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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二○○九年三月 

 

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

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 名主讲

教师的详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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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张新生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11 

最终学历 博士 职  称 教授 电 话 021-25011226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021-65642351

所在院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统计学系 

E-mail
xszhang@fudan.edu.cn

通信地址（邮编）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0433

研究方向 随机过程及其应用 

1-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作为第

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

（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1．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见下表：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周学时 届数 学生总

人数 

概率论 本科生基础课 4+1 5 237 

随机过程 本科生专业基础课 3 5 205 

现代概率论基础 硕士生学位基础课   3 2 28 

随机过程 硕士生学位专业课   3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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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统计方法 博士生学位课   3 3 12 

 

2．承担的实践性教学，承担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近五年共指导 22

名本科生完成毕业论文。 

 

3．合作出版与该课程有关的辅导教参一本， 

程依明、张新生、周纪芗，《概率统计习题精解》，科学出版社，2002.11 

4. 获奖： 

2008 年，第九届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博士论文二等奖（指导老师） 

2009 年获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 

1-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承担的科研课题 
 

1．由分形布朗运动和纯跳 Levy 过程驱动的随机微分方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007.1-2009.12 课题负责人； 

2．扩散过程的模型选择，教育部博士点基金，2002.1-2005.12，课题负责人；

3．马氏过程参数的临界值及其参数离散化估计及收敛性，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004.1-2006.12，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申请。 

 

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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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nsheng Zhang, On stochastic ordering for diffusion with jumps and 

applications，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Vol. 77(2007), Issue 6, 614-620.  

2. Shibin Zhang and Xinsheng Zhang,  Exact Simulation of IG-OU Processes，

Methodology and Computing in Applied Probability., vol.10(3)(2008)，337-355. 

3. Zhengyuan Wei and Xinsheng Zhang, Second order exponential differential 

operator and generalized Hermite polynomials ，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vol.206(2) (2008), 781-787. 

4. Shuguang Sun and Xinsheng Zhang, Empiric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discretely sampled processes of OU type. Science in China Vol. 52(2009), No. 

9,1231-1257. 《中国科学》（中文版，A辑 ）V39, No.1, 99-120.  

5. Zhang Shibin and Zhang Xinsheng, On the transition law of tempered stable 

Ornstein- Uhlenbeck processes.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Vol. 64(2009), No. 

3, 721-731.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课程负责人：主持本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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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讲教师情况⑴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郑明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6. 11 

最终学历 博士 职  称 教授 电 话 0212501121

学  位 博士 职  务 系主任 传 真 0216564235

所在院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统计系 

E-mail
Mingzheng@fudan. 

edu.cn 

通信地址（邮编）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0433

研究方向 生存分析、半参数模型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

（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课程： 

1．数据、模型和决策 硕士基础课程，每周 3 学时 2005、2006、2007、 

 2008、2009、2010 届，学生总数计千余人； 

2．随机过程 硕士基础课程，每周 3 学时 2005、2006、2007、2008 届， 

学生总数近百人； 

3．高等数理统计 博士基础课程，每周 3 学时 2005、2006、2007、 

2008 届，学生总数数十人； 

4．概率论 本科基础课程，每周 5 学时，2005 届，学生总数四十余人。 

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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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实习，本科必修课程， 2002、2003 届，学生总数四十余人 

2．毕业论文，本科必修课程， 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学生 

总数几十人。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统计学专业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教育部 2005 主要参与人； 

《统计学专业规范》国家教育部 2009 主要参与人。 

获得的奖励： 

1．《全国优秀统计教师》国家统计局 2002； 

2．2005 年指导的硕士论文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硕士论文； 

3．2006 年获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承担的科研课题 

 

1．基于影响函数的半参数模型的经验似然方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9.1-2011.12 课题负责人； 

 

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1.  Empirical Likelihood in Partial Linear Error-in-covariable Model with 

Censored,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vol 34, No. 2, 2005. 1. 

2. Empirical likelihood-based inference with missing and censored Data.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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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Du),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2008，

Vol.24 No.4,361-370. 

3. Empirical Likelihood Methods for Censored Median Regression Model, 

Communication in Statistics, 38,1170-1183, 2009. 

4.  Empirical Likelihood Methods for 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s, Ann Inst 

Stat Math, DOI 10.1007/s10463-009-0223-7, 2009. 

5.  Empirical likelihood method for mean inference with missing data. Chinese 

Annals of Mathematics,31,71-80,2010 . 

 

获得的奖励： 

 

2006 年获国家统计局优秀统计论文二等奖。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2） 

2⑴-1 姓 名 黎德元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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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信息 

最终学历 博士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0212501121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0216564235

所在院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统计学系 

E-mail
deyuanli@fudan.edu.

cn 

通信地址（邮编）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200433) 

研究方向 极值统计、网络拍卖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

（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课程： 
 

2008 年 2 月—2008 年 7 月： 

《属性数据分析》：统计学系本科生专业选修课，周学时 3， 

学生总数 45 人。 

 

《现代统计计算方法》：统计学系博士生选修课，周学时 3， 

学生总人数 4 人 

 

2008 年 9 月--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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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方法》：管理学院中意 DDIM 项目硕士生必修课（全英语）， 

周学时 3，总人数 60 人。 

《研究方法（一）》：管理学院硕士必修课，周学时 3，总人数 60 人。 

 

2009 年 2 月--2009 年 7 月： 

《属性数据分析》：统计学系本科生专业选修课，周学时 3，总人数 56 人。

 

2009 年 9 月--2010 年 2 月： 

《定量分析方法》：管理学院中意 DDIM 项目硕士生必修课（全英语）， 

周学时 3，总人数 70 人。 

《数理统计（II）》：统计学系硕士研究生必修课。周学时 2，总人数 5 人。

 

2010 年 3 月--2010 年 7 月： 

《属性数据分析》：统计学系本科生专业选修课，周学时 3，总人数 35 人。

 

共指导 6 名本科毕业生论文。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1. Einmahl, J.H.J., de Haan, L. and Li, D. (2006). Weighted 

approximations to tail copula processes with application to tes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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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 value condition. Annals of Statistics 34, 1987-2014.  

2. Li, D. (2008). On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maxima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tatistics, 50 (4), 381-394.  

3. Hüsler, J. and Li, D. (2009). Testing asymptotic independence in 

bivariate extreme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139, 

990-998.  

4. Li, D. and Peng, L. (2009). Does bias reduction with external estimator 

of second order parameter works for endpoint?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139, 1937-1952. 

5. Asimit, V., Li, D. and Peng, L. (2010). Pitfalls in using Weibull tailed 

distribution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140, 

2018-2024.  
 
承担的科研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右尾点的渐近无偏修正和经验似然估计》 

项目批准号：10801038 

期限：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国家教育部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科研启动基金 

<<高分位数的渐近无偏修正>> 

期限：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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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⑶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金曙松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08 

最终学历 博士 职  称 讲师 电 话 0212501122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0216564235

所在院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统计学系 

E-mail
jinss@fudan.edu.cn 

通信地址（邮编）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研究方向 时间序列，非参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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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

（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课程： 

 

1． 时间序列分析，专业课，周 3 ，4 届，170 人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公共课，周 5，1 届，50 人 

3． 时间序列分析(研究生)，专业课，周 3，2 届，15 人 

4． 非参数方法(研究生)，专业课，周 3，2 届，15 人 

5． 本科毕业论文，4 届，15 人 

6. 研究方法(二),博士生公共课,42 人, 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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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Jin, S., W. K. Li (2006). Modeling Panel Time Series with Mixture 

Autoregressive Model, Journal of Data Science, 4, 425-446. 

Jin, S. and W. K. Li (2006). Modeling Contemporaneously Correlated Panel 

Data with Partial Linear Reg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Systems, 1. 

Jin, S. and W.K. Li (2009). On Integer-Valued Mixture Garch Models, Journal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to appear. 

Jin, S. and W.K. Li, P. Yu (2009). On Some Models of Conditional Time Series, 

accepted by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承担的科研课题： 

面板数据的方差结构的半参数方法研究， 上海教委，2007-09～

2009-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类有限混合半参数时间序列模型的研究》 

     项目批准号：10901041 

     期限：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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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3. 教学队伍情况 

3-1 

人员 
构成 
（含外  
聘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张新生 男 1959.11 教授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主讲，教材建设 

郑  明 女 1966.11 教授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主讲，教材建设 

黎德元 男 1973.4 副教授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主讲，多媒体制作 

金曙松 男 1977.8 讲师 

（博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多媒体制作，网络 

课程建设 

3-2 

教学队 
伍整体 
结构 

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师或 

实验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本课程已形成了一支整体业务水平高，学历与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

队伍。教学梯队建设合理，担任本课程教学的教师热爱教育事业，教

学效果优良，受到学生的好评。  

一、 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优化  

担任本课程教学四名教师中：教授2人（博士生导师2人），副教

授1人、讲师1人。四名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分

别为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香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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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他们均有在国内外其他大学的教学经历。  

二、 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合理  

担任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年龄结构合理分别为51岁、43岁、36岁、

32岁，他们的研究方向为随机过程及其应用、生存分析、极值统计、

时间序列，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可在本课程的教学中，从不同的专

业角度出发阐述其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三、师资配置与学生比例充分 

概率论是统计学系的基础课，是统计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后继专业课

的基础。现在统计系每年招收本科生约50人左右，只有一个班的教学

任务，配有三位主讲教师，师资配置比较充分，助教由统计系招收的

博士生中挑选。 

3-3 

教学改 

革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1.引入案例教学的理念。在课程一开始，我们通过介绍一些有趣的实

际案例，如：生日问题、鱼塘中鱼的数目的估计问题、分赌本问题、

血液检查中的经济学问题、敏感性问题的调查等引起同学对这门课程

学习的兴趣。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也注意恰当的利用案例，激发同学

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对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如两个随

机变量同分布但这两个随机变量未必几乎处处相等、随机变量序列的

四种收敛性之间的关系等，我们注重给出反例使同学注意到这些概念

的细微差别，为此我们编写了《概率论》补充材料——50个反例。在

课程快要结束时，我们给出一些具体的应用问题，如：航空公司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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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问题、上海市财政局餐饮发票的抽奖问题等，让同学结合所学到的

理论知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培养同学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2. 对教材中的一些内容作适当拓展与深化。复旦大学统计学系的学生

素质很好，又有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的基础，因而有必要对教材中的

有些内容进行拓展和深化。我们进行了一些尝试，例如：（1）在第一

章的习题课里，补充了随机徘徊的反射原理，并运用它来解决在古典

概型中的一些难题，如选举问题等；（2）将教材中第四章§1例10（一

种验血新技术）引申为概率群试与组合群试，并让同学对此类问题做

进一步研究。 

3.重新组织部分教学内容。对教材中的一些困难、但又必须讲的内容，

参考国际上的一些新的处理手段，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如，特征函数，

针对统计系前期课程没有开设《复变函数》这一特点，我们对特征函

数这节的内容进行了如下的改变：把特征函数改为分布的变换，补充

概率母函数、矩母函数的内容；把对特征函数的所有证明都体现在概

率母函数、矩母函数上；对特征函数只介绍概念和具体应用，避免了

计算复积分和计算留数等困难。这样既能基本上达到原来的教学目的，

又使学生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我们对中心极限定理中levy连续性定理和

林德贝格——费勒中心极限定理也采取了比教材更为容易理解和简洁

的证明方法。 

4. 加强教辅材料的建设，构建系统化的教材体系。目前，我们已使用

李贤平教授等编写的大学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丛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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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辅材料的一部分，正在编写的教辅材料主要有下几个部分：（1）

教材的补充内容，（2）反例集，（3）案例集，（4）概率论的发展历

史与趣闻轶事。 

5. 因材施教。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同时也为培养同学们的思考能力

和钻研精神，我们经常在课上提出一些思考题，激励有能力的同学进

一步学习，并且在课程网站上提供一些进一步深入学习的补充材料，

使不同的同学都能够得到收获。 

6. 开展教学研讨会，促进教学改革。坚持每年不定期的举行2-3次教学

研讨会，探讨本课程所讲授内容的更新、讲授方法的改进与创新、以

及教学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等，由此不断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

与水平。 

7. 重视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的

应用。注重学生对概念的理解能力、应用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中的

分析能力的培养。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个性特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把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教学相结合。 

8.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了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建立

了本课程的网站http://jpkc.fudan.sh.cn/s/205/main.htm，开辟了网络

教学资源，提供：（1）电子课件，（2）进一步阅读的材料，（3）随

机试验的模拟演示，（4）历史上著名的概率论学者，（5）一些重要

的国内外网站的连接。满足了学生的不同要求，缩短了教师与学生间

的距离。 

9.建立了一支稳定的教学梯队，保证了该课程的质量和建设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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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青年教 
师培养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1）开展名师讲学活动，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课程组经常邀

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来系里举办讲座，先后邀请郑伟安教授、范剑青教

授、何旭铭教授等国际知名的概率统计专家和钱敏平教授、戴永隆教

授等国内老一辈的概率学者。通过这些活动，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

有了显著提高。  

（2）青年教师与主讲教师定期讨论课程教学工作。建立主讲教师对青

年教师的听课制度等多项措施有效的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 

（3）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教材和教辅材料的编写工作。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

（或学位）的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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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描述 

4-1 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概率论》是统计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它在该专业的所有课程中的基

础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复旦大学的统计学专业建立于 1983 年，并且是我国最早

建立统计学专业的几个高校之一，但《概率论》课程的教学历史却可追溯到 1959

年。 

    1959 年，复旦大学郑绍濂教授就已经为复旦数学系数学专业的学生开讲《概

率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1960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复

旦大学编写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当年全国第一本概率论方面的专业教材。

    郑绍濂教授还培养了一批概率论方向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复

旦概率论课程教学和建设的践行者，其中有吴立德教授、陶宗英教授、汪嘉冈

教授和李贤平教授等。他们为复旦大学的这门基础课程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留

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高等学校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这时，面临着教

材缺乏，旧的教材内容落后于形势，有关部门组织一批高校学者编写新教材。

当时安排复旦大学负责编写该课程的辅助读物，但在其后的教材评审会上，与

会学者专家一致认为复旦辅助读物写得好，应该作为《概率论》的主教材，这

一套《概率论基础》、《数理统计》、《随机过程》由李贤平、卞国瑞、吴立德、

汪嘉冈编写。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教材中的《概率论基础》被全国各高校广泛

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87 年《概率论基础》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在

参评教材中名列第二。进入 90 年代，李贤平教授又对《概率论基础》作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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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修改，增添了不少新例，调整了一些习题，使学生更易于理解和获益。1997

年《概率论基础》有了它的第二版。至今这本教材已出售了三十余万册，它对

我国《概率论》课程教学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李贤平教授

又对《概率论基础》（第二版）再次作修订，不久，凝聚着老一辈教授毕生经验

的《概率论基础》第三版将问世。这是我们建设《概率论》课程的宝贵财富。 

    自从 80 年代初以来，《概率论》始终是复旦大学的重点课程，李贤平教授

是主讲这门课程十多年，现在的系主任郑明教授也担任过主讲老师，目前，主

要由张新生教授、郑明教授担任主讲老师，黎德元副教授和金曙松博士作为后

备梯队参与该课程的教辅材料和网站的建设。近年来，逐步建立了本课程的网

站，开辟了网络教学资源，提供：（1）电子课件（2）进一步阅读的材料（3）

随机试验的模拟演示（4）历史上著名的概率论学者（5）一些重要的国内外网

站的连接。为学生提供了直观、大信息量、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学习平台。

良好的积淀、现代化的教学工具与理念、任课教师的严谨与孜孜以求的精神，

使得这门课程受到了各届学生和国内外同行资深专家的一致好评。该课程 2008

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同时成为上海市教委 2008 年重点课程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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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论课或理论课（含实践）教学内容 

4-2-1 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

定位与课程目标 

复旦大学办学定位为综合型、研究型、国际型大学，力争在若干年内跻身世

界一流大学之列，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创新型、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学生应该

具有比较好的创新能力、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 

概率论是统计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如数理统计、回

归分析、多元分析、随机过程等的基础，是认识、刻画、分析各种随机现象的入

门课。该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与课程目标是使学生对随机现象有充分的

感性认识和比较准确的理解，初步掌握处理不确定性事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培

养学生对随机现象的直观理解和缜密的思维能力以及应用这些基本理论处理实

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4-2-2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一、事件与概率（12） 

随机试验、随机事件与样本空间、古典概型、几何概型、概率空间。 

二、条件概率与统计独立性（10） 

条件概率与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与 Bayes 公式、独立性。 

三、随机变量与分布函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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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变量与分布函数、离散型与连续型随机变量、 联合分布与边际分布、 离

散型与连续型随机向量、条件分布与独立性、随机变量（向量）函数及其概率分

布 统计的三大分布、顺序统计量、条件数学期望。 

四、数字特征与分布的变换（20） 

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随机变量函数的期望与期望的性质、方差、协方差与

相关系数、熵、概率母函数与矩母函数、特征函数。 

 

五、极限定理（16） 

（弱）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一）、四种收敛性、中心极限定理（二）、

强大数定律。 

4-2-3 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该课程的重点 

（1）概率和条件概率的计算、全概率公式、Bayes 公式、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

变量（向量）及其分布（联合分布）。 

（2）联合分布、边缘分布、条件分布。 

（3）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及其计算。 

（4）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及其应用。 

对于课程内容的重点问题，我们通过课堂的重点讲授、讲清和讲透，强调理

解、理论联系实际；对一些难以接受的概念，通过生活中的具体实例引入，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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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让同学了解这些概念产生的背景。我们以离散型随机变量为对象讲清概率论

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 以连续型随机变量为背景强调概率论的计算与应用，

在讲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函数分布的计算时要用到定积分的计算，并且在确定积分

限时同学一开始往往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便通过分析一些同学最容易犯错的

典型例子，使其掌握分析这类问题的基本方法。 

该课程的难点 

（1）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如：事件的独立性与不相容、随机变量的独立性与

不相关等。 

（2）古典概型中概率的计算。 

（3）利用事件的运算和三个重要公式（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Bayes 公式）

计算概率。 

 

（4）计算连续型随机变量（向量）函数变换时积分限的确定。 

（5）特征函数与极限定理相关的证明问题。 

对于（1）中易混淆的概念主要通过一些例子和反例来显示其间细微的差异，

阐述这些概念的准确内涵，同时辅助适当的练习，启发学生思考并把握这些概念。

对于（2）-（5）中的难点问题，一方面在上课举例时有所侧重，另外在每一章

的习题课中对这些难点问题进行系统总结，为初学者提供一定的学习指导。特别



 25

对于难点（5）在教学中我们注意强调各类大数定律的概率意义，使同学们很好

地理解各种收敛性的背景与方法。中心极限定理研究的是大量独立的随机变量之

和的极限分布，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在概念上对正态分布的产生机制加深

理解，方法上掌握特征函数这一基本工具，在应用上能利用中心极限定理解决实

际问题。在讲解特征函数的连续性定理及中心极限定理的证明时更强调证明的主

要思想，对于技巧性特强，计算又复杂的引理，在课堂上则不给出证明，只指导

学有余力的同学课下阅读。  

 

 

 

4-2-4 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思想与效果（不含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不填） 

 

 

 

 

 

 

 

4-2 实验（践）课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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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课程设计的思想、效果以及课程目标 

4-2-2 课程内容（详细列出实验或实践项目名称和学时） 

4-2-3 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 

4-2-4 考核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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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条件（含教材选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教材使用与建设 

《概率论》课程始终注重教材建设和选用工作，现在使用的教材，就是我系李贤

平教授在 1997 年编写的：李贤平，概率论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

版），同时选取李贤平教授等编写的大学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丛书《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为推荐的学习辅导书。我们还编写了一些教辅材料，如《概率论》补充材料

——50 个反例；一些早期知名概率学者的介绍，如贝努里，拉普拉斯、科尔莫格

罗夫等，同时还提供一些随机试验的模拟程序，如，蒲丰投针问题、高尔顿钉板

等，通过这些随机模拟可以让学生更直观而深刻的理解随机现象背后的概率意

义。 

参考书目： 

1．王梓坤，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2．A．H．施利亚耶夫著（周概容译） 概率 （第一卷） 高等教育出版 2007 

3. W.  F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Vol. 1 Wiley; 

3 edition (1968) 

4．李贤平、沈崇圣、陈子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扩充性资料： 

在课程网站上我们提供如下扩充资料： （1）电子课件，（2）进一步阅读的

材料，（3）随机试验的模拟演示，（4）历史上著名的概率论学者，（5）一些重要

的国内外网站的连接。 

本课程的教学以课堂讲解为主，在教学中我们提倡和推行多媒体教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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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演示和随机模拟软件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

应用能力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学生通过我们的网页可得到进一步的学习资料和

习题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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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学方法与手段（举例说明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目

的、实施过程、实施效果；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

及效果；教学方法、作业、考试等教改举措） 

 

《概率论》课程的教学力图改变学生长期在中学题海战术的教学模式影响下

的思维模式，强化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探究式学习方法，注重学生对概念和基本

理论的理解与运用，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每一章节教学时，

注意从三个主要方面，（1）研究的问题是什么？（2）怎样做（3）为什么这样做

可行，来展开教学。强调启发式、强调概率思想的传授，强调从问题的背景出发，

激发学生思考和学习的兴趣。我们还针对现在大学生的特点，在课堂上经常布置

一些思考题，激励有能力的同学进一步学习。同时，注重案例教学，做到学以致

用，将概率论知识灵活运用到各应用领域。这样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概率论》的讲授方法以传统的课堂演讲为主，并辅之以电子教案。实践表

明，该课程往往需要同学们自己理解、辩思，因此课堂进程不宜太快，也不宜全

用多媒体教学，定义、例子和实际案例分析等文字较多的内容可用多媒体教学，

以节省板书的时间，但证明和数学式子的推导一定要在黑板上进行。同时要求学

生记笔记并结合教材和笔记上的内容进行复习。 

《概率论》课程的对象以统计学专业学生为主，面向全校学生，每年只有一

个班，班级学生数在50人左右，在教学中我们采用了以下的辅助手段: 

 1. 课堂提问。 在课堂上经常提出问题请学生回答。以活跃课堂气氛, 增加学生

的学习兴趣，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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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题课。 每章安排1次习题课，由主讲教师讲授。通过习题课，总结每章的

基本知识点，建立这些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订正学生在习题中普遍出现的问

题，并传授给学生基本的解题思路与解题方法，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3. 答疑。 主讲教师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接待学生的答疑时间，答疑能够帮助学生

及时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4.期中考试。为了及时了解学生学习这门课的情况，并督促学生认真学习，为以

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我们坚持期中考试的做法。 

5. 成绩评定。期末总成绩由作业成绩（占10%）、平时的考勤（占10%）、期中

考试成绩（占2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60%）构成。避免了一次考试定终身的

做法。  

 

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在课程教学中，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演示系统，在概念的描述上注重传统的黑板

演示，而对于概率论中的案例教学注重选用多媒体，这样可以有效增加教学容量。

同时该课程提供网络课件包括：教学大纲、教师教案、习题课讲稿、反例、进一

步的阅读材料等等，同时，我们还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来与同学们进行互动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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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学效果（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校内

学生评教指标和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的学生评价结果） 

 

1.校外专家浙江大学林正炎教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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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专家北京大学何书元教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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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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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评价  

 

摘取部分学生评价：  

 

“《概率论》这门课程抓住概率论作为数学学科的一个分支的严谨性特点，使我们

受到了较为严格的数学思维训练。另一方面，这门课更抓住了概率论有别于其他

数学分支的特点，引导我们如何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规律” 

“《概率论》虽然是一门比较偏理论的课程，但学完之后，我发现它具有很大的应

用价值，这也得益于老师在课堂上尽力用大量实例来向我们展示概率论日益广泛

的应用” 

“我记得当时是在大二学年上的概率论课程，刚接触的时候一直担心内容抽象，很

难学。但是上课后发现不仅课本中理论和实例结合，老师教课时也会补充很多概

率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把抽象的定理活学活用，令我们印象深刻又兴趣盎然。”

“当年班上大多数同学在大三大四都保留着概率论课程的课本和笔记，在学习其他

专业课的时候常会时不时拿出来查阅，毕竟概率论是所有统计应用的基础。后来

我本科毕业去美国念研究生时，行李里面也带着那些笔记和习题册，其实数学的

语言是相通的，需要查阅一些基础定理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翻看本科时的笔记，有

些概念模糊的时候看看当时老师的例题，就能很快回忆起来。” 

“我想每一个统计系毕业生都会同意， 概率论是我们四年大学学习中非常重要的

一课，好的教材和老师的悉心教学让我们获益匪浅。” 

在近几年学校组织的本科生对各课程的评估中，学生对我们的任课老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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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课程的教学是十分满意的：2006 年得分 4.51 分， 2007 年得分 4.81

分，2008 年得分 4.70 分，2009 年得分 4.71， 分满分为 5 分。评估大的指标为

以下三个：（1）讲课能引起学生的兴趣，（2）在课程中感到学有所获，（3）

对学生的提问，能予有效解答。学生在“A.完全同意、B.同意、C.一般、D.不同意、

E.完全不同意”五个选项中择一选择。计算结果时，A——E 得分分别为 5——1 分，

每一题获得一个平均分，再由全部问题的平均分计算出一个总平均分，即为该课

程的总分。 

 

 

4-6 课堂录像（课程教学录像资料要点） 

 

张新生教学录像（中心极限定理（一）） 

 

郑明教学录像（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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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德元教学录像（极限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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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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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限 200 字以内，不超过三项） 

1．有一套好的教材及教辅材料 

教材：由我系李贤平教授编写的《概率论基础》 

教辅材料：（1）李贤平教授等编写的大学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丛书《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2）《概率论》补充材料——50 个反例，（3）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材料。

2．有一个好的师资队伍 

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合理。 

3．突出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根据复旦大学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材的一部分内容进行了拓展； 

（2）对教材中的一些难点进行了必要的改写，给出了使统计系同学易于接受的证

明方法； 

（3）引入案例教学的理念； 

（4）强调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充分利用网络课堂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5-2 本课程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 

 

《概率论》是统计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管理科学、金融数学和保险理论等

专业的基础，在各专业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多年来，我们一直高度重视概

率论课程建设，选派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课程主讲和教学指导

工作，并且注重教材与教辅材料的建设，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本课程在国内同类课程中处于前列。同时，我们也以俄、美等知名教材作为教学

参考书，借鉴他们好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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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1） 网络课堂的内容上不够丰富，教师的讲课视频较少； 

（2） 目前还没有进行双语教学。 

 

6．课程建设规划 

6-1-1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步骤及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为：在保持本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的特色性和领先性的基础上，

将课程上网和发展多元的教学手段作为下一阶段建设的主要目标。本课程将按国

家教育部关于高校精品课程建设要求，积极创造条件，争创国家级精品课程。 

本课程的建设步骤为： 

1. 继续进行以素质教育为理念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和教学管理的理论

研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进行研究和实践；完善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体

系。 

2．在已编写的二本教材与教学指导书的基础上，编写新的教辅材料，主要包

括：（1）教材的补充内容，（2）反例集，（3）案例集，（4）概率论的发展历史与

趣闻轶事。 

3．进一步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特别是对教学内容体系的重新构建，尤其强

调概率论与金融、保险、生命科学等交叉学科的联系，全面提高教学研究水平。

资源上网计划： 

1. 完善网上教案。 

2. 进一步丰富、完善网上多媒体课件的内容与形式，进一步扩充主讲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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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录像资料。 

3. 完善网上答疑系统和教学信息反馈系统中的资料。 

6-1-2 三年内全程授课录像上网时间表 

 

2011：电子教案（教材第一、二、三、四章）、授课录像（教材第一章）； 

2012：正式出版教辅材料。授课录像（教材第二、三章） 

2013：授课录像（教材第四、五章）；试题库与本课程相关的各项材料。 

 

6-2 本课程已经上网资源 



 43

网上资源名称列表及网址链接 

1.教学队伍（课程负责人、课程其他任课教师的个人及教学、科研情况介绍） 
2.课程介绍（课程内容、组织安排、实践教学方面的情况介绍） 
3.课程大纲或教学大纲 
4.参考文献 
5.教学条件（实践教学条件及网络教学情况介绍） 
6.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方法的使用及其教学效果、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情况） 
7.教学研究（教研活动、教改成果和教学成果） 
8.课程评价（校内外专家评价和声誉、学生评价意见） 
9.教学互动 
10.作业习题 
11.教学视频 
12.推荐网站 

 

网址链接：   http://jpkc.fudan.sh.cn/s/205/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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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试卷及参考答案链接（仅供专家评审期间参阅） 

 

http://jpkc.fudan.sh.cn/s/205/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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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校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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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所在高校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文件、实施情况及效果 

复旦大学根据教育部的文件精神，认真规划、精心组织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1、经费上的保证 
为了保证精品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学校对校级精品课程给予 2 万—4 万

元经费支持；获得上海市精品课程荣誉，追加至 5 万元经费支持；获得国家精品
课程荣誉，追加至 10 万元经费支持。 

2、建立精品课程网站 
为了统一管理精品课程的网上教学资源，学校建立了专门的精品课程网站，

所有上海市和国家精品课程向全市和全国免费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3、设置网上教学资源目录 
在此基础上，教务处根据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评估指标”、国家精品课程申请

表的栏目，设置了复旦大学网上教学资源的 12 个目录： 
1.教学队伍（课程负责人、课程其他任课教师的个人及教学、科研情况介绍）
2.课程介绍（课程内容、组织安排、实践教学方面的情况介绍） 
3.课程大纲或教学大纲 
4.教材及参考文献 
5.教学条件（实践教学条件及网络教学情况介绍） 
6.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方法的使用及其教学效果、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情况）
7.教学研究（教研活动、教改成果和教学成果） 
8.课程评价（校内外专家评价和声誉、学生评价意见） 
9.教学互动 
10.作业习题 
11.教学视频 
12.相关网站链接 
使教师在精品课程的建设中能够有针对性地向相关栏目上传教学资源以及组

织网上教学资源。 
此外，本校通过不断引进原版教材、吸纳海外学者来引领本科教学理念和方

法的改革；通过开发虚拟校园网络课堂、更新多媒体教学设施来激励教师利用现
代化教育手段提高教学效果；通过每年有计划地选派中青年教学骨干赴境外作专
项课程研修来强化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通过项目协议书形式明确课程负责人、
课程所在院系及学校三方职责来确保课程建设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通过校党政领
导检查性听课制度、校教学督导员巡视听课制度、学生网上课程评估制度、期中
本科教学检查制度以及年终本科教学考核制度来全程监控课程质量，持之以恒地
推动精品课程建设。这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全校本科教学水
平的不断提升，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优质教学资源的受益者。 

 

对于精品课程所属的院系，学校在年度的教学考核中给予加分奖励；对于精品

课程的负责老师和参与建设的老师，学校在教学名师的评选中给予倾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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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对本课程后续建设规划的支持措施 

首先，学校将根据政策追加专项建设经费，为本课程的硬软件建设提供资助，
并由校教务处具体落实对本课程的全方位跟踪服务。 

其次，就本课程的网络教学环境提供专门空间，遵照上海市教委的要求，将
相关的教学大纲、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网络课件、授课录像
等上网开放，上网内容的年度更新比例不低于 10％，由校信息办专业人员对其进
行维护。 

再次，立足学校现已投资 30 多万元建成的全自动视频摄录教室，为本课程拍
摄全程授课视频，以达到教育部提出的 2 至 3 年内达到全程授课录像上网的要求。

此外，对精品课程辅助课题从各个渠道给予资金支持。 

同时根据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指标，对目前精品课程建设网上教学资源不足

的方方面面提出改进的要求，希望老师像建设国家精品课程那样来建设上海市和

学校精品课程，以提升复旦大学整体课程建设水平，力促“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

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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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明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