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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美国18所开设数据科学硕士学位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网络调研法与内
容分析法，围绕培养要求、课程结构、课程设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美国高校在数据科学硕士课程设置及专业建
设方面的特点，包括各高校开设课程数量差异较大，必修课程注重技术与应用，选修课程面向特定领域开设，
跨学科与多学科交叉培养，以及教学方式多样。结合国内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
教学与考核方式、校企合作四个方面为我国数据科学硕士专业建设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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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数据迅猛增

置上的特点，从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向和授课方

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世界各国都将发

式三个方面为我国高校数据科学硕士课程设置提供建

展大数据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2015年8月，

议；许嘉等[4]从教师授课、课程实验、课后作业、课程项

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大数据纳

目、课外阅读五个方面探讨哈佛大学数据科学人才培养

入国家战略，其中明确指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

体系。②对比分析高校对数据科学人才培养的概况与

[1]

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 ，大数

工业领域对数据科学人才的实际要求，为数据科学人

据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成为当前高校的一个重要任务。叶

才培养提供建议。如朱扬勇等[5]认为目前的数据科学家

鹰等[2]指出伴随大数据的热潮，数据科学正成为继OA、

分为“从事商业数据分析的人”“从事科学数据分析的

iSchool运动之后又一影响信息科学的热流。图书情报档

人”及“研究数据的人”，针对每一类的数据科学家给出

案相关专业如何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学科特色开设大数

与之对应的知识结构与培养方式；马海群等[6]将数据人

据相关专业，形成新的学科发展增长点，成为一个值得

才分为数据技术人才、数据管理人才、数据安全人才、

重点关注的问题。

数据分析人才、数据政策人才、数据开放人才与数据科
学家7类，认为数据科学家至少具备上述2项基本技能，

1 相关研究

并以贵州省为例，从政策扶持、高校人才培养、产学研
结合三个方面探析大数据时代我国数据人才的培养路

国内学者对数据科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径，同时，就图书情报学科领域如何培养数据人才问题

方面。①对比分析国内外高校针对数据科学在课程设

提供思路；陈振冲等[7]调查了世界范围内优秀高校数据

置、教学方式上的差异，为国内高校的数据科学人才培

科学人才培养的概况，并与工业界对数据人才的实际要

[3]

养提供建议。如迪莉娅 探讨数据科学家的含义及所具

求进行对比，根据两者间差异，建议国内高校在数据科

备的素质，分析国内外高校在数据科学专业硕士课程设

学人才培养方面应当大力支持基础学科的学习，并在硕

*本研究得到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17039）和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编号：CCNU16A0203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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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阶段开设专门的数据科学硕士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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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④其他学科的硕士学位

本文将参考借鉴已有研究，重点对所调查高校的

（Other M.S. Programs，Tracks and Concentrations），

数据进行更细粒度分析，并结合国内硕士专业申请及

但主修方向是数据分析 [10]。本文将聚焦数据科学专业

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尝试为国内高校数据科学专业

建设及人才培养，因此，仅选取其提供的18所设有数

的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据科学硕士学位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纽约
大学[11]、伊利诺斯理工学院[12]、弗吉尼亚大学[13]、伍斯

2 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特理工学院[14]、圣彼得大学[15]、路易斯大学[16]、圣托马
斯大学明尼苏达分校 [17]、南达科他州立大学 [18]、艾姆

为积极应对当前社会对大数据领域人才的需求，

赫斯特学院 [19]、罗切斯特大学 [20]、印第安纳大学伯明

全球范围内已有20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大数据相关的

顿分校 [21]、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22]、哥伦比亚

博士和硕士专业[8]。美国2012年启动“大数据研究与开

大学 [23]、南卫理公会大学 [24]、威斯康星大学 [25]、加州

发计划”，旨在加强其在数据科学领域的研究进程，此

大学伯克利分校 [26]、卡内基梅隆大学 [27] 和加州大学圣

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实施一系列措施来鼓励

地亚哥分校 [28]。对18所高校网站进行逐一访问，主要

相关机构资助高校开设数据科学专业课程 [9]。在此背

采集关于培养要求、课程设置方面的信息，对此进行

景下，美国多所高校相继开设数据科学专业的硕士课

分类、统计、分析与总结。

程。基于美国高校数据科学专业办学早、课程设置较
成熟等方面考虑，本文选取美国开设数据科学硕士课

3 培养要求

程的高校进行调查研究。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高级数据分析研究院统计了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研究生教学管理的准绳和质量

全美100多所高校的大数据相关硕士学位，并将其分

评估的重要依据[29]；而培养要求又是培养方案必不可少

成4类：①数据分析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 in

的组成部分，它明确了学位获取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包

Analytics）；②数据科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

括学制、学分、学时和学费等。如表1所示，18所高校对

in Data Science）；③商业数据分析硕士学位（Master of

数据科学硕士学位的培养要求。

表1 18所高校培养要求一览表
学校名称

学 制

学 分

学时/月

估计学费/美元

纽约大学

FT/PT

36

24

伊利诺斯理工学院

FT/PT/O

34

12~24

54 000
42 500

弗吉尼亚大学

FT

36

11

25 500（r）、40 600

伍斯特理工学院

FT/PT

33

≥12

45 100

圣彼得大学

FT/PT

36

18

35 600
28 300

路易斯大学

FT/PT/O

36

18~24

圣托马斯大学明尼苏达分校

PT

36

8~18

33 600

南达科他州立大学

FT/PT

30

≥12

9 900（r）、17 600

艾姆赫斯特学院

O

30

24

23 500

罗切斯特大学

FT

30

12

43 300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FT/PT/O

30

16

11 500（r）、35 500

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FT/PT

33

15~24

20 600（r）、39 100

哥伦比亚大学

FT/PT

30

≥9

21 772（r）、53 300

南卫理公会大学

FT/PT/O

31

18~24

52 800

威斯康星大学

O

36

≥12

29 70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FT/PT/O

27

12~20

60 000

卡内基梅隆大学

FT

144*

16

65 000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PT

38

24

36 500

注：FT表示全日制教育，PT表示在职教育，O表示网络在线教育，r表示州内居民。卡内基梅隆大学每门课程为12学分，其他高校每门课
程为2~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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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分为全日制教育、在职教育和网络在线教育3种

门，其中，纽约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数量最多（231门），

模式，其中，77.8%的高校提供全日制教育，72.2%的高校

圣彼得大学、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没有设

提供在职教育，38.9%的高校提供网络在线教育，27.8%

置选修课程。除6所高校（纽约大学、圣彼得大学、南达

的高校同时提供3种模式供学生选择；在学分的设置上，

科他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艾姆赫斯特学院、卡内基

88.9%的高校为30~38学分，仅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

梅隆大学）外，平均每所高校开设的选修课程为20.9门。

27学分，卡内基梅隆大学为144学分；在学时的设置上，

（4）必修课与选修课的配置。56.3%的高校选修

88.9%的高校学时为12~24个月，仅有哥伦比亚大学（≥9

课程数量多于必修课程数量；31.3%的高校选修课占

个月）和弗吉尼亚大学超过（11个月）的学时低于12个月；

比集中在50% ~ 60%；25.0%的高校选修课占比超过

数据科学硕士专业的学费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同时，部

80.0%，分别是纽约大学、罗切斯特大学、伍斯特理工

分高校（弗吉尼亚大学、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

学院和伊利诺斯理工学院。

学伯明顿分校、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哥伦比亚大
学）针对生源地不同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4 课程设置

4.2 必修课设置
专业必修课的教学内容能较好地反映专业设置及
专业教学的主要特点，为深入了解18所高校数据科学硕

4.1 课程数量

士专业的特点，本文将从课程类别及课程内容两个维
度进行分析。

美国数据科学硕士课程由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构成。以下从4个方面剖析18所高校的课程数量及必

4.2.1 必修课程类别分析

修课和选修课的配置。
（1）课程总数量。艾姆赫斯特学院网站没有提供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数据科学课程体系进行了探

选修课课程列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选修课无法准确

讨，如Cleveland [30] 认为数据科学课程应包含6类，并

统计，其他16所高校共开设课程650门。其中，纽约大学

给出各 个类别的资源 配 置情况，即跨 领域 科学研究

开设的课程数量最多（236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

（25%）、数据建模和方法（20%）、数据计算（15%）、

课程数量最少（9门）。除上述4所高校外，平均每所高

教学方法（15%）、工具评价（5%）和理论（20%）；朱

校开设的课程为28.9门，其中62.5%的高校课程数量分

扬勇等 [5] 将数据科学的学科结构分为数据科学理论研

布在10~20门。

究、数据探索、科学研究的数据方法、数据技术研究四

（2）必修课数量。必修课的课程设置方式有两

个部分；陈振冲等[7]根据数据科学的定义，将数据科学

种：一是高校开设固定数量必修课，要求学生全部修

硕士培养分为相关基础学科学习、知识发掘方法学习、

满；二是高校提供模块化或多个研究方向的课程，学生

数据科学理论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应用及数据科学在不

需从不同模块或方向中选择课程进行学习。如印第安

同行业中的应用四个部分。本文参考以上文献，并结合

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必修课程由数据分析与统计、数

美国数据科学硕士专业课程的实际设置情况，将必修

据生命周期、数据管理与基础构建、领域应用四个模块

课程分为4类。①理论类，包括数学与统计学原理、数

组成，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必修课程分为系统方向、分析

据科学概论、计算机科学概论等基础理论课程。②技

方向、以人为中心的方向，伍斯特理工学院的必修课程

术类，包括系统构建、数据计算，以及数据采集、存储、

由数据课程理论、数理分析、数据处理与数据管理、数

组织、检索、应用等过程所需的技术。③应用类，指数

据分析与数据挖掘、商业智能与案例分析五个模块组

据科学的跨领域应用研究课程。④实践类，包括课程

成。调查的高校共开设必修课程202门，除选择第二种

实验、专题研讨与实用技能培养相关的课程。

必修课课程设置方式的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44

不同类别课程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对该类

门）、卡内基梅隆大学（25门）和伍斯特理工学院（14

课程的重视程度、细分程度，以及课程设置体系的侧重

门）外，平均每所高校开设的必修课程为7.9门。

点[31]。调查的高校共开设必修课程202门，其中，理论

（3）选修课数量。调查的高校共开设选修课程48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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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类课程19门。其中，55.6%的高校理论类课程占比不

因组织与基因结构，可用程序和Web资源的概述，旨在

低于30%，83.3%的高校技术类课程占比不低于50%。

利用数据分析方法与工具对大量的序列数据进行处理。

由此表明，美国数据科学硕士专业重视基础理论知识

生命科学领域的数据结构复杂多变，包括基因序列、分

和学生技术能力的培养。应用类及实践类课程在数据

子结构、不同物种等，如何对复杂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相对来说，基础

理，使其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是生命科学领域关注

理论知识（如统计学、数学等）方面的训练是实践应用

的话题。另外，38.5%的高校开设数据科学在商业领域

的重要支撑，由于学分等方面的限制，本文所调研高校

的应用课程，如伍斯特理工学院开设的“数据挖掘在业

的应用实践类课程普遍开设较少。

务分析中的应用”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

从课程体系来看，4所高校（弗吉尼亚大学、圣彼得

商业智能数据的关键方法和工具，解决现实业务问题，

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威斯康星大学）的课

包括客户细分、客户偏好及最新的信用评分、流失管理

程体系较为完善，覆盖理论类、技术类、应用类与实践

和欺诈检测等问题。选修课中涉及数学、计算机科学与

类课程。如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开设必修课程44

数据科学的课程，大多是必修课的补充或延伸课程，帮

门，其中，理论类课程9门、技术类课程22门、应用类课

助学生更深入地掌握数据科学领域的知识。

程2门、实践类课程11门；此外，大部分高校的课程仅覆
盖理论类与技术类课程；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4.4 社会实践课程

仅设置了技术类课程。
88.9%的高校要求学生在结业之前完成类似于国

4.2.2 必修课程内容分析

内的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的顶点项目（capstone），学生
以小组或个人的形式直接参与项目，待项目完结后上交

必修课程的设置体现高校对数据科学专业知识的

项目报告并进行项目汇报。如纽约大学要求学生对工

基础要求，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本次调查未能获

业、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或学术界存在的真实问题进

取到每门必修课程的具体教学大纲，以下仅对18所高

行研究，学生需要参与项目的整个流程，从数据采集、

校必修课的课程名进行汇总分析，统计结果见表2。

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到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学校为每

18所高校都非常重视数学与统计学原理、机器学

个团队配备1名项目咨询老师，并且大部分的原始数据

习、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课程。其中，77.8%的高校开

由项目赞助人（企业、机构等）提供。南卫理公会大学

设数学与统计学原理的相关课程，内容包括数学与统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学生提供3~ 4天的深入课程

计学方法、统计学概论、应用统计学、概率论等；另外，

（immersion course），在此期间，学生将有机会与行

72.2%的高校开设机器学习课程，66.7%的高校开设数

业领导者、数据科学家及数据科学领域的教师深入地

据挖掘课程和数据分析课程，50.0%的高校开设大数

交流与学习。

据课程。

4.3 选修课设置

4.5 课程设置特点分析
（1）各高校开设课程数量差异较大。18所高校平

对提供完整选修课课程数据的13所高校进行分析

均开设课程数量为28.9门，但课程数量不低于40门的

发现，高校的选修课程类目多、涉及面广、层次清晰且

高校有5所，其中2所高校的课程数量超过100门；课程

细分程度高，课程涵盖数据科学在生物学、医学、地理

数量不高于15门的高校有8所，而不高于10门的有2所，

学、社会科学、天文学、城市科学、商业、电气等领域的

可见美国各高校在数据科学课程数量的设置上存在较

应用。其中，61.5%的高校开设数据科学在生物学领域

大差异，分析发现，这与数据科学专业的设立时长、学

的应用课程，如纽约大学开设的“生物信息学：序列分

校对数据科学的重视程度及学校的综合实力等相关。

析”课程涵盖核酸与蛋白质序列的计算机表示，核酸与

（2）必修课程注重技术与应用。学校重视培养学

蛋白质序列的可用数据库、数据库搜索方法，核酸与蛋

生对数据处理、数据分析与数据管理技术的学习，典型

白质序列的翻译和密码使用，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的基

的技术类课程包括机器学习、数据库、数据挖掘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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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8所高校必修课程统计表
学校名称
纽约大学
伊利诺斯理工学院
弗吉尼亚大学

必修课程名称
数据科学入门，数学与统计学，知识表示与推理，机器学习与计算统计，大数据
数理统计，应用统计学，面向机器学习的统计学，项目管理，高级数据库，密集型数据计算，机器学习，数据
分析，参与公众活动的数据科学家
面向数据科学的线性模型，计算机基础，面向数据科学的系统编程，面向数据科学的统计计算，数据挖掘，机
器学习，数据科学实践与应用I，数据科学实践与应用II，大数据伦理学I，大数据伦理学II
数据科学理论（数据科学导论），数理分析（面向数据科学的统计方法），线性回归，应用多变量分析，数据处

伍斯特理工学院

理与数据管理（数据库管理系统原理），数据库应用与发展，高级数据库系统，大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与数据
挖掘（知识发现），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商业智能与案例分析（商业智能），数据挖掘在商业领
域中的应用

圣彼得大学
路易斯大学
圣托马斯大学明尼苏达分校
南达科他州立大学
艾姆赫斯特学院
罗切斯特大学

数据科学导论，数据分析与决策建模，大数据与数据管理，统计编程：SAS与R，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机器
学习，数据可视化与商业智能，预测分析与金融建模，市场分析与运筹学，数据科学中的法律，伦理与隐私
面向数据科学家的数学，统计学概论I，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导论，统计编程，加密与认证，数据可视化，大数
据存储系统设计与应用，机器学习
软件开发基础，软件工程，数据库管理系统与设计，数据分析基础，数据挖掘与预测分析，大数据架构，大数
据管理，机器学习，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数据仓库
现代应用统计学I，现代应用统计学II，时间序列分析，运筹学，非参数统计，统计编程，大数据分析，数据挖
掘，数据分析与编程，预测分析
面向数据科学的定量方法，面向数据科学的高阶分析方法，数据仓库，数据挖掘项目，大数据高级编程语言，
高级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挖掘与商业智能
统计计算概论，统计计算方法，数据挖掘，数据库系统
数据分析与统计（算法设计与分析），基于神经学与基因学的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计算机符号建模，人工智
能专题，面向信息学的编程，信息学专题研讨之数据可视化，信息学专题研讨之关系概率模型，信息检索，信
息可视化，信息与图书馆学专题研讨之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学，统计学概论，探索性数据分析，统计学习与
高维数据分析，数据生命周期（人工智能原理），机器学习，应用机器学习，大数据的管理，访问与使用，信息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学专题之复杂的系统，数据管理专题研讨，学术交流，语义数据，数字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基础构建（分布式
系统），基于知识的人工智能，高级数据库概论，系统专题研讨之云计算，数据库理论与系统设计，数据库与
信息系统专题研讨之大数据管理，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网络安全，大数据软件开发与应用，信息安全与协
议，信息学专题研讨之复杂网络及其应用，数据库，领域应用（Web挖掘），高性能计算，生物信息学导论，大
数据应用与分析，机器学习在生物信息学中的应用，组织信息学与经济安全，信息学专题研讨之医学中的大
数据

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哥伦比亚大学
南卫理公会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机器学习，数据库系统，商业竞争中的大数据分析（分析工具），商业智能分析，商业分析
与决策，消费者行为分析
概率论，统计推断与建模，数据科学算法，计算机系统，机器学习，探索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实验统计I，实验统计II，数据科学概论，抽样统计，文档组织与数据库管理，数据与网络安全，数据挖掘，信
息可视化，量化的世界：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
数据科学基础，统计方法，数据科学与战略决策，计算机编程语言：Python与R，数据仓库，大数据：高性能计
算，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规范分析，数据交流，数据科学伦理学
统计学，数据存储与检索，应用机器学习，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与交流
系统方向（操作系统），数据库，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与编程，云计算，分布式系统，高级云计算，高级数据
库，存储系统，多媒体数据库与数据挖掘，高级分布式操作系统，移动计算与普适计算，分析方向（机器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

习），文本挖掘，高级机器学习，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智能信息系统设计，云计算，信息系统项目，搜索引擎，多
媒体数据库与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大数据分析，多媒体信息分析，以人为中心的方向（行为研究方
法），人机交互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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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据科学硕士专业培养要求与课程设置研究

建模，旨在帮助学生掌握Python/Java/Pig/Hive等编程

亟需解决，而作为向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基地，高校

语言，提高学生应用分布式文件系统工具的能力，提高

理应承担起培养合格、专业的数据科学人才的重任，探

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仅从必修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

索多层次、多类型的数据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纵观

18所高校设置必修课程202门，其中技术类课程数量为

国内高等教育，本科教育阶段通常更重视学生基础能

122门，占比达60.4%。

力的培养，硕士阶段更重视对学生应用能力与学术能

（3）选修课程面向特定领域开设。18所高校都十

力的培养，基于此，建议国内高校在本科阶段适当开设

分重视数据科学理论、方法、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

与数据科学相关的通识课程，在硕士阶段设置专门的

选修课程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学、医学、地理、社会科

数据科学学位。同时，各高校应结合自身实力及社会需

学、天文学、城市科学、商业、电气等，这类细分课程适

求，选择适合高校发展的学制模式（全日制教育、在职

应数据科学相关职位对特定领域知识的需求，有利于

教育、网络在线教育），提供学位证明或相应的资格证

培养更专业、更具职业竞争力的人才。其中，罗切斯特

书，以培养不同层次的数据科学人才。此外，高校应当

大学的课程涉及地理、生物学、医学、商业、社会科学

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制订培养方案，对于学术型人才，

等多个领域。

应重视数据科学理论与应用能力的培养；对于应用型

（4）跨学科与多学科交叉培养。数据科学涉及的
方法来源于多个学科领域，是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信

人才，应加强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等技术能力及实践
应用能力的训练。

息管理等学科领域原有方法的继承、扩展或创新，数据

（2）构建大数据时代新型课程体系。我国数据科

科学虽然在研究方法上的表达和应用有一定差异，但

学专业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国内开设数据科

具有极强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特性已成为学界共识

[32]

。

学专业的高校较少；另一方面，数据科学专业的课程数

基于此，许多学院选择联合办学模式来培养数据科学

量少且大多没有设置选修课程，导致国内很难培养出

人才，尤其以计算机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信息管理

具有复合型特点的数据科学人才。在大数据时代背景

学院、商学院、工程学院间的联合办学最多。同时，学院

下，国内高校应科学规划以数据驱动为背景，知识发现

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选修，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共同

为目标，跨界复合为模式，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专业

构建数据科学专业的知识结构。纽约大学的选修课涉

技能为核心，数据管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等职业能

及生物学、统计学、商学、政治科学、城市科学等多个

力为重点的新型课程体系，以期培养出具有深厚理论

学科领域。

基础、全面专业知识、开放国际视野、丰富人文情怀的

（5）教学方式多样。美国高校的数据科学硕士课程

数据科学专家。

教学方式多样，包括案例分析、专题研讨、前沿讲座和实

鉴于数据科学是一门结合应用数学、统计、模式

践项目。案例分析与专题研讨课就某一特定问题组织学

识别、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数据仓库及高性能计算

生进行讨论，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

的综合性学科，建议国内高校将数据科学硕士课程体

极性和主动性；前沿讲座邀请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讲授，

系大致分为基础学科课程、知识挖掘方法、数据科学

让学生了解专业的前沿进展；实践项目要求学生对企业、

理论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应用，以及数据科学在不同领

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或学术界存在的真实问题进行研

域中的应用四个部分。数据科学的相关基础学科课程

究并提出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应包括高等微积分、数理统计、概率论等数学方面的内
容，以及数据科学概论、计算机概论等计算机方面的内

5 对我国高校开设数据科学硕士专业
的启示

容；知识挖掘方法课程应包括统计推理、机器学习、数
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等；数据科学理论在大数据背景下
的应用课程应包括大数据的高性能计算、并行计算、

（1）探索多层次、多类型的数据科学专业人才培

分布式计算、数据仓库、数据库管理等，以及Spark、

养模式。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加大了市场对数据科学人

Hadoop等大数据处理平台的内容；数据科学在不同领

才的需求。在2016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清华大学

域中的应用课程可以结合学校已有的特色专业，如伍

武永卫教授指出：未来3~5年，中国需要180万名数据人

斯特理工学院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将数据科

才，但目前只有约30万人

[33]

。数据科学人才短缺的问题

学与商业分析决策结合，罗切斯特大学专注于医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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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

调查对象，围绕培养要求、课程结构、课程层次设置进

（3）结合课程特点，建立多元化的教学与考核方

行深入对比分析，总结美国高校数据科学硕士课程设

式。数据科学是一门强调技术与应用的学科，建议高

置的特点，同时为我国数据科学硕士专业的开设与发

校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升级

展提供建议。虽然数据人才短缺的问题在短期内无法

大数据实验设备，搭建大数据实验教学平台及虚拟化

得到彻底解决，但作为人才培育的主要阵地，高校应该

的Hadoop环境，为学生提供条件优良的实验环境。其

义不容辞地负担起这份艰巨的任务，适时改革人才培育

次，结合课程特点创新教学模式。理论类的课程可通

体系，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努力实现数据人才的

过课堂讲解、专题研讨、前沿讲座等形式开展，课堂讲

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图书情报领域应重视自身在这项

解有助于学生构建新学科的认知体系；专题研讨能激

任务中的角色，正视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前沿

在数据人才培养的新时期新任务中有所作为[6]。

讲座邀请信息科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

本文虽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总结，但仍存在不

专家学者讲授，让学生了解专业的前沿进展。部分课程

足：首先，课程名称的翻译上可能不够准确；其次，对必

可采用社会实践与科研实践等方式开展，社会实践活

修课程的分类，本文仅从课程名与学校提供的课程简

动能够帮助学生从就业角度了解专业定位，加深学生

介判断课程所属类别，可能导致部分课程分类不够准

对数据科学相关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理解，提高学

确；最后，本研究仅以美国的部分高校作为研究对象，

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研实践能让学生学习

样本数量不大，还需要进一步采集更多高校数据科学

科研方法、培养探索和创新的能力。最后，根据理论与

硕士专业的课程，从而更深入地分析跟踪数据科学硕

实践教学的特点建立多元化考核方式。基础理论课程

士专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采用书面形式进行考核；实验课程重点考察学生对实
验原理的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社会实践类课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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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raining Requirement and Curriculum of Master’s Degree in Data Science in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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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18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data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e network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alyzes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 and curriculum, and summarizes
ﬁve features: the number of courses varies greatly, compulsory courses focus 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elective courses for speciﬁc areas,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disciplinary cross-training,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chool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for China’s data science master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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