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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数据分析人才需求旺盛程

数据分析在多个领域都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市场正在培育，引发高校对数据人才的
必要性思考。

数据分析人才的多元化、综合性需求，对质量和数量都有较高的要求，就业前景广
泛，但较长的培养周期。

未来6-8年对数据分析人才的需求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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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人才的缺口很大，尤其是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高层次人才非常缺。
 数据分析人才的培养对教师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缺少实践经验、远离应用。
 数据分析人才的培养非短期能够解决。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类丏业需要多年的沉淀。



新时代教学的挑战程

 进入数据科学时代，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传统的教学模式需要变革。
 单纯的理论教学和传统脱离实际的案例教学遇到了很多问题。

以教到学的主动学习



数据分析类课程教学的疼点程

• 目前国内数据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反思：国内高校
数据分析教学大多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学生难
以接触实际问题，应用能力还存在很多提高的空
间。

• 数据分析问题从哪里来？数据从哪里来？如何像
数据分析师一样思考？

• 在线课程难以解决上述问题。



数据分析类课程教学面对的挑战程

• 知识与技能的培养是不一样的。

• 怎么培养技能？实践出真知！

市场更需要
有实践经验、
动手能力强
的学生！

 实际的应用场景
 真实的数据
 适合的教学实验平台



数据分析的艺术性程

 数据分析方法
和算法是科学，
但其应用带有
很强的艺术性。

 从数据分析过
程的各个阶段
来看，都存在
着很多“没有
固定答案”的
问题。

 怎么培养解决
实际问题的分
析技能？实践
出真知！



复旦大学大数据专业课程设置程

与应用结合是数据分析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数据科学人才培养的多学科性。

大数据技术应用课程

物流交通大数据分析

新闻、法律、公共管理大数据分析

经济金融大数据分析

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

能源环境大数据分析

工业制造大数据分析

深度神经网络

自然语言处理

强化学习

图像与视觉

最优化方法

时间序列分析

空间统计

回归算法

社交网络分析

数据科学核心课程

数据科学进阶课程
数据可视化

人工智能

分布式系统

大数据解析

统计机器学习

统计计算

数据科学基础课程
概率基础

算法导论

统计推断

数值算法

矩阵分析

计算机原理

通识教育 基础教育



数据分析类人才新工科的要求



国内产教融合教学实践（1）

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
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



国内产教融合教学实践（2）



项目沉浸式教学探索程

• 项目沉浸式教学方法结合高校教
学与企业培训两者的优点，深入
到企业实际项目，把企业真实的
项目实施过程引入教学过程，大
大增强了教学的实战性，使学生
适应企业的需求，创新能力有实
质性的提高。

• 项目沉浸式教学，不是简单地用
做项目取代教学过程，而是把两
者融为一体，促进专业知识、应
用技能形成闭环学习模式，促进
学生掌握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此
基础上，还可能促进数据分析方
法的创新。



项目沉浸式教学的内涵程



项目沉浸式教学解决的问题程

克服高校教师缺少实际分析项目的经历和经
验，历经多年实践，探索项目沉浸式教学的
专业教师工程实践能力提升的有效方法。

项目沉浸式教学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完成项目，
对所学的知识能够活学活用，并在应用过程
中复习、强化专业知识，形成良性循环。

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探索过
程，也是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检验、反馈提升。

项目从哪里来？项目如何开展？



产学合作的契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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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实训课程单靠高校教师不合适
 实验实训全部交给企业也不合适
 高校与企业如何合作？
 平台、应用场景和数据是核心
比赛、创新工场……

数据分析课程实验实训课程的问题



数据分析课程实验实训课程的问题



实训案例（1） 耐热导线工厂质量管理数据分析



优络客的零售业解决方案

利用餐饮门店监控数
据、门店POS数据、
大众点评网的评论数
据等组成大数据，可
以帮忙餐饮企业做多
方便的决策支持

门店经营绩效分析
门店选址

实训案例（2）



餐饮行业运营优化分析（1） 优络客的零售业解决方案

运营状态监测

促销效果分析



餐饮行业运营优化分析（2） 优络客的零售业解决方案

 门店经营不善原因分析

客户行为和营销分析



京东写作机器人实训案例（3）



商务智能课程资料参考程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1005640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