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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平台支撑 实践项目引领 国际联合培养 

——统计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一、问题分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如同重要的能源、材料一样，成为战略性资源，

大数据成为了关键生产要素。统计学是收集、处理、分析、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

得出结论的科学，统计方法是适用于所有学科领域的通用数据分析方法。在大数

据时代，统计理论、方法和应用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阶段。 

统计学硕士学位是培养高水平统计研究和应用人才的重要途径。 然而，江

苏师范大学统计学研究生培养存在四个主要问题：第一，研究生入学时理论基础

薄弱，实践训练缺乏。师大地处苏北，统计学研究生生源质量不高，就 2017 级

统计学研究生而言，所有学生均来自非 985 非 211 的院校，多数同学在本科期间

没有接受严格的数学与统计训练，难以理解现代统计方法，理论基础相当薄弱；

苏北经济尚欠发达，大数据统计对口产业不丰，学生接触实际数据的机会非常少。

第二，研究生知识结构失衡，课程内容老化。我们的研究生中超过 60%的学生本

科学的不是统计专业，而以往的课程设计偏重传统的统计学理论，缺乏现代经济

发展、信息发展所需要的大数据分析培训。第三，传统的统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

模式单一，培养机制固化。之前统计学研究生培养只注重传统课堂教学，忽略了

学生个性化、多元化发展，考核制度、培养模式与机制也都缺乏灵活性。第四，

研究生国际视野狭窄，创新意识欠缺；过去本学科缺乏平台支撑，国际交流资源

匮乏，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联系较少，而统计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仅仅注重理论

知识的提高，学生们专业认知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不足，后期发展潜力有限。上

述问题中，只有第一项主要是由于师大自身平台问题，其余三项也是大数据时代



下统计学研究生培养的共性问题。 

二、培养模式探索 

江苏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顺应国家大数据战略，整合统计学、数学、生

物学、测绘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优质资源，形成了大数据时

代下新的统计学科。学科于 2011 年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被遴选为

首批江苏高校首批优势学科，也是江苏省统计学方面唯一的优势学科；2014 年

以优秀成绩通过验收并进入第二期建设工程。学科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和智慧江苏建设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建成了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在参评的 120 所高校统计学（博士点 51 个）中，统计学科位列 B-档，

位居江苏高校并列第一、全国非博士点授权单位第一、全国师范院校并列第六。

南开大学统计学科于 2017 年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

第四、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第三（A），2018 年南开大学成立了统计与

数据科学学院。两校统计学学科密切合作，积极探索大数据时代下具有“实践+

创新”双重能力要求的统计学研究生培养模式，解决 “实践型”和“创新型”

研究生人才协同培养难题，努力培养基础理论强、学术与应用视野宽、国际化程

度高的统计研究与应用人才。 

1 强化基础，重视实践 

制定了“强基础、宽视野、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方案；深度融合研究生培

养与“智慧城市”等大数据项目的研究，引进行业导师，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加

强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1） 导师团队的专业化 

江苏师大统计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41 人，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14 人，有



海外学术背景的教师 34 人，新增青年博士 12 人。新入选“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

新团队”和“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各 1 个；新增国家“优青”1

人、“青年千人”1 人、省“杰青”1 人、“江苏特聘教授”1 人、省“双创人

才”和“双创博士”各 1 人、省“333 工程”1 人、省“青蓝工程”2 人、省“六

大人才高峰”2 人。并且，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木法、德国数学会主席

Michael Röckner 等 7 人作为双聘教授，组建了由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宋仁明领

衔的海外创新团队。 

良好的科研团队自然而然形成了优秀的研究生导师团队，导师要亲自为研究

生讲授学术前沿课程，还会结合专业需要，有计划地邀请校外专家来校讲学，或

派遣研究生到兄弟院校、科研单位听课，或参加必要的学术会议，帮助研究生拓

宽知识面，提高专业水平。 

（2）课程体系的国际化 

我们基于国际视野构建了具有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的教学框架和教学模式，

通过课程体系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相结合。同时，我们开设了相当数量的学

科交叉性的课程，研究讨论课等等，广泛吸收各个学科的研究生参与讨论。 

为了培养研究生的专业英语水平，除了开设了统计学专业英语课程以外，统

计学科的江苏特聘教授刘伟教授还开设了测度论的双语教学，学科还聘请了新加

坡国立大学的周望教授等人开设了高级数理统计等课程，从课程上与国际名校接

轨。 

（3）学习资源丰富化 

学科建成统计学文献中心，拥有统计学及相关学科纸质中文图书 6 万余册，

外文图书 1 万余册，中文期刊 75 种，外文期刊 46 种，中外文电子图书 1.8 万余

册，中外文电子期刊 158 种。购买了 MathSciNet、Web of Science、EI Compendex 

Web、Elsevier Springer Link、SIAM、IEEE 和 Kluwer Online 等国际重要期刊数据

库，以及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库、超星数字图书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方正 Apabi 数字图书馆、



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等电子资源。学科每年对新进的研究生进行培训，提高研究

生们资料搜索能力，各个导师每学期也会要求学生阅读一定量的科研文献，拓展

学生们的学术视野。 

学科对研究生的教育遵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

特点，重视和促进研究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和硕士生个

人的才能、特点，更多地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尤其注意培

养研究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最终形成了良好的统计学习氛围。 

（4）培养体系科学化 

学科从建立开始，在“厚基础、大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多层次”的教学

理念的指导下，探索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是教育思想和理念的集中体现，是教学活动最主要的依据，是知识传授

和技能培养的载体，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基础, 是人才培养关键点。我们按照

“精炼基础课、深化专业课、前沿选修课”的指导思想，打造特色鲜明、具有时

代性、先进性和应用性的课程体系，突破传统专业建设思路、教学模式和教学手

段，加速课程现代化。集科研教学于一体，融实践创新于课堂，强化科研素质和

创新精神，科研反哺教学，基础教学和学术研究零距离对接。针对实践性强的课

程，要求任课教师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在实践课程教学中强调具体的数据分析

方法；针对研究性强的课程，要求任课教师必须有国际化的理论视野，独特的研

究方向，学生通过教师既可学到研究方法，又可通过教师的学术窗口了解国际发

展趋势。 

研究生的学习方式是听课与自学相结合。学科还深化规范学位论文开题机制，

加强过程督促和中期考核，提升了预答辩功能。 

2 立足专业，紧跟需求 

依托江苏高校统计学“优势学科”平台和校外实训基地，打造模块化、多元

化、个性化的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本专业教师国际化背景为全英文教学打下基



础，在强化理论培养的同时，拓展学生相关应用领域视野，顺应大数据时代新需

求。 

（1）搭建江苏高校统计学“优势学科”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 

江苏师范大学统计学科建成“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国际概率统计前沿系列讲

座”高层次平台。我们先后邀请了概率统计学家马志明院士、陈木法院士、严加

安院士、美国工程院吴建福（C. F. Jeff Wu）院士、德国数学会主席 Michael Röckner

教授，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优青”，以

及一大批来自国内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

大、新加坡、韩国、波兰、意大利、印度等国的概率统计学家者来江苏师大讲学

和开设短期课程。到 2017 年底，到访的概率统计专家学者达 214 人次，其中前

沿讲座 97 场次，听众有来自甘肃、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河南和江苏等省

份的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统计学的研究生们每个月都能接触到统计学各领域的前

沿动态，享受学术上的饕餮盛宴。 

此外，我们举办了“Stochastics and Real World Models: Recent Progress and 

New Frontier” (中德会议 2012.10.15-19)、“第三届全国概率统计青年学者会议” 

(2013.11.1-3)、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atistic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2013.11.29-12.2)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Related Topics” (2014.12.19-22）、“全国工业统计学教学研究会理

事 长 扩 大 会 议 ” (2015.3.13-15) 、 “ 海 峡 两 岸 随 机 过 程 及 相 关 论 题 会 议 ” 

(2015.4.25-28)和“Ordered data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Reliability” (2015.7.11-13)等

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波兰、法国、俄罗斯、英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伊朗、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专家学者 600 余人。这

些会议的举办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2）搭建政产学研交流培训基地 

学科注重校企合作，研究生也积极参与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中。2013

年 3 月，统计学科与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联合成立并运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财富管理研究分中心”（简称“分

中心”），功能定位是按标准范本整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下辖的各类理财



产品数据，采用标准的数理模型方法对产品评级评价。到 2017 年末，“分中心”

组织研究生们整理了商业银行发售的银行理财产品数据约 200,000 余条，到期产

品数据约 160,000 余条，这些数据及评级评价结果在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决策、金

融机构业务开展及居民投资理财需求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生们在整

理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数据分析方法的理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3 依托平台，渗透项目 

依托统计学“优势学科”、省高校“大数据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中国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财富管理中心江苏分中心等平台，创建多元化、个性化研究生

培养模式和机制，鼓励学生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形成了导师团队和分类指导

相结合的研究生实践创新培养模式。 

学科在建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财富管理中心江苏分中心、江苏省大

数据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应用统计研究中心、统计与金融研究中心、数据科

学中心和随机分析及其应用中心的基础上，积极遴选优秀行业导师，建立了以大

数据分析与建模、数理金融与保险精算和可靠性与统计质量控制三个方向的行业

平台，至2017年底，已经与十余名导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大数据分析与建

模方向具有三位高级工程师，分别就职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

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徐州市统计局；数理金融与保险精算方向的四位高级策略分

析师，分别就职于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可靠性与统计质量控制三位行业导师分别就职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行业导师向研究生讲授数据分析的宝贵经验，

并提供了处理实际数据的机会，拓展了学生们的应用视野。我们还与中国社科院

金融所、徐州市统计局、中信证券、太平人寿等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了专业实习



基地协议，在应用技术研究、统计调查分析和学生实习等进行合作。 

4 深化交流，拓宽视野 

我们搭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概率统计前沿系列讲座”平台，邀请了国内外

著名概率统计学家和数据科学家 100 多人次讲学；实施研究生海外研修计划和

“3+1+1”国际联合培养项目，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深度参与“智慧城市”

等项目研究，形成“问题驱动”+“大数据”+“政产学研用”的研究生培养特

色。 

（1）研究生海外研修计划和“3+1+1”国际联合培养项目 

统计学科建成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宋仁明教授领衔，香港大学徐军

研究员、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欧阳诚副教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

校吴冬生副教授为成员的海外创新团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全力合作，

取得较高成效。 

我们与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分别签订了“3+1+1”联

合培养项目，协助江苏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毕业的学生到美国西弗吉尼亚大

学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目前已有十余人受到项目资助。近五年我

们还资助了 33 名研究生赴海外知名高校学习深造，接受印度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大学博士做博士后，与伊朗 Bu-Ali Sina 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政产学研”应用项目 

2014 年 9 月江苏省政府苏政发【2014】103 号文件《关于推进智慧江苏建设

的实施意见》和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苏政办发【2014】77 号文件《关于智慧江苏建

设行动方案（2014-2016）》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我省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增强

城市服务功能，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升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智慧化水平。

为充分发挥高校学科综合优势，加强高校科研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服务



地方经济，本学科与作为智慧江苏建设的试点城市盐城市政务服务中心、中国电

信盐城分公司进行政产学研合作，于 2014 年 11 月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我们指导

研究生对盐城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产生的文本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统计分析，

挖掘社会热点，对突发事件进行预警预报，开发网络单位考核评价系统和信息发

布平台，助力智慧盐城建设，提升了政府服务水平。同学们通过“政产学研”应

用项目系统学习了最新的大数据分析方法，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将统

计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 

三、培养成果 

（1）成果及贡献  

自 2012 年起，江苏师范大学与南开大学等高校共联合培养统计学博士生 6

名（国际生 1 名）；资助 33 名研究生赴美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一流高校研修；

获全国统计建模竞赛二等奖 1 项；获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7 项；获省级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 4 篇；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国家基金委天元研究生暑期学校；近五年

主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3 项(新增 2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4 项(新增 21 项) 

和省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4 项；发表 SCI 论文 200 余篇；其中与南开大学合作在

JASA 等统计学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二

等奖、国家统计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天津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奖项；在

Springer 出版社 Universitext 系列丛书出版研究生英文教材 1 部；“大数据统计分

析”团队获批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统计建模与智慧江苏”团队获批江

苏省“青蓝工程”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获校级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全英文课程

和优秀课程等项目各 1 项；获校级研究生管理优秀奖 1 项；与徐州市统计局等单

位合作，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2）成果推广  



主要完成人出版的《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 Introduction》

等 3 部教材被德国 Bielefeld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作

为应用概率方向的研究生教材；“平台+项目”培养模式被南开大学应用概率方

向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主要模式；盐城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 智能化系统正式上

线，并获江苏省“2017 年度江苏政务服务工作突出贡献集体”奖；徐州市营商

环境评价系统获徐州市市政府认可；徐州市农业普查分析系统完成并交付徐州市

统计局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