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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3 年发布《学习型城市的关键特征》（The Key
Features of Learning Cities），提出学习城市相关的若干可执行的指标。在国
际合作的背景下，不同的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地区都能够依照这
些指标参数，对当前自身的学习参与度和城市发展做出评价，进而提升学习参
与度并促进城市发展。本政策简报从这一系列的指标参数出发，对学习型城市
的发展进行概述，重点强调“大数据”在发展学习型城市过程中的重要性。我
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考虑大众的参与机会。了解人们学习的动机、决定
性因素、学习意愿，能有助于发现哪些人正亟待一个终身学习的机会，并促进
公民的积极参与。在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资助下，格拉斯哥大学建立“城市大数据中心”（Urban Big
Data Centre，UBDC）。该中心当前所参与的工作，正是为了研究者们服务，
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为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提出解决方
案，例如推进全纳教育的路径。城市大数据中心（UBDC）提供了一系列案例，
证明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大数据能应用于评估城市学习的参与度，甚至能用于
检测当地人口和贫困状况的变化趋势。我们的研究与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框架紧
密相关，也得益于 PASCAL 研究中心所建立的学习型城市网络以及 PASCAL
研究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UIL）的合作备忘
录。在学习型城市研究的框架下，通过运用全新的大数据方法，教育家们可以
检测目前自身区域的学习参与度，并且对将来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学习型城市发
展情况做出对比分析。更重要的是，全新的综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
城市数据，探讨学习中的不平等情况，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市民终身学习机会
和提高他们的读写能力。

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3 年关于学习型城市关键特征的报告，有完善的概念
框架，报告中提出一共有 42 个指标参数，其中一些指标参数来源于社会公认的
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还有一系列指标参数来源于联合国在 2010 年发布
的《全球背景下的社会包容性分析与测量》（Analys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Inclusion in a Global Context）报告。这 42 项指标参数使标准统一化的定量测
评成为可能，尤其是可以统计基础性的城市数据，例如按区域收集当地政府机构
提供的教育参与度的统计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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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划分城市等级。各个城市本就各有不同，只有
在城市特有的文化、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基础上，才能对该城市的学习型城
市建设情况进行评估”（UNESCO 2013: 5）。然而,现实中这些指标参数并没有
被全部运用到测评中，因此国际社会中学习型城市的比较研究、知识交流也受到
限制。基于此，本篇研究简报总结了大数据在学习型城市领域的应用和创新，协
助解决学习型城市指标推广过程中的挑战，同时也为格拉斯哥（Glasgow）城市
的学习型城市的指标形成提供思路。

“大数据”理念如今势头正盛，广受社会科学家们的欢迎，但是对于“大数
据”的解读却不尽相同。大数据通常指由各种组织（私人团队，公立机构，或第
三部门）创造和储存的大量信息。尽管这种数据在数值上并不总是很“大”，但
它通常都会包括传统的数据资料库（如正规教育的绩效指标、人口普查数据），
还包括多样的科技数据，例如社交媒体、地理测绘数据和有关天气的信息等（Lido
et al., 2018）。根据林教授（Lynch）2008 年所讲，“大数据”的“大”可以不
同的方面进行体现，“大数据”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库系统，其实大数据
并没有具体的数量和规模的限定。但需要强调的是，大数据在模式上一般都比较
复杂，发展和变化都较快，当新的大数据出现时，需要用全新的方式来捕捉和分
析其获取的数据，并用新的方法来对数据的成果进行思考和解读。

当前的研究方式，需要更 “开放式的科学”，更好的政府政策，和更专业的
学术调查。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加强对已有数据的充分分析和利用得到了更多的
资金支持
（Lido et al., 2016）。例如，在英国，由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
资助，在国家范围内设立了“大数据网络平台”（Big Data Network），该网络
涵盖城市大数据中心（UBDC）网址：www.ubdc.ac.uk，消费者大数据中心
（Consumer Big Data Centre），网址：www.cdrc.ac.uk，商业及地方政府数据
调 查 中 心（Business and Local Government Data Research Centre），网址：
www.blgdataresearch.org，该平台的搭建就是为收集政府行政与公共服务中所需
要的各项数据。这些大规模资助项目，主要用于针对一系列在社会和健康方面的
不平等现象，帮助英国公民应对生活中由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挑战。如位于格拉
斯哥大学的大数据中心（UBDC），着重研究可持续发展、社会流动、交通运输
效率、在线通讯、以及教育的影响要素及其影响等。然而，正如艾农（Eynon）
2013 年的研究认为，“大数据的发展程度呈指数性增长，但是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尚不十分广泛，但是很明显的是也开始显现呈现上升趋势”，在教育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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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数据的应用主要还是体现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的应用。在经济
模式下，为了在调查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学习分析主要应用于评估管理数据，以
及学习参与度，学习进程和学习成果等（Niemi & Citin, 2012）。学习分析还被
应用于线上学习课程研究，如针对其增强透明度和竞争力的研究，还有开发工具
用以评估学校和教师的表现的研究（Eynon，2013）。从概念上，收集的数据已
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了，从过去数目上的大，例如调查线上学习学生学习
人数和退出的人数，到更为复杂微妙的学习情况的数据，这些复杂微妙的数据则
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研究和公众参与度

城市大数据中心（UBDC）开展的多媒体城市数据整合项目（integrated Mu
ltimedia City Data，iMCD）项目（网址：www.ubdc.ac.uk/data-services/datacatalogue/imcd-data/）已经为学者、政策决策者和大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数据集
（dataset）以便他们开展关于社会的研究。iMCD 项目收集的数据现在和其他公
开使用的数据集一样，都被安全地存放在城市大数据中心（UBDC）的数据档案
库中。iMCD 项目收集的第一批数据来自“认知格拉斯哥 （Understanding Glas
gow）”调查项目，该项目对 1501 户人家开展调查，测评这些人家在教育，交通、
可持续发展、ICT(信息、通讯、和技术)、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个领域的态
度，表现以及读写能力（通过测评这些人的知识和技巧，了解他们的读写能力）。
这项调查设计的目的是供“开放使用”，数据的使用者不仅包括我们的研究团队，
还包括其他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利益相关人，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通过回顾与分析国内外对教育、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已有调查，我们开展了此项
研究。我们从跨学科领域活动中寻找有潜力的使用者，最终的项目团队由 8 个相
关学科专家组成，他们均具有跨学科背景，负责判断项目的准确性、可靠性以及
可读性。受 PASCAL 国际观测站学习型城市网络(http://lcn.pascalobservatory.o
rg/)工作的启发，本调研通过比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的 42 个学
习型城市的教育指标参数，来保证“教育不均衡及改进 (EDP)研究团队”能够
探索出社会包容与学习参与的关键方向标（EDP 研究团队是格拉斯哥大学教育
与社会政治科学学院的内设机构）。本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包括年龄、民族、婚
姻状况、国籍、宗教、工作和健康状况在内的人口统计信息，以及像子女人数，
汽车、住房条件这样的家庭人口统计信息。本次调查还收集到了过去一年（包括
正式、非正式的学习活动）的大量有关学习者参与程度的数据。最后，还收集了
有关家庭成员在过去 48 小时内的详细活动的轨迹。在进一步调查中，部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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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意携带 GPS 定位追踪器 1 周，部分参与者同意佩戴生活记录相机来随意抓
拍他们 48 小时内的影像。在 iMCD 的项目研究中，大量社会媒体被应用于数据
采集（更多信息请参考 Lido，2016）
。
公众参与的形式，在学术界以及广泛社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对政府决策的
优先权，以及英国研究委员会（UK Research Councils，RCUK）变得愈发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设立的“推进影响力加
速专项资金账户”
（Impact Acceleration Account，IAA）资助，格拉斯哥大学（U
niversity of Glasgow）重点关注统计数据对于公众参与的可视化以及文本化的创
新表达，并促进所有年龄层的格拉斯哥群众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Reid 和 Li
do(2017)将 iMCD 数据应用到多种公共活动中，鼓励人们参与格拉斯哥大学的社
区旗舰项目“科学星期日（Glasgow Science Sunday）”及在宜家（IKEA）举行
的“ESRC 社会科学节（ESRC Festival）”等活动。我们所研究的公众参与还包
括与数字化艺术企业和社会企业设计师共同合作，来创造出格拉斯哥的城市蓝图，
包括将 8 个格拉斯哥地区政府的健康、生态、经济进行可视化，向公众提供有关
如何减少贫困的行动建议。此外，活动中进行触屏测试，答对者每人可获得礼券，
通过系列测试的结果，高于一般读写能力的人可以获得高级奖章。以这种方式，
参与者更加了解自己，看清自己的优势。在第一项系列活动中，一共送出了 150
多枚奖章，而在第二项活动中，则送出了 300 多枚奖章。这些活动产生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在宜家举行的活动参与人数大约有 8000 人，很多参与者也申请加入
随后的学校观光活动中，并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工作。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设计
来促进公众对大数据话语的活动，请浏览我们的相关博客(www.ubdc.ac.uk/ne
ws/2017/november/adventures-in-design-and-data-how-good-design-took-big-d
ata-to-ikea/)。
启示

学习型城市指标参数的跨学科多种方法研究，为城市与地区提供了系统的三
角定位法（triangulated approaches），以此支持他们了解“学习型城市的状态”。
提供能用于城市自身环境当中的可操作索引以及调查方法，可以加强“学习型城
市网络”的未来合作，例如 PASCAL 所倡导的这些指标参数。对于学习，甚至
是交通、住房发面的有关的数据收集，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相关数据，可供进一步
分析学习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为了弥补独立调查数据的局限性，各种其他数据资
源（GPS 定位、生活记录相机）也被灵活应用，用作补充，这无疑为与学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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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行动提供了进一步探索方式。另外，这些数据可以被研究者用来开展进一步
研究，将简单的定性与定量二分法朝着更加注重居民生活体验的整体性方法改善。
例如，对生活的数据记录能被用于现象学研究（通过照片记录反映居民的贫困情
况）。诸如 iMCD 这样的数据使研究者能更好地理解地区归属问题，而不是简简
单单的只是反映城市贫困赤字的模型。通过采用三角定位混合法收集到的学习型
城市导向数据，不仅对学术界、政策制定者有所帮助，也能被居民用来诠释他们
所生活的街区，也使得一些居民能更加方便地获取数据。非学术使用者在探索数
据时可能会问到一些研究者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一些社区团体的使用者可能需要
帮助来完成对数据的探索。其中许多使用者仍希望采取一些新颖的方式，能简单
地同时获取信息与图像，以此帮助他们更好理解城市数据的重要性。

行动建议

作为一个的大数据使用模型（这个模型的适用范围不局限于学术界），城市
大数据中心（UBDC）以最终促进城市的参与度为目的，提高格拉斯哥以及其他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我们建议地区内的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居民应该参
与到对方法和数据库的研究中去，以此提高他们应对城市问题的兴趣与解决方法。
跨学科合作、以及与数字化艺术社会企业合作，通过考虑将数据如何应用并使用
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帮助了学术研究者拥有更多的听众，与公众展开对话。联合
国教科文学习型城市网络（UNESCO Global Learning City Network）、PASCAL
学习型城市网（PASCAL Learning City Network）内城市，应通过 UBDC 探索获
取更多类似“iMCD 研究项目”的资源，同时也应积极使用开放科学数据，真正
参与到学习型城市的活动中去。与 UBDC 合作的 PASCAL 可以就学习型城市如
何收集、建立联系、使用相关数据，以及基于上述的已有指标，制定城市特有的
学习型城市指标参数提供建议。考虑到立法，也充分考虑到隐私问题，我们建议
城市数据应该对个人开放，赋予居民利用这些资源的权利。也就是说，参与调查
的居民不再局限于作为收集数据的对象，他们可以自己开展调查，为他们自己兴
趣点开展调查。我们应确保学习型城市具有包容性，而且也要协作探索数据，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从局部环境背景或是全球背景下，收集并分析到各种
相关的城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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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 国际观测站可以帮助推广和验证创新解决方案。

我们学习型城市网络联盟中的专家能够：
•为校长级别的大学领导人、包括市长在内的城市领导人、以及行政官员、
国家和区域内政府的政策决策者进行宣传。
•通过制作一份独立报告和一个活跃的网站，吸引慈善部门参与并发展其主
要理念。
•通知并聘请当地的商界领袖，他们可以帮助确定教育和技能需求，并提升
年轻人的创业精神。
•确定基金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重点。

联系我们：http://pascalobservato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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