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2019 年修订）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长安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教育部 

专业名称：统计学 

专业代码：071201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理学，统计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理学 

修业年限：四年 

申请时间： 2019年06月 

专业负责人：马江洪 

联系电话：029-82334406, 13152170128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长安大学 学校代码 10710 

邮政编码 710064 学校网址 www.chd.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民办 

□地方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 

专业数 
7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6174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6102 学校所在省市区 陕西省西安市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理学 

□√经济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2063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

以上职称教师数 
1123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建校时间 1951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1958年 

曾用名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长安大学直属国家教育部，是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

学，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2000年由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

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学校座落于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现有校本部和渭水2

个校区、太白山和梁山2个教学实习基地，校园面积3745亩。60多年来，

学校逐步发展成为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基础学科协调

发展，以培养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等专业人才为办学特色高

等学府，已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25万余人。 

学校近五年专 

业增设、停招、

撤并情况（300 

字以内） 

2017年增设土地整治工程专业（专业代码：082306T），2018年撤销

生物工程专业（专业代码：083001）。 

目前，暂停招生的专业有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工业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网络工程、电子商务

和旅游管理专业。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71201 专业名称 统计学 

学位 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统计学类 专业类代码 0712  

门类 理学 门类代码 07 

所在院系名称 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信息与计算科学 （开设年份） 2000年 

相近专业 2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开设年份） 2004年 

相近专业 3 

经济统计学（2012） 

/ 统计学071601(1988) 

/ 交通运输计划与

统计（1986） 

（开设年份） 1986年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互联网、交通运输、地球科学等领域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填写的

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一、 统计学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1． 统计学专业简介 

统计学是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描述数据等手段，推断研究对象本质特征的一门科学与艺

术。统计学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其应用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的各个领域。 

统计学专业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统计学基础知识、熟练掌握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具备较强的统

计软件应用和开发能力，能在各个领域从事数据分析和统计咨询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具有深厚

统计学理论基础的研究生后备人才。 

2． 统计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 

统计学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流向有：车联网、无人驾驶等智能交通系统，互联网、高新技术

等企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研究单位，遥感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等地学领域，银行、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等金融部门，市场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各公司的市场研究部门，工业企业的质量检测部

门等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统计基础理论研究、统计原理与方法的应用，或从事数据分析、统计咨询工

作。毕业生还可选择继续攻读统计学、数学、经济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硕士学位。 

统计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宽，就业层次较高，专业知识与职业需求的匹配程度较好。例如，中国

人民大学 2010-2015 届统计专业共 1027 名毕业生，从中随机抽取 400 名调查就业去向，其中半数以

上集中在金融业，在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各占到一

成。超过八成的统计学专业毕业生认为，在校所学的统计专业知识与职业需求的匹配程度较高。 

根据就业调查网站“职友集”对统计学专业就业形势的调查结果，采用36万份样本，按相关职

位量排名，在所有1120个专业中，统计学专业就业排名第7；在理学36个专业中，统计学专业就业排

名第1；在统计学类2个专业中，统计学专业就业排名第1（数据来源：https://edu.jobui.com/major/ 

tongjixue/)。由此可见，统计学专业的就业前景非常乐观。 

3． 统计学专业的人才需求情况 

统计学的应用几乎遍及所有科学技术领域、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是工农业生产

和科学技术深层次、高水平管理的重要工具。特别地，医药卫生部门、财务部门、金融行业、保险

公司对统计学专业的需求量较大，一些企业的市场调研门和政府部门也需要统计学专业。 

近年来，伴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海量数据的存储、挖掘、分析和应

用成为许多部门和行业的需求。据调查，在大数据背景下，仅 2016 年 25%的全球大型企业都在部署

https://edu.jobui.com/major/%20tongjixue/
https://edu.jobui.com/major/%20tongjixue/


 
 

大数据分析系统，人才需求就达到 440 万人以上，但是仅有三分之一的岗位可以招聘到合适的人

才。我国大数据人才岗位缺口在 2018 年高达 150 万。巨大的人才缺口为掌握了统计学基本原理和方

法、统计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毕业生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遇。 

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可到交通建设、交通运输、交通规划、交通管理、地质灾害监测、地理信

息分析、遥感图像处理、时空统计应用等行业或部门担任数据分析师或统计师，也可在其他企事业

单位从事类似的工作，同时为本校或其他高校的统计学或数学学科硕士点输送尽可能多的高素质人

才，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二、统计学专业人才需求预测情况 

统计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领域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各行各业。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就是统计学

的时代，大数据将统计学引向更远的空间。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国家全面部署了“十三五”时期大数据产业发展工作，为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制造强

国和网络强国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政策。据官方预测，2025 年我国大数据人才缺口将达到 200

万，未来几年人才需求将持续攀升。可见，我国高校目前培养的统计学专业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

需求，这将为统计学专业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40人 

预计升学人数 15人 

预计就业人数 25人 

其中：（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23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5,  21.74%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13,  56.52%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21,  91.3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8,  78.26%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11,  47.83%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7,  30.43%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23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6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此项由学校填写） 21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职 

马江洪 男 
1963

01 
教授 

西安交通

大学 

应用数学

专业 
博士 数理统计 专职 

马建敏 女 
1978

03 
教授 

西安交通

大学 

应用数学

专业 
博士 数理统计 专职 

宋学力 男 
1980

02 
教授 

西安交通

大学 

应用数学

专业 
博士 应用统计 专职 

任丽梅 女 
1975

10 
副教授 

西北工业

大学 

应用数学

专业 
博士 应用概率 专职 

吴田军 男 
1986

12 
副教授 

中国科学

院遥感所 

地图学与

GIS专业 
博士 空间统计 专职 

胡彦梅 女 
1976

12 
副教授 长安大学 

交通运输规

划与管理 
博士 数理统计 专职 

张太雷 男 
1980

09 
教授 新疆大学 

应用数学

专业 
博士 应用数学 专职 

刘建民 男 
1961

10 
教授 

西安交通

大学 

概率统计

专业 
硕士 应用概率 专职 

王 懿 男 
1979

02 
讲师 

西安交通

大学 

应用数学

专业 
博士 金融统计 专职 

姬楠楠 女 
1985

02 
讲师 

西安交通

大学 
数学专业 博士 机器学习 专职 

张 萌 女 
1986

05 
讲师 

西北工业

大学 

航空宇航科

学技术专业 
博士 可靠性统计 专职 

王长鹏 男 
1985

12 
讲师 

西安交通

大学 
数学专业 博士 机器学习 专职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职 

张剑 男 
1985

12 
讲师 

西安交通

大学 
数学专业 博士 应用统计 专职 

张贵海 男 
1963

10 
副教授 兰州大学 数学专业 学士 基础数学 专职 

杜彩霞 女 
1962

07 
副教授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数学专业 硕士 应用概率 专职 

包雄雄 男 
1987

08 
副教授 兰州大学 数学专业  博士 基础数学 专职 

张俊祖 男 
1961

11 
副教授 

陕西师范

大学 

基础数学

专业 
学士 数理统计 专职 

刘 敏 男 
1984

05 
副教授 

陕西师范

大学 

基础数学

专业 
博士 基础数学 专职 

杨丽娟 女 
1987

06 
讲师 

西北工业

大学 

应用数学

专业 
博士 贝叶斯统计 专职 

尤琦英 女 
1978

03 
讲师 长安大学 

经济管理

专业 
博士 经济统计 专职 

杨淑云 女 
1988

04 
讲师 

西安交通

大学 
数学专业 博士 非参数统计 专职 

杜 芳 女 
1991

07 
讲师 

西安交通

大学 
数学专业 博士 应用统计 专职 

刘 佳 女 
1987

02 
讲师 兰州大学 

地球系统

科学专业 
博士 地统计学 专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数学分析(1,2,3) 288 6 张贵海 包雄雄 1,2,3 

高等代数(1,2) 186 6 于伟波 刘奋进 1,2 

实变函数 40 4 宋学力 包雄雄 3 

概率论 64 6 任丽梅 尤琦英 3 

数理统计 64 6 马江洪 杨丽娟 4 

回归分析 48 4 张俊祖 胡彦梅 5 

多元统计分析 48 4 尤琦英 张 剑   5 

时间序列分析 48 4 胡彦梅 杨丽娟 6 

试验设计与抽样技术 48 4 任丽梅 尤琦英 5 

随机过程 48 6 刘建民 王 懿 4 

计算统计学 48 4 吴田军 杨淑云 4 

大数据分析与算法 64 6 马江洪 王长鹏  7 

贝叶斯统计 48 4 杨丽娟 张 萌 6 

空间数据分析 48 4 马江洪 杨淑云 6 

非参数统计 48 4 马建敏 杜彩霞 7 

统计学导论 32 4 马建敏 刘 敏  3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马江洪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担 
课程 

数理统计、大数据分析与算法、

空间数据分析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1年，西安交通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研究方向 稳健回归、数据挖掘的统计学方法、空间数据分析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

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的项目“基于四合理念的公共数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与实

践”获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 

 主持的项目“公共数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与实践”获长安大学

教学成果一等奖（2016） 

 指导的研究生成果“处理不确定数据的方法研究”获陕西省第

二届研究生创新成果展二等奖（2015） 

 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概率统计教程（第二

版）》（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 

 参编教材《概率统计引论》（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获奖情况： 

 参与项目“基于认知与非欧氏框架的数据建模基础理论”获

200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编号：2007-Z-107-2-02-

R05，第5完成人） 

 参与项目“关于智能信息处理若干核心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获

2006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5完成人） 

科研情况： 

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项目等纵向课题8项，主要科学

研究领域为稳健回归、数据挖掘和空间数据分析等，发表论文70

余篇，主要代表性论文包括 
 马江洪.拟合值影响与重新下降的回归估计. 应用数学学报,1993 

 马江洪,魏立力.相应于拟合值方差敏感度的一个下界.高校应用数学学报,1995 

 马江洪,张文修.非线性回归M-估计的信赖域算法.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2000 

 Yee Leung, Jiang-Hong Ma and Wen-Xiu. Zhang. A new method for mining regression 

classes in large data sets. IEEE Trans.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001 
 马江洪,张文修.多元测量误差模型的稳健GM-估计量.应用数学学报,2002 
 Ma Jiang-Hong, Y. Leung and J.-C. Luo. A highly robust estimator for regression 

model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2006, 27(1): 29-36 
 马江洪,葛咏.图像线状模式的有限混合模型及其EM算法.计算机学报,2007  
 Yee Leung, Nan-Nan Ji, Jiang-Hong Ma.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fusion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idence and group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Fusion, 2013 
 Yee Leung, Zhao Zi & Jiang-Hong Ma.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space-time prisms based 

on moment-design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6 
 Wen-Bin Zhang, Yee Leung & Jiang-Hong Ma. Analysis of positional uncertainty of road 

networks in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with a statistically defined buffer-zone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9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1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60.3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数理统计（40学时2）, 

数学分析（72学时）, 

近三年共152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5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马建敏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

授 
行政职务 

系支部

书记，

系副主

任 

拟承担 

课程 
非参数统计，统计学导论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7年，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研究方向 统计中的不确定性方法，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及应用等方向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完成教改项目1项、在线开放课程1项, 参与教改项目1项： 

 基于任务驱动法的数学建模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线开放课程 

 基于“教”与“学”双向互馈机制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手段的

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第一参与人）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获奖情况： 

 指导的研究生成果“处理不确定数据的方法研究”获陕西省第

二届研究生创新成果展二等奖（2015） 

 2011年陕西省高校青年数学教师授课比赛中荣获讲课示范奖 

科研情况：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项目1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

表论文40余篇，其中被SCI检索14篇，被EI检索5篇。 

 2010.01-2012.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概念

格中两个模型的数学刻画及应用（编号10901025） 
 Jianmin Ma, Lingling Hu, and Yuhua Qian. Object-oriented interval-set 

concept lat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roximate Reasoning, 2019, 110: 

64-81. 

 Jianmin Ma, Cunjun Zou, and Xiaochen Pan. Structured probabilistic rough 

set approxim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roximate Reasoning, 2017, 

90: 319-332. 

 Jianmin Ma, Ming-Jie Cai, and Cun-Jun Zou. Concept acquisition approach 

of object-oriented concept lat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2017, 8(1): 123-134. 

 Jianmin Ma , and Yiyu Yao . Rough set approximations in multi-

granulation fuzzy approximation spaces. Fundamenta Informaticae, 2015, 

142(1-4): 145-160. 

 Jianmin Ma, Yee Leung, Wenxiu Zhang, Attribute reductions in object-

oriented concept lat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rics,2014, 5(5):789-813.  

 Jianmin Ma, Wenxiu Zhang, Axiomatic characterizations of dual concept 

lat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roximate Reasoning, 2013(54):690-697.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6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7.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48学时）,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32学时）, 

随机过程（60学时）, 

近三年共14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3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任丽梅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

任 

拟承担 

课程 

概率论、试验设计与抽样技术、生

存分析与可靠性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3年，西北工业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研究方向 随机过程和统计方法在结构可靠性问题中的应用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

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获奖情况如下： 

 2011年获全国大学生建模竞赛组委会授予的“陕西赛区优秀指

导教师” 荣誉称号 

 2011年获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陕西

省一等奖(指导教师) 

 2015年获全国首届高校数学微课程设计竞赛西北赛区二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科研情况：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项目和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各1项：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统计抽样的Poisson激励结构

动力学系统的首次穿越(结题, No.11402034). 

 陕西省自然科学面上基金项目:结构动力学系统设计点激励的

计算方法研究(在研,  No.2018JM1045)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被SCI检索5篇，

主要代表性论文包括 

 任丽梅.基于失效域重构和重要抽样法的结构动力学系统首穿失效概

率.应用数学和力学，2019,40(4):463-472. 

 任丽梅,刘建民.基于镜像激励的结构动力学系统的设计点激励,工程力

学，2015,32(10)：233-238. 

 任丽梅,徐伟.基于区域分解的结构动力学系统首次穿越失效.力学学

报,2013,45(3):421-425. 

 任丽梅.非线性结构动力学系统的首次穿越.振动与冲击,2013,32(4): 

163-166. 

 任丽梅,徐伟,李战国.非平稳地震作用下线性系统的首次穿越.工程力

学，2013，30(5):234-237. 

 任丽梅,徐伟，肖玉柱.基于重要样本法的结构动力学系统的首次穿越.

力学学报,2012,44(3):648-656. 

 任丽梅 .一个新混沌系统的自适应模糊同步 .计算机工程与科

学,2012,34(7): 146-149.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8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48学时5）, 

概率论（56学时）, 

随机过程（60学时）, 

近三年共356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4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吴田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计算统计学、Python程序设计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5年，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研究方向 地统计分析、遥感大数据图谱认知、地理智能决策模型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

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联合出版专著 1 部： 

骆剑承, 吴田军, 李均力, 郜丽静. 遥感图谱认知. 北京: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5 43219, 2017.11.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围绕地统计方法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获批了国家级与省部

级项目各1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

第一作者SCI检索论文7篇，典型研究成果有：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2017/01-2019/12: 基于知识迁移的高分辨

率遥感地表覆盖信息自动变更方法研究 (在研, No. 41601437) 

 陕西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2017/01-2018/12: “数据-知识”双向驱动

的高分辨率遥感土地覆盖信息变更方法研究” (在研, No. 2017JQ4002) 

 Tianjun Wu, Jiancheng Luo, Wen Dong, Yingwei Sun, et al. Geo-object-

based Soil Organic Matter Mapping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with Multi-source Spatial Data.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 2019, 4(12): 1901-1106, (SCI, Q2, 

IF: 3.392) 

 Tianjun Wu, Wen Dong, Jiancheng Luo, Yingwei Sun, et al. Geo-parcel-

based Geographical Thematic Mapping Using C5.0 Decision Tree: A Case 

Study of Evaluating Sugarcane Planting Suitability. Earth Science 

Informatics, 12(1): 57-70, 2019. (SCI, Q3, IF: 1.525) 

 Tianjun Wu, Liegang Xia, Jiancheng Luo, Xiaocheng Zhou, et al. 

Computationally Efficient Mean-shift Parallel Segmentation Algorithm for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Journal of the Indian Society of 

Remote Sensing, 11(46): 1805-1814, 2018. (SCI, Q4, IF: 0.869) 

 Tianjun Wu, Jiancheng Luo, Xiaocheng Zhou, Jianghong Ma, et al. 

Automatic Newly Increased Built-up Area Extraction from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Using Line-density-based Visual Saliency and 

PanTex. Journal of Applied Remote Sensing, 12(1): 015016/1-015016/18, 

2018. (SCI, Q4, IF: 1.344) 

 Tianjun Wu, Jiancheng Luo, Jianwu Fang, Jianghong Ma, et al. 

Unsupervised Object-based Change Detection via a Weibull-Mixture-

Model-based Binarization for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15(1): 63-67, 2018. (SCI, 

Q2, IF: 3.534)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42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483学时）， 

随机过程（60学时）， 

近三年共 204 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7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宋学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 

课程 
实变函数、质量管理统计控制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7年，西安交通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研究方向 基于统计学方法的图像配准和统计过程控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

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参与完成的项目“基于四合理念的公共数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与

实践”获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科研获奖情况如下： 

主持完成的“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的适定性和渐近性及其应用”科

研成果分别荣获2018年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和陕西高等学校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科研情况如下： 

主持项目共10余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子课题、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人才资助项目、陕西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长安大学卓越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和留学人员科

技活动择优资助经费项目。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6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03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实变函数（403学时）, 

泛函分析（56学时）, 

近三年共176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3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8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120台（台式电脑） 

开办经费及来源 46.5万元，学校投入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35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建立更加完善的教学奖惩激励机制，进一步

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加强与人才需求部门的合作，发展更多的

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统计学专业人才。 

教学条件保证措施：(1)打造实力更强的统计学教学团队，引进高

层次统计学专业人才；(2)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打造线上线下混

合金课；(3)建设省部级以上统计学专业资源共享课程；(4)进一

步建设产学研合作、互联网+等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加强理论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增强统计学专业的实践性环节；(5)严格执行

学校和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相关制度和措施。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元） 

台式计算机 

Dell PC 

Intel Core i5 

Cpu 3.3.GHz 

4G RAM 

120台 2015年 800000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 

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 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 

1、学校定位 

长安大学自办学以来，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培养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

乡建设等专业人才”的办学特色，以及“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基础学

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同时，学校始终并将持

续坚持“立足陕西、服务西北、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强化“学生为本，教学为先”的基础理念，着力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专业技能、

科学素养、人文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社会担当的拔尖创新人才。 

2、统计学专业的人才需求 

统计学是关于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科学，它是一门方法论学科，其生命力在于应用，

因此统计学专业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在交通、金融、能源、生物、医药、水利、工

程技术、制造业、人文社科等众多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学

生能够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善于收集整理分析和

挖掘各行业各领域复杂的多样化的数据。随着大数据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统计学专

业就业前景非常广阔。未来的就业方向包括在政府机关、金融行业、互联网企业、工商

企业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统计调查、数据分析、决策咨询、统计信息管理等开发、应用与

管理工作。学生也可继续深造，攻读统计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此外，其他专业如经济

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大部分工学专业的硕博导师也都非常青睐统计学专业毕业的学

生。 

   3、统计学人才的短缺现状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大量的数据需要具有数据分

析和决策能力的人才进行挖掘和使用，从而帮助企业快速稳定发展，因此对统计学人才

的需求非常迫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统计学进入了黄金发展期。调查显示，统计学专

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受到各大行业的欢迎，一直供不应求。有关数据表明，在未来的3-5年，

大数据智能化人才缺口预计达到150万人；而根据中国商委会数据分析部统计，未来中国

基础性数据分析人才，缺口更是达到了1400万。可见，统计学人才市场需求十分旺盛，

培养统计学人才是顺应全球科技发展趋势、推动国家科技经济平稳迅速发展的基本保障

和有力支持。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二、 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1、专业师资基础 

长安大学于2011年获得统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统计学学科现有教师23名，其中教

授5名，副教授8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8人，硕士生导师6人，包括教育部高等学校统

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教育部科技奖励评议专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估专家、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等。学科团队在教学

科研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三年来，获得陕西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陕西省科学技术

奖三等奖、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等奖项，青年教师在全国数学微课程教学

设计大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西北地区一等奖、西北地区二等奖等6项，团队教师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5项，横向课题2项；主持省部级教学改革

项目2项。 

此外，还可以利用数学学科现有的师资。优良的师资结构，高学位的统计专业人才，

实力强大的教学团队，完全可以保障本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质量。 

  2、其他筹建情况 

根据社会发展对统计学人才的需求，已制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拟推行本科生

导师制，促进因材施教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构建课外实践学分认证教育体系以促进专

业教育与实践教育的融通；同时，已与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建校

外教学实习基地，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资助制度，遴选了一批实施创新创业教育

试点，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三、 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依据《长安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到2030年，交通运输工程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学科前列，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等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统计学专业的设立，

旨在突出统计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以交通大数据和地学大数据为背景，不断强化

本专业与学校交通运输工程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等优势学科的交叉，既发展统计学自

身的基本理论，又支撑学校优势学科的发展，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统计学专业，培

养造就一批具有交通运输或地质工程等行业知识、掌握坚实统计学理论方法并具有一定

大数据分析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的总体建设目标：建成国内领先的、特色鲜明的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部分毕业生成为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领域，大数据、互联网企业，金融、保险企业等

部门的中坚力量和技术骨干，更多毕业生攻读本学科及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招生规模：首次招生设在2020年，招生人数40人。五年内计划发展规模至60~80人。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

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 培养目标 

始终坚持以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本，通过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探索和

完善既符合统计学科教育发展规律,又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与方法以

及相关的计算技术，具备收集数据与分析数据的能力以及专门领域知识，能够在人工智能领

域、互联网企业、数据科学、交通运输、地学信息处理、金融、保险、工业企业等不同领域

从事统计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的高素质、创新型统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统计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学基础课和统计学相关课程，掌握统计学专业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受到统计建模、计算机运用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基本训练，在统计学理

论及应用两个方面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统计学素养和较强的创新意识，具备从事

科学研究、教学、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和较强的更新知识能力，具备良好的文

化素质、科学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适应社会及人际交往的能力。 

三、 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为四年 

四、 授予学位 

授予统计学学士学位 

五、 主要课程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实变函数、统计学导论、概率论、数理统计、回归分析、多元统

计分析、随机过程、时间序列分析、大数据分析与算法、贝叶斯统计、空间数据分析、非参

数统计、试验设计与抽样技术、计算统计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事理论。 

六、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内容、要求） 

为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性教学环节除随课程教学同步进行的计算机模拟实

验和统计方法实验外，还设以下环节： 

1、 参加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 

数学建模课程是统计学专业的重要应用课程。数学建模课程以经过简化的实际问题为载

体，应用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借助计算机技术，分析与解决来自不同领域的问题，建立数学

模型。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应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通过竞赛提高运用数学和统



 
 

计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由中国统计

教育学会主办，2019年举办第六届）和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由中国商业统计学

会主办，2019年举办第十届），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专业应用和社会实践能力。 

2、教学实习 

社会调查：针对一些社会问题，设计调查问卷，通过网络调查、电话调查、书面调查等

方式，培养学生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统计实习：针对城市交通、社会地理和地学观测等问题进行实地观测，利用学校的实习

基地，收集数据，运用统计学知识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建立统计模型，对结果进

行科学的统计解释。 

校外实习：为开阔专业视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进

行统计教学实习。已与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实践教学基地，目前正与上海

汉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洽谈校企合作事宜，这些都为统计学专业学生的校外教学实习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3、科研训练和毕业设计 

科研训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查阅中英文文献资料，并能筛选、阅读与选题相

关的文献，培养学生自主选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毕业设计：在科研训练的基础上，开展为期 15 周的毕业设计教学环节，通过定期讨

论、指导，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或应用性研究，最终完成毕业论文，显著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的实践能力，达到对本专业毕业生的培养要求。 

七、 主要专业实验 

主要专业实验包括：统计软件课设、试验设计与抽样技术课设、大数据分析与算法课

设、计算统计学课设、Python程序设计课设。 

八、 毕业标准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教学环节的学习，最低修满165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合格，

可准予毕业。 

九、 教学计划 

教学内容方面，除注重传统的统计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外，还注意培养学生对大数据

的处理分析能力；同时结合本校交通和地学特色专业，还应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此对原

有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减少重复内容的教学，增加与上述培养目的相适应的新内容，

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紧紧围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这一核心，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综

合改革，通过创建“理科拔尖人才培养基地”，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搭建良好的平台。 

    教学方法方面，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大数据背景下，利用智

慧教室，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提高统计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增加学生对统计的



 
 

 

 

兴趣和专业认同。开展统计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逐步实现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

容的现代化。鼓励教师打造线上金课、虚拟仿真金课等课程建设。 

努力推进双语教学，通过对统计学科课程的优化，选用国际优秀教材，配备具有高级职

称或有出国研修经历的老师对学生进行双语授课。 

十、 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各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必修课 选修课（最低选修） 合计 占总学分 

比例（%） 学分 学时（周） 学分 学时（周） 学分 学时（周） 

通识

教育 

理论教学 32 648 14 230 46 878 25.92 

实践环节 7 2周+48学时 3  10 2周+48学时 5.63 

学科

基础 

理论教学 55.5 948 3 48 58.5 1006.5 32.96 

实践环节        

专业

发展 

理论教学 17.5 272 22.5 360 40 632 22.54 

实践环节 17 17周 8 8周 25 25周 12.96 

总计 129 
1868学时+19

周+48学时 
50.5 638学时 179.5 

2516.5学时

+27周 

+48学时 

100 

其中：实践环节 24 19周+48学时 11 8周 35 
27周+48学

时 
18.59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1.统计学专业符合长安大学办学定位与发展规划，具有与学校优势

学科相结合的特色。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适

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2.顺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依托数学和计算机等相关学

科专业，能够更好满足社会对数据分析专门人才的需求； 

3.有科学、规范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明确、课程设置合理，

教学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以及

教师与教辅队伍等均满足统计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学校学术委员会本科教学委员会一致认为，统计学专业具备专业设置的

基本条件，同意申报。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