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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many fields. In recent years,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inning with the hotspot technology of
data mining, 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role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from artificialization to informationiz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so as to find more valuabl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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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近几年，高校的信息化管理成为了教
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数据挖掘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到高校信息化管理当中。通过数据挖掘这一热点技术入
手，深入研究探讨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管理从人为化转变为信息化中起到的作用以及相关的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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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发现更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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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先进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迅速发展，让各个研究领域数据都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包括淘宝交易数、
银行交易数据、医疗数据、教育行业数据以及公司利润和业绩以及顾客反馈等[1]。在这些庞大的数据中
隐藏着许多有价值的消费规则或者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各个领域的发展和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如
何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信息则成了当今关注的热点话题[2]。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庞大的
数据。数据挖掘是数据库研究、开发最活跃的分支之一[3]，可以说数据挖掘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已经越来
越成熟和强大。
2017 年的 KDD 大会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首府哈利法克斯落下帷幕。
纵观几十年的 KDD
发展，从参加会议的人数，论文发表影响力等各种情况来看，华人力量越来越强大，这说明我国现在也
越来越重视数据挖掘的发展，相信这项技术能为科技的进步带来更加重大的发现。并且和我们在校学生
密切相关的教育领域，数据挖掘技术也正在深入。近几年，随着进入高校学习人数的不断上升，摆脱传
统的人为管理方式，使得管理信息化，成为了各个高校研究的热点。目前数据挖掘技术在一些高校管理
中的应用很广泛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在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的一些高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解决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4]；Brigitte Maier 利用数据统计方法分析了澳大利亚的 29 所大学的 2196 名学生在网
络学习平台的经验和喜好[5]；Cristóbal Romero, Sebastián Ventura, Enrique García 以 Moodle 系统作为案例
研究了数据挖掘技术在课程管理系统中的应用[6]；浙江大学使用关联规则发现挖掘技术对高校的人事信
息库的作用，试图找到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7]等。就这么多的案例来看，知道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不仅需
要经验指导，也需要科学引领[8]。如果能有效的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高校信息化管理当中，不仅能够
找到对学生学校发展最有利的数据资源，还能够帮助学校更好的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实现更好的
管理，提高学校管理质量。本文就将从几个方面入手，讨论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信息管理中的相关应用。

2. 数据挖掘
2.1. 数据挖掘的概念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蓬勃发展，数据挖掘技术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结合目前的发展形势，数据挖
掘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和数据库领域的研究热点，数据挖掘的意义是为了发现数据库中隐含的知识[9]，解
决庞大数据集带来的问题，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分析大量的数据，找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信息。
数据挖掘是一门结合了多个学科知识的产物，它包含了许多的学科知识，这些学科现在都是各部门
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统计学，可视化技术等等。数据挖掘能够解释
成为一个过程就是自动地帮助我们分析数据并从中得到数据中潜在知识，从而帮助决策者做出合理并且
正确的决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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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挖掘的过程
数据挖掘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数据集选取或构造、数据预处理、数据转换、数据建模以
及对结果的分析与评价几个过程。
① 数据集选取或构造：大量数据都是由不同的数据源构成的，解决一个数据挖掘问题，首先要进行
数据集的选取或者构造这一步骤，根据任务的目的和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集或者是构造出需要的
数据。
② 数据预处理：数据预处理是数据挖掘的关键步骤，我们收集到的数据类型、格式是多种多样的，
并不是所有数据源都满足我们的实验需求，导致结果存在误差，不准确，所以就需要进行预处理。数据
预处理包含数据清洗、数据集成、规范格式化数据，这个过程通俗来讲就是将“脏数据”转变为“干净
的数据”从而为我们所用。
③ 数据转换：数据转换就是将上面处理后的数据转换为特征，这些特征要尽可能准备的去描述数据，
并且可以使得数据挖掘算法达到最优。
④ 数据挖掘：数据挖掘的核心是模式发现[11]，也就是利用数据挖掘算法和数据挖掘工具对转换过
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出我们预期想要的结果。
⑤ 结果分析与评价：当根据数据挖掘算法得到结果的时候，对得出的结果和理论的结果进行分析，
得出相应的结论。
综上所述，将数据挖掘的过程表示出来如图 1：

Figure 1. Data mining process
图 1. 数据挖掘过程

2.3. 数据挖掘的常用方法
在数据挖掘发展的进程中，积累下来的数据挖掘的方法有很多，每一个项目都有适合的数据挖掘方
法，每种方法都有自己对应的优点和适合的领域，下面简单介绍几种数据挖掘算法。
① 分类方法：分类就是找到数据库中一组数据对象的相同特点并且按照分类模式将其划分成不同的
类，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分类模式将数据库中的数据映射到某个给定的分类模式中。目前使用最为广泛
的分类算法就是决策树算法。常用的领域有广告点击行为的预测。用户在上网的过程中会浏览许多的网
页，根据点击网页的类型，网站可以向不同的用户投放不同的广告，产生更大的收益。
② 关联规则方法：关联规则是数据挖掘算法中运用最广泛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关联规则是形如
下 X→Y 的一种蕴含条件式，也就是发现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和规律。例如顾客和购买东西这两者之间
就体现了关联规则，可以通过顾客购买东西的记录找到不同东西之间存在的联系。
③ 聚类方法：聚类的意思就是把一组数据按照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似和差异来分成几种类别，能够让
同一类别的数据之间相似性大，让不同类别数据之间的相似性小。例如在市场细分领域中，根据同一商
品，不同顾客有不同的消费特点，研究这些特点根据聚类算法制定出不同的销售组合应用在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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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回归分析方法：回归分析是一个统计预测模型，用来描述和评估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反映的是事务数据库中属性值在时间上的特征，产生一个将数据项映射到一个实值预测变量的函数，发
现变量或属性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比如研究产品质量和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建立线性
回归关系，体现出质量的提升对用户满意度带来的影响。

3. 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信息化管理中的研究
如今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高校信息化管理中已经成为了各大高校
的趋势，所谓的高校信息化就是指将计算机的各种技术与学校教务教学管理融合在一起，从而提高了学
校管理人员的管理效率。下面主要从数据挖掘在学生选课、学生就业、贫困生认定、学生成绩预警四个
方面进行应用分析。

3.1. 数据挖掘技术在学生选课方面的研究
学生的选课问题一直是被忽视的问题。在多数高校普遍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选课方式不完善、选
课指导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加上学生经常盲目的去询问高年级学生的选课情况，往往忽视自己的兴趣以
及优势，这样不利于高校对人才的培养。数据挖掘技术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中
的关联规则算法，关联规则就是发现变量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大家最熟悉的关联规则体现就尿布与啤
酒的关系，那么这种表现同样可以应用在学生选课当中，发现学校课程之间的相关性。比如一个频繁项
集是{计算机科学基础，计算机网络，网络编程}，那么由此可见，如果该同学计算机基础学的很好很有
兴趣，那么他的计算机网络和网络编程也是没有问题，而且可以为学校的排课提供一个参考，在学习有
争对性的专业课的时候，需要学习相关的基础课程，更有利于学生更好的学校专业课知识。这样就可以
为学生选课提出一个更有科学性的参考，避免盲目性选课为学生以后毕业或找工作带来困扰。

3.2. 数据挖掘技术在学生就业情况方面的研究
学生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生也是家长和学校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对学生就业
系统进行开发并且也投入使用。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就业办公室的开发和应用[12]，功能很强大，速
度很快，为学校的就业管理提供了帮助。其实每个学校的信息数据库中，收集了学生的各种信息，也收
藏了许多招聘单位的条件信息等。那么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发觉有用
的信息和数据，能够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实验实训的内容设计，以及如何开展毕业生
的就业指导都有着显著的意义。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中的关联规则算法，通过设置一些对就业有影响的关
键词集，首先通过计算找到能够匹配最小支持度值的频繁词项，再通过匹配最小置信度来生成关联规则
得出强关联规则就能够分析出各种对就业有影响的因素，找到这些因素之后，比如学生的学位课成绩，
学生的城市经济状况等，学校可以根据这些因素进行一个参考，为学生找工作提供宝贵的意见，提高学
校的就业率。

3.3. 数据挖掘技术在贫困生认定方面的研究
高校教育的普及给许多农村的孩子带来了方便，当然，也存在着读书困难的问题。我国也针对贫困
生进行了帮助，我国已经初步形成贫困生资助体系，建立了“奖、助、补、贷、减”相结合，以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
系[8]。我们学校也是积极的在为贫困生提供帮助。但是怎样将资金帮助真正贫困的同学，成为了高校现
在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是通过同学之间相互评定和老师的讨论进行资助，这里面存在很多人为因
素，可能导致需要帮助的同学得不到帮助。那么贫困生认定系统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利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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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技术能够排除其他因素干扰，使得调查的数据更加合理，结果更可信。之前也有学者做过相关的研
究，例如：赵炳起[13]等提出建立包括五类指标的评定指标体系；杨晴[14]在硕士论文中提出了评价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的五类指标；刘善槐、邬志辉[15]使用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了困难生认定二分类模型等。
这些都是利用各种合理的数据挖掘算法，然后根据采集到的有用的数据，对其进行分析，挖掘出其中隐
含联系[16]，那么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入手，比如收集关于校园一卡通的消费数据。在校园一
卡通中包含大量的消费记录，这是最好反映学生经济情况的数据；其次还有学生填写的家庭情况表，包
含学生的家庭情况信息，提供一个辅助作用，将这些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后，可以利用数据挖掘中的关联
规则算法来设置最小支持度和最小置信度，通过计算找出超过最小置信度的所以数据，来和研究的数据
进行对比，将学校的贫困生挖掘出来。也可以利用决策树算法，通过计算每一个属性的信息增益值，找
到具有最大信息增益的值，作为根节点，依次构造成一棵决策树，可以直观的看出对贫困生认定最有用
的属性。由此可知，利用数据挖掘算法能够为贫困生认定提供更加直观有效的结果，帮助学校更好的解
决这一问题。

3.4. 数据挖掘技术在学生学业预警方面的研究
由于高校教育的普及，学生人数持续的增长，带来的数据也越来越多。目前大多数学校针对学生产
生的庞大的数据仅仅采用简单的查询，统计等手段，很少挖掘数据隐藏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数据
挖掘技术挖掘出学生各科成绩之间隐含的关系，来起到提醒和警示学生学业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帮助学
生为自己的学业做好准备。其实部分学校已经做出了一些措施，比如：上海海事大学教务处建立了严格
的预警规则[17]，对学生发放预警数据，对那些存在问题的同学提出严肃的正式的提醒，督促学生能够更
好的完成下面的学习任务，顺利毕业；复旦大学为了督促学生主动学习，在校园里实施了“博学计划”，
构建了完善的学习预警体系，对于绩点低的学生进行提前干预[18]。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中的分类
分析的方法，对大一大二学生的成绩进行分析，找到容易引起挂科的科目，和存在学分低无法毕业的学
生，进行预警，对这部分学生做出一些成绩提示，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重视自己的成绩，顺利毕业。

4. 实例——贫困生认定系统的设计
4.1. 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贫困生认定系统的重要性
由于目前高校人数越来越多，那么随之增加的贫困生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如何公平公正的为学生做
出贫困生等级判断成为目前高校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由于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认定贫困生方法存在
一定的偏差，多数是采用人为评定的方法，那么学校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通过深层次的挖掘大量学生
数据中与贫困生评定相关的数据，提取出相关的规则来为学校管理人员提供贫困生认定的帮助。

4.2. 贫困生认定系统的设计方案
在贫困生认定的过程当中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一卡通消费记录的关联以及家
庭信息和学习情况的判断的过程中，为参与评定的人员提供帮助。
4.2.1. 设计流程
① 数据的选取与收集：可以向学校相关负责部门收集数据，并自己通过对学生做出一些调查来收集
更多数据。将收集的数据进行整合选取，选择更有用，更规范化的数据。
② 数据处理：根据选择好的规范化的数据，根据所需要的数据挖掘的算法将其进行离散化化的处理。
③ 数据挖掘：选择合适的数据挖掘算法以及数据挖掘工具，对之前处理的数据进行挖掘，找到对方
案有用的信息和规则。
DOI: 10.12677/hjdm.2019.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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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设计系统：选择合适的程序开发语言，设计一个贫困生认定系统，便于更直观的展示结果。
⑤ 应用：将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产生的结果应用到贫困生系统当中，并通过系统展示出来。
综上所述，方案设计流程如下图 2：

Figure 2. Scheme design flow chart
图 2. 方案设计流程图

4.2.2. 数据来源
① 首先是一卡通数据：根据第三部分的几个研究来看，发现就高校管理问题来说，一卡通已经成为
了研究的热点和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原因是校园一卡通实现人工辨别与电子认证结合的功能[19]；可以
作为校内识别证件，准确认证身份，提高学校行政管理水平[20]，因此校园卡中包含着大量有价值的数据，
比如：校园一卡通卡面上有个人的姓名、性别、学号、院系、照片等信息；校园卡还包括门禁系统的管
理数据；校园卡包括校园消费数据；还有校园网上网的数据，这在之前提过的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起到
了一定作用；有些学校校园卡也代替了水卡电卡的功能。
② 除了一卡通数据，对于贫困生这一问题来说还有其他可用的数据，包括学生填写的个人以及家庭
情况表、学生的综合成绩、学生申请贷款的情况，以及学生的德育分情况等。
4.2.3. 解决方法
① Apriori 算法来分析。该算法通过很多次的扫描数据库来得到项集从而找到我们需要的规则，那么
利用 Apriori 算法应用到贫困生系统中[21]的主要原理是从众多影响因素中选出几个对贫困生认定最有价
值的项，然后将里面的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设置置信度之后，再利用算法找出这些项之间的关联性进
行分析，最终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
② 支持向量机算法来分析。贫困生问题也是一个分类问题，那么支持向量机算法能够很好的将贫困
生和非贫困生分割开来，达到最大的分割操作，在收集到的所有数据中提取训练集，然后对其进行支持
向量机的测试，解决问题。
③ 遗传算法来分析：学生数据库，以及校园一卡通中的信息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如果需要进行长
期分析观察结果，那么就应该采用优化之后的算法，利用遗传算法的聚类，分类分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4.2.4. 系统设计
在设计系统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框架，B/S 框架[22]比 C/S 框架更适合，B/S 因为是直接访
问网页的，所以更容易理解和操作，设计也没有那么困难。然后需要前台后台的页面，需要 web 服务器
和数据库服务器相结合。需要选择合适的开发语言和数据库环境来进行开发，最后完成合适的系统设计，
为贫困生的认定工作带来更大的方便。

5. 展望
综上所述，数据挖掘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越来越快，我们作为学生，应该更加注重高校信息化
管理这一块的应用。利用数据挖掘中的各种方法，设计出合理的系统，帮助学校管理人员摆脱传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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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合理利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数据，挖掘出数据背后潜在的含义，能够使得管理更加科技化，信息
化[23] [24]。这样不仅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带来方便，有利于更好的培养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也能帮助学生
更加顺利的毕业，真正的实现高校校园信息一体化工作，实现人才培养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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