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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0日，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在贵州财经大学正式挂牌，这是贵阳市政

府与贵州财经大学开展政校合作、携手推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发展，展

现出贵阳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快赶路”的一种新姿态。目前，贵州正大力实施

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

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

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通过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的建

设，贵州财经大学紧盯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战略方向，在大数据

平台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探索、 全力推进。为促进学校大数据金融

学的研究与实践，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作为学校信息资源 的中心，在信息保障，服务

支持方面责无旁贷。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的编纂，通过收集

整理大数据及大数据金融发展的最新趋势、大数据相关业界动态、大数据相关的技术

和专业知识等内容的信息资源，为我校大数据金融领域的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的文献

信息保障。

是为记！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 杨帆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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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导读】大数据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热点，在中国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俨然成为了

“大数据”的代言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

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通

过整理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大事记，记录下贵州在发展大数据这条道路上迈进的步伐。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2018.07-2018.09）

◎6月2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

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

贵州的意见》，计划到2020年，信息化驱动现

代化能力明显提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

泛应用，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

平，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科学化、高效化水平，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明显提

升，初步形成融合深入、产业繁荣、共享开放、

治理协同、保障有力的数字贵州发展格局，有力

助推贵州省发展。

◎6月30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

2018数博会贺信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力

推动数字贵州建设”的重大部署，加快推动贵州

省大数据发展。近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印发了《关于印发全力推动数字贵州建设打好数

字融合攻坚战相关工作方案的通知》，公布了贵

州省加快建设数字治理、数字民生、数字设施、

数字安全四方面详细的工作方案。

◎7月16日，《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考

核暂行办法》已经2018年5月21日市人民政府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9月1日起施

行。该《办法》以政府数据共享开放为考核重

点，主要考核组织管理、基础保障、数据共享和

数据开放等内容。组织管理主要涵盖组织领导、

工作机制、宣传培训、安全管理、资金保障等内

容。

◎7月27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例行吹风会在北京举行，贵阳市受邀就贵阳市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在会上

作经验交流。此次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由国务

院新闻办组织，邀请贵阳、厦门、武汉、佛山等

4个城市介绍本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实践

经验和典型做法。

◎7月27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中心在厦门发布了“2018年中国互联网

企业100强榜单”，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再次入围，排名第39位，成为国内唯一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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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入选的“互联网+医疗”企业，也是贵州省

唯一入榜企业。

◎　7月27日，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与贵州蓝石科技有限公司在贵阳市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区块链技术在信息安全领

域的应用。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航天云网贵州公司”）总经理杨灵运、贵州

蓝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石科技”）执

行总裁顾天安等出席本次签约仪式。

◎7月27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例行吹风会在北京举行，贵阳市受邀就贵阳市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在会上

作经验交流。

◎8月2日，“黔视界”2018非遗文化艺

术周正式拉开帷幕后，坐落于云岩区的产业园

区——智谷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举行了推介

会。据悉，这也是云岩区的首个创意产业园。目

前，贵阳智谷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全球战略

招商已经开始，入驻的企业和平台将获金融服

务、孵化服务、品牌推广、公益服务、文化交

流、艺术展示、线上交流、会员服务、政策服务

等“九大服务平台”。

◎ 8月2日和3日，“深挖数据智能助推数字

经济——2018（第三届）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

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贵阳双龙经济区企业

BBD三度蝉联“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并入围

“大数据企业投资价值百强榜单”。

◎8月3日下午，“黔行深圳·千里寻苗”对

接洽谈会在深圳举行，贵州省投促局局长马雷表

示贵州和深圳渊源悠久血脉相通，以大数据为媒

寻亲重温互助历史、寻苗找寻潜力企业、寻宝共

创合作辉煌。进一步搭建平台，吸引更多大数据

初创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来黔发展，培育更多大

数据未来的“巨无霸”。

◎8月7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印发《贵州省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

流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

盖全省、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有序的电子

商务与快递物流服务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

模、主营业务突出、辐射范围广、技术水平高、

模式先进、服务优质、具有较强资源整合能力和

综合竞争力、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电子商务与快

递物流龙头企业，网络零售额和快递业务量年增

长30%以上，农产品上行取得显著成效。　

◎8月13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

指导意见》精神，推动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

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贵州省政府近日印发《贵

州省推动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

实施方案》

　◎8月16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全国首部大数据安全管理地方性

法规《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将于2018年10月1日起正式施

行。该条例的发布是贵阳市继2017年出台全国首

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贵阳市政府数

据共享开放条例》后，对大数据安全领域内的又

一创新性立法探索，同时也是大数据地方立法的

最新成果。

◎9月4日，贵州省创新创业地图新闻通气会

在贵阳召开。贵州省科技厅整合全省双创资源，

让数据“说话”，通过数据模型和先进的可视化

技术，绘制了贵州省创新创业地图，贵州全省

102家孵化载体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独一无

二的位置。这份地图全面直观地呈现一个区域乃

至全省的双创生态建设、资源布局、产业趋势等

发展变化情况。

◎9月4日，“建行杯”贵州省第四届“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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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贵安新区花溪

大学城贵州师范大学举行。经各高校校赛选拔、

省赛网络评审等层层遴选，脱颖而出进入省级决

赛的共有72个项目，其中排名前27的项目，当天

在主赛道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上争夺金

奖、银奖以及单项奖。

◎9月5日，贵阳公交集团组织媒体体验试

乘由湖南中车研发、装配的智能公交车样车，这

标志着在不久的将来，贵阳将进入智能公交车时

代。贵阳市作为国家首批智慧公交的试点城市之

一，智慧公交将在不久的将来惠及广大市民，科

技引领未来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常规公交向

智慧公交的转型也是必然的趋势。

　◎9月5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印

发关于实施“云使用券”助推“企业上云”的通

知。2018年，贵州省上云企业突破10000户，预

计到2020年上云企业突破20000户，建成两个综

合性、四个特定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9月6日，智慧交通平台“通村村”APP

正式在花溪区投入使用。“通村村”平台主要方

便农村群众出行，让他们能及时地掌握客运车辆

的动态、走向和运营时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

间。“通村村”APP包括呼叫班车、包车、定制

班车、查询公交等功能，可实时看到车辆数量和

行经位置，能有效解决农村群众的出行难问题。

未来，“通村村”APP将实现包车服务，只需输

入乘车人数和目的地，相关车辆即可到乘客家门

口接送。

◎9月8日，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先

进制造产业研讨会在贵阳市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贵阳市正大力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

助推经济发展“换道超车”。

◎9月12日，2018年全国各级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和信用门户网站建设观摩培训活动在江苏南

京圆满结束，经过预选、观摩两个阶段的同台竞

技，贵州省代表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贵

州）和信用中国（贵州）网站以91.33分的成

绩，由去年的第六名提升至第四名，成为西部地

区连续两年进入决赛的唯一省份。白云区“诚信

天下”信用信息平台和信用中国（贵州白云）荣

获全国特色性平台网站称号。

◎9月13日，市民在遵义市汇川区亿易通科

技网络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掌纹识别购物。该公司

推出了“大数据+新零售整体解决方案”，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等先进手段，

对商品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进行升级改造，让

无人智能货柜走进市民的生活圈。

◎9月13日，为规范贵阳市网约车安全管理

工作，贵阳市公安局公交轨道分局发布了《贵阳

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安全管理规定》并开始实

施。据贵阳市公安局公交轨道分局安防科民警介

绍，目前贵阳市共有16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其中

15家已经在公安机关备案，还有1家正准备进行

备案。

◎9月13日上午，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正式揭牌成立。，创新基地建设

已吸纳了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省

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等32家大数据

龙头骨干企业参与，将围绕创制一批前瞻性、引

领性的技术标准和培育一批标准创新型企业的目

标，形成一批以技术标准为纽带、协同技术创新

和产业发展的联盟。

◎9月13日，作为贵阳公交“智慧大脑”

（本报曾作报道）建设方的深圳市都市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处理分析贵阳公交运营的基

础数据、业务模块等数据。预计今年年底“智慧

大脑”系统将在贵阳公交集团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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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从《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定》贯彻落

实推进会上获悉，贵阳正强化联合惩戒机制，通

过贵阳市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云平台，让失信

被执行人受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

◎9月14日，记者从省大数据局获悉，贵州

在全国率先编制的《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评估体系》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专家组对《评估

体系》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该评估体系在全

国首次提出覆盖国民经济全行业大数据融合应用

评估方法，有较高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可操作

性，并建议在国家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

用实践中加以推广。

◎记者9月16日，从市政务服务中心获悉，

目前，《贵阳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关于在市

政务大厅开展“一窗式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实

施方案》已经市政府通过，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 9月17日，贵州省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开幕式在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示范区举行，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贵阳市启动仪式同期举行。

◎ 9月17日，全球首个无人驾驶实训基地在

贵阳高新区启用。这次无人驾驶工程师实训基地

的启动，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零的突破，抢占了时

代发展的先机，将为无人驾驶技术推广应用贡献

力量，为高新区乃至全市全省创新发展智能应用

推动注入新的活力。

◎9月17日至23日是2018年国家安全网络宣

传周。9月20日，贵州省公安厅会同贵阳市公安

局等有关单位，在贵阳市筑城广场南广场举行网

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300余名社会各界群

众在《网络安全倡议书》上签名。

◎9月17日，由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瑞士

经济部亚洲司、瑞士联邦中小企业协会、苏黎

世大区经济发展局协办，主题为“招商 创新 共

赢”的2018年贵阳——瑞士招商精准对接会在

瑞士苏黎世举行。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作

招商推介，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赵清华、瑞士经

济部亚洲司副司长罗森博格、苏黎世前市长瓦格

纳、瑞士国家创新园CEO科龙致辞，市政府秘书

长刘本立主持。

◎9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陈鲸院士与中声科

技公司、中国移动贵阳分公司共建院士工作站举

行签约仪式。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把城市智慧

应急系统打造成为集智慧城市应急发布、大数

据、融媒体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共同推进贵

阳高新区产学研合作上新台阶。

◎9月19日，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化网络联

盟贵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在贵阳正式挂牌成

立。该中心的成立标志我省将充分利用中国科学

院各类科技创新资源和先进科技成果，为贵州实

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提供高质量科技

供给迈上新台阶。

◎9月2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关于《贵阳市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

审议结果报告。

◎9月25日，记者从贵州省通信管理局获

悉，截至2018年8月底，贵州信息通信业完成电

信业务收入212.4亿元，同比增长11.8%，是全

国31个省市中惟一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省份，增幅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已连续19个月排名全

国第1位。

◎9月26日上午，由中国宇航学会主办的

“航天领域大数据应用研讨会暨2018中国宇航学

会工作会”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正式拉开帷

幕。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健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科技委副主任孙为钢，中

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一然，中国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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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文，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三院副院长徐涛，航天档案馆主任庞

海涛等来自全国多家企事业单位的航天大数据应

用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及代表共计300余人

出席了本次会议。会前贵阳市常务副市长徐昊会

见了主要参会领导及专家院士。

◎9月27日，来自贵阳市运管局消息，该局

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造出租汽车行业的“诚信大数

据”，研发投用“稽查系统”和“道路运输车

辆、从业人员征信管理系统”，实现了违章失信

有记录、好人好事有加分，诚信考核有依据。

◎9月27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复函支持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全国首个“大

数据安全认证示范区”。

◎9月27日，“2018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

览会暨未来城市新生态大会暨宽带中国市长峰

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上，宽带发展

联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创建成果和优秀城市名单，贵阳市

先后荣膺“宽带普及水平领先城市（西部地区 前

十五）”、“基础设施水平领先城市（西部地区 

前十五）”两项创建成果，再创光网城市建设佳

绩。

◎　9月27日，贵安新区政务服务大数据分

析平台各项功能基本开发完成，拟于近期上线运

行。该平台建立了行政效能研判分析模型，形成

统计分析成果，对政务服务数据进行全方位、

多维度分析挖掘，通过‘用数据说话、用数据

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

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为新区深化”放管服

“改革、解决企业群众办事痛点堵点的决策分析

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9月28日，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在贵阳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建立了“人工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

并挂牌，研发适合贵州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人工

智能平台。

◎  9 月 2 9 日 ， 贵 阳 国 家 高 新 区 2 0 1 8 年

“十一”科技旅游文化活动月在贵阳大数据创客

广场正式启动。以“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创新舞

动数谷之心”为主题，此次活动月将从从9月29

日持续至10月30日。

◎9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

服务业司公布2018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

目名单，贵阳高新区3家企业的3个项目入选。这

3个项目为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工

业云的企业生产管理大数据应用分析平台项目、

贵阳朗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疑难重症二次

会诊平台建设及推广试点示范项目、贵阳块数据

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项目，分别入选产业创新大数据应用类示范项

目、民生服务大数据应用类示范项目、政务数据

共享开放平台类示范项目。

来源：网络资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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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产业政策
（2018.07-2018.09）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关于实施

“云使用券”助推“企业上云”的通知

各市（州）、贵安新区大数据主管部门、各有关

企业：

为了深入落实《贵州省实施“万企融合”

大行动打好“数字经济”攻坚战方案》（黔府发

【2018】2号），根据《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

（2018-2020年）》（工信部软【2018】）135

号）要求，省大数据局会同各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云使用券”助推“企业上云”工作，引导实体

经济企业使用云服务、拓展云应用，进一步培育

壮大云计算产业，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导读】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需要大数据产品政策的推动，收集整理相关的大数据产业

政策，一方面是进行文献的汇集，另一方面为相关读者提供文献支持。



7

贵州大数据产业政策

关于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加快建设数字贵州的意见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

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国家大

数据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

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按照“一个坚定不移、四

个强化、四个加快融合”的要求，把数字贵州建

设作为新时代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抓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目标，全力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政府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开展数字经

济、数字治理、数字民生、数字设施、数字安全

攻坚，强化技术、人才、标准、安全等发展保

障，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

战略行动，加快建设数字贵州，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实现跨越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提供有力支

撑。

《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

条例》2018年6月5日贵阳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18年

8月2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批准。

《条例》由贵阳市委、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历时653

天开展而成，共6章37条，涉

及大数据安全管理的适用范围

和相关概念以及遵循的原则、

政府部门职责分工、数据安全

保障、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方面。

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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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考核暂行办法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60号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考核暂行办法》已经2018年5月21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陈晏

2018年6月27日

该《办法》以政府数据共享开放为考核重点，主要考核组织管理、基础保障、数据共享和数据开放

等内容。组织管理主要涵盖组织领导、工作机制、宣传培训、安全管理、资金保障等内容。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省有

关单位，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

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人民银行批

复的《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

试点省实施方案》，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安排和部署，加快推进我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贯彻落实＜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

合发展试点省实施方案＞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

《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试点

省2018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国家、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部署要求，认真贯彻实施，抓好落实。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2018年5月4日

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试点省实施方案

省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关于印发《贯彻落实＜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

数据融合发展试点省实施方案＞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

据融合发展试点省2018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黔发改财金〔2018〕5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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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推动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

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

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精神，推动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工

业互联网，贵州省政府近日印发《贵州省推动大

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按照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推进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战略部署，以

“千企改造”工程为载体、“万企融合”行动为

抓手，系统构建全省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

全三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新

型网络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融合应用

的广度、深度、精度，为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坚实有力支

撑。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

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

推动我省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企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提升电子商务与快递协同发展水

平，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

发《贵州省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主要内容如下：

总体目标

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省、布局合理、

便捷高效、安全有序的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服务

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主营业务突出、

辐射范围广、技术水平高、模式先进、服务优

质、具有较强资源整合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经济

和社会效益好的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龙头企业，

网络零售额和快递业务量年增长30%以上，农产

品上行取得显著成效。

贵州省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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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打好数字融合攻坚战相关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2018数博会贺信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力推动数字贵州建

设”的重大部署，加快推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

近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印

发全力推动数字贵州建设打好数字融合攻坚战相

关工作方案的通知》，公布了贵州省加快建设数

字治理、数字民生、数字设施、数字安全四方面

详细的工作方案。四个方案分别为：

1、贵州省建设数字政府·打好数字智力攻

坚战工作方案

2、贵州省推进服务到家·打好数字民生攻

坚战工作方案

3、贵州省创领先补短板·打好数字设施攻

坚战工作方案

4、贵州省实施安全护航·打好数字安全攻

坚战工作方案

来源：网络资料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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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 0 8 - 2 3 举 办 的

KDD2018（国际数据挖掘与知

识发现大会）是数据科学领域

的顶级学术盛宴，京东全面亮

相，并以发表10篇论文的成绩

展示了中国技术发展的“京东

力量”，创新的技术和落地的

应用成为这些论文最吸引行业

关注的特色。

同时，在KDD大会期间，

京东还举办了主题为“KDD 

in Retail Industry”的京东技

术之夜酒会。四位数据挖掘最

高奖ACM SIGKDD Innovation 

Award得主、京东多位技术专

家等诸多业界大咖与行业精英

共聚一堂，共同探讨数据挖掘

的未来发展方向、机遇与挑

战。

ACM SIGKDD现任主席、

京东集团副总裁、大数据与智

能供应链事业部总裁裴健教授

表示：“技术本身的价值需要

跟业务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体

现。而京东拥有全面的大数据

和丰富的业务场景，为技术人

才提供了发展技术、验证技

术、应用技术的优质环境。京

东希望吸纳更多有技术直觉、

对业务感兴趣、有打破框架做

创新欲望的人才加盟京东。”

▲裴健教授主持JD Night

酒会 四位学术领袖畅谈零售行

业数据挖掘

8 月 1 9 日 ~ 2 3 日 ， 

KDD2018年度峰会在英国伦

敦召开，作为国际数据科学和

数据挖掘领域的最顶级学术会

议，吸引了来自全球众多顶尖

科研院所、知名国际企业行业

精英及专家学者们共襄科技盛

举。今年的KDD大会期间，众

多国内外科技公司纷纷展示了

各自在数据科学领域的最新技

术与成果，现场精彩纷呈。

10篇论文入选

“京东力量”彰显大数据

技术实力

KDD是数据挖掘和数据

科学领域最顶级的学术年会，

来自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部

门的研究人员都希望在KDD

上发表和展示自己有影响力的

论文。由于投稿量大，审核严

格，KDD的论文接收率一直较

低，本届KDD大会论文接收率

仅为18.4%，能够有10篇论文

从众多投稿中脱颖而出，京东

的技术实力不容小觑，这也意

味着京东在数据挖掘和大数据

应用方面的经验和实力得到了

学术界认可。

以 京 东 在 搜 索 推 荐 领 域

的论文《Recommendations 

with Negative Feedback via 

Pairwise Deep Reinforcement 

见证大数据顶级学术会议的“京东力量”

【导读】国际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大会是数据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盛宴，京东全面亮

相，并以发表10篇论文的成绩展示了中国技术发展的“京东力量”，创新的技术和落地的应

用成为这些论文最吸引行业关注的特色。2018年联通大数据赋能金融行业研讨会上海站，充

分展示了联通在大数据方面的优势及成熟的金融产品，高度有效地满足了客户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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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为例，推荐系统是

一种信息过滤系统，用于预

测用户对物品的“评分”或

“偏好”。绝大多数的推荐系

统根据固定的策略和方法生成

推荐结果，将推荐结果的生成

建模为静态的过程。这种建模

方式忽略了用户与推荐系统

的交互过程，无法对用户的

实时行为进行及时反馈。我

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建模方式

（DEERS），使得推荐系统能

在与用户不断交互过程中迭代

优化推荐策略。我们将用户和

推荐系统之间的交互过程建模

为马尔科夫决策过程（Markov 

Decision Processes），并利

用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技术学得最优推荐

策略。团队成员基于真实电商

推荐系统数据的实验结果证实

了框架的有效性，下图展示了

DEERS的训练过程和与其他方

法的性能比较；同时，正在尝

试将此方法应用于京东电商推

荐系统中。

▲京东展出技术得到参会

嘉宾的热情关注

此外，京东还在AI寻找病

例的敏感数据位置，改善医疗

服务；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

用于城市商业和经济、城市规

划、公共安全、环境和能源等

领域中，打造更具智慧的未来

城市等方面入选了数篇论文，

标志着京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产、学、研、用一体化进程正

在加速落地，解决实际问题，

服务社会和国计民生。

京东技术登陆伦敦

让人才成为技术的创新者

与应用的实践者

学 术 研 究 最 终 还 要 落 地

到解决实际问题，如KDD这样

的顶级学术会议，更为重视企

业运用数据解决实际能力的问

题，企业在进行科研的同时，

必须要注意不断向产业的落地

延伸。以京东供应链首席科学

家申作军教授领衔的团队通过

主题为《零售即服务中的数据

科学》的辅导报告，充分体现

了由大数据平台作为基础、核

心算法作为支撑、多元商业场

景作为引导的京东领先实践，

将京东学术研究和产业落地紧

密结合的实践经验带给全球受

众。报告现场引发了亚马逊、

Netflix等公司的科学家与工程

人员的踊跃提问及热烈讨论。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投

身于技术研发及学术研究中，

企业的另一面也逐渐展示出

来。企业在拓展商业版图的同

时，亦在通过技术的持续加码

与深耕，推动技术在实际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并利用技

术更好地解决商业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人才是最重要的力

量。

一直以来，京东都希望吸

纳更多有技术直觉、对业务感

兴趣、有打破框架做创新欲望

的人才加盟京东。事实上，京

东的人才队伍也正在不断发展

壮大，诸多技术大咖正在京东

▲DEERS的训练过程和与其他方法的性能比较

（京东数据科学实验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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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团队中大放异彩，并在

全球技术舞台上散发出更加耀

眼的光彩。

裴健教授表示，京东能够

吸纳到越来越多的人才，一方

面是因为京东坚持着坚定的人

才观，对于全球人才的吸纳都

有着完整的规划和布局。只有

好的技术环境才能让科技人才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挥更

大价值，而京东在技术创新领

域一向走在前列，为技术人才

打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技术环境

作为支撑；另一方面，京东拥

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就为技

术人才提供了发展技术、验证

技术、应用技术的优质场景。

“技术本身的价值需要经过落

地并应用之后才能最大化，因

而技术的验证、与业务的结合

至关重要，京东则拥有丰富的

应用场景，可以成为与技术

结合、促进技术发挥价值的沃

土。“

业界领袖和学者共聚一堂

探索零售行业未来变革

为 了 帮 助 与 会 专 家 更 好

地了解京东，并创造在未来更

多的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合

作机会，京东于8月21日在伦

敦Sunborn London酒店举行

以“KDD in Retail Industry”

为 主 题 的 京 东 技 术 之 夜 酒

会。四位数据挖掘领域最高

奖SIGKDD Innovation Award

获 得 者 —— 美 国 伊 利 诺 伊 大

学香槟分校教授、ACM/IEEE 

Fellow韩家炜教授；美国卡耐

基梅隆大学教授、ACM/IEEE 

Fellow Christos Faloutsos教

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

分校教授、ACM/IEEE Fellow 

Philip S. Yu教授及京东多位技

术专家、诸多业界大咖与行业

精英出席，合力打造出了一个

思想碰撞与交流的最佳平台。

在 酒 会 现 场 ， 美 国 自 然

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信息和智能系统

部（Di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s）的项

目主任Maria Zemankova博士

也莅临现场进行了即席发言。

阐述了她对数据挖掘和机器

学习领域近年来发展的看法。

Zemankova博士多年来担任美

国自然科学基金中关于信息系

统的项目（包括学术界知名的

CAREER Award）审批工作，

对数据挖掘领域的研究方向的

把握与推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Zemankova博士即席

发言

与 此 同 时 ， 京 东 在 交 流

会的Mini Show环节也展示了

京东大数据和智能供应链的最

新成果。京东基于海量的大数

据基础和丰富的业务场景，正

在不断强化大数据驱动的智能

供应链技术，而这些深耕了十

余年的技术能力与实践管理经

验，已经让京东从数据驱动零

售革新的最佳实践者向对外赋

能者转变，并且将其作为零售

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

开放，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价

值。目前，京东大数据与智能

供应链的技术和应用已经走在

行业前列，在世界舞台展示出

中国企业的技术力量。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

发展，以及京东等科技企业在

技术方面持续的投入，顶级学

术会议不再只是学术界交流学

术成果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中

国领军企业展现自身科研实力

与分享成果的重要舞台。

相信在未来，不仅是KDD

大会，在其它顶级学术会议

上，国内企业的身影会变得越

来越多。而京东也将继续在科

研领域深耕，孵化与实践更多

国际前沿的科技成果，推动产

学研用一体化，用技术驱动零

售产业发展，并以开放、赋能

的态度，为全社会创造更大价

值，践行“成为全球最值得信

赖的企业”这一京东承诺！

来源：http：//www.sohu.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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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大数据赋能金融行业研讨会上海站

2018年8月30日，2018年

联通大数据赋能金融行业研讨

会上海站在上海龙之梦万丽酒

店10楼宴会厅成功举办，200

人的宴会大厅一时间人头攒

动，现场座无虚席。

本 次 研 讨 会 由 中 国 联 通

上海市分公司和联通大数据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以“数

智 引 航 ， 共 赢 未 来 ” 为 主

题，邀请到银行、保险、证

券等众多行业的近百家客户

出席。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华和中国联通上

海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沈可出

席大会并致辞。

周华副总经理表示，2012

年以来，中国联通结合自身运

营商数据优势，深耕大数据产

业，从平台搭建、数据整合、

数据挖掘、数据应用建设、大

数据标准体系等多方面入手，

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风控平

台、数字营销、能力开放平台

等明星产品，并结合不同行业

需求痛点，形成了具有行业特

色的解决方案，并打造了基于

不同行业的特色产品。例如：

针对近年来金融行业风险控制

成本高、营销获客成本高的两

高问题，中国联通结合全网用

户数据，打造了一套金融行业

大数据解决方案，并推出数盾

风控、数达营销、数赢洞察等

产品，助力金融企业风险防控

和获客效率提升。

中 国 联 通 上 海 市 分 公

司副总经理沈可表示，上海

联通作为一家积极拥抱互联

网的通信运营商，一直在致

力于打造“云大物智”的新

型业务能力，加快互联网化

的深度转型。经过多年行业

深耕，上海联通已具备专业

化的大数据能力，形成从底

层平台建设、数据生产、存

储，到顶层统一数据服务的

一体化大数据支撑体系。而

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做

金融大数据具有先天优势。

今后将深入结合集团明星产

品和上海本地能力，更好地

为上海的各类金融客户提供

大数据服务。

会上，联通大数据产品专

家分别就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

精准营销、风险控制、舆情管

理应用现状及解决方案进行了

深入的讲解，激发了客户的兴

趣，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此外，现场还进行中国联

通与战略合作伙伴的签约仪式

推动运营商数据在各领域的深

度合作。

本 次 研 讨 会 充 分 展 示 了

联通在大数据方面的优势及成

熟的金融产品，高度有效地满

足了客户的诉求，进一步打响

了联通大数据的品牌，为中国

联通的战略转型奠定了扎实基

础。

来源：搜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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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金融市场充斥着各方信息，小到

官员讲话，大到国家重要数据，信息化时代下，

投资者越来越享受到透明度更高、传递更快速的

资讯。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市场中繁杂的信息所

困扰，想要分析信息的时候却无从下手。

周四（9月6日）2018亚洲交易博览（广

州）展会第二天下午，FX168财经学院讲师、金

融分析师郎采凤女士就“如何透析大数据、解读

基本面？”进行了主题演讲，分享了其独有的经

验和技巧。

郎老师立足于三面中的“基本面”，分享不

同国家数据所具有的“妖”、“直”、“短”、

“淡”的不同特性，并根据不同国家数据特性配

以不同的方法。

与此同时，郎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利率决议

来临时，如何快速攫取百点以上利润。此外，郎

老师还分享了如何利用数据、

政策、货币特性、商品特性等

基本面分析，把握大级别趋势

性交易机会。

以下是郎采凤女士演讲的

主要内容：

大多数人透析基本面会遇

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操作

数据，像非农、CPI怎么操作，

大家不知道。怎么操作央行会

议，这是非常困难的地方。很

郎采凤：如何透析大数据、解读基本面？

【导读】FX168财经学院讲师、金融分析师郎采凤女士就“如何透析大数据、解读基本

面？”进行了主题演讲，分享了其独有的经验和技巧。杨凯生：P2P暴雷潮，有些机构盲目

相信所谓大数据；合资本董事长郭宇航、天云大数据副总裁李从武、北京极速云科技创始人

及CEO雷鹏，三位嘉宾和主持人叶筱静共同探讨了大数据与金融科技；巴曙松：信用风险蔓

延是因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唐宁：六大机制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合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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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对于逻辑关系，为什么美元在涨，黄金也在

涨，你很困惑？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美元怎么

走，可能也比较困惑，这就是逻辑关系理不清。

我们的基本面中，给大家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是数据。并非所有的数据重要程度一成不

变，不同的周期、不同的经济环境和货币政策环

境下，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两个维度看一

下数据是否有价值，第一是看数据本身的特点，

比如说非农，为什么非农那么重要，它是经济增

长关联程度最高，企业裁员了，说明经济形势不

好，如果企业招聘，说明经济还不错。关联程度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信息的时效性、可靠性，非

农是每个月周一到周五公布，时效性行，可靠性

高，这就决定了非农重要程度。

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非农又不重要了？

是因为经济和政策环境不同。不同商业周期下，

经济影响不一样，经济分以下几个周期：一是经

济复苏，二是繁荣、三是箫条、四是衰退。不同

周期，数据反应不一样。现在美国是处于过渡期

间，从复苏转向了繁荣，但还不能完全说繁荣，

只通过一两个数据表现就认为繁荣，还为时尚

早。

现阶段已经不是复苏阶段，复苏的时候我们

可通过失业率表现看经济是否运转良好。过渡期

阶段重点需关注的是薪资和消费的变化。但我们

每次做非农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关注失业率。以

前只要美国失业率降至6.5%以下，美联储就可

以推出宽松。而现在无论失业率数据是好是坏，

对于行情波动率都没有那么大了。现在最重要的

数据是薪资，包括PCE，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是

2%的PCE通胀率，一旦超过2%，美联储就会加

快升息；如果达不到，美联储就可以放慢升息步

伐。这是不同经济周期，政策环境影响下，我们

看到数据的反应。

第二个是政策方面。主要包括：财政、货币

和外汇政策。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做财政政策，

也很少见人做外汇政策，所以说比较有规律可操

作性的就是货币政策。

根据货币政策的特性，分为两种方法，一

是短线操作策略，重要数据公布前后一小会儿时

间，快速捕捉盈利机会。另一个是中线操作策

略，从欧美货币政策“大分化”到货币政策“共

紧缩”，如果对货币政策周期有了深刻认知，就

可以提前判定货币走势的拐点，从而提前布局。

此外，基本面不仅仅是经济数据和政策周

期，还包括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如美联储升息、

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等，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些因素

来综合判断，从而得出结论。

美元自2017年初至2018年初的这一波跌

势，可能仅仅是一轮跌势的开端，未来美元指数

料很难大幅突破110关口，所以拭目以待吧。

来源：ht t p s：// i n d u s t r y . f x 1 6 8 . c om/

news/1809/26596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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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P2P爆雷潮，单月问题平台数量

超历史任何时期，良性退出的势头中断，更多的

是跑路等恶性事件。“不少议论说是监管措施力

度过大或监管的一些政策相互叠加，是由于处置

风险而引发了风险等等。坦率说，我是不太赞成

这种看法。

9月2日，由金融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主办的第三届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中

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发表演讲时表示，最

近P2P爆雷潮，单月问题平台数量超历史任何时

期，良性退出的势头中断，更多的是跑路等恶性

事件。“不少议论说是监管措施力度过大或监管

的一些政策相互叠加，是由于处置风险而引发了

风险等等。坦率说，我是不太赞成这种看法。”

杨凯生说，这两年来，尽管P2P出现不少问

题，但P2P发展迅速，待还余额还是在提高。但

近三个月P2P平台的待还余额急剧下降，说明这

杨凯生：P2P暴雷潮，有些机构盲目相信所谓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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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整个行业担忧情绪比较强。尤其是七月以

来，社会对网贷问题的关注达到新高。

今天的6、7月份，出现问题平台的数量是

明显的增加的，所以社会把它称之为P2P的“暴

雷潮”。杨凯生说，应该说这个负面情绪或者恐

慌情绪来势是比较猛的，在2018年7月单月问题

平台上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月，显得非常令人

瞩目。良性退出市场，有序退出市场的势头似乎

中断了，更多的选择了跑路和其它恶性违约的现

象。

杨凯生说，这一轮“暴雷潮”的到来正好和

之前说的平台备案期限差不多重合的，所以有人

就说这个是不是由于要求备案所以引起了恐慌，

所以导致了跑路，实际上这个说法似乎根据是不

足的。

尽管2015年年度中间、2016年年度中间，曾

经出现过两轮比较规模大的平台问题暴露或者叫

“跑路潮”，但是这两年多来将近三年的时间，

他们成交量和待还余额还是一路上升，或者换句

话说，正面说这两年来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但

是P2P网络借贷业务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

“今年以来P2P的成交额开始持续下降，特

别是这三个月来它的待还的余额是急剧的下降。

这说明这一段时间以来，整个行业或者市场担忧

的情绪是比较强的或者说，应该说更正面说就整

个投资者社会公众、监管部门对P2P网络借贷的

风险认识有了新的认识或者说有了新的提高。”

杨凯生以一张情绪图为例，今年以来，特

别是7月份的时候，一种讨论曝光的数量是急剧

的上升的。“究竟是问题平台出现的问题多了，

严重了，影响了人们对P2P的关注，影响了人们

对P2P网络信贷平台的吹捧还是舆论情绪的负面

导致了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了更多的平台出现问

题。或者说它互为因果。”

在杨凯生看来，我觉得首先还是现实中出现

的问题多了，才影响了左右了人们的情绪，这还

是主要的。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出现问题

后出现更多炒作或恐慌情绪，但首先说问题的存

在导致了负面情绪的出现。

在杨凯生看来，这不应归咎于加强监管，或

者不应简单归咎于加强监管。“过分严格的监管

导致平台选择了恶性退场的做法，这种看法确实

有点有失偏颇了。”

杨凯生说，每次问题平台出现的高潮的时

候，风险但是已经集聚到一定的程度。市场上已

经有了不少的反应，监管部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

察觉之后，才出现的监管措施，而不是相反。

杨凯生分析了目前出问题的平台，有银行存

管的占比14%，有ICP认证22.1%，加入协会出

问题是13%等，尽管有些平台是做到了这些，但

并不能杜绝它出问题。“在监管要求里面比较难

达到或者说技术上真正的检查还有一定的难度或

者大家执行的自觉性不够高的一些要求，大家没

有做到。比如说小额分散的原则，单一自然人借

款不能超过多少原则并没有落实，这恰恰导致问

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凯生举例说，有一个平台的借款公司出

了问题，这个平台单一法人借款统计下来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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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万，远远超过了一百万的限额，实际上他当

时把它统计成20多个法人，“这些问题不解决，

我觉得这个风险控制，今后再继续的“暴雷”管

控还是有难度的。”

杨凯生说，除此还有问题平台之间一些企业

相互勾连或者说关联度比较高或者说关联交易比

较多的也是导致风险出现重要问题。，一些比较

大的问题平台如壹佰金融，有十个公司和它都是

搞互联网金融，和它关联度是非常高的，有相互

的资本股权关系有投资关系，而且恰恰这十个公

司都是在今年7月，几乎同时暴雷，同时出现问

题。

“法人治理机制的问题，不仅仅是在传统

企业中存在需要注意，实际上在互联网企业里面

也存在着同样问题，也需要加强法人治理机制的

建设，加强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杨凯生说，

平台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还是整改任务还没有完

成，错配、刚兑的现象，贷款规模超标的现象等

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所以这个是导致这次出

问题的原因。第二是整体经济下滑，借款人的预

期中，一直不太充当信息中介的平台在那儿充当

信用中介出现了资金的中断。还有一个主观原因

盲目相信所谓的大数据技术或者说刻意鼓吹自己

的数据收集、整理、使用的能力，并且把这种模

式泛化等。

杨凯生说，下一步行业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整

治的方向，必须面向全部的从业者，面向全部的

机构，全面的落实前一阶段监管部门、央行包括

我们互联网金融协会出台一系列的监管要求和整

治的措施。“再者，情绪也要注意引导。不要去

做火上浇油的事情。当然情绪引导也注意一条，

不能稍微形势好一点以后又进入过分的乐观，这

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杨凯生最后说，对投资者、出借者教育的问

题，只有把教育问题做到位，市场秩序的趋好良

好才有一个重要的基础！

来源：http：//www.chinatimes.net.cn/

article/79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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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做客《筱静观察》第10期的是星

合资本董事长郭宇航、天云大数据副总裁李

从武、北京极速云科技创始人及CEO雷鹏，

三位嘉宾和主持人叶筱静共同探讨了大数据

与金融科技。面对激增的海量数据，如何运

用85%的非结构化数据，借助大数据战略打

破数据边界，实现大数据分析洞察，将是金

融行业创新和转型的关键，投资人郭宇航及

郭宇航、李从武、雷鹏做客《筱静观察》：
大数据与金融科技

（从左到右：李从武、叶筱静、郭宇航、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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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资的两个创业者李从武、雷鹏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解读。

大数据是一个普及度很高的词汇，但是究竟

应该怎么理解大数据？李从武从技术的层面指出

大数据的核心是多维度。他认为大数据并不单单

是一个技术，更是一场运动，当大数据赋能到金

融行业，为金融业提供科技支持也是一个运动过

程。

雷鹏对于这一问题从一线实践的角度给出答

案，他认为大数据首先要“大”，但并不单一的

指数据之大，更重要的是对全网数据的认知范围

以及应用范围要大;二是时效性，大数据通过历史

数据风险评判、实时数据的跟进及相关技术的结

合来完成;三是大数据不能只作为一种技术存在，

还要最大限度地应用起来，要发挥出它的意义和

价值。

和自己所投资的两个创业者一起来到现场，

郭宇航解读了他的投资思路：自身作为互联网金

融的创业者，看着互联网金融从原来的不规范到

蓬勃、监管出手进行整顿，迎来了新一波发展机

会，从整个脉络他发现了几个未来十年的机遇和

切入点。

以天云为代表的技术核心企业做的是基础设

施，几乎所有的经营行为都要基于非常全量的多

维度数据分析，所以这样的基础设施它一定不是

昙花一现，结合企业踏实作风，让投资者看到了

它的可投资价值。

极速云是另外的一个代表，它基于场景的细

分非常扎实，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经验积累也

足够多，让投资人敢于投资。

对当下金融科技遇到的问题和风险，三位嘉

宾各有不同观点。

雷鹏认为金融科技分为三个阶段，受众开始

适应科技和金融结合，并对其便利性认可;普通民

众通过互联网金融做出理财购买;利用更多的数据

和科技手段还原新的面貌。雷鹏认为前两点渗透

率很高，第三点是当中最难实现的，也是他目前

的工作重心。

郭宇航认为风险应该按照不同人群进行分

类，可分为消费者，创业者，投资方，银行、证

券、保险类机构，不同类别下有不同风险。

李 从 武 从 技 术 角 度 出 发 ， 认 为 技 术 风 险

不可忽视，技术方向的选择决定一个企业的命

运;他从市场角度还提出很重要的一大风险：技

术大力发展对人的改变所带来的风险，技术提

高带来并且放大人的欲望，但是欲望是好是坏

是一个不可控的风险。李从武认为规则固然重

要，但作为技术的开发者，制造了市场就要运

用一些手段来保护市场。在这一点上，郭宇航

有不同观念，他认为盈利是技术开发者对社会

最大的责任，规则很难靠创业者的自律形成，

一定要有强力的强权机关通过合理、理性的分

析观察，出台适时的适合行业发展的规则，监

管者的智慧尤其重要。

三位嘉宾还谈到了个人数据价值，认为现阶

段数据所有权者处于一个弱势状态，一直在做权

力让渡，没有认识到个人数据价值的重要性，但

作为所有权者来说一定要保持理性，保持自己说

“NO”的权利。郭宇航先生在在此还提到了区

块链的价值，认为它让数据的所有权者拥有了对

数据享用权、处置权、获益权、数据迁移权甚至

毁灭权。

来源：http：//www.dzwww.com/xinwen/

guoneixinwen/201808/t20180831_1779321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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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各类工商企业现金流普遍趋

紧，违约事件、尤其是公开市场融资渠道的违约

事件显著增多。截至7月26日，2018年公开市场

确定违约的债券已达23只，涉及14个企业主体;

其中11个企业主体为今年新增的违约主体。

截至7月26日，2018年公开市场确定违约的

债券已达23只，涉及14个企业主体;其中11个企

业主体为今年新增的违约主体。

与此同时，银行间的资金面普遍处于较为

宽松的状态。据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

5月，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质押式回购加权

平均利率分别为2.72%和2.82%，比上年同期低

0.16和0.11个百分点，年初以来累计下降0.2和

0.29个百分点。金融市场利率平稳。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银行间资金宽松的情况

下，而企业普遍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近年来的

主基调一直是“去杠杆、防风险”，去杠杆执行

到什么程度能够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为了避免

信用风险进一步扩散，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未

来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将来再次发生集中违约？

对此，中国财富网专访了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

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

中国财富网：2018年年上半年信用违约频

发，但银行间资金流动却较为宽松，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银行间资金宽松的情况下，而企业普遍出

现资金短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2018年债券

违约集中爆发？

巴曙松：2018年以来，违约事件频繁发生的

主要原因，并非是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而缺乏资

金融出的能力，而应是金融机构间流动性无法向

企业流动性顺利转化。

金融机构间流动性无法向企业流动性顺利

转化，原因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资管新规》推

行过程中，需“打破刚兑”的资管产品资金和资

产在重寻出路的过程中存在摩擦和不同的信用标

准。从2018年5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上看，

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同比下降28%，有较大幅度

的下行。分项来看，表内新增人民币贷款有所增

加，但是新增委托贷款、新增信托贷款、新增银

行承兑汇票、新增企业债券融资等都有较为明显

的下降。

二是金融机构信用主动收缩。“去杠杆、

防风险”是近年来的主基调，各类金融机构在防

控风险的过程中，对信用风险的把控也越来越严

格。尤其在经济下行、信用收缩时期，各类金融

机构对于表内外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会提高标准，

间接加大了部分融资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

的难度。

总的来说，以上两重原因，前者是金融中介

机构在功能重塑的过程中，在时间和功能发挥上

产生的摩擦;后者则是金融中介机构在金融的顺周

期性中的自然表现。二者相叠加则共同构成了如

今信用收缩的局面。

中国财富网：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主基调一

直是“去杠杆、防风险”，去杠杆到什么水平才

能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如何看待当前的信用紧

巴曙松：信用风险蔓延是因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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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巴曙松：对绝大部分存在债务杠杆的工商类

企业而言，不论杠杆率的高低，基于资产价格可

变动而债务刚性的原因，并不存在绝对的安全边

际。因此，在信用持续收缩的背景下，一旦金融

机构风险偏好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则会发生“信

用收缩—资产价格下行—企业安全边际不足—信

用继续收缩—资产价格继续下行”的负反馈链

条。负反馈链条一旦形成，则有可能在经济、金

融周期振动的过程中增加过度的波幅。

企业因为信用紧缩遭遇到资金短缺的财务

风险，有的情形是经济金融周期中的必然现象，

部分企业在此过程中需要为自身盲目扩张的错误

买单;但有的情形则是宏观调控或监管部门需要

尽力避免或减少损失。在应对眼下信用问题的过

程中，一方面需要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发挥金融中

介机构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市场化的行为和决

策，让市场和企业承担错误的行为与决策的后

果，顺利完成市场的出清过程;另一方面，又需要

把控住市场的总体风险，避免负反馈链条的出现

并造成过度影响的情形。

中国财富网：为了避免信用风险不进一步扩

散，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未来能够采取哪些措

施预防集中违约再次爆发？

巴曙松：从此次信用风险较为集中爆发的案例

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尤其是资产管理体系中，至

少缺乏充足的信用风险转移的工具和相关市场、公

开市场债务违约处理的成熟方案和案例、违约债券

快速退出机制，以及垃圾债券、违约债券二手交易

市场等一系列的成熟的配套方案。在此基础上，各

类市场主体也难以就信用风险问题快速形成共识，

大大提高沟通和解决成本，也加剧了各类金融机构

“过度收缩信用”的趋势。

在应对眼下信用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三方

面：一是“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并非解决信

用风险问题的关键。如上述，违约事件的频繁爆

发，并非是因为金融机构缺乏流动性，而是金融

机构之间流动性在向企业流动性之间转化出现了

问题。而造成这种流动性转化问题的原因，则是

《资管新规》“打破刚兑”过程中存在摩擦、以

及金融中介机构在当前经济周期下信用收缩二者

相叠加造成。解决并改善信用风险问题应从相关

传导链条及机制上着手。

二是坚持市场化原则对信用事件的处理仍应是

解决眼下问题的核心原则。信用风险频繁爆发，其

重要因素还应是当前经济、金融周期下，市场需要

对部分落后及低效的产能和企业进行出清。在此过

程中，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

动作用，有助于帮助市场遴选出真正高效、有竞争

力的企业，裁汰低效率、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并为经

济周期下一波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乏是加剧

信用风险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眼下，基于具有

“刚性兑付”特质的资管产品规模较大且风险最

终还是由金融机构所承担，我国对于金融机构风

险防范强调较为充分;但与此同时，对于金融机构

遇到风险之后的应对机制和方案准备不足。尤其

是在打破刚兑、资产管理行业转型的过程中，强

调和倡导“非标转标”;但是，公开的标准化的债

券市场违约后的处置机制，既缺乏相关的成熟的

处置办法和处置案例，也缺乏金融机构快速处置

和进一步盘活不良资产的渠道与方案，更缺乏足

够广阔的、分散信用风险的衍生品市场。一旦遇

到风险，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于

风险程度和损失程度均较难以分散和衡量。在此

背景下，在打破刚兑、资管转型的大趋势下，金

融机构更易产生“过度紧缩信用”的倾向。

综上，经济体系中所产生的“信用风险”，更

应当在坚持以市场主导的原则下，快速构建市场风

险分散、损失分担的体系，更为明确金融机构对于

信用风险承担的“风险-收益”过程和程度，鼓励

并培养不良债务的投资机构和投资群体。

来 源 ： h t t p : / / w w w . s o h u . c o m /

a/243754191_47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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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9日，北京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办公室在京召开座谈会，要求加快行业合

规企业的核验工作，促进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

合规健康发展。

为此，北京将加快推进“数据管理机制”、

“良性退出机制”、“白名单机制”、 “风险缓

释机制”、“媒体沟通和监督机制”以及“金融

消费者教育机制”等六大机制的建设。此次会议

的召开，正当其时，会议充分肯定了北京网贷机

构在践行普惠金融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互联网金

融专项整治的目的是为了去伪存真、合规发展，

要求加快合规企业核验工作，促进北京市互联网

金融行业合规健康发展。

·炒金如何赚钱专家免费指导

·银行黄金白银TD开户指南

·银行黄金白银模拟交易软件

·金投网桌面行情报价工具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互联网金融整治

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正式提出“白名单”概

念，明确要求将加快推进“白名单”机制建设，

推进分级分类工作，动态监测网贷机构的合规

性，有效预防及化解风险。这项举措的提出，无

疑将给行业注入一剂强心针。 

我一直认为，从事金融行业，需要非常深厚

的金融底蕴，需要极强的自律、自觉，需要对金

融风险有充分的认知，需要对这个行业有如履薄

冰般的敬畏。近年来，网贷行业迅猛发展，这对

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事业，帮助个人、小微企

业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行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

需要深刻理解防范金融风险的紧迫性，深刻认识

到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再动员再部署的及时

性和必要性，深刻意识到作为行业开创者、引领

者的责任与担当。

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的这些年来，行业同仁

共同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在行业面临重大挑战

的时刻，我们更要珍惜这个行业，为行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这也是责任和担当的

一部分。

习总书记指出“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呼

吁行业同仁，在北京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办公室的指导下，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打

好攻坚战”的工作目标指引下，积极主动拥抱监

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全力扭转劣币驱逐良币

的局面。

如果没有情怀，没有理念，没有责任心，

没有担当，没有长跑的决心，没有平常心对待成

功，是跑不好金融这场长跑的。所以我觉得大浪

淘沙之后真正留下来的平台，一定能够通过我们

自身的努力让中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高效，让

中国金融变得更加的美好。

来源：https：//bank.cngold.org

唐宁：六大机制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合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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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由第一财经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推出的 《中国金融风险和稳定

报告2018》正式发布。在揭示出三大主要风险的同时，《报告》还针对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提出

了详细的政策组合建议。同时，今年的《报告》还推出了第一财经研究院编制的中国金融条件

指数，在充分考虑中国特点的前提下，尝试实现与国际的通约。供应链金融借助大数据技术对

企业和行业生产流通情况进行分析，供应链金融的市场机会及发展趋势以及优势分析供参考。

供应链金融是指处于产业链核心地位的企

业，依托高信用优势广开门路获得廉价资金，通

过相对有效的征信系统和完善的风险防范措施，

向产业链上下游客户提供融资服务，获得新利润

增长点，构建更紧密的产业链生态系统。

供应链金融作为产业模式升级的自然演化，

“从产业中来，到金融中去”，具有深厚的行业

根基，颠覆了传统金融“基于金融而金融”的范

式，打开另一扇窗，兼具金融的爆发力和产业的

持久性。

供应链金融 真正解决多方痛点

首先，供应链金融本质上是弥补了中小企业

年化融资成本8%-20%的空白，给予了中小企业

全新的融资工具，这在中小企业融资难背景下，

具有强大的生存空间。

其次，满足了核心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诉

求，通过金融服务，变现其产业链长期浸淫的价

值。

 再次，对于资金机构供给方而言，由于核

心企业的隐性背书，降低了向中小企业放款的风

险，且获得较高的回报。这种多方共赢的生态系

统，没有理由不看好。再者，从市场博弈层面

看，传统金融的投资者教育已经较为充分，而供

应链金融存在较大的预期差。

供应链金融的空间2020年15万亿

供应链金融在美国的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

观察窗口，成为核心企业重要的盈利来源，UPS

和GE金融业务占总收入可达17%和30%。我

们认为，供应链金融在中国将“出于蓝而胜于

蓝”。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相比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我国金融管制

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众多中小企业融资

成本居高不下，供应链融资的诉求远高于美国；

供应链金融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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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互联网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在国内如火

如荼，已经引领世界潮流，创新工具施用于供应

链，全面拓宽了资金来源，突破了美国模式下核

心企业自身信用天花板的限制，令金融具备成为

主业的可能。目前，中国已经摘得全球供应链业

务规模的桂冠，我们预测至2020年，供应链金融

业务规模将达15万亿元。

国内供应链金融何时爆发？就在当下！

目前时点看，核心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优越

的内外条件：深耕产业的根基、转型的动机、金

融变革窗口以及互联网的极速渗透，再加上融资

租赁、保理等金融工具的快速发展，为供应链金

融敞开了资金的大门。

因此，当下是供应链金融爆发的前夜，催

化剂在于资金端和风控模式上获得突破。发展初

期，资金渠道决定供应链金融上限规模，而中长

期，行业因素决定供应链金融整体格局。

五维模型评价供应链金融业务质量

五维模型即：大产业、弱上下游、强控制

力、低成本与高杠杆、标准化。

大产业是指产业空间大，不易触碰天花板；

弱上下游是指客户端中，至少有一环较为弱势，

无法从银行获得廉价资金；强控制力是指线上具

有真实交易数据和征信、线下拥有物流仓储作

后盾，从而控制风险；低成本是指资金的成本

低，让供应链金融有利可图而又不过度增加融资

方负担，高杠杆是一定本金投入能撬动较大资产

体量；标准化是指用于融资的抵押品（抵押）相

对标准化，有公允市场，即便出险，也能快速出

清。我们认为，如果同时具备五大要素，则供应

链金融水到渠成。

根据五维模型，大宗商品、行业或区域龙

头、行业信息化服务商、电商平台、专业市场等

五大领域是供应链金融的沃土。

痛点孕育变革

中小企业“融资痛”

宏观经济下行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生存状况

堪忧，尤其是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一直以来，

由于信用缺失、固定资产等抵押担保品少、财务

信息不透明等，中小企业的融资是个顽疾，近年

来尽管国家出台了多项舒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举

措，但银行等主流资金供应方借贷现象仍未有效

改善，中小企业要么通过内生积累，要么高成本

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资金。

中小企业痛点：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乱、

融资险。多层次金融市场的缺失，使得中小企业

暴露于无主流金融机构覆盖的尴尬境地，中小企

业融资也多是“富贵险中求”，融资成本高企，

且相应金融服务机构散、乱，对中小企业稳定经

营造成重大影响。

从另一方面讲，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仍是一片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大市场，新的金融模

式、新的技术应用都可能彻底启动行业崛起阀

门。

核心企业“转型”痛

中国正处于经济的换挡期，行业产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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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压力自不必多讲，但就产业中企业来讲，由

于自身优劣势禀赋不同，在转型大潮中表现出不

同的诉求。小部分掌握了产业核心资源的企业，

希望利用金融业务将其在行业中长期建立起来的

优势变现；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则对解决融资问题

具有更强的偏好。

 无疑，供应链金融对整个产业链的再升级都

是战略级突破口。

直击痛点，多方共赢

行业层面无阻力，供应链金融的生长将极为

舒展。行业趋势总是向阻力最小的方向发展，供

应链金融无论对于核心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乃

至物流企业都具备明显的益处，利益的产生并非

存量之间的博弈，而是增量的创造。同时互联网

的发展更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难得的时代背景，

多方共赢提供充足动力。

供应链金融如何开展？结论极其简洁：核心

企业的“转型痛”创造供给，中小企业的“融资

痛”创造需求，而两者的碰撞必将催生出新的蓝

海业务。

供应链中主体将至少在以下方面获得益处：

·核心企业切入供应链金融，构建新的优势

领地，其掌握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将充分发

挥优势；

·中小企业获得低成本的稳定资金，为主业

提供持续动力；

·第三方物流企业业务量上升，同时个别优

秀企业亦可通过物流、仓储建立的优势切入供应

链金融业务；

·通过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和拓展，电商平

台价值将大为提升。

第三方物流企业发挥上下游桥梁优势，拓展

自身业务空间。物流公司具有专业的货物存储管

理、丰富的买卖双方的交易信息，在存货抵押为

主要形式的供应金融中具备优势，如仓单质押授

信模式，物流企业具备充足的优势。物流企业亦

可以通过搭建互联网交易平台，更深入的渗透供

应链金融。

来源：互联网加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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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的市场机会及发展趋势

供应链金融（Supply Chain 

Finance）是在对供应链内部的

交易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自偿性贸易融资的方式，

通过应收账款质押、货权质押

等手段封闭资金流或者控制物

权，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

的综合性金融产品和服务。

供应链金融的市场机会传

统金融机构冗长复杂的审核过程

无法快速响应企业的融资需求，

很多企业在等待漫长审核的过程

中错过了扩大生产经营的机会，

甚至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供

应链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有

效工具，具有周期短、频次快的

特点，能够针对企业的实际需求

定制融资服务，降低企业融资门

槛，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便捷

的融资方式。

其市场机会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企业应收账款持续

上升，加剧资金的需求。近几

年，受世界经济复苏明显放缓

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

响，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总体不

足，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为

突出，在此背景下，企业应收

账款规模持续上升。

据统计，我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应收账款净额已由2005

年的不到3万亿增加到2014年

的10.5万亿，十年里增长了

3.55倍，年均复合增速15%。

其次是融资利率市场的盲

点需要供应链金融业务进行填

补。而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来看，年化8%-12%之间的供

应链融资利率，是传统金融机

构尚未触及的空间，也是极具

发展潜力的万亿蓝海。

中小型企业要进行扩大再

生产，只有少数公司能够通过

银行融资，绝大部分公司要么

通过内生式积累，要么借道民

间高利贷。年化利率在8%-

12%之间的融资成本，成为传

统金融的盲点，也因此成为金

融创新的主战场。供应链金融

作为国内企业拓展融资渠道的

重要途径之一，填补8%-12%

的融资利率空白，打开中小企

业融资阀门。

再次是融资租赁促进了供

应链金融的发展。与供应链金融

同样紧密相连。近几年我国融资

租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租赁

合同额不断增加。2014年融资租

赁合同余额已经超过了3万亿。

融资租赁的快速发展对于需要大

规模专业设备的企业来说十分有

利，对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同样

意义重大。

供应链金融集中的行业

供应链金融集中行业有这

几个特点，一是供应链行业需

要背靠足够大的行业空间。支

撑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产业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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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大体量的特点，否则金融

业务容易触碰到天花板，影响

甚至限制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成

长性。

二是拥有数量众多的弱势

上下游企业群体。融资痛点的存

在是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前提，上

下游企业越弱势且群体越庞大，

其融资需求越无法得到充分满

足。痛点越深、弱势上下游企业

群体规模越大，供应链金融施展

相对优势的空间越大。

欧 盟 发 布 的 一 份 报 告 指

出，即使是在金融体系发展相

对成熟的欧盟国家，供应链

金融业务的空间也十分巨大，

2012-2016年的复合增速在

30%-40%之间，同时报告指

出最能衍生出供应链金融业务

的行业分别是：零售、制造、

快消品、汽车等行业。根据

调查，目前国内供应链金融主

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家电、

快销品、电力设备、汽车、化

工、煤炭、钢铁、医药、有色

金属等行业。

 供应链金融发展趋势 

供 应 链 金 融 资 金 供 应 方

呈现多样化趋势。供应链金融

开展的初期阶段是银行所推动

的以应收账款、动产和预付款

为基础的M+1+N式的融资业

务，作为融资方的银行并不参

与到供应链运营中。

目 前 供 应 链 金 融 的 推 动

者不再只是传统的商业银行，

而是产业中的企业或信息化服

务公司，为供应链中的企业提

供融资等服务。目前作为供

应链资金供应方，已经包括银

行、集团财务公司、政府金控

平台、互联网转型企业的金服

平台、供应链公司、保理公司

等，供应链金融资金供应方日

益呈现多样化。

产业巨头布局纷纷抢滩供

应链金融。产业巨头由于居于产

业链的焦点位置，对上下游的商

流、资金流有绝对的掌控，所以

做供应链金融在风控上有着天然

的优势，现在实体经济的日子不

好过，产业巨头开始把目光盯上

了供应链金融。

众多传统产业巨头纷纷将

眼光瞄准“供应链金融”，例

如海尔、格力、TCL、美的、

联想、鲜易（事件链接）、海

航、新希望六和、达实、富士

康等行业大佬均开始抢滩供应

链金融市场。

供应链金融以前还是银行

的“游戏”，但随着融资规模

的不断增大以及需求模式的不

断创新，越来越多的产业巨头

开始加入到供应链金融的玩家

行列，从而催生出新的供应链

金融模式。

供应链金融成为B2B电商

平台发力重要抓手。在国家提

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后产业互联

网异军突起，加之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走低，各种互联网基因

的公司携资本之力杀入B2B电商

领域，供应链金融正成为B2B电

商平台发力之重要抓手。

2016年中农网生态圈战

略在深圳发布，并与多家银行

签署合作协议，打造农业供应

链金融服务新格局；国内钢铁

B2B平台上海钢银电商2016年

前三季度扭亏为盈，2016年供

应链资金规模达12亿元。老牌

煤炭电商东煤交易2016年也

重点发力供应链金融，推出金

单、金保、金仓等产品（事件

链接）。专注于有色金属领域

的铜道网也于2016年推出了基

于物联网技术的供应链金融服

务平台

供应链金融业务呈现全程

化趋势。供应链金融业务涉及

的环节日益增多，按照供应链

的运用过程，从定货、物流、

验收、开发票、预约付款等各

个环节派生出不同的融资方

式。例如，针对订货环节，形

成了订单融资业务；针对商品

的物流环节，形成了提单、仓

单融资模式；针对资金收付，

形成了应收账款融资以及预约

付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模式。

来源：中联钢信商业保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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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分析正在重新定义5个行业：医学、零售、建筑、银行、交通

01 医学

医 疗 行 业 依 靠 专 用 设 备

来跟踪生命体征、协助医生诊

断。医疗行业同样也使用大数

据和分析工具以多种方式改善

健康状况。

可穿戴式追踪器向医生传

递信息并告诉他们患者是否服

用药物，或者他们是否遵循治

疗或疾病管理计划。随着时间

的推移，收集的汇编数据为医

生提供了患者健康状况的全面

视图，提供了比简短的面对面

交流更深入的信息。

另外，公共卫生部门会利

用大数据分析来找出食品安全

的高危区域，并优先进行食品

安全检查。研究人员也深入研

究数据，来揭示具有最显著的

病理特征的地方。

此外，大数据分析可帮助

医院管理人员进行安排，以期

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并改善护

理条件。有些平台会批量查看

数据，然后查找其中的模式并

给出改善的建议。

02 零售

如果零售商没有正确预测

客户的需求，然后提供这些东

西，他们可能会很难盈利。大

数据分析洞察了如何让人们满

意并再次回到这家商店。IBM

的一项研究发现，62％的零售

商受访者表示信息和大数据分

析为他们带来了竞争优势。

最 有 用 的 策 略 包 括 确 定

业务需求和确定分析技术如何

支持这些需求。例如，零售商

可能希望购物者在店中停留更

长的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根

据这一需求，使用大数据分析

来创建个性化、高度相关的材

料，吸引顾客在商店中停留。

分析软件还可以跟踪客户

的每一步。由此产生的结果可

以告诉零售商如何吸引具有最

高价值的购物者。检查天气数

据可以预测对雪铲和沙滩椅等

季节性物品的需求，让零售商

在大多数顾客到达之前订购这

些东西。

03 建筑

建筑公司跟踪从材料的费

用到完成任务所需的平均时间

的所有内容。这并不奇怪，数

据分析正在成为这个行业的重

要内容。

当建筑专业人员监控现场

服务指标（如损耗，推荐率和

收入）时，他们将能够更好地

了解哪些方面进展顺利以及哪

些业务部门需要改进。此外，

他们利用大数据根据未来用途

和预期趋势分析项目的最佳位

置。有些项目甚至将传感器整

合到建筑物和桥梁中，这些附

件收集数据并将其发回给人们

进行分析。

Dayton Superior是一家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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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建筑公司，为世界各地的

项目提供材料。它意识到当公

司的代表不能立即知道某些城

市的材料成本时，保证价格透

明度是非常困难。因此，这家

公司开始使用地理数据分析，

以此进行价格确定。

一个月后，超过98％的销

售代表使用了改进的方式，并

且提供报价的用时急剧下降。

从那时起，该公司大大减少了

定价过程中的不一致性。分析

工具提供的建议通常能使公司

找到适合情况的价格并向客户

提供更低的费率。

04 银行

人们并不一定认为银行业

是一个特别高科技的行业，但

一些品牌正在通过数据分析来

改变人们的这一观念。美国银

行设计了一个名为Erica的虚拟

助手，它使用预测分析和自然

语言处理来帮助客户查看银行

交易历史或即将到来的账单的

信息。

此外，Erica在每笔交易中

都变得更”聪明”。美国银行

的代表说，助理最终将研究人

们在银行的习惯，并提供相关

的财务建议。

大 数 据 也 有 助 于 打 击 银

行欺诈。由QuantumBlack构

建的一种预测机器学习模型在

使用的第一周内检测到相当于

100，000美元的欺诈交易。

05 交通

人 们 需 要 按 时 到 达 目 的

地，大数据分析帮助公共交通

提供商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Transport for London使用统计

数据来映射客户旅程，为人们

提供个性化详细信息并管理意

外情况。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多

少人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或者最

小化乘客步行到公交车站的距

离。

数据分析也为铁路行业的

人们提供帮助。车载传感器提

供有关列车制动机制，里程等

的详细信息。来自100列火车

的数据集每年可产生高达2000

亿个数据点。

检查信息的人试图找到有

意义的模式来指导他们改进操

作。例如，他们可能会发现导

致设备故障并使列车暂时停止

服务的事件。交通运输部门也

是数据科学家求职最好的行业

之一。

来源：towardsdatascience.

com/5-industries-becoming-

defined-by-big-data-and-

analytics-e3e8cc0c0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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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6.6万亿元，同比

上年增长10.2%。2012-2017

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比重呈上升趋势。

“刺激内需”政策效果明

显，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

来越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不断提升，拉动经济的“三驾

马车”力量得到合理改善。

2017年，我国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达120.1万亿元，住

户消费性贷款余额达31.5万亿

元，同比上年增长25.8%，占

贷款余额26.2%。

2010-2017年间，住户

消费性贷款由7.39万亿增长至

31.5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20.1%，消费贷款在贷款中的

比重不断提升，消费信贷对于

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显

著。

2017年，持牌系消费金融

公司迎来盈利大爆发，整个行

业营业收入及净利润都实现了

大幅度增长。

捷信作为唯一一家外商独

资消费金融公司，2007年入

驻中国，由派富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成立较早，集团

优势明显，其营业规模和收入

水平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相 较 而 言 ， 招 联 消 费 金

融营业收入虽远不及捷信，但

通过线上运营的方式缩小了成

本，仅用两年时间就在净利润

上实现反超，逆袭捷信。中银

消费金融依靠良好的资金渠道

（中国银行）和良好的获客渠

道（2345贷款王）在净利润上

领先行业。

中美消费信贷市场对比

从中美的消费信贷市场规

模上看，截止2017年国内消

费信贷余额仅有美国的40%，

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

人均消费信贷仅有美国的十分

之一，市场发展空间巨大。从

消费信贷余额占GDP比重看，

中国仅占12%，远远低于美国

等发达国家20%的平均水平。

随着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的提

升，国内消费金融发展潜力得

到释放，消费金融将再现蓝海

市场

80、90后成为消费人群

中的主力。随着国内老龄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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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居民收入的不断增

加、社保体系的逐步健全、消

费环境的逐渐改善，消费者开

始敢于消费也愿意消费。短

期消费性贷款占比逐渐增加。

消费金融市场的信贷结构也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除房贷、车

贷外的短期贷款由2010年的

12.7%增加到2017年的21.6%。

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发生转

变，消费模式逐渐升级。

从消费需求来看，消费主

体的消费观念由“价格导向”

转变为“价值导向”，消费档

次向中高端转移，线上电商中

高端消费占比90%以上。提前

消费、信用消费的意识不断加

强。

从 消 费 金 融 市 场 供 给 端

来看，各电商平台、互联网分

期平台、持牌机构都在以自身

资金、渠道、技术等优势为依

托，向应用频率高的消费场景

拓展，从十几年一次的房贷、

车贷到频次为几天或几周的小

额、高频的消费场景。

“大智云移”与区块链技

术的发展与消费金融行业的深

度结合促进了消费金融场景的

拓展与范围的延伸，传统消费

金融无法覆盖到的长尾客户成

为新兴消费金融的主力。以邦

盛科技为例，风险管理贯穿整

个信贷业务的生命周期，与业

务紧密相连，实现全流程风险

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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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易宝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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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2018》
在改革和波动中实现金融稳定

7月25日上午，由第一财

经研究院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联合推出的 《中国金融

风险和稳定报告2018》（下称

《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发

布后，以“在改革和波动中实

现金融稳定”为主题的闭门研

讨会同步举行。 

国 家 金 融 与 发 展 实 验 室

理事长李扬表示，《报告》主

题涵盖三个要点，即改革、波

动、稳定。“这三个词放在一

起，就如实刻画了我们当前的

情况。”他解释称，当前改革

正在推进，但由于各种各样的

原因，包括过去金融风险的积

累、中美贸易摩擦等，金融市

场表现出很大波动，在这种情

况之下，稳定也显得更加突

出。 

《 报 告 》 将 中 国 宏 观 经

济和金融体系的4个风险、2

个条件分为不同的时点，在结

合全球背景和考虑数据约束的

同时，抓住中国的关键风险和

经济金融环境，引入涵盖当前

发展的前瞻性指标，从而描绘

了中国金融稳定整体图景。在

揭示出三大主要风险的同时，

《报告》还针对维护中国金融

稳定提出了详细的政策组合建

议。 

《报告》对于全球范围内

的贸易摩擦高度关注。“金融

危机后姗姗来迟的全球同步复

苏出现不久，即被席卷全球覆

盖几大洲的’贸易战’和一系

列风险因素正式打断。 ”《报

告》称，如果美国的复苏周期

以时间压缩和波幅放大的形态

提前终结，那么要比市场预期

更快的加息和贸易战引致的信

心波动，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

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清 华 大 学 国 家 金 融 研 究

院院长朱民表示，当特朗普宣

布贸易战时，美国股市下跌，

中国股市下跌。中国股市下跌

不全是贸易战的问题，也有内

部原因和很多因素，但由贸易

战引发的信心冲击很大。他指

出，还需要注意到全球债务水

平上升的大背景，在这种情况

之下，贸易波动引起的全球波

动可能会比较大，引起中国国

内的金融波动则可能更大。 

第 一 财 经 研 究 院 院 长 、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

燕青表示，《中国金融风险与

稳定报告》2015年诞生，是中

国第一份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金融稳定地图方法

论构建中国金融稳定分析范式

的报告。IMF今年4月正式采用

了全球央行的通行方法——以

“金融条件”取代金融稳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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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方法论。今年的《报告》

也推出了第一财经研究院编制

的中国的金融条件指数，充分

考虑中国特点的前提下，尝试

实现与国际的通约。 

《报告》由李扬和朱民担

任联席总顾问。核心内容包括

六章，第一章《中国金融稳定

概览》由IMF 前高级经济学家

孙涛博士领衔撰写。巴曙松教

授担纲撰写了第二章内容《资

管新规和打破刚兑》。第三章

《金融市场的联动和监管应

对》由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

邓海清撰写，第四章《管理人

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由CF40

高级研究员管涛撰写，第五章

《数字货币的泡沫、风险和未

来》由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

研究所所长姚前以笔名署名撰

写。最后一章《外部金融风

险》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

所所长陈卫东领衔撰写。 

三大风险压力提升

回顾2017年，中国经济

增长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资

本外流压力缓解，人民币汇率

对美元出现了升值，中国金融

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定。另一方

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

进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取得初

步成效，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

有降，宏观杠杆率大体稳定。

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体系也

进行了整合与重塑，新时期的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

监管体系正在成型。 

进入2018年，中国继续保

持战略定力，旨在解决长期系

统性风险的结构性改革继续推

进。然而，美国顺周期经济政

策导致的全球宏观金融风险加

剧，全球贸易争端升温，中国

面临的内外部金融压力正在加

大。 

《报告》对比了2016年

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

期间的中国金融稳定变化情况

发现，在此期间，中国的宏观

经济风险、信贷风险以及市场

和流动性风险有所下降，风险

偏好上升，但外部传染风险上

升、货币和金融条件趋紧。 

《报告》预测，2018年

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

可能面临三个方面的风险和挑

战。首先，如果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停滞，去杠杆过程中货币

政策和监管政策定力不足，可

能导致和加剧新一轮的资产价

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累。 

其次，去杠杆过程中打破

刚兑的节奏和力度如果过于激

进，可能带来信用过度紧缩、

债务违约的传染和扩散，并触

发更大范围内金融市场的风险

暴露，导致过大的金融市场波

动风险。 

第 三 ， 全 球 货 币 政 策 转

向、全球贸易争端升级，这些

外部因素通过贸易、全球价值

链（GVC）和金融渠道传导，

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产

生负面冲击，尤其是其可能导

致的信心冲击，会加剧内外部

金融风险的互相强化，对金融

稳定构成重大挑战。 

六大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视角，《报

告》提出了“一揽子”化解短

期金融风险、实现中长期金融

稳定的政策建议。 

第一，去杠杆要保持货币

政策定力，通过结构措施避免

信用过度紧缩，坚持基于市场

化原则处理信用事件，重点是

加快建设信用风险处置的相关

金融基础设施。

金 融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滞

后，这是加剧信用风险蔓延的

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强调金

融机构防范风险；但是对于金

融机构遇到风险之后的应对机

制和方案准备不足。尤其是在

去杠杆、打破刚兑的过程中，

金融市场缺乏成熟的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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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和处置案例，缺乏盘活不

良资产的渠道与方案，更缺乏

足够广阔的、分散信用风险的

衍生品市场。一旦遇到风险，

缺乏退路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非

银金融机构，只能被动倾向于

“过度紧缩信用”。因此，需

要尽快构建分散市场风险、分

担信用损失的体系，明确金融

机构对于信用风险承担的过程

和程度，鼓励培育不良债务的

投资机构和投资群体，尽力扭

转“过度紧缩信用”的趋势并

防范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第 二 ， 在 全 球 流 动 性 收

紧和贸易冲突的复杂外部环境

下，密切监控国内外重要信息

和市场动向，高度关注各项宏

观金融政策的协调，防止外部

金融冲击和内部金融风险暴露

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叠加，导致

市场过度波动、资本大量无序

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人民币

汇率贬值、资产价格迅速下跌

和信贷紧缩同时爆发的风险局

面出现。 

“ 目 前 外 部 环 境 较 为 复

杂，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同

时，全球贸易冲突的不确定性

持续上升。”《报告》认为，

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走

得最快，处于缩表阶段；英国

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处于加息阶

段；欧洲央行处于缩减资产购

买规模阶段；日本央行处于拐

点前的预期阶段。且从美联储

最新利率决议看，预计其加息

节奏快于市场预期。 

第三，在内外部风险的大

背景下，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

短期政策组合应该是：避免人

民币短期内大幅贬值，避免进

口价格上升，降低通货膨胀压

力，维持较低实际利率以降低

偿债成本，适当通过降低存款

准备金率以应对可能的全球市

场流动性抽紧；尽早认可真实

不良资产，并以财政注资和市

场注资相结合的方式化解银行

体系的存量信用风险。其中，

要把握一个关键点：以发展国

内金融市场和民间对外有序投

资，对内、对外保护好、用好

中国的储蓄。 

第 四 ， 为 实 现 短 期 和 中

长期金融稳定的政策目标，贯

穿始终的是维护信心。从短期

看，需要防止内外部风险叠加

导致的信心冲击。《报告》认

为，中长期看，维护和维持信

心的关键仍在于改革开放，在

于给予企业主体和居民以稳定

的预期和产权保护，创造真正

公平的市场化竞争环境，减少

不必要的政府干预。 

第五，通过技术进步提高

劳动生产率，通过改革提高资

本回报率，是实现中长期金融

稳定的根本途径。《报告》认

为，防范金融风险，其着眼点

不应仅局限于金融市场本身，

因为所有的金融危机本质上都

与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回报

率下降有关。因此，从一定意

义上说，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

动生产率，通过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升资本回报率，是防范

金融风险和规避金融危机的长

期根本办法。 

最后，从前瞻角度出发，

《报告》也对数字（加密）货

币进行了评估和展望。《报

告》认为，就本质而言，比特

币不是真正的货币，目前比特

币不具有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的

资质，比特币期货也难以成为

真正的风险管理工具。值得关

注的是，全球央行正在加入数

字货币的实验。理想中的央行

数字货币，应具备全新的品

质，从而超越现有的私人数字

货币和电子货币。

来源：http：//www.fxeye.

com/201807264564535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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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我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建设已成为新的热点话题，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专业特色课程研究，为我国相应专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与参考。为了进

一步深入了解“数据科学”的核心理论以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需求，“数

据科学专业面试题库”汇集了全球范围内数据科学相关岗位的面试题。Python作为目前较为流

行的大数据分析语言，相关实战项目是我们学习的最佳资源。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特色课程研究

在 我 国 ， 数 据 科 学 与 大 数 据 技 术 专 业 的

建设已成为新的热点话题。在系统调研世界一

流大学数据科学专业建设现状的基础上，从特

色课程视角重点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

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伦敦城市大学等8所大学的数据科学专业，

提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一新专业应重视

的10门特色课程，并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数据科

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8种曲解现象及对策建议。

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就首次增

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并获批了

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中南大学的新

增专业申请。接着，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等

32所高校出现在第二批次的获批名单中。另，

全国高校大数据教育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申请该专业的院校高达263所，其中工

学190所，理学73所〔1〕。从申请资料看，国

内数据科学专业是一门主要以统计学和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为基础建设的全新专业。数据

科学专业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热点问

题之一。但是，建设什么样的专业以及如何建

设该专业仍为各高校面临的难点问题。

在国外，数据科学（Data Science）专业

是以数据分析学（Data Analytics）专业为基础

发展而来的，可追溯至2007年北卡罗来纳州立

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率先

设立的数据分析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 

in Analytics）〔2〕。与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等基础学科不同的是，数据分析学进一

步抽象了这些底层科学中的数据问题，连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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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在内的基础学科与数

据科学之间的空白，为数据科学这一新学科

的出现奠定了直接基础。从“数据分析学”

向“数据科学”的实质性过渡出现在2013年

左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大学于2013年

新开设的数据科学硕士专业（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3〕。之后，包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华盛顿大学在内的多个学校设立了数据科学专

业。可见，国外一流大学的数据科学专业建设

至少早于国内三年。

为此，本文在调查分析世界一流大学数据科

学专业的培养方案，重点分析数据科学专业中开

设的特色课程，并对探讨我国数据科学专业建设

的借鉴意义。

1 数据调研及分析

作者通过Study Portal进行调查发现，截止

2017年11月，国外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硕士、

博士学位项目分别已达到5601、4179和301项，

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

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但是，从课程体系和人才培

养定位看，能够体现国外数据科学专业教育的本

质与特色的是硕士层次的教育，比较有典型的

学校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卡内

基梅隆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城市大学，如

表1所示。

表1 典型数据科学专业及其特色课程

（Typical Data Science Programs and their Core Courses）

学校 学位名称 特色课程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4〕

信息与数据科学

硕士 

（Master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Science）

Python 与数据科学/Python for Data Science

研究设计及数据与分析中的应用/Research   Design and Application for 

Data and Analysis

数据存储与检索/ Storing and   Retrieving Data

应用机器学习/ Applied   Machine Learning

试验与因果分析/Experiments   and Causality

大数据——人与价值/ Behind the Data： Humans and Values

（纵向扩展及真正的）大数据/ Scaling Up!   Really Big Data

数据可视化与沟通/ Data   Visu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数据科学）综合训练课程/ Synthetic Capsto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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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学位名称 特色课程

约

翰

·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5〕

数据科学理学硕

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Data Science

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

随机优化与控制/Stochastic Optimization and Control

数据科学家的工具箱/ Data Scientist's Toolbox

数据采集与清洗/Getting and Cleaning Data

探索性数据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可重复研究/Reproducible Research

实用机器学习/Practical Machine Learning

数据产品开发/Developing Data Products

数据科学综合训练课程/Data Science Capstone

华

盛

顿

大

学
〔6〕

数据科学理学硕

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

数据可视化与探索性分析/ Data Visualization & Exploratory Analytics

应用统计与试验设计/Applied Statistics & Experimental Design

数据管理与数据科学/Data Management for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家常用的统计机器学习/Statistical Machine Learning for Data 

Scientists

面向数据科学的软件设计/Software Design for Data Science

可扩展的数据系统与算法/Scalable Data Systems & Algorithms

以人为中心的数据科学/Human-Centered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综合训练课程/Data Science Capstone Project

纽

约

大

学
〔7〕

数据科学理学

硕士MS in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导论/ Intro to   Data Science

大数据/Big Data

面向数据科学的统计学与概率论/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or Data 

Science

推理与表示/  Inference and Representation

机器学习与计算统计学/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数据科学综合训练课程/ Capstone   Project in Data Science

基于优化的数据分析/Optimization-based   Data Analysis

非光滑凸优化/Convex and   Nonsmooth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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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学位名称 特色课程

斯

坦

福

大

学
〔8〕

统计学：数据科

学理学硕士学位

M.S.in 

Statistics：Data 

Science

现代应用统计学：学习/Modern Applied Statistics： Learning

现代应用统计学：数据挖掘/Modern Applied Statistics： Data Mining

数据驱动型医学/ Data Driven   Medicine

现代统计学与现代生物学/Modern   Statistics for Modern Biology

大数据商务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from Big Data

基于数据的计算范式/Paradigms   for Computing with Data

卡

内

基

梅

隆

大

学
〔9〕

计算数据科学硕

士学位 

Master of 

Computational 

Data Science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高级云计算/Advanced   Cloud Computing

多媒体数据库及数据挖掘/Multimedia   Databases and Data Mining

移动与普适计算/Mobile and   Pervasive Computing

大数据集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with Big Data Sets

智能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Intelligent Info 

Systems

大数据分析学/Big Data   Analytics

哥伦

比亚

大学

（纽

约）
〔10〕

数据科学理学硕

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Data Science

面向数据科学的计算机系统/Computer   Systems for Data Science

探索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 Visualization

数据科学中的因果推理/ Causal   Inference for Data Science

大数据分析学/Big Data   Analytics

数据科学综合训练及伦理/Data Science   Capstone & Ethics

伦

敦

城

市

大
〔11〕

数据科学理学硕

士 

MSc in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data science

大数据/Big Data

可视分析学/Visual   analytics

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

神经计算/Neural   computing

研究方法与专业问题/Research   Methods and Professional Issues

高级并发编程 /Advanced   Programming： Con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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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该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由信息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开设，专业名称为信息与数据

科学，授予的学位为信息和数据科学专业硕士

（Professional Master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Science， MIDS）〔12〕。该专业主要侧重于培养

学生的研究设计、数据清洗、存储与检索、挖掘

与探索、数据可视化、道德与隐私、数据分析、

沟通与呈现的能力。                                 

为了达到上述人才培养目的，该专业开设

基础课程、高级课程和综合训练课程等3类课

程。其中，基础课程共有5门，即面向数据科学

的Python语言（Python for Data Science）、

面向数据与分析的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 

and Application for Data and Analysis）、

面向数据科学的统计学（Statistics for Data 

S c i e n c e ） 、 数 据 存 储 与 检 索 （ S t o r i n g 

and  Ret r i ev ing  Da ta）以及应用机器学习

（Applied Machine Learning）；高级课程

有7门，包括试验与因果分析（Experiments 

and Causality）、数据、人与价值（Behind 

the Data： Humans and Values）、（纵向

扩展及真正的）大数据（Scaling Up! Really 

B ig  Data）、面向离散响应，时间序列和面

板数据的统计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Discrete Response， Time Series， and 

Panel Data）、可扩展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at Scale）、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

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ith 

Deep Learning）以及数据可视化与沟通（Data 

Visu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除了基础

课程和高级课程，该学校还开设一门综合训练课

程（Synthetic Capstone），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专业知识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从 总 体 上 看 ， 人 才 培 养 定 位 在 培 养 数

据科学领域的领导者，侧重培养学生的运用

新 工 具 和 新 方 法 ， 从 现 实 数 据 中 获 得 洞 见

（Insights）以及如何有效地沟通与阐释自己

的研究发现，进而改变他人行动和思想的能

力。该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具有如

下几个特点：

强调数据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特点，将社会科

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多学

科知识融入具体课程之中；

凸显数据科学本身的讲解，注重提升学生

的基于数据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向数据科学

的研究设计、数据清理、存储与检索、交流与沟

通、统计分析、道德与隐私、数据可视化以及数

据挖掘与探索等关键技能；

引入基于项目的学习方法，借鉴本校信息学

院其他专业的培养经验，通过基于项目的教学方

式，鼓励学生综合运用多种不同的工具和方法来

解决复杂问题；强调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

生提供亚马逊Web服务和IBM大数据平台等实践

平台。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该 学 校 的 怀 廷 工 程 学 院 （ W h i t i n g 

School of Engineering）开设名为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的新专业，授予的学位为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

该 专 业 的 课 程 体 系 包 含 先 修 课 程

（ P r e r e q u i s i t e  C o u r s e s ） 、 基 础 课 程

（Foundation Course）、必修课程（Required 

Courses）、选修课程（Elect ives）以及独

立学习（Independent study）课程等近60

门 课 程 〔 1 3 〕。 基 础 课 程 有 2 门 ， 即 算 法 基 础

（Foundations of Algorithms）和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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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分析（Statistical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必修课程包括数据库系统原理、数

据科学、数据可视化、优化导论（Introduction 

to Optimization）、统计模型与回归、计算统计

学；选修课分为机器学习和统计学两个大方向，

共有14门主要课程，均为较为常见课程。值得一

提的是，该专业另提供了近30门扩展选修课程

（Additional Selections），供学生用于置换同一

个领域的必须/选修课程，这些扩展课程均为统计

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常见课程。独立学习

（Independent study）课程主要包括独立动手实

战（Capstone项目）和独立学习（Independent 

Study）。

从总体上看，该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的人才

培养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从人才培养的目的看，专业旨在培养“有

竞争力”的数据科学家，要求学生具备三方面

的能力：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和应用数学的知

识，分析与处理大规模数据集的能力；从复杂

数据中快速洞察到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和从信息

中发现相关关系的能力；基于规范的技术和抽

象的方法以及面向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的建

模能力〔14〕。

强调学生对数据科学的理论基础的掌握程

度，突出了三个主要领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统计学与应用数学。其中，对应用数学的重视是

该学校数据科学专业的一大特色。

从 课 程 设 计 及 内 容 选 择 看 ， 该 专 业 鼓 励

在每一门课程中引入来自现实世界的具体问

题作为例题和主要关注点。例如，独立学习

（Independent Study）课程中强调对具体行业中

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

强调培养学生的数据全生命期管理、统计分

析和故事化描述能力。

1.3  华盛顿大学      

整 合 自 己 的 应 用 数 学 系 、 生 物 统 计 学

系、Paul G.  Al len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以人为本的设计与工程系、统计系、信息学

院6大院系以及电子科学研究所的资源，开设

出了一种面向在职人员的夜大类数据科学专

业项目，所授予的学位为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

该 专 业 的 课 程 设 计 较 为 简 洁 ， 包 括 8 门 核 心

课 程 以 及 1 个 C a p s t o n e 项 目 。 其 中 ， 8 个 核

心课程分别是统计与概率论（Int roduc t ion 

to Stat ist ics & Probabi l i ty）、信息可视化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应用统计与试

验设计（Applied Statistics & Experimental 

Design）、面向数据科学的数据管理（Data 

Management for Data Science）、数据科学

家常用的统计机器学习（Statistical Machine 

Learn ing  fo r  Data  Sc ient is ts）、面向数

据科学的软件设计（Software  Des ign  fo r 

Data Science）、可扩展的数据系统与算法

（Scalable Data Systems & Algorithms）和

以人为中心的数据科学（Human-Centered 

Data Science）。Capstone项目要求学生自

己组队，并自主完成项目的选题、研究设计

和研究过程等工作，侧重培养学生对大规模

数据集的处理能力、从数据中获得洞察能力

（Insights）以及与其他人分享自己所发现的

洞见的能力〔15〕。

从整体看，该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主要定位

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数据分析师和应用

型数据科学家。人才培养的主要特点如下：

面向在职人员。该专业主要针对刚毕业的学

生或在职人员开设，上课时间一般为业余时间，

允许学生脱产或在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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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团队协作能力。多数课程的作业均需要

团队方式完成，而并非为个人独立完成。

强调动手操作能力，加强学生运用Python

和R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部分作业还需要进行

Java编程。

突 出 以 人 为 中 心 的 数 据 科 学 与 可 视

化（human-centered data  sc ience and 

v isua l i za t ion）能力，开设有专门《以人为

中心的数据科学（ Human-Centered Data 

Science）》。

1.4  纽约大学      

该 学 校 的 数 据 科 学 专 业 由 数 据 科 学 中 心

（Center for Data Science）开设，授予的学

位为数据科学理学硕士（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 〔16〕。主要必选课程

有数据科学导论、面向数据科学的统计学与

概率论（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or Data 

Science）、机器学习、大数据以及Capstone项

目。此外，该专业还要求学生从以下6门课程中

选择1门：推理与表示、深度学习、基于表示学

习的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理解与计算语义、

基于优化的数据分析（Optimization-based 

Data Analysis）、优化与计算线性代数。值得

一提的是，该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设有多个培养

方向（Track）：

大数据方向（Data Science： Big Data 

Track）设有自然语言理解与计算语义、信息可视

化、大规模可视化分析、数据库导论、高级数据

库系统等课程；

数 学 与 数 据 方 向 （ D a t a  S c i e n c e ： 

Mathematics and Data Track）设有基于优化的

数据分析、推理与表示、数据科学中数学：图与

网络（Mathematics of Data Science： Graphs 

and Networks）以及非光滑凸优化（Convex and 

Nonsmooth Optimization）等课程。

自然语言处理方向（Data Science：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rack）开设基于表示学习

的自然语言理解、自然语言理解与计算语义、统

计自然语言理解、推理与表示、深度学习、文本

数据（Text as Data）、自然语言处理以及高级

语言学等课程。

物理学方向（Data  Sc ience：Phys ics 

Track）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推理与表示、实验物

理研究（Experimental Physics Research）、理

论物理研究（Theoretical Physics Research）、

研究式阅读（ Research Reading）、计算物理

（Computational Physics）、统计物理、生物

物理（Biophysics）、专题研讨课、天体物理学

专题（Special Topics in Astrophysics）以及相

变与临界现象（Phase Transitions and Critical 

Phenomena）。

生物学方向（Data  Sc ience：Bio logy 

Track）重点讲解基础生物学、健康与疾病等基础

知识，并要求选修生物学的课程。

纽约大学的数据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

“下一代数据科学家”，为具备数学、计算机科

学和应用统计基础的学生提供了多个可选的培养

方案，其主要特点如下：

设有多个培养方向，如大数据、数学与数

据、自然语言处理、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其人才

培养特别强调数据科学与其他专业的深度融合。

重视对优化论的学习，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

多个与优化论相关的课程，如《基于优化的数据

分析（Optimization-based Data Analysis）》

和 《 优 化 与 计 算 线 性 代 数 （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and Computational Linear Algebra）》、

《非光滑凸优化（Convex and Nonsmooth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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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践操作能力，重视来自现实世界的具

体问题的处理能力。

1.5  斯坦福大学

该 学 校 的 数 据 科 学 专 业 由 统 计 系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和计算与数学学院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Engineering）联合开设，授予的学位为数据科

学方向的统计学理学硕士（M.S. in Statistics： 

Data Science）。共开设有29门课程〔17〕，分

为以下5个模块：

基础课程模块：数值线性代数（Numerical 

L inear  A lgebra）、离散数学与算法、优化

论、工程中的随机方法（Stochastic Methods 

in  Eng ineer ing）以及随机算法与概率分析

（Randomized Algorithms and Probabilistic 

Analysis）；

数据科学模块：统计推理导论、回归模型

及方差分析导论、统计模型导论、现代应用统计

学：学习以及现代应用统计学：数据挖掘；

高级科学编程及高性能计算（Advanced 

Scientific Programming and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模块，涉及的课程有高级科学编程

（Advanced Scientific Programming）、并行计

算导论、分布式算法与优化论、数值分析的并行

方法、并行计算、并行计算机的架构及编程以及

高级多核系统；

专业选修（Specia l i zed E lect ives）模

块，设有以下课程：计算分子生物学中的表示

与算法（Representations and Algorithms 

for Computa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数据驱动型医学（Data Driven Medicine）、

面向现代生物学的统计学、社会与信息网络分

析、机器学习、面向视觉认知的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Visual 

Recognit ion）、海量数据集的挖掘、计算机

图形学、地理统计学（Geostat ist ics）、基

于大数据的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f r o m  B i g  D a t a ） 、 人 类 神 经 影 像 学 方 法

（Human Neuroimaging Methods）和数据

计算范式（Paradigms for Computing with 

Data）；

实战（Practical Component）模块，包括

Capstone项目和独立学习项目。

斯坦福大学此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侧重的是

统计学家，而并非是数据科学家。其最突出的特

点是将数据科学作为统计学的一个方向，将培养

出面向数据科学的统计学家。因此，该专业与其

他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不同，强调的是数据科学

与统计学的深度融合。

1.6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该 学 校 的 数 据 科 学 专 业 由 数 据 科 学 学 院

（ Data Science Institute）开设，授予的学位为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课程体系可分为导论类课程、计算

机科学、统计学、选修课程和Capstone课程等5

大类。

导论类课程的定位在计算机学和统计学的交

叉课程，课程名称为《数据科学原理》；

计 算 机 科 学 类 课 程 包 括 面 向 数 据 科 学 的

计算机系统（Computer Systems for Data 

Science）、数据科学中的机器学习、数据科学

中的算法；

统计学类课程包括概率论、面向数据科学

的概率统计（Probability & Statistics for Data 

Science）、探索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统计推

理与建模；

选修课程 为 跨 专 业 课 程 ， 鼓 励 学 生 跨 专

业 选 修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其 他 专 业 的 课 程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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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受 欢 迎 的 选 修 课 程 包 括 翻 译 生 物 信 息 学

（Translational Bioinformatics）、应用机器

学习、数据科学中的因果推理、数据科学的

要素、面向数据科学的机器学习产品、社会

意义的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Social Meaning）、数据科学项目、大数据分

析学、面向计算机可视化、语音和语言的深度

学习（Deep Learning for Computer Vision， 

Speech， and Language）、金融大数据（Big 

Data in Finance）和可持续技术与智慧城市

的演化（Sustainability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Smart Cities）；

Capstone项目的名称为数据科学Capstone

与道德（Data Science Capstone & Ethics），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产业、政府和非盈利部门的

实际数据和具体问题〔18〕。

该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数据科学家。主

要特点有两个：一是专业教育与专业认证的相

结合。该学校不仅开设有数据科学硕士专业，

而 且 还 提 供 一 项 专 业 认 证 —— 数 据 科 学 专 业

成就认证（The Cert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in Data Sciences），打通了二者

的课程设置；二是专业教育与在线免费课程的相

结合。作为线下专业课程的重要补充，该学校

提供了在线开放课程——数据科学与分析X系列

课程（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XSeries），

介绍数据科学的最新工具及其在金融、健康医

疗、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领域中的应用。目

前，已开设的在线课程有：数据科学与分析学

中的统计思维（Statistical Thinking for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数据科学与分析学

中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for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数据科学与分析学中

的驱动技术：物联网（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1.7  伦敦城市大学

该 学 校 的 数 据 科 学 专 业 由 数 学 、 计 算

机与工程学院（School  of  Mathemat ics， 

Computer Science & Engineering）和计算

机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联合开设，授予的学位为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其

课程体系由核心模块、选修模块和综合训练课

程3部分组成。每个模块包括动手实验室教程和

课程作业。其中，核心模块包括数据科学原理

（Principles of Data Science）、机器学习、

大数据、神经计算（Neural Computing）、

可视分析学、研究方法与专业问题（Research 

Methods  and  P ro fess iona l  I s sues）；

选 修 课 程 有 高 级 并 发 编 程 （ A d v a n c e d 

Programming： Concurrency）、高级数据

库、信息检索、数据可视化、数字信号处理

及音频编程（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Audio Programming）、云计算、计算机视

觉、软件代理（Software Agents）等。综合

训练课程与其他学校不同，并非以小组形式完

成，而是以学生在指导教师或合作企业的指导

下独立完成。选题要求必须为来自实际部门的

真实数据及现实问题〔19〕。

该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数据科学家，特

别强调学生的“洞察”能力的培养，即从大规模

数据中快速洞见有价值的、可以指导实际行动的

“洞见”的能力。主要特色如下：

重点培养学生的3C精神，尤其是好奇心，通

过掌握新技术来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该专业

的学员主要来自于经济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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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数据科学的三个要素，突出数据科学的

跨学科性，开设课程涉及计算机科学、统计学、

机器学习及实战应用。此外，该学校特别强调机

器学习在数据科学中的重要地位，重视学生对机

器学习和数据可视化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强 调 实 习 的 重 要 性 ， 开 设 由 P L U （ 

Professional Liaison Unit）资助的专业实习项目

（Professional Internships Program），将学生

派送到NHS、Facebook、亚马逊、BBC的实际工

作部门进行为期6个月的实习。

重 视 产 业 真 实 数 据 及 现 实 问 题 的 处 理 能

力。该学校设有个人大作业（The individual 

project），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选择来

自产业、学术或政府的真实数据，解决现实世界

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1.8  卡内基梅隆大学

该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人才培养分散在多个

专业之中，如表2所示，其中直接用数据科学命

名的专业为计算数据科学（Computational Data 

Science）〔20〕。计算数据科学专业由计算机学

院开设，课程体系设有分析和系统2个方向，学生

必须选修5门核心课程、3门选修课和1门Capstone

项目。分析方向的核心课程为智能信息系统、机器

学习、大规模数据集的机器学习、搜索引擎和可扩

展分析学；系统方向的核心课程为操作系统的实

现、数据库应用、并行计算机架构及编程、分布式

系统、大数据系统、高级存储系统、云计算及高

级云计算、数据库系统的前沿问题及多媒体数据

库。

表2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数据科学硕士专业

（Data Science Master's Table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20〕

学院 学位 时间 类型 背景要求 未来工作去向

海因茨学院

公共政策硕士

（政策分析方向）
2年 专业硕士

商业、科学或技术

学位
政府、咨询公司、智库

信息系统管理硕士

（商务智能与数据

分析方向）

1.5

年
专业硕士

具有工科学位和工

作经验

金融服务公司、科技公

司、初创企业

泰伯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商

务分析方向）
2年 专业硕士

不同的背景

（见正文）

咨询公司、IT公司、财务

数据分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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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位 时间 类型 背景要求 未来工作去向

计

算

机

科

学

学

院

语言技术

研究院

计算数据科学硕士
1.5

年
专业硕士

计算机科学或其他

相关专业

高科技公司的

软件工程职位

智能信息系统硕士 1年 专业硕士
计算机科学或其他

相关专业

高科技公司的

软件工程职位

语言技术硕士 2年 专业硕士
计算机科学或其他

相关专业
软件工程工作、博士项目

人机交互

研究院与

心理学系

教育技术硕士 1年 专业硕士
心理学、教育学、

计算机科学等专业
各种相关工作

机器

学习系
机器学习硕士

1.5

年
专业硕士

计算机科学、统计

或其他相关专业

软件工程、财务工作、

博士项目

迪特里希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
统计实践硕士 1年 专业硕士

数学或统计数据相

关专业

咨询公司、金融公司、

市场营销公司等

该学校的人才培养侧重于专业中的数据科学

家，强调的是与具体专业学科高度融合的人才培

养。其主要特点有两个：

侧重融合式教育及专业中的数据科学家的

培养。与上述其他学校不同的是，该学校的数据

科学专业分散在多个学位项目，如公共政策、

信息系统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数据科学、智能

信息系统、语言技术、教育技术、机器学习和统

计实践等。其中，以数据科学为命名的专业只有

一个，即为计算数据科学（Computational Data 

Science）。

强 调 跨 学 科 方 法 （ I n t e r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pproach）：重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具体应

用领域之间的深入融合，所涉及的具体应用领域

有公共政策、信息系统管理、商务分析、智能信

息系统、语言技术、教育技术与应用学习。

2 特色课程

特色课程是一个新专业的存在标志之一。通

过对上述8个学校的培养方案进一步深入调研发

现，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特色课程有9

种：

2.1  数据科学的“理论基础”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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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解正式学习数据科学之前必备的知识

而对数据科学本身的介绍较少，主要定位是数据

科学专业的先修课程，为学生学习数据科学课程

奠定基础。常见的理论基础类课程有统计学、机

器学习以及Python语言（或R语言）。

“统计学”类课程：主要讲解面向数据科

学的应用统计学的知识，为学生深入学习数据科

学理论奠定基础。例如，华盛顿大学《应用统计

与试验设计（ Applied Statistics & Experimental 

Design） 》〔21〕主要学习离散和连续随机变

量的推理统计方法，包括手段和比例差异的测

试、线性和逻辑回归、因果关系以及重采样方

法等。再如，斯坦福大学开设两门统计学类课

程，即现代应用统计学：学习（ Modern Applied 

Statist ics：Learning）和现代应用统计学：

数据挖掘（Modern Applied Statistics：Data 

Mining）〔22〕。

“机器学习”类课程：主要讲解面向数据

科学的应用机器学习的知识，为学生深入学习

数据科学理论奠定基础。例如，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开设的应用机器学习（Applied Machine 

Learning）〔23〕课程认为机器学习是计算机科

学与统计学交叉点之上发展迅速的领域，强调的

是寻找数据中的模式。类似的课程还有华盛顿大

学的数据科学家常用的统计机器学习（Statistical 

Machine Learning for Data Scientists）〔24〕

和纽约大学的机器科学与计算统计学（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等课

程。

Python语言（或R语言）课程，主要讲解面

向数据科学的数据分析语言及开源工具。例如，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面向数据科学的

Python语言（Python for Data Science） 》〔

25〕侧重讲解的是数据科学工作所必需掌握的

Python知识——Python基本语法及数据科学常用

包的应用。

2.2  数据科学的“基础理论”类课程

主 要 讲 解 数 据 课 程 本 身 的 术 语 、 理 念 、

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和最佳实践应用，属

于数据科学专业的入门性、导论类课程。例

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科学（Data 

Science） 》〔26〕课程涵盖数据科领域的核心

概念和技能，包括问题识别和通信、概率、统计

推断、可视化、提取/变换/加载、探索性数据分

析、线性和逻辑回归、模型评估以及常用机器学

习算法等。该课程以有效沟通和可重复分析为指

导思想，认为数据科学并不等同于统计学和机器

学习的简单拼接，强调的是对数据科学自身的新

知识的讲解。

2.3  数据科学的“领域应用”类课程

主 要 讲 解 数 据 科 学 对 某 一 学 科 领 域 的 影

响及其应用方法论或最佳实践。例如斯坦福

大学开设的《数据驱动型医学（ Data Driven 

Medicine） 》〔27〕和《基于大数据的商务智

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From Big Data）》

〔28〕课程，分别探讨的是如何将数据科学的

理念、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医学和商务智能领

域。

2.4  “数据呈现和沟通”类课程

主要讲解数据呈现与沟通能力在数据科学

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数据科学中常用的可视化表

示与故事化描述方法。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数据可视化 （Data Visualization） 》

〔29〕、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可视化

（Data Visualization） 》〔30〕以及伦敦城市

大学的《可视分析学（Visual Analytics）》〔

31〕课程讲解可视化方法在数据科学专业中的

应用。此外，数据的故事化描述能力也是数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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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基本功之一。杜克大学的交叉数据科学硕

士专业认为数据的故事化描述与可视化表示同等

重要，并开设课程《数据逻辑、可视化表达与

故事化描述（Data Logic， Visualization，and 

Storytelling）》〔32〕。

2.5  “数据计算”类课程

主要讲解大数据环境下计算模式的变化及

新的算法、技术、工具与平台。例如，华盛顿大

学的《可扩展的数据系统与算法（Scalable Data 

Systems & Algorithms） 》主要讲解面向大规

模数据的可扩展算法。再如，卡内基梅隆大学

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 》〔33〕

课程不仅介绍云计算模式，还讲解数据中心，

虚拟化，云存储和编程模型等主题。斯坦福大

学也同样开设了关于数据计算方面的《基于数

据的计算范式（Paradigms for Computing with 

Data）》〔34〕课程。

2.6  “数据管理”类课程

主要讲解数据管理，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数

据管理新挑战、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

具。例如，华盛顿大学开设的《数据管理与数据

科学（Data Management for Data Science） 》

主要讲解的是数据模型、查询语言、数据库调优

和优化、数据仓库以及并行处理等内容。再如，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数据存储与检索

（Storing and Retrieving Data ） 》〔35〕课程

的涉及面很广，鼓励学生综合运用Python、关系

数据库、Hadoop、Map reduce、Spark和云计算

（AWS）等多种技术，完成分布式数据处理、流

式数据分析、图计算和大数据架构设计等工作。

2.7  “数据分析”类课程

主要讲解数据分析，尤其是大数据分析的方

法和技术。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多媒体数据库

及数据挖掘（Multimedia Databases and Data 

Mining），华盛顿大学的大数据分析学（Big 

Data Analytics）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的

大数据分析学（Big Data Analytics）〔36〕均

强调了大数据分析的主要挑战和新方法。值得

一提的是，正如Gartner数据分析价值扶梯模型

（Gartner's analytic value escalator）所示，因

果分析是大数据数据分析中重要组成部分。例

如，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有《数据科学中的因果推

理（Causal Inference for Data Science）》，

重点讲解因果分析在数据科学中的应用。此外，

探索性数据分析成为数据科学专业的重要课程

之一，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均

开设有名为探索性数据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的课程。

2.8  “数据产品开发”类课程

主要讲解数据产品开发方法、试验设计和

优化论等知识。其中，数据产品开发是数据科学

专业教育的重要抓手之一。例如，卡内基梅隆

大学的智能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Intelligent Info Systems）。在数

据产品开发中，试验设计和优化论是必不可少的

支撑课程，如华盛顿大学和纽约大学分别开设有

关试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和优化论

（Optimization）有关的课程。

2.9  数据科学中“人文”类课程

主要讲解数据科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的非技

术和工程类问题，主要涉及大数据与数据分析相

关的道德、隐私、法律、经济和社会影响。例

如，华盛顿大学开设的《以人为中心的数据科学

（Human-Centered Data Science）》课程〔

37〕的内容涉及数据道德与隐私、算法偏倚、法

律框架和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溯源和再现、数据

管理与长久保存、大数据的用户体验和可用性测

试、大规模协同中的道德问题、数据沟通以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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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学的社会影响。

2.10  综合训练类课程

主要讲解如何综合运用数据科学专业中学习

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解决具体行业中的实

际问题，重点培养学生的实战能力。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

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的综合训练课

程成为《数据科学综合训练课程（Data Science 

Capstone）》课程，均强调学生以团队工作的形

式，选择解决具体行业中真实问题和真实数据，

提升自己的数据洞见、数据产品开发和综合动手

能力。

3 启示与建议       

目前，我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

仍处于起步阶段，其课程体系的设计中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甚至存在曲解现象。我国大数据教育

中存在的常见曲解以及以上分析的借鉴意义主要

体现在：

3.1  曲解之一、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统

计学

从目前国内部分高校的培养方案可看出，其

数据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主要由计算机科学和统计

学两大学科领域的主干课程组成，而对数据科学

本身的关注不够，并没有开出数据科学专业的特

色课程。需要注意的是，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是

数据科学的理论基础，而并非是数据科学特有的

知识〔38〕。世界一流大学的数据科学课程设置

看，数据科学专业并非是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

简单拼凑，而更加突出的是数据科学本身——数

据科学的基础理论、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数据

计算、数据管理及数据产品开发。从本次调查分

析发现，数据科学专业中应重视的新课程有：

数据科学导论（Int roduct ion  to  Data 

Science）或数据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data 

science）；

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或可视分

析学（Visual analytics）；

数 据 产 品 开 发 （ D a t a  P r o d u c t 

Development）；

探 索 性 数 据 分 析 （ E x p l o r a t o r y  D a t a 

Analysis，EDA）；

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试验设计（Experimental Design 或 Design 

of Experiment）；

优化论（Optimization）；

因果分析（Causality）；

数据科学综合训练课程（Data Sc ience 

Capstone）。

3.2  曲解之二、照搬传统统计学和计算机科

学专业的课程

从国内部分高校公布的数据科学专业课程体

系看，一般均设有两门基础课程——统计学和机

器学习，并直接将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专业的两

门课程照搬到数据科学这一新专业之中，甚至教

学大纲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动。但是，从上述一流

大学的课程设置看，数据科学专业中讲解统计学

和机器学习的方式与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传统

学科不同。以机器学习为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开设的课程名分别为《应用机器学习（Applied 

Mach ine  Lea rn ing）》、《实用机器学习

（Practical Machine Learning）》，强调的是从

应用角度讲解机器学习；

华盛顿大学开设课程名为《数据科学家常用

的统计机器学习（Statistical Machine Learning 

for Data Scientists）》，强调的是从数据科学视

角讲解统计学，突出的是数据科学与机器学习之

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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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课程名为《大数据集的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with Big Data 

Sets）》，强调的是面向大数据的机器学习。

纽约大学开设的课程名为《机器学习与计算

统计学（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强调的是机器学习与统计学的深

层融合，而并非是二者的简单拼凑。

3.3  曲解之三、大数据教育的重点是相关性

分析

由于大数据在相关性分析领域的应用案例和

故事较多，部分高校的大数据教育中过分强调相

关分析，而忽略了因果分析，甚至认为大数据或

数据科学不善于或不包括因果分析。因此，因果

分析的课程在国内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

课程中极其罕见。与此不同的是，国外数据科学

专业中“因果分析”课程较为常见，体现了数据

分析的多样性以及因果分析在数据科学中的重要

地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有《试验与因果分

析（Experiments and Causality）》；

哥伦比亚大学的数据科学专业开设有《数据

科学中的因果推理（Causal Inference for Data 

Science）》课程。

3.4  曲解之四、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关注的是数据本身的管理

在国内，部分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的人才培

养方案与数据工程、数据仓库、商务智能等其他

专业或方向的区别并非明显，课程设置仍定位在

于数     据工程师的培养，关注的科学问题是数据

本身的管理。但是，数据科学专业与数据工程专

业不同，侧重的是“基于数据的管理”，而并非

是“数据本身的管理”，其培养目的为数据科学

家和数据分析师。例如，

斯坦福大学的《数据驱动型医学（Data 

Driven Medicine）》

纽 约 大 学 的 《 基 于 优 化 的 数 据 分 析

（Optimization-based Data Analysis）》

约 翰 ·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的 《 数 据 产 品 开 发

（Developing Data Products）》。

3.5  曲解之五、课程名中必须有“大数据”

字样

在国内，从部分学校的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

看，为了区分和凸显新专业的特殊性，在每个课

程的名称中简单机械地增加了“大数据”字样，

如《大数据系统与算法》等。但是，从国外经验

可以看出，数据科学专业的课程不一定要打“大

数据”的旗号，例如：

华 盛 顿 大 学 开 设 的 课 程 《 可 扩 展 的 数

据系统与算法（Scalable Data Systems & 

Algorithms）》，虽没有注明“大数据（Big 

D a t a ） ” 字 样 ， 但 充 分 体 现 了 大 数 据 系 统

和 算 法 的 核 心 需 求 和 主 要 矛 盾 —— 可 扩 展 性

（Scalability）。

斯坦福大学开设的课程“基于数据的计算范

式（Paradigms for Computing with Data）”，

虽然没有“大（Big）”字样，但抓住了数据科

学的核心问题——基于数据的计算范式。

3.6  曲解之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亟待标准化

目前，国内多所高校的数据科学专业的培养

方案趋于同质，相互参照得过多，并没有体现所

在高校的优势。从国外课程体系的设计看，不同

学校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并非相同，而主要区别体现在所在高校的学科

优势和人才培养的定位。例如斯坦福大学结合自

己在统计学、医学、生物学和商务智能的优势，

开设出了一些特色课程：

现代应用统计学：学习（Modern Applied 



75

数据科学

Statistics： Learning）；

现 代 应 用 统 计 学 ： 数 据 挖 掘 （ M o d e r n 

Applied Statistics： Data Mining）；

数 据 驱 动 型 医 学 （ D a t a  D r i v e n 

Medicine）；

现 代 统 计 学 与 现 代 生 物 学 （ M o d e r n 

Statistics for Modern Biology）；

大数据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from Big Data）。

3.7  曲解之七、数据科学专业纯属理工科          

目前，国内部分学校的数据科学专业的课程

设计中仅强调技术和工程问题，而忽略了人文和

管理问题。但是，从国外数据科学专业课程设计

看，数据科学不仅是技术和工程的问题，而且还

涉及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例如：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的 课 程 《 大 数 据 中

的人与价值（Behind the Data： Humans and 

Values）》；

华盛顿大学的课程《以人为中心的数据科学

（Human-Centered Data Science）》；

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数据科学综合训练

及伦理（Data Science Capstone & Ethics》。

3.8  曲解之八专业的主要受众学生群体来自

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或数据科学专业

目前，国内数据科学专业的课程设计是专门

为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或数据科学专业的学生设

计的，而忽略了其他专业学生的需求。但是，从

国外大学数据科学专业或课程的选修生源看，主

要生源并非是上述三个专业，而其他专业的生源

占绝大多数。纽约大学的数据科学专业的多个培

养方向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数据科学专业

的课程设计中应适当考虑学生来源和去向，加强

数据科学与领域知识的高度融合。

来源： 数据科学Data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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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相关岗位面试题库

1、你在用哪些机器学习技术，是研究层次

的，还是生产层次的？

“What ML techniques do you work with？ 

/ Are these research level or production level 

techniques？”〔来源1〕

2、请告诉我一项你曾全程参与的项目，包

括项目名称，所解决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和项目

最终结果。

“Tell me about an in-depth example of 

projects you have worked on from inception to 

completion. What was the project， how did 

you approach the problem， what was the end 

result etc.”？〔来源1〕

3、你最喜欢的算法是什么

“What’s your favorite algorithm？”〔来

源1〕

4、你〔编程语言〕能力达到什么级别？  你

通常用〔编程语言〕做什么？以及你遇到过最难

的挑战是什么？

“What level of experience do you have 

with 〔programming language〕？  What do 

you do daily with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what was your hardest challenges with 

this？”〔来源1〕

5、你处理过最大的数据集是什么？你是如

何处理的，最终结果怎么样？

“What is the largest data set that you 

have processed？ How did you approach this， 

and what was the end result？”〔来源1〕

6、如果让你向一名业务主管解释“线性回

归”，你会如何解释？

How would you explain a linear regression 

to a business executive？〔来源2〕

7、线性回归的一些替代模型有哪些？这些

替代模型的优缺点是什么？

What are some alternative models to a 

linear regression？ Why are they better or 

worse？〔来源2〕

8、（基于以下关系表，）请编写SQL查询

语句，创建对应关系表，并计算出每个班的最高

成绩（Grade）。

Write a SQL query to create a table that 

shows， for each class， the value of the 

highest grade in the class.〔来源2〕

 9、基于上表，我想计算出每个班得分最高

的同学的姓名，请写出SQL查询语句。

Suppose I had the same table as the 

previous question， but instead for each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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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find the name of the student who got 

the highest grade. Write a query to do that.〔来

源2〕

10、用伪代码或任何您想用的编程语言编写

一个程序，要求如下：1）输出数字从1到100；

2）遇到3的倍数、5的倍数以及3和5的公倍数，

分别用“Fizz”和“Buzz”和“FizzBuzz”代

替。

In pseudo-code or whatever language 

you would like： write a program that prints 

the numbers from 1 to 100. But for multiples 

of three print “Fizz” instead of the number 

and for the multiples of five print “Buzz”. For 

numbers which are multiples of both three and 

five print “FizzBuzz”.〔来源2〕

11、一家公司正在出售Microsoft Office的

竞争对手的产品，该公司正在通过发送两套不同

的电子邮件方案来测试自己的营销策略。其中，

一种方案涉及与业务相关的内容，另一种方案涉

及与消费者相关的内容。以下是关于两种电子邮

件的一系列图表。最下面的两张图与前两张的数

据相同，是根据客户在发送电子邮件前一年在公

司消费的金额计算得出的数据。请问，哪种方式

效果更好？

A company se l l ing  a  compet i tor  to 

Microsoft Office is testing their marketing by 

sending out two different sets of emails. One 

set contains business related content， and 

one contains consumer related content. We are 

interested in how each campaign performed; 

did one do at getting people to click-through？ 

Below is a selection of graphs on the two email 

campaigns. The bottom two graphs have the 

same data as the top two， only bucketed by 

the amount the customer has spent with the 

company the year before the emails were sent. 

Which campaign did better？〔来源2〕                         

12、什么是正则化？有什么用？

Explain what regularization is and why it is 

useful〔来源3〕

13、你最喜欢的数据科学家以及创业公司有

哪些？

Which data scientists do you admire 

most？ which startups？〔来源3〕

14、您将如何检验一个基于多元回归的预测

模型的有效性？

How would you validate a model you 

created to generate a pre dictive model of a 

quantitative outcome variable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来源3〕

15、解释什么是精确率和召回率。它们与

ROC曲线的关系？

Explain what precision and recall are. How 

do they relate to the ROC curve？〔来源3〕

16、你怎样证明你对算法的改进确实比不改

进有用？

How can you prove that one improvement 

you've brought to an algorithm is really an 

improvement over not doing anything？〔来源

3〕

1 7 、 什 么 是 根 因 分 析 （ r o o t  c a u s e 

analysis）？

What is root cause analysis？〔来源3〕

18、您是否熟悉价格优化，价格弹性，库存

管理，竞争情报？举例说明。

Are you familiar with price optimization， 

price elasticity， inventory manage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Give examples.〔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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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3〕

19、 什么是统计功效？

What is statistical power？〔来源3〕

20、解释什么是“重采样”方法，并揭示它

们为什么有用？说明其局限性。

 Explain what resampling methods are 

and why they are useful. Also explain their 

limitations.〔来源3〕

21、过多的假正或过多的假负例，哪一个会

更好吗？请给出揭示。

 Is i t  better to have too many false 

positives， or too many false negatives？ 

Explain.〔来源3〕

22、什么是选择性偏差，为什么它很重要，

你如何避免它？

What is selection bias， why is it important 

and how can you avoid it？〔来源3〕

23、举例说明如何使用试验设计来回答有关

用户行为的问题。

Give an example of how you would use 

experimental design to answer a question about 

user behavior.〔来源3〕

2 4 、 长 表 和 宽 表 的 区 别 ， 即 “ l o n g ”

（“tall”）和“wide”格式数据有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ng" 

（"tall"） and "wide" format data？〔来源3〕

25、你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在一篇文章中发布

（或出现在报纸或其他媒体上）的统计数据为错

误或者只是为了支持作者的观点而给出的，并非

为关于正确数据？〔来源3〕

What method do you us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tatistics published in an article 

（or appeared in a newspaper or other media） 

are either wrong or presented to support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rather than correct， 

comprehensive factual information on a specific 

subject？〔来源3〕

2 6 、 解 释 E d w a r d  T u f t e 提 出 的 的

“chartjunk”的概念。

Explain Edward Tufte's concept of "chart 

junk."〔来源3〕

27、如何筛选异常值，如果发现异常值，应

该怎么做？

How would you screen for outliers and 

what should you do if you find one？ 〔来源3〕

28、你如何使用极值理论，蒙特卡罗模拟或

数理统计（或其他）来正确估计非常罕见事件的

概率？

How would you use either the extreme 

value theory，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or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or anything else） 

to correctly estimate the chance of a very rare 

event？〔来源3〕

29、什么是推荐引擎？它是如何工作的？

What is a recommendation engine？ How 

does it work？〔来源3〕

30、解释什么是假正和假负。为什么区分它

们？

Explain what a false positive and a false 

negative are. Why is it important to differentiate 

these from each other？〔来源3〕

31、你在用哪些工具进行可视化？您觉得

Tableau怎么样？R和SAS的可视化功能如何？如

何在图表（或视频）中有效地呈现5维数据？

Which tools do you use for visualiza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ableau？ R？ SAS？ 

（for graphs）. How to efficiently represent 5 

dimension in a chart （or in a video）？〔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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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谈一谈你之前做过的项目以及你的贡献

Talk about you prior projects and your 

contribution〔来源4〕

33、你通常怎么处理ETL过程

How can you cope with ETL process 

usually？〔来源4〕

34、数据科学，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之间的

区别是什么？

Differentiate between Data Science ， 

Machine Learning and AI.〔来源5〕

35、Python或R 语言 你更喜欢用哪一种语

言来进行文本分析？

Python or R – Which one would you prefer 

for text analytics？〔来源5〕

3 6 、 你 使 用 哪 种 技 术 来 预 测 分 类 响 应

（categorical responses）？

Which technique is  used to predict 

categorical responses？〔来源5〕

37、

解释什么是逻辑回归，或者说明一个最近你

使用逻辑回归的例子。

What is logistic regression？ Or State an 

example when you have used logistic regression 

recently.〔来源5〕

38、什么是推荐系统？

What are Recommender Systems？〔来源

5〕

39、 为什么数据清洗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Why data cleaning plays a vital role in 

analysis？〔来源5〕

40、单变量分析，双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

的区别是什么。

Differentiate between univariate， b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来源5〕

41、通过正态分布，你可以了解到哪些东

西？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the term 

Normal Distribution？〔来源5〕

42、 什么是线性回归？

What is Linear Regression？〔来源5〕

43、 什么是插值和推断？

What is Interpolation and Extrapolation？〔

来源5〕

44、什么是功效分析？

What is power analysis？〔来源5〕

45、什么是K-means？

你 如 何 确 定 K - m e a n s 中 的 K 值 ？ W h a t 

is K-means？ How can you select K for 

K-means？〔来源5〕

46、什么是协同过滤？

What is Collaborative filtering？〔来源5〕

47、整群抽样和系统抽样有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luster 

and Systematic Sampling？〔来源5〕

48、期望值和平均值有何不同？

 Are expected value and mean value 

different？〔来源5〕

49、P值对统计数据有什么意义？

What does P-value signify about the 

statistical data？〔来源5〕

50、梯度下降方法是否总是收敛到同一点？

Do gradient descent methods always 

converge to same point？〔来源5〕

51、 什么是分类变量？

What are categorical variables？〔来源5〕

52、测试的真正例率和假正率分别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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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有1/1000的人口总体符合测试识别的条

件。考虑到一个正检验，有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

多少？

A test has a true positive rate of 100% and 

false positive rate of 5%. There is a population 

with a 1/1000 rate of having the condition the 

test identifies. Considering a positive test，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that condition？

〔来源5〕

53、如何使用Box-Cox转换使数据正态分

布？

How you can make data normal using Box-

Cox transformation？〔来源5〕

54、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有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pervised 

Learning and Unsupervised Learning？〔来源

5〕

55、解释组合数学在数据科学中的应用。

Explain the use of Combinatorics in data 

science.〔来源5〕

56、为什么向量化被认为是优化数值的一种

方法？

Why is vectorization considered a powerful 

method for optimizing numerical code？〔来源

5〕

57、A / B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goal of A/B Testing？〔来源5〕

58、什么是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What is an Eigenvalue and Eigenvector？〔

来源5〕

59、什么是梯度下降（算法）？

What is Gradient Descent？〔来源5〕

60、如何处理异常值？

 How can outlier values be treated？〔来源

5〕

61、你如何评估一个好的逻辑模型？

How can you assess a good logistic 

model？〔来源5〕

62、分析项目的主要步骤是什么？

What are various steps involved in an 

analytics project？〔来源5〕

63、如何同时迭代一个列表并检索元素索

引？

How can you iterate over a list and also 

retrieve element indices at the same time？〔

来源5〕

64、在分析过程中，你如何处理缺失值？

During analysis， how do you treat missing 

values？〔来源5〕

65、解释回归模型中的box-cox转换。

Explain about the box-cox transformation 

in regression models.〔来源5〕

66、你会使用机器学习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吗？

Can you use machine learning for time 

series analysis？〔来源5〕

67、编写一个函数，它接收两个有序列表并

输出一个合并二者之后的有序列表。

Write a function that takes in two sorted 

lists and outputs a sorted list that is their 

union. 〔来源5〕

68、贝叶斯估计和最大似然估计（MLE）有

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ayesian 

Estimate an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来源5〕

69、什么是正则化？正规化能解决什么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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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Regularization and what kind of 

problems does regularization solve？〔来源5〕

70、什么是多重共线性以及如何克服它？

What is multicollinearity and how you can 

overcome it？ 〔来源5〕

71、维度灾难是什么？

What is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来

源5〕

72、你如何检验你的线性回归模型是否拟合

数据？

How do you decide whether you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its the data？ 〔来源5〕

73、平均平方误差和绝对误差之间有什么区

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quared 

error and absolute error？ 〔来源5〕

74、 什么是机器学习？

What is Machine Learning？ 〔来源5〕

75、如何构建置信区间，以及如何解释它

们？

How are confidence intervals constructed 

and how will you interpret them？〔来源5〕

76、你如何分别向经济学家，医师科学家和

生物学家解释逻辑回归？

How will you explain logistic regression 

to an economist， physican scientist and 

biologist？ 〔来源5〕

77、你如何克服过度拟合？

How can you overcome Overfitting？ 〔来

源5〕

78、宽数据格式和高数据格式的区别是什

么？

Differentiate between wide and tall data 

formats？〔来源5〕

79、朴素贝叶斯是不好的吗？如果是的话，

在哪些方面不好？

Is Na-ve Bayes bad？ If yes， under what 

aspects. 〔来源5〕

80、你将如何开发一个模型来识别抄袭？

How would you develop a model to identify 

plagiarism？〔来源5〕

81、如何确定聚类算法中的聚类个数？

How will you define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 clustering algorithm？〔来源5〕

82、假负例太多或假正例太多，哪一个更

好？

Is it better to have too many false negatives 

or too many false positives？〔来源5〕

83、是否可以使用Microsoft Excel进行逻辑

回归？

Is it possible to perform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Microsoft Excel？〔来源5〕

84、你怎么理解模糊融合？你会用何种语言

来处理它？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Fuzzy merging 

？ Which language will you use to handle it？〔

来源5〕

85、偏态分布和均匀分布之间有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kewed 

and uniform distribution？〔来源5〕

86、如果你已经使用多重回归建立了定量

结果变量的预测模型，验证你的模型涉及哪些步

骤？

You created a predictive model of a 

quantitative outcome variable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s. What are the steps you would 

follow to validate the model？〔来源5〕

8 7 、 在 机 器 学 习 中 ， 通 过 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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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is），你可以了解到哪些东西？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Hypothesis in 

the content of Machine Learning？〔来源5〕

88、通过召回率和准确率，你可以了解到哪

些东西？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Recall and 

Precision？〔来源5〕

89、你如何确定K-means的正确K值？

How will you find the right K for K-means？

〔来源5〕

90、为什么L1正则化会导致参数的稀疏性，

而L2正则化不会呢？

Why L1 regularizations causes parameter 

sparsity whereas L2 regularization does not？〔

来源5〕

91、你如何处理时间序列建模中的不同类型

的季节性？

How can you deal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easonality in time series modelling？〔来源5〕

92、在试验设计中，是否有必要进行随机化

处理？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什么？

In experimental design， is it necessary to 

do randomization？ If yes， why？〔来源5〕

93、你是如何理解与朴素贝叶斯有关的共轭

先验？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conjugate-

prior with respect to Na-ve Bayes？〔来源5〕

94、你能举出一些假正例比假负例重要的例

子吗？

Can you cite some examples where a false 

positive is important than a false negative？〔来

源5〕

95、你能举出一些假负例比假正例更重要的

例子吗？

Can you cite some examples where a false 

negative important than a false positive？〔来源

5〕

96、你能举出一些假正例和假负例同样重要

的例子吗？

Can you cite some examples where both 

false positive and false negatives are equally 

important？〔来源5〕

97、你能解释测试集和验证集之间的区别

吗？

Can you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Test Set and a Validation Set？〔来源5〕

9 8 、 数 据 集 黄 金 标 准 （ d a t a s e t  g o l d 

standard）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它？

What makes a dataset gold standard？〔来

源5〕

99、如何计算灵敏度的统计功效，通过它，

你可以了解到哪些东西？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statistical 

power of sensitivity and how do you calculate 

it？〔来源5〕

100、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的重要性

是什么？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selection bias？〔来源5〕

101、通过特征向量，你可以了解到哪些信

息？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feature 

vectors？〔1〕

102、数据管理程序（如缺失数据处理等）

如何使选择偏差变得更糟糕？

How do data management procedures 

like missing data handling make selection bias 

wor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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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使用正则化方法（如Ridge回归）的优

点和缺点是什么？

W h a t  a r e  t h e  a d v a n t a g e s  a n d 

disadvantages of using regularization methods 

like Ridge Regression？〔1〕

104、通过长数据格式和宽数据格式，你可

以理解哪些东西？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long and wide 

data formats？〔1〕

1 0 5 、 什 么 情 况 下 用 随 机 森 林 ， 而 不 用

SVM？反过来呢？

Give some situations where you will use an 

SVM over a RandomForest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and vice-versa.〔1〕

106、从（模型的）外样本点（outliers）和

内样本（inliers），你可以了解到什么？如果在

数据集中找到它们，你会怎么做？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outliers and 

inliers？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find them in 

your dataset？〔1〕

107、用Python编写一个程序，输入硬币的

直径和硬币的重量，并输出硬币的货币值。

Write a program in Python which takes 

input as the diameter of a coin and weight of 

the coin and produces output as the money 

value of the coin.〔1〕

108、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是什么？

What are the basic assumptions to be 

made for linear regression？〔1〕

109、写出R平方的计算公式。

Can you write the formula to calculat 

R-square？ 〔1〕

110、在SVM拟合之前进行降维处理的优点

是什么？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performing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before fitting an SVM？

〔1〕

111、你如何评估洞察力的统计显着性，即

如何判断洞察的信度？

How wi l l  you assess the stat ist ica l 

significance of an insight whether it is a real 

insight or just by chance？〔1〕

112、您如何创建分类系统来识别非结构化

数据中的关键客户趋势？

How would you create a taxonomy to 

identify key customer trends in un structured 

data？〔1〕

113、如何找到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

How will you fi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 

categorical variable and a continuous variable ？

〔1〕

114、芝加哥有多少个钢琴调音师？ 

How many Piano Tuners are there in 

Chicago？〔1〕

115、假如有一个5条道的赛道和25匹马。

想找出最快的3匹马，最少需要比赛多少次？

There is a race track with five lanes. There 

are 25 horses of which you want to find out 

the three fastest horses. What is the minimal 

number of races needed to identify the 3 fastest 

horses of those 25？ 〔1〕

116、估计麦当劳每天出售的薯条数量。

Estimate the number of French fries sold 

by McDonald's everyday.〔1〕

117、一只钟的指针在一天中重叠多少次？

 How many times in a day does a clock’s 

hand overl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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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你有两个烧杯。第一个烧杯含有4升

水，第二个烧杯含有5升水。你怎样才能将7升水

装入桶中？

You have two beakers. The first beaker 

contains 4 litre of water and the second one 

contains 5 litres of water.How can you our 

exactly 7 litres of water into a bucket？〔1〕

119、硬币翻转1000次，正面出现560次。

你认为硬币有偏差吗？

A coin is flipped 1000 times and 560 

times heads show up. Do you think the coin is 

biased？ 〔1〕

·120、估计飞机里面可以装多少个网球。

Estimate the number of tennis balls that 

can fit into a plane.〔1〕

121、你认为每年在美国发生多少次理发？

How many haircuts do you think happen in 

US every year？〔1〕

122、在一个居民只喜欢男孩的城市里，每

个家庭都会一直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孩。计算城市

中男孩与女孩的比例。

 In a city where residents prefer only 

boys， every family in the city continues to 

give birth to children until a boy is born. If a girl 

is born， they plan for another child. If a boy 

is born， they stop. Find out the proportion of 

boys to girls in the city.〔1〕

123、有两家公司生产电子芯片。A公司制

造残缺品的概率为20％，优质品的概率为80％。

B公司制造残缺品的概率是80%，优质品的概率

是20％。如果你只有一个电子芯片，它有多大概

率是优质品？

There are two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electronic chip. Company A is manufactures 

defective chips with a probability of 20% and 

good quality chips with a probability of 80%. 

Company B manufactures defective chips with 

a probability of 80% and good chips with a 

probability of 20%.If you get just one electronic 

chip，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it is a good 

chip？〔1〕

124、假设您现在可以从同一家公司购买

A或B两款电子芯片。当您测试第一款电子芯片

时，它看起来不错。您收到的第二块电子芯片是

好的的可能性是多少？

Suppose that you now get a pack of 

2 electronic chips coming from the same 

company either A or B. When you test the first 

electronic chip it appears to be good.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second electronic chip 

you received is also good？〔1〕

125、假设有一个约会网站允许用户选择25

个形容词中的6个来描述他们的喜好。如果至少5

个词相同，两名用户就会被匹配。如果布拉德和

安吉丽娜随机挑选形容词，他们被匹配的概率是

多少？

A dating site allows users to select 6 

out of 25 adjectives to describe their likes 

and preferences. A match is said to be found 

between two users on the website if the 

match on at least 5 adjectives. If Brad and 

Angelina randomly pick adjectives，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y will form a match？〔1〕

126、一枚硬币扔了10次，结果是2次反和8

次正。你如何分析硬币是否公平？同时，实验的

p值是多少？

A coin is tossed 10 times and the results 

are 2 tails and 8 heads. How will you anal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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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coin is fair or not？ What is the 

p-value for the same？〔1〕

127、继续上面的问题，如果你有10个硬

币，每个扔10次结果还是一样。你会修改你的方

法来测试硬币的公平性还是继续相同的操作？

Continuation to the above question， if 

each coin is tossed 10 times （100 tosses are 

made in total）. Will you modify your approach 

to the test the fairness of the coin or continue 

with the same？〔1〕

128、一只蚂蚁被放在无限长的树枝上。蚂

蚁在离散时间间隔中可以以相同的概率向后或向

前移动一步。算出蚂蚁返回起点的概率。

An ant is placed on an infinitely long twig. 

The ant can move one step backward or one 

step forward with same probability during 

discrete time steps. Find out the probability with 

which the ant will return to the starting point.〔

1〕

129、解释中心极限定理

Explain the central limit theorem.〔1〕

130、中心极限定理对于几乎没有任何统计

知识的社会科学新生有什么意义？

What is the relevance of central limit 

theorem to a class of freshme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ho hardly have any knowledge about 

statistics？〔1〕

131、数据集已知的情况下，向我展示欧几

里得距离如何在三个维度上工作。

Given a dataset， show me how Euclidean 

Distance works in three dimensions.〔1〕

132、在创建统计模型时如何防止过度拟

合？

How will you prevent overfitting when 

creating a statistical model ？〔1〕

133、你最喜欢的机器学习算法是什么，为

什么？

Which is your favourite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and why？〔1〕

134. 什么是特征向量？

What are feature vectors？〔2〕

135.解释使用决策树的主要步骤。

Explain the steps in making a decision tree.

〔2〕

1 3 6 .  什 么 是 根 因 分 析 （ r o o t  c a u s e 

analysis）？

What is root cause analysis？〔2〕

137. 什么是逻辑回归？

What is logistic regression？ 〔2〕

138. 什么是推荐系统？

What are Recommender Systems？〔2〕

139. 解释交叉验证

Explain cross-validation. 〔2〕

140. 什么是协同过滤？

What is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2〕

140. 什么是协同过滤？

What is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2〕

141. 梯度下降法在任何时候都会收敛到同一

个的点吗？

Do gradient descent methods at all times 

converge to a similar point？〔2〕

142.A / B测试的目标是什么？

What is the goal of A/B Testing？ 〔2〕

143. 线性模型的缺点是什么？

What are the drawbacks of the linear 

model？ 〔2〕

144.什么是大数定律？

What is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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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  什 么 是 混 淆 变 量 （ c o n f o u n d i n g 

variables）？

 What are confounding variables？ 〔2〕

146.解释星型模式。

Explain star schema. 〔2〕

147. 为什么一个算法需要定期更新？

How regular ly must an algorithm be 

updated？ 〔2〕

148. 什么是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What are Eigenvalue and Eigenvector？〔

2〕

149. 为什么要进行“重采用”？

Why is resampling done？ 〔2〕

150. 解释选择性偏差。

Explain selective bias. 〔2〕

151. 抽样过程中可能出现几种偏差？

What are the types of biases that can occur 

during sampling？ 〔2〕

152.解释幸存者偏差

Explain survivorship bias.〔2〕

153.你是如何用随机森林的？

How do you work towards a random 

forest？ 〔2〕

154. 你是怎么变得对数据科学感兴趣的？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data 

science？ 〔3〕

155. 你曾经与哪些类型的人一起工作？内部

/外部/ C级（企业高层）？

What types of people are you used to 

working with？ Internally/Externally/C-level？ 

〔3〕

156.您最近参加过的会议/网络研讨会/课程/

研讨会/培训是什么？

What was the most recent conference/

webinar/class/workshop/training you attended？ 

〔3〕

157. 您学过的最新编程技巧是什么？

What is the most recent programming skill 

that you acquired？〔3〕

158. 请举例数据科学的“最佳实践”。

Please give a few examples of ‘best 

practices’ in data science 〔3〕

159. 您用过API吗？

Do you have any  exper ience us ing 

API’s？ 〔3〕

160.你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数据

科学家？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data 

scientist？ 〔3〕

161. 你最喜欢的编程语言/供应商是什么？

What is  your  favor i te  programming 

language/vendor？〔3〕

162. 您处理过的最大数据集是什么？您是如

何处理的？结果如何？

What is the biggest data set that you 

processed and how did you process it – what 

were the results？ 〔3〕

163. 描述你在数据分析中解决过的最大的问

题？

Describe the biggest problem you have 

dealt with in data analysis？ 〔3〕

164. 你如何处理缺失的数据？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你会推荐什么样的插补技术？

How do you handle missing data？ If this 

were to happen what imputation techniques 

would you recommend？ 〔3〕

165. 你是否参与过数据库设计和数据建模？

Have you been involved in database design 

and data model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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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如何将非结构化数据转换为结构化数

据？

How would you turn unstructured data into 

structured data？ 〔3〕

167.在何种情况下，编写自己的代码比使用

数据科学软件包更好？

When is it better to write your own code 

than using a data science software package？〔

3〕

168. 您使用哪些工具进行可视化？你用

Tableau、 R 或其他吗？

Which tools do you use for visualization？ 

Do you use Tableau/R/others？ 〔3〕

169. 您是否熟悉软件生命周期？

Are you familiar with software life cycle？ 

〔3〕

170. 什么是效率曲线？它的缺点是什么？如

何克服？

What is an efficiency curve？ What are its 

drawbacks and how can this be overcome？〔

3〕

171. 什么是推荐引擎？它是如何工作的？

What is a recommendation engine？ How 

does it work？〔3〕

172. 什么是精确检验（exact test）？

如 果 我 们 不 使 用 精 确 检 验 ， 如 何 通 过 模 拟

（simulations）达到类似效果？

What is an exact test？ How and when 

can simulations help us when we don’t use an 

exact test？ 〔3〕

173. 什么会使图表不易阅读，令人误解？有

用的图表应具有哪些特征？

What could make a chart misleading， 

difficult to read or interpret？ What features 

should a useful chart have？ 〔3〕

174、详细描述一个个人或专业项目。

Describe a personal or professional project 

in detail.〔4〕

175、您曾是否在一个数据科学项目中不得

不与数据小白合作的经历？

Tell me about a time you had to work with 

someone who is not data-savvy on a data 

science project.〔4〕

176、告诉我你曾需要处理非常混乱的数据

的经历

Tell me about a time you had to work with 

very messy data.〔4〕

177、您所从事过最复杂的数据项目以及您

做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Tell me about the most complicated data 

project you have worked on， and what you 

were able to do in order to achieve success. 〔

4〕

178、你最喜欢的数据科学工具和技术是什

么？

What are your favorite data science tools 

and techniques？〔4〕

179、当您没有足够的数据或数据损坏时，

如何生成结果？How do you generate results 

when you don't have enough data or your data 

is corrupt？〔4〕

180、你认为数据科学的未来走向在哪里 – 

短期和长期角度分别给出说明。

Tell me where you think data science is 

heading—both in the short term， and in the 

long term.〔4〕

181、请描述你曾做过的数据项目及与团队

分享你的发现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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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outline your process for diving 

into data and sharing findings with the broader 

team？〔4〕

182、您曾建模过程中涉及到的最大数据集

的规模？

What is the size of the biggest dataset you 

have built models on？〔4〕

183、你曾基于数据集获得的最独特见解是

什么？

Tell me about the most unique insight 

derived from a data set that you compiled.〔4〕

184、什么是维度灾难，在构建机器学习模

型时应该如何处理它？

What is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and 

how should one deal with it when building 

machine-learning models？〔5〕

185、为什么逗号是一个不好的记录分隔符/

分隔符？

Why is a comma a bad record separator/

delimiter？ 〔5〕

186、解释编译的计算机语言和解释的计算

机语言之间的区别。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mpiled 

computer language and an interpreted computer 

language.〔5〕

187、你如何确定k-means的“k”？也就

是说，您如何确定数据集中的集群数量？

How do you determine “k” for k-means 

clustering？ Or， how do you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 data set？ 〔5〕

188、模型的预测能力和可解释性，哪一个

更重要？

What’s more important： predictive 

power or interpretability of a model？〔5〕

189、解释有限精确度。为什么有限精确度

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问题？

Explain finite precision. Why is finite 

precision a problem in machine learning？〔5〕

190、解释“偏差-方差权衡”以及为什么

它是机器学习的基础。

Explain the “bias-variance trade-off” 

and why it is fundamental to machine learning.

〔5〕

191、描述最近使用逻辑回归的经历。

Describe a recent us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5〕

192、描述你最近完成的分析工作，包括分

析策略和最终发现。具体业务中如何应用这些发

现？（如果候选人是近期毕业生，这可以来自学

生的研究项目或论文。）

Describe an analysis you have recently 

completed， including strategies and findings. 

How were the findings used by the business？ 

（This can be from a student research project 

or thesis if the candidate is a recent graduate.）

〔5〕

193、举例说明过去使用过的数据清洗技

术。

Give examples of data cleaning techniques 

you have used in the past. 〔5〕

194、如果有一个为期一天的数据科学速成

课程，你会加入哪些科目？为什么？

What subjects would you include in a one-

day data science crash course？ And why？ 〔

5〕

195、讲述一次你必须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分

析之间做出决定的经历，以及你做出最终选择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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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a situation where you had to 

decide between two different types of analyses 

– and why you chose the one you did.〔5〕

196、解释测试驱动的软件开发的好处; 或者

说明单元测试的好处。

Expla in the benef i ts  of  test-dr iven 

software development; or expain the benefits of 

unit testing.〔5〕

197、你会如何向一家公司的领导解释什么

是model lift，以及为什么他们应该关心这个问

题。

Explain to the leaders of this company what 

model lift is and why they should care.〔5〕

198、（在项目中，与客户，决策者等）你

如何识别和克服困难？

How do you ident i fy  and overcome 

obstacles （during projects， with customers， 

with decision makers， etc.）〔5〕

199、告诉我一个你因为沟通方式得当，而

取得了成功的项目。其成功因素是什么？

Tell me about a project you worked on that 

succeede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way results 

were communicated. What were the factors 

that made it a success？〔5〕

200、你曾分析过的数据之中，有哪些令人

信服的故事？

Tell me a compelling story about data that 

you have analyzed.〔5〕

201、你最喜欢的数据可视化书籍或博客

是什么？为什么？What is your favorite data 

visualization book or blog？ And why？〔1〕

202、你会如何设计一个面向色盲观众的图

表？

How would you design a chart or graph for 

a color-blind audience？〔1〕

203、你会如何向业务分析师解释模型的预

测能力和可解释性之间的权衡 - 以及为什么这很

重要。

Explain to a business analyst the trade-

off between the predictive power and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a model – and why this 

matters.〔1〕

204、中心极限定理是什么？它为什么重

要？

What is the Central Limit Theorem and why 

is it important？〔2〕

205、什么是抽样？你知道多少种抽样方

法？

What is sampling？ How many sampling 

methods do you know？ 〔2〕

206、第一类错误与第二类错误有什么区

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ype I vs 

Type II error？ 〔2〕

207、什么是线性回归？术语P值，回归系

数，R平方值是什么意思？如何判断它们的显著

性？

What is linear regression？ What do the 

terms P-value， coefficient， R-Squared value 

mean？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of 

these components？〔2〕

208 、线性回归所需的假设是什么？

What are the assumptions required for 

linear regression？ 〔2〕

209、什么是统计交互？

What is a statistical interaction？〔2〕

210、什么是选择偏差？

What is selection bi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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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什么是具有非高斯分布的数据集的示

例？

What is an example of a dataset with a 

non-Gaussian distribution？ 〔2〕

212、二项式概率的公式是什么？

W h a t  i s  t h e  B i n o m i a l  P r o b a b i l i t y 

Formula？ 〔2〕

213、您最喜欢使用哪种编程语言和环境？

With which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environments are you most comfortable 

working？ 〔2〕

214、你最喜欢的统计软件是什么？有什么

优点和缺点？

What are some pros and cons about your 

favorite statistical software？ 〔2〕

215、告诉我你创建的原始算法

Tell me about an original algorithm you’ve 

created.  〔2〕

216、描述一个您使用了大量的编程组件的

数据科学项目。你从那次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Describe a data science project  in which 

you worked with a substantial programming 

component.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at 

experience？  〔2〕

217、你对开源项目做出过贡献吗？

Do you contribute to any open source 

projects？ 〔2〕

218、如何清洗数据集？

How would you clean a dataset in？  〔2〕

219、能告诉我你在上一个项目中做过的编

码经历？

Tell me about the coding you did during 

your last project？  〔2〕

220、Hadoop框架的两个主要组件是什么？

What are the two main components of the 

Hadoop Framework？  〔2〕

221、请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MapReduce的

工作原理。

Explain how MapReduce works as simply 

as possible.  〔2〕

222、你会如何分类一个很大的数值型列

表？

How would  you sor t  a  la rge l is t  of 

numbers？  〔2〕

223、这有一个很大的数据集。你如何处理

异常值、缺失值以及转写？

Here is a big dataset. What is your plan 

for dealing with outliers？ How about missing 

values？ How about transformations？ 〔2〕

224、你最熟悉哪些模块/库？它们之中你喜

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

What modules/libraries are you most 

familiar with？ What do you like or dislike about 

them？ 〔2〕

225、Python中支持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What are the supported data types in 

Python？ 〔2〕

226、Python中的元组和列表有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tuple and 

a list in Python？ 〔2〕

227、R语言中可用的不同类型的排序算法

有哪些？

What ar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rting 

algorithms available in R language？ 〔2〕

228、R中的不同数据对象是什么？

What are the different data objects in R？ 

〔2〕

229、你最熟悉哪些软件包？它们之中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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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

What packages are you most familiar 

with？ What do you like or dislike about them？ 

〔2〕

230、（在R中）如何访问名为M的矩阵的第

2列第4行中的元素？

How do you access the element in the 2nd 

column and 4th row of a matrix named M？ 〔

2〕

231、用于将R对象存储在文件中的命令是

什么？

What is the command used to store R 

objects in a file？ 〔2〕

232、将Hadoop和R一起用于分析的最佳方

式是什么？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use Hadoop and R 

together for analysis？ 〔2〕

233、你如何将连续变量分解为R中的不同

分组？

How do you split a continuous variable into 

different groups/ranks in R？ 〔2〕

234、用R语言编写一个函数，用矢量的平

均值代替矢量中的缺失值。

Write a function in R language to replace 

the missing value in a vector with the mean of 

that vector. 〔2〕

235、SQL中的组函数（group functions）

的目的是什么？给出几个组函数的例子。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group functions 

in SQL？ Give some examples of group 

functions. 〔2〕

236、组函数对于获取数据集的汇总统计是

必需的。COUNT，MAX，MIN，AVG，SUM和

DISTINCT都是组函数。你觉得这句话对吗？

Group functions are necessary to get 

summary statistics of a dataset. COUNT， 

MAX， MIN， AVG， SUM， and DISTINCT are 

all group functions 〔2〕

237、告诉我内连接、左连接、右连接和联

合之间的区别

Tell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ner 

join， left join/right join， and union. 〔2〕

238、（在SQL中，）UNION是做什么的？

UNION和UNION ALL有什么区别？

What does UNION d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NION and UNION ALL？ 

〔2〕

239、SQL和MySQL或SQL Server有什么区

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QL and 

MySQL or SQL Server？ 〔2〕

240、如果一个表包含重复的行，默认情况

下查询结果是否显示重复值？如何消除查询结果

中的重复行？

If a table contains duplicate rows， does 

a query result display the duplicate values by 

default？ How can you eliminate duplicate rows 

from a query result？  〔2〕

240、如果一个表包含重复的行，默认情况

下查询结果是否显示重复值？如何消除查询结果

中的重复行？

If a table contains duplicate rows， does 

a query result display the duplicate values by 

default？ How can you eliminate duplicate rows 

from a query result？  〔2〕

241、告诉我你如何设计你为过去的雇主或

客户创建过的模型。

Tell me about how you designed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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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reated for a past employer or client. 〔2〕

242、你最喜欢的数据可视化技术是什么？

What are your favorite data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2〕

243、你将如何有效地表达5个维度的数据？

How would you effectively represent data 

with 5 dimensions？  〔2〕

244、kNN与k-means聚类有何不同？

How is kNN different from k-means 

clustering？ 〔2〕

245、你会如何创建一个逻辑回归模型？

How would you create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2〕

2 4 6 、 你 有 没 有 使 用 过 时 间 序 列 模 型 ？

你 了 解 带 有 时 间 滞 后 的 交 叉 关 系 （ c r o s s -

correlations）吗？

Have you used a time series model？ Do 

you understand cross-correlations with time 

lags？ 〔2〕

247、解释80/20规则，并告诉我它在模型验

证中的重要性。

Explain the 80/20 rule， and tell me about 

its importance in model validation. 〔2〕

248、解释什么是精确率和召回率。它们如

何与ROC曲线相关？

Explain what precision and recall are. How 

do they relate to the ROC curve？ 〔2〕

249、解释L1和L2正则化方法之间的区别。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1 and L2 

regularization methods. 〔2〕

250、什么是根因分析？

What is root cause analysis？ 〔2〕

251、什么是散列表碰撞？

What are hash table collisions？ 〔2〕

252、什么是精确测试？

What is an exact test？ 〔2〕

253、在您看来，设计机器学习模型时更重

要的是：模型性能还是模型的准确性？

In your opinion，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when designing a machine learning model： 

Model performance？ Or model accuracy 〔2〕

254、您将用什么方法处理用于预测的不平

衡数据集（即负面类比正面类多得多）。

What is one way that you would handle 

an imbalanced dataset that’s being used for 

prediction？ （i.e. vastly more negative classes 

than positive classes.） 〔2〕

255、您如何验证您自己创建的基于多元回

归的预测模型？

How would you validate a model you 

created to generate a predictive model of a 

quantitative outcome variable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2〕

256、我有两个模型，并可以比较它们的准

确度和计算性能。在实际工作中，我如何其中之

一，为什么？

I have two models of comparable accuracy 

and computational performance. Which one 

should I choose for production and why？ 〔2〕

257、你如何处理稀疏矩阵？

How do you deal with sparsity？ 〔2〕

258、花5天达到90％精确度的方案为好，

还是10天达到100％准确性更好？

Is it better to spend 5 days developing a 

90% accurate solution， or 10 days for 100% 

accuracy？ 〔2〕

259、什么情况下，一般线性模型会失败？

What are some situations where a general 



93

数据科学

linear model fails？ 〔2〕

260、你认为50个小决策树比大决策树好

吗？为什么？

Do you think 50 small decision trees are 

better than a large one？ Why？ 〔2〕

261、当修改一个算法时，你如何知道你的

改变比没做任何事情有用？

When modifying an algorithm，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r  changes are an 

improvement over not doing anything？ 〔2〕

262、假正例太多或假负例太多会更好吗？

Is i t  better  to  have too many fa lse 

positives， or too many false negatives？ 〔2〕

263、告诉我你主动参与的经历

Tell me about a time when you took 

initiative. 〔2〕

264、告诉我一个你必须克服困境的经历。

Tell me about a time where you had to 

overcome a dilemma. 〔2〕

265、告诉我你解决冲突的经历

Tell me about a time where you resolved a 

conflict. 〔2〕

266．告诉我你失败的经历，以及你从中学

到了什么。

Tell me about a time you failed， and what 

you have learned from it. 〔2〕

267．描述一些你的简历中提到的工作。你

为什么选择这样做，你最喜欢什么？

Tell me about （a job on your resume）. 

Why did you choose to do it and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it？ 〔2〕

268．你在一个团队项目中所遇到的挑战

是？

Tell  me about a chal lenge you have 

overcome whil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

2〕

269．当你遇到一个单调乏味的任务时，你

将如何处理它并鼓励自己完成它？

When you encounter a tedious， boring 

task， how would you deal with it and motivate 

yourself to complete it？ 〔2〕

270．你过去为了让客户满意/快乐而做过什

么？

What have you done in the past to make a 

client satisfied/happy？ 〔2〕

271．你以前做过什么让自己感到自豪的工

作？What have you done in your previous job 

that you are really proud of？ 〔2〕

272．当你的私人生活干扰你的工作生活

时，你会怎么做？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 personal life is 

running over into your work life？ 〔2〕

273．你最敬佩哪位数据科学家？哪些创业

公司？

Which data scientists do you admire 

most？ Which startups？ 〔2〕

274．你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数据

科学家？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data 

scientist？ 〔2〕

275．你是怎么变得对数据科学感兴趣的？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data 

science？ 〔2〕

276．举几个数据科学“最佳实践”的例子

Give a few examples of “best practices” 

in data science. 〔2〕

277．您阅读的最新数据科学书/文章是什

么？什么时候？您参加的最新数据挖掘会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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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课堂/研讨会/培训的时间/地点？

What/when is the latest data science book 

/ article you read？ What/when is the latest data 

mining conference / webinar / class / workshop 

/ training you attended？ 〔2〕

278．你想在我们公司工作的项目是什么？

What’s a project you would want to work 

on at our company？ 〔2〕

279．你认为你会给团队带来什么独特的技

能？

What unique skills do you think you’d 

bring to the team？ 〔2〕

280．如果没有限制，您想要得到哪些数

据？

What data would you love to acquire if 

there were no limitations？ 〔2〕

281．你有没有想过创建一个创业公司？基

于什么想法/概念？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creating a 

startup？ Around which idea / concept？ 〔2〕

282．请告诉我一个在你简历上没有提到的

爱好吗？

What can your hobbies tell me that your 

resume can’t？ 〔2〕

283．你对未来20年的5个最重要的预测是

什么？

What are your top 5 predictions for the 

next 20 years？ 〔2〕

284．你今天做了什么？或本周/上周你做了

什么？

What did you do today？ Or what did you 

do this week / last week？ 〔2〕

285．如果你在彩票中赢了一百万美元，你

会用这笔钱做什么？

If you won a million dollars in the lottery， 

what would you do with the money？ 〔2〕

286．你认为大多数人不相信的是什么？

What is one thing you believe that most 

people do not？ 〔2〕

287．你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What personality traits do you butt heads 

with？ 〔2〕

288．你热衷于什么？

What are you passionate about？ 〔2〕

289．你会如何提出一个识别剽窃的解决方

案？

How would you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identify plagiarism？ 〔2〕

290．Yelp点评会收到多少“有用”的投

票？

How many “useful” votes will a Yelp 

review receive？ 〔2〕

291．如何检测多个用户共享的同一个付费

帐户的现象？

How do you detect individual paid accounts 

shared by multiple users？ 〔2〕

292．您即将发送100万封电子邮件。你如

何优化发送？你如何优化回应？

You are about to send one million emails. 

How do you optimize delivery？ How do you 

optimize response？ 〔2〕

293、您有一个包含100K行和100列的数据

集，其中一列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的因变量。我

们如何快速识别哪些列将有助于预测因变量。确

定两种技术，把我当作5岁的孩子来向我解释。

You have a dataset containing 100K rows 

and 100 columns， with one of those columns 

being our dependent variable for a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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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like to solve. How can we quickly identify 

which columns will be helpful in predict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dentify two techniques and 

explain them to me as though I were 5 years 

old. 〔2〕

294．你会如何检测虚假评论，或用于恶意

目的的虚假Facebook帐户？

How would you detect bogus reviews， 

or bogus Facebook accounts used for bad 

purposes？ 〔2〕

295．假设你有1000万个数据点 - 每个数据

点由两个关键字组成，并且衡量这两个关键字有

多相似，那么你如何对一百万个唯一关键字进行

聚类？你将如何创建这个1000万个数据点的表？

How would you perform clustering on one 

million unique keywords， assuming you have 

10 million data points – each one consisting of 

two keywords， and a metric measuring how 

similar these two keywords are？ How would 

you create this 10 million data points table in the 

first place？ 〔2〕

296．你如何优化一个网络爬虫，使它的运

行速度更快，提取更好的信息，并能更好地总结

数据来产生更干净的数据库？

How would you optimize a web crawler to 

run much faster， extract better information， 

and better summarize data to produce cleaner 

databases？  〔2〕               

297．你认为数据科学家是做什么的？

What do you think a data scientist is/

does？〔3〕

298．你认为数据科学家最重要的技能是什

么？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s for a data scientist to have？〔3〕

299．你使用哪种机器学习模型（例如分类

与回归）来解决特定的问题。

W h i c h  m a c h i n e  l e a r n i n g  m o d e l 

（classification vs. regression， for example） 

to use given a particular problem. 〔3〕

300．如何在不同的分类模型之间权衡？在

不同类型的回归模型之间呢？

The tradeoff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lassification model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regression models. 〔3〕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数据科学”的核心理

论以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需

求，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采集数据科学相关岗位的

面试题，并整理和翻译成【数据科学专业面试题

库】。本期题目的采集和翻译者为李昊璟，由朝

乐门负责校对与顶层设计。

301、（在机器学习中，）如何进行训练，

测试以及结果的验证。控制模型复杂度的方式有

哪些？

How to go about training， testing， and 

validating results. Different ways of controlling 

for model complexity. 〔1〕

302．如何建模你无法直接观察的数量（例

如，使用贝叶斯方法与如何选择已知分布）。

How to model a quantity that you can’t 

directly observe （using Bayesian approaches， 

for example， and when doing so， how to 

choose prior distributions）. 〔1〕

303．请描述数值优化技术，如最大似然和

最大后验概率。

Describe the numerical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maximum likelihood， maximum 

a posterior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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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对于一组特定的业务需求，如何确定

所需数据类型以及如何收集数据？

What types of data are important for a 

particular set of business needs， how you 

would go about collecting that data. 〔1〕

305．在处理数据集中发现相关特征时，如

何降低数据维度？

Dealing with correlated features in your 

data set， how to reduce the dimensionality of 

data. 〔1〕

306．当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已确定的情况

下，为什么还要选择你所做的模型？

Why you chose the model you did， given 

the problem you were trying to solve. 〔1〕

307．你的（个人）数据有什么特点？

What the features of your data were.〔1〕

308．如何测试和验证结果？

How you tested and validated the results. 

〔1〕

309．你从（刚提到的哪个）项目中学到了

什么。

What you got out of the project〔1〕

310．当获得一个新的数据集时，你如何处

理它，如何测试它是否能满足你对特定项目的需

求？

When you get a new data set， what do 

you do with it to see if it will suit your needs for 

a given project？ 〔1〕

311、您如何处理大数据集 ？对于一个涉及

数十GB或更大数据集的项目，你会如何开展工

作？

How do you handle big data sets — how 

would you start work on a project with an 

associated data set that was many tens of GB 

or larger？〔1〕

312．你想在我们公司做什么项目？

What’s a project you would want to work 

on at our company？〔1〕

313、你会开始处理哪些数据？

What data would you go after to start 

working on it？ 〔1〕

314．你认为你会给团队带来什么独特的技

能？

What unique skills do you think you’d 

bring to the team？〔1〕

315．你参加过开源项目吗？做出了什么贡

献？

Do you contribute to any open source 

projects？〔2〕

316．您喜欢什么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

With which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environments are you most confortable 

working？ 〔2〕

317．您是否曾使用在线平台进行机器学

习，比如Azure ML或PredictionIO？

Have you used any onl ine platforms 

for machine learning such as Azure ML or 

PredictionIO？〔2〕

318．你将如何训练和部署逻辑回归模型？

推荐系统？

How would you train and deploy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 recommender system？ 

〔2〕

319．描述一个你曾负责完成大量编程工作

的数据科学项目？

Describe a data science project with a 

substantial programming component in which 

you have worke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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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你会如何排序一各很大的列表？

How would  you sor t  a  la rge l is t  of 

numbers？〔2〕

321．什么是哈希？给出一个你可能需要使

用它的场景。

What is hashing？ Give an example of 

when you might want to use it〔2〕

322．什么是动态编程？什么是递归？

What is dynamic programming？ What is 

recursion？〔2〕

323．你如何测试你的代码？你会写什么样

的测试（用例）？

How do you test your code？ What kind of 

tests do you write？ 〔2〕

324．你如何监测你训练的模型的性能不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H o w  w o u l d  y o u  m o n i t o r  t h a t  t h e 

performance of a model you trained does not 

degrade over time？ 〔2〕

325．假设您想保留模型在生产中执行的一

些计算的记录。你会如何去做这件事？

Suppose you wanted to keep a record of 

some computations that your model performs 

while in production. How would you go about 

doing this？〔2〕

326．你熟悉版本控制吗？你使用过哪些工

具和流程？

Are you familiar with version control？ 

What tools and processes have you used for 

this？〔2〕

327．什么是软件模式？你熟悉哪种模式？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Factory / Singleton / Memento 

/ Builder / DAO等模式？

What are software patterns？ With which 

patterns are you familiar？ When might you use 

a Factory/Singleton/Memento/Builder/DAO etc. 

pattern？〔2〕

328．你有没有与你的开发团队共同完成过

一项遵循敏捷过程的项目？

Have you ever worked within a developer 

team that followed a particular agile process？ 

〔2〕

329．什么是技术债务，如何缓解它，以及

这与在现实世界中部署数据驱动模型有多相关？

What is  technica l  debt， how does 

one mitigate it， and how relevant is this to 

deploying data driven models in the real world？

〔2〕

330．你如何部署一个在R这样的环境中进

行培训的模型？你熟悉PMML吗？

How might you deploy a model that was 

training in an environment such as R？ Are you 

familiar with PMML？〔2〕

331．你将如何建立一个面向大规模文件集

的搜索引擎？

In the map-reduce paradigm， what 

does the map function do and what does the 

reduce function do？ What do the combiner and 

partitioner do？〔2〕

333．您是否熟悉Hadoop堆栈（Hadoop，

Pig，Hive等）技术？

Are you familiar with technologies from the 

Hadoop stack （Hadoop， Pig， Hive etc…）？

〔2〕

334．你曾采用的分布式环境是什么？

With what distributed environments have 

you worked？〔2〕

335．“在某一天Facebook上发生了多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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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帖子？”

 "How many birthday posts occur on 

Facebook on a given day？"〔3〕

336．“你要坐飞机去西雅图，你想知道

你是否应该带一把雨伞，你随机打电话给3位朋

友，分别询问每个人是否下雨，每个朋友都有一

个三分之二的几率告诉你事实真相，三分之一的

几率会说谎，所有三个朋友都告诉你正在下雨，

西雅图实际下雨的可能性是多少？“

You're about to get on a plane to Seattle. 

You want to know if you should bring an 

umbrella. You call 3 random friends of yours 

who live there and ask each independently if it's 

raining. Each of your friends has a 2/3 chance 

of telling you the truth and a 1/3 chance of 

messing with you by lying. All 3 friends tell you 

that 'Yes' it is raining.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it's actually raining in Seattle？"〔3〕

337．“您将使用什么指标来跟踪优步使用

付费广告获取客户的策略是否有效？那么你如何

找出可以接受的客户成本？“

“What  met r i cs  wou ld  you  use  to 

track whether Uber's strategy of using paid 

advertising to acquire customers works？ How 

would you then figure out an acceptable cost of 

customer acquisition？”〔3〕

338．“你怎么知道一种算法比另一种更

好？”

How do you know if one algorithm is better 

than another？"〔3〕

339．你将如何构建和测试一个指标来比较

两个用户排名的电影/电视节目偏好列表？”

 "How would you build and test a metric 

to compare two users' ranked lists of movie/tv 

show preferences？"〔3〕

340． “如何处理正负数比例悬殊的不平衡

数据。”

 "How to deal with unbalanced data where 

the ratio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s huge."〔3〕

341．“创建一个函数来检查单词是否是回

文（指顺读和倒读都一样的词语）。”

 "Create a function that checks if a word is 

a palindrome."〔3〕

342．“一个袋子里有6个弹珠，1个是白色

的，你从袋子拿100次弹珠，记录完颜色后放回

袋子里，至少有一次是白色的几率是多少？”

"There are 6 marbles in a bag. 1 is white. 

You reach in the bag 100 times. After drawing 

a marble， it is placed back in the bag.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drawing the white marble at 

least once？"〔3〕

343．“你如何在数以万计的产品中吸引数

百万用户，并将用户集中在一个有意义的细分市

场？”

"How do you take millions of users， with 

100s of transactions each， among 10，000s 

of products， and group the users together in a 

meaningful segments？"〔3〕

344．“你如何处理缺失数据？”

"How do you deal with missing data？"〔

3〕

345、鉴于Twitter用户数据，你会如何衡量

参与度？”

 "Given Twitter user data， how would you 

measure engagement？"〔3〕

346. 有监督和无监督机器学习有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pervised 

and un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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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什么是偏差-方差的权衡？

What is bias-variance tradeoff ？ 〔4〕

348. 什么是梯度爆炸？

What is exploding gradients ？ 〔4〕

349.什么是混淆矩阵？

What is a confusion matrix ？ 〔4〕

350.什么是测试数据集？

what is test dataset〔4〕

351. 解释ROC曲线是如何工作的？

Explain how a ROC curve works ？〔4〕

352. 什么是选择偏差？

What is selection Bias ？ 〔4〕

353. 详细解释SVM机器学习算法

Explain SVM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in 

detail. 〔4〕

354. 什么是SVM中的支持向量

What are support vectors in SVM. 〔4〕

355.SVM中的不同内核函数有哪些？

What are the different kernels functions in 

SVM ？〔4〕

356.详细解释决策树算法。

Explain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in detail. 〔

4〕

357. 什么是决策树算法中的熵和信息增益？

What is Entropy and Information gain in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 〔4〕

358. 什么是决策树中的修剪？

What is pruning in Decision Tree ？ 〔4〕

3 5 9 .  什 么 是 集 成 学 习 （ E n s e m b l e 

Learning）？

What is Ensemble Learning ？〔4〕

360. 什么是随机森林？它是如何工作的 ？

What is Random Forest？ How does it 

work ？〔4〕

361. 您将在时间序列数据集上使用什么交叉

验证技术。

What cross-validation technique would 

you use on a time series dataset？ 〔4〕

362. 什么是逻辑回归？或说明一个最近使用

逻辑回归的例子。

What is logistic regression？ Or State an 

example when you have used logistic regression 

recently. 〔4〕

363. 通过“正态分布”，你可以知道哪些信

息？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the term 

Normal Distribution？ 〔4〕

364. 什么是Box-Cox转换？

What is a Box Cox Transformation？ 〔4〕

365.如何定义聚类算法中的聚类数量？

How will you define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 clustering algorithm？ 〔4〕

366.什么是深度学习？

What is deep learning？ 〔4〕

367.什么是循环神经网络（RNN）？

What are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s） ？ 〔4〕

368.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有什么区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4〕

369. 什么是增强学习？

What is reinforcement learning ？〔4〕

370. 什么是选择偏差？

What is selection bias ？〔4〕

371、假设你有数百万用户，每个用户拥有

数百个交易，而这些数百万交易是针对数以万计

的产品。你如何将用户组合在有意义的细分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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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e you’re given millions of users 

that each have hundreds of transactions and 

these millions of transactions are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ducts. How would you group 

the users together in meaningful segments？〔

5〕

372、描述一个你曾经工作过的项目，以及

它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Describe a project you’ve worked on and 

how it made a difference.〔5〕

3 7 3 、 你 如 何 处 理 具 有 高 基 数 （ h i g h -

cardinality）的分类特征？

How would you approach a categorical 

feature with high-cardinality？ 〔5〕

374、您会如何总结Twitter Feed？

What would you do to summarize a Twitter 

feed？〔5〕

375、应用机器学习算法之前，用什么步骤

来数据加工和数据清洗？

What are the steps for wrangling and 

cleaning data before apply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5〕

376、你如何测量数据点之间的距离？

How do you measure distance between 

data points？〔5〕

377、定义方差。

Define variance.〔5〕

378、描述箱形图和直方图的区别和用例。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use 

cases for box plots and histograms.〔5〕

379、您将使用哪些功能为用户构建推荐算

法？

What features would you use to build a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for users？〔5〕

380、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产品或应用，并描

述你将如何改进它

Pick any product or app that you really like 

and describe how you would improve it.〔5〕

381、你会如何在一个概率分布中找到异常

点？

How would you find an anomaly in a 

distribution ？〔5〕

382、你将如何去调查分布中的某个趋势是

否是由于异常造成的？

How would you go about investigating 

if a certain trend in a distribution is due to an 

anomaly？〔5〕

383、你如何评估优步（Uber）对交通和驾

驶条件的影响？

How would you estimate the impact Uber 

has on traffic and driving conditions？〔5〕

384、您会考虑使用哪些指标来跟踪优步

（Uber）的获得新客户的付费广告策略是否真

的有效？那么您如何才能确定理想的客户购买成

本？

What metrics would you consider using 

to track if Uber’s paid advertising strategy to 

acquire new customers actually works？ How 

would you then approach figuring out an ideal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5〕

385、你能解释一下REST是什么吗？

 Can you explain what REST is？ 〔5〕

386、为什么你要使用特征选择？

Why do you use feature selection？〔5〕

387、如果两个预测因子高度相关，对逻辑

回归系数的影响是什么？系数的置信区间是多

少？

What is the effect on the coeffici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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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regression if two predictor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hat are the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the coefficients？〔5〕

388、高斯混合模型和K-Means有什么区

别？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aussian 

Mixture Model and K-Means？〔5〕

389、你如何为K-Means选择k？

How do you pick k for K-Means？〔5〕

390、你怎么知道高斯混合模型何时适用？

How do you know when Gaussian Mixture 

Model is applicable？〔5〕

391、假设聚类模型的标签是已知的，您如

何评估模型的性能？

Assuming a clustering model’s labels are 

known，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5〕

392、什么是您引以为傲的机器学习项目的

例子？

What’s an example of a machine learning 

project you’re proud of？〔5〕

393、选择任何机器学习算法并描述它。

Choose any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and 

describe it.〔5〕

394、描述Gradient Boosting是如何工作

的？

Describe how Gradient Boosting works.〔

5〕

395、描述决策树模型

 Describe the decision tree model.〔5〕

396、什么是神经网络？

Data Mining What is a neural network？〔

5〕

397、解释偏差-方差权衡

Explain the Bias-Variance Tradeoff〔5〕

398、你如何处理不平衡的二进制分类？

How do you deal with unbalanced binary 

classification？〔5〕

399、L1和L2正则化有什么区别？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1 and L2 

regularization？〔5〕

400、命名并描述三种不同的内核函数，以

及您将在哪种情况下使用它们。

Name and describe three different kernel 

functions and in what situation you would use 

each.〔5〕

401、介绍一种在机器学习中用的方法。

Describe a method used in machine 

learning.〔1〕

402、你如何处理稀疏数据？

How do you deal with sparse data？〔1〕

403、你如何防止过度拟合？

How do you prevent overfitting？〔1〕

404、你如何处理数据中的异常值？

How do you deal with outliers in your 

data？ 〔1〕

405、你如何对比分析回归模型与分类模型

的预测性能？

How do you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edictions generated by regression models 

versus classification models？ 〔1〕

406、请对比分析评估逻辑回归与简单线性

回归模型？

How do you assess logistic regression 

versus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1〕

407、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有什么区

别？

W h a t ’ s  t h e  d i f f e r e n c e  b e t w e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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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ed learning and unsupervised learning？ 

〔1〕

408、什么是交叉验证，你为什么要使用

它？

What is cross-validation and why would 

you use it？ 〔1〕

409、用于评估预测模型的矩阵的名称是什

么？

What’s the name of the matrix used to 

evaluate predictive models？ 〔1〕

410、逻辑回归系数与优势比之间存在什么

关系？

What relationships exist between a logistic 

regression’s coefficient and the Odds Ratio？ 

〔1〕

411、主成分分析（PCA）与线性与二次判

别分析（LDA＆QDA）之间的关系如何？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Linear 

& Quadratic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 

QDA） 〔1〕

412、如果有一个分类型相关变量和一个分

类型无关变量和连续性无关变量的混合集，您将

使用什么算法，方法或工具进行分析？

If you had a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 

and a mixture of categorical and continuou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hat algorithms， 

methods， or tools would you use for analysis？

〔1〕

413、逻辑回归和线性回归有什么区别？你

如何避免局部最小值（local minima）？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gistic 

and linear regression？ How do you avoid local 

minima？ 〔1〕

414、你会用什么样的数据和模型来测量流

失率（attrition/churn）？你如何衡量模型的性

能？

What data and models would you use 

to measure attrition/churn？ How would you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your models？ 〔

1〕

415、你如何向一个非技术人员解释机器学

习算法。

Explain a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as if 

you’re talking to a non-technical person.〔1〕

416、你将如何建立一个模型来预测信用卡

诈骗？

How would you build a model to predict 

credit card fraud？ 〔1〕

417、你如何处理缺失或不良数据？

How do you handle missing or bad data？ 

〔1〕

418、您将如何从已经存在的特征中获得新

的特征？

How would you derive new features from 

features that already exist？〔1〕

419、如果您试图预测客户的性别，并且您

只有100个数据样本，那么会导致什么问题？

If  you’re  a t tempt ing  to  p red ic t  a 

customer’s gender， and you only have 100 

data points， what problems could arise？ 〔1〕

420、假设你有两年的交易历史。您将使用

哪些功能来预测信用风险？

Suppose you were given two years of 

transaction history. What features would you 

use to predict credit risk？ 〔1〕

421、请为三连棋游戏（Tic-tac-toe）设计

一个AI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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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 AI program for Tic-tac-toe〔1〕

422、解释过度安装以及您可以采取哪些措

施来预防它。

Explain overfitting and what steps you can 

take to prevent it. 〔1〕

423、为什么SVM需要持向量之间的边际最

大化？

Why does SVM need to maximize the 

margin between support vectors？〔1〕

424、你将如何使用Map / Reduce将一个非

常大的图分割成更小的片，并根据数据的快速/动

态变化来并行化边的计算？

How would you use Map/Reduce to split 

a very large graph into smaller pieces and 

parallelize the computation of edges according 

to the fast/dynamic change of data？ 〔1〕

425、给出以下格式的追随者列表：123，

345234，678345，123 ......其中第一列是追随者

的ID，第二列是被追随者的ID。找到所有相互关

联的对（上面例子中的对123，345）。当列表不

匹配内存时，如何使用Map / Reduce解决问题？

Data Engineer Given a list of followers in 

the format：123， 345234， 678345， 123…

Where column one is the ID of the follower and 

column two is the ID of the followee. Find all 

mutual following pairs （the pair 123， 345 in 

the example above）. How would you use Map/

Reduce to solve the problem when the list does 

not fit in memory？〔1〕

 426、什么是Hadoop序列化？

 What is Hadoop serialization？ 〔1〕

427、解释一个简单的Map / Reduce问题。

Explain a simple Map/Reduce problem.〔

1〕

428、编写一个返回情绪分数的Hive UDF。

例如，如果好= 1，坏= -1，平均= 0，那么对餐

厅的评论指出“良好的食物，糟糕的服务”，你

的分数可能是1 - 1 = 0。

 Write a Hive UDF that returns a sentiment 

score. For example， if good = 1， bad = -1， 

and average = 0， then a review of a restaurant 

states “Good food， bad service，” your 

score might be 1 – 1 = 0.〔1〕

429、解释RDD如何在Spark中与Scala协同

工作

 Explain how RDDs work with Scala in 

Spark〔1〕

430、你怎样向非技术人员解释交叉验证

Explain Cross-validation as if you’re 

talking to a non-technical person.〔1〕

431、描述非正态概率分布以及如何应用它

Descr ibe  a  non-norma l  p robab i l i t y 

distribution and how to apply it.〔1〕

4 3 2 、 解 释 什 么 是 异 方 差

（heteroskedasticity）以及如何解决它

Explain what heteroskedasticity is and how 

to solve it〔1〕

433、鉴于Twitter用户数据，你将如何衡量

参与度？

Given Twitter user data， how would you 

measure engagement？〔1〕

434、什么是不同的时间序列预测技术？

What are some different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techniques？〔1〕

435、解释主成分分析（PCA）以及所涉及

的等式。

Explain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equations PCA us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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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你如何解决多重共线性？

How do you solve Multicollinearity？〔1〕

437、撰写一个可以优化Twitter和Facebook

之间广告支出的等式

Write an equation that would optimize the 

ad spend between Twitter and Facebook.〔1〕

438、从一套牌中抽取一对的两张牌的概率

是多少？

What’s the probability you’ll draw two 

cards of the same suite from a single deck？〔

1〕

439、什么是p值和置信区间？

What are  p-va lues and conf idence 

intervals？〔1〕

440、如果您有70个红色弹珠，并且绿色与

红色弹珠之比为2比7，那么有多少个绿色弹珠？

If you have 70 red marbles， and the ratio 

of green to red marbles is 2 to 7， how many 

green marbles are there？〔1〕

441、纽约市每日通勤的分布情况如何？

What would the distr ibution of dai ly 

commutes in New York City look like？〔1〕

442、在掷骰子时，下面哪一种的可能性更

大是①掷6次有1次是6点②掷12次，至少2次是六

点③掷600次，至少166次是6点

Given a die， would it be more likely to get 

a single 6 in six rolls， at least two 6s in twelve 

rolls， or at least one-hundred 6s in six-

hundred rolls？〔1〕

443、什么是中心极限定理，你如何证明

它？它的应用有哪些？

What’s the Central Limit Theorem， 

and how do you prove it？ What are its 

applications？〔1〕

444、编写一个可以确定任意二叉树高度的

程序

Write a program that can determine the 

height of an arbitrary binary tree 〔1〕

445、创建一个函数来检查单词是否是回

文。

Create a function that checks if a word is a 

palindrome.〔1〕

446、建立一个幂集（Power Set）。

Build a power set.〔1〕

447、你如何找到一个非常大的数据集的中

位数？

How do you find the median of a very large 

dataset？〔1〕

448、编写一个计算给定数字的平方根（2点

精度）的函数。另外：通过缓存机制优化您的功

能，避免重复计算

Code a function that calculates the square 

root （2-point precision） of a given number. 

Follow up： Avoid redundant calculations by 

now optimizing your function with a caching 

mechanism.〔1〕

449、假设你有两个二进制字符串，编写一

个函数将它们加在一起，而不使用任何内置的字

符串int转换或解析工具。例如，如果给您函数二

进制字符串100和111，它应该返回1011.解决方

案的空间和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Suppose you’re given two binary strings， 

write a function adds them together without 

using any builtin string-to-int conversion or 

parsing tools. For example， if you give your 

function binary strings 100 and 111， it should 

return 1011. What’s the space and time 

complexity of your solu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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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用Python）编写一个接受两个已排

序列表的函数，并将它们的联合返回到排序列表

中。

Write a function that accepts two already 

sorted lists and returns their union in a sorted 

list.〔1〕

451、编写一些代码来确定字符串中的括号

是否完整。

 Write some code that will determine if 

brackets in a string are balanced〔1〕

4 5 2 、 你 如 何 找 到 二 叉 搜 索 树 （ B i n a r y 

Search Tree）中的第二大元素？

How do you f ind the second largest 

element in a Binary Search Tree？〔1〕

453、编写一个函数，其输入为两个已排序

的向量，返回值为一个合并并排序好的向量。

Write a function that takes two sorted 

vectors and returns a single sorted vector.〔1〕

454、如果你有一串数字流，你会如何找到

其中的最常见的数字？

If  you have an incoming st ream of 

numbers， how would you find the most 

frequent numbers on-the-fly？〔1〕

455、编写一个将一个数字为另一个数字的

幂次函数，如pow（）函数。

Write a function that raises one number to 

another number， i.e. the pow（） function.〔

1〕

456、（用Python，）将一个大字符串拆分

为有效的单词并将它们存储在字典中。如果字符

串不能分割，则返回false。你的解决方案的复杂

性是什么？

Split a large string into valid words and 

store them in a dictionary. If the string cannot 

be split， return false. What’s your solution’s 

complexity？〔1〕

457、查找某一文档中高频单词的计算复杂

度是多少？

What’s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finding a document’s most frequently used 

words？〔1〕

458、如果您获得了10 TB的非结构化客户数

据，您将如何去寻找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If you’re given 10 TBs of unstructured 

customer data， how would you go about 

finding extract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it？

〔1〕

459、数据工程师你如何“disjoin”两个数

组（如SQL中的JOIN，但功能相反）？

 How would you ‘disjoin’ two arrays 

（like JOIN for SQL， but the opposite）？〔

1〕

460、创建一个函数，在数字表示为两个链

接列表的情况下进行添加。

Create a function that does addition where 

the numbers are represented as two linked lists.

〔1〕

461、创建一个计算矩阵和的函数。

Create a function that calculates matrix 

sums.〔1〕

462、你将如何使用Python来读取一个非常

大的制表符分隔的数字文件来计算每个数字的频

率？

How would you use Python to read a very 

large tab-delimited file of numbers to count the 

frequency of each number？〔1〕

463、编写一个接受句子的函数，并在O

（n）时间内将每个单词向后打印出相同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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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Write a function that takes a sentence and 

prints out the same sentence with each word 

backwards in O（n） time.〔1〕

464、编写一个接受数组的函数，将数组拆

分为每个可能的两个数组集合，并在O（n）时间

内输出两个数组最小值之间的最大差异。

Write a function that takes an array， splits 

the array into every possible set of two arrays， 

and prints out the max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ray’s minima in O（n） time.〔1〕

465、编写一个合并排序的程序

Write a program that does merge sort.〔1〕

466、定义并解释聚集索引与非聚集索引之

间的差异。

Define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ustered and non-clustered indexes.〔1〕

467、计算某个关系表的行数，有哪些不同

的方法？

What are the different ways to return the 

row count of a table？〔1〕

468、如果给出一个原始数据表，那么如何

使用SQL执行ETL（提取，转换，加载）以获得

所需格式的数据？

If you’re given a raw data table， how 

would perform ETL （Extract， Transform， 

Load） with SQL to obtain the data in a desired 

format？〔1〕

469、你将如何编写一个SQL查询来计算涉

及两个连接的某个属性的频率表？如果你想要

ORDER BY或GROUP BY某些属性，你需要做什

么改变？你会做什么来说明NULLS？

How would you write a SQL query to 

compute a frequency table of a certain attribute 

involving two joins？ What changes would you 

need to make if you want to ORDER BY or 

GROUP BY some attribute？ What would you 

do to account for NULLS？〔1〕

470、如何提高ETL（提取，转换，加载）

的吞吐量？

 How would you improve ETL （Extract， 

Transform， Load） throughput？〔1〕

471、假设你有十个袋子，每个袋子里有十

颗弹珠。如果一个包的重量与其他包的重量不

同，并且只能执行一次称重，那么如何确定哪一

个不同？

Suppose you have ten bags of marbles 

with ten marbles in each bag. If one bag weighs 

differently than the other bags， and you could 

only perform a single weighing， how would 

you figure out which one is different？〔1〕

472、你将如何衡量Facebook的名人应用程

序的健康状况？Facebook如何决定是否值得继续

使用它？

How would you measure the health of 

Mentions， Facebook's app for celebrities？ 

How can FB determine if it's worth it to keep 

using it？〔2〕

473、有一个表可以跟踪用户每次打开或

关闭某个功能时，都会使用列用户id、动作

（“on”或“off”）、日期和时间。今天有多

少用户打开了这个功能？有多少用户曾经打开过

这个功能？在一个每天跟踪每个用户状态的表格

中，你如何将今天的数据添加到它上面？

There is a table that tracks every time a 

user turns a feature on or off， with columns 

user id， action （"on" or "off）， date， and 

time. How many users turned the featur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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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How many users have ever turned the 

feature on？ In a table that tracks the status 

of every user every day， how would you add 

today's data to it？  〔2〕

474、如果Facebook的iOS用户中有70%使

用Instagram，但只有35%的android用户使用

Instagram，那么你会如何调查这种差异呢？

If 70% of Facebook users on iOS use 

Instagram， but only 35% of Facebook users 

on Android use Instagram， how would you 

investigate the discrepancy？  〔2〕

475、你怎么衡量newsfeed的健康性

How do you measure newsfeed health？ 〔

2〕

476、如何一个广告商想增加一倍的广告，

你怎么分析这个主意怎么样？

If a PM says that they want to double the 

number of ads in Newsfeed， how would you 

figure out if this is a good idea or not？  〔2〕

477、你怎样把网名（张三、李四、王五

等）和真名联系联系起来 

How do you map nicknames （Pete， 

Andy， Nick， Rob， etc） to real names？ 〔

2〕

478、Facebook中喜爱率每年增加10%，为

什么会这样

Facebook sees that likes are up 10% year 

over year， why could this be？〔2〕

479、有多少人们填在信息里面的高中是真

实的？我们如何大规模地找出虚假的高校

How many high schools that people have 

listed on their profiles are real？ How do we 

find out， and deploy at scale， a way of finding 

invalid schools？  〔2〕

480、解释逻辑回归？我们为什么使用它？

线性回归的使用前提是什么？

Explain logistic regression？ why do we 

use it？ Assumptions of linear regression〔3〕

481、如何选择K均值和分层聚类？

How do you choose between K means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3〕

482、解释ROC曲线。

Explain ROC curve.〔3〕

483、p值的含义是什么？

What do you mean by p-value〔3〕

484、解释数据科学项目的步骤

Explain the steps in a data science project.

〔3〕

485、机器学习和统计建模之间的区别

Difference between machine learning and 

statistical modeling.〔3〕

486、用外行的语言，给我解释逻辑回归。

（不使用技术词汇）

Explain me logistic regression in LAYMEN 

TERMS. （Without using technical words）〔

3〕

487、什么是相关性？它是坏的还是好的？

What is the correlation？ Is it bad or good？

〔3〕

488、数据科学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by data science.〔3〕

489、什么是R平方？

What is R square？〔3〕

490、什么是随机森林

What is random forest？〔3〕

491、解释一个端对端的算法。如逻辑回归

和决策树。

Explain any algorithm end to end.（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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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n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decision tree）〔

3〕

492、你做过的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是什么？

你是如何克服的？

Wha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ject you 

have done？ How did you overcome ？〔3〕

493、解释中心极限定理

Explain Central limit theorem.〔3〕

494、除了互联网巨头之外，什么样的公司

可以生成大数据？

 What kind of companies generate Big 

Data， besides the Internet giants？〔4〕

495、在分析大数据时，您面临的最具挑战

性的问题是什么？

What are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blems 

you are facing when analysing Big Data？〔4〕

496、你通常如何处理数据？

How do you typically handle data？〔4〕

497、在大规模数据项目中，常见错误有哪

些，结合你的经历说说。

What are in your experience the typical 

mistakes made in large scale data projects？〔

4〕

498、在分析数据时如何测量“成功”？

How do you measure “success” when 

analysing data？〔4〕

499、需要什么技能才能成为出色的数据科

学家？

What skills are required to be an effective 

Data Scientist？〔4〕

500、Hadoop与Spark，有哪些优点和缺

点？

Hadoop vs. Spark： 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4〕

来源1：TechRepublic

原文题目：10 data scientist interview 

questions job seekers can expect

原文URL：https：//www.techrepublic.

com/article/10-data-scientist-interview-

questions-job-seekers-can-expect/

来源2：SpringBoard

原文题目：109 Commonly Asked Data 

Science Interview Questions

原文URL：https：//www.springboard.com/

blog/data-science-interview-questions/

来源3：Udacity

原文题目：Questions From Data Science 

Interviews

原 文 U R L ： h t t p s ： / / b l o g . u d a c i t y .

com/2015/04/data-sc ience-interv iew-

ques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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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发布【Python包】的详细步骤 

如何开发Python的包？本

文将介绍一种很好的且很简单

的方法。

1、设定一个名称

Python包或模块的名称通

常需要遵循以下条件：

*所有字母小写

*在pypi上没有同名的包

（即使您不想公开提供您的

包，您可能希望稍后将其私下

指定为依赖项）1

*仅使用-符号或不使用符

号（注意不能使用_）

1译者注：由于作者已将

名为funniest的包上传，所以

我们在设定名字时不能设置为

funniest

2、创建框架

funniest的初始目录结构

应该是这样的：

最高级的目录是我们软件

配置管理仓库的根目录，比如

funniest.git，同样叫funniest

的子目录是实际的python模

块。我们在__init__.py中写入

一个joke（）函数： 

主设置配置文件setup.py

应该包含一次对setuptools.

setup（）的调用：

现在我们可以在本地安装

这个包.

我们还可以使用符号链接

安装包，以便对系统上包的其

他用户立即提供对源文件的更

改：

在 我 们 系 统 中 使 用 相 同

Python的其他任何地方，接着

做：

3、在PyPi上发布

setup.py文件也是我们在

PyPI上注册包名称和上传源代

码的主要入口点。输入下面的

代码来“注册”你的包（这将

会保存包的名称，上传包的元

数据，并创建pypi.python.org

网页）：

如果您之前没有在PyPI上

发布过内容，则需要先创建帐

户。2下面的链接可以让您浏

览PyPI上对于funniest的描述

http：//pypi.python.org/pypi/

funniest/0.1

虽然用户可以用URL链接

来查找我们的git存储库，但我

们可能希望上传源代码，以便

可以在不克隆存储库的情况下

安装软件包。这还将使自动安

装和依赖项解析工具能够安装

我们的软件包。

首先创建一个资源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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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在我们的顶级目录中

创建dist/funniest-0.1.tar.gz。

如果您愿意，请将该文件复制

到另一台主机并尝试解压缩并

安装它，来验证它是否符合要

求。然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

该文件上传到PyPI3：

您 可 以 组 合 所 有 这 些 步

骤，更新元数据并在一个步骤

中发布新文件：

想查看所有可用的setup.

py命令的详细列表的话，请执

行以下操作：

2译者注：注册的网址为 

https：//pypi.org/   在pypi的网

站上注册成功后，需要验证邮

箱，否则后面无法上传包

译者注：这条命令实际执

行时有很多问题，推荐改为

pip install twine 

twine upload dist/*

4、安装包

其他用户可以通过pip命

令来安装这个funniest包：

其他用户可以将其指定为

另一个包的依赖项，并在安装

该包时自动安装。

5、添加附加文件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

在模块中包含多个包含代码的

文件。应始终在内部funniest

目录中添加其他文件。例如，

让我们将一个函数移动到一个

新的text子模块，因此我们的

目录层次结构如下所示：

在__init__.py中这样写：

在text.py中这样写：

所有其他Python代码都属

于该funniest/funniest/目录。

6、忽略文件（.gitignore

等）

还有一个我们在包目录中

必须含有的文件：.gitignore，

或是相同作用的软件配置管理

文件。Python构建系统创建了

许多中间文件，我们要小心不

要提交源代码的控制权。这是

funniest的.gitignore文件看起

来的样子：

来源：数据科学Data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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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数据科学实战项目】之
基于MovieLens的影评趋势分析|详解

1. 项目任务

1.1  数据来源

本项目使用GroupLens Research收集的

MovieLens网站电影评分数据集进行分析

该数据集发布于2015年4月，包含2000多万

条评分数据、2.7万部电影数据、46.5万个电影类

型标签数据及13.8万位用户数据

本项目对该数据集中的movies及ratings两个

csv数据文件进行分析

该数据集下载地址为：https：//grouplens.

org/datasets/movielens/

1.2  分析目的

分析得出主要电影类型（如电影数量300万

以上的电影类型）

分析主要电影类型评分的变化趋势

分析主要电影类型评分变化趋势之间的联系

分析用户对不同类型电影评分之间的关系强

度

1.3  分析问题

不同类型电影的平均评分变化趋势：

主要电影类型的平均评分如何变化？

对不同类型电影的平均评分进行比较会有什

么发现？

不同类型电影平均评分变化趋势之间的关联

程度：

不同类型电影平均评分的变化趋势之间有关

联吗？

比 如 ， 喜 剧 片 （ C o m e d y ） 和 冒 险 片

（Adventure）等其他电影类型的得分之间是正

相关？关联强度怎么样？

2. 项目步骤

2.1  导入包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seaborn as sns

2.2  数据读取

为了方便查阅，本项目使用魔法命令（以%

开始）将matplotlib图表直接嵌入在Notebook之

中

% matplotlib inline

用 P a n d a s 包 的 r e a d _ c s v （ ） 函 数 分 别

将文件movies.csv和ratings.csv读入至对应

的DataFrame变量中movies=pd.read_csv

（'MovieLens/movies.csv'）ratings=pd.read_

csv（'MovieLens/ratings.csv'）显示movies的前

5行数据movies.head（5）查看movies维度（形

状）movies.shape（27278， 3）显示ratings

的前6行数据ratings.head（6）查看ratings维度

（形状）ratings.shape（20000263， 4）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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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s的统计性描述信息ratings.describe（）

2.3  数据规整化2.3.1 movies数据规整化处理

movies数据需要进行规整化处理（Data 

Tidying），原因在于genrens列不符合规整数据

的基本原则规整化处理的方法与步骤：

〔 1 〕 以 电 影 所 属 类 型 （ g e n r e s ） 及 符

号’|’为依据进行分割；

〔 2 〕 如 果 一 个 电 影 有 多 个 类 型

（genres），将分割成多个列表（List）；

〔3〕将分割后得到的多个列表（Lists）转

换为一个数据框（DataFrame）；

〔4〕将数据框的索引设置为movieId

movies_tidy1=pd.DataFrame（movies.

genres.str.split（'|'）.tolist（），index=movies.

movieId）显示movies_tidy1的前3行movies_

tidy1.head（3）

〔5〕按规整化数据的基本原则，采用stack

（）函数进行重构，并重新设置行索引

注：重新设置行索引后，原来的行索引保留

为movieId列movies_tidy2=movies_tidy1.stack

（）.reset_index（）显示movies_tidy2的前10

行movies_tidy2.head（10）

〔6〕删除level_1列，将columns为0的列

重命名为genres，并重新定义数据框为movies_

genresmovies_genres=movies_tidy2.drop（'level_1'，

axis=1）.rename（columns={0：'genres'}）movies_

genres.head（ ）

〔7〕将原movies数据中的genres列替换成

movies_genres，得到规整化处理后的movies数

据

m o v i e s = p d . m e r g e （ m o v i e s . d r o p

（'genres'，axis=1），movies_genres）

movies.head（）查看movies维度（形状）

movies.shape（54406， 3）

2.3.2  ratings数据规整化处理

〔1〕查看ratings头部数据ratings.head（）

〔2〕格式化时间戳为本地时间，并输出为

4位数年份import timeratings〔'timestamp'〕

=ratings〔'timestamp'〕.apply（lambda x： 

time.strftime（'%Y'， time.localtime（x）））

ratings.head（）

2.3.3  定义新的数据集movie_ratings

基于规整化处理后的movies和ratings，构建

电影评分数据集movie_ratings

〔1〕去掉mov ies中的t i t l e列，得到新

movies

〔2〕合并新movies与ratings，连接键为

movieId

〔3得到新的数据框movie_ratings

〔4〕显示数据框movie_ratings的前5行

movie_ratings=ratings.merge（movies.

drop（'t i t le'，axis=1），on='movieId'，

how='inner'）movie_ratings.head（）

〔5〕查看movie_ratings的维度

movie_ratings.shape（53177059， 5）

计算movies_ratings中不同类型电影的频数

〔1〕按genres列进行分组处理

〔2〕计算movieId的频数

〔3〕按movieId的频次进行降序

movie_ratings.groupby（〔'genres'〕，

as_index=False）〔'movieId'〕.count（）.sor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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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by='movieId'，ascending=0）

〔4〕过滤movie_ratings中数量在300万以

下的电影种类

movie_ratings=movie_ratings.loc〔movie_

ratings〔'genres'〕.isin（〔'Drama'，'Comedy

'，'Action'，'Thriller'，'Adventure'，'Romance'

，'Crime'，'Sci-Fi'〕）〕

movie_ratings.head（）

〔5〕查看movie_ratings的维度

movie_ratings.shape（41918630， 5）

2.4  数据分析及可视化

2.4.1  基本统计分析

计算不同电影类型的年度平均评分

方 法 ： 按 年 份 、 类 型 进 行 分 组 ， 并

计 算 各 组 的 均 值 ， 将 t i m e s t a m p 列 名 更

改为yea rmean_ ra t i ngs=mov ie_ r a t i ngs .

g roupby（〔't imestamp'，'genres '〕，

a s _ i n d e x = F a l s e ） 〔 ' r a t i n g ' 〕 . a g g

（ n p . m e a n ） m e a n _ r a t i n g s . r e n a m e

（ c o l u m n s = { ' t i m e s t a m p ' ： ' y e a r ' } ，

inplace=True）mean_ratings.head（）

统计年度不同电影类型的标准差

方法：按年份、类型进行分组，并计算各组

的标准差，将timestamp列改名为year

sd_ ra t ings=mov ie_ ra t ings .g roupby

（ 〔 ' t i m e s t a m p ' ， ' g e n r e s ' 〕 ， a s _

i n d e x = F a l s e ） 〔 ' r a t i n g ' 〕 . a g g （ n p .

s t d ， d d o f = 1 ） s d _ r a t i n g s . r e n a m e

（ c o l u m n s = { ' t i m e s t a m p ' ： ' y e a r ' } ，

inplace=True）sd_ratings.head（）

2.4.2  变化趋势分析

对不同类型电影平均评分的时间变化趋势进

行分析

方法：按'movieId'，'timestamp'，'genres'

进行分组，并计算各组平均值

mg_rat ings=movie_rat ings .groupby

（ 〔 ' m o v i e I d ' ， ' t i m e s t a m p ' ， ' g e n r

e s ' 〕 ， a s _ i n d e x = F a l s e ） 〔 ' r a t i n g ' 〕 .

aggregate（np.mean）mg_ratings.rename

（ c o l u m n s = { ' t i m e s t a m p ' ： ' y e a r ' } ，

i n p l a c e = T r u e ） m g _ r a t i n g s . r e n a m e

（columns={'rating'：'mg_rating_mean'}，

inplace=True）mg_ratings.head（）

可视化：绘制不同类型电影平均评分的变化

趋势图

sns .se t（font_sca le=1，rc={ ' l i nes .

l inewidth'：0.5，'f igure.f igsize'：（10，

7）}）sns.pointplot（x='year'，y='mg_rating_

mean'，hue='genres'，data=mg_ratings，

palette='tab10'）

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内的评分变化情况

方法：选取1996-2000及2011-2015两个五

年时间段进行分析

ratings_9600=mg_ratings.loc〔mg_ratings

〔'year'〕.isin（〔'1996'，'1997'，'1998'，'19

99'，'2000'〕）〕ratings_1115=mg_ratings.loc

〔mg_ratings〔'year'〕.isin（〔'2011'，'2012'

，'2013'，'2014'，'2015'〕）〕

用小提琴图可视化1996-2000年间8种电影

类型平均评分的分布

sns .se t（font_sca le=1，rc={ ' l i nes .

linewidth'：0.5}）sns.violinplot（x='year'，

y = ' m g _ r a t i n g _ m e a n ' ， h u e = ' g e n r e s ' ，

data=ratings_9600，palette='rainbow_r'）

plt.legend（bbox_to_anchor=（1.2，0.5），

loc=7）

用箱线图可视化2011-2015年间8种电影类

型平均评分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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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 .se t（font_sca le=1，rc={ ' l i nes .

linewidth'：0.5}）

sns.boxplot（x='year'，y='mg_rating_

mean'，hue='genres'，data=ratings_1115，

palette='Set2'）

plt. legend（bbox_to_anchor=（1.2，

0.5），loc=7）

2.4.3  关联程度分析

对不同电影类型之间用户平均评分的关联程

度进行分析

〔1〕按'userId'，'genres'进行分组，并计

算每组平均分，结果存放在数据框ug_ratings

ug_ ra t ings=mov ie_ ra t ings .g roupby

（〔'userId'，'genres'〕，as_index=False）

〔'rating'〕.aggregate（np.mean）ug_ratings.

rename（columns={'rat ing'：'ug_rat ing_

mean'}，inplace=True）ug_ratings.head（）

〔2〕可视化不同类型电影用户平均评分的

分布图

s n s . s e t （ s t y l e = ' d a r k g r i d ' ） g = s n s .

FacetGr id（ug_ra t ings，col='genres '，

s h a r e y = F a l s e ， s i z e = 5 ） g . m a p （ s n s .

distplot，'ug_rating_mean'，bins=10）.set

（xlim=（0，6），xticks=〔1，2，3，4，5，

6〕）

〔3〕对数据框ug_rat ings进行重构操作

（reshape），生成对应的透视表

pivot=ug_ratings.pivot（index='userId'，

columns='genres'，values='ug_rating_mean'）

pivot.head（）

〔4〕.通过关联图分析关联程度

4.1  绘制Comedy，Adventure两种类型电影

评分的联合图，分析关联程度

sns.jointplot（'Comedy'，'Adventure'，

pivot，kind='reg'，color='g'）

4.2  绘制Comedy，Drama两种类型电影评

分的联合图，分析关联程度

sns.jointplot（'Comedy'，'Drama'，pivot，

kind='reg'，color='b'）

4.3  绘制 Comedy，Romance 两种类型电影

评分的联合图，分析关联程度

sns.jointplot（'Comedy'，'Romance'，

pivot，kind='reg'，color='r'）

4.4  绘制 Comedy，Thriller 两种类型电影评

分的联合图，分析关联程度

sns. jointplot（'Comedy'，'Thri l ler'，

pivot，kind='reg'，color='g'）

4.5  绘制Comedy，Action两种类型电影评

分的联合图，分析关联程度

sns.jointplot（'Comedy'，'Action'，pivot，

kind='reg'，color='b'）

4.6  绘制 Comedy，Crime 两种类型电影评

分的联合图，分析关联程度

sns.jointplot（'Comedy'，'Crime'，pivot，

kind='reg'，color='g'）

4.7  绘制 Comedy，Sci-Fi 两种类型电影评

分的联合图，分析关联程度

sns.jointplot（'Comedy'，'Sci-Fi'，pivot，

kind='reg'，color='r'）

3. 结果分析

3.1  变化趋势分析

电 影 数 量 超 过 3 0 0 万 的 主 要 电 影 类 型 有

8种：戏剧（Drama）、喜剧（Comedy）、

动 作 （ A c t i o n ） 、 惊 悚 （ T h r i l l e r ） 、 冒 险

（Adventure）、爱情（Romance）、犯罪

（Crime）和科幻（Sci-Fi）；

上述8种主要电影类型的平均评分在1996-

1998年间均呈下降趋势，之后变化平稳，平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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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低于3.5分；

1995-2015年间，科幻（Sci-Fi）类电影的

平均评分一直最低，动作（Action）类电影的平

均评分也比较低；

1995-2015年间，戏剧（Drama）、爱情

（Romance）、犯罪（Crime）三种类型电影的

平均评分最高。

注：图片源于网络

3.2  关联程度分析

喜剧（Comedy）类电影与其他7种电影类型

的得分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

喜剧（Comedy）与爱情（Romance）的得

分关联程度最高，相关系数达0.72；

喜剧（Comedy）与科幻（Sci-Fi）的得分

关联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55。

END

【注释】

本文是在Sandipan Dey分析工作的基础上，

进行了如下改进：

1.通过数据分析确定主要电影类型（原文没

有给出电影类型选择依据）

2.提供了每个步骤的全套源代码（原文没有

提供全部代码）

3.对文字解释部分进行了翻译和优化（原文

部分地方为灰色难点）

4.对源代码和注释部分进行了优化（原文的

源代码和注释需要优化）

5.将原文翻译成中文（原文为英文）

原 文 地 址 ： h t t p s ： / / s a n d i p a n w e b .

wordpress.com/2017/12/16/data-science-

with-python-exploratory-analysis-with-

movie-ratings-and-fraud-detection-with-

credit-card-transactions/

来源：数据科学Data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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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与反思：传统银行大数据发展之路

中文文献：

【摘要】本文借鉴国际经

验,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金融领

域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并从数据

管理、业务应用、运营体制三

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商业银

行在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上与国

际领先水平相比的不足之处,并

对此进行反思、展望和建议。

 【分类号】F49；F832

【 期 刊 】 清 华 金 融 评 论 

2018年08期 

【ISSN】2095-6738

朱大磊

中国银行网络金融部

【导读】通过CNKI等数据库，收集最新的大数据金融相关的学术论文、外文数据库搜

索最新的较有学术价值的大数据相关的期刊文献，热搜大数据相关的新书进行推荐，提供给

大家参考。

金融科技助力深度信用分析

【摘要】经济、金融领域

的从业人员必须超越自身的专

业,拥抱数据分析,积极利用金融

科技带来的创新手段,使信用分

析更臻完善随着大数据技术的

广泛应用,金融科技在信用分析

方面如虎添翼,金融机构和IT公

司对此充满期待。"深度信用分

析"是笔者近年来提出的概念,并

通过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信用研

究行动计划而落地。

【分类号】F832.4

【期刊】中国金融2018年

16期 

【ISSN】0578-1485

段锦泉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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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质量的数据化基础

——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网络社会演进

浅析大数据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随着计算机与互

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移

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

络已经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网络与数据技术

在科学研究中的使用更早且具

有深度。作为网络社会质量可

测量性的基础，大数据革命重

构了科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

以数据密集型为研究方法的"第

四范式"。通过对小数据时代

与大数据时代分别进行阐述，

并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从小数据

到大数据的网络社会演进，同

时探讨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进

行发展的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大数据技术与作为其

前提的科学与技术基础互为因

果。而作为大数据技术的更深

层次应用，人工智能代表了人

类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程度，

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对

此的反应尚不明了，因此其对

社会及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还

未可知。 

【关键词】大数据； 网络

社会； 技术演进； 人工智能； 

【 分 类 号 】 T P 1 8 ；

TP311.13

【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8年08期 

【ISSN】1000-8934

【摘要】当今社会的各行

各业、方方面面都广泛的应用

了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的

存在也给社会带来了管理理念

和管理模式。管理方式带来了

革新。当然，我国的经济管理

也应该随着大数据的到来进行

彻底的革新，去享受科技给我

们带来的技术红利，和切实的

经济管理效果。鉴于此，本文

对现代经济管理中大数据的应

用进行了分析，仅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管理；大

数据；大数据应用；经济管理

模式；

【 分 类 号 】 F 2 0 ；

TP311.13

【期刊】通讯世界2018年

08期 

【ISSN】1006-4222

唐魁玉 张 旭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徐瑛楠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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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与大数据技术在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中的应用展望

大数据环境下银行内部审计发展转型探讨

【 摘 要 】 近 年 来 ， B I M

（建筑信息模型，Bu i l d i 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术在

我国发展很快，成功应用在一

些地标性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

中。虽然现在只在工程设计阶

段和施工阶段初步使用，但是

随着BIM技术的成熟、发展，

将来一定会拓展到工程造价领

域，使工程造价管理更高效、

快捷、准确。政府投资工程造

价管理是财政评审从业者的重

要业务，因此财政评审从业者

应积极关注并调整工作方式。

【 分 类 号 】 F 8 1 2 . 4 5 ；

TU17

【期刊】山西财税2018年

08期 

【CN】14-1011/F

【 摘 要 】 随 着 经 济 的 进

步，科技的发展，也迎来了大

数据时代。大数据背景下，给

银行内部的审计工作带来了更

大的挑战，当然这同时也是一

个更好的机遇。大数据技术具

有更强的具体性、海量性还有

活跃性，如果与银行内部审计

的实时性、持续性还有风险可

控性相结合，就必定能够提高

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因此本文将从大数据环境

下进行分析银行内部审计工作

所受到影响，大数据融入到银

行内部审计工作中如何树立并

强化大数据理念，以及如何将

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更加深入

地应用于审计工作中，打造有

数据式审计。 

【关键词】大数据环境；

银行内部审计；发展转型；探

讨；

【分类号】F239.45

【期刊】中国商论2018年

23期 

【ISSN】2096-0298

史翠莲

孝义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

李 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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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大数据应用初探

以大数据技术提升风险管理有效性

【摘要】互联网+推动了

大数据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热潮，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商业银行在大数据应

用方面也不断进行尝试。金融

业海量数据产生使其成为数据

挖掘的金库，分析和应用商业

银行的数据信息，将为银行创

新服务、信息安全管理等迎来

突破，变革传统金融市场。主

要分析大数据在商业银行应用

的必然性，大数据应用热潮中

出现的困境，提出商业银行应

用大数据技术的原则和措施。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 

商业银行； 应用研究； 

【分类号】F832.2

【期刊】时代金融2018年

24期 

【ISSN】1672-8661

【摘要】展望未来，在金

融 科 技 冲 击 下 ， 银 行 将 加 快

向 金 融 信 息 经 营 商 演 变 ， 信

用 信 息 整 合 与 统 计 、 计 算 、

计 量 甚 至 可 能 构 成 金 融 机 构

核 心 业 务 ， 凭 借 对 客 户 信 息

的 整 合 与 风 险 测 度 ， 以 此 为

基 础 提 供 融 资 撮 合 和 信 息 管

理 服 务 获 取 中 间 业 务 收 入 ，

金 融 机 构 也 无 需 再 消 耗 资

本 。 商 业 银 行 是 经 营 风 险 的

金 融 中 介 ， 在 信 息 不 对 称 的

条 件 下 ， 数 据 运 用 的 越 好 ，

意 味 着 对 风 险 把 控 能 力 越

好 ， 获 得 收 益 所 付 出 的 代 价

越小。

【分类号】F832

【期刊】中国银行业2018

年08期 

【ISSN】2095-6789

何 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公司广西区分行

周 凯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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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商业银行智能风控体系

大数据在互联网金融风控中的应用探讨

【摘要】中国银行在科技

引领数字化发展战略中提出了

"构建智能风控体系"的战略任

务，即利用实时分析、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客户的

交易行为、金融资产、身份特

征、履约历史、行为偏好、关

系网络等内外部多维度数据，

开展事前、事中、事后风险预

测和管控，构建覆盖实时反欺

诈、智能反洗钱、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领域的

全 方 位 、 立 体 化 智 能 风 控 体

系。

【 分 类 号 】 F 8 3 2 . 2 ；

F832.33

【 期 刊 】 中 国 金 融 电 脑

2018年08期 

【ISSN】1001-0734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

飞速进步，大数据已经逐渐渗

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正

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传统的产

业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

于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而言，

落后的风控形式已经无法适应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因此，积

极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模

式创新升级，是保证大数据时

代行业良好运营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大数据; 互联

网金融; 信息技术; 金融创新; 

【分类号】F724.6；F832

【 期 刊 】 信 息 系 统 工 程

2018年07期 

【ISSN】1001-2362

邢桂伟

中国银行信息科技部

王嘉仪

武汉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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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criterion to balance the processing time and the solution quality 

of k-means cluster algorithms when applied to instances where the number n of objects is big. The majority of 

the known strategies aime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k-means algorithms are related to the initialization 

or classification steps. In contrast，our criterion applies in the convergence step，namely，the process stops 

whenever the number of objects that change their assigned cluster at any iteration is lower than a given threshold. 

Through computer experimentation with synthetic and real instances，we found that a threshold close to 0.03n 

involves a decrease in computing time of about a factor 4/100，yielding solutions whose quality reduces by less than 

two percent. These findings naturally suggest the usefulness of our criterion in Big Data realms.

Introduction：The skyrocket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s of our time are enabling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generated and stored data 〔1-4〕，both in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in science，engineering，

medicine，finance，education，and transportation，among others. Hence，there is a well justified interest in 

the quest of useful knowledge that can be extracted from large masses of data，allowing better decision making or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and life.

However，the handling or interrogation of large and complex masses of data with standard tools —termed Big 

Data— is generally limited by the available computer resourses 〔1，5〕. In this regard，our contribution here 

is to provide a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clustering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s (characteristics，

properties，etc.) in Big Data realms.

The clustering problem has long been studied. Its usefulness is indeniable in many areas of human activity，

both in science，business，machine learning 〔6〕，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7，8〕，pattern 

recognition 〔9〕，to name but a few. The clustering consists in partitioning a set of n objects in k  2 non-empty 

subsets (called cluster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objects in any cluster have similar attributes and，at the same 

time，are different from the objects in any other cluster.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1874 September 5，2018

1 Departamento de Ciencias Computacionales/Centr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 n y Desarrollo Tecnolo gico，

Tecnolo gico Nacional de Me xico，Cuernavaca，Morelos，Mexico，2 Instituto de Matema ticas，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 noma de Me xico，Cuernavaca，Morelos，Mexico

外文文献：

Balancing effort and benefit of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s 
in Big Data realms



122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Abstract：Big data trends in biomedical and health research enable large-scale and multi-dimensional 

aggregation and 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which could ultimately result in preventive，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benefit. The methodological novelty and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big data health research 

raises novel challenges for ethics review. In this study，we conducted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using five 

databases to identify and map the major challenges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for Ethics Review Committees (ERCs) 

or analogou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 total of 1093 publications were initially identified，263 of which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synthesis after abstract and full-text screening performed independently by two researchers. 

Both a descriptive numerical summary and a themati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the full-texts of all articles 

included in the synthesi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ile big data trends in biomedicine hold the potential for 

advancing clinical research，improving prevention and optimizing healthcare delivery，yet several epistemic，

scientific and normative challenges need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se challenges have relevance for both the 

composition of ERCs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hat should be employed by ERC members when assessing the 

methodological and ethical viability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studies. Based on this analysis，we provide some 

preliminar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ERCs could adaptively respond to those challenges. This exploration is 

designed to synthesiz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ers，ERCs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al bodies involved in the 

conduction and/or assessment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research.

Introduction：The generation of digital data has drastically increased in the last years due to the ubiquitous 

deploy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s well as advanced computational analytics techniques 〔1，2〕. The term big 

data is still vaguely defined. In general terms，big data involves large sets ofdata with diverse levels of analysable 

structuration，coming from heterogeneous sources (online data，social media profiles，financial records，self-

tracked parameters，etc.)，produced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which can be further processed and analysed using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While the term big data has become nearly ubiquitous，there is controversy over what 

Marcello Ienca1，Agata Ferretti1，Samia Hurst2，Milo Puhan3，Christian Lovis4，Effy VayenaID1*

1 Health Ethics and Policy Laboratory，Department of 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ETH Zurich，Zurich，

Switzerland，2 Institute for Ethics，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Faculty of Medicine，University of Geneva，

Geneva，Switzerland，3 Epidemiology，Biostatistics and Prevention Institute，University of Zurich，Zurich，

Switzerland，4 Divis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Sciences，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Medical Informatics，

University Hospital of Geneva，Geneva，Switzerland

Considerations for ethics review of big data health research： 
A scop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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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volumes are sufficiently large to obtain the big data label. Dumbill，for example，suggested that data should 

be considered big when they cross the threshold of the conventional databases systems’ capacity in processing 

information 〔3〕.

Big data trends characterize various sectors including basic science 〔1，4〕，business 〔5〕，government 

〔6〕，national security 〔7〕 and transportation 〔8〕. Big data trends have increasingly pervaded also the 

healthcare domain，as new health-related data sources have grown in volume and variety，and became available 

for large-scale aggregation and high-speed analysis 〔9〕. These includ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s)，data 

from mobile health (mHealth) applications，medical blogs and web-networks 〔10〕 〔11〕，healthcare robotics 

〔12〕，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 〔13〕，as well as direct-to-consumer genetic 〔14〕，and screening 

tests 〔15〕. Additionally，health-related information can be derived not only from digital health applications，

but also from non-strictly-medical data sources 〔16〕 such as online personal dietary programs，fitness 

club memberships and Twitter hashtags 〔17〕. Health-related big data is the umbrella term used to describe 

extremely large and heterogeneous data sets that may be analysed computationally to reveal patterns，trends，and 

correlations，that have relevance for human health 〔18〕.

 The availability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holds the promise of exert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biomedical 

research. For example，tailoring diagnostics to automated analyses of high resolution images has become a standard 

procedure in cancer research 〔19〕. In parallel，mapping and collecting large-scale data volumes enables the 

creation of epidemiological models that can inform about an epidemics’ space-time propagation. Finally，novel 

and patient-tailored therapeutic opportunities might emerge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patient 

health，tracking 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at specific points in time，and aggregating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 

〔20〕. These benefits might occur both in public health an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ates 〔21〕 argued that the 

use of big data has a valuable impact on public health，since it might help identify and promptly intervene on high-

risk and high-cost patients.

While opening the prospect of clinical benefit，the use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raises important challenges. 

In light of their methodological novelty，potentially far-reaching impacts，and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big data 

approaches to human health have been claimed to raise ethical，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22〕. Ethical and 

legal challenges include the risk to compromise privacy，personal autonomy，and the solidarity-based approach 

to healthcare funding，as well as effects on public demand for transparency，trust，and fairness while using big 

data 〔23〕. Furthermore，authors have listed data heterogeneity，data protection，analytical flows in analysing 

data，and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infrastructures for data storage as critical technical and infrastructural issues that 

might endanger a big-data-driven healthcare 〔24〕. While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have received scientific and 

institutional attention，other ones have remained largely unexplored. In 2016，a review identified a number of 

areas of concern associated with health-related big data that did not obtained adequate attention among researchers 

〔22〕. These included group-level ethical harms，the intimate link between epistemological and ethical issu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rms to data subject resulting from，respectively，academic and commercial uses of big 

data，the problematic fiduci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custodian and data subjects，the role of data ownership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a mechanism for data control，and，finally，the provision of data access rights to data 

subjects.

The ethical，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raise novel challenges also for Ethics 

Review Committees (ERCs). ERCs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re increasingly requested to evaluate an ever-

growing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and associated activities involving big data (large data volumes and big data 

analytics)，whose risks and benefits often appear hard to assess. Some authors have call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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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policies for healthcare entities and new computing safeguards that can address public 

concerns，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25〕. However，in absence of specific 

guideline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tudies，ERCs might be facing uncertainty on how to review health-

related big data projects and according to which evaluative criteria. In fact，researchers have observed that 

traditional conceptual tools and/or legal requirements for ethics review in clinical research like informed consent，

minimal risk and fair subject selection might be of limited help，if not ill suited，for the evaluation of big data 

projects 〔26，27〕. The reason for that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hese tools were conceived in the context

of conven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e.g. clinical trials) not in connection to the evolving applications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designs of big data research 〔27〕. For example，informed consent is often not practical to 

obtain for studies involving a retrospective access to data from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The nature of big data studies also challenges the current mandate and purview of ERCs. For example，

studies involving publicly available and anonymized data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perceived to be outside of the 

purview of ERCs. This would include data from Twitter (which are public by default)，Facebook or other online 

platforms. Furthermore，ethical safeguards for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are often written with definitions 

that exclude Internet research”〔28〕. This is problematic for a twofold reason. First，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ig data analytics can reveal sensitive information from seemingly innocuous public data points，including 

information that the original data generators might reasonably wish to keep private. For example，a recent study has 

successfully used deep neural networks to predict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users based on facial images from public 

profiles posted on dating website 〔29〕. Second，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e-identified 〔30〕 and even 

anonymized data 〔31〕 can be reverse engineered to re-identify individuals，leading expert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onymous data”.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big data projects should 

require oversight by an ERC even when the data collected are public and anonymized or deidentified. A recent 

systematic review has concluded that most normative documents deem the review of an ERC as necessary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anonymized data for research 〔32〕. In contrast，when ERCs waived the 

review of big data studies involving publicly available and anonymized data repositories because they considered 

them outside their purview，such as in the case of Facebook’s “emotional contagion” study 〔33〕，experts 

criticized this narro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RC’s mandate 〔34〕.

In the present study，we aim to identify the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research that 

have relevance for ERCs. Furthermore，we use these findings to suggest how ERCs could adaptively respond to this 

method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is exploration is designed to synthesiz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ers，ERCs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al bodies involved in the conduction and/or assessment of health-related big data research.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4937 October 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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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growth of mobile payment and geo-aware systems 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emergence of 

Big Data present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individual consuming patterns across space and time. Here we analyze a 

one-year transaction dataset of a leading commercial bank to understand to what extent customer mobility behavior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 can predict the use of a target product，namely the Individual Consumer Loan product. 

After data preprocessing，we generate 13 datasets covering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and feature groups，and test 

combinations of 3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and 10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to determine，for each dataset，the 

best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features，and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We observe 

the importance of spatiotemporal mobility features and financial features，in addition to demography，in predicting 

the use of this exemplary product with high accuracy (AUC = 0.942). Finally，we analyze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nd report on most interesting customer characteristics and product usage implications. Our findings can be used to 

potentially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s of product recommendation systems.

Introduction：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led to the rapid growth and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Big Data. 

While millions of data records accumulate on a daily basis，most businesses face the same struggle： how to extract 

beneficial information from these data. Businesses are lately investing in systems that can analyze their databases 

and uncover hidden patterns through various technical approaches.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ustomers’ 

choices and preferences improve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which leads to a bet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increased profits. However，the sheer size of the transactional databases reduc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recommendations. On the other side，the customers also struggle while choosing from an ever increasing variety of 

products under excessive information. Rodrigues and Ferreira 〔1〕 point out that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diversity 

directly challenges the businesses to offer the right products to the right customers. This is where recommendation 

systems come into picture and cope with this challenge. Recommendation systems provide suggestions to the 

customers according to customers’ preferences that are obtained through data analysis 〔2〕. A recommendation 

system exploits the hidden patterns in Big Data and simplifies the recommendation process for businesses. As a 

result，customers are not exposed to products that they are not expected to buy，which also simplifies the process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The literature on product recommendation focuses on various types of Big Data including financial status and 

purchase history of customers in order to recommend the best products 〔3〕，〔4〕. Moreover，there exist other 

studies on location predictability of people that use mobility patterns of customers via digital traces. For instance，

Customer mobility signatures and financialindicators as 
predictors in product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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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las et al. 〔5〕 use Foursquare check-in data to predict the next locations of the users. In fact，any dataset 

including location and time stamp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mobility patterns of users，

which could lead to taking various business actions such as designing location-based marketing campaigns，new 

product recommendation，and preventing fraudulent activities on customer accounts.

Digitalization of customer spendings and developments in mobile banking have turned banks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Big Data producers. The datasets that are potentially available from banks possess various types 

of data including demographic，financial and mobility information about customers，but without an effective 

analysis of such data，the data does not mean anything alone 〔6〕. The existence of mobility dimension creates 

tremendous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 of data analytics，which is ever developing due to the availability of 

large-scale datasets reflecting human interactions，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 〔7〕.

In this article，we study a one-year (July 2014-June 2015) customer transaction dataset of a leading bank 

in Turkey to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customer mobility patterns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 on the use of 

a target product. After data cleansing and formatting，we seek a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 usage and customer 

mobility signatures，employing the features we have designed. The target banking product we have selected to 

apply our approach is the Individual Consumer Loan (ICL) product，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and active 

products of the bank. After we apply the best feature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to our datasets，we 

discover that the features we design and derive from mobility signatures of individuals as well as features on financial 

activity demonstrat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predicting ICL product usage. Hence，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our 

study lies in the discovery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product recommendation systems can b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using the financial features as well as mobility features we propose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o demographic features. 

Furthermore，we note that while some of the features we use have appeared in other recent stud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our study，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is the first one that combines these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product recommendation.

The rest of the article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We provide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and literature in the next 

section. We then describe our dataset and the preprocessing steps we have implemented. After present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riteria，feature selection/extraction methods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our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and point out our deductions. Finally，we summarize our main 

contributions and the inferences we obtain from our study.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1197 July 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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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ock correlation networks use stock price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tocks 

listed in the stock market. Currently this relationship is dominantly measured by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However，financial data suggest that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may exist in the stock prices of different shares. To 

address this issue，this work uses mutual information to characteriz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s. 

Using 280 stocks traded at the Shanghai Stocks Ex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4-2016，we first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mation for measuring stock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se two measures，we then develop two stock networks using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method and 

study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networks，including degree，path length and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has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the degree and larger value of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an those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ha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measure the stock relationship in a stock market that 

may undergo large fluctuations of stock prices.

Introduction：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in recent years has become a powerful tool to investigate 

challenging problems in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areas. A complex network is defined as a system with a large 

number of nod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nodes 〔1〕. A variety of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to study 

complex networks in biology，social sciences，finance and engineering. Among them，the stock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financial system 〔2〕. Each node in a stock network stands for a stock，and the edge connecting a pair 

of stocks represen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ices of these two stocks. The stock networks have been use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dynamics of the stock market as well as make predictions of future prices 〔3〕.

To build stock networks，the commonly used algorithms include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 〔4〕，

the Planar Maximally Filtered Graph (PMFG) 〔5，6〕，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reshold Method 〔7〕. 

In addition，the Dynamic Spanning Tree (DST) has been proposed to study stock networks，bu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ST shrank over time 〔8〕. Among them，the MST network may have the simplest structure. For example，

a network was developed for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by using MST 〔7〕. In addition，Gilmore et al. analyzed 

the stabilization of commodity clusters based on MST 〔9〕. However，the real market network showed a more 

structured hierarchy of the stock importance that was not captured by this developed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DAX30 stock price data，a comparison study employed these thre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reasoning for a number of aspects regarding the network structure 〔10〕. Numerical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ny 

Development of stock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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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method might not be able to extract all the economic information from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

11〕. Thus the topological analysis for the correlation network is a powerful method to search for the 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stock prices 〔12〕.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e stock network analysis is how the price of one stock is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factors and prices of other stocks. This influ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nancial policies，national 

economic growth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 addition，the stock price of a company is based on 

its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of future development. A number of research work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recent 

years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stock network，which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netary and 

austerity policies. As an important growing market，the Chinese market exhibits much stronger correlations than 

the developed markets 〔13〕. Further analyses based on the high-frequency stock returns found that the Chinese 

stocks had different average correlation strengths during different financial time periods 〔14〕. In addition，the 

dynamic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systemic risk varied in the periods of two market crashes in 2001 and 2008 and 

other calm time periods 〔14，15〕.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tock interaction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in China suggested that the prominent sector structures existed in a number of subsectors 〔16〕. Further 

research works have also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network robustness with regard to the random fault and 

network fragility by the intentional attacks 〔16，17〕.

Si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the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world have been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e networks of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were developed using 83 stock market indices in a diversity 

of countries and correlation-based measures 〔18〕. A comprehensive study for the stock exchanges located all 

over the world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market indices presented both fast and slow dynamics 〔19〕. 

Research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stock networks satisfied the small-world and the scale-free properties 〔20，

21〕. The market performanc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is research area 〔14〕. It has been 

shown that stock networks took on more concentrated topological structure in financial crises than other time periods 

〔22〕. About 500 stocks from the S&P have been used to study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dynamic trend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es 〔23〕. Bas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data，it has been verified that the influence 

posed on all stocks occurs almost simultaneously whether it is from economy or from politic 〔16〕. In addition 

to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new concepts and methods such as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d the lead-lag 

relationship，have been introduced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s 〔24，25〕.

Among these studies，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the dominant tool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tocks 〔26〕. However，this approach can only measure linear relationships.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statistical independence between two random variables，and it is a more general approach for 

measuring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I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sets that are not detected 

by the commonly used linear measure of correlation 〔27〕. Thus it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28〕 and the analysis for both small and high-dimensional data sets 〔29-

31〕. Mutual information comes from Shannon’s entropy theory，and it is unique in its close ties to Shannon’s 

entropy. However，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estim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 is not always easy. Thus the estim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information theory 〔32，33〕. Pluim et al. gave an algorithm to 

compute mutual information for high-dimensional variables and applied it to medical image registering 〔34〕.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could replace the network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35〕. Although mutual information has been used to develop genetic regulatory networks recently 〔

29，35〕，the stock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is still at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 Only the partial 

mutual information and mutual information rate have been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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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stock networks 〔36，37〕.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nonlinear correlation，this work proposes a novel framework to develop stock 

networks by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The stock price data from the Shanghai Stocks Exchange (SSE) a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new approach. The remaining par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discusses the comput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 and MST for developing stock networks. In Section 3，

we develop two stock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espectively，and 

finally study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networks.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 April 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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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we study data from financial markets，using the normalised Mutual Information 

Rate. We show how to use it to infer the underlying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relations in the foreign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of 15 currency areas. We first present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and discuss its 

computational aspects，and apply it to artificial data from chaotic dynamics and to correlated normal-variates data. 

We then apply the method to infer the structur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the time-series of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In particular，we study and reveal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foreign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in two separate networks，of which we also study their structural propert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both inferred networks are small-world networks，sharing similar properties and having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assortativity. Importantly，our work shows that global economies tend to connect with other 

economies world-wide，rather than creating small groups of local economies. Finally，the consistent interrelations 

depicted among the 15 currency areas are further supported by a discuss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nomics.

Introduction：In finance，researchers use complex systems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ur and 

dynamics of financial markets，as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complex systems with large numbers of interacting 

financial agents 〔1〕. Treating financial markets as a complex system helps in understanding their relationship to 

other complex systems and using common approaches to study the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constituent parts in 

such systems are frequently non-linear. 

Many approaches have been attempted to map the financial system as a network in which nodes stand for 

different financial agents and edges between the nodes for their interactions. Some of the methods used to investigate 

interactions across different financial agents include correlation-based networks，such as the minimal spanning 

tree approach introduced in 〔2〕； the extension of the above approach proposed in 〔3〕； the planar 

maximally filtered graph，which is also used in a recent study in 〔4〕； and the average linkage minimum 

spanning tree proposed in 〔5〕. Other approaches are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threshold network 〔6〕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threshold network methods 〔7-9〕.

   More recently，several econometric approaches have been applied to analyse the systematic spillover 

interconnectedness across multiple financial agents and infer the network structure. For example，the authors in 

〔10〕 proposed a measure of return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in the framework of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and 

generalise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Moreover，the authors in 〔11〕 employed the method in 〔10〕 to construct 

a volatility spillover network for measuring the connectednes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framework of Granger 

Inference of financial networks using the normalised mutual 
inform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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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ity analysis，〔12〕 proposes the use of Granger causality networks to quantify systemic risk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mean spillovers，and recently the authors in 〔13〕 developed an extreme risk spillover 

network for analysing the interconnectedness acros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t is thus important to study financial mark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 theory. The goal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markets and their components are interrelated and how collective behaviours might emerge. 

Particularly，in our work，we consider time-series data from 15 world-wide financial markets，including the 

European Union (EU). Financial markets consist of components，such as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The data are the time-series of the 15 major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of these financial 

markets. The componen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can be represented by a network of nodes and connections，

where the nodes are either the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or stock indices，and the connections，or interactions 

among them，are usually non-linea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ponents and，consequently，between 

the markets，can be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time-

series data. By doing so，we are able to quantify market interrelations and thus，analyse collective behaviour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market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se markets interact with themselves or influence each other 

is very important and useful to know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or choices. Here，we use a recently published 

information-mathematical method for network inference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Rate (MIR) 〔14〕 to infer 

the structure of such networks. MIR is a measure of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d per unit of time among 

stochastic sources or data sets 〔14，15〕.

 Mutual information (MI) and，particularly，MIR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Shannon in 1948 as a “rate of 

actual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16〕 and was redefined more rigorously in 〔17〕 and later in 〔18〕. It 

represents the MI exchanged per unit of time between two dynamical，correlated，variables and is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which quantifies linear and non-linear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wo systems or data sets. It is essentially 

a measure of how much information two systems，or two data sets，share. Even though MI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various complex systems，ranging from the brain 〔19〕 to chaotic systems，there are three main 

difficulties that need to be overcome，namely: (a) MI in random memoryless processes does not consider the 

degree of memory that financial markets have been proved to contain 〔20-22〕； (b)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at is considered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complex system under study as the probabilities of significant events 

often need to be known prior to the calculation of MI； and (c) due to the usually limited size of data sets，which 

introduces finite-size effects，it is complicated to calculate these probabilities accurately. This might lead to 

a biased calculation of MI 〔23〕. Other limitations might come by the use of linear measures (e.g. correlation 

measures)，as they ignore the complexity present in such systems and the fact that financial markets present non-

linear behaviours with regard to stock returns. In 〔24，25〕，the authors overcame the above limitations by using 

partial mutual information. Another way to overcome such challenges has been proposed in 〔15，20〕，where the 

authors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d per unit of time between two nodes in a dynamical network，

i.e. MIR，as it permits a more reliable measure of the hierarchical dependency in networks.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using MIR in single financial components，such as stocks trad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20，24〕 and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markets 〔25〕. In our study，we are 

interested in identifying interrelations among nodes in the financial networks of the 15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20〕，and not in inferring the directionalit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mong them，i.e. causality. 

We thus assume throughout the paper that all financial networks are undirected，i.e. connections between pairs of 

nodes are bidirectional，and that such connections are due to their interactions. We focus on demonstrating how one 

can use the normalised MIR 〔14〕 to infer the network structure in financial-markets data and，partic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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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ectivity among the nodes of the network of the 15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erred networks of the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indices are small-world networks，sharing 

similar properties and having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assortativity 〔26〕. Importantly，our work shows that global 

economies tend to connect with other economies world-wide，rather than creating small groups of local economies. 

Finally，the consistent interrelations depicted among the 15 currency areas are further supported by a discussion 

from the economics viewpoint.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2160 February 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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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书阐述了数字货币的相关理

论，梳理了数字货币的发展沿革，论述了数字货

币的技术基础，研究了数字货币的业务架构与运

行模式，分析了数字货币的宏观经济影响，探讨

了数字货币的监管与立法，介绍了法定数字货币

试验和应用场景，展望了法定数字货币的未来前

景。

本书汇集了作者数年来有关数字货币理论研

究和实践的思考，其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对相关

政策制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

【序言】几年前，当我们开始做数字货币研

究的时候，这一领域既冷门，又边缘，不少人都

质疑此项研究的必要性。这项工作的展开不能不

归功于周小川博士的敏锐洞察力和学术前瞻性。

这两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暴涨暴跌，人们开始

纷纷关注这一新兴事物。作为一个研究者，尽管

我认为比特币还只是一种准私人数字货币，但我

对其代表的数字货币技术的未来满怀憧憬！

应该说，有很多人是因为比特币而知道的

数字货币。实际上，远在比特币之前，数字货

币就是密码学的一个研究分支。自20世纪70年

代以来，密码学界一直有一个梦想，我们手里

拿的实物现金能不能数字化以后，通过数字加

密技术，像发一个邮件一样，直接从某一个数

新书推荐：

中国金融出版社数字货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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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身份人转移到另外一个数字身份人的名下？

就这么一个问题，很简单但也很复杂，引起了众

多学者的兴趣，开创性的人物是David Chaum。

1982年，他提出了一种具备匿名性、不可追踪

性的电子现金系统，作为最早能够落地的试验

系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1994年Bruce 

Schneier的集大成之作Applied Cryptography：

Protocols，Algorithms，and Source Code in C，

就专设一节，探讨David Chaum的数字现金协议

（ Bruce Schneier.应用密码学：协议、算法与C

源程序[M].吴世忠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98-104.）。

到2008年，一位化名Nakamoto的神秘人物

提出了比特币的构想。数字货币的发烧友们狂喜

地发现，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梦想竟也可以大规

模试验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席卷全球的比

特币试验。客观而言，这个试验极具争议，有人

对其背后的技术啧啧称叹，有人攻击它是诈骗工

具，有人认为其堪比黄金，也有人认为它一钱不

值。一些知名人士，比如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说纷纭间，与

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资产、支付工具、货币等均

有所不同的比特币以其丰厚的回报，吸引了全球

投资者的眼球。

想要评价它，我们必须回到中本聪的经典论

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其中有两个关键词：“点对点”和“电子现金系

统”。“点对点”的特性，使我们想起了实物货

币，因为它就具有“点对点”这一优越的支付特

性，只是其支付功能逐步被电子支付工具所蚕

食。时至今日，“无现金社会”喧嚣尘上，似乎

实物现金已无容身之地。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主

要经济体的实物现金投放和使用是在增加而不是

减少（Cash is Still King in the Digital Era［EB/

OL］.http://money.cnn.com/2017/11/20/news/

economy/cash-circulation-payment/index.

html.2017.）。所以实物现金的未来究竟如何，

恐怕现在还不能妄下结论。

也许从哲学角度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样事物从自然产生到

消亡，并不是简单的消失，而是有一个推陈出

新，此乃“否定之否定”。货币亦是如此。假使

实物现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要消亡的话（当然

这一点还有很大争议），这个“否定之否定”应

该是什么？个人认为，那就是“点对点+电子支

付系统”。也就是说，从实物现金的角度看，需

要“+电子支付系统”；而从银行存款转账、第

三方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的角度看，则需要“+

点对点”。按目前电子支付系统的发展势头，无

论“无现金社会”实现与否，电子支付将实物现

金的特性融合进来，是显见的趋势。所以个人以

为，所谓的数字货币应该是电子货币和实物现金

的一体化。这个一体化如果动态地去理解可能会

更好，现在数字货币的定义还是存在争议的，我

理解这个事情不要把它看成一个静止的状态。数

字货币一定与货币的数字化进程紧密相关，在这

个进程中，货币的数字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动态

的、不断演进的东西，有些属性可能我们看得很

清楚，还有一些属性很可能现在还看不清，还

需要完全展开，需要观察和研究。这个观察和研

究，如何结合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成为我们现

在工作的重点。

很显然，实物货币向数字货币演进的意义在

于，实物货币的支付功能优化了，可以在多种交

易介质和渠道上完成支付，具有良好的普适性和

泛在性。电子支付工具向数字货币演进的意义则

在于，它能吸收实物货币“点对点”支付和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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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性，将支付权利真正地赋予用户自身。在

一定程度上，第三方支付的出现破除了用户对银

行账户的依赖以及被施予的约束（如需到银行物

理网点和ATM办理业务、一层层烦琐的业务程序

等），有效释放了用户的支付主动性和能动性，

降低了支付交易成本。但这还远远不够，账户是

否可以透明？向谁透明？透明到什么程度？数字

货币是否可被追踪？这些理应都由用户自主掌

控。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数字货币是实物货币和

电子支付工具的发展方向，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比

特币终将胜出，笑到最后？也许一些持“货币非

国家化”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会这么认为。但是，

许多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却倾向于将比特币定位

成虚拟货币。为什么叫虚拟货币？因为它背后没

有资产支撑，许多人（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认为它是没有前景的，尽管它的暴涨掀

起了一股庞大的浪潮。“比特币也许失败，问题

是这里头有钱可赚”，这句话道尽了很多人对

“比特币”们的真实心态。比特币价格涨到什么

程度才算合理？其暴涨究竟有多少泡沫？这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作为研究者而不是投

机客，追问“比特币”们的真正价值所在才是问

题的关键。

回顾加密货币的研究历程，如果说David 

Chaum模式的数字货币是基于“银行—个人—商

家”三方模式来设计的，那么比特币模式的数字

货币则由原来的三方模式，变成了点对点的两方

交易模式。这当然是一个范式的飞跃，但这两个

模式都没有考虑中央银行的角色。David Chaum

只是探讨了匿名化现金的实现机制，根本没有涉

及中央银行。比特币所谓的挖矿发行，煞有介

事，实质上是把记账权、铸币权和发行权混为一

谈，央行的角色因此消解。实际上，他们更多的

是在研究数字化技术本身，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

物，显然不只是（数字）铸币技术的问题，其背

后的价值支撑才是关键。纵观各种货币形态均有

价值锚定。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锚定来源

于物品本身的内在价值。金本位制度下，各国法

定货币以黄金为价值锚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以后，各国法定货币虽不再与黄金挂钩，但是以

主权信用为价值担保。全球那么多的货币，根本

的区别在于背后的价值支撑而不是铸币技术。相

信现有的数千种加密货币，在追求极客技术的同

时，也会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当前的经济社会是

一个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货币发行和管理功能

有缺陷的“比特币”们实难担当大任，核心问题

在于这类“可转让数字资产”很难构建自身的价

值支撑体系。

所以，必须把目前虚拟货币缺乏价值支撑这

一根本性的缺陷给矫正过来。技术固然可以向典

型的虚拟货币、加密货币取经，但人类社会长期

形成的货币的本质内涵，理应是数字货币发行的

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货币的未来得有一

个“去虚拟”的过程，一个可能的变化是在前述

所言的“点对点+电子支付系统”的基础上，再

加上强有力的“央行信用”，也就是“点对点+

电子支付系统+央行信用”。

因为价值支撑的缺失，各国政府对于虚拟货

币活动，如ICO、虚拟货币交易等，一直持审慎

的态度，对其中隐含的金融风险和投资者保护问

题高度警惕，但对代币或者是虚拟货币背后的技

术却是态度积极。中国人民银行是最早对数字货

币进行研究和试验的中央银行，其他主要国家央

行也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目前央行数字货

币已成为国际央行会议最重要的主题词之一。数

字货币可谓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把实物货币

转为数字货币的梦想已在民间率先发力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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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必须奋起直追。

以太坊的创始人Vitalik Buterin认为，数字

货币这样的创新由政府部门来主导是不可能实现

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私人数字货币伴随

着财富效应，趋之若鹜；法定数字货币一定程度

上则是对原有知识结构和投资收益的挑战，阻力

难免。两者的难易程度一望即知，问题是在推动

创新方面，政府的作用怎么可能缺位呢？早在20

世纪20年代，凯恩斯就写下了这样的话：

“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

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

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

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是如此来管理社会的。断

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

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

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凯恩

斯.预言与劝说［M］. 赵波，包晓闻，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13.）

当下愈演愈烈的ICO、IFO仿佛就是这段话最

好的注解，有人因此感慨：“人性是比特币生态

链上最大的弱点！”所以笔者以为，对于Vitalik

的论断，最好看看情况再下结论。无论是官方还

是民间，数字货币研发进程的大幕都才刚刚拉

开。两者也未必就是绝对的泾渭分明，公权与私

权，宛若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统一。任何

新生事物都需要时间来检验。

实际上，老百姓对货币的基本要求也就两

个：一个是不能假了，另一个是不能毛了。无论

对私人数字货币，还是法定数字货币，这两个要

求都概莫能外。就全局最优的角度而言，我们相

信，央行数字货币理应更能满足大众对货币的需

求。

实物现金“+电子支付系统”，数字货币

“+央行信用”，电子支付工具“+点对点”甚

至“+央行信用”，“+可控匿名”，“+智能便

捷”……各类演变看似各异，实则脉络清晰。不

仅朝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演进，而

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外的则是那若

隐若现的法定数字货币。

这一历史进程正徐徐展开！

大浪淘沙，我们都在这一进程之中！

姚 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