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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中的先修课

基础课程
• 必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专业核心
• 必修：大数据计算基础、大数据分析

本课程
• 数据挖掘：教什么？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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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的选择依据
Ø根据大学分系列课程的整体目标
ü目标：“典型大数据系统的设计、实现与分析”
ü在系列课程Ⅰ《大数据计算基础》中，学生掌握了大数据计算系
统的概念与原理、具有一定的设计与开发的能力；

ü在系列课程Ⅱ《大数据分析》中，学生能够掌握大数据分析基础
知识，使用统计分析知识处理大数据分析的问题；

ü本课程，将以数据挖掘实践为驱动，选择并整合各阶段所需核心
知识，拓展学生解决数据挖掘问题的技能，并训练学生对算法进
行灵活选择、改进以及创新的能力。

Ø根据本领域的知识体系
ü结合国内外数据挖掘研究以及工业应用领域，对于相关基础知识
的需求

ü适当引入近期国内外的研究成果（KDD、CIKM），以及工业界成
功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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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Computer Society 
 Computer Science 

Curricula 2013 
• Topics: 

• The usefulness of data mining
• Associative and sequential patterns  
• Data clustering  
• Market basket analysis  
• Data cleaning  
• Data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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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 Science 
Curricula 2013 • Learning Outcomes:

•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data mining as evidenced in 
both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 Explain the role of finding associations in commercial market basket data

• Characterize the kinds of patterns that can be discovered by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 Evaluate methodological issues underlying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 Identify and characterize sources of noise, redundancy, and outliers in 
presented data

• Identify mechanisms (on-line aggregation, anytime behavior,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to close the loop in the data mining process

• Describe why the various close-the-loop processe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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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体思路

• 系统性地学习数据挖掘的基础理论、结合大数据环境下的实
践能力培养

• 以课程大纲为主线，运用不同的实例和开放数据集，贯穿数
据挖掘过程的各个环节教学

• 设立阶段性的任务（平时作业），强化对各个数据挖掘功能
的理解和实践能力

• 设立若干实验题目，完成比较完整的数据挖掘任务，综合性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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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这门课？

• 从“教什么，就学什么”，转变到“我需要学什么？”
• 每个章节都给定一个小的实践任务和不同规模的数据集，在相关的课程中教
师讲解可能会用到的方法（课堂授课）。学生可以学以致用，或者根据参考
文献找到更好的方法（课下自学）。

• 从各个孤立的知识点学习，转变到“问题驱动的系统性学习”
• 从实际案例出发，以问题作为驱动，引出各个数据挖掘功能的介绍。
• 树立整体意识，懂得各个独立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是相辅相成，互相渗
透的

• 清楚：“学了那么多算法，我要用哪个更好？”
• 每个问题都会讲解若干个算法，要引导学生掌握各个经典算法的适用性，以
及影响算法性能的各个参数。突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提高系统的性能。

• “以赛代练”，强调实战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阶段性任务以及实验项目，设定各种指标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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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安排（大纲与教学设计）

• 本课程的教学方式从实践出发，结合适量的数据挖掘
工程案例以及教学经验

• 以研究领域的公开数据集和相应研究问题为主线，深
入浅出地讲授数据挖掘过程中的有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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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Hello World”
从一个经典的数据集开始

Titanic: Machine Learning from 
Disaster

• 第一节课，不讲大数据，不讲数据挖掘的故事，直接上数据。

• 数据集规模小，可用的模型很多，容易入手。

• 教学目的：自然引入数据挖掘的全过程概念、了解学生的知识
结构与水平。

• 教学形式：教师演示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可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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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2）：特征工程，真的精
通这门“艺术”吗？

• 数据预处理以及特征工程，学生掌握的参差不齐，通
过本课实例，系统介绍有关知识；

• 引导学生提出更多的特征，理解特征对于算法的重要
性

• 展示典型的数据分析(EDA)和特征工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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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3）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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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4）缺失值填充
• Age：简单用平均数或者中位数、根据相关性分析选择最
相关的属性进行分组（聚类）后选择中位数等方法。

• 系统学习（复习）缺失值填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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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5）好的特征工程要与领域知识结合

• Cabin属性与幸存下来的关系

• 大量缺失值如何填充？（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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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6）可视化分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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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7）那么多模型，选哪个？

Ø决策树、朴素贝叶斯、KNN、随机森林…

Ø模型的评估：K折交叉验证（KFold，GroupKFold，
StratifiedKFold…）

Ø模型参数的选择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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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之后，学会自己获取数据

Ø之前接触的训练数据都是给定的，在实际应用中，往往
需要自行获取数据，并建立适当的特征

Ø体育比赛结果预测，往往需要大数据的支持
Ø秋季学期，NBA常规赛事恰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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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NBA结果预测
Ø挑战：数据获取(NBA 官网、媒体数据…)

Ø特征工程：没有标准答案，有利于学生发挥
Ø评价：每周NBA比赛结果预测准确率！

Ø教学目标：提高学生数据挖掘的实践能力、调动积极
性、进一步熟悉各种模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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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算法：温故知新
Ø简单直观的：基于关联规则推荐的（复习相关算法）
Ø进阶：协同过滤
Ø更进一步：ALS矩阵分解算法并行化（Spark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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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框架：集成学习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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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实验：医疗数据预测



图挖掘：社会网络分析

21



异常检测：学以致用
Ø聚类、分类以及预测等算法都可以应用
Ø重点：统计方法、样本数据偏斜问题
Ø实验：金融欺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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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数据：分布式数据挖掘算法

Ø数据与模型并行模式
Ø同步与异步算法简介
ØSpark ML经典算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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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电商平台有上亿的用户和产品，每天产生百亿规模的
用户反馈数据。

ü每天有100亿规模的用户行为数据。如此超大规模的训
练数据，给分布式机器学习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引
入了有趣的研究问题。



接触前沿：大数据挖掘新进展

Ø近两年，KDD、SIGMOD、ICDE、CIKM等学术
会议的相关研究成果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