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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情况简要汇总表 

专业

师资

情况 

共计  14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0   人，硕士生导师  5  人；教授  2  人，副教授  6  人，

讲师  5  人；中青年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4  人，具有硕士学位者  4   人；具有博士、硕

士学历者占青年教师总数的  100   %；55岁以上  2  人，40—55岁  6  人，40岁以下  5   人。 

讲授基础课教师共   3   人，其中：正高职称   1   人，副高职称   2   人；教授担任本科

教学主讲教师占本科教学主讲教师总数的   15.4   %；高级职称教师承担本科教学占高级职称

教师总数的  100  %；青年博士承担本科教学者占青年博士总数的  100   %。 

讲授专业课教师共   13   人，其中：正高职称   2   人，副高职称  6  人。 

教研

科研

情况 

承担教学研究项目共  9  项，其中：省（部）级项目   2   项；获教学优秀成果奖共   2      

项，其中：国家级奖   0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出版教材（含内部发行教辅材料）          

   5   部，专著   0    部，译著   0   部。 

开设选修课共   10   门/年，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  10  %；规定课程完成率 100 %；校级教学

状态评估优秀率为  20  %（请注明学校规定最高限额 20 %）。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共   1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6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

科研经费共   249    万元，年均   83   万元。 

获科研成果奖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发表学术论文共   33     篇，其中教学论文  5   篇。 

专业

经费

投入

情况 

年生均主要教学经费 2.1 万元；生均实验仪器设备经费 1.25 万元；生均计算机台数 ≥1 台/

人；年购置图书资料（含网络、光盘、录像等）经费  10  万元；生均图书拥有量 70 册，专业

实验室建设情况    3    个；向学生开放    6    学时/周。 

教学

效果 

每届本科生规模    60    人；学生中申请入党人数百分比为   60   %；毕业班党员人数百分

比为   16   %。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优秀率为   10    %（请注明学校规定最高限额   无   ）； 

毕业生中学士学位获得率为  99.5  %；毕业班考研（含出国）人数百分率为    60   %，其中

录取率为   39   %。 

学生公开发表文章（论文、作品）   5   篇；学生科技作品获省（部）级以上奖励为   38    项。 

外语四级通过率为   91.1  %。 

参加省教育厅主办的活动 16 项，其中第一名  9  人，第二名  15   人，第三名  15   人，

其他   6   人；参加其他省市有关部门主办的活动  0   项；其中第一名  0   人，第二名 0       

人，第三名   0    人，其他   0    人； 

参加国家级部门主办的活动  6   项；其中第一名  6   人，第二名   6   人，第三名  10  人，

其他   8    人。 

本专业最低录取分数高于同批次学校录取最低控制线  19.33  分；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全省

平均水平 ≥100 %。 

 



二、自评总结要求 

1.专业办学

目标与建设

规划 

专业定位* 
重点总结办学思想、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能体现办学

定位，培养规格符合专业内涵等。 

专业建设规划* 

重点总结切实可行的专业建设规划，分期建设目标、措施、

成效等； 

重点总结专业改革思路与措施，能体现专业办学水平；能

体现内涵改造与外延拓展的统一，社会参与专业建设等。 

2.专业与课

程建设 

专业教学计划与课

程体系* 

重点总结与人才培养方案相符的教学计划，能体现学生全

面发展，体现实践、创新创业能力，社会责任教育培养等； 

重点总结课程体系体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

要求，能根据社会需要做弹性调整；课程品位高，授课质

量好，能体现专业化培养。 

课程教学标准与教

学内容* 

落实《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课程情况，课程教学

标准合理，重视教学内容的改革与更新，体现基础教育需

求等。 

总结课程建设成果，体现基础教育需求等。 
教材建设* 

教材选用情况 

教材建设情况 

教学方法 

与手段 

重点阐述理论课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情况， MOOC等

数字化优质教学资源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网络平台建设情

况；术科教学改革方法、成效等；考试（考核）改革方法，

过程性评价、教考分离等情况。 

 

3.师资队伍 

高水平 

 教师*
 

拥有高水平教师情况，尤其教师运动水平、判断员等级情

况； 

教授、副教授上本科课程的学时数情况等。 

教师数量与结构 
教师数量

 

队伍结构 

队伍建设与综合素

质 

师资培养情况，包括师资建设规划、培养计划、实施方案

及成效等； 

教师风范情况，包括团队建设，教书育人等师德情况，近

三年获得教学方面的荣誉等。 

4.教学条件

与实践教学

环节 

实验装备及其利用* 
实验室及设备情况，实验开出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实验室开放程度等。 

实践教学 
重点总结实践教学环节、竞赛体系实施情况；产学研建设
成效；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情况及成效等。 

图书资料及其利用* 

专业图书文献种类和数量情况；本专业的国内、外核心期
刊数量情况等。 
每年专业图书借书率。 



5.教学管理 

质量监控* 

重点总结教学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包括教学资源标准、规

划及年度计划及执行情况等。 

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评价制度、新任教师

试讲制度，学生学习反馈制度等。 

教学文件和档案管

理 

教学文件准备情况；教学档案管理是否齐全、完整，整理

规范情况。 

6.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统计情况；教学研究论文统计情况。 

教学改革成果* 教学成果及获奖情况。 

7.科研水平 

学科建设* 
本专业硕士点建设情况；省级及以上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
室建设情况。

 

科研项目 近三年本专业科研项目统计情况。 

科研成果* 
近三年科研课题与专利统计情况。本专业教师发表或出版
专著情况等。 

8.教学质量 

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思想品德情况，学生获得校级以上奖励情况等。毕业
论文（设计）相关材料。近两年升硕率统计。 

学生创新能力 

近三年学生公开发表文章（论文、作品）情况； 

学生参加创新活动与实践材料及成效；主持校级大学生科

研创新基金情况。 

参加技能和科技竞赛活动情况；参加各级体育竞赛情况。 

9．社会声誉 

生源 生源质量 

毕业生就业* 本专业毕业生当年就业率 

社会评价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的综合评价 

 

 

 

 

 

 

 

 

 

 

 

 

 

 



三、自评报告 

 

安徽农业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社会影响广泛的省属重

点大学，现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共建高校。安徽农业大学理

学院于 2004 年 7 月在原基础科学学院基础上更名成立。安徽农业大学统计学专

业 2009 年建制并同年开始招生，隶属理学院统计系。随着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

统计学上升为一级学科。2012 年教育部又对现有专业重新进行认证，为发挥统

计学应用性强的特点，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我校统计学专业调

整为应用统计学，并于 2013年开始文理兼招，2016年恢复为理科招生。目前已

有六届毕业生。 

经过十年不懈地努力，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从无到有，从名不见经

传到渐渐被人知道，到慢慢地被人接受，凝聚了安农统计人的心血。这不仅得益

于学校、学院的关心与支持，也得益于方方面面领导和同行的厚爱。在此，一并

感谢。 

下面按专业评估的指标体系逐一汇报，请审阅。 

 

1. 专业办学目标与建设规划 

1.1  专业定位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新时代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主动融入国家、省、市

重大战略，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 

安徽农业大学是安徽省首批“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以“地方

性、特色化、高水平”为要求，把安徽省“高层次农业人才培养基地、农业科技

创新和推广应用基地、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和规划基地”作为自己的办学定位。作

为地方农林高校的应用统计学专业办学，既要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总体发展规

划，以培养能融入和服务安徽经济，尤其是安徽农业与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统计学人才为主要目标。同时也要符合统计学专业应用性强的规律，既注重基

本理论的培养，又注重实际应用技能的训练。以培养适应能力强，适应面广，

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统计学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还要根据自身的办学条

件及生源质量，以培养动手能力强，面向基层、服务基层的实用型人才为主要

目标。做到“地方性、特色化、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因此，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能适应、融入和

服务安徽农业、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

知识结构，较高的数学与统计学素养，掌握扎实统计学、数学、经济学理论基

础，精通主流统计软件操作，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的，适应能力强、适

应面广的，能从事大数据统计分析、决策与咨询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1.2  专业建设规划 

我校应用统计学专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我们自始自终有着把专业办好、办强

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是一步步扎扎实实朝着预期的目标在不断地努力。 

办学初期，我们就拟定了专业第一步发展规划：以制定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为纲，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班主任、导师团队建设为基础，以加强课程

体系建设、系列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为内容，以探索和构建

人才培养模式为手段，努力把本专业打造成：特色鲜明，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跟上大数据时代的潮流，能为我省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养所

需的统计学人才（数据分析师），在国内同类学校同样专业有着一定知名度、

一定影响、排名靠前，培养的毕业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欢迎，而且在与所学专

业相同或相近的行业就业率高。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 

为实现这个发展规划和目标，我们分阶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专业建设。 

（1）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制订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调研、讨论、论证，确定了“应用型、创新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并制订了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学历+证书+实践”的多

元化培养模式。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导师团队 

通过人才引进、在职进修、访学、内部调整等多种形式，完成教师队伍结构 

调整。通过管理制度制定，加强本科生导师团队建设。 

（3）加强重点课程、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 

重点建设了 4 门本专业的核心课程：概率论基础、应用数理统计、多元统计

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根据培养计划，通过选用、自编和合编的方式建设有特色

的系列教材。完成统计计算中心建设、统计软件实验室建设。建成了 3个稳定的

校内外实习基地。 

（4）加强并完善管理制度建设 

专业建设的成败需要管理制度来保障，否则很难保证专业建设良性循环地推

进。为此，建立了人才引进、年青教师培养、教学管理、专业教师兼任辅导员等

一系列管理制度。 

通过 2009-2014五年的努力，专业建设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办学水平得

到了明显的提高。人才培养目标更加明确，人才培养方案逐渐成熟和完善，人才

培养模式初步形成。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都有

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形成了一支以专业负责人为核心的优秀导师团队。课程建

设、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加强。一整套的管理制度

已制订并得到了有效地执行。培养的 2013 届、2014届毕业生受到了学校、老师

的普遍赞同和用人单位及社会的高度认可。升学率、就业率、就业质量明显高于

我校的平均水平。 

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及社会经济发展对统计学专业又提出了

新的要求，传统的教学内容、培养模式受到了冲击。统计学专业必须自我革命，

积极应对。为此，我们申请了校级专业改造项目《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和省级教

研项目《大数据时代应用统计学人才培养目标与手段研究》。通过调研、研究和

论证，制订了进一步的专业发展规划，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专业改造和建设。 

（1）加强内涵改造与外延拓展的统一。大数据时代的应用统计学人才培养， 

既要传承传统统计学的知识体系，又要增添适应大数据时代及社会发展要求的教

学内容。为此，我们进一步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了课程体系，增加了实践

教学环节的课时和内容。 

（2）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专业建设。与合肥圆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玛 

尔市场调查与咨询有限公司在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与就业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

培养。 



（3）坚持开放办学，建立校企、校地、校校的协同育人机制。与科大讯飞、 

甲骨文等知名公司在实践教学、创新创业、学生实习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也与

山东农业大学开展了校校合作，交换学生培养。 

（4）加强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引领专业建设，促进科研成果有效支撑人才 

培养，健全教学科研协同育人机制。目前，已有部分本科生加入了教师的科研团

队，并在重大学科竞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 专业与课程建设 

2.1  专业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 

从 2009 年开始建制招生，我校（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四次

较大程度的修订和小的微调，逐渐完善，形成了现在的能体现办学思想和办学定

位的及深化实践、创新创业和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见表 2-1-1） 

 

表 2-1-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情况 

版  本 制订（修订）时间 使用学生 存在的问题 

2009版 2008 年 09、10、11级 实质上是数学学科下概率统

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2012版 2012 年 12、16级 缺少创新创业模块 

2013版 2013 年 13、14、15级 适用文理兼招学生 

2017版     2017 年 17、18级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和教学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我校教务处、教学督导

组、理学院对教学计划的执行有着严格的规定，不能擅自变动。这有利保证了人

才培养方案的严格、规范执行。 

在 2012、2013 及 2017版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我们树立了“厚基础、

学方法、重应用、利就业”的指导思想。再根据专业定位，对照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结构重心也由传统的“重理论、轻应用”向加强实验、实

习等“重应用”转移。整合课程体系结构，形成了学科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模块、

专业核心课（统计方法与统计软件）模块、专业选修课模块及实践环节模块。

实践环节增加了专业综合实习和专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达到总学分的近

30％。课程体系得到了优化，结构更加合理，很好体现了学生在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方面的要求。同时，对在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社

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对人才培养方案适时微调，保证了课程体系一定的弹性。 

2.2  课程教学大纲与教学内容 

各门课程都有教学大纲和教学进程表，任课老师都高度重视教学内容的更

新。基础课程根据专业课程学习的需要调整教学内容，专业课程则根据社会发展

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增减教学内容。例如，《多元统计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

课程教学，原来统计软件用 SAS，现在改为 R。实践课的教学内容和学分学时数

调整力度最大，这也是由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的。这些改革措施对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明显的成效，无论是考研率还是就业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

升。 

2012、2013、2017 版的人才培养方案都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以及相应

的实践课程。2017 版人才培养方案还新增了创新创业课程模块：数据挖掘模块、



统计建模模块、统计调查模块和创新项目实践模块。通过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学

习和实践，培养了学生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激发了学生们的创业热情。2011

级、2016 级的学生都自主成立了创业公司。 

十分重视课程建设，现有一门省级精品课程《多元统计分析》。采用双语教

学的专业必修课程一门：《统计建模》，占专业必修课程的 14.3％。 

2.3  教材建设 

我校教材中心对教材的选用有较严格的要求，规定原则上必须选用导向性出

版社出版的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所以，任课教师都能按照学校的规定选用本专

业的一些优秀教材和精品教材。鉴于基础课程的内容变化不大，有的教材尽管不

是近三年新版教材，但也在入选之列。表 2-3-1是部分课程的教材选用情况。 

 

表 2-3-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部分课程的教材选用情况 

序号 讲授课程 所用教材 级别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主编 

1 统计学导论 统计学（第

七版） 

“ 十 三

五 ” 国

家 级 规

划教材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8 贾俊平 

2 统计学原理 统计学原理 全 国 高

等 农 林

院校“十

二五”规

划教材 

中国农业出

版社 

2017 孙文生 

3 概率论基础、 

应用数理统

计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教程

（第二版） 

“ 十 一

五 ” 国

家 级 规

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2 茆诗松 

4 C 语言程序

设计 

C 语言程序

设计教程 

全 国 高

等 农 林

院校“十

三五”规

划教材  

中国农业出

版社 

2018 吴国栋 

 

5 数据库原理

与技术 

数据库系统

概论（第 5

版） 

“ 十 二

五”国家

级 规 划

教材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王珊等 

6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Visual 

Basic.NET

程序设计教

程 

“ 十 二

五”国家

级 规 划

教材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8 龚沛曾 

7 多元统计分

析 

应用多元统

计分析 

国家级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4 高惠璇 

8 时间序列分 应用时间序 国家级 高等教育出 2011 何书元 



析 列分析 版社 

9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 “ 十 二

五”规划

教材 

中国统计出

版社 

2012 茆诗松 

10 抽样技术 抽 样 技 术

（第四版） 

“ 十 二

五”国家

级 规 划

教材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5 金勇进 

11 统计计算 统计模拟及

其 R实现 

省 级 规

划教材 

武汉大学出

版社 

2010 肖枝洪

等 

12 统计建模 数 学 模 型

（第 3版）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3 姜启源 

13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 十 二

五”国家

级 规 划

教材 

科学出版社 2015 庞皓 

14 统计综合评

价 

现代综合评

价方法与案

例精选（第

三版）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15 杜栋等 

15 统计调查与

数据分析 

社会调查研

究方法（第

三版） 

“ 十 三

五”规划

教材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5 郝大海 

16 统计预测与

决策 

统计预测与

决策（第五

版） 

国家级 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 
2016 徐国祥 

17 保险精算 非寿险精算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2010 中国精

算师协

会 

18 R 语言程序

设计 

R 语言入门

经典 

 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18 姜佑译 

 

同时，积极开展教材建设。近五年，主编或参编的教材 5部，见表 2-3-2。 

 

表 2-3-2          安徽农业大学统计系主编(参编)教材情况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或参

编 

级别 出版社 出版时

间 

备注 

1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吴坚（主

编） 

省部级 中国农业大

学出版社 

2018 数 字 化

教材 

2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学习

指导 

吴坚（主

编） 

省部级 中国农业大

学出版社 

2018 数 字 化

教材 

3 SAS 生物统 李远景（主 省部级 中国农业大 2015  



计分析软件

教程 

编） 学出版社 

4 数学实验统

计学分册 

武东（副主

编） 

国家级 中国农业出

版社 

2015  

5 线性代数 武东（参

编） 

国家级 中国农业出

版社 

2014  

 

2.4  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研制能力强，应用状况好。

几乎所有教师都采用了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授课。 

所有专业必修课都采用了多媒体授课，自行研制的多媒体课件 19 个，见表

2-4-1。 

 

表 2-4-1      安徽农业大学统计系教师自行研制的部分多媒体课件 

序号 课程名称 课件名称 制作人 

1 多元统计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课件 武东 

2 时间序列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课件 武东 

3 R语言与统计建模 R语言与统计建模课件 武东 

4 统计专题讲座 统计专题讲座课件 武东 

5 贝叶斯统计分析 贝叶斯统计分析课件 武东 

6 SAS统计分析 SAS 统计分析课件 武东 

7 统计计算方法 统计计算方法课件 武东 

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件 武东 

9 统计学原理 统计学原理课件 李坦 

10 统计预测与决策 统计预测与决策课件 程靖 

1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统计电子教案 王建楷 

12 生物统计 生物统计课件 王萍 

13 考研数学基础 考研数学基础课件 刘爱国 

14 代数精讲 代数精讲课件 刘爱国 

15 统计质量管理 统计质量管理课件 刘爱国 

16 分析精讲 分析精讲课件 刘爱国 

17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课件 张庆国 

18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课件 张庆国 

1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件 张庆国 

 

注重信息化技术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学校信息化资源“超星泛

雅网络教学平台”及统计系教师自主开发的“蓝墨云端 APP”学生自主学习网

络平台。 

教师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如：学生上讲台、学生命题、小组讨论、小组汇报

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获得了大部分学生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教学和学习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方法。 

在学校的部署和要求下，积极推进和开展课程考试改革。如：坚持基础课和



专业基础课的期中考试，部分课程的分阶段测试，机器考试等。 

 

3. 师资队伍 

3.1  高水平教师 

安徽农业大学理学院统计系有专业教师（含实验教师）13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6人，具有博士学位 5人，省级教学名师一名,校级教学名师一名。 

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的所有专业教师全部给本科生授课，每人不低于 1

门/学年。 

3.2  教师数量与结构 

安徽农业大学的办学举措是“全校办专业”。因此，应用统计学专业的部分

课程由兄弟院系承担，如专业基础数学类课程由理学院应用数学系承担，部分计

算机类课程由信息与计算机学院承担，部分经济类课程由经济管理学院承担等

等。统计系自身 13 名专业教师则承担了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选

修课程的教学，教师数量完全可以满足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表 3-2-1是本系教师主讲（能讲）课程的情况。 

 

表 3-2-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教师主讲课程情况 

教师 职称 主讲（能讲）课程 备注 

吴坚 教授 统计学导论、概率论基础 省级教学名师 

张庆国 教授  统计专题讲座、随机过程 校级教学名师 

刘爱国 副教授 统计学导论、概率论基础、应

用数理统计、统计质量管理 

 

武东 副教授 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

统计计算、R语言程序设计、数

据挖掘 

 

程靖 副教授 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

统计预测与决策、统计建模、

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 

 

张世华 副教授 试验设计、专业英语  

李坦 副教授 统计学原理、统计综合评价、

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 

 

祝小雷 副教授 专业英语、R语言程序设计、数

据挖掘、机器学习 

 

陈德玲 讲师 统计专题讲座、非参数统计、

高等代数精讲 

 

王建楷 讲师 统计专题讲座、应用数理统计、

数学分析精讲 

 

马敏 讲师 统计专题讲座、试验设计、抽

样技术与应用 

 

王萍 讲师 统计专题讲座、高等代数精讲、

数学分析精讲 

 



秦志勇 实验师 专业实习、创新创业实践、毕

业论文 

 

 

在目前统计学人才难求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积极引进人

才，使得教师队伍整体结构得到了较大的调整，结构更趋合理。45 岁以下教师

有 8 人，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7 人，比例为 87.5％，35 以下教师 2

人，都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比例为 100％。 

3.3 队伍建设与综合素质 

安徽农业大学把人才引进尤其是高端人才引进作为学院工作的重要考核指

标之一。因此，学院也把人才引进及师资队伍建设的任务分解到各系。统计系制

定了“围绕学科方向、加强学科团队”为目标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一方面，积极引进人才。近五年，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进人才 4名，其中

校级高端人才 1名。另一方面，通过教师在职进修、国内外访学、攻读学位等方

式，提高教师的学历、学位结构。这些举措使全体专业教师的学历、学位结构得

到了明显改善。同时，对引进人才的青年教师注重培养。教学上，发挥老教师传、

帮、带的作用，使得他们很快能走上讲台、站稳讲台。科研上，积极鼓励，并为

他们创造和提供条件保障。一批优秀的 80 后青年学者暂露头角，茁壮成长。 

统计系大部分教师都毕业于师范院校，大家秉承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坚守

教师的职业道德底线，组成了一个严谨治学、从严执教、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

教书育人团队。表 3-3-1是统计系教师近三年获得的荣誉情况。 

 

表 3-3-1          安徽农业大学理学院统计系教师获得的荣誉情况 

序号     荣誉称号（年份） 获得者 授予单位 

1 教学之星（2018） 陈德玲 安徽农业大学

理学院 

2 师德标兵（2017） 李远景 安徽农业大学

理学院 

3 教书育人突出贡献奖（2015） 刘爱国 安徽农业大学 

4 生态学优秀科技工作者（2017） 张庆国 中国生态学学

会 

 

4. 教学条件与实践教学环节 

4.1  实验装备及其利用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因此更加注

重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应用统计学专业现有两个专业基础实验室（机房），一个专业实验室（机房），

软硬件设备保持较高的更新率，完全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验、实习开出率为 100％，完全满足本专业人才培养的

需要。 

根据学校对实践教学的要求，所有实验课程必须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所

以，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实验主要包含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表

4-1-1是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部分实验课程内容情况。 

 



4-1-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部分实验课程内容情况 

序号 实验课程名称 实验课程内容 

1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实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占 100％ 

2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课程实

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占 100％ 

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实

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占 100％ 

4 统计学原理课程实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占 100％ 

5 多元统计分析课程实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占 100％ 

6 统计计算课程实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占 100％ 

7 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占 100％ 

 

应用统计学专业机房在规定的时间对全校及本专业学生开放，主要用于学生

上机自我测试、完成大创项目、实习实训及竞赛训练等。开放时间较长，开放范

围及覆盖面广。 

4.2 实践教学 

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专业特点是应用性强，因此实践教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

要环节。我校应用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包括课程实习、创新实践、专业综合实习、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等。这些实践环节同时与专业证书考试、学科竞赛相结合，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尤其在创新实践环节，不仅有结合专业

的创新实践模块和学分，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双创”赛、“互联网+”

大赛等一系列赛事。等等这些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表 4-2-1是我校应用统计学专业主要实践环节及其学分、学时、教学内容情

况。 

 

表 4-2-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环节 开设学期 学分、学时 教学内容 

课程实习 随课程 总计 3.5学分（周） 课程内容实习 

专业综合实习 第 7学期 总计 9学分（周） 综合所学专业知

识、拓展知识面，

以解决实际问题

为目的的实习 

创新实践 分散在高年级各

学期 

总计 4学分（周） 结合各类竞赛、专

业证书考试，以完

成课题或项目形

式的实习 

毕业实习与论文 第 8学期 总计 9学分（周） 与完成毕业论文



结合的实习 

 

同时，与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合作，开展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活动。如参

与了科大讯飞教育事业部的试卷审题、分析工作，与圆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的实习实训及项目研究工作，参加了安玛尔市场调查与信息咨询工作等，效果显

著。 

通过近十年的建设，应用统计学专业现有 6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完全能

满足教学需要。见表 4-2-2。 

 

表 4-2-2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校外实习基地情况 

序号 实习基地名称 建立时间 一次能接纳学生

数 

累计实际接纳学

生数 

1 广州中博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2019.1.4 100 - 

 

2 

 

甲骨文合肥技术人

才创新创业基地 

2018.7.2 100 77 

3 

 

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 

2018.5.24 200 320 

4 

 

合肥圆融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2017.6.13 80 220 

5 北京中博智学教育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6.9.25 60 20 

6 合肥安玛尔市场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4.4.30 60 80 

 

4.3 图书资料及其利用 

安徽农业大学拥有 4 万多平米馆舍的现代化、专业化的大学图书馆。图书馆

共有纸质图书 148 万册，电子图书 176 万种，中外文数据库 53 个。其中统计学

类纸质图书文献 1278种，与统计学相关的纸质图书文献多达数千种。除此之外，

还有丰富的电子信息资源，合计远超 200册。 

学校图书馆、理学院资料室共有本专业的国内外重要期刊 40 多种，如：《统

计与决策》、《统计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统计》、《中国统计》、

《数理统计与管理》、《应用概率统计》等，并有一定数量的本专业国外重要期

刊（含电子期刊）。 

每年本专业教师、学生借书率远超 40 册。单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就需要查

阅大量资料，借阅大量图书。 

 

5．教学管理 

5.1 质量监控 

安徽农业大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制度，学院依据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制定了完



善健全的学院教学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了教学工作的开展和质量。同时，

制定了科学的专业、课程和实验、实训实习场所等教学资源标准、规划及年度计

划，并认真执行。（附件 5-1-1：有关文件） 

建立了理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成立了院教学督导组。建立了教学工作责

任制，有完善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新任教师试讲制度、学生学习质量评价、

毕业生质量跟踪制度、教学信息反馈制度等教学环节质量标准。（附件 5-1-2：

有关文件） 

理学院统计系近三年没有发生教学事故。 

5.2 教学文件和档案管理 

所有教师都能按期、按质上交教学文件，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进程表、备

课笔记及教案等（含电子版）。教学文件收集齐全，完整。 

各类教学档案资料收集齐全、完整，整理规范、管理严格。有专用教学档案

柜，分类存档，方便查阅。 

 

6. 教学研究 

6.1 教学研究 

统计系教师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主持或参加省级、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多

项，对专业教学和专业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表 6-1-1是统计系教师近三

年来主持的各级教研项目情况。 

 

 表 6-1-1     安徽农业大学统计系教师近年来主持的各级教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或参加 级别 在研时间 

1 SAS软件在统计学专业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武东（主持） 校级 2013-2016 

2 大数据时代应用统计学人才培

养目标和手段研究 

刘爱国（主持） 省级 2014-2016 

3 农科院校《生物统计学》课程

体系改革研究 

李远景（主持） 省级 2014-2016 

4 应用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

改革研究 

李坦（主持） 校级 2015-2017 

5 概率统计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改革研究 

王建楷（主持） 校级 2016-2018 

6 《生物统计》实验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 

秦志勇（主持） 校级 2016-2018 

7 《生物统计》课程内容和教学

体系调整优化改革 

王萍（主持） 校级 2017- 

8 蓝默云端 APP 在概率统计教学

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陈德玲（主持） 校级 2017- 

9 数字化教材体系下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教学方式和考核方

式改革研究 

程靖（主持） 校级 2018- 

 

近三年，统计系教师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6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教学

论文 5篇，见表 6-1-2。 



表 6-1-2    安徽农业大学统计系教师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文（近三年）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期刊 时间、期 

1 《生物统计》实验教学改革研

究综述 

秦志勇 安徽农业科学 2018（33） 

2 大数据视阈下对高校应用统计

专业人才培养方式的思考 

李  坦 铜陵学院学报 2017.03 

3 大数据与农林院校统计学专业

建设研究——基于 2015年安徽

农业大学统计专业大数据问卷

调查 

李  坦 巢湖学院学报 2017.06 

4 大数据背景下农林院校统计学

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思考 

李  坦 电脑知识与技

术 

2017.10 

5 地方农林高校应用统计学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究 

刘爱国 高教学刊 2016（13） 

 

6 高等农林院校数学课程多元化

考试模式的实践 

徐丽，沈

莲花，张

庆国 

滁州学院学报 2017， 

19（5）：

119-121 

 

6.2 教学改革成果 

近三年（近两届），应用统计学专业获教学成果奖情况，见表 6-2-1。 

 

表 6-2-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序号           获奖成果 获奖者（排

名） 

级别 时间 

1 借助学科和技能竞赛提升农林院校

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就业水平 

张庆国（1） 省 级 二

等奖 

2015.11 

2 农林院校高质量统计学人才培养模

式与手段 

刘爱国（1） 校 级 二

等奖 

2015.11 

 

7.科研水平 

7.1 学科建设 

理学院统计系与应用数学系共同拥有两个二级硕士点：生物数学和数量经

济与统计。经过几年的发展，统计学科逐渐凝练成了两个学科方向：概率统计和

应用统计，形成了一支以 40岁以下的年青博士、副教授为核心的学历结构重心、

职称结构重心较高的学科团队，在概率统计、生态统计及生物统计诸方向取得了

较好的科研成果。 

7.2 科研项目 

近三年，本专业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2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6项，

见表 7-2-1。 

表 7-2-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主持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级别 立项或结题时间 

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省域绿色 GDP 核算研究 

李坦 省 部

级 

2018.11（结题） 



2 基于时空异质性的森林生

态系统服务多维测度与补偿标

准耦合关系研究 

李坦 国 家

级（青

基） 

2018.12（结题） 

3 基于 CGE 模型的安徽省能

源结构调整与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李坦 省 部

级 

2017.12（结题） 

4 面向多重不确定性的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构

建与优化研究 

李坦 国 家

级（面

上 项

目） 

2018.8（立项） 

5 面板数据模型的最优设计 程靖 国 家

级（青

基） 

2017.12（结题） 

6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国内访问研修项目 

程靖 省 部

级 

2018.1（立项） 

7 基于集合哈希的酶设计 祝小雷 国 家

级（青

基） 

2017（结题） 

8 基于网络建模解析水稻在

不同非生物逆境下 miRNA 的串

扰调控关系 

张世华 国 家

级（青

基 

2016（结题） 

9 植 物 非 生 物 逆 境 下

microRNA 网络调控机制分析平

台的构建 

张世华 国 家

级（博

士 后

基 金

面 上

项目） 

2016（结题） 

10 发展规模养殖与保护生态

环境统筹协调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庆国 省 部

级 

2016（结题） 

11 气象条件和大气环境质量

对能见度的影响分析 

张庆国 省 部

级 

2016（立项） 

12 中国生态学学会科普能力

提升项目 

张庆国 省 部

级 

2017（立项） 

 

7.3 科研成果 

2018 年度，统计系张庆国教授获安徽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李坦博士获中国

林学会梁希青年论文二等奖。 

近三年，应用统计学专业有 4 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1项国家级课题、

3 项省部级课题通过厅级以上科研管理部门组织的鉴定，并顺利结题。（见表

7-2-1） 

近三年，统计系教师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 28 篇，其中，被 SCI、

SSCI、CSSCI索引 18篇，见表 7-3-1。 

 

表 7-3-1    安徽农业大学统计系教师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索引

情况 

发表

时间 

1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 of Lakeside 

Wetland Park beside Chaohu Lake in China. 

李坦 SCI 2016 

2 Spatiotemporal dynamic analysis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using “big data”: A 

case study of Anhui province, 

central-eastern China. 

李坦 SCI&S

SCI 

2017 

3 Modeling a 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a 

Regional Forest Ecosystem: A Case Study in 

Yanqing District, Beijing, 

李坦 SCI&S

SCI  

2018 

4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李坦 三类 2017 

5 PredT4SE-Stack: Prediction of Bacterial Type IV 

Secreted Effectors From Protein Sequences Using a 

Stacked Ensemble Method 

祝小雷 SCI 2018 

6 Survey of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Prediction of 

the Isoform Specificity of Cytochrome P450 Substrates 

祝小雷 SCI 2018 

7 PseUI: Pseudouridine sites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RNA 

sequence information 

祝小雷 SCI 2018 

8 bAMEPNI: a database of alanine mutagenic effects for 

protein–nucleic acid interactions 

祝小雷 SCI 2018 

9 Protein-protein interface hot spots prediction based on a 

hybrid feature selection strategy 

祝小雷 SCI 2018 

10 DBSI server: DNA binding site identifier 

 

祝小雷 SCI 2016 

11 Predicting hot spots in protein interfaces based on 

protrusion index, pseudo hydrophobicity and electron-ion 

interaction pseudopotential features 

祝小雷 SCI 2016 

12 Combined approach of Patch-Surfer and PL-PatchSurfer 

for Protein-Ligand binding prediction in CSAR 2013 and 

2014 

祝小雷 SCI 2016 

13 广义逐次定数截尾下 Pareto分布的统计分析 武 东  2016 

14 利率调整条件下高频金融时间序列的风险度量 武 东  2017 

15 两变量异方差随机系数回归模型的最优设计 程 靖 CSSCI 2017 

16 Panel Data 模型基于 Within估计的最优设计 程 靖 CSCD 2018 

17 异方差随机系数回归模型的最优设计 程 靖 CSCD 2018 

18 面板数据模型基于 within估计的最优设计 程 靖 CSSCI 2018 

19 二次随机系数回归模型的 A－最优设计 程 靖 核心 2017 

20 Gene Discovery of Characteristic Metabolic Pathways 

in the Tea Plant (Camellia sinensis) Using 

‘Omics’-Based Network Approaches: A Future 

Perspective 

张世华 SCI 2018 



21 TBC2target: A Resource of Predicted Target Genes of 

Tea Bioactive Compounds 
张世华 SCI 2018 

22 TBC2health: a database of experimentally validated 

health-beneficial effects of tea bioactive compounds 
张世华 SCI 2017 

23 Stress2TF: a manually curated database of TF 

regulation in plant response to stress 
张世华 SCI 2017 

24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rget genes regulated by

 abiotic-stress-responsible miRNAs in a rice interactom

e network 

张世华 SCI 2016 

25 遥感数据的城市不透水面估算及增温效应 张庆国  2017 

26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参数敏感性分析 张庆国  2018 

27 基于 landsat8 oli 数据的合肥市热岛时空特征

分析 

张庆国  2016 

28 合肥市大气能见度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张庆国  2017 

 

8. 教学质量 

8.1 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学校、学院、系等各级部门狠抓“三风”建设，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

学专业学生整体思想素质高、学风正，超过半数的学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涌现

了一大批各级先进集体和个人。近三年，2015、2016、2017 级应用统计学专业

班级多次获得了校“十佳”班级和“十佳”班级提名奖，多个班级团支部被评为

校级“红旗团支部”，还有部分同学获得了省级“双优生”的光荣称号。 

我校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整体基本理论水平高。应用统计学专业历来强调公

共基础课英语课程的学习，多人次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奖，四级通过率一

直保持在 90℅以上，在每年的全校英语统考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同时，还强

调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作为本专业最重要也是较难的一门基础课《数学分析》，

教师认真负责，课程实行了期中考试、分阶段机考，成绩较好，多人次在大学生

数学竞赛中获奖。 

2017 届、2018 届应用统计学专业毕业生的英语四级通过率分别为 89.4℅和

91.7℅ 。 

毕业论文严格按照安徽农业大学学士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选题紧密结合所

学专业和社会经济实际，科学合理，做到一人一题。论文完成过程严格按照下达

任务书、开题、初稿、修改稿、定稿的论文撰写过程。答辩严格遵照论文答辩程

序，有指导教师意见、评阅教师意见及答辩小组意见，最后成绩综合论文选题、

撰写过程、指导教师意见、评阅教师意见及答辩小组意见评定。几乎所有专业教

师都指导本科生论文，单个教师指导学生数＜15 人，指导教师均具有中级及以

上职称，且高职比例为 46.15℅。 

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升学率为：2016届为 21.28℅，2017 届为 26.44℅，2018

届为 21.67℅，平均为 23.13℅ 。 

8.2 学生创新能力 

随着统计系学科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了教师的科研团队。同时，

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申请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撰写学术

论文。近三年，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共发表学术论文 5篇。见

表 8-2-1。按近三年应用统计学专业 2013级、2014级、2015级、2016 级及 2017



级计算，在校学生人数 364人，达到了每千名学生≥10 篇的要求。 

 

表 8-2-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序号 文章题目 作者、学

号 

指 导 教

师 

期刊、发表时

间 

1 大学数学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构建 苑琳琳 

16112229 

刘爱国 科技风杂志 

2018.12 

2 个性化教育知识平台的设计与思

考 

陶  伟 

16112248 

刘爱国 科技风杂志 

2018.11 

3 合肥市空气质量评价及其影响指

标分析 

 

黄  暄 

15101832 

 电脑知识与技

术 

2018.11 

4 A recreation satisfaction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Lakeside 

Wetland Park in Hefei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王潇文 

13101136 

李  坦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2018.07 

5 中国大学生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

障碍的研究——基于合肥市大学

生的统计调查分析 

许 竞 

12101594 

武  东 中国市场 

2015.12 

 

统计系与甲骨文合肥技术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合作，以项目驱动的形式开展了

创新实践活动。另外，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模块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把创新创

业教育与实践与学科竞赛捆绑在一起。如，把创新创业实践与全国大学生市场调

查与分析大赛结合起来，这样每位同学必须参加，而且认真对待，很好地把课内

理论知识与课外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参加的人数多而且效果好。 

近三年，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在学科竞赛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果。表 8-2-2

列出了应用统计学专业部分学生在部分学科竞赛中的国家级奖项获奖情况。限于

篇幅，还有各类学科竞赛省级奖项未列其中。 

 

表 8-2-2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部分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学生 获奖级别及等级 获奖时间 

1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

大赛 

15应统 

俞露等 

国家级 、一等奖 2017 

2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

大赛 

15应统 

章洁等 

国家级 、三等奖 2017 

3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

大赛 

15应统 

黄婧等 

国家级 、优秀奖 2017 

4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

大赛 

15应统 

黄暄等 

国家级 、优秀奖 2017 

5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

大赛 

15应统 

李晶晶等 

国家级 、优秀奖 2017 

6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 

15应统 

俞露等 

国家级 、三等奖 2017 

7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15应统 国家级 、三等奖 2017 



计大赛 刘德刚等 

8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 

15应统 

章洁等 

国家级 、三等奖 2017 

9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 

15应统 

朱孟强等 

国家级 、三等奖 2017 

10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17应统 

徐孟琳等 

国家级 、三等奖 2018 

 

近三年，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主持省级、校级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含省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多项，表 8-2-3 列出了部分立项或结题项目。 

 

表 8-2-3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主持省级、校级大创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级别、

类型 

主持人 指导

教师 

立项或结

题时间 

1 “云校园”大学生生活服务平台 APP

开发 

国家

级、创

业训练

项目 

吴思 

17应统 

牛文

琪 

2018（立

项） 

2 不同宣传方式对企业经营效益的影

响分析——以服装品牌 uniqlo为例 

校级、

大创项

目 

李昭妍 

17应统 

于淑

妹 

2018（立

项） 

3 大学生就业倾向统计调查 校级、

大创项

目 

周静 

13应统 

李坦 2017年（结

题） 

4 基于 CGE 模型的合肥市大气污染防

治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校级、

大创项

目 

朱琳 

13应统 

李坦 2017年（结

题） 

5 基于 vb 的校园二手商品交易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 

校级、

大创项

目 

李晶 

13应统 

牛文

琪 

2017年（结

题） 

6 混合物联合毒效应模型的开发 校级、

大创项

目 

缪永妹 

13应统 

吴元

翠 

2017年（结

题） 

7 实体书店运营现状的调查与统计分

析 

校级、

大创项

目 

琚阳 

13应统 

吴元

翠 

2017年（结

题） 

8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心电信号分类

研究 

省级、

创新训

练项目 

章洁 

15应统 

武东 2017年（立

项） 

9 在线音频导学服务平台搭建 省级、

创新训

练项目 

陶伟 

16应统 

刘爱

国 

2017年（立

项） 

10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光谱图像分类方

法研究——以小麦赤霉病为例 

省级、

创新训

黄垒 

15应统 

金秀 2017年（立

项） 



练项目 

11 基于硫税的安徽省 CGE模型设计 校级、

大创项

目 

王宏轩 

16应统 

李坦 2017年（立

项） 

 

12 大学生自习行为模式的研究——以

安徽农业大学为例 

校级、

大创

项、目 

严洁 

16应统 

王萍 2017年（立

项） 

13 混合物联合毒效应模型的开发 校级、

大创项

目 

王宇 

15应统 

吴 元

翠 

2017 （ 立

项） 

14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大学数学学习诊

断系统的构建 

校级、

大创项

目 

苑琳琳 

16应统 

刘 爱

国 

2017 （ 立

项） 

15 巢湖蓝藻水华状况的统计分析 校级、

大创项

目 

卢昕葳 

16应统 

程靖 2017 （ 立

项） 

16 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的抽样调查与

统计分析 

省级、

大创项

目 

 

许竞 

12应统 

武东 2016年（结

题） 

17 基于 CGE 模型的安徽省硫税政策一

般均衡研究 

省级、

创新训

练项目 

朴秀婷 

14应统 

李坦 2016 （ 立

项） 

 

同时，应用统计学专业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与实践能力为目的，积极鼓励学

生参加各种技能和科技竞赛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效果。表 8-2-4列出了应

用统计学专业学生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部分项目情况。 

 

表 8-2-4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参加技能和科技竞赛获奖情况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成员 获奖级别与等级 获奖时间 

1 安徽省“双百”大赛 俞露 

15应统 

省级、优秀奖 2018 

2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安徽省级赛 

朱梦强 

15应统 

省级、三等奖 2018 

3 安徽省 EBSCO 杯文献检索信

息获取体验大赛 

刘德刚 

15应统 

省级、一等奖 2017 

4 “万方杯”检索竞赛 刘德刚 

15应统 

省级、一等奖 2017 

5 安徽网辩联赛 李沁欣 

15应统 

省级、一等奖 2017 

6 第五届捭阖辩论国际挑战赛

安徽赛区 

李沁欣 

15应统 

省级、三等奖 2017 

 

 



9.社会声誉 

9.1 生源 

随着 2011 年安徽农业大学开始一本招生，生源质量逐年提高，最低录取分

数线较同批次学校录取最低控制线不断升高，见表 9-1-1。 

 

表 9-1-1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最低录取分数（近三年） 

年份 本专业最低录取分数 同批次学校录取最低控制线 差额 

2016年 531 518 +13 

2017年 506 487 +19 

2018年 531 505 +26 

数据来源：安徽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 

 

9.2 毕业生就业 

安徽农业大学历来重视学生就业工作，曾经连续 5年被评为全省就业标兵单

位。全校学生的就业率一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稳居全省前列。在理学院党委的

领导下，全系师生共同努力，通过提前引导、过程指导、特殊困难个体帮扶等措

施，就业率一直名列学校前列。应用统计学专业 2016、2017、2018 三年的初次

就业率分别为 97.87％、97.70％、98.33％，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数据来源：

安徽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 

9.3 社会评价 

由学校组织对近两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安徽农业

大学的毕业生在思想品德、敬业精神、工作态度、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创新能

力诸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2016、2017 两年全校的整体满意或比较满意率分

别为 100％、99.08％ 。（数据来源：安徽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 

 

10.专业特色与优势 

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在近十年的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健

全的育人机制和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总结为：办学定位准确，育人目标明确。充

分体现和发挥专业负责人与辅导员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党支

部与系紧密协作的“三全”育人机制，全体教师参与的“全员导师制”。体现

在以下几个层面： 

（1）专业负责人与辅导员共同全程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了解实际情况，对

办学理念的完善，办学思路的调整，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2）专业负责人参与人才培养过程，甚至兼任辅导员，不仅是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订者，也是执行者，这对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人

才培养过程的把握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都有着亲身的体会和感受，能适时对人

才培养各方面工作做动态的调整。 

（3）“全员导师制”使得全体教师在教学上更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改进

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利于课程体系的完善。 

（4）党支部与系紧密协作的“三全”育人机制，不仅体现在教学管理、运

行和监控上，而且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上。 

这种育人机制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

得到了学校有关部门的认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盘点十年的办学、育人历程，虽然有艰辛，但更多的是收获。同时我们也感

觉到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好，还有许多工作没来得及做，这都是以后工作要努力的

方向。 

 

最后，感谢专家老师的审阅。也请专家老师不吝赐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祝各位专家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安徽农业大学理学院统计系 

                                                2019.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