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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学院
SCHOOL OF DATA SCIENC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成立于 2020 年 7 月。

数据科学学院专注于数据科学方向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学院在运筹学，
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领域以及运营管理、决策科学、机器学习等前沿领域
有着系统的教学体系，为学生提供完整且前沿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学院强调产学
研结合，秉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
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的育人目标，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的优质环境，充
分发展学生潜能，矢志成为世界领先的数据科学创新与科研基地，培育具有全球
视野的顶尖创新型人才。

数据科学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学院教授队伍均拥有世界一流院校的博
士学位，很多教授曾在世界顶尖大学任教，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相关领域具有显著
影响力。学院曾举办多场国际数据科学相关会议及活动，在国际上拥有一流声誉。

成立数据科学学院标志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数据科学方向继续加大投
入，也体现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坚定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为社会培养时代
发展所需人才的决心。

学校介绍 ABOUT CUHK-SHENZHEN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传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的大学。以创建一
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前期开设理科、工科、经济管理类和人文社科类专业。长远办学规模为国内外学生 11,000 人，其中本科生 7,500 人，硕士及博士

研究生 3,500 人。学校面向全球招聘一流师资，引进的师资大多为世界一流大学知名教授和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院士。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的特色是国际化的氛围、中英并重的教学环境、书院制传统、通识教育、新型交叉学科设置和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面向国家及珠
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大学正在组建世界级专家队伍，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大数据、新能源、金融和物流等领域打造国际化科技
创新平台。截至目前，来自全球的 4000 多名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始学业。



院长致辞
DEAN’S MESSAGE

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数据的时代。基于数据和算法所产生的智能决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
利用安全、公平以及高效的算法来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数据科学学院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地处中国创新之都深圳，数据科学学院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的
优质环境，充分发挥学生潜能，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顶尖创新型人才 , 矢志成为大湾区乃至全世界领先的数据科学
教学和科研中心。

雄厚的师资力量为数据科学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院大量教职成员曾在国际顶尖大学担任终身教授，
并为数据科学众多领域国际上引领方向的学者。数据科学学院已建立了从本科到博士完整的培养体系，包括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金融工程四个本科项目；数据科学、金融工程两个硕士项目以及数
据科学博士项目。数据科学中最前沿的核心课程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将贯穿各个项目，给本科生、研究生提供系统、
前沿的数据科学方面的教育，拓宽学生的视野，打开未来数据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大门。这些项目此前毕业的本科生
大量前往世界顶尖大学继续深造，其中不乏被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世界最顶
尖学府以全额奖学金录取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

数据科学学院吸引了来自计算机科学、运筹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教授队伍。这种多学科的体系将促进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平衡发展。目前，学院的应用研究领域包括：生物信息学、通讯系统、金融、人工智能医学诊断、
精准医疗、云计算、机器人技术、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其中许多应用研究已通过一系列深度合作实践于众多实验
室与研究院，如腾讯联合实验室、京东联合实验室、华为联合实验室、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和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研究院。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对数据科学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带给我们巨大的责任与挑战。我们将始终以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为己任，积极开展与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将学院建设成数据科学人才培养的优质基地，同时也成为国际
一流的研究、交流与合作中心。 在此，我们诚挚欢迎有理想的优秀学者、学生和老师加入我们的团队，为实现这个
目标共同努力！

戴建岗 
数据科学学院院长

校长讲座教授



戴建岗 
DAI, Jiangang Jim
数据科学学院院长
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斯坦福大学）
IMS Fellow（数学统计学会会士）
INFORMS Fellow（运筹与管理科学学会会士） 
荣获The ACM SIGMETRICS 终身成就奖
《运筹学数学》前主编
研究领域：应用概率，流体模型，
扩散模型，随机过程及强化学习，
随机处理网络中的动态资源分配和
优化及在半导体晶圆生产线，
通信网络，数据中心和服务系统的应用

*陈南 
CHEN, Nan 
教授
博士（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领域：计量金融及风险，
蒙特卡罗模拟，应用概率

*贾建民 
JIA, Jianmin
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研究领域：大数据行为研究，
社交网络，决策分析，感知风险

罗智泉 
LUO, Zhiquan Tom
副校长（学术）、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领域：大数据分析的最优化方法，
信号处理中的算法设计与复杂性分析，
数据通信

*MIYAZAWA, Masakiyo
教授
博士（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研究领域：随机网络，
理论与应用概率

*LEE, Chihoon
副教授
博士（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研究领域：大规模服务运营，
传染病模型，随机网络，商业分析，
金融系统风险，应用概率

张树中 
ZHANG, Shuzhong
副院长（教职员工事务）
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伊拉斯姆斯大学）
研究领域：优化，运筹学，数据分析，
生物信息学，金融工程，信号和图像处理

丁宏强 
DING, Hongqiang Chris 
教授
博士（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领域：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生物信息学，信息检索，
Web链接分析，高性能计算

陈毅恒 
CHAN, Ngai Hang 
副院长（教学）、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马里兰大学）
研究领域：时间序列，
金融与计量经济学，风险管理，
统计金融，海洋学，随机过程

黄铠 
HWANG, Kai
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研究领域：计算机体系结构，
并行处理，云计算和网络安全

钟叶青 
CHUNG, Yeh-Ching
教授
博士 （雪城大学）
研究领域：云雾计算与大数据，
嵌入式系统，并行与分布式系统

张大鹏 
ZHANG, Dapeng David
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滑铁卢大学）
研究领域：模式识别，图像处理，
生物特征识别

查宏远 
ZHA, Hongyuan
副院长（科研）、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斯坦福大学）
研究领域：机器学习及应用

HAVIV, Moshe
教授
博士（耶鲁大学）
研究领域：运筹学，排队模型，
排队决策和战略行为，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陈天石 
CHEN, Tianshi
副教授
博士（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领域：系统辨识，机器学习，
状态推理，数据科学，传感器融合，
可扩展算法，非线性控制

于天维 
YU, Tianwei
副院长（学生事务）、教授
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研究领域：生物信息学，
统计学，机器学习

王子卓 
WANG, Zizhuo
助理院长、副教授
博士（斯坦福大学）
研究领域：随机和鲁棒优化，
数据驱动决策问题，
定价和收益管理

蔡小强 
CAI, Xiaoqiang
协理副校长、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清华大学）
研究领域：工业与系统工程，
运筹学，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张寅  
ZHANG, Yin
校长讲座教授
博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研究领域：最优化算法的设计分析以
及数值实现，最优化算法在各领域的
应用，特别是在数据科学，图像与信
号处理，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应用



S D S 
FACULTY
师 资 力 量

带*号的教授为特聘教授，短期特邀教授和客座教授。 
师资信息更新于2020年6月并在持续更新。

骆思强 
LUO, Siqiang 
助理教授
博士（香港大学）
研究领域：数据科学，
数据库，数据系统

胡桑 
HU, Sang
助理教授
博士（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领域：行为金融学，
风险管理学

李文烨 
LI, Wenye 
研究助理教授
博士（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领域：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凸优化，概率推理

吕伯君 
LU, Bojun
讲师
博士（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领域：量化金融，
运筹优化，应用数学

*杨林骥 
YANG, Linji
专业应用副教授
博士（乔治亚理工学院）
研究领域：随机算法，应用概率，
统计物理学中的相变，社交网络，
金融市场的定量分析

茅剑锋 
MAO, Jianfeng 
助理教授
博士（波士顿大学）
研究领域：基于4D轨迹的新一代空
中交通管理，可持续性弹性物流网
络，节能型自动材料处理系统，网
络化和不确定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仿真优化，复杂系统的建模和优化

李兆媛 
LI, Zhaoyuan  
助理教授
博士（香港大学） 
研究领域：高纬统计，
随机矩阵，统计方法应用，
机器学习，金融科技 

樊继聪 
FAN, Jicong  
研究助理教授
博士（香港城市大学） 
研究领域：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优化学 

张海伦 
ZHANG, Hailun
助理教授
博士（香港科技大学）
研究领域：数据驱动的排队网络，
在线算法设计，供应链管理和应用

濮实 
PU, Shi
助理教授
博士（弗吉尼亚大学）
研究领域：网络化系统中的分
布式优化、控制和机器学习

曾家炜 
TSANG, Ka Wai
助理教授
博士（斯坦福大学）
研究领域：计算数学，
金融工程与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与时间序列分析

吴保元 
WU, Baoyuan 
副教授
博士（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领域：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与优化

陈昕韫 
CHEN, Xinyun
助理教授
博士（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领域：随机模拟，
蒙特卡罗方法，排队论，
强化学习

MILZAREK, Andre
助理教授
博士（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研究领域：非光滑优化，
大规模随机优化，二阶方法和理论

宋彦 
SONG, Yan
副教授
博士（香港城市大学）
研究领域：自然语言处理，
信息检索与提取，文本表征学习

蔡卓轩 
CHOI, Chek Hin Michael
助理教授
博士（康奈尔大学）
研究领域：应用概率，随机模型，
随机过程理论及其应用



本 科 专 业
UNDERGRADUATE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
院新设立的本科专业，于 2020 年开始招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
一门跨学科专业，涵盖了从数据收集、分析到决策的全部数据分析要素。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具备数据科学所需的
扎实数学和统计基础、理解和规划数据分析问题的计算和分析思维，
以及对现实数据分析问题实现可扩展性解决方案的实际操作能力的数
据科学领域人才。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常用于金融、互联网、医疗、物流、
教育等行业。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大数据相关产业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人才缺口也日益增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选择就业方向，也可
前往国内外知名高校继续深造。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更多申请信息请参见招生网：admissions.cuhk.edu.cn                          Please visit Admission website for more info. 

学院课程 School Package

普通生物学
普通化学
计算器科学导论：程序设计方法

微积分（一）
计算器实验

微积分（二）
线性代数

概率及统计（一）
力学

专业必修 Major Required Courses

数据结构
机器学习之基础课程
计算与数据科学介绍

机器学习中的数值分析
数据可视化分析

随机模拟
最优化
概率及统计（二）
随机过程

专业选修 Major Elective Courses

贝叶斯统计
机器学习（二）
强化学习

基础实分析
数据隐私和道德

基础实分析（二）
实分析
最优化（二）
概率论



统计学是研究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诠释，
从而获取信息和支持决策的一门学科。本专业
学生将会学到统计理论和计算技术，掌握从数
据中获得有效信息的技能，以应对大数据的挑
战。本专业将根据金融、商务、工业、医药及
政府决策等方面对数据分析的需求，帮助学生
认识统计学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扩宽学生的
知识结构，培养其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

统计学 STATISTICS

PROGRAMME

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
术，结合统计理论，
挖掘数据中的“知识”

数据科学
收集各项金融业务活
动信息，分析金融活
动的趋势，支持金融
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

金融统计
从数学角度研究统计
学，支持应用统计学
的理论发展

统计科学

本专业提供三个专修方向给学生修读：

毕业生可继续深造，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也
可进入政府、银行、保险
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部
门，或者进入咨询公司、
工 商 企 业 的 市 场 研 究 部
门、质量检测部门等。

学院课程 School Package

普通生物学 计算器实验
普通化学
计算器科学导论：程序设计方法

专业选修 Major Elective Courses

计量经济学导论
数据解析导论
数据与知识管理

回归分析
统计推断
统计软件

范畴性数据分析

离散数学
计算器科学导论：程序设计范式
数据挖掘技术
微观经济学基础

专业必修 Major Required Courses

财务管理
投资分析与投资组织者
概率及统计（二）
非参数统计

随机过程
多元技术及其商业应用
时间序列
金融巿场的统计建模

线性代数
力学
概率及统计（一）

微积分（一）
微积分（二）

财务会计导论
中国法律环境、商业道德
与企业社会责任
展望：科技、人文与商业
生物信息学
分布式及并行式计算
数据挖掘技术
机器学习之基础课程
微观经济学基础
宏观经济学基础

中级微观经济学
货币与金融机构经济学
通信系统原理
数据与知识管理
网络分析与智能
财务管理
中国与世界的金融市场
通信系统原理
市场管理
金融及风险管理模拟方法

金融与风险之随机微积分
风险管理及衍生工具
最优化
概率论
实验设计与分析
非参数统计
回归分析
应用回归分析
调查抽样
高等统计

随机过程
时间序列
生存数据模型
统计质量控制
统计学专题（一）
统计学专题（二）
在线实时检验的
统计方法
金融巿场的统计建模

备注：统计学专业的专修方向和修学计划可能会有调整。

其中55%的学生就读于QS世界排名
前50的学校，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康
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悉尼大学、香港大学等等。

选择就业同学占比13%，
不乏德勤、大疆创新、中国
建设银行、华大基因、深圳
农商行等知名企业。

该专业选择升学的学生

2019 统计专业
职业发展

86% 55%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正努力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成国际一流的学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
们在全球招聘了一流专家与学者，精编学科课程，并配置先进的教学科研设施。本专业的毕业生将会
在数学等基础学科上建立扎实的基础，并广泛了解、应用交叉学科的知识，同时掌握计算机专业的知
识和技能，获得较强的计算机系统的分析、设计、编程和应用能力。其中，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数
据科学将是重点应用方向。毕业生将能胜任在社会各个领域内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前沿工作，以及在学
术领域进一步的深造学习中出类拔萃。

专业选修 Major Elective Courses

离散数学
计算器科学导论：程序设计范式
计算器体系结构

操作系统
数据结构

数据库系统
软件工程
分布式及并行式计算

物理实验
数字逻辑与系统

专业必修 Major Required Courses

斯坦福大学 Benjamin Van Roy 教授作学术讲座
Tutorial delivered by Prof. Benjamin Van Roy

生物信息学
人工智能之基本原理
多媒体系统导论
数据挖掘技术
机器学习之基础课程
算法设计及分析
流动计算和应用开发
云端计算
社交网络
互联网编程与应用
工程产品设计审美与人类价值
仿真
生产策划与项目管理
组织行为学
基本个体经济学
信号与系统
微处理与计算器系统

网络 : 技术、经济和社会
网络工程导论
计算器及网络安全
网络软件之程序设计
多媒体编码和处理
工程伦理、安全及实务
数据与知识管理
创业原则
最优化
最优化
电磁学

其中攻读博士学位学生占选
择升学人数的22%。毕业生
均前往世界名校攻读硕士研究
生，例如哥伦比亚大学、耶鲁
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芝加
哥大学、香港大学等等。

该专业选择升学的学生

2019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职业发展

75% 22%
选择就业的学生占比为
20%，毕业生就职于
微软、腾讯、商汤科技
等企业。

20%
选择创业的学生

1.7%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普通化学

计算器实验
计算器科学导论：程序设计方法

学院课程 School Package

微积分（一）
微积分（二）

力学
概率及统计（一）
线性代数



金融工程专业由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与数据科学学院联合开设。
本课程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计量及分析能力，有成为未来金融行业领袖
的潜质，并能满足金融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毕业生将具备全面的金融建
模与预测能力，因此能胜任对计量及分析能力要求极高的职位与工作，
例如估值、投资组合分析、资产配置、信用分析、风险模型，以及结构

性融资。本课程为毕业生在投资银行、商业与企业银行，以及金融服务
单位中的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提供以下两个专业方向：
   量化金融        金融科技

金融工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中国法律环境、商业道德与
企业社会责任
离散数学
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
数据库系统
人工智能之基本原理

数据挖掘技术
应用概率和随机过程
计量经济学
博弈论与商业战略
计算器与网络安全
数据与知识管理
网络分析与智能

中国与世界的金融市场
行为金融学
期权与期货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公司金融
资产定价
程序化交易与市场微观结构

金融数据分析
金融计算
金融科技规则与法律
数据挖掘技术
金融工程实习
概率论
随机微分方程

大数据营销
风险管理及衍生品的应用
回归分析
随机过程
时间序列

专业选修 Major Elective Courses

学院课程 School Package

财务会计导论
微观经济学基础
财务管理
金融基础

计算器科学导论：程序设计方法
计算器实验
微积分（一）

线性代数
微积分（二）

概率及统计（一）

量化金融 金融科技

数据分析和决策制定
投资分析与投资组织者
期权与期货

常微分方程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最优化
数学建模
概率及统计（二）

离散数学
数据结构
计量经济学

投资分析与投资组织者
数据分析学概述

程序化交易与市场微观结构
机器学习之基础课程
最优化

专业必修                                      Major Required Courses



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2019 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优化理论与应用研讨会
2019 CUHK-Shenzhen Workshop on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Peter Glynn 教授做客大师讲堂
Master Forum delivered by Prof. Peter Glynn

Plenary talk delivered by Prof. Dimitris Bertsimas from MIT 
麻省理工学院 Dimitris Bertsimas 教授发表学术演讲

学术讲座
Academic Tutorial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Stephen Boyd 教授做客本科生课堂
Prof. Stephen Boyd visited undergraduate class

服务与医疗运营小型研讨会
Mini Workshop in Healthcare and Service Operations

2019 年 Mostly OM 研讨会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
Mostly OM 2019 Workshop was held at CUHK-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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