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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depended on teaching characters, studied 
how to cultivate data literatur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Consumer Behaviour> course. 
Firstly, ba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predecessors, determined the concept and the associated concepts 
of the data literacy, and analysed the reasons why the concept of data literacy was put forward. 
Secondly, it debated the core contents of data literacy in <Consumer Behaviour> course teaching. 
This paper thought they should include data awareness, abilities of data collection, data handle and 
management, data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on, decision based on data, and legal and ethical 
awareness on using data etc. Two sides of awareness and abilities were concluded in the core 
contents. The lastly, this paper presented countermeasures on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the data 
literac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onsumer Behaviour> course teaching. It concluded that should 
combine the teaching content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data literacy orga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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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根据《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的特点，研究了如何通过该

课程教学来培养大学生的数据素养。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数据素养的

内涵及其相关概念，并重点分析了提出数据素养概念的原因。其次，研究了在《消费者行为

学》课程教学中，对数据素养培养的核心内容。本文认为，数据意识；数据的查找、获取能

力；加工、处理与管理能力；分析、理解能力；使用能力以及使用中的法律、道德意识等内

容是目前课程教学中对大学生数据素养培养的主要内容。数据素养的核心内容可分为思想意

识和行为能力两个层面，最后提出了在《消费者行为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大学生数据素养

的策略。得出结论，应该将教学内容与数据素养培养有机结合。 

1．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逐渐成为政府、企业以及个人进行决策的依据和创新的驱动力

量。大学生作为思想、认知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也是目前大数据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必将

成为未来大数据分析和使用的重要人群。在大学教育阶段，积极培养大学生的数据素养，增

强大学生对数据价值的认知，以及利用数据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和驱动创新的能力，无论对于

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必将是一项非常具有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的工作。《消费者行为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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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研究消费者心理特征与行为规律的科学，过去常采用随机抽样调研的方法开展研究。随

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使用数据日益便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能更好反

映消费者实际情况的大数据开展研究。而本科教育培养的是日后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学生们

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必然要面临大数据的提供、处理与分析。因此，目前的课堂教学中加强

学生们数据素养的培养势在必行。 

2．数据素养的内涵及其被提出的意义 

2.1 数据素养的内涵 

素养（literacy）一词的英文原意是“识文断字、能读能写”。汉语字典中的解释为：基本

的素质与修养。可见，无论中西方语境，素养都是指“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数据素

养就应该是人们对于数据的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可以将数据素养定义为：获取、解

释、批判性的评价、管理、处理和有效使用数据，并最终将数据转化为知识的能力，以及在

此过程中的道德和行为规范。（J.C.Prado and M.A.Marzal，2013；wikipedia，2013；张静波，

2013）在大数据时代，不仅需要具有数学和计算机学科背景的专业数据分析师，同时需要更

多的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且能够依据大数据研究进行相应决策的各类人才。 

2.2 提出数据素养的意义 

数据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深远：首先，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与传统意义的数据有显著

分别，导致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变得更难。数据是以数字、文字、图像、视频、音频

或计算机代码等形式存在的一组物理符号。数据本身并无价值，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解读从

而获得信息才有价值。因此，数据就是信息的载体，人们要想获得信息，就先要对数据进行

处理、分析和解读。在过去，人们生成和存储的数据量十分有限，且它们多半以数值的形式

存在。因此对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和分析，就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大数据时代的

数据具有体量庞大（Volumn）、模态繁多（Variety）、生成快速（Velocity）和价值巨大但低密

度（Value）的特征。（李国杰，2012）例如，现在每两天就可以创造出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

到 2003 年的数据量，且其中 75%都以日志、图像、视频、音频等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形式

存在，想要从中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变得不是更容易而是更难。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如

果只关注“能否认识到信息的价值？会不会搜索信息？会不会使用‘百度’等搜索引擎？会

不会使用‘Excel’等信息处理软件”①等与信息素养有关的基础问题显然不够，更跟不上时

代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看待生活中每时每刻生成的数据？如何处理这

些数据？如何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都是与数据素养紧密相关的问题。 
其次，伴随着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日

常信息处理，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几乎人人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在获取信息的平台制约变

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关注信息的载体——数据的认知、理解、分析和使用的能力就显得更

加重要。现在，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亦或是政府部门，在进行决策时，数据都在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决策，也在受着数据的影响。例如，

百姓通过对物价指数、股票指数、空气污染指数等数据的解读来感受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经

济、环境的状况，从而作出个人决策。（金兼斌，2013）在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工具逐渐

普及的情况下，认知、理解数据的价值和局限性，并用好数据，成为一个有数据素养的人，

关乎一个社会的整体理性水平，也将是下一阶段信息素养竞争与培养的关键。（缪其浩，2013b） 

                                                        
① 这些问题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大学生、青少年信息素养时经常提出和调研的问题。具体可参见刘航等《信息化时代大

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及培养对策》，《情报科学》2013（11）；路强等《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分析与培养途径研究》，《情报科学》

2013（10）；兰亚春等《网络时代青少年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培养途径》，《情报科学》2013（9）；李娅等《高校学生信息素养

现状及其评价标准研究进展》，《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13（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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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中数据素养培养的核心内容 

数据素养是一个包含多个维度的综合性概念。它具体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数据意识。具体指能够认识到数据是有价值的；对与自己工作、生活、学习相关

的数据具有敏感性，并有获取这些数据的兴趣；能够意识到数据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

数据对科学研究和社会的影响；理解数据是如何产生的，是由哪些人或者哪个部门生成的；

这些数据的可能应用领域、使用权力和时效等；能够认知到个人在网络及现实生活中可能留

下的“数据痕迹”，以及个人隐私的暴露程度等。 
第二，数据的查找、获取能力。具体包括知道获取数据的可能来源与渠道，并能对这些

来源与渠道的权威性、可靠性等加以评估，并从中加以选择；能明确现有数据对现有问题的

解决程度，并能为解决问题进一步搜索新的数据。 
第三，数据的加工、处理与管理的能力。具体指能够对所获得的数据进一步加工和处理，

会使用常用的数据处理工具（SPSS、Excel 等），并能够根据个人使用的需要和目标对数据进

行重新的合成与再现；能够有意识的存储、保护已经获得或生成的数据，以便未来可以进一

步使用；会使用常用的线上、线下数据存储工具。 
第四，数据的分析、理解能力。具体指能意识到数据可能表现的各种各样形式（不仅表

现为数值，还可以表现为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并能理解每种数据形式所代表的真正含义；

能够对各种形式的数据加以分析、解释；能够对数据本身加以批判性的评价；理解数据在生

成、获取、分析时所采用方法的局限性；理解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误差以及数据本身解决问题

的局限性。 
第五，使用数据解决现实问题或进行决策的能力。具体指能够应用数据帮助解决工作、

生活或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或者帮助进行相关决策，而不是仅仅凭借个人直觉进行决策；

能够对数据解决问题的程度和局限性加以评估；当用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时，可以用合适的

方式对数据加以呈现，从而让他人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第六，在使用数据的过程中具备所需的法律、道德意识。具体指能够认知到在数据的搜

集、处理和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与法律问题；在获取、使用数据时遵守法律和社

会伦理道德；理解数据的使用权限，保护个人隐私；对外公布的相关数据和结果应真实有效。 

4 《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数据素养的策略 

数据素养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思想意识层面和行为能力层面。对于这两个

层面的培养，采取的策略不尽相同。培养思想意识最有效的方法是环境的塑造。“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如果在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强的数据意识，深知数

据的作用和价值，常用数据并明确相应的法律、道德问题，那么，大学生自身也会受到环境

的影响，逐渐形成数据意识。但对于行为能力的培养则不同。行为能力不同于一般知识，后

者只要在课堂中讲授，在头脑中形成记忆就可以称为掌握；但前者必须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实

际应用才能够被掌握；同时对于行为能力的培养也没有“终点”，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

调整、巩固和提高。因此，培养大学生的数据素养，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营造良好的数据素养培养环境。《消费者行为学》课程虽不如计算机、数学、统计

学等课程属于直接涉及数据的课程，但后面的课程主要以数据处理为主，而前者则以数据应

用为主。教师在日常授课时，应有意识的主动使用数据来讲述课程内容，佐证自己的观点和

结论。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报道中，英国《卫报》的“数据博客”大放异彩，吸引了众多

网友和观众。在《消费者行为学》的讲授中，教师也可以效仿现在新闻媒体对数据的应用，

将数据渗透到课堂，例如，在讲授消费者的动机、态度时，将最新的调研数据结果渗入，这

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有机会更多的接触数据，认识到数据的意义和价值，还可以让学生更进一

步的学会如何分析、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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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数据素养的培养与课程的教学整合在一起。根据国外的经验，将数据素养的相

关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嵌入到各个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比单独开设相关的数据素养课程的效果

要好。（E.Stepheson and P.S.Caravello，2007）因为，通过这样的嵌入与整合，学生可以在一

般课程的学习中不断接触到数据，这对于提升他们的数据敏感性和对数据价值的认知非常有

帮助。同时，专业课程的学习如果能够经常要求学生搜集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使学生不

断有机会练习和使用上述技能，这对于培养和提升他们的数据获取、处理、分析的能力效果

非常好。因此，《消费者行为学》课程也应该学习国外经验，努力将数据素养的培养与课程的

讲授整合在一起。 
最后，重点关注对大学生的数据分析、使用能力的培养。在大数据时代，需要处理的是

体量巨大、类型丰富的，多数是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难以应对，

需要开发新的方法与工具。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数据素养的培养很容易被引入到技术层面，

即关注怎样开发出适合处理“大数据”的新工具，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等。但是，数据处理只

是手段，根本目标是从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帮助人们决策。所以，在大数据时代，

数据的分析、使用能力更加重要。正如 Jeanie Harris（2012）所言“如果没有分析能力，数据

本身毫无意义。”因此，高校在培养大学生数据素养时，不仅要关注对学生数据获取、处理、

管理能力的培养，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数据分析、使用能力的培养。即培养学生深入分析问

题的能力以及质疑的思想，不仅要对数据具有敏感性，更要理解数据背后的真正意义，不被

所谓的“精确数据”所左右。《消费者我希望》正式一门很好的数据应用的课程，可以通过课

程作业、实验等方式锻炼学生数据分析、处理、使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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