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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简 介 

数学与统计学院历经数学教研室、应用数学系（1983-1999）、理学院数学系

（1999-2013），不断发展壮大，于 2013 年 7 月成立。学院的应用数学学科 1996 年获得

博士点，是西北地区第一个应用数学博士点、陕西省第二个数学博士点和全校第一个理

学博士点，已授予博士学位 200 多人，入选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 篇。 

学院现有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数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数学与应用数学（省名牌专业、省特色专业、省高

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3 个本科专业，并招收旨在培养拔尖

创新型复合人才的信息科学英才班。学院目前设有 4 个系、1 个研究中心、1 个研究所。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116 人，包括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 1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1 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 1 人、陕西省“百人计划”1 人、陕西省师德楷模 1 人。 

学院坚持教学科研并重，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级奖励 2 项、

省部级奖励 20 余项。近五年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陕西青年

科技奖 1 项。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4 年间，对全校 SCI 论文和优势学科 ESI 排名

的贡献，按教师个人、二级学科和学院分别排序，本院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 

学院负责全校本、硕、博数学公共课教学和数学建模教育与竞赛培训工作。现有国

家级教学团队 1 个、省级教学团队 2 个，国家精品资源课程 2 门、陕西省精品资源课程

4 门，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 2 部，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项、省级教学成果 10

多项。指导学生参加数模竞赛，共获国际及国家级奖励 300 余项（其中有国际数模竞赛

特等奖 3 项、特等奖提名奖 4 项，全国数模竞赛 Matlab 创新奖 1 项），获奖层次和数量

在全国高校中位居前列。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学位类型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研究方向 联系人及电话 

学术学位 

070100 数学 

计算数学 

张老师 

029-8189137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基础数学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025200 应用统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院网站：http://math.xidian.edu.cn/ 

 

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专业以理工结合、学科交叉、复合培养为特色。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数

学基础和熟练的计算机技术，并能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工程技术和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实际

问题的科技人才。1996 年我校“应用数学”专业获得了全国整个数学学科中唯一新增的博

士点，是部级重点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最优化理论及其应用；概率图形模型；统计学习理论及应用；系统

建模与仿真；系统可靠性分析等。 

主干课程：最优化方法，矩阵分析与计算，图与网络理论，凸分析与优化理论，随

机数学及其应用，半定规划及其应用，贝叶斯网络及其应用，数据挖掘中的数学方法，

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 

本专业毕业生基础扎实、长于数学应用、出路宽广、后劲十足，深受科研院所和 IT

行业的欢迎。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是研究现实世界各类随机现象本质与内在规律的学科,在众



多领域和行业具有广泛应用。该专业主要培养随机数学、数理金融、保险精算、风险评

估以及系统预测与管理方面的科技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 随机过程与金融风险计算； 系统预测与健康管理、数据分析方法； 

金融市场的统计分析及统计计算方法。 

主干课程： 高等概率论、高等统计学、随机过程、随机微分方程、动态资产定价

理论、时间序列分析、计量经济学等 

毕业生可在银行、保险公司、会计事务所、金融风险评估机构、统计局或相关部门

从事技术工作。 

运筹学与控制论 

运筹学与控制论是研究各种一般系统的结构、运作、设计和调控的现代数学学科，

是数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等的交叉学科。在航天技术、生命科学、工业过程、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本专业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学科前沿

性、交叉性等特点，在国内外较有影响。 

主要研究方向有：网络化系统的自适应控制与学习控制；智能优化与微分进化算法；

复杂系统与多智能体的协同控制；数据和事件驱动的神经网络和模糊控制；混杂系统控

制理论等。 

主干课程：线性与非线性泛函、矩阵分析与计算、线性与非线性控制、最优控制理

论、自适应控制、智能控制理论、现代运筹学、智能优化等。 

本学科研究生毕业后可以分配到高校、研究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就业面宽，深受用

人单位和社会欢迎。 

计算数学 

计算数学研究数学理论和科学计算相结合的数学模型、算法及理论分析，以数值逼

近，数值代数，微分方程数值解，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正问题和反问题方法等为核心内容，

包含不适定逆问题和模式识别等问题的数值方法。我校计算数学专业的特色是将新的计

算数学理论与算法与具体的信息科学中的应用问题相结合，主要研究方向有：多尺度几

何分析理论构造、信号处理的分数阶分析方法、图像处理的变分微分方程方法等。 



计算数学的主要工具是泛函分析，数值分析，随机过程，矩阵计算、最优化、逼近

论 、计算调和分析等。 

由于本专业的特色，本专业毕业生可在高校、研究所、IT 产业公司等从事信号与图

像处理的数学模型、计算调和分析、反问题以及模式识别的数值方法等方向的技术工作。 

基础数学 

基础数学是数学学科的核心与基础部分，其中主要包括数理逻辑、数论、代数、几

何、拓扑、函数论、泛函分析和微分方程等分支学科，现代数学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些分

支学科间相互交叉与渗透日趋明显，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基础数学也是其

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等所必不可少的语言、工具与方法，当代科技的

发展及高性能计算工具的应用也为基础数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校基础数学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有：非线性分析、模型、方法及应用，算子理论与

算子代数，半群代数理论、自动机理论、泛代数。 

本学科所培养的硕士具有良好的数学素质，善于接受新知识，提出新思路，探索新

课题，并有较强的适应性，本学科研究生毕业后既可以从事与数学及应用数学相关的科

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也可以选择进一步攻读相关理工类专业博士学位。 

统计学 

统计学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研究如何采集和处理随机数据并据此对事物的本质特征

和内在规律进行分析和推断的学科，在工程技术和经济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该专业

培养既能从事统计学理论研究，又能从事生物统计，金融统计等应用统计方向的专门人

才。本专业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学科前沿性、交叉性等特点，在国内外较有影

响 

主要研究方向：时间序列分析；统计计算方法；可靠性理论；函数型数据分析；计

量金融学；生物统计 

主干课程：高等统计学；线性模型引论；统计计算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抽样调查；

试验设计；多元统计；非参数统计；贝叶斯统计等 

本学科研究生毕业后既可到高校，研究所就业，又可到银行，证券公司等大中型企

业，就业面宽，深受社会欢迎。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专业是关于搜集，整理，分析及解释数据的科学，其目的是通过分析数据，

达到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研究方向包括金融统计、统计优化及应用、统计

学习与数据分析、质量控制与可靠性分析及生物统计等。2013 年本学科研究生获世界统

计大会简·丁伯根优秀论文奖。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与金融统计分析、统计优化及应用（信号统计处理，独立分量

分析）、统计学习与数据分析、质量控制与可靠性分析、生物信息统计等。 

主干课程：高等概率论、高等数理统计、多元统计分析、线性统计模型、统计计算

方法、可靠性统计与应用、贝叶斯统计、现代统计方法引论、时间序列分析、应用随机

过程等。 

本学科毕业研究生具备了统计应用方面的知识、技能与专业实践经历，毕业后可在

银行、证券公司、统计局或 IT 行业从事相关数据整理、分析的工作。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高等数值分析、图像处理的数学方法 冯象初 教  授

02 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图像处理的数学方法 王卫卫 教  授

03 网络可靠性与故障诊断、视觉感知与机器学习 朱  强 教  授

04 时频分析、信号采样与重构、图像处理、信息安全 魏德运 副教授

05 偏微分方程中的反问题 冯晓莉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随机过程与金融风险计算 薄立军 教  授

02 金融市场的统计分析及统计计算方法 周  杰 副教授

03 独立分量分析、盲信号与信息处理中的数学方法 冶继民 教  授

04 系统可靠性、生存性建模与分析 冯海林 教  授

05 应用概率统计与随机微分方程 李  伟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现代优化方法、智能算法及其应用 刘三阳 教  授

02 微分方程、动力系统及其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吴事良 教  授

03 基于模糊集与粗糙集的不确定性数据分析方法 李小南 副教授

04 最优化方法、半定规划及其应用 刘红卫 教  授

05 现代数据分析、统计学习与图模型 杨有龙 教  授

06 最优化方法、机器学习及大数据应用建模 周水生 教  授

07 网络优化与算法设计、系统建模与数据处理 齐小刚 教  授

08 网络与信息安全、云计算安全及隐私保护关键密码技术 张乐友 教  授

09 高级密码算法设计与分析、大数据安全和密码货币 刘振华 教  授

10 区块链安全技术设计、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安全技术 李雪莲 副教授

11 可计算性逻辑及其应用 许文艳 副教授

12 计算智能，大数据处理与分析 高卫峰 副教授

13 生物数学及其应用动力系统 白振国 副教授

14 生物信息处理与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张胜利 副教授

初试科目

初试科目

初试科目

学科方向： 03 应用数学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01 数学分析                      科目四：871 高等代数

907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与数值分析2选1

学科方向：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01 数学分析                      科目四：871 高等代数

907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与数值分析2选1

数学与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学科：070100 数学（2018年招生61人）

学科方向：01 计算数学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01 数学分析                      科目四：871 高等代数

907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与数值分析2选1



数学与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网络化系统自适应学习控制、智能控制和数据驱动控制 李俊民 教  授

02 多目标优化决策、视线跟踪技术中的数学问题、数据分析及应用 高淑萍 教  授

03 自适应控制和智能控制在无人机编队、避障中的应用 李  靖 教  授

04 组合优化、锥规划算法及其在信息科学中的应用 穆学文 副教授

05 时滞系统的混沌与分岔、分数阶系统的动力学与控制 李瑞红 副教授

06 图论与网络科学 张  欣 副教授

07 多智能体系统的协作控制、学习控制 李金沙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非线性分析、模型、方法及应用 常永奎 教  授

02 算子理论与算子代数 刘  磊 副教授

03 半群代数理论、自动机理论、泛代数 杨丹丹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金融统计与深度学习 薄立军 教  授

02 风险分析、评估与管理 冶继民 教  授

03 可靠性与生存性数据的统计建模与分析 冯海林 教  授

04 时间序列分析与统计计算 周  杰 副教授

05 可靠性统计与不完全数据分析 王  亮 副教授

复试科目

初试科目

招生专业领域：025200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17人）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科目四：432 统计学

科目三：601 数学分析                      科目四：871 高等代数

907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与数值分析2选1

9072 数值分析、随机过程-计算与应用

初试科目

初试科目

907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与数值分析2选1

招生学科：071400 统计学

学科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4人）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01 数学分析                      科目四：871 高等代数

907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与数值分析2选1

学科方向：05 基础数学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01 数学分析                      科目四：871 高等代数

学科方向：04 运筹学与控制论



数学与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统计优化、大数据分析、统计决策 刘三阳 教  授

02 统计质量学习控制与数据驱动网络化建模、分析及控制 李俊民 教  授

03 风险分析、评估与管理，统计优化及其应用 冶继民 教  授

04 机器学习、生物医学数据分析 王卫卫 教  授

05 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周  杰 副教授

06 统计质量控制与数据分析 王  亮 副教授

07 (非全日制)应用统计 导师组



自命题考试科目参考书目录 

考试科目 书名 作者 出版单位 

432 统计学 

《统计学》（二版） 袁卫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版） 魏宗舒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601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二版） 复旦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  华东师大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十讲》 刘三阳、李广民 科学出版社 2011 

871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二版） 北京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071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常微分方程、数值分

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版） 魏宗舒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常微分方程》(第三版) 王高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数值分析》（计算方法） 冯象初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3 

9072 数值分析、随机过

程-计算与应用 

《数值分析》（计算方法） 冯象初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3 

《随机过程-计算与应用》 冯海林、薄立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2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学科/专业领域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70100 数学 

071400 统计学 

025200 应用统计 

1.泛函分析 
《应用泛函分析原理》 李广民 刘三阳编著 西电科大

出版社；                                         

2.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二版） 方世昌编著 西电科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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