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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辅助国内高校开设大数据课程公益项目 

 
 

一、项目名称 

厦门大学辅助国内高校开设大数据课程公益项目 

二、项目介绍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高校及时建立大数据技术课程体系，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一

大批具备大数据专业素养的高级人才，满足社会对大数据人才日益旺盛的需求。本项目旨在

为高校教师开设入门级大数据课程提供全流程辅助，大力推进高校大数据课程建设。 

本项目为高校教师提供备课指南、课时安排、课程教材、讲义 PPT、课程习题、考试题

目、经验交流等全方位服务，参与本项目的高校教师，在既使没有大数据相关基础知识的背

景下，通过 2-4 个月的自学和备课，可以顺利实现入门级大数据课程的开设和讲解。 

本项目由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林子雨博士发起并全程负责实施，由厦门大学

数据库实验室提供项目保障。 

三、项目发起人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博士/助理教授 

林子雨，男，1978 年出生，博士，现为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曾任厦门大

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理、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现为厦门市计算机学会理事，

海西创客学院首批 20 名创业导师之一，泉州市物流信息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



厦门大学辅助国内高校开设大数据课程公益项目 

2

保障团队：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  项目官网：http://dblab.xmu.edu.cn/post/4321/ 

会副主任，厦门市物流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首个“数字教师”提出者和建

设者，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主要负责人，厦门大学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中心主要建设者和

骨干成员，厦门大学计算机系官方网站和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官方网站建设者和维护者。

于 2001年获得福州大学水利水电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获得厦门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

2009 年获得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挖掘、

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软件学报》《计算机学报》和《计算机研

究与发展》等国家重点期刊以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的

科研项目包括 1 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No.61303004)、1 项福建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项目(No.2013J05099)和 1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No.2011121049)。曾作为志愿者翻

译了 Google Spanner、BigTable 和《Architecture of a Database System》等大量英文学术资料，

与广大网友分享，深受欢迎。主讲厦门大学本科生课程《数据库系统原理》、《C 语言程序设

计》、《计算机基础》和和研究生课程《分布式数据库》、《大数据技术基础》，在教学过程中

形成班级网站、结课仪式、师生互动等创新性教学模式方法，志愿编写了多本服务计算机系

全体教师教学工作的教学指南；因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学生的认可，成为 2013 年度厦

门大学教学类奖教金获得者，并获得由厦门大学计算机系 2012 级全体硕士研究生集体赠送

的“铭记师恩牌匾”。志愿编写并免费发布了大数据专业教材《大数据技术基础》电子书，

编著出版了中国高校第一本系统介绍大数据知识的专业教材《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作

为带队指导老师，带领厦门大学“晋情溢厦”暑期社会实践队圆满完成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荣获“优秀团队”和“优秀调研报告”荣誉称号，成为厦门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标杆。开

创“暑假拼血奋战 70 天”品牌活动和“手把手一对一”指导学生模式，开展标准实验室建

设，荣获“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文明卫生实验室”称号，成为学院标准实验室建设

典范。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的项目主要包括《城市信息化顶层设计框架研究报告》、《2015

年泉州市互联网经济调研报告》、《厦门市云计算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图》、《石狮市物流园区建

设方案研究报告》、《晋江市海洋生物科技园区建设方案建议书》、《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

工程重点项目福建省物联网科学院平台实施方案》、《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区域试点

泉州市总体工作方案》、《基于地面远程控制的新一代智能塔吊系统实施方案》、《基于大数据

的综合健康服务平台 2015 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申报书》等。 

四、项目基础 

本项目由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林子雨博士全程负责。林子雨在数据库、数据

仓库、数据挖掘、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领域有着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对各个领域知识

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政府发改部门的两年挂职期间对大量企业的调研，使其形成了比较

宽泛的视野和对产业的深入了解。 

2013 年 9 月，由林子雨主讲的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研究生课程《大数据技术基础》

正式开课。由于当时国内尚未出现适合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大数据专业教材，林子雨结合自

身研究成果，并调研大量网络资料，历时半年编写完成了免费开源的课程讲义，发布到网络

上，受到广大网友好评。 



厦门大学辅助国内高校开设大数据课程公益项目 

3

保障团队：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  项目官网：http://dblab.xmu.edu.cn/post/4321/ 

 

2014 年开始，历时一年多时间，林子雨系统总结理论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经验，将相

关大数据知识综合成一本适合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教材——《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该

教材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2015 年 8 月正式在当当、京东、淘宝、亚马逊等各大网

店上架销售，并成为畅销书籍。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目前市场已有的各类其他书籍，大

都偏于技术，比较适合作为深入学习的工具书来使用，不适合作为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

教材。高校教学应更加侧重理论层面的教学，即对大数据领域知识体系的普及和背后原理的

阐述，而非让学生深入学习和实践某一种大数据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数据技术原理

与应用》是国内高校第一本系统介绍大数据知识的专业教材，也是第一本适合用于本科和研

究生教学的入门级教材。 

适合高校教学的大数据专业教材，丰富的大数据教学实践经验，不断完善的大数据课程

体系，这些都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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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保障团队 

本项目由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提供全程支持和保障。网址：http://dblab.xmu.edu.cn 

 

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是“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文明卫生实验室”，位于厦门大学海韵

园，坐落在美丽的厦门珍珠湾，与大海仅有百米之隔。实验室老师包括冯少荣老师（副教授）、

张东站老师（副教授）、林子雨老师（助理教授）、林文水老师（助理教授）。 实验室承担计

算机系《数据库系统原理》、《分布式数据库》和《大数据技术基础》等课程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教学工作，在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挖掘和大数据领域开展相关研究，为社会培养了众

多优秀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实验室先后于 1989 年和 2004 年承办了第八届和第二十一届

全国数据库会议（NDBC），受到广泛好评。 

六、项目共建单位 

厦门大学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是本项目的共建单位，为本项目提供理论、技术、设

备、人员和教学环境等各方面支持，包括平台网站虚拟主机空间、教学机房、技术支持等。

林子雨老师是厦门大学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中心的主要建设者和骨干成员，承担了研究中心

筹建阶段和运作阶段的大量工作，包括起草发展规划、撰写会议纪要、筹备成立大会、对外

合作交流等。 

厦门大学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是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负责统筹和管理全校的存储

和超级计算资源。研究中心由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共同

设立，挂靠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是福建省重点实验室、福建省 2011 协同创新中

心和福建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单位。 

研究中心的建设目标是成为在云计算与大数据领域内受到国内同行认可，拥有一批国际

知名专家学者，并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研究单位，以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决策咨询单位。 

研究中心现有首席科学家 4 名（闽江讲座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教授 10 名，副教授 9

名，助理教授 15 名，高级工程师 5 名，工程师 15 名。团队所指导的在校博士生 7 人，在校

硕士研究生 150 余人。研究中心占地 1000 余平方米，设备金额近 2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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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6 日，林子雨主持厦门大学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2013 年 7 月 6 日，厦门大学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当前，研究中心主攻 4 个研究方向，分别是：大数据挖掘与计算智能、大数据环境下的

分析与优化、视觉云计算与云安全技术、云计算架构与智慧城市。各研究方向均配置 1 名首

席科学家和 1 名学科带头人，并成立相应的研究小组。研究中心重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

结合，成功创建了遥感与空间信息大数据分析与处理、金融数据分析、微博等社交数据分析

和制造业数据分析等应用实例，形成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厦门大学辅助国内高校开设大数据课程公益项目 

6

保障团队：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  项目官网：http://dblab.xmu.edu.cn/post/4321/ 

研究中心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围绕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和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的建设，研究中心已经和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厦门理工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厦门市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厦

门软件投资有限公司和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备忘录，协作创新，力争形

成完整的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和产业链，实现产学研政经的有效结合。 

七、项目经费 

    本项目为公益项目，项目团队（包括林子雨老师本人在内）不收取任何劳务费和讲课费，

全部义务付出。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产生其他费用，比如，如果需要上门指导和授课

时，会产生差旅费、住宿费等，这些费用需要由接受指导的高校教师承担。考虑到一些高校

教师可能没有相关经费用来支付这笔开销（差旅费、住宿费等），因此，为了减轻这些教师

的个人负担，本项目将积极争取企业赞助，建立项目经费，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将使用项

目经费来支付上门指导和授课产生的差旅开销，不需要接受指导的高校老师承担。本项目经

费以企业赞助的方式获得，项目将为赞助企业提供宣传和其他服务，同时保证项目经费支出

透明，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 

八、项目实施 

（1）服务对象：中国大陆高等院校中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 

（2）收费方式：（a）远程辅助开课：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通过电话、邮件、QQ

等方式进行远程指导。（b）上门指导和授课：不收取任何劳务费和讲课费，但是，上门指导

和授课产生的差旅费、住宿费等费用，需要由接受指导的高校教师承担，如有需要者，也可

申请由企业赞助的项目经费来统一支付，当本项目经费有可用额度并且申请获得通过后，就

可以从项目经费中支付这些费用。 

（3）参与办法：申请并审核通过后，成为该项目受助者，可获得全流程指导服务。请

填写申请表格（附件 1），发送至项目联系人林子雨的电子邮箱：ziyulin@xmu.edu.cn。 

（4）服务内容：本项目为项目受助者（即接受辅导的高校教师）免费提供：备课指南

（电子版 1 份）、课程教材（纸质 1 本，作者林子雨亲笔签名）、讲义 PPT（电子版 1 份）、

课程习题（电子版 1 份）、考试题目（电子版 1 份）、教学经验总结（电子版 1 份），并在活

动官网随时发布更新的各种资料，不适合在官网发布的相关资料将通过电子邮箱不定期发送

给项目受助者。如果确实需要上门指导和授课，在充分沟通和合理安排的基础上，本项目提

供上门授课服务（2 小时示范课程，林子雨主讲）。项目受助者还可以参加本项目组织的教

学经验现场交流活动（费用自理），获取教学经验总结材料。 

（5）项目受助者义务：项目受助者须承诺在接受该项目辅助后：（1）在开设大数据课

程以后的 3 年内，该课程教学中使用本项目指定的大数据教材；（2）如果接受了项目组上门

指导和授课服务，则在接受上门指导后的三年内至少参加一次由本项目发起的大数据课程教

学经验现场交流会（费用自理）。 

九、项目联系人 

有意参与本项目，欢迎联系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数据库实验室林子雨老师。 

E-mail: ziyulin@xmu.edu.cn      个人主页：http://www.cs.xmu.edu.cn/linziyu 

附件 

1、《厦门大学辅助国内高校开设大数据课程公益项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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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厦门大学辅助国内高校开设大数据课程公益项目申请表 

（样例） 

姓名 林子雨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 年 12 月 

手机 136******** QQ **** E-mail ziyulin@xmu.edu.cn 

学校 厦门大学 院系 计算机科学系 

预期 

开课日期 

2016 年 9 月 开课对象 

和班级人数 

厦门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 

70 人 

通信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收  邮编：361005 

大数据课

程主讲人

介绍 

林子雨，男，1978 年 12 月出生，博士，助理教授，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

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教师，2013 年度厦门大学奖教金（教学类）获得者，

中国高校首个“数字教师”的提出者和建设者。1997年9月考入福州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学

制四年），2001 年 7 月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2 年 9 月考入厦门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学制三年），2005 年 7 月获得工学硕士学位；2005 年 9 月考入北京

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学制四年），2009 年 7 月获得理学博士学

位；2009 年 7 月应聘于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开始执教生涯。一

直以来从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领域的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63 计划在内的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软件学报》和《计算机研

究与发展》等国家重点期刊以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编著出版中国高校第

一本系统介绍大数据知识的专业教材《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曾作为志愿者翻译了

Google Spanner、BigTable 和《Architecture of a Database System》等大量英文学术资料，

与广大网友分享，深受欢迎。2013 年在厦门大学开设《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并因在教

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学生的认可，成为 2013 年度厦门大学教学类奖教金获得者。 

承诺事项 本人已经仔细阅读项目官网的相关说明，承诺在接受该项目辅助后：（1）在开设大数据课

程以后的 3 年内，该课程教学中使用本项目指定的大数据教材；（2）如果接受了项目组上

门指导和授课服务，则在接受上门指导后的三年内至少参加一次由本项目发起的大数据课

程教学经验现场交流会（费用自理）。 

签名：林子雨 

日期：  2015 年 8 月 31 日 

（备注：电子版不需要签名，只需填写名字，纸质版签名后邮寄给项目组） 

单位证明

和盖章 

兹证明林子雨老师是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从事教学工作的专职教师，将在我系开设并主

讲大数据课程，上述表格信息真实。 

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项目联系人：林子雨 

通信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收  邮编：361005 

E-mail: ziyulin@xmu.edu.cn  个人网页：http://www.cs.xmu.edu.cn/linziyu 

项目保障团队：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  实验室主页：http://dblab.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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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团队：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  项目官网：http://dblab.xmu.edu.cn/post/4321/ 

 

 

 

 

 

 

 

 

 

 

 

扫一扫手机访问项目官网 

 

 

 

厦门大学数据库实验室 

为中国高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