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14銃汁学

一 、学科概 況

銃汁活劫厨史悠久 ,銃汁学的英文洞 Statistics最 早源千現代拉丁文 Statisticum Collegium

(原 意力国会 )、 意大利文 Statista(原 意力国民或政治家 ),以及徳文洞 Statistik(原 意力政府

銃汁 ),表示研究国家的科学。銃汁学的声生与友展是和生声力的友展、社会的逃歩緊密相連

的。17世紀 ,以威廉・配第 1676年 提出的 “政治算木"的 経済双J度 和豹翰・格朗特子 1662

年提出的人口交劫双l度 方法力林志涎生了銃汁学。19世 紀末 ,欧洲1各大学升没的 “国情紀要 "

或 “政治算木"等深程名称逐漸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銃汁分析科学 "深程 ,官 的出現是現

代銃汁友展隣段的升端。

18世紀末至 19世紀末是銃汁学基砧的形成吋期 ,形成了以数理銃汁力基砧的銃汁学基本

桓架。拉普拉斯子 1802年在欧洲1各 国銃汁机杓庁乏升展的経済社会凋査活劫中提出了抽祥凋

査概念 ,井友展了相美技木。1805年勒辻徳友展了最小二釆法。1809年 高斯等数学家逐漸建

立了渓差正恣分布理稔 ,莫定了現代銃汁方法早期的理稔基砧。♭ヒ利吋的凱特勒子 1835年 至

1846年 同杵概率稔中的中心扱限定理埼正恣分布理稔引入社会経済研究。1870年 ,高水登友

現回リヨち相美概念 ,林志着銃汁推断吋代的至」来。速些早期的工作力銃汁学建立了一介基手数

据或然性特征的研究桓架 ,井在速一吋期形成了数理銃汁学和社会経済銃汁学。

20世紀初以来 ,科学技木迅猛友展 ,社会経済友生巨大変化 ,銃汁学逃入理沈体系化友

展与成熟吋期。十ホ・皮ホ迎子 1900年提出似合仇度栓唸 ,亥1画 現察現象埼科学似悦之同的

距高 ,双此 ,人佃能杉根据現双l坪倫偶悦的合理性。1908年号色特提出的 ι分布概念及小祥本

理稔禄志着参数倍汁理透基咄桓架完成。費歌水千 1922-1935年 同提出了呈著性栓喰 ,井友

展了方差分析理沿和武聡没汁理透。1930年 ,奈曼和愛根・皮ホ迦提 出了最仇栓唸理稔。20

世紀早期的研究晩立了基千芦格数学辺輯杓建銃汁学理稔体系的友展方向,推劫了銃汁学的蓬

勃友展井取得了輝燈的成就。至此 ,国焼着以数据力核心探索数据規律特征、美系和変化及実

際皮用力目林的現代銃汁学方法稔科学体系逐漸形成。

計算机技本的逃歩対銃汁学的友展声生了巨大影的。一方面 ,現代社会経済生活和科学研

究中,数据或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大量声生 ,数据分析己成力科学研究的基砧、政

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和企立管理決策的工具。男一方面 ,科学技木与社会経済等研究飯域中的同

題更加隻染 ,埼 之相美的数据規模不断増大 ,数据形式更加多様化 ,人佃決沢至」各神現象和科

学規律都萄蔵在現察和減喰数据中,対数据的研究不能収限千数据本身 ,隻 染同題的数据荻

取 ,大規模数据的狙奴和処理都影口向至」銃汁推断的有数性。銃汁学面lh着 斉多新挑哉和新

机遇。

改革升放以来 ,我 国的銃it学科和銃汁学教育以及人オ培界得至」了快速友展 ,我 国銃廿学

辺入新的友展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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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科 内涵

1.研究対象 銃汁学是美子牧集、整理、分析以及解粋数据的科学 ,其 目的是通辻分析

数据 ,迭至」対客現事物内在規律的科学汰沢。速里的 “数据"通常指信息的載体 ,“ 由数据探

索事物内在規律 "是銃テ学的核心思想 ,貫穿千銃汁学的始終。大量数据以科学研究和社会

生活中声生 ,因 此 ,銃汁学在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工程技木、生物医方和管理等斉多

飯域都有着庁泥的皮用 ,井 且推劫着速些領域中科学研究的友展。銃汁学的内涵体現在三方

面 :(1)銃汁学研究状客規世界不同事物荻取分析数据的方法 ,特男」是重大現実同題及其隻

染体系的双l度 方法。(2)基千径唸数据的リヨ納推理得至」研究対象的 “銃汁数量規律 ",是 深入

汰沢現象本晨規律的重要依据。 (3)銃汁学力其他学科提供数据分析方法埼苑式 ,例 如建立

基子研究目的的分美株准 ,通辻数据筒豹提取有含値信息的方法。

2.理稔 数理銃汁方法是銃汁学科的基咄部分 ,包括 :現察和拭唸数据的敗集 ,以及数

据分析的理稔 :銃汁推断和銃汁決策的相美思想、理沿模型及祥本結杓等 i以銃汁推断、銃汁

建模、数据分析方法、銃it計算等力核心的理稔和方法研究。銃汁方法力不同飯域服努 ,各飯

域的相皮理稔也是銃汁皮用的基砧。

3.知浜基硼 数理銃汁学力銃汁学科提供基咄理稔 ,包括概率稔 ,銃十分布ち数字特征 ,

建立在リヨ納思想上的倍汁和畳信区同理稔方法 ,以及基干小概率事件在一次拭唸中不太可能友

生基砧上的銃汁仮没栓唸理稔方法等。

社会経済銃汁是与経済学、社会学相互交又提出的銃汁理稔埼方法 ,包 括国民経済銃汁、

銃汁調査、経済汁量、繰合坪倫等方法。

金融銃汁、凩隆管理ち精算是埼金融学和管理学相互交又提出的銃汁理稔与方法 ,包括金

融凩隆双l度 埼管理、精算学、銃汁建模和分析、数据袴掘和机器学可方法等。

生物与里生銃汁学是皮用銃汁方法解決包括生物学、生恣学、流行病学、基拙医学、法医

学、 n床医学、方学、群体遺借学、基因狙学、公共工生等領域中的問題 ,包括銃汁推断、回

リヨ分析、属性数据分析、家向数据分析、生存分析、武唸没汁、流行病学、銃it遺侍学等。

皮用銃汁学是数理銃it学在除以上各研究方向以タト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飯域声泥皮

用的銃汁学分支 ,包括国民経済建没、工夜立、教育学、心理学、汁算机同終、工程技木和声

品晨量等飯域的実際皮用。皮用銃汁学知沢基砧包括数理銃汁学、社会経済銃汁学、生物埼玉

生銃if学 、金融銃汁、凩隆管理ち精算 ,張凋銃汁学理稔方法 L」r相 座対象学科領域的結合。

4.研究方法 背景同題的汰知与表述 ,基 千現察和実唸的数据岐集 ,模型的杓成埼栓強 ,

江実与江働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等。

三 、学 科 疱 曰

本学科的主要学科方向包括 :数理銃汁学 ,社会経済銃汁学 ,生物埼丑生銃汁学 ,金融銃

汁、凩隆管理ち精算学 ,座 用銃汁学。官佃的共同点是研究荻取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方法。各方

向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数理銃if学  以庄用力背景的数据分析基砧理稔和方法 ,主 要研究包括現察和実唸数

据的牧集、分析中有美的理稔和方法、銃汁推断、銃汁決策的原理和方法 ,以及特定的銃廿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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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形式、特定的銃汁現点和特定的理稔模型或祥本結杓等。

2.社会経済銃it学 (授予経済学学位 ) 以社会径済現象数据双l度 ち分析力研究対象 ,

典型的研究方向有 :杓建社会与経済現象双l度 指標及其体系 ;荻取井処理相美系銃数据的理愴

方法 ;基千双l度 数据分析隻染社会経済現象数量規律性的方法等。通辻国民経済核算、徐合浮

翁、径済汁量、銃汁凋査、銃汁建模和分析、数据修掘和机器学珂等方法升展的数据研究 ,力

社会径済的理稔研究及其政府、企立管理決策研究提供依据。

3.生物与13生銃it学  用数理銃汁方法処理生物現象 ,探封生物学、医学、考学和流行

病医学等生命科学的実唸性研究和現察性研究的没汁、取祥、分析、資料整理与銃汁推断等的

科学 ,探 索生物和医学中的科学規律 ,分析浮倫生物和医学中琢境、千預和暴露等因素対生

物、琢境和健康的影日向等。

4.金融銃汁、風陰管理与精算学 (授予経済学学位或理学学位 ) 以金融数据和信息

力主要研究対象、以凩隆分析与管理力研究内容的― i]交 又学科。研究金融中的凩隆不晩定性

和速神不碗定性対当前及未来的財勢影日向,以及各神美型金融凩隆模型。

5。 皮用銃汁学 (授予理学或経済学学位 ) 具有清晰庄用背景的銃汁学理沿和方法的

恵称 ,是庄用十分庁泥的銃it学 分支。t以 数理銃廿基本理稔力基咄 ,突 出銃汁学的実際皮

用 ,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交叉 ,研究如何度用銃汁学理沿埼方法解決其他科学領域

的実際同題 ,以而キ富銃汁理稔埼方法 ,推劫交又学科的友展。

四 、培 弄 目禄

1.碩士学位 力企立、政府或学木領域培界銃汁寺立人オ。具体包括 :(1)掌握一定的

交又学科知沢 ,能升展跨学科特別是新共交又学科的研究。 (2)授 予学位的学生庄有彼好的

数理銃汁和数据分析基拙 ;能熟練地這用銃汁方法和銃廿軟件分析数据 ,具各学木研究的基本

能力 1授予理学学位的学生座具有彼好的数学和概率沿基咄 1授予径済学位的学生成核具有彼

好的姪済学基咄。 (3)悟 守学木規苑和道徳 ,在某今銃汁寺上方向上倣出有理沈和実際皮用

的成果 ,較力熟練地掌握一 )]タト国浩 ,能 同漢本寺並的タト文資料。 (4)具 有友現同題、提出

同題和解決同題的基本能力。能在政府、企立、事立単位 ,在科学研究、名済、管理等部 )],

在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木等飯域双事銃汁座用研究和数据分析工作。

2.博士学位 力学木飯域、企立和政府部 )]培 芥研究和教学的高層次人オ ,包 括交又学

科的跨学科研究人オ。具体包括 :(1)系 統掌握学科核心理沿与方法 ,倣到知沢堅実寛庁、

寺立系銃深入。 (2)具 有独立的科研能力,熟 悉井掌握所研究飯域的現状、友展迫勢和前沿

劫恣 ,在銃汁方法和銃汁皮用方面有原含1性 研究工作 ,速些工作成体現在博士愴文中。掌握一

定的交又学科知沢 ,升展跨学科特別是新共交又学科的研究。 (3)具 有 良好的タト悟水平和逃

行国際学木交流的能力。 (4)授 予理学学位的学生庄具有堅実的数理銃汁和概率透基砧 ;授

予径済学位的学生成該具有堅実的径済学基咄。 (5)忠 減学木 ,淡泊名利 ,芦違治学 ,努 力

辻取 ,回 扱社会。単立后可双事銃汁学理力、方法和皮用研究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等。

五 、相 美学 科

数学、経済学、社会学、計算机科学与技木、管理学、生物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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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端覇成員

衰里、肖鉦叶、郭建年、取宣、桂恒建、王兆軍、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