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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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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申办的必要性：国家战略

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系统部署了大数据发展工作。意味着中国大数据发展迎来

顶层设计，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时代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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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申办的必要性：人才需求

2015年，LinkedIn通过分析全球超过3.3亿用户的工作

经历和技能后，认为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位列最受雇

主喜欢、最炙手可热的25项技能中的榜首。

全球第一家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公司—盖特纳

(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2016年全球将新增440万个与

大数据相关的工作岗位。

全球顶尖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预计到2018

年，大数据科学家的缺口在14-19万，大数据分析师和

经理的岗位缺口则将达到150万。

一、时代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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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申办的必要性：人才需求

全球最大中文IT社区CSDN预测 未来3-5年，中国需求

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180万人，目前缺150万人。

由于人才缺口过大，罗伯特·哈夫技术公司预测，

2017年数据科学家的平均薪资将增长6.5%，大数据工

程师的薪资也将增长5.8%。

急需!!

能架构系统、会分析数据、懂领域业务的

复合型人才！

一、时代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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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集聚发展效应开始显现

一、时代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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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数据相关专业发展情况（核心：人才是关键）

宿州市作为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单位和安徽省

“大数据存储基地”之一，为推动皖北崛起、建设信息

强省，亟需具有熟练操作能力的大数据工程师和大数据

分析师。宿州学院作为宿州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应责

无旁贷的承担起为宿州市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输送具有熟

练操作能力的大数据应用人才。

一、时代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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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获批3所高校：其中理学1所，工学2所。

2016年，获批32所高校：其中理学3所，工学29所。

按地区分布：17个省（区、市）的35所高校申报成功。

宿州学院获批得益于国家智慧城市和省大数据存储基地

一、时代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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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产学研相结合，面向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2015年8月,安徽省经信委、宿

州市人民政府、华为公司联合

签署战略协议,共同构建“立

足皖北，辐射全省”的云计算

产业链。电子政务云、医疗云

、教育云、公安云等10朵云已

投入运营。

宿州大数据产业还聚集了科大讯飞、甲骨文、金山等一些知

名的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省级电商产业园中的小马科技、

宿易生活等本地电商服务平台。

二、专业申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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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叉型学科，大数据的相关课程涉及计算机科学、

统计学和数学等学科知识，我校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

数学等多个学科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提供多方

智力、人力、课程等的支持。

      

二、专业申报体会

2.注重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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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龙教授  蔡之让教授   宋启祥教授     李鸿教授   崔琳副教授  

分布式计算 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存储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

二、专业申报体会

3.从专业建设的需求角度，选择专业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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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棕博士主要致力于大数据

存储与分析、认知计算、云

存储数据管理系统的设计开

发和性能评估, 以及商务数

据系统灾难恢复管理等方面

的研究。是 IBM公司电子商

务基础软件和数据存储管理

系统开发的技术带头人，并

多次获得由美国总统签发的

嘉奖函与奖章。

二、专业申报体会

4.聘请了美国IBM公司软件集团高级工程师/科学家凌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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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方向 学位/职称 主讲课程

路红梅 数据挖掘 硕士/副教授 信息检索与Web挖掘

吴孝银 嵌入式技术 硕士/副教授 物联网与大数据

张志伟 数据挖掘 博士/讲师 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

李现伟 云计算应用 博士/讲师 云计算与分布式计算

董全德 数据挖掘 硕士/副教授 数据挖掘与分析

潘正高 数据挖掘 硕士/副教授 机器学习导论（Python）

姜飞 分布式计算 硕士/副教授 大数据集成及技术应用

二、专业申报体会

5.依据专业课程建设需要，合理选择专业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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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方向 学位/职称 主讲课程

张万礼 嵌入式技术 硕士/副教授 信息论与大数据安全

刘云东 数据挖掘 硕士/副教授 多媒体大数据分析

梁楠楠 云计算应用 硕士/讲师 数据结构与算法

张晓梅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大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王雪丽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非关系数据库技术NOSQL

李明东 分布式计算 硕士/讲师 数据挖掘与分析

王超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

二、专业申报体会

5.依据专业课程建设需要，合理选择专业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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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方向 学位/职称 主讲课程

杨小莹 云计算应用 硕士/副教授 物联网与大数据安全

谈成访 数据挖掘 硕士/副教授 大数据应用

陈黎黎 云计算应用 硕士/副教授 数学建模与Matlab应用

辛政华 分布式存储 硕士/副教授 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

徐旭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数据挖掘与分析

吴楠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人工智能导论

王英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自然语言处理

二、专业申报体会

5.依据专业课程建设需要，合理选择专业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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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方向 学位/职称 主讲课程

张锏 云计算应用 硕士/副教授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技术应

用基础（Hadoop）

谢士春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应用统计学及R语言应用

凌军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商务智能数据可视化分析

李雪竹 云计算应用 硕士/副教授 Knime数据分析技术

周玮 分布式存储 硕士/副教授 云计算与分布式计算

高亚兰 数据挖掘 硕士/讲师 文本大数据分析

二、专业申报体会

5.依据专业课程建设需要，合理选择专业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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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自然科学和

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大数据应用理论和知识

基础，熟练掌握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与分析、传输

与应用等技术，具备大数据工程项目的系统集成能力、

应用软件设计和开发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具有竞争和团队精神，具有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

，能够从事各行业大数据分析、处理、服务、开发和利

用工作，亦可从事大数据系统集成与管理维护工作的高

级复合应用型人才。

三、深度剖析人才培养方案

1.专业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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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大数据产业和IT产业的需

求为导向，以校企合作为切入点，探索和构建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实施“2+1+1”人才培养模式，即2年基础理

论教育，1年专业知识教育，1年校企联合实践培养，并

重新赋予这种人才培养中理论、实验、实践、实训、毕

业设计（论文）各个教学环节以新的内涵，将校企合作

引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三、深度剖析人才培养方案

2.实施“2+1+1”的大类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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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开发方向

 本专业方向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

掌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开发领域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熟悉Hadoop、Spark等主流大数

据平台的核心框架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组件，具有较强

的大数据开发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从事Hadoop

、Spark集群环境的部署、开发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

复合应用型技术人才。

三、深度剖析人才培养方案

3.专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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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方向

 本专业方向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

具备扎实的数据统计、数据仓库与商务智能技术知识

，掌握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及综合应用方法，具有较强的基于大数据平

台技术，同时掌握基于企业级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开

发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人才。

三、深度剖析人才培养方案

3.专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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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能力培养课程模块

专业能力培养课程模块

 学科专业能力认知课程（基础认知课程和大类教育课

程）

 专业核心能力课程

 专业应用能力课程

发展能力培养课程模块

 专业发展能力课程

 综合拓展能力课程

三、深度剖析人才培养方案

4.依据大类招生划分课程设置模块



机器学习导论（Python）

应用统计学及R语言应用

大数据集成及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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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度剖析人才培养方案

4.1 专业能力培养课程模块

专业核心能力课程 专业应用能力课程

专业认知学习

专业导论

大类教育课程

计算机软硬件能力课程

大数据存储能力课程

大数据编程能力课程

程序设计实训

数据库系统应用实训

复杂工程项目实训

双创项目实施…

学科专业能力认知课程

非关系数据库技术NOSQL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技术应用

基础（Hadoop）

数据挖掘与分析

数据结构与算法

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

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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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度剖析人才培养方案

4.2 发展能力培养课程模块

综合拓展能力课程

大数据开发方向课程

大数据分析方向课程

选修性课程

创新创业拓展

社会责任能力培养课程

专业发展能力培养课程

大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

与应用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

云计算与分布式计算

商务智能数据可视化分析

Knime数据分析技术

多媒体大数据分析

文本大数据分析

计算思维和数据科学

数学建模与Matlab应用

信息检索与Web挖掘

推荐算法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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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社会需求，以大数据工程能力培养为目标，紧紧围

绕大数据开发和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培养两条主线。初

步为每门专业课程设计三人一组的课程组，充分利用此

次暑假的时间，制定课程的“三纲两书两册”，以实现

教学资源效用的最大化，提高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凸

显人才培养特色。

四、初期建设所做的工作

1. 从制定“三纲两书两册”入手，加强课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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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点实验室：安徽省农业生态大数据宿州实验室

一个研究中心：云计算应用与服务研究中心

四、初期建设所做的工作

2. 通过开展科研增强教学的深度、拓展教学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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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宿州学院已有的优势研究平台和生物与食品工程学

院的优势学科，初步组建了一支由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水文地球化学、农业生产等学科交叉领域的研发团

队，面向皖北农业，开展农业生态大数据的研究。

四、初期建设所做的工作

2.1 关注农业生态大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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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宿州市农业发展的现状，已初步在农作物生长环境遥感

大数据融合分析、农业面源和土壤重金属数据检测等方面展

开研究。

 成功获批一项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与新华三集团联合设立

“云数融合 科教创新”基金课题

 参与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农

业面源和土壤重金属数据检测（项目编号：

2016YFD0800900）在宿州市埇桥区的示范应用，宿州学院

主要对所检测到的农业大数据进行挖掘与分析。

四、初期建设所做的工作

2.1 关注农业生态大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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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骨干教师李现伟与宋启祥教授在宿州高新区博士创

新中心入驻项目“下一代绿色数据中心平台建设”。将 

“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大数据管理先进理念引入宿

州市信息技术产业，为宿州市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技术

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助力。

四、初期建设所做的工作

2.2 在宿州市高新区入驻项目“下一代绿色数据中心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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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联合宿州市人民政府、宿州市高新区申报

了安徽省科技厅科技规划项目。已初步调研了华为科技

有限公司、小马科技有限公司等数十家企业，形成了调

研分析报告。

四、初期建设所做的工作

2.2 关注宿州市云计算创新驱动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深度发展研究



主色系

CC0000

0F4B69

信息工程学院与宿州市高新区、宿马工业园、深圳学士

、昆山杰普等科技有限公司共建了“宿州学院信息工程

实践基地”，为我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学生提

供了本地的实习实训场所。

四、初期建设所做的工作

3.与多方共建“宿州学院信息工程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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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