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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高校图书馆参与学习分析的实践研究与启示

———基于 ARL«SPECKit３６０:学习分析»的思考∗

□宋玲玲

　　摘要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北美高校图书馆参与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SPECKit３６０:学

习分析»是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在对其成员馆参与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调查的基础上发布的报

告,内容涉及成员馆参与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涵盖的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共享、数据保护、
隐私政策、日常程序及培训、参与学习分析合作等方面,分析此报告,能够深入了解北美高校图书

馆参与学习分析的现状,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参与学习分析实践具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学习分析　研究图书馆协会　北美

分类号　G２５８．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９

１　引言

近年来,围绕“图书馆价值(LibraryValue)”和
“图书馆影响(LibraryImpact)”[１－２]的学术研究在

图书馆界掀起了风潮,在此大背景下,北美高校愈加

关注图书馆的使用(例如,资源、服务、空间等)与学

生学习和学业成绩间的关系对“图书馆价值”和“图
书馆影响”的直接作用和关键性意义,进而引发了愈

来愈多的北美高校图书馆建立或参与学习分析

(LearningAnalytics,LA)[３－４]项目或计划.
作为一项大数据实践,LA 的定义是对学生和

其他相关数据进行测量、收集、分析,以达到理解和

优化学习及其环境的目的[５].通过参与学习分析,
图书馆和其所在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判断、预
测影响或抑制学生学习的因素,并制定干预措施.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也为了更加充分

地发挥学习分析的作用,北美高校图书馆及其所在

机构在学生入学前就已经开始收集学生学习数据,
分析学生数据及其在信息系统中留下的数字痕迹来

参与或开展学习分析项目[６].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ARL)[７]在获得

其高校成员馆参与学习分析的调查反馈后,于２０１８

年９月发布«SPECKit３６０:学习分析»[８]报告,对高

校图书馆如何规划、采用和参与学习分析计划,使用

什么机制来维护数据安全和隐私,在参与学习分析

时遇到了哪些伦理问题,如何判断和解决这些问题

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了解和分析此报告,对于思

考当前我国图书馆开展学习分析以及相关政策制定

具有借鉴意义.

２　«SPECKit３６０:学习分析»报告特点分析

２．１　自愿参与、共同发展

ALA调查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至６月１５日进

行.１２５个 ARL图书馆中,有５３个回复调查,回复

率为４２％.调查强调成员馆自愿参与,通过分享与

公开数据,实现馆际交流与共同发展.调查报告的

结论与任何形式的考核或评估无关,主要为相关图

书馆的服务改进与效能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２．２　内容翔实、真实有效

报告共计１５９页,包含调查结果、代表性文件、
精选资源三大部分,内容全面翔实,全文可在线阅

读、下载或共享.其中,调查结果部分包含摘要、调
查问题及回复机构等相关内容;代表性文件包括杜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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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大学图书馆等２４个图书馆和高校机构的隐私声

明、隐私政策及数据安全政策三个方面的链接、截
图、介绍及相关案例;精选资源包括图书馆参与学习

分析相关的书籍、报告、期刊、文章和政府信息、数据

处理政策、隐私声明和政策、机构隐私保护申请、培
训名称及相关链接等.

２．３　支持实践、价值显著

这项关于学习分析的规范调查是由印第安纳大

学布鲁 明 顿 图 书 馆 的 评 估 馆 员 安 德 鲁  阿 舍

(AndrewAsher)、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信息学

院的副教授多萝西娅萨罗(DorotheaSalo)等多所

机构的专家共同设计的.«SPEC Kit３６０:学习分

析»从 ARL成员馆收集参与学习分析的计划、实践

和政策,并将调查结果和从 ARL成员馆获得的相关

文档相结合,指导图书馆应对开展学习分析面临的

挑战.这对于当前图书馆更好地了解学生行为,提
升学习分析能力,应对学业压力以及现代科技环境

带来的巨大挑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３　ARL成员馆参与学习分析计划的调研剖析

３．１　参与计划的成员图书馆数量

在５３个反馈馆中,有４３个图书馆参与了学习

分析的项目或计划,占比８１％,并且,其中近四分之

三的受访图书馆表示,他们有部分员工被专门分配

到这类项目中,表明学习分析计划得到了一定的普

及,研究型图书馆及其管理层充分认识到了学习分

析支持的重要性.
未参与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或者没有做出回

复的成员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１)开发学习分

析的能力欠缺;(２)已经试行了几个与图书馆使用和

用户统计有关的项目,但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指标支

持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３)并未启动学习分析项目

或计划.这些图书馆或机构虽然没有参与学习分析

项目或计划,但是普遍对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有了

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涉及.
对受访 ARL 成员馆的进一步调查发现,有２９

家图书馆设有专门负责参与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的

办公室,主要以机构研究办公室、教学与学习研究所

(TILT)、机构规划与研究办公室(OIPR)、学术与学

生事 务 部 (DASA)、远 程 教 育 与 学 习 技 术 应 用

(DELTA)等形式存在.并且,受访图书馆表示来自

上级主管部门的倡议或要求,对于图书馆参与学习

分析项目或计划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所在机构的

各个部门之间的共同协作也会对参与学习分析项目

或计划发挥一定的作用.

３．２　计划或项目收集的用户数据

针对学习分析计划或项目相关数据,ARL学习

分析调查者设置了“图书馆为其学习分析活动收集

了哪些用户数据以及该数据是否包含标识符(名称、
学号、所属部门等用户身份识别符号)”的问题,共有

４６个受访成员馆回答了此问题.用户数据的收集

内容非常多元,涉及图书馆活动的方方面面.除１
个受访馆没有明确表明数据收集人员外,其余４５个

成员馆由图书馆馆员或技术支持人员进行数据收

集.通过各个反馈成员馆的说明可知:已经有１０家

以上的图书馆表示对馆际互借请求、实物流通统计、
研究咨询、课程一体化考勤、电子资源使用、图书馆

计算机登录、单一入口登录门户等学习分析相关的

用户数据内容设置了数据标识符,除馆际互借请求

数据的反馈馆(３７个)中包含标识符数据的成员馆

(２１个)占多数以外,收集的数据内容不带有个人标

识符的图书馆占大多数.此外,从 ARL成员馆学习

分析计划或项目收集的用户相关数据的内容分析可

以得出,学习分析能够为学生的学习成果预测、教师

的教学干预、学习的个性化服务提供支持,从而挖掘

出教育现象背后隐藏的信息或规律.但就当前学习

分析的应用来看,多集中在研究领域,实践应用与推

广仍不理想.

３．３　学习分析计划或项目相关数据存储

对于学习分析计划或项目相关数据,院校多使

用数据仓库或一组中央数据库来聚合和存储数据.

５１个反馈馆中４１个均表示,这类数据由数据分析

办公室、信息技术办公室、机构研究办公室等相关部

门负责管理存储,存储位置是中央数据仓库.其中

近２０％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数据存储在中央数据

仓库的一个独立的学习分析库中.
其他反馈馆学习分析数据相关存储有以下几种

情况:(１)普通学生学习数据(年龄、性别、学籍、学分

等)存储在数据分析办公室负责的中央数据仓库中,
除此以外,其他部门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学生相关

评估项目(如科学实验参与发展、身心健康发展),单
独收集储存相关数据用以研究;(２)所在机构目前已

经有数据管理政策,但是更多地是为图书馆外部的

研究人员和主要调查人员分析研究所使用,因此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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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成员馆正在就制定适用于本馆的学习数据的

操作和分析的数据管理计划进行讨论;(３)数据隐私

是目前图书馆学习数据操作与分析亟待解决的问

题.由此看出,虽然在学习分析数据存储上存在一

定的阻碍,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成员

馆依然积极推动学习分析计划或项目,并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３．４　图书馆与所在机构学习分析数据共享

就图书馆与所在机构数据共享问题而言,５２个

反馈馆中,超过５５％的图书馆均认为图书馆对于所

在机构学习分析计划或项目来说很重要,超过８２％
的图书馆认为参与学习分析计划或项目对于图书馆

管理很重要,２６个成员馆表示与校园内的其他部门

或中央仓库共享数据.此外,有１１个受访成员馆表

示,他们计划在未来６—１２个月内完成与校园内的

其他部门或中央仓库的数据共享,并且提供含有标

识符的用户数据,这主要体现在研究咨询、研讨会出

席、课程一体化考勤等与学习相关的数据上.但是

尽管如此,仍然有１０余个成员馆没有实际的数据共

享情况,一方面有的图书馆认为需要共享的数据很

少,没有必要,更重要的一方面,可能与共享数据需

要更多的预算资金支持有关.
此外,在反馈馆的进一步调查中发现,有的图书

馆虽然与所在机构共享数据,但并没有向所在机构

提供数据涉及的所有内容.例如,图书馆向学校各

学院提供参考咨询使用情况数据,只包含该学院相

关学科的参考咨询的内容、频次、人员种类、所在年

级等数据,其他学院相关数据可能不提供;或图书馆

向学校其他部门提供研讨会数据时,只提供该部门

相关数据,涉及其他部门则不提供.这主要可能是

由于涉及隐私问题、保密问题、资源问题,或者标识

符缺乏、无法收集适当的数据或者无法提供所需格

式的数据.

３．５　学习分析相关的数据保护

在适用于图书馆的学习分析的数据保护措施

中,４０个 ARL成员馆反馈,在学习分析项目中最常

见的数据保护措施包括限制员工访问原始数据、删
除直接标识符、限制数据收集范围以及数据存储的

技术安全保护等.少数 ARL馆在传输过程中也实

施数据保护,删除数据或限制保留,但不会将其视为

必要的数据保护策略.
对反馈成员馆的进一步调查显示,只有１６个受

访馆回答了匿名化数据保护技术的相关问题.其中

一部分图书馆依赖机构研究办公室来消除学习数据

的识别信息,其他馆则描述了一些基本的消除识别

信息的方法,如删除学生ID号和名称以及屏蔽标识

符等,但这些做法并不等同于完全匿名化.只有两

个图书馆拥有学习分析数据管理保护计划.一些图

书馆表示,他们打算制定数据保护管理计划,但几乎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图书馆是否要采用这些计划,数
据保护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３．６　学习分析相关的隐私政策

这项调查的一个重点内容是与图书馆学习分析

相关的隐私政策,以及图书馆是如何实施这些政策

的.５０个反馈馆中,４５个受访馆(９０％)表示他们所

在的机构有隐私政策,但其中只有３１个成员馆有单

独的图书馆隐私政策.这些图书馆的隐私政策大多

与大学政策以及美国图书馆协会的道德规范有关.
不到一半的成员馆的隐私政策会提到法律服务

条款,例如,２００１年«美国爱国者法案»(USAPAＧ
TRIOTAct)、１９７４年«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
(Family EducationalRightsand Privacy Act,

FERPA)或其他文件.但是这些反馈馆对其隐私政

策普遍缺乏审查和修订.一些受访馆甚至表示,其
隐私政策的更新是“按需”或“定期”进行的,没有进

一步的详细说明.只有一个受访成员馆表示,根据

自己的学习分析项目,创建了“负责任地使用图书馆

数据”的声明.１８个向学生介绍学习分析计划的成

员馆中,有１１个成员馆表示,在其学习分析计划中,
并没有建立任何机制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加入或退

出,也没有任何不参与选择的形式存在.学生因为

参与学习分析导致个人隐私遭受侵犯,会使其知识

行为变得消极,也会因此减少对图书馆及馆员的

信任[９].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图书馆和乔治敦大学图书馆

隐私声明均致力于保护图书馆用户的隐私,承诺以

保密方式维护所有资料.作为学习分析数据收集的

一种有效手段,学生监视系统近年来发展迅速[１０].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和弗吉尼亚大学隐私政

策指出,图书馆或所在机构参与学习分析,对学生数

据的收集内容及种类的强烈需求,不仅有可能限制

学生的“知识自由”[１１－１２],也可能会波及电子资源供

应商 与 大 学 机 构 及 图 书 馆 之 间 的 知 识 产 权 问

题[１３－１４].图书馆及所在机构必须面对并极力解决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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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已购电子资源之间因数据交互产生的问题,
即用户隐私与电子资源供应商之间的平衡问题.随

之发展而来的,电子资源供应商以及其他藉由学生

数据获利的相关单位,也会面临知识产权中的商业

机密问题.如何在参与学习分析过程中,提高学生

数据分析的优势,扭转北美高校图书馆及机构与电

子资源供应商之间的“浮士德交易”局面,即高校图

书馆获取所需电子资源,要以一定程度地泄露学生

隐私和挑战馆员职业道德为条件,是相当有挑战的

一件事情.
由此可见,隐私问题一直备受学习分析领域的

关注,也是师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所有机构的学

习分析政策都应特别注意学生隐私的保护,数据收

集必须获得学生的知情同意,数据改变和更新也需

要再次获取学生同意.在学习分析过程中,为避免

利益冲突,政策制定者应找到可信任的学习分析研

究途径,保护用户隐私,保持双方之间的平衡.

３．７　学习分析的日常程序及培训

除数据处理(存储、共享、保护等)和隐私的总体

政策外,调查还试图了解图书馆员日常工作中学习

分析计划的相关指导或培训,以帮助馆员更加高效

地收集数据并参与计划.因此,针对“图书馆是否提

供关于学习分析计划指导信息的文档或指南,专供

内部员工使用”的问题,４４个回复的成员馆中,只有

１１个图书馆(四分之一)会提供内部员工使用的指

导文件,其内容包括机构内部和外部举办的学习分

析相关的培训、学习分析计划文档,以及数据访问级

别(未经分析的数据、识别不出的数据等)的数据文

档指导.成员馆中具体学习分析培训类型比较丰

富,内容多元.４４个反馈学习分析项目或计划培训

类型的 ARL成员馆中,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般会接受

关于特定工具(软件使用工具等)、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和«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FERPA)方
面的培训.一些馆还提供了数据可视化、安全性和

数据处理(如数据清理)方面的培训.但是,仍有７
个受访成员馆(１６％)表示,图书馆员没有接受过学

习分析项目的培训.图书馆应该从存储和运输等技

术保护、加密、数据最小化、限制数据收集和保留时

间、匿名策略等方面拓展实践培训.

３．８　学习分析合作

４８个反馈的 ARL 成员馆中１８个图书馆(近

４０％)表示,他们与校园内的机构研究办公室、信息

技术、教务评估办公室和本科生事务办公室等部门

合作参与学习分析活动.大多数受访成员馆表示,
他们所在机构及其图书馆的学习分析项目尚处于初

期阶段,有兴趣并且愿意无保留地参与收集和评估

这些数据,并与校园内外单位或部门进行合作.已

经开始的校内合作项目,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

书馆与 该 校 合 作 的 学 生 服 务 卓 越 计 划 (Student
ServicesExcellenceInitiative,SSEI),校外合作项

目,如 ARL成员馆与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nＧ
stituteofMuseumandLibraryServices,IMLS)等.
将学习分析项目进行过程中产生的不利因素进行最

小化处理,是学习分析计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这仅靠单一部门或单位是不够的,需要各利益

相关者了解相关法律和道德规范,合作操控相关技

术,共同参与,通力协作.

４　启示与思考

综上所述,北美高校图书馆参与学习分析的调

查表明,ARL成员馆对图书馆参与学习分析非常感

兴趣,大多数受访者都参与了他们图书馆内的某种

学习分析活动,ARL 成员馆学习分析数据收集等相

关内容正在不断被细化和阐明.随着学习分析项目

的开展,学习分析技术也随着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

逐渐变化,日趋复杂和多样,同时也根据自身学习分

析环境制定了相关的隐私政策保护用户隐私.ARL
成员馆学习分析人员配置率较高,但很多人员并非

专职,因此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培训.在图书馆参与

学习分析计划或者项目过程中,图书馆内部、图书馆

与学校多个部门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开始关注学习分析,始于２０１１年«地平线

报告»,此后我国图书馆界对学习分析进行了积极探

索,但至今,国内图书馆的学习分析研究还是以教育

领域的理论研讨为主,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学习分析

环境与北美高校也存在差距,实践研究上也有所不

足.针对此现状,我国应充分借鉴北美高校图书馆

经验,立足我国国情,大到国家,中到机构,小到个

人,全方位关注学习分析,以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作为法规依据,在
学习分析中保护用户隐私.充分利用学习分析技

术,从存储技术保护、加密、数据最小化、限制数据收

集和保留时间、匿名策略等方面对馆员进行培训,广
泛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结合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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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创新的同时把握好新的合作机遇,建立与政

府机构或社会机构新型合作模式,将不同领域的资

源渗透其中,注重共享、加强合作,抓住自身优势,推
进学习分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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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articipatinginLearningAnalyticsofUniversityLibrariesinNorthAmerica
—ThinkingBasedonARLSPECKit３６０:LearningAnalytics

SongLingling

Abstract:Inrecentyears,moreandmoreuniversitylibrariesinNorthAmericahaveparticipatedin
learninganalysisprograms．SPECKit３６０:learninganalysisisareportreleasedbyAssociationofReＧ
searchLibrariesbasedonasurveyofitsmemberlibrariesparticipatinginalearninganalysisprojectorproＧ
gram．Thecontentofthereportinvolveslearninganalyticsinitiativeparticipation,librarypractices,library
andinstitutional data sharing,data protections,privacy policies and practices,procedures and
partnerships,andotheraspectscoveredbymemberlibrariesparticipationinlearninganalysisprojectsor
plans．Throughtheanalysisofthisreport,wecanhaveadeepunderstandingofthestatusquoofuniversity
librariesparticipationinlearninganalysisinNorthAmerica,whichhasvalueofresearchandreferencefor
thepracticeofuniversitylibrariesparticipationinlearninganalysisinChina．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LearningAnalysis;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NorthAmerica

７６

北美高校图书馆参与学习分析的实践研究与启示———基于ARL«SPECKit３６０:学习分析»的思考/宋玲玲　　
StudyonParticipatinginLearningAnalyticsofUniversityLibrariesinNorthAmerica—ThinkingBasedonARLSPECKit３６０:LearningAnalytics/SongLing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