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标题: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及信息服务研究1 

二、课题组情况 

课题完成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课题负责人：孙焕良 

课题组组主要成员：刘俊岭，片锦香，孙丽梅，许景科，温全，刘天波，牛志成，王守金，王

永会，袁帅，郭耸，师金钢。 

三、摘要 

大数据时代为研究生质量评价与监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本课题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研

究生培养过程数据、研究生在校活动数据、研究生就业等各类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研究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大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研究生质量信息服务方法等。

实现了研究生整个培养周期的更细粒度的质量监测，为研究生管理者、导师、研究生等多类型用户

提供动态的监测预警服务，提升了研究生质量监测的水平。 

关键词：大数据；行为轨迹数据；研究生质量监测；大数据分析算法 

四、主要内容 

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了质量时代，加强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

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不断扩大的招生规模及丰富的教育培养类型增加了研究生质量评价与监测的难度。在研究生招

生规模方面，仅 2015 年招生人数达 57.4 万人，每年的招生人数及在读研究生总数均位居世界前列；

研究生的教育培养类型也不断丰富，基本形成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并重的培养格局。同时，研究生

的教育质量评价的多维度性使得质量监测更加复杂，体现在评价研究生质量时需要综合考虑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的多个质量指标，包括教学活动、教学师资、学科建设、学术成果、科研项目、创新基

地、学术平台及杰出校友等。因此，研究生质量监测已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大数据时代为研究生质量评价与监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大数据是数据分析的前沿技术，其

可以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对研究生培养过程数

据、研究生在校活动数据、研究生就业等各类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

以实现对海量、多源异构的研究生质量数据进行监测、分析和管理，从而提升研究生质量监测的水

平。 

本课题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研究生培养过程数据、研究生在校活动数据、研究生就业等各

类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大数据获取与处

理方法、研究生质量信息服务方法等。实现了研究生整个培养周期的更细粒度的质量监测，为研究

生管理者、导师、研究生等多类型用户提供动态的监测预警服务，提升了研究生质量监测的水平。 

具体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研究成果之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 

本部分研究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组成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建

立了研究生质量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模型如图 1 所示。图中部分 1 为研究生质量相关大数据，这些

数据涵盖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及毕业后的数据；部分 2 将研究生大数据处理为可用于监测分析的数

据；部分 3 为与研究生质量相关的评价指标；部分 4 为大数据分析算法；部分 5 通过分析数据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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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相关性，选取与评价任务相关的数据，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实现研究生质量的评价、监测与

预测；部分 6 实现多类型用户的信息服务。其中，信息服务部分与质量监测、分析算法及大数据部

分均有反馈，根据信息服务需求实现动态调整所需的数据及分析算法。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发表于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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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及信息服务模型 

研究成果之二：研究生质量相关大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 

研究生质量相关大数据主要包括教学运行数据、社交活动记录数据、基础条件数据、毕业生质

量数据等。现有评价研究生质量主要通过评估研究生规模、研究生就业、导师队伍、专业学位人才

培养、国际化和满意度等维度。然而，在大数据背景下，许多与研究生学习生活就业相关的细粒度

数据都可以获得，例如研究生的社交活动数据可以从社交媒体获取；研究生的实践活动情况可以从

培养单位和社会组织多方面获取；社会评价可以从用人单位得到反馈。这些多渠道、异构的信息汇

集到大数据分析系统中后，借助大数据分析方法，可以输出更细粒度的研究生质量监测数据。同时，

需要研究研究生质量相关大数据的处理方法，去除数据中的噪声、不一致。 

采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对研究生质量大数据进行预处理，去除数据中的噪声、不一致，并对数

据进行集成、归约、变换处理，为大数据分析算法提供高质量的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生质量相关大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发表于成果 2、7。 



 

研究成果之三：研究生大数据与研究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监测方法 

分析海量、多源异构的研究生大数据，结合研究生质量的相关评价指标，研究大数据与研究生

质量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质量监测所涉及的质量指标包括研究生的课程学习、

学术活动、实践活动及学位论文等质量指标。在评价研究生质量方面，通过研究我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中的国家标准、学科/行业/领域标准、培养单位的质量标准等三个层次标准，确

定了本课题的质量评价指标。所研究的研究生质量监测侧重于具体的培养过程以及相关联的质量保

障因素。 

本部分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评价方法、基于多层次、细粒度的大数据的研究生质

量监测方法、大数据分析算法在研究生质量监测的应用方法。在大数据时代，可以获取更细粒度的

研究生数据，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中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分类分析算法、聚类分析算法、异常检测

算法等，可以得到更加详细的研究生质量评价结果。动态细致地评估研究生在学业、实践、科研、

就业等方面的能力，为多类型用户提供监测及预测服务。 

本部分内容发表于成果 2-3。 

研究成果之四：基于研究生大数据的学业异常学生预测 

本部分利用研究生活动数据分析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的投入时间、生活规律性等，从而用于预

测学生的成绩，重点发现有学业异常的学生。研究内容包括数据预处理、属性相关性分析、预测算

法等。 

预处理部分实现数据的清理、集成，将细粒度的、多类型的数据处理成适用于应用的形式。对

影响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计算其与成绩的相关性系数选取出早饭次数、图书馆门禁次数

等属性。其次，利用基于线性回归的 Lasso 模型对属性进行筛选，找到显著与学业成绩相关的属性。

然后，采用两类方法进行异常学生预测，一类是基于分类的算法，采用 C4.5、CART、朴素贝叶斯

进行异常学生预测；另一类是预测算法，采用 Lasso 算法进行分数预测，然后根据数据分布情况确

定异常。实验结果表明 Lasso 预测模型适用于预测成绩后确定异常，对于学业异常学生的预测稳定

性更好。分类算法适用于预测前对异常学生有明确标注的情况，能够直接预测出学生的类别，对于

学业异常学生的预测准确率更高。 

采用真实的校园一卡通数据进行实验，验证了学生的成绩与其日常行为规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预测模型能够广泛应用于学业异常学生的预测中。 

本部分内容见发表成果 7。 

研究成果之五：基于研究生大数据的学生成绩预测 

本部分研究利用研究生活动数据预测学生成绩。现有的研究方法利用学生的入学成绩、学生管

理老师的记录、授课教师的课堂记录，由于学生活动规律的变化性，这种方法预测的粒度为一个学

期，即难以实时动态监控学生的行为，预测的时效性难以保证。 

本课题利用学生活动轨迹数据，结合学生心理动机等因素实现动态预测学生的成绩。由于研究

生大数据存在问题不完全、不充分、含噪声、异构、粒度过细等问题。同时，影响成绩的因素也较

多，如学生的作息时间、同学关系等方面，如何选取属性、如何选取数据、采用什么方法进行预测

是本研究的一个挑战。本课题借鉴心理学理论，发现一些相对稳定因素，通过一些导出的数据进行

预测。心理学理论可知：学生的活动受内在动因驱动，内在因素不可见，力量强大。本研究将活动

数据对学生的心理成就动机等属性进行标注，然后采用标注后的属性进行预测，较大程度上提出了

预测的精度。利用真实数据集进行了实验验证预测分数在 5 分以下。 



 

本部分内容见发表成果 8。 

研究成果之六：研究生质量的多类别用户信息服务软件系统 

通过搭建多类别用户信息服务平台，集成各种研究生相关质量数据，使得研究生教育管理者、

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共享同一数据资源。根据不同类别用户的实际需求，形成有针对性的研究生质

量信息服务产品，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率、动态的信息服务。本部分研究所提出的信息服务

的实践方法，结合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设计相应的软件，提供针对研究生管理者、导师及研究

生的信息服务。 

根据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导师、研究生等用户的需求，建立面向不同类型用户的质量监测信息

服务系统。研究质量监测信息服务软件的实现方法，设计实现相关软件系统。根据研究生质量监测

和预测结果，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为导师提供指导方向，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就业指导。 

本部分内容见发表成果 4-6。 

本课题共发表学术论文 3 篇，硕士学位论文 2 篇，获软件著作权 3 项。发表成果如下： 

[1] 王守金，李婷，孙焕良。基于大数据的研究生质量评价实施研究。教育，2016:11（9），198． 

[2] 片锦香，浦春钰，孙焕良，侯静。大数据时代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教育教

学论坛，2016，6（27）：75-76。 

[3] 片锦香，孙焕良，张锐，栾方军，刘美佳。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趋势研究。中国校外

教育，2016，5:36，54。 

[4] 孙焕良等。基于行为轨迹数据的异常对象检测系统 V1.0（2015SR209698）。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2015.10. 

[5] 孙焕良等。结合空间位置和社会关系的服务类任务分配系统（2015SR209702）。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2015-10-30。 

[6] 孙焕良等。基于 B/S 的区域流动模式构建及预测系统 V1.0（2015SR208561）。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2015.10. 

[7] 韩松阳，孙焕良（指导教师）。基于活动轨迹的学业异常学生预测研究，沈阳建筑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6.12。 

[8] Olaoluwa ESHO，孙焕良（指导教师）。Predi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Campus Big Data through Psychology，沈阳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12。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高校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强，与研究生质量相关的各种数据的获取成为可能。加之数据挖掘

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从多源异构、动态、海量的大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提供了技术保障。从大

数据中获取关于研究生质量的相关信息是未来研究生质量评价体系发展的趋势]。本课题的创新性

在于充分利用和研究生相关的大数据，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大数据时代特征的研究生质量监测

系统。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知识，建立具有辅助决策的信息服务平台，

使研究生质量评价体系能够动态、及时、信息全面、多角度地对研究生质量进行质量监测和预警。

同时，根据不断更新的大数据，能够动态调整研究生质量评价体系，使得研究生质量评价体系随着

时代发展变化而发展。 

课题中所研究的内容均实现了任务书的目标，其中，“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质量监测与信

息服务体系模型”、“研究生大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发表了学术论文，“基于研究生大数据的学业

异常学生预测”与“基于研究生大数据的学生成绩预测”方面形成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生质量的多

http://202.199.64.22:8061/srmis/encouragement/PatentInfo.jsp?ObjectID=2015000147


 

类别用户信息服务软件系统注册 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相关系统已在线应用。以上研究实现了研

究生整个培养周期的更细粒度的质量监测，为研究生管理者、导师、研究生等用户提供了动态的监

测预警服务，切实提升了研究生质量监测的水平。 

研究生质量监测和预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本

课题的后续研究将深入学生的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预测与分析，其意义更大深远。 

建议在基于大数据的研究生质量监测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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