时间冶测量袁还与

作业的完成质量渊专注/效率尧按时尧正确冤有关[7]袁并提

出多层次作业模型袁该模型认为作业时间渊即花费在作

业上的时间冤和作业努力渊即学习者认真对待作业的程

度冤可以用来表征学生作业行为的两个中心方面[8]遥 本

研究以多层次作业模型为基础袁探讨作业时间和作业

努力这两类作业行为与哪些教育领域常识性的学习

习惯概念相对应袁以确定作业习惯模型的维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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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 通过文献分析提取模型维度的关键词

作业模型维度关键词筛选的原则有两个袁一是从

价值性的角度出发袁选择需要测量的作业习惯袁即教

育学领域认为应该测量的作业习惯袁对学习者的学习

和发展会有重要影响的作业习惯曰二是从实用性的角

度出发袁选择能够测量的作业习惯袁即当前技术手段

等可以实现量化的作业习惯遥通过收集和整理国内外

关于学习习惯的文献袁分析尧总结和提取作业学习习

惯维度的关键词遥 共提取出学习习惯维度的关键词

76个袁其中在线教育维度关键词 23 个袁混合学习环

境关键词 53个袁 筛选出与作业有关的关键词 48个遥

按照筛选的两个原则渊一是需要测量的曰二是能够测

量的冤袁对这 48个关键词进行筛选遥得到学业拖延尧时

间管理尧目标计划尧学习环境尧主动学习尧协作尧学业勤

奋尧独立思考等 8个关键词遥

2援 通过专家访谈补充和修改模型维度的关键词

访谈 6位具有在线教学和研究经验的专家袁了解

在线学习环境下专家对作业习惯关注的要点袁经过速

记转录与整理袁形成了访谈文本资料遥 使用 NVivo软

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袁提取出教师和专家关注的作

业习惯关键词 6个渊拖延尧勤奋尧努力尧主动尧投入尧专

注冤遥 将文献分析的 8个关键词与访谈挖掘的关键词

进行整合袁形成德尔菲法调查问卷的关键词集遥

3援 通过德尔菲法确定模型维度

有 16位专家渊其中包括 5位高校教师尧5位研究

人员和 6位中学教师冤 参与了本研究的德尔菲调查遥

调查以问卷形式进行袁征询专家对作业习惯模型维度

的意见遥根据两轮意见征询和修订袁确定将学业拖延尧

学业勤奋作为两个重要且可以测量的作业习惯的维

度袁分别表征作业时间尧作业努力两个方面作业行为

的频繁程度对学习的影响遥

渊二冤维度 1院学业拖延习惯的测量

作业模型中的学业拖延习惯是指当学生面对与

作业渊学业任务冤有关的事件刺激所呈现的延迟行为遥

学业拖延习惯是一种常见的不良学习习惯遥 研究发

现袁 大约 30%至 60%的学习者报告了自己在准备考

试尧写学期论文等学习任务时具有拖延习惯[9]遥学业拖

延习惯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表现袁 阻碍其学习进步袁

增加其压力袁并降低生活的质量袁对学习者的身心健

康产生消极影响[10]遥 由于学业拖延习惯对学业成就的

影响最为直接袁因此也是许多研究者和教师关注的问

题遥

1. 学业拖延习惯子模型构建

在学业拖延习惯的测量上袁大多数采用调查问卷

或量表袁 通过学习者自我报告的形式来测量拖延习

惯袁如 Tuckman拖延倾向量表渊TPS[11]冤尧Solomon 等学

业拖延量表渊PASS[12]冤等曰此外袁还有教师评定的方式

渊如出勤等冤测量拖延习惯袁如 Miligram 等的学业拖延

量表渊APS[13]冤等遥 学业拖延习惯通常表现为放弃和推

迟完成作业遥 用行为数据来测量拖延袁一般都是判断

行为是否在截止时间前完成袁 用在作业拖延的测量袁

通常都是单一维度的判断提交作业的截止时间[14]遥 然

而拖延作为从时间角度表征作业行为频率对学习影

响的变量袁不应该仅从野完成的时间冶进行单一维度的

判断袁还应该包括野做的时间冶维度袁做作业的时间长

短不仅是学习者知识能力的表现袁更是专注力等方面

的外显遥因此袁本研究构建了包括野做的时间冶和野完成

的时间冶两个维度的学业拖延习惯模型袁即做题拖延

和提交拖延二维模型遥

2. 学业拖延习惯测量的算法设计

研究假设院 超出规定做作业时间的次数越多袁拖

延度越高曰超出规定提交作业时间的次数越多袁拖延

度越高遥 拖延度表达为院Pr=f渊T袁N冤遥 其中袁f渊冤是函数

关系袁Pr表示作业的学业拖延度袁T表示作业学习行

为中与时间相关的参数袁N表示作业学习行为中与拖

延次数相关的参数遥

渊1冤做作业时的拖延次数 Nd的计算

设 Tst表示开始做作业的时间尧Tsb 表示提交作

业的时间尧Tlt表示规定的做作业的时长尧Nd 表示做

作业时的拖延次数遥 则第 i次做作业的时长 Tdu渊i冤=

Tsb渊i冤-Tst渊i冤曰第 i次做作业拖延的时长 Tpd渊i冤=Tdu

渊i冤-Tlt渊i冤遥 做作业时的拖延次数 Nd的计算公式为院

Tpd渊i冤>0钥 Nd=Nd+1遥 其中 i=1噎n袁n为正整数遥

渊2冤提交作业的拖延次数 Ns的计算

设 Tdl规定最晚提交作业的时间袁 则第 i次提交

作业拖延的时长 Tps渊i冤=Tsb渊i冤-Tdl渊i冤遥 提交作业的

拖延次数 Ns的计算公式为院Tps渊i冤>0钥Ns=Ns+1遥其中

i=1噎n袁n为正整数遥

渊3冤学业拖延度 Pr的计算

研究的目的是诊断出具有不同拖延习惯的学习

者袁即把学业拖延度 Pr的计算看成一个分类问题遥聚

类分析是解决分类问题的有效方法袁因此可以根据数

据的特点袁选用不同的聚类算法袁对 Pr进行分类袁实

现对学业拖延度的计算遥

渊三冤维度 2院学业勤奋习惯模型的测量

学业勤奋习惯用于表征作业行为中的努力行为

的频繁程度遥学业勤奋是指学习者自觉地卷入学习任

务袁并不懈地追求学习目标的惜时表现[15]遥 研究表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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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勤奋习惯对于学业成就具有预测作用遥在线学习

环境下袁学习者面临更多的诱惑袁这会导致学习者的

注意力分散袁因此学习者保持学业勤奋习惯对其学业

表现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1. 学业勤奋习惯子模型构建

关于学业勤奋习惯的测量袁 常采用问卷调查法袁

如 Bernard 等编制的基础教育勤奋调查问卷 DI-HS

和高等教育勤奋调查问卷 DI-HE[16]等遥但是问卷测量

受到许多众所周知的限制袁 尤其是自我报告式问卷袁

存在社会期望偏差和其他的限制袁特别是当存在激励

因素时遥 有研究者认为袁用学习行为测量学业勤奋可

能比问卷更适合袁因为行为不依赖于主观判断袁直接

对行为进行分析袁可以消除参考偏倚尧社会期望偏倚

和造假相关的局限性[17]遥

关于学业勤奋习惯维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遥

第一种是学习时间渊行为冤投入的取向遥该取向主要从

学习者投入学习中的时间或行为的多少来考察学业

勤奋度袁 认为个体在学习中投入的时间或行为越多袁

个体的学业勤奋水平就越高[18]遥 第二种是学习专注度

的取向遥该取向强调从认知和情感投入角度来探究学

业勤奋度袁偏重于从专注程度的视角来考察学业勤奋

度[19]遥 但时间投入和专注度是不可分离的袁专注度是

通过学习时间投入表现出来的袁学习时间投入是专注

度的载体遥 因此袁单维取向不能够有效地对学习者的

学业勤奋度水平进行合理的评估遥为避免单维水平评

估学习者的学业勤奋的不足袁雷浩等综合了时间投入

和专注度两种取向袁 提出了学业勤奋度的 野时间投

入要专注度双维核心模型冶袁 并检验了该模型应用的

有效性[15]遥 但是该研究是通过自编的叶中学生学业勤

奋度问卷曳来获得的数据袁仍然存在问卷调查法的弊

端遥 因此袁本研究以野时间投入要专注度双维核心模

型冶为理论框架袁探索基于学生学习行为的学业勤奋

习惯测量模型遥

2. 学业勤奋习惯测量的算法设计

学业勤奋习惯的测量假设是学业勤奋习惯与作

业学习行为是相关的遥 这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问题院

一是学业勤奋习惯水平与哪些在线作业行为相关钥二

是在线作业行为与学业勤奋习惯水平的关系是否可

以描述为数学模型钥

由于不同学习平台开发的目的不同袁所提供的工

具不同袁会导致学习行为指标选择的不同遥因此袁在确

定两个维度学习行为的量化指标时袁需要考虑学习平

台本身的特点袁以及数据采集的可行性遥一般来说袁学

业勤奋习惯主要表现在做作业尧 观看微视频答题尧作

业互动尧资源浏览等多种行为袁各种行为对学业勤奋

习惯贡献的程度也不同袁这就导致学业勤奋习惯的输

入和输出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遥 因此袁勤奋习惯

的诊断是一个多层次尧多目标的问题袁难以建立合理尧

准确的数学公式遥 对于多指标的预测和分类问题袁通

常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尧logistic回归等回归方法袁 但这

些方法是基于线性关系来进行评价袁无法对非线性问

题进行很好的逼近遥人工神经网络的优势恰好体现在

处理非线性问题上袁 相对于其他非线性回归方法袁人

工神经网络避免了选取何种非线性函数的困扰袁因此

本研究根据数据之间的非线性特点袁以及需要解决问

题的性质袁选择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勤奋习惯进行诊

断遥

本研究的输入数据为学习者归一化后的特征向

量袁输出数据为勤奋度渊勤奋学习习惯的标度冤数值袁

分为 1~5类渊1类勤奋度最低袁5类勤奋度最高冤遥具体

建模步骤包括院第一步袁根据野时间投入要专注度双维

核心模型冶的理论框架袁以及在线平台可收集到的学

习行为数据袁设计学业勤奋习惯数字化表征的指标体

系遥 第二步袁根据学习行为指标体系确定输入层神经

元的个数袁 模型的输出为学业勤奋习惯评价的等级袁

确定模型的拓扑结构遥 第三步袁归一化处理各指标数

据遥第四步袁采用神经网络对样本进行训练袁建立学业

勤奋习惯的测量模型遥 第五步袁应用学业勤奋习惯测

量模型对学习者进行诊断袁并输出诊断结果袁对模型

性能进行分析遥

三尧智能学习系统中作业习惯模型实验

本研究的实验平台为野Cloudbag教育云平台冶袁实

验数据来源为 L中学 654名学习者使用智能学习系

统进行常态化学习的作业行为数据遥首先进行数据清

洗袁 过滤掉因转学等各种原因未参与的学习者数据袁

以及由于误操作的多次提交行为尧多次做作业的行为

渊一个作业在不同的时间做了多次冤等数据袁得到有效

记录遥其次袁处理缺失值和归一化数据袁应用极差变换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袁将数据进行归一化袁缩放到从 0

到 1的闭区间遥

渊一冤维度 1院学业拖延习惯子模型实验

根据智能学习系统中收集的学业拖延习惯数据

特征选择算法遥 由于数据是连续型数值数据袁因此选

用覆盖型数值划分聚类算法遥K-Means聚类是比较成

熟的覆盖型数值划分聚类算法之一袁 本实验应用 K-

Means聚类来实现学业拖延度 Pr的分类遥

1援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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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聚类分析的因变量是学业拖延习惯诊断

结果袁自变量是做作业时的拖延次数 Nd尧提交作业的

拖延次数 Ns遥当 K为 4时袁聚类效果具有最好的解释

力袁因此聚类数量选择为 4遥 实验结果如图 1所示袁四

种拖延类别具有明显的分区袁 类别 1在 Nd和 Ns上

的数值均较小曰类别 2在 Nd和 Ns上的数值均较大曰

类别 3在 Nd上的数值较小袁在 Ns上的数值较大曰类

别 4在 Ns上的数值较小袁在 Nd上的数值较大遥 在所

有统计量中袁类别 1有 398 个袁占 60.9%袁Nd的中心

点是 0.49袁Ns的中心点是 0.69曰 类别 2 有 45 个袁占

6.9%袁Nd 的中心点是 10.48袁Ns 的中心点是 9.57曰类

别 3有 124个袁 占 19.0%袁Nd的中心点是 2.69袁Ns的

中心点是 8.41曰类别 4有 87个袁占 13.3%袁Nd的中心

点是 7.8袁Ns的中心点是 2.39遥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袁

Nd尧Ns两个变量能很好地区分各类 渊Sig.=0.000冤袁各

类别间的差异较大遥 类别 1占了整体的 60.9%袁说明

大部分学习者在作业方面没有拖延习惯袁这与中国当

前的中学教育现状有关袁在现有的中学教育中袁因为

高考的指向性袁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袁对于教师安

排的作业袁 大部分学习者都能在提交时间前完成袁随

着时间的临近袁数据量逐步增加袁导致类别 1数值偏

大遥

图 1 四种拖延类别在 Nd和 Ns上的聚类图

聚类质量的评价采用轮廓测量和 Silhouette 指

数遥 本研究的 Silhouette指数达到 0.8袁聚类轮廓测量

也达到了野好冶的水平袁说明本研究应用 K-Means聚

类分析对学业拖延习惯的分类具有较好的聚类质量遥

2. 具有不同程度学业拖延习惯的学习者特征

从不同类型的学习者中选择特定的受访者袁进行

访谈袁并结合这类受访者在行为数据中体现出来的行

为模式特点袁分析学习者的特征遥 通过对四类不同学

习者进行访谈和观察袁发现四类学习者在学习上具有

不同的特征遥 野无拖延习惯者冶即类别为 1的学习者袁

统计数据上表现为院Nd和 Ns均较小遥 在学习行为上

表现为院 基本没有做题拖延行为和提交拖延行为袁能

够提前或按时完成作业袁 做作业时注意力较为集中袁

被视为无拖延学习习惯遥 野严重拖延习惯者冶即类别为

2的学习者袁统计数据上表现为院Nd和 Ns均较大遥 在

学习行为上表现为院经常出现做题拖延行为和提交拖

延行为袁通常表现为学习时间安排不合理袁经常忘记

做作业袁喜欢把作业拖后完成或者不完成袁而且做作

业时注意力不集中袁经常被其他事情打扰袁导致做作

业的时间很长袁效率较低遥 野提交作业拖延者冶即类别

为 3 的学习者袁 统计数据上表现为院Nd 较小袁Ns较

大遥在学习行为上表现为院经常出现提交拖延行为袁但

很少出现做题拖延行为袁这类学习者通常表现为经常

忘记做作业袁喜欢把作业拖后完成或者不完成袁学习

时间安排不合理袁但做作业时能够集中注意力袁效率

较高遥 野做作业拖延者冶即类别为 4的学习者袁统计数

据上表现为院Ns较小袁Nd较大曰 在学习行为上表现

为院经常出现做题拖延行为袁但很少出现提交拖延行

为袁这类学习者通常表现为能够按时完成作业袁看似

在努力学习袁但学习效率不高袁在做作业时袁经常注意

力分散尧溜号袁甚至迷航遥以上四类学习者袁野无拖延习

惯者冶是具有良好学习习惯的学习者袁野严重拖延习惯

者冶野提交作业拖延者冶野做作业拖延者冶三类学习者都

是具有不良学习习惯的学习者袁需要根据其习惯形成

的动力因素设计教学干预袁改善其不良的作业习惯[20]遥

3援 模型诊断结果与人工诊断结果的对比

将模型诊断结果与人工诊断结果进行对比袁可以

帮助完善模型袁为后续研究做准备遥随机抽取 20位学

习者袁 由两位该班授课教师研究者背对背对 20位学

习者的拖延类型进行诊断袁对于不一致的结果袁与第

三位教师商讨后确定最终值袁 两位教师评价的

Cohen's Kappa 一致性检验结果为 0.821袁 具有一致

性遥模型的诊断结果与教师诊断结果在类型 1尧类型 2

和类型 3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袁而类型 4的判断上有

一些不一致袁模型诊断出类型 4的数量要少袁说明模

型的判断标准比教师的判断标准宽松袁 原因在于袁在

判定野规定的做作业的时长冶的时候袁教师是按照班级

大多数同学能够做完的时长袁但当对学习者个人进行

评价时袁教师通常会从自己的经验和预期出发袁根据

学习者个人的知识能力来进行判断遥 如在某次作业

中袁教师认为大多数学习者 45分钟能够完成袁对于甲

同学渊学习基础比较差冤袁如果甲 45分钟写完袁教师认

为其没有拖延袁但对于乙同学渊学习基础比较好冤袁如

果也是 45分钟写完袁教师认为其有拖延袁原因是教师

对他的预期应该是 35分钟之内遥因此袁模型的后续完

善可以考虑增加学习者的知识能力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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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维度 2院学业勤奋习惯子模型实验

1援 提炼学习行为测量指标

通过对 Cloudbag云平台可收集到的作业学习行

为进行分析袁同时参考已有文献的量化指标袁提炼出

基于 Cloudbag教育云平台的学业勤奋习惯的具体测

量指标袁共得到两个维度下的 8项行为指标袁15项量

化指标袁本研究的假设框架见表 1遥 这 15项量化指标

与输出均有关系袁但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遥 基于此框

架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袁并修订形成最终的学业勤奋

习惯子模型遥

表 1 学业勤奋习惯子模型的假设框架

2. 构建专家样本

建模的目的是将教师经验中的学习习惯与学习

者的学习行为建立联系遥本实验的因变量是学业勤奋

习惯袁其数据来自于各种作业行为曰自变量是专家样

本袁来自于教师研究者的人工标注遥 人工标注勤奋度

数值分为 1~5类渊1类勤奋度最低袁5类勤奋度最高冤曰

编码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Cohen爷s Kappa 系数为

0.712袁对于不一致的编码袁加入第三个研究者袁共同

协商决定编码的类别遥

3. 模型实验

随机选取 60%作为训练集尧20%作为校验集尧

20%作为测试集遥 模型选择 BP神经网络的多层感知

器 MLP模型袁使用训练集对模型进行训练袁网络结构

为院输入层为 15个神经元渊归一化后的 15维的特征

向量冤袁输出层 5个神经元作为分类结果渊1类勤奋度

最低袁5类勤奋度最高冤袁隐藏层为 5层遥 如图 2袁多层

感知器 MLP模型对于学业勤奋分类的精度袁在类别 1

和 5上均超过了 98%袁达到了较高的值袁说明模型在

1和 5类型上具有较高的识别能力袁即对于野特别勤

奋冶和野特别懒惰冶的两类极端学习者具有较好的诊断

能力袁这符合后续研究的需要袁即对勤奋度不高学习

者干预的前提是对其精确的诊断袁尤其是诊断为野懒

惰冶的学习者是重点干预对象遥 模型在类别 2和 4上

的精度在 85%左右袁虽没有达到特别高的值袁但符合

实际情况袁对于介于野特别勤奋冶和野一般勤奋冶袁野特别

懒惰冶和野有点懒惰冶之间的学习者袁实践证明袁人工标

准也会出现依1级别的误差渊在人工标注时袁需加入第

三个研究者对于不一致的编码进行协商的情况袁也是

大多出现在对第 2类和第 4类的辨别上冤遥

4. 基于不同算法的模型比较分析

对于不同的分类问题袁高精度的算法具有更好的

识别能力遥 下面袁将本实验应用的算法与机器学习的

主流分类算法进行比较遥收益图提供了一种评估和比

较多个预测模型并选择最合适的预测模型的方法遥如

图 2所示袁多层感知器 MLP取得了最好的预测效果袁

支持向量机 SVM和 TAN贝叶斯网络也取得较好的

预测效果袁 决策树 DecisionTree 次之袁 径向基函数

RBF最差袁 可见多层感知器 MLP算法的评估指标是

五种模型中最高的袁对勤奋度分类结果是最优的遥 因

此袁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层感知器 MLP的学业勤奋模

型袁 通过输入的 15维特征向量能够较为准确地诊断

出学习者的勤奋度级别遥

对于诊断出学习者的勤奋度级别的教育意义说

学业勤奋

习惯子模

型的维度

行为指标 量化指标

做作业的

时间渊行

为冤投入

做作业时间 做作业总时长尧做作业总次数

登录作业模块 登录作业模块总次数

课下访问资源
课下浏览学习资源的总次数尧 课下

下载学习资源的总次数

课下观看

微视频

课下观看微视频总次数尧 课下观看

微视频总时长

作业互动 发帖提问总数尧回答总数尧回复总数

做作业的

专注度

做作业效率
每次作业平均分数尧 每次做作业平

均时长

视频交互点

答题

微视频交互点答题的正确率=微视

频交互点答题正确次数/总次数

长时间做作业
一次完成单次作业所有题目的总次

数尧完整播放视频的总次数

图 2 多层感知器 MLP模型的混淆矩阵与多个预测模型的收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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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院勤奋度级别渊1尧2尧3尧4尧5冤分别代表特别不同级别

的勤奋习惯渊懒惰尧有点懒惰尧一般尧勤奋尧特别勤奋冤遥

本研究认为被诊断为 4级和 5级的学习者是具有良

好作业习惯的袁而被诊断为 1级和 2级的学习者是具

有不良作业习惯的袁分别被定义为野勤奋严重不足者冶

和野勤奋不足者冶类别袁对于不良作业习惯的学习者要

采取相应的教育干预袁帮助其改善作业习惯遥

四尧结 语

本研究提出了学业拖延习惯和学业勤奋习惯的

二维作业习惯模型袁分别表征作业时间尧作业努力两

个方面作业行为的频繁程度对学习的影响遥以往学业

拖延的测量袁通常都是单一维度的对作业提交的截止

时间的判断袁缺乏对做作业拖延的描述遥 本研究构建

了包括野做的时间冶和野完成的时间冶两个维度的学业

拖延习惯子模型袁 使学业拖延习惯的研究更加深入遥

学业勤奋习惯对于学习者的学业成就具有很好预测

作用袁但学业勤奋与其他可以用学习行为来测量的概

念渊如学习行为投入冤相比袁研究成果却相当有限袁学

业勤奋的测量也仅是通过一些调查问卷法遥本研究提

出学业勤奋习惯子模型包括时间投入和专注度两个

维度袁并根据数据的特点袁选择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实

现对勤奋习惯的表征袁 诊断出五个级别的勤奋度袁从

而实现了通过学习行为来测量学业勤奋习惯袁改进了

学业勤奋习惯的测量方法遥

由于学习习惯具有多场景尧多学段的特征袁未来

需要将本研究提出的作业习惯二维模型在不同应用

场景尧不同年龄段群体尧不同类型的数据结构表现形

式上袁作进一步的验证袁使作业习惯测量模型进行多

次迭代袁不断提高模型的效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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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odeling of Homework Habits in Intelligent Learning System

YIN Baoyuan1袁 WU Fati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2.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Homework habi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earner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modeling of

homework habits is an urgent problem in the design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a multi-level

homework model, this study adopts a hybrid research approach to identify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academic diligence" as two important and measurable dimensions of homework habits, which represent

the two core types of homework behaviors: homework time and homework effort. A sub-model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habits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procrastination in doing and submitting. Clustering is

applied to diagnose the habit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four types of learners are defined as "non-

procrastinators", "severe procrastinators", "procrastinators in submitting" and " procrastinators in doing".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ime investment and focus model, a sub -model of academic

diligence habits including time investment and focus is constructed.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s used to

diagnose the academic diligence habits, as a result, five levels of diligence are diagnosed,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Keywords] Studying Habit; Homework Habi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cademic Diligence;

Intelligent Learning System;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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