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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大数据,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中经典的 Apriori 算法对高职类新生入学高考成绩进行数据分

析，创新之处是对高考成绩这种连续性数据进行离散化。根据 Apriori 算法，首先对离散化的数据找出单

频繁项目集，对单频繁项集进行合并、剪枝，找出 2-频繁项目集，同样的方法找出 3-频繁项集,依次类推，

根据最多属性的频繁项集生成关联规则，由关联规则深层地挖掘到高职类新生的学情，正确的学情分析为

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的设计提供依据，选择讲课方式和制定教学目标会有的放矢地进行，这样将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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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big data, by the classical apriori algorithm i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nalyze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freshmen. The innovation of algorithm application is in 

discretizing continuous data. According to the Apriori algorithm, the discrete data is identified single frequent item 

sets. Single frequent item sets are merged to 2- frequent item sets, then by pruning, to find2-frequent item sets. The 

same method identify 3- frequent item sets, and so on. Using the most attributes frequent item sets generate 

association rules. The association rules mine from deep layer learning capac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freshmen. The 

correct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ituation provides the basis for designing of teaching mode and talents training 

scheme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will be targeted to select, and it 

will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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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人类

的宝贵财富，成为人们决策的依据和改革的

动力源。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反映出事物的本

质，预测未来的发展，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发

展方向和创造性的思维。在教育工作中，不

仅仅是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教学理念随着

生源素质不同和时代发展同样也变化，利用

数据挖掘技术，由分析新生入学高考成绩，

了解学生学情，为正确教学设计奠定基础。 

自 2016 年随着高职教育的不断发展，

教育部对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非常重视。在

高职高专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高

职教育的教学改革，推出推新符合时代需要

的教育方法、教学环境和培养模式。同时，

高职教育战线的每一位教育者都能感受到

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原因是每一年的生源都

在变化着，尤其是各高校不断扩招，高职类

院校录取的学生高考分数越来越低，高职生

源质量逐年下降，教师明显感觉到学生越来

越难教，传统的教学方法完全行不通，必须

进行彻底的改变。改革是一个过程，开始进

行小变化：讲少一点，让学生多做一点；理



论课少一些，实践课多一些；理论考试难度

下降一些，对学生实践考试多一点。逐步在

淘汰老师们过去老一套的夸夸其谈和忘我

的一言堂，老师蜕变是痛苦的，无可奈何的，

不然的话，学生对老师的讲话全然不听，也

听不下去，更是听不懂。随着改革的不断进

行，教师渐渐已经适应了变化，找到了改革

通路：结合职业特点、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

习能力随时进行教学方法的能收到奇特的

效果，学生喜欢学，老师不费劲。根据学生

所学专业调查行业或者职业特点教师易如

反掌，教学内容教师也能掌控，学生的学习

能力怎么掌握呢？用大数据。下面基于经典

的 Aprior 算法对高职高专录取的新生高考

分数进行分析，认识到学生的本质，客观而

正确地评价学生的学情。 

1 高职高专录取学生高考成绩

数据分析 

每年高校录取新生时，最末一个档次才

是高职高专的录取档，分数最低的学生进入

了高职高专。同时，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

都非常明白进入高职高专的学生是学习最

差的学生，是不善于学习的学生，这种下意

识迫使这批孩子进入到高职高专类院校学

点一技之长。这种模糊的认识并不能真正地

掌握这批孩子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培养他

们的一技之长。下面通过大数据分析这些学

生的学情，有的放矢进行分析。通过对 2012

年—2016 年近三年理工科的进入高职学生

高考成绩的分析，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下表 1是语数外高考成绩的部分

原始数据：

 

 

序号 班级 kl 批次 语文 数学 外语 

20122554 计算机 1203 理工 专科批 23 44 15 37 

20121253 汽修 1201 理工 专科批 1 43 15 38 

20122494 汽修 1201 理工 专科批 23 61 11 28 

20122569 装饰 1201 理工 专科批 23 64 4 32 

20122444 汽修 1201 理工 专科批 23 70 1 36 

20122476 建工 1202 理工 专科批 23 67 10 30 

20122635 机械 1202 理工 专科批 23 63 20 27 

20122624 牧医 1204 理工 专科批 23 67 15 28 

20122177 计算机 1203 理工 专科批 1 72 6 35 

20122468 建工 1202 理工 专科批 23 80 10 25 

20122501 计算机 1203 理工 专科批 23 53 27 35 

表 1 原始数据 

Tab1 Initial data 

 

对于上面的高考数据只提取了语文、数

学和英语三大主干课，因为不管学文科还是

学理科，还是对口考试都考这三门课，这三

门课都是从小学起就开始学习的，这三门课

的成绩能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习惯

和学习基础。现利用经典的 Apriori算法，

对录入高职学生的语文、数学和英语高考成

绩进行数据挖掘，其过程如下： 

1.1 Apriori 算法应用要点 

1.1.1算法思想 

Apriori算法基于演绎原理（或称向下封闭

属性）来高效地产生所有频繁项目集。向下

封闭属性的含义是如果一个项集满足某个

最小支持度要求，那么这个项集的任何非空

子集必须满足这个最小支持度。Apriori算

法核心思想就是生成频繁项目集。采用多轮



搜索的方法在大量数据集中寻找频繁项目

集，每一轮搜索扫描一遍整个数据集，并最

终生成所有的频繁项目集。第一轮搜索，找

出只含一个项目的项集，该项目整个事务集

合中的支持度大于最小支持度，并据此得到

初始的单项目频繁项目集，称为 1-频繁项

目；基于单频繁项目进行第二轮搜索，并合

并，找到 2-频繁项目集，对合并后的 2-频

繁项目集仍利用向下封闭属性进行剪枝，减

低合并后的其非空子集不是单频繁项目集

的 2-频繁项目集；在剪枝后 2-频繁项目集

上同样的方法合并并生成 3-频繁项目集，依

次类推，直到找到所有项目的频繁项目集。

算法思想如下：

 

    Algorithm Apriori（T） 

1  C1   init-pass（T）                  //初始化数据集 C1，把事务集 T 赋值给数据集 C1 

2  F1    {f|fC1,f.count/n  minsup}    //生成单频繁项目集 F1，n 是 T 中事务的数目 

3  for(k=2;Fk-1;k++) do             //以单频繁项目为基础进行合并，生成更多元素的超集 

4  Ck   cangdidate-gen(Fk-1);         // cangdidate-gen(Fk-1)是调用的合并 Ck 的方法 

5  for each transaction tT do 

6     for each candidate cCk do 

7       if c is contained in T then    //统计合并集 Ck 中各子集的频度 

8          c.count++; 

9      endfor 

10  endfor 

11  Fk   {c  Ck|c.cont/n  minsup}   

12  endfor 

13  return F   UkFk              //生成所有频繁项目的集合 

 

下面是上面算法中调用合并 Ck 的方法 

Function cangdidate-gen(Fk-1); 

1  Ck   ;                        //初始化候选集集合 Ck 

2  forall f1,f2 Fk-1                  //找出所有的“只有最后一项不同”的频繁项目集对

（f1.f2） 

3  with f1={i1,„，ik-2,ik-1} 

4  and f2={i1,„，ik-2,i’k-1}            //根据字典序将 f1 和 f2 合并 

5  and ik-1<i’k-1 do 

6    C   i1,„，ik-2,I’k-1};               

7    Ck  Ck  {c}                  //将新项集 c 加入 Ck 中 

8    for each(k-1)-subset s of C do 

9       If(s Fk-1)then             //如果存在 c 的(k-1)-子集 s 不是频繁的，将从从 Ck 中删除 

10       delete c from Ck; 

11   endfor 

12  endfor 

13  return Ck;                     //返回生成的 Ck 

整个算法中就是对具有 n条记录的事

务集 T假如有 k属性，对其一轮轮搜索找，

单频繁项集，2-频繁项集，3-频繁项

集，„„，依次类推，直到 k-频繁项目集； 

1.1.2 对算法的说明： 

第一，算法执行前要设置最小支持度

minsup的值和最小可信度 minconf，最小支

持度 minsup的值数据集 T中事务出现频繁

的最低频度值；minconf是指某个或某几个

属性依赖于其它属性出现的最低频度值，算



作是可信的。一旦给定了一个事务集 T、一

个最小支持度值 minsup和一个最小置信度

minconf，则 T中的频繁项目集就被唯一确

定了。 

第二，算法中主要计算事务集 T中某个

属性的值出现的次数或频率，所以属性的值

是离散的，不是连续的数值，使用 Apriori

算法必须把所有属性的值变为离散值。 

第三，Apriori算法一轮轮搜索事务集

T，整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

比较高，同事产生巨大数量的项集，比较难

以挖掘真正有用的规则，所以事先对数据的

产生的背景和整体状况要了解，可恰当地处

理细节，找出兴趣度较高的规则。 

下面是对高职高专入学新生的高考成

绩利用 Apriori算法分析的过程，由于高考

成绩是连续值，所以对数据进行离散化处

理，离散处理过程是对 Apriori算法使用的

创新之处。 

1.2 对于这些数据进行离散设置 

对 580条高考数据中各科成绩进行离

散化，90分及以上分数设为 A9，80及以上

数据设为 A8，„„，依次类推，一直到 A2，

A1。设置支持度和置信度这两个常用的衡量

关联规则强度的指标。最小支持度为 25%，

最小置信度 35%。下表 2是把原始数据离散

化的部分数据。

 

班级 kl 批次 语 数 外 

建工 1202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0 A3 

测量 1201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0 A4 

建工 1202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1 A2 

自动化

1201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1 A2 

测量 1201 理工 专科批 1 A8 A1 A2 

建工 1202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1 A2 

财会 1203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1 A3 

化工 1201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1 A3 

财会 1203 理工 专科批 23 A8 A1 A3 

化工 1201 理工 专科批 1 A8 A1 A3 

机械 1201 理工 专科批 1 A8 A1 A3 

表 2 离散后的数据 

Tab2 Discrete data 

 

1.3 对以上离散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对 580位学生的语文、数学和英语高考

成绩的数据进行分析如下： 

语文成绩较频繁的支持度为：语文成绩按照

分数段离散化后，各段出现的频度为

A8->35%；A9->29%;A7->19%。即：80以上

90以下分段占 35%；90以上 100以下分段占

29%；70以上 80以下分段占 19%。下图 1是

语文成绩的分析图表。

 

 

 

 

 

 

 



 

 

 

 

 

 

 

 

 

 

图 1 语文成绩数据分析  

Fig1 Analysis of Chinese achievements data 

 

数学成绩较频繁的支持度为：数学成绩

按照分数段离散化后，各段出现的频度为

A3->30%；A2->22%；A4->18%。即：30以上

40以下分段占 30%；20以上 30以下分段占

22%；40以上 50以下分段占 18%。下图 2是

数学成绩的分析图表。 

 

 

 

 

 

 

 

 

 

 

 

 

 

图 2 数学成绩数据分析 

Fig2 Analysis of math achievements data 

 

英语成绩较频繁的支持度为：英语成绩

按照分数段离散化后，各段出现的频度为

A4->25%；A3->26%；A5->18%。即：40以上

50以下分段占 25%；30以上 40以下分段占

26%；50以上 60以下分段占 20%。下图 3是

英语成绩的分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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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英语成绩数据分析 

Fig3 Analysis of English achievements data 

 

对离散化的高考成绩数据分析过程如

下： 

第一步，根据最小支持度 25%，生成单

频繁项目集。 

语文、数学和英语单科频繁项目集生成

如下： 

语文单频繁项目集：A8->35%；A9->29%。即：

80分段和 90分段是语文成绩的频繁项，分

别占 35%和 29%。 

数学单频繁项目集：A3->30%。即：30

分段是数学成绩的频繁项，占 30%。 

英语单频繁项目集：A4->25%；A3->26%。即：

40分段和 30分段是英语成绩的频繁项，分

别占 25%和 26%。 

第二步，生成 2频繁项目集。 

把上步生成的单频繁项目集进行合并，然后

剪枝，生成 2-频繁项集。 

从单频繁项集合并后的结果如下表 3：表中

每一行就是 2-频繁项目集的一个组合。 

表 3 合并后 2-频繁项集的结果 

Tab3 Results of 2-sets merging 

通过剪枝，去掉数学中 A2成绩段，去

掉英语中 A5成绩段，这个两个成绩段在单

频繁项集中都不是频繁的，所以其超集 2-

项目集也不是频繁的，应该剪掉。 

剪枝后 2-频繁项集的结果如下： 

（语 A8，数 A3）->67% 

（语 A8，数 A3）->53% 

（语 A8，英 A3）->58% 

（数 A3，英 A3）->49% 

第三步，生成 3-频繁项目集。 

把上步生成的 2-频繁项目集合并，然

后剪枝，生成 3频繁项集。把 2频繁项集合

并后的结果如下表 4：表中每一行就是 3频

繁项目集的一个组合。 

表 3 合并后 3-频繁项集的结果 

Tab4 Results of 3-sets merging 

 

通过剪枝，去掉（语 A8，数 A3，英 A4）

项，因为（数 A3，英 A3）不在 2频繁项目

集中，减掉。因为在 2-频繁项集中都不是频

繁的，其超集 3-项目集也不是频繁的，应该

剪掉。 

剪枝后 3-频繁项集的结果如下： 

（语 A8，数 A3，英 A3）->51% 

第三步，生成关联规则 

规则 1：语 A8，数 A3         英 A3， 

[支持度 51%，置信度 25%] 

规则 2：语 A8，英 A3         数 A3，

[支持度 51%，置信度 29%] 

规则,3：英 A3，数 A3         语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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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度 51%，置信度 35%] 

从满足最小支持度的频繁项集中，能够

满足最小置信度 30%的是规则 3，数学和英

语考 30多分的有 35%的可能性语文成绩就

是 80几分，这样的学生占到 51%。 

2 高职学生的学情分析 

分析数学和英语成绩 30几分，语文成

绩 80几分的学生学情。按照国家高考试卷

规定：语数外三门课单科满分为 150分，各

科需要考到 90分以上者才为及格分。而高

职学生入学时一半的学生语数外高考成绩

都不及格，语数外满分总分加起来 450分的

卷子只考到总分不到 170分，这不到 170分

的成绩中 80多分还是语文成绩，也就是数

学和英语高考成绩之和不到 80分。数学和

英语之所以考到 30多分的低分，是因为数

学和英语必需有基础才能向深处学，同时学

数学要求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学英语要善于

背，规律性地反复学。总结高职学生入学时

的学情如下： 

（1） 学习方法不当 

老师上课一般都要讲清知识的来龙去

脉，剖析概念的内涵，分析重点、难点。而

这部分学生上课不能专心听课，对要点没听

到或听不全，课后不能及时复习巩固，不会

寻找知识间的联系。 

（2） 基础知识不牢 

这些学生不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

基本方法的学习与训练，经常是得过且过，

背不过就不背，不会做题也随意而安，眼高

手低，久而久之知识点就衔接不上，形成孤

岛的知识永远不能触类旁通。 

（3） 被动学习 

这些学生在中学就形成了很强的依赖

心理，跟随老师惯性走，不能掌握学习的主

动权。表现就是没有学习计划，课前没有预

习，对上课内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下课

束之高阁，完全扔到脑后，没有把知识真正

学到手。 

高职入学新生的高考成绩说明他们的

基础相当不牢，试卷中最基本的知识都抓不

到，其它发挥性的知识更不能得分。不善于

背，逻辑分析能力较差，更没有好的学习习

惯和学习方法。这些学生在历经十二年中小

学的学习生涯过程中，在没有自制力和自我

剖析能力的情况下混过来的。现在来到高职

院校若进行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知识学习简

直就是堪比登天。 

3 根据学情设计教学 

针对以上入学新生的学情分析，高职高

专教师必须有针对性的设计教学方法。 

3.1 按照学情发现学生的特点，设置讲

课方式 

高职学生的特点就是贪玩，这样的孩子

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应该不是特别差，根据学

生兴趣找学生能够看到、做到的任务让学生

去完成，在完成过程中，让学生学到知识。

完成后对学生给予肯定，用成绩、用表彰、

用证书等等方法给学生鼓励，学生逐步把注

意力和兴趣引申到学习上来。对这样的学生

绝对不能硬碰硬或者抢拉硬拽让他们学，在

经历过初高中几年的严加管理后，到高校这

种没有高考压力氛围内他们是不吃压榨式

管理方式的。 

3.2 根据学情设计知识切入点，由浅入

深地完成课程讲课 

从学习某个知识的起点就让学生感受

到兴趣，一步一步讲解让他们都能做到，让

学生不失掉耐心情况下跟着老师走，学生逐

渐感受到他能学会，并能完成作品。然后上

交作品，教师给出评价，这就是一节课的内

容。不能贪多，不能理论化，积少成多，学

生会逐步会培养起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 

3.3根据高职学生的能力和专业，安排

学生参加社会上有一定权威性的专业

等级考试 

虽然学生的学习基础差，也不能任其发

展，对他们也要有规矩，也要有能力水平测

试。想办法把社会上具有权威性的专业能力

等级考试相关知识融入日常教学中，学完之

后让学生参加等级考证，一旦考过学生会发

现他的能力，明白他是有一技之长之人，学

生会感觉到成就感，同时教师备课和讲课也



有依据可循。 

4 结论 

客观而正确地学情分析为教学设计提

供依据，根据学情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模式是教育教学规律最基本的要求。教

育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一切教育

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教育必须与受

教育者身心发展水平相适应，影响受教育者

身心发展的因素很多，例如学校、教师、家

庭、社会、文化、宗教等等，教育如果背离

了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那么，受

教育者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同时也背离了

教育的目的和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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