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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师范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发展现状	
2STUVW!"BXYZ[\]!1^_`YZabcde5f

1.!"#$%&'$( 

1.1培养目标 

2ghi?<!1jRW!"BklmnoXpqr"5f

本专业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适应国家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培养具有强烈的

爱国主义情操和社会责任感，拥有扎实统计学理论基础与基本的金融

投资、生物医药等应用场景业务知识，掌握数据收集、处理、分析与

挖掘等基本技能，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处理分析

各类数据并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反思意识、创新精神与自我发展能力，

能够胜任国家机关、金融投资机构和生物医药类等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及科研教学部门的统计调查、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和信息系统管

理等工作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1.2学位标准 

2st?<!1u!1v>;]:;!"wWTxy2z{|5}

SR~T�jVW!"B#$>;]:;!"XwWq�5f

本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的基本标准为，论文在获三分之二（或以上）

答辩委员通过后，即答辩通过。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专业

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应用统计

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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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培养方向或培养特色 

2!�!"S��Tklab}ab���� ��� �}T�t�

�<!1&'}�����}������klab�@A!"S�

�Tkl^_5f

本专业融合统计学、金融学、应用数学等多个学科，包含应用数

理统计、金融统计与经济计量分析和生物医学统计与大数据分析共 3

个研究方向，共同打造既有统计基础又懂金融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

才，已在上海市知名金融、证券机构（如天风证券、神光咨询等）建

立了 5 个实习基地，聘请了 14 名业界专家担任校外导师。鉴于本校

的地域优势和专业特色，每年会吸引大量优质生源报考，生源质量稳

步提高。目前的就业数据显示，我校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情

况较好，具有显著的培养成效和影响力。为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求，本专业每年邀请业界专家和校外指导教师为我校开展职

业发展、课程设置、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讲座，并根据业界专家的建议

修改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本专业也鼓励教师出国访学，在教学、科

研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2.2师资队伍 

2�klab��E]+��\� }�¡tF&]¢oLM]

!"]£']>¤:¥]¦§¨£�\]*©ª«c¬®¯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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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表 

培养 
方向 

编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位 职称 博/硕导 海外经历 其他任职情况 

应用数

理统计 
 

1 岳荣先 1958.10 博士 教授 博导 

1.1994.8-1997.1
，香港浸会大学

数学系博士研究

生学习； 
2.1997.1--1997.3
，斯坦福大学统

计系交换生； 

1.上海师范大学
学术伦理与道德

委员会主任； 
2.中国现场统计
研究会试验设计

分会副理事长； 
3.中国现场统计
研究会生存分析

分会副理事长； 
2 王蓉华 1972.9 博士 教授 硕导 无 无 

3 张世斌 1976.8 博士 教授 博导 

2013.10-2014.10
， 美国密歇根大

学统计系研究学

者 

无 

4 吴月琴 1979.10 博士 副教授 硕导 

1.2005.8-2008.7 
香港中文大学统

计系攻读博士学

位； 
2.2015.8-2016.7  
Texas A&M 
University 统计
系访问学者; 

无 

金融统

计与经

济计量

分析 

5 吴鑑洪 1976.10 博士 教授 博导 

曾获邀短期访问

英国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英国约

克大学、新加坡

国立大学 

1.第十届中国现

场统计学会理

事； 
2.中国现场统计
学会高维数据分

会理事； 
3.全国工业统计
学教学研究会青

年统计学家协会

第一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 
4.上海师范大学
数理学院学术委

员会委员、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博

士点学位负责

人； 
6 刘暐 1988.3 博士 副研究 硕导 1.2010-2013，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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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国 Strathclyde大
学攻读博士学

位； 
2.2013-2014，英

国Loughborough
大学博士后 

7 刘玉 1990.1 博士 讲师 
专业学

位导师 
无 无 

生物医

学统计

与大数

据分析 

8 郑小琪 1981.6 博士 教授 博导 

1.2018-2018 ，   
埃默里大学生物

统计与生物信息

学系访问学者； 
2.2013-2014，哈

佛大学生物统计

与计算生物学系

访问学者； 

1. 中国工业与
应用数学学会

（CSIAM）数学
生命科学分会，

常务理事； 
2. 上海非线性

科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 
3. 中国现场统
计研究会大数据

统计分会，理事； 
4. 中国计算机
协会  (CCF) 生
物信息学专业组

专业委员会，委

员； 
5. 中国抗癌学

会肿瘤标志物专

业委员会肿瘤测

序及大数据分析

专家委员会，常

委； 
6. 中国抗癌学

会肿瘤标志物专

业委员会甲基化

标志物专家委员

会，常委； 

9 潘小青 1986.6 博士 教授 硕导 

2014-2020 美国

威斯康辛医学

院、美国心脏协

会博士后研究员 

1.美国数学会数
学评论评论员； 
2. “Frontiers in 
Genetics: 
Statistical 
Genetics and 
Methodology ” 
期刊评审编委； 
3.全国卫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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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协会精

准医疗分会理

事； 
10 房云 1983.8 博士 副教授 硕导 无 无 
11 方月歆 1990.8 博士 无 否 无 无 

2.3科学研究 

（¼½W!"B¾¿ÀX�T1mÁpÂÃÄu�mÁpX�

\}�¡tÁp&']ÁpÅÆÇ<4]ÈÉÊË]CDE]ªÌ

ÍÎc¬®¯QR°Tx：W!1ÏLdÐÑÒÓÔ9ÕW%"

Ö×ØpX1mªÌ�9(EÙ�Ú»» ÛÜ}Ý1�Þ»» ÛÜ}ß1��Þ»

ÛÜ°W!1ÏLdÐÑÒÓÔ9ÕW%"Ö×ØpXÅÆ¹z{

Ãz×à�Äá]z{âã1!wä]z{Ýå1!wä]zæ]

�açècX1mÁpªÌ�9(EÙ�º»» ÛÜ}Ý1�ºÞ» ÛÜ}

ß1�Ú»» ÛÜ°5f

表 2 主要项目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与级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经费额度

（万元） 

项目 

状态 

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的最

优与稳健设计（1147121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5.1-2018.12 岳荣先 68 结项 

多因子试验具有最少支撑

点的最优回归设计

（1197131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0.1-2023.12 岳荣先 52 在研 

Birnbaum-Saunders 疲劳寿

命分布的统计分析

(1167126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1-2020.12 王蓉华 48 结项 

由三类船舶安全营运问题

驱动的统计问题研究

(1167141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7.1-2020.12 张世斌 48 结项 

高维因子模型因子个数的

稳健估计和诊断检验

(1167126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1-2020.12 吴鑑洪 48 结项 

非线性高维因子模型及面

板回归模型的统计推断及

其应用(721703004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2.1-2025.12 吴鑑洪 48 在研 

基于 DNA甲基化的肿瘤异质

性分析及应用算法研究

（6157232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6.1-2019.12 郑小琪 63 结项 

融合单细胞转录组数据的 国家自然 2020.1-2023.12 郑小琪 60 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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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异质性分析方法研究

（61972257）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基于植物底盘的药用植物

活性成分研究及其应用

（2018YFA0900600） 

国家重点

研发专项

项目 

2020.1-2024.12 
郑小琪

(骨干) 
20 在研 

中国科学院合成免疫学创

新交叉团队

（JCTD-2020-17） 

 2021.1-2023.12 
郑小琪

(参加) 
10 在研 

随机微分方程平稳分布的

数值逼近及其应用 

上海市浦

江人才计

划 

2016.7-2018.6 刘暐 20 结项 

非全局 Lipschitz条件下随

机微分方程稳态分布的数

值逼近及其应用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18.1-2020.12 刘暐 21 结项 

非全局 Lipschitz条件下随

机微分方程数值解平稳分

布的研究 

上海市晨

光计划 
2017.1-2019.12 刘暐 6 结项 

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

型的变量选择研究 

福建省社

科规划一

般项目 

2020.10-2023.9 刘玉 5 在研 

2.4教学科研支撑 

（W!"B¾¿ÀX�T1mÁpÂÃÄu�mÁpX�\。要

求：±�ab®¢²³ º» é.¯ê}º» �Áp�!"B®¢!�@

ë]@ì#0 ´» Á}1mÒí º» Á}îïðñ]ð!Àòí º» Á°

ÒÓóÄ<Â)1míôõ³¹ ´Á） 

表 3 教学科研获奖情况表 

学术专著 1. 张世斌 (著 ).谱域统计分析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21.4. ISBN：
9787030684189. 

科研获奖 
1. 吴鑑洪(第一作者). 条件异方差模型的诊断检验, 第十一届全国统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颁发单位: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3.1. 
2. 刘暐. 第二届“郭本瑜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 一等奖，2017. 

优秀教材 1. 王蓉华.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上海普
通高校优秀教材奖,2015. 

教学成果 

1. 郑小琪.基于数学建模竞赛教学的创新人才培养，上海师范大学教学成

果二等奖，2019. 
2. 郑小琪.以竞赛活动为载体，构建研究生数学建模实践教学培养体系，

上海师范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2017. 
3. 郭玲.上海市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自然科学基础组一等奖，2018. 

指导竞赛奖 

1. 岳荣先(指导教师).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2014.(学生:徐晗
晟、杨文珺、耿晓满) 
2. 岳荣先.中国高校 SAS数据分析大赛决赛优秀组织奖, 2017. 
3. 岳荣先.中国高校 SAS数据分析大赛决赛优秀组织奖, 2019. 
4. 岳荣先.上海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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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小琪(指导教师).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海赛区三等奖，2020.
（学生：王诗江、杨茵琲、张玉珠） 
6. 郑小琪(指导教师).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海赛区二等奖，2019.
（学生：渠梦豪、王诗江、杨朔） 
7. 郑小琪(指导教师).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海赛区二等奖，2018.
（学生：陈宇宁、李崧崧、高浩然） 
8.刘玉（指导教师）.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上海赛区二等奖，

2020.（学生：马懿璐，刘浩元） 
9.刘玉（指导老师）.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正大调研命题优秀

论文奖，2020.（学生：马懿璐，刘浩元） 

2.5奖助体系 

（W!"Bmnoíö÷øX�Îù�]íöúû]üýþc�

\）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学科竞赛奖励和助研奖励两块，其

中学科竞赛奖励于每年 3 月份开展，奖励上一年度获得校级以上奖项

的老师和同学，每人奖励 1000 元。助研奖励部分，本专业鼓励实质

性参与导师科研课题的同学给予每月不少于 400 元的助研奖励。 

3. -.!" 

3.1招生选拔 

（!"#0Bmnoÿ!�"]#$%&]#$E�]oÆ'(

�\}ÂÃ)*+oÆ,"-$X./） 

2020年，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点研究生一志愿报考总人数为 70人，

录取人数为 28人（其中 1人为推免生），报录比为 4：1，生源结构

中 60%为应届生，10%为在职，30%为其他人员。 

为了保证生源质量，本学位授权点进一步优化研究生选拔机制，

促进招生的公平公正性；加强招生宣讲工作，提升本专业的吸引力；

完善学生奖学金制度，激励研究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培养过程质量，建立指导老师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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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导教师在日常指导、论文选题、论文指导和就业指导中的作用设

置具体要求；积极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和校外导师队伍，完善实习基地

培养协议，明确并跟踪校外导师的培养质量。 

3.2思政教育 

201ç2ß345�]460ç]mno7¥89:ù�]m

no;ù<êc�\5f

本专业培养计划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核心专业课程，课程思

政也已融入到各门专业课程中。在课程思政方面，许佩蓉老师组建了

上海师范大学首批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团队，深入探索《应用数理

统计》专业课的育人功能，于 2017 年获上海师范大学首批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立项。吴鑑洪老师和房云老师也积极对《金融时间

序列分析》、《应用回归分析》等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在实验课堂践

行课程思政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思政教育效果。 

在学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应用统计研究生党支部积极开展政治

学习，提升政治水平，在课程学习、课外活动、班级服务等各方面都

表现出示范作用。 

3.3课程教学 

（="i?<!1>��@A!"34)?(46÷ø}W!"

B5�X@A46Ã�Bð+°课程教学质量和CDEFK�） 

本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校外课程与专业实践四个部分组

成，总学分不少于 34 分，其中必修课（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不少于 24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0学分，专业实践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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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学分。课程包含了多门统计理论与方法课程，如应用数理统计、

常用统计方法、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可靠性统计等，帮助学生打下扎

实的理论知识基础。本专业的实践环节包括实验教学、专家讲座、专

业实习三个内容。实验教学课时约占专业课课时的 30%左右；研究生

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专业实习，提交实习报告，实习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半年。 

根据应用统计理论与应用发展的最新方向、社会用人单位的需

求、以及中高级应用型创新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本专业开设了

案例分析、统计建模与计算、以及多门软件课程（包括 SAS、R、Matlab、

Python 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学生将来走上实际

工作岗位打下基础。同时邀请校外专家为学生作竞赛辅导，近年来有

多名学生获得 SAS Base/Advance 证书，并在 SAS 数据分析大赛、研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多次获得骄人的成绩。此外，根据三个主要研究

方向，本专业硕士点开设面向就业的实践类课程。具体安排为：邀请

2-4位业内专家介绍该方向的主要理论和学习方法，再邀请相关企业

的负责人介绍实践和社会需求。每门课程以系列报告的形式开展，大

概 4-8 次。讲授内容包括：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生物统

计前沿及应用系列报告和金融统计的理论与实践。 

表 4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表 

学院 数理学院 
专业学位 

名称 
全日制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专业（领域） 
名称 

应用统计 专业方向 
1、应用数理统计 2、金融统计与经济计量
分析 3、生物医学统计与大数据分析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总 
学 
各学期教学周时数 任课教师 

考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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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时 一 二 三 四 

学 
位 
课 
程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第一外国语 2   √    校公共课 考试 
自然辩证法 2   √    校公共课 考试 

学位基础课 
（11学分） 

学术规范与论文指

导 
2    √   全系统一 考察 

应用数理统计 3 4 64 √    张世斌 考试 
常用统计方法 3 4 64 √    吴月琴 考试 
回归分析与统计建

模 
3 4 64 √    房  云 考试 

学位专业课 
（9学分） 

时间序列分析 3 3 48 √    吴鑑洪 考试 
应用统计案例分析 3 3 48  √   张世斌 考试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

用 
3 3 48 √    朱  杰 考试 

选修课 
（不低于 10学

分） 
（专业英语外任

选 4门） 

专业英语（必选） 2 2 32  √   导  师 考查 
可靠性统计 2 3 48  √   王蓉华 考查 

现代试验设计与分

析 
2 3 48  √   岳荣先 考查 

生存分析 2 3 48  √   方月歆 考查 
金融衍生产品理论

及计算 
2 3 48  √   刘  暐 考查 

空间计量经济学 2 3 48  √   刘  玉 考查 
医学统计导论 2 3 48  √   潘小青 考查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

习 
2 3 48  √   郑小琪/郭玲 考查 

Python数据分析 2 3 48  √   冯朝君 考查 
面板数据分析 2 3 48  √   吴鑑洪 考查 
数据库技术 2 3 54  √   冯朝君 考查 

案例讲座 1   
10
次 

   业界专家  

实习与论文 
专业实习 4        考查 
论文开题报告      √   评审 
论文写作与答辩      √ √  答辩 

跨专业补修课程 

运筹学    √    待定 考查 
抽样调查    √    待定 考查 
随机过程    √    待定 考查 
贝叶斯统计    √    待定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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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导师指导 

（¥+9:XGH]kI]!@�\°¥+J¥mnoX�Î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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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条例》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职责、

遴选和流动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学院在制订下一年度硕士生招生计划

前开展导师遴选工作，由学院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条件对申请人

进行初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初选结果，就申请人是否具有

指导硕士生的资格进行审核。遴选后，学校每年对新任研究生导师进

行岗前培训。本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为校

内导师，另一位来自金融、证券、生物医药等相关领域，采取导师与

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本专业的导师队伍建设和“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本专业毕

业生普遍表现出较好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受到了

用人单位的较好评价。 

3.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2!�!"TghMNmnosÇ!�IVÃ1ðQ�klm

noÀR}¼½�Î*+]ªÌSCc�ff

@A!"ghMN@A!"mnosÇÐOð!}PðQ�kl

mnoÀR}¼½�Î*+]ªÌSC}LATAsÇEUk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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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对学生实践环节尤为重视，每年都组织实践动员会，邀请

相关行业资深人士、专业实践导师来校开设讲座，介绍相关行业对员

工的最新要求。实习环节有双导师对学生进行指导并定期交流反馈学

生实习情况，要求学生具有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实习经历。 

实践的主要方向包括生物医药、商业大数据、金融机构等。专业

实践方向与前期校内专业课程联系紧密，学生实习表现受到用人单位

的肯定，其中，辉瑞临床药物试验数据分析部门 100 多个员工中有 

23 位为本专业的毕业生。专业实践的整体设计瞄准上海生物医药、

金融大数据方向。我们联合生物医药行业知名公司，开设了 SAS 编

程临床数据编程课程，并结合临床药物试验数据分析具体案例进行教

学，课程后每年有 1/4 的学生考取了北美 SAS 认证，为今后去生物

医药行业打下了扎实基础。 

3.6学术交流 

（mnosÇzÑzd!�WXXwW�\） 

无 

3.7论文质量 

2!�!"T÷YW!1^BX!"3ÙZ,][\Z]`@^

_`X�rÃKL�\°W!"B!"3Ù��33Ùab][cd

X�\`3Ù,"ue�f

@A!"T÷YW@A!"^BX!"3Ù3f2gNmÿh]

Zi�9]Pj5Y]k&ue]Áplß]m�êjc5Z,][

\Z]`@^_`X�rÃKL�\}Mn@A!"3Ù67¥bX

�\°W!"B!"3Ù��33Ùab][cdX�\`3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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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学生学位论文选题做到一人一题、来源多样化、注重应用

性。学位论文选题的主要来源行业有金融保险（占 28.6%）、企事业

管理（14.4%）、文体卫生（占 9.7%）、电子商务（占 4.2%）以及

餐饮、房地产、工业质量管理、航运、投资信贷等众多领域；选题的

主要来源渠道有社会调查（占 21.5%）、专业实习（占 10.2%）、教

师科研项目（占 3.8%）、研究生学科竞赛素材（1.6%）及其他来源。

论文形式不拘一格，其中数据分析类占 47.1%，管理方案类占 21.3%，

案例分析类占 14.6%、产品开发类及调查报告类占 1.8%。 

本专业有着严格的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论文评定重视解决问

题成效及行业应用价值、把关严格、整体质量高。学位点制订了《应

用统计专业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实施细则》，论文研究过程从选题、开

题、撰写、预审、预答辩、直至答辩各环节都采用导师指导与导师组

把关相结合；论文答辩前全部进行知网重复率检测及专家匿名评审，

对重复率超过 20%或专家审查不合格的论文提出修改要求并延期答

辩；论文评优严控优秀率不超过 2%；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100%。 

3.8 质量保证 

2kl�o6pqÇ,"*+]rM!"3Ù`!"#$lß]

MnJ¥ð+,"lqD¨]uXstK�c�\5f

1）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位导师来

自校外实务专家。 

2）实行双导师制或导师组，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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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导师来自校外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

向，成立指导小组。 

3）学位论文选题和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方向一致，内容应与实际问题、实际数据

和实际案例紧密结合，可以是与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相关的调研报

告或数据分析报告，应用统计方法的实证研究等。应具有一定理论价

值和应用价值，有一定的创意和前沿性。 

4）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成员的组成 

1论文送审，硕士学位论文至少由校内外各 1位具有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的专家进行评阅（由学位点安排）；如果参加盲审，还需各聘

请 3名校内与校外专家评阅。 

2盲审结束后无异议则进入答辩阶段。 

3答辩委员会由 3-5 名与选题有关的教授（或研究员）、或者副

教授（或副研究员）组成。答辩委员会推举一名答辩主席，答辩人的

导师和副导师不能担任答辩主席。答辩后由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答

辩主席在答辩决议书上签字。 

5）学位授予 

论文在获三分之二（或以上）答辩委员通过后，即答辩通过。修

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3.9学风教育 

（W!"B1!uv`!�Z,ðw�\}!�õxL)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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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依托校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

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规范学生指导。主要做法及成效如下： 

1）定期举办主题活动 

    每年教师节期间，由校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主任、本专业的岳

荣先教授带领学生进行“遵守学术伦理与道德”的宣誓仪式，号召学生

加强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建设，将学术伦理与道德作为职业生命的信

仰。 

2）加强诚信教育 

   1开展专项教育，以专业责任作为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长期检

验指标。通过学习《统计法》和《知识产权法》，规范引导学生建立

职业诚信与责任心；强调评价数据时要“实事求是”，引导学生建立统

计职业操守和行业诚信。 

2严肃考场纪律，以诚信考试作为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现场检

验指标。学生参加学科考试时，均需在“诚信考试”的承诺书上签字，

并确保遵守考试纪律。 

3规范学术诚信，严格论文查重，以专业精进作为职业道德与职

业伦理的成果检验指标。 

3）组织考试 

    本专业分析人类数据的师生，都需先通过美国“CITI”发布的“数

据和伦理”的相关考试。在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教育下，本专业职

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教育成效显著，全体师生无学术不端、违背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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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职业伦理的情况。 

3.10管理服务 

2@£lßE8{|�\}mno0}*~�Î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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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置了一名教务员作为专职管理人员。研究生手册对研究生

在校期间的权益保障部分有详细的论述，研究生学生会权益部设立了

完备的学生权益保障监督制度。数理学院 2020 年的学生满意度调查

显示，在校学生的满意度高达 96%。 

3.11就业发展 

（W!"BEU�xÇ�A����K�ù��\}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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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学位点采用周期性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应届和已毕业学生

及用人单位进行满意度调查，及时发现和总结问题，并对未来培养方

案的制订和实施进行有益的调整。近五年来，应用统计专业共有 175

名研究生授予专业硕士学位，大多在上海的金融、证券、生物医药等

公司工作，就业率高达 99%，高于学校平均水平，收到了用人单位的

积极评价。 

4./012 C3 

4.1科技进步 

21mÀò�n]�F1�F��\5f

郑小琪教授多年来立足实际临床需求，综合运用统计学和大数据

挖掘方法，带领研究生在肿瘤纯度估计、抗癌药物敏感性预测、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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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抗原挖掘等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临床转化价值的重要

科研成果。潘小青教授作为美国心脏病协会战略合作研究项目中曾经

唯一的统计学博士，多年来积极推进统计学科在心血管疾病的精准防

治中的应用，服务全球公共卫生健康事业。 

心血管病是全球头号死因。而高血压是心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

素，也是早发心血管病分量最重的可修正危险因素。基于病人的多组

学数据的个性化策略是预防和靶向治疗高血压、心血管病的关键，这

取决于统计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临床医生和生物信息学家等多

学科专业学者的协同攻关。本专业潘小青教授曾是美国心脏病协会战

略合作研究项目中唯一的统计学博士，是大数据分析引领的交叉学科

发展的稀缺人才。她立足于统计建模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作为骨干成

员承担美国“AHW-Research and Education Program”项目 2 项，美

国心脏协会高血压战略研究项目 4 项、美国 NIH R01和 PPG项目，项

目受资助总额度超过 1亿元人民币；发展了若干个分析高血压相关表

观遗传学的工具和流程，在包括 Hypertension（美国心脏病协会高

血压刊物), Therano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美国肾脏学会刊物)等在内的顶级杂志上，发表精准医

疗在高血压防治中的研究论文十余篇。此外，她在美国高血压理事会、

美国心脏病协会学术峰会、美国心脏病协会战略研究学术年会中作报

告，积极推进统计学科在心血管疾病的精准防治中的应用，以服务全

球公共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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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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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是上海市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城市经济大数据

应用研究专业委员会”的负责单位，一方面作为智库，为上海市数字

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另一方面作为平台，通过学术沙龙和大数据年会

向社会分享大数据运用的成功案例。应用统计的毕业学生在经济、金

融领域从事数据分析类工作集中，成为专委会重要资源，助力专委会

活动的开展。 

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向社会受众分享技术经验。专委会邀请在企

业从事模型开发、技术分析的应用统计毕业校友，交流和分享不同领

域的大数据运用的案例。如 2019 年 11 月，邀请专业毕业校友 SAS

公司数据分析师李昌盛，做了《SAS企业反欺诈解决方案的交流》的

专业报告，通过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的公众号向社会发布，吸引了

不少企业和高校学子参与，受到极大的欢迎。每年承办上海市大数据

社会应用研究会年会分论坛，服务上海市大数据的社会运用。如 2020

年“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的分论坛会议，邀请毕业生 51 信用卡风

险分析师王静月等 3位校友，分别从信贷欺诈的攻与防、数据驱动的

智能催收以及机器学习与信贷风控三个方面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术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具体场景应用进行了系统分享。 

4.3文化建设 

2��`YZÝå��Ùn�\5f

吴鑑洪教授从事统计咨询、统计分析等社会服务工作十余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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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事业单位均有合作，其中与中国科协系统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社会反响良好。2015 年参与杭州市科协《科普社会责任评估》的研

究并起草评估方案，依托这个评估方案，杭州市作为全国试点城市率

先于 2017 年开展了科普社会责任评估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果，这一工

作得到中国科协领导的肯定和高度重视，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徐延豪专门做了批示，并在中国科协会议上安排专题

汇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关于科普工作的“两翼论”

重大论述，中国科普研究所 2019 年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就如何建立国

家科普能力建设的监测和评估体系进行系统研究。 吴鑑洪教授获邀

组建团队承担了《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研究的评估》研究工作，并向国

家相关部门上报多份研究专报和研究总报告。研究成果为相关部门提

供了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对于我国进入新时代大幅度提升我国国家

科普能力、解决科普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决策参考作用。吴鑑洪教授团

队利用统计知识服务国家科普工作，响应国家对高校科研人员利用专

业知识服务社会，发挥高校智囊团作用的号召。 

二、本学位点年度建设与发展情况	
2�t)V�Jq}hBUVWLÎù�ÇYZX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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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6#$ 

进一步修订、凝练专业特色方向。围绕上海的地域特色及上海师

范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的培养要求，进一步凝练专业方向，将原来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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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础理论的四个研究方向修订为面向应用的研究方向，并修订培养

方案和课程体系。 

加强实习基地和校外导师队伍建设。针对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分别建立 1-2 个专业实习基地，建立健全实习期间的管理体系，细化

对实习期的出勤、考核和监督体系。争取以某一个实习基地为依托，

申报上海师范大学“高端实习基地”项目。依托实习基地，继续建设

校外导师队伍，完善对校外指导老师的管理和监督，保障校外指导老

师的指导费用。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导师

指导、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环节的管理，制定相应环节的监督的奖

惩措施。 

2.3456789:  

针对上述建设目标，本年度开展了如下举措： 

邀请教指委专家指导修订培养方案。我们邀请应用统计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的房祥忠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虎教授

对我们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进行了指导，专家们根据我们的师资队

伍特点和服务上海市经济发展的需求，给我们制定了生物统计、金融

统计和大数据分析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并根据三个研究方向梳理了

主要课程体系。 

实习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利用校友和导师的推荐，分别与美斯达

中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每食网络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等多家等生物、金融和互联网大数据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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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基地一起制定了“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

生实习基地合作协议书”，对于学生、实习基地、指导老师三方的责

任和义务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使得实习基地的管理更为合理、高效。 

课程体系方面，本年度应用统计专业的导师进行了多次讨论，重

新修订了课程体系，要求每一门课程都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教学大

纲中，针对课程目标、评价方法、考核要求等版块都有了更详细的要

求。 

3.3456;< 

经过一年的建设，专业已取得了如下建设成效： 

各研究方向的培养方案根据个性化。我们分别对三个主要的研究

方向的培养要求、课程体系等进行了重新修订，学生从以前的“大锅

饭”式培养转化为“个性化”的培养方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

方向和研究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相应的选修课程。 

校外导师团队建设成效显著。本年度我们共吸纳了 14 名各专业

的优秀人才进入校外导师队伍，并完善了校外导师指导管理体制，校

外导师对学生的培养更规范化。 

实习基地建设成效显著。本年度数理学院开设了“研究生产学院

实习基地”项目，将专业实习基地上升到学院层面上来。应用统计专

业学位硕士点与上海泰格医药公司的实习基地项目成功入选首批授

牌名单。目前，硕士点与泰格医药已开展了 2次面对面交流活动，泰

格医药负责人来校为学生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就业和职业发展有关的

交流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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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瓶颈问题和持续改进计划	
2����X��}�¢W!"#0BXCDEF9i}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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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  

本学位点发展中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瓶颈问题： 

1) 专业建设与师资队伍方面。本专业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中，

大数据分析方向的导师还比较缺乏，也缺少与大数据分析、数据库技

术等方向的课程。这与本专业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市场需求不符。 

2) 课程设置方面。校外资源参与的课程不足。在应用统计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校外师资参与的课程占据重要的地位，它是

沟通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提升专业“应用性”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

我们虽邀请了大量专家开展学术报告和交流，但针对专业方向开设的

校外人员参与的课程太少。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部分同学反

映专业课程偏理论，实践较少，部分同学提议增加大数据分析、计算

机编程和数据库技术，如 python、SQL等课程的设置。 

3) 实习基地与实践平台方面。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足。这也是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在基地培养人

数、基地建设成效方面过于薄弱。校内实践平台不足。此外，应用统

计专业需要大量的编程和数据分析训练，很多要运用深度学习方法处

理生物、医学和天文大数据，对计算机硬件（GPU）和存储设备有较

高要求，因此亟需校内的专业实践平台。 



 

26 
 

2.CDEFGH  

 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拟以金融统计、生物统计、应用数理统

计为三大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础，争取引进 1-2 名大数据分析、统计学

习等方向的教师，拓宽专业方向，更适应社会需求。邀请学院相关老

师加入应统专业导师队伍。 

 2) 优化课程设置。由于商学院老师的逐步退出，应用统计的研

究方向和开设课程也需要重新梳理。我们拟在充分调研兄弟院校课程

设置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开设更受学生欢迎，更具就业潜力的课程。

另外，我们每年会邀请校外导师和行业专家开设系列课程，提升应用

统计专业硕士生的就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