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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监护人才需求驱动的教育教学变革研究

□曹冉　王琼∗　耿骞　凌翥

　　摘要　在社会信息化和大数据发展背景下,数据监护人才需求日益提高,数据监护教育的开

展势在必行.作者利用网络调研、文献调研和内容分析法,从社会背景、行业需求和技能要求三

方面对数据监护人才需求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数据监护教育教学变革实践进行剖析和对比.结

果认为:国内外数据监护人才需求已经明确,国外数据监护教育教学体系已趋于稳定,并从依托

情报学专业课程形成数据监护课程内容、以硕士学位教育和认证教育为主要培养层次、充分利用

合作培养方式、针对不同培养对象采用不同教学形式、组建优秀教师队伍并加强培训工作等方

面,为我国今后开展数据监护教育提出建议.
关键词　数据监护　人才需求　教育培养　教学变革

分类号　G２５０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１

　　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不仅以数字化为特征,还体

现在数据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及数据应用的学科交

叉性和广泛性.２０１６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

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称,据预测未来５年,中国大

数据产业规模年均增长率将超过５０％,到２０２０年

中国的数据总量将占全球数据总量的２０％,届时中

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数据资源大国和全球的数据中

心[１].伴随着数据爆炸式的增长,各领域的研究方

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如

２００９年,谷歌基于用户检索行为的大数据研究,比
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更早、更准确地预测了甲

型 H１N１流感的发展趋势[２].可见,大数据的应用

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学科和领域,而是扩展到

了基于海量数据的整合和发现.

１　数据监护人才需求分析

１．１　社会信息化需要数据监护人才,且纳入国家发

展战略

为了应对大数据带来的需求变化,各国政府积

极提出数据监护人才培养策略,以推动教育教学变

革.如２０１５年,法国教育部制定了“数字化校园”战
略规划,旨在培养学生２１世纪数字技能[３];美国新

媒体联盟与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协会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６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认为,正式学习和

非正式学习的融合、提升数字素养是高等教育的六

大挑战之一[４].２０１６年,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人才资源是

第一资源,要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构建以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为主体,继续教育为补充的信息化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建立信息化人才培养实训基地;支持与

海外高水平机构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等举措[５].

１．２　调研显示信息管理行业对数据监护人才的需

求更加迫切

在数据监护人才广泛需求的前提下,相对于其

他领域,信息管理行业的需求更为强烈.梅丽莎
克拉金(MelissaH．Cragin)等人通过分析数据监护相

关的岗位要求,发现对数据监护人才需求最大的是图

书馆和信息研究中心,分别达到５５．８３％和２８３％,该
调查为开设数据监护教育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参考依

据[６].孟祥保调研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之间国际社会科

学信息服务与技术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
SocialScienceInformationServices& Technology)等
网站的招聘信息,认为研究性图书馆对数据监护人才

的需求最大[７].克里斯蒂娜西亚克(Krysty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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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siak)在数字图书馆课程的体验式学习专题组中,
探讨了目前数据监护人才需求的增长情况、数字图书

馆课程教育重新定位以及如何将数据监护教育嵌入

到图书馆学的课程教育中等问题[８].胡永生等通过

对武汉大学等１１所研究型院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

访谈,得出随着科研数据数量积累的增多、管理难度

的加大,大部分研究者具有数据共享的愿望,对科研

数据的保存、保存工具的使用以及专门的数据监护人

才等都有较大需求[９].

１．３　数据监护人员的专业技能需求日益显现

在社会信息化和行业人才需求的背景下,数据监

护专业技能需求日益显现.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对数据监护技能进行了划分.技术方面,安德鲁克

里默(AndrewCreamer)认为数据监护技能包括技术

和非技术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包括:Web２．０、数据归

档和保存、虚拟工具、元数据及标准、数据库、机构知

识库、数据挖掘、知识表征和可视化、程序语言等;非
技术层面包括:数据共享、开放获取、宣传数据服务、
数据需求调研、数据生命周期咨询和管理、知识产权

和版权咨询、用户教育、数据管理计划以及数据安全

等问题[１０].岗位方面,叶兰通过调研美国图书馆协会

(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JobList)、研究图书馆

协会(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JobAnnounceＧ
ments)等招聘网站与数据监护有关的岗位要求,认为

数据监护技能包括数据采集、管理、存档、保存以及对

管理工具的应用等[１１].应用领域方面,宋秀芬认为不

同领域所需的数据监护技能不同.数据监护中心所

需要的技能包括数据类型、分析方法与工具、数据标

准、本体、表示方案和数据处理等专业知识,同时还需

要数据管理、表示、存储、数据生产和维护等实践技

能;特定领域的数据监护技能则高度依赖于环境,以
及相关知识库和技能集[１２].笔者通过访问我国大型

招聘网站以及国家级科研机构中与数据监护相关的

招聘信息(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３月),发现目前我国

的数据监护人才需求已经出现,主要分布在计算机和

科学研究领域,具体的岗位要求和技能包括:数据管

理软件、系统及平台研发,数据管理与维护,数据分

析,项目管理与实践,数据搜集与获取,政策制定,数
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用户咨询与服务,数据挖掘,数据

存储等①.
从以上分析发现,国内外对数据监护人才的需

求使数据监护人才的教育、培养成为迫在眉睫的任

务,而教育与培训机构是承担人才培养的主体,下文

将调研国外教育机构的数据监护教育情况,为我国

数据监护教育教学变革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经验.

２　需求驱动下的教育教学变革研究

２．１　国外数据监护教育文献研究

国外对于数据监护的教学研究主要从教育意

识、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效果几方面展开.教育意识

方面,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认为,应优先促进和

支持良好的科研数据管理和共享,并鼓励开发面向

特定学科或一系列学科的科研数据管理培训,以提

高研究者的数据监护意识[１３].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图书馆员探讨了数据监护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认
为数据监护的知识与技能是高度专业化的数据管理

知识[１４].教学内容方面,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Ｇ
pherLee)从元数据、价值和原则,功能和技能,专业

化、学科、机构、组织内容,资源类型,基础知识以及数

字对象转换六个维度,构建了数据监护知识需求能力

矩阵,为数据监护教学课程设置提供指导[１５].丽贝卡

哈里斯皮尔斯(RebeccaL．HarrisＧPierce)等人调

查分析了北美５２所图书情报专业院校的课程描述、
授课对象、课程大纲和主题、课程要求和评估等,认为

国外高校在积极应对数据监护人才需求,开设的数据

监护教育课程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１６].教学效

果方面,卡罗尔帕默(Palmer,CaroleL)等人对伊利

诺伊大学的６３位毕业生进行调研,认为９０％的毕业

生从事数据监护岗位;７４％的毕业生能够胜任岗位工

作;５０％的毕业生认为数据监护岗位需要加强与其他

专业的协作与沟通以及再教育[１７].
此外,为了推动数据监护的发展,国外还成立了

专门的数据监护教育机构,有力地推动数据监护教

育教学变革.如英国数据监护中心(DigitalCuraＧ
tionCenter,DCC),集中展示开展数据监护教育的

院校及相关教学资源[１８];澳大利亚科研数据服务中

心(AustralianNationalDataService,ANDS),资助

澳洲国立大学的信息素养教育,制定了关于研究生

数据管理的培训规划[１９];美国图书馆信息资源理事

会(CouncilonLibraryandInformationResources,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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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研对象:中国科学院、国家林业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铁道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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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R)开展的博士后奖学金项目(CLIRPostdoctorＧ
alFellowshipProgram),包括社会科学数据监护和

中世纪研究数据监护两大类型,致力于图书馆数据

监护教学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等[２０].

２．２　国外数据监护教育实践研究

本研究以DCC网站[２１]列举的开展数据监护教

育较为成熟的１５所院校为调研对象(注:１５所院校

的数据监护教育并非都属于图书情报学院),主要从

教学内容、培养层次、培养方式、教学形式、师资来源

等五个方面分析国外数据监护教育的开设情况,具
体的调研情况见表１.

表１　DCC发布的部分院校数据监护教育情况概览

院校名称 教学内容 培养层次 培养方式 教学形式 师资来源机构(专业)

亚伯大学 数据监护基础;元数据理论和实践;数字保存
学位教育

认证教育
独立培养 在线

爱丁堡大学

数据研究;格式和转换;数据获取和权益保护;数据管

理计划;元数据描述和数据引用;数据共享和保存;数

据存储与安全

培训教育
JISC

资助培养
在线

格拉斯哥大学 数据描述与组织;数字资源管理、监护和保存 学位教育 独立培养 课堂

伦敦国

王学院
信息法律道德;数字保存;知识表征;元数据及系统 学位教育

柏林洪堡

合作培养
在线

档 案 馆/数 据 管 理

机构

罗伯特戈登大学
数据监护概论;数据监护技术;数据监护项目管理;数

据监护系统
学位教育 独立培养 在线 大学(图书情报学)

伦敦大学学院
数据监护概论;数据管理系统;数据库系统分析和

设计
培训教育 独立培养 在线

大学(档案/图书 情

报学)

都柏林大学 数据监护概论;数据监护工具;数据分析系统
学位教育

认证教育
独立培养 课堂

亚历桑那大学
数据监护技术;数字环境维护;高级馆藏;数字保存;

学术出版

学位教育

认证教育

IMLS
资助培养

在线课堂

伊利诺伊大学 数据监护基础;数字保存;元数据理论和实践
学位教育

认证教育

IMLS
资助培养

在线课堂

缅因大学 数据监护概述;数字保存;元数据;数字馆藏和展示
学位教育

认证教育
独立培养 在线

大学(信息工 程/历

史/艺术/计算机/新

媒体)博物馆/图 书

馆/民俗中心

北卡罗来纳大学
数据监护和管理;数字保存和获取;元数据结构和

应用

学位教育

认证教育

IMLS
资助培养

部分在线

部分课堂
大学(图书情报学)

圣何塞州立大学
数据监护概论;数据监护工具、服务和方法;数字化和

数字保存;元数据

学位教育

认证教育
独立培养 在线

西蒙学院 数字管理;数字媒体归档和保存;元数据 认证教育 独立培养 在线 大学(图书情报学)

约翰霍普金森大学 数据监护基础;数字保存 认证教育
校内学院

联合培养

部分在线

部分课堂

博物 馆/图 书 馆/档

案馆

普拉特学院
元数据描述和获取;信息再利用;数字保存和监护;选

取、描述、获取和使用
学位教育

IMLS
资助培养

课堂 大学(图书情报学)

注:教学内容仅列举基础课和必修课中与数据监护直接相关的课程;其中JISC指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

JISC),IMLS指博物馆及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ofMuseumandLibraryServices,IMLS).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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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教学内容

本次所搜集到的数据监护教育课程共２５６门,
基础课和必修课为１３５门,选修课为１２１门,实习和

毕业论文不计.为方便分析,将采集到的课程分为

核心课程和专门课程,并对两个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以突出问题重点.核心课程是指在本研究所调研的

不同院校的数据监护教育课程中共有的课程,课程

名称相同或略有差异,但内容基本相同.专门课程

是指在其他专业课程体系中没有的,为满足数据监

护教育而新设置的课程.课程名称多数是全新的,
内容或是全新的知识,或是原有某个领域的知识技

能的组合,构成了满足数据监护教育需求的课程.
在此需要说明,专门课程既包括核心课程也包括非

核心课程,下面对课程内容作简要介绍.
核心课程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图书情

报学的专业课程,如信息组织和获取、数据库和信息

系统、元数据理论和实践、数字图书馆、研究方法等,
因篇幅限制在此不详细列出课程内容.另一部分为

新设的专门课程,如数据监护概论,内容包括数据监

护基本理论、关键原则、需求分析、数据多样化等;数
据监护技术研究,包括数据类型、数字化技术与过

程、数字保存技术以及存储格式的复杂性;数据监护

管理,主要讲法律和道德问题,包括国家和国际的法

律监管框架、数据保护法、信息自由法、知识产权,以
及研究数据的保存和安全等;数字保存,包括保存标

准和规范,质量控制和认证等.除了上文所列举的

部分核心课程之外,专门课程还包括:数据监护系统

开发,包括应用软件的选取和评估,设计集成系统,
运用适当的组织和分类原则对其进行存储和检索;
研究数据概述,研究数据概念、构成以及类型,大数

据和数据驱动型科学;文件格式和转换,数据格式、
数据压缩、规范化和数据转化;数据管理计划,基本

概念、数据管理规则、数据管理计划框架;数据共享、
保护和许可,基于驱动程序的数据共享的需求和风

险,数字化保存和可信存储库的基本概念,不同类型

数据的许可机制.

２．２．２　培养层次

国外数据监护教育的培养层次可分为:学位教

育、认证教育和培训教育三种.本次调研的院校中

有１１所提供数据监护学位教育,包含博士和硕士学

位.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数字未来的

保存途径:国际数据监护课程建设”项目(Preserving

AccesstoOurDigitalFuture:BuildinganInternaＧ
tionalDigitalCurationCurriculum,DigCCUrr),第
一期重点培养数据监护硕士,第二期则在第一期的

基础上培养博士[２２].研究生培养项目的设定代表

了数据监护教育是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认证

教育的开设是为了培养申请者特定的技能和知识,
与学位教育相比要求较低,修读的学分较少,效果更

加明显.多数情况下,学位教育和认证教育都有很

好的衔接,在认证教育的基础上完成毕业设计即可

获得学位教育.如都柏林大学的数据监护硕士项

目,学生可以在完成６０学分之后,获得学历证书,也
可以继续完成 ３０ 学分的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

位[２３];培训教育是旨在提升培养对象的素质和技

能,该类项目对培养对象一般无任何限制和要求,也
不提供任何教育认证,以免费的在线学习为主,如英

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数据管理培训项目(Research
DataMANTRA,MANTRA)[２４]和伦敦大学信息学

院的慕课课程(MOOC)[２５].

２．２．３　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是培养数据监护人才的具体方法和途

径,不同的培养方式所培养的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知

识侧重点不同.在本次的调研对象中,有８所院校

采用独立培养,５所采用资助培养,２所为合作培养.
独立培养是指学校不与其他单位合作,也无相关教

育资助,所开展的专业教育,体现出教育机构对该专

业的重视程度;资助培养是相关机构为项目开展提

供资金保障,影响较为广泛,体现出社会对数据监护

人才培养的重视;合作培养是数据监护教育中较为

独特的培养方式,不仅能够结合不同院校的优势和

特点,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体现出用人单位对数据

监护人才的需求.如伦敦国王学院和柏林洪堡大学

合作开展的数据监护硕士项目(MA DigitalCuraＧ
tion),学生第一年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第二年则

在柏林洪堡大学的信息学院接受教育,不仅培养学

生的专业技能,还能拓展学生视野和知识范围[２６].

２．２．４　教学形式

国外院校不仅有丰富的教学形式,为学生提供

便利的受教育条件,还非常重视网络教学平台的建

设,并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据本次调研

结果显示:６４．７％的院校都采用在线教学.如罗伯

特戈登大学,教学形式不仅包括讲座、教程/研讨会、
专业实践、评估和自主学习等课堂教学,还包括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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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网上活动等在线教学方式[２７].该校开展的数

字化校园项目(CampusMoodle),不仅为学生提供虚

拟灵活的学习环境,还提供与导师、同学的开放连

接,学生可以网络社区的形式参加小组的学习交流

等活动[２８].此外,国外的数据监护教育更加注重专

业实践,以培养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普拉

特学院开设的支持深度学习的研讨实验室,以及基

于项目和顶级文化机构的实践[２９];爱丁堡大学的机

构知识库、开放数据集和开源软件的使用[３０];伦敦

国王学院与英国图书馆、数据中心以及柏林国家图

书馆等文化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等[３１],都
为学生强化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创造良好的

条件.

２．２．５　师资来源

分析数据监护教育的师资来源,能够间接了解

数据监护的学科性质和教学内容.本调研中有８所

院校对师资来源作了简要介绍.主要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来自大学的相关专业,以图书情报专业为

主,主要是因为数据监护与图书情报专业内容的相

通性较大,教师相对而言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数据监

护的专业知识.如罗伯特戈登大学的教师主要来源

于图书馆学和信息专业;西蒙斯学院和普拉特学院

的教师还包含计算机科学.另一种是由于数据监护

技能的专业性,来自校外数据机构,即数据监护领域

的专家或工作人员.该类教师能够从实际需求方面

强化学生对数据监护的理解.如缅因大学除了高校

教师外,还包括哈德森博物馆、福格勒图书馆和缅因

州民俗中心的研究人员[３２];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则

为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领域的专家[３３].

３　对我国开展数据监护教育的启示

从上述调研可以看出,虽然国外院校的数据监

护教育呈现出不同特点,但已逐步形成自身特色.
我国面对即将大规模出现的数据监护人才需求,在
信息技术应用与人才教育培养方面,应积极借鉴国

外数据监护教育的实践经验,探讨数据监护人才培

养的途径和对策.

３．１　依托情 报 学 专 业 课 程 形 成 数 据 监 护 的 课 程

内容

通过对国外数据监护教育课程的统计发现,数
据监护的教学内容与图书情报学的专业知识具有很

大相似性,如知识组织、信息系统、元数据、数据库、

数字图书馆等.因此,我国可以在现有教学资源基

础上,改进图书情报专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形
成我国特有的数据监护教育课程,如增设符合社会

需求的新课程、设定新的研究方向、拓展新的研究领

域等.笔者为了进一步探讨在情报学基础上设定数

据监护教育的可行性,将我国多所著名高校情报学

的教学内容与国外的数据监护教育课程进行对比,
认为我国开设数据监护教育课程应从通用、修订和

新增三方面进行改进,并拟定出我国开展数据监护

教育的课程,参见表２.在此对三个概念进行重新

界定:通用课程是指国内情报学与国外数据监护教

育教学内容基本相同的课程;修订课程是指部分教

学内容相同,根据社会需求需要修改完善和补充的

课程;新增则是指我国情报学没有的,要与时俱进新

增加的课程.
表２　国内数据监护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通用课程
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研究方法;信息组织和获取;元数

据理论和实践;数字图书馆

修订课程
数字保存;数据监护技术研究;数据共享、保护和许

可;数据监护管理

新增课程
数据监护概论;数据监护系统开发;研究数据概述;文

件格式和转换;数据管理计划

３．２　以硕士学位教育和认证教育为主要培养层次

通过对国外院校的调研,可见７３％开展硕士学

位教育,６０％开展认证教育(有７所院校同时开展学

位和认证教育).其原因除了学位教育和认证教育

能够很好衔接之外,还包括硕士学位和认证教育相

对于博士教育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国

的培养层次可以定位在硕士学位教育和认证教育两

个层次,即校企合作的培养层次为认证教育,根据国

外学分设定并参考国内图书情报专业学分,可以设

定４０分的必修学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免去实

践和毕业论文要求;国内外联合培养则定位在硕士

学位教育,除了设定４０分必修学分外,还应增加１０
学分的实践要求和１０学分的毕业设计.目前,由于

数据监护教育在我国刚刚起步,各方面还处在学习

研究的阶段,所以无法开展较为完善的培训教育和

更为深入的博士教育.但是随着我国社会需求的不

断提高和数据监护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可以逐步

深入和扩展到博士教育和培训教育,以满足我国社

５８

数据监护人才需求驱动的教育教学变革研究/曹冉等
APedagogyontheDemandoftheDataCurationTalents/CaoRanetal．



2
0

1
7

年
第2

期

会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

３．３　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合作培养人才

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程度的提高,培养方

式应不拘一格、及时调整.由于我国目前对数据监

护的研究尚属新鲜事物,独立培养的条件和资源还

不够完善,同时由于我国与国外的教育体制不同,接
受资助的可行性较小.因此可以采取合作培养的方

式,一方面采用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以培养应用型

人才为主.学校需要深入挖掘用人单位的具体和潜

在需求,与用人单位共同制定教学大纲,在培养学生

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具体的合作

单位可以是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研究所或国家相关

的数据机构.另一方面采用国内外联合培养的模

式,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一般先在国内院校学

习基础知识,再到国外院校学习高层次或专业知识

和技能,双方院校相互承认学分,学位等值,学满合

格后授予学位、毕业证书及其他.我国院校应积极

寻求与国外院校的合作机会,尤其是数据监护教育

开展得较为成功的院校,通过学习或引进国外先进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来更好地推动数据监护教育

的发展.

３．４　针对不同培养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形式

由于认证教育的培养对象以在职学生为主,该
类培养对象存在学习条件不便利等问题,网络教学

的形式更能体现出远程教育和虚拟教学的优势.因

此,高校应加强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完善网络教学系

统,构建数据监护生命周期模型,并及时上传和更新

相关教学内容.具体的教学方式可采用模块化教

学,如爱丁堡大学将数据监护教育按照生命周期划

分为不同的模块,学生既可以系统学习也可根据需

求选择性学习,教学形式包括实践案例、访谈视频以

及经验介绍等[３４].学位教育的培养对象以在校研

究生为主,在受教育条件相对便捷的情况下,可采用

网络和实地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灵活选择.
此外,除了常规的知识内容介绍外,应采用数据项目

驱动、案例教学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发现和创新能

力,也包括探索新的数据保存方式,发现数据共享存

在的缺陷和问题等.

３．５　组建优秀的教师队伍并加强培训工作

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成功的保障.数据监护

领域在我国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传统教师对数据

监护的理念和专业技能了解得并不全面.因此,我

国的教师队伍应该从两方面进行构建和优化:一是

选拔学校优秀的教师,主要为图书情报专业教师,还
可根据课程内容选择其他专业的教师;另一方面,聘
请国内对数据监护研究较深的专家,如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科研数据联盟组织、武汉大学和北京

大学的研究机构知识库的学者作为教师,学生既可

以学习数据监护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又可以了

解我国目前对于数据监护的具体需求和发展状况.
高校教师主要负责基础知识的教学,领域专家则主

要从实践需求和行业领域发展角度进行培养,二者

相互协调,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但是由于我

国的教学人员在数据监护领域还不具备足够的教学

经验,所以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可通过与

国外专家学习交流,或者到国外院校访学的方式,了
解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以便为数据监护人才培养做准备.
通过研究国外数据监护教育的教学变革和实践,

发现国外数据监护教育的培养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

完善,课程体系趋于稳定和明朗化.而国内对数据监

护人才的需求刚刚兴起,从相关招聘信息的岗位职责

和技能要求上已经有较为明确的体现.因此,国内有

必要借鉴国外的课程培养方案,结合我国现有的教学

资源,设定合理的培养方式和培养层次,构建课程大

纲,优化教学方式,组建优秀的教师队伍,培养具有数

据监护专业技能的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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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dagogyontheDemandoftheDataCurationTalents
CaoRan　WangQiong　GengQian　LingZhu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developmentofsocialinformatizationandbigdata,thedemand
ofdatacurationtalentsisincreasingrapidly．Itisimperativetocarryoutthepedagogyofdatacuration．
Thisstudyusesthemethodsofonlinesurvey,literaturereviewandcontentanalysistoanalyzethedemand
ofdatacurationtalentsfromthreeaspectsofsocialbackground,industryneedsandskillrequirements,
theninvestigatesthepracticesofdatacurationeducationatforeignuniversities．Theresultsshowthatthe
demandfordatacurationtalentshasemergedbothathomeandabroad,datacurationeducationsystemhas
beenstabilizedatforeignuniversities．Finally,fivesuggestionsforourcountrytocarryoutdatacurationpedaＧ
gogyinthefutureareputforward,includingrevisingthecurrentinformationsciencecurriculumtoformthecontent
ofdatacurationeducation,mainlydevelopingmasterＧlevelandcertificationeducationprogram,cooperatingtodeＧ
velopdatacurationeducation,providingdifferentteachingmethodsaccordingtodifferenttrainingattendees,estabＧ
lishinganexcellentteachingteamandstrengtheningthetrainingprogram．

Keywords:DataCuration;TalentDemand;EducationandTraining;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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